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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適應體育課程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在「柔軟

度」、「身體質量指數」、「肌力/肌耐力」及「心肺耐力」健康體適能

上的影響。本研究對像為苗栗縣某國中身心障礙學生 30 名。自變項為適

應體育課程，依變項為健康體適能。研究發現如下: 一、採用適應體育教

學對於增進國中身心障礙學生柔軟度有顯著差異。 二、採用適應體育教



學與採用一般體育教學對於國中身心障礙學生身體質量指數沒有顯著差

異。 三、採用適應體育教學對於增進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心肺耐力有顯著

差異。 四、採用適應體育教學對於增進國中身心障礙學生肌力、肌耐力

有顯著差異。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in flexibility、body 

composition、muscular strength and endurance、cardio respiratory endurance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sample was thirty students 

with strategies o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were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Miaoli count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as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The 

consequences were shown as follows: 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Phys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flexibi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2.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Physical 

Education to reduce the body composi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3.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Phys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muscula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4.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Phys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ardio respiratory endur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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