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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十二年國教帶來觀念的轉變，學生在五育上也要力求進步。本研究旨

在探討家庭社經地位、城鄉差距及學業成就對體適能成績的影響，以及學生對

體適能的態度，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臺南市國中生，研究以立意

抽樣方式，總計抽取405個有效樣本，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適能成績有相關，高社經地位的學生成績較高。 

二、都市學生體適能成績比鄉鎮學生好。 

三、學業成就高的學生體適能平均分數較高。 

四、都市的學生對體適能制度比較能表達同意或反對的想法。 

五、無論成就高低的學生大多都認同體適能可提升身心健康且對試成績有幫

助。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和結論，提出建議供學校、教師、家長、學生及未來研

究之參考。 

 

關鍵字：家庭社經地位、城鄉差距、學業成就、體適能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七年級健康與體育課本「幸福根基~體適能」的單元提到體適能是幸福的基

礎，擁有身心健康，生活品質與快樂指數也跟著提高。此外，教育部宣布十二

年國教以「扶助弱勢、均衡學習、發展學生多元能力及確保學生學力品質」為

理念，這也代表著學科成績不再是最重要的依據，講求的反而是更多元化的學

習，才能申請到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眾多比序項目中，備受矚目之一的就是體適能這個項目，以身心障礙學生

為例，雖然在台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民 102)公布「身心障礙學生，

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益，比照門檻標準，予以計分。」但是仍有許

多人感到不公，因為距離滿分的分數仍有四分的差距，他們認為要不是因為身

心的限制，他們在體適能這方面的表現，並不一定會輸給一般學生。其次有些

人則認為出社會後的成就，並不會和體適能有很大的關聯，所以並不適合列入

比序項目；甚至也有人認為台南市現有教師合格擔任體適能檢測檢測員的學校

明顯偏低，某些學校體育環境不佳，硬體設施不足，部分學校的學生容易輸在

起跑點，公平性受到質疑。相反地，也有人認為體適能適合納入比序項目當中，

因為對於某些運動細胞較為發達的人，可以在比序中佔有優勢，可以達到適性

揚才的目的。因此，我們想透過問卷的調查，進一步了解現在學生體適能發展

狀況以及將體適能列入比序的想法。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適能成績關係 

(二) 探討城鄉差距與體適能關係 

(三) 探討學業成就高低與體適能之關係 

(四) 探討城鄉學生對體適能制度的看法 

(五) 探討不同學業成就表現的學生對體適能制度的認同度 

 

三、研究架構圖 

 

 

 

 

 

 

 

 

 

 

 

 

圖1-1 研究架構圖 

 

圖1-1 研究架構圖 

 



四、名詞解釋 

(一)家庭社經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主要根據填問卷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類別為依據，換

算社經地位指數來代表。主要根據林生傳（1990）所設計之「兩因素的社會地

位指數」（Two 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並以父親或母親一方

之綜合指數最高者為代表，將職業等級指數乘以7，加教育程度乘以4，所得的

和數做為社會地位指標，再據之區分為五等級。社經地位指數愈高者，代表其

社經地位愈高。其職業及教育程度決定程序如下： 

 

（1） 以職業類別區分社經地位(表1-1) 

表1-1 職業對應其類別 

（2）以教育程度區分社經地位 

家長教育程度：家長所受的正式教育。按照現行學制區分為五等級： 

Ⅰ:得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Ⅱ:大學、專科畢業 

Ⅲ:高中畢業、職校畢業、大專肄業 

Ⅳ:國中畢業 

Ⅴ:未完成國民教育 

（3）加權合併職業類別與教育程度以區分社經地位，如下表1-2所示。 

 

 



表1-2 社經地位指數及等級 

 
  此外，本研究將林生傳（1990）分類之一、二等級合併，四、五等級合併，

社經地位指數區分為高、中、低社經地位三等級。以上蒐集學生關於父母親教

育程度與職業的資料，主要透過學生家長社會經濟地位（SocialEconomical 

Status，SES），簡稱為社經地位，以了解社經地位的差異和體適能是否有相

關性。 

 

(二)城鄉 

本研究以原台南市及衛星地區(包括永康區、仁德區、歸仁區)作為城市的

範圍，因為我們認為這些是擁有較完善教育資源的地區，大台南地區其他區域

則界定為鄉鎮地區。 

 

