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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對國中生體育學習態度與運動參

與行為的影響。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自編「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認知、

體育學習態度與運動參與行為調查問卷」做為研究工具，以新北市 100 學

年度 9 所國中的 518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問卷調查。調查所得資料以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

計方式進行比較分析。獲得結論如下： 一、新北市國中生在體適能納入升

學計分方案之認知方面，普遍為「不了解」  以上之情況。在近三個月

運動參與行為方面，以「每週參與 2 次」，每次  運動「31 分鐘到 60

分鐘」並以參與 3 項之比例最高，在運動強度方面，以  荷負量為「普

通」者居多。大多數的國中生在體育學習態度上屬於中上的  認同程

度。 二、新北市男女與各年級國中生對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方案之認知情

形皆無顯  著的差異。 三、新北市男女與各年級國中生的體育學習態度

上得分方面的表現，皆無顯著  的差異。 四、新北市國中男生在「運動

頻率」及「運動時間」等方面均高於女生。而在  「運動頻率」與「運

動數量」上，七年級學生高於八、九年級學生。在   「運動強度」方

面，男女與各年級學生之間皆無顯著差異。 五、體育學習態度愈積極之新

北市國中生「運動頻率」愈高、「運動時間」愈  長、「運動種類」也

愈多，但「運動強度」則愈低。 六、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的認知愈好之新

北市國中生，在體育學習態度各方面  也較高。 七、體適能納入升學計

分的認知愈好之新北市國中生「運動頻率」愈高、「運  動時間」愈

長、「運動種類」也愈多，但「運動強度」則愈低。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sport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related reference, the researcher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Percep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Sport Participation Behavior Survey”, as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A total of 518 students from 9 junior high schools of New 

Taipei City of the 2011 academic year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The researcher 

employ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s, one-way AV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study concluded: (a) the percep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for the subjects was at the “Not Familiar” level; the 

typical sport participation behavior for the subjects being engaging in 3 different 

sports, twice a week, and for 31-60 minutes every time with a moderate exercise 

loading; and the recognition level for PE learning for most subjects was “Above 

Average”; (b)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ercep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or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c)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recognition level for PE learn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or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d) male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sports 

more frequently and spent more time in exercise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 the 

seventh graders participated in sports more frequently with a greater variety than the 

eighth on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ercise load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or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e)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recognition level on PE learning and 

exercise frequency, exercise time and sports variety, and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cognition level on PE learning and exercise loading; (f) there 

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level on 

PE learning; and (g)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ercep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and exercise frequency, exercise time and sports variety, and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inclusion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valuation and exercise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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