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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澎湖縣高中職學生運動傷害與求醫行為，作

為日後傷患者選擇求醫對像之參考，以澎湖縣之高中職學生為對象，有

效問卷共 1126 份，以卡方檢定來分析，不同背景變項、運動傷害受傷的

類型、選擇求醫對象的理由及受傷後選擇求醫對像之間的相關性。經資

料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高中職學生運動傷害現況分佈方面，受傷部位



以踝關節受傷為最多（22.1%），受傷狀況則以關節扭傷為最多

（37.7%）；學生們在受傷後的立即處理情形，有 38.0%的學生會選擇冰

敷的方式來處理；在求醫對像方面，主要以自療方式為最多（31.8%）。

在選擇求醫對像時的考量因素方面，則是以父母兄弟姐妹的建議影響最

大（28.1%）；學生們獲得運動傷害知識的來源，最主要是來自學校的教

師（37.1%）。 本研究結果經分析與討論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父母親

教育程度愈高愈不會選擇國術師與推拿師。 二、求醫對像會因當地現有

之醫療資源多寡而有所不同。 三、收入較多者較會選擇看西醫，而選擇

自療與不理會之比例相對較少，足見求醫對象與家庭收入高低有關。 

四、急性運動傷害者會以選擇西醫為求醫對象，受傷較為輕微者，則較

會選擇自療方式，足見求醫對象與受傷類型之嚴重性有關。 五、選擇求

醫對象與教練的建議、自身經驗、收費高低與離家遠近等均有密切之關

係存在。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在發生運動傷害第一時間的處理僅有

38.0％的學生瞭解以冰敷來做為運動傷害的緊急處理的步驟，而學生的運

動傷害處理資訊來源大多來自教師，所以給予體育教師及家長的建議是

除了教導學生運動的技能外，更應時時加強宣導運動傷害的預防及發生

傷害後的處理方式，才能降低運動傷害之發生。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port injury and medical-

seeking behavior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ne thousand and one hundred eleven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Peng Hu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injury and the decision of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also、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injury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ources of knowledge in sports injury、etc. Chi-square ( ) was used to tes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amily background、categories of injury and the 

decision of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ankle was the 

most commonly injured region (22.1%) and the most commonly injured type was 

sprain (37.7%). The majority of injured students used ice as the first step treatment 

once they were injured (38.0%)、and about one third (31.8%) of injured students 

would prefer to use self-care instead of seek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If medical 

care was needed、there were some students (28.1%) would take parents』 

suggestions. Moreover、students received their knowledge in sports injury mostly 

from their instructors in school (37.1%). The results indicated some conclusions: 1. 

Students with parents having higher education background seldom go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linic. 2. The decision of seeking medical care affect by the 

medical resource. 3. Subjects from higher income families choose to have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more often than self-care once injured. 4. Most people has urgent 

sport injury choose the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and people has slight sport injury 

choose to take by themselves. 5. 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seeking and coach’s suggestions、self-experience、medical expenditure、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hospitals or clinics.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above、we found there were only 38.0％ of subjects using ice immediately after 

injured、and most of subjects receiv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sport injury from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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