(三)體適能 

四項體適能分別是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瞬發力：立定跳遠。心肺耐力：跑走（男一千六百公尺、女八百公尺）。 

依據教育部國中生在學期間，只要通過「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

耐力」四項體適能測驗中的兩項，就能在比序項目中拿到滿分。但台南市採計

方式還細分金銀銅質獎章，學生必須兩項成績達常模百分等級八十五以上，才

能得金質獎，並獲滿分八分。男生女生標準不同，身心障礙學生或持有公立醫

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學生，則比照門檻標準計分(4分)。 

 



貳、文獻探討 

在閱讀完許多文獻之後，發現多數的研究是探討運動行為及性別對體適

能成績之差異，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社經地位、城鄉差距及學業成就是否會對

於體適能成績造成影響，且探討是擁有較多教育資源及師資的都市學生，還是

擁有較多運動機會的鄉鎮學生將體適能列入超額比序的意願比較高。 

(一)社經地位與體適能關係: 

蔡淑菁(1996)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與學生體適能活動量未具顯著差異。然而

在邱豐傑、蔡佳君與蘇耿賦（2009）、廖添地(2010)的研究中，皆指出學生家

庭社會經濟水準與健康體適能之影響，其發現在心肺耐力表現上，中、高等家

庭社經水準群優於低社經水準群。 

(二)城鄉差距與體適能關係: 

 陳文詮與龍田種(1995)、黃一昌(2000)發現，鄉村學童在體適能表現上，

多優於城市學童。 

(三)學業成就與體適能關係: 

邱慶瑞（2003）、陳德雄（2005）、張鳳儀（2006）、陳宗亮(2010) 、

黃麗芬與許龍池(2014)探討青少年男性學生不同學業成績的體適能差異情

形，結果發現不同學業成績之學生在肌力、瞬發力、心肺功能方面，表現明顯

有所差異。其研究進一步指出學業成績越好，其體適能也就越佳。劉亮吟(2012)

研究亦指出，學業成就與體適能確有正向相關性。 

 

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以102 學年度台南市67 所公私立國中（含8所完全中學國中部）全體學生

為母群（學校與班級數如表3-2），基於時間與能力諸多之限制，採立意抽樣

之研究方法，參考台南市國中學校班級數規模，將67 所學校依班級數分成20 

班以下、21-50班、51-60 班、61 班以上，總共分成四個組群，且分別為我們

所定義之鄉鎮及都市國中生，依照全台南市舊縣市國中生13：17比率取樣法，

並以102學年度之一、二、三年級配額抽樣，總共發出462份問卷，收回462份，

去除無效問卷57份，得有效問卷405份，有效率約87.66％(表3-1)。 

 

表3-1 回收及有效問卷數 

 

 

 

 

 

 

 

 

 



表3-2  102學年度大台南市各國中班級數表 

 

二、 研究工具： 

本自編問卷包含家庭社經地位(職業類別分類表)、學業成就、體適能成

績、態度等部分(如附件一)。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針對城鄉、 社經地位、學業成就等因素，透過問

卷調查討論多個變項之間關連性問題的相關研究。將各選項答案以數字表示程

度統計，繪製成圖表後，由比率比較不同變項之差異。最後透過樣本去推論母

群體的特性。 

 

四、 資料分析： 

將每份問卷編號，依其答案所對應之數字填入，即可用excel算出平均數

及比率，以圖表呈現再討論。 



肆、結果與討論 

一、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適能成績關係 

表4-1-1 

 0 分 4 分 6 分 7 分 8 分 

高階層 20% 4% 35% 15% 27% 

中階層 30% 5% 41% 13% 11% 

低階層 34% 11% 30% 9% 16% 

 

 

 

 

 

 

 

 

圖4-1-1 

表4-1-2 

 平均值 標準差 

高階層 5.40  2.89  

中階層 4.45  3.03  

低階層 4.12  3.17  

討論： 

1.由圖4-1-1及表4-1-2可以看出，高社經地位占8分的比例明顯較高，且平

均值也是三階層中最高，我們推論可能是這些較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子

女的要求較高，以成績為目標，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並給予子女較多

資源。 

2.低社經地位標準差略高於其他兩者，顯示組內高分與低分的差距較大，

推論是本來運動好的人成績就高，而運動不好的人加上可能父母較不在

意成績，導致分數低。 

二、城鄉位置與體適能關係 

表4-2-1 

 0 分 4 分 6 分 7 分 8 分 

都市 22% 9% 38% 14% 17% 

鄉鎮 35% 8% 32% 9% 17% 

      

社經地位 
比序總分 

比序總分 
城鄉 



 
圖4-2-1 

表4-2-2 

 平均值 標準差 

都市 4.96  2.87  

鄉鎮 4.18  3.22  

討論： 

1.都市平均值明顯高出了0.8分，由標準差也可知都市學生成績差距較鄉鎮

學生成績小，推論可能是都市學校較積極幫學生爭取基本分數(6分這部

分多出10%)，給予更多資源，而鄉鎮學生獲得較少，導致在0分這部份明

顯比都市高。三、學業成就高低與體適能之關係 

表4-3-1 

 0 分 4 分 6 分 7 分 8 分 

優 15% 11% 35% 13% 27% 

甲 17% 6% 42% 15% 19% 

乙 46% 6% 31% 6% 10% 

丙 39% 10% 29% 8% 14% 

丁 31% 10% 33% 12% 14% 

 
圖4-3-1 

表4-3-2 

 平均值 標準差 

優 5.58  2.62  

甲 5.38  2.67  

乙 3.36  3.25  

丙 3.83  3.24  

丁 4.36  3.12  

比序總分 
學業成就 



 

 
圖4-3-2 

 

 
圖4-3-3 

 

討論： 

1. 先從平均值來看，學業成就優和甲的體適能分數明顯高於乙、丙、丁的分數，

而從圖4-3-1和圖4-3-3可發現，優及甲的百分比很低，可以推斷成績好的同

學較努力為自己爭取成績，以致滿分的人都以優和甲的比例較高，可見得十

二年國教有助於學生的均衡發展。 

2. 圖4-3-1和圖4-3-3中0分的部分，乙的百分比最高，丙和丁百分比遞減，我

們推測以乙這部分開始不在意自己成績，導致百分比最高，而成績越不好的

人，0分反而減少了，我們認為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因為學業成績較低，想

用其他部分彌補，造成這種結果。 

3. 標準差也顯示優和甲的成績差距較其他三者小，我們推測即使成績好、運動

不好的人，也會積極去爭取十二年國教比序分數，所以成績差距較小，而成

績不好、運動不好的人，因較不在乎自己成績，導致不積極爭取分數，分數

較低，而運動本來就好的人，成績本來就高，兩者相比，分數差距自然會較

大。 

 

 

 

 

 

 

 



四、 探討城鄉學生對體適能制度的看法 

(一)我滿意我的體適能成績 

表4-4-1 對個人體適能成績滿意度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24% 32% 22% 16% 6% 

鄉鎮 13% 33% 39% 11% 4% 

 
圖 4-4-1 

討論： 

1. 由圖 4-4-1 可知，都市的學生較偏為「非常同意」及「同意」，而鄉鎮

的學生較偏重於「同意」及「普通」，我們推論可能是都市的學生、家

長及老師對學生的體適能成績較要求，希望能得高分，所以對體適能較

認真練習，成績也比預期中較為滿意。 

 



(二)學校會透過課程教學或是活動宣傳等方式重視體適能的推廣 

表 4-4-2 學校重視體適能的推廣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33% 38% 26% 3% 0% 

鄉鎮 12% 44% 38% 3% 3% 

 
圖 4-4-2 

討論： 

由「非常同意」跟「同意」可看出都市學生都對學校推廣體適能這個方

面較為認同(71%)，只有極少數同學不認同(3%)，應是都市的學校及老

師都會為了要提升體適能而做準備，相對的鄉鎮的學生同意學校體適能

推廣的比例較都市低，由此可知鄉鎮學校對體適能的推廣較不如都市學

校積極。 

 

(三)體適能提升身心健康 

表 4-4-3 體適能可提升身心健康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30% 31% 31% 4% 4% 

鄉鎮 22% 44% 27% 4% 3% 

 
圖 4-4-3 

討論： 

由圖 4-4-3 可看出，不論是都市或者鄉鎮學校多數的學生都認為，無論體

適能是否列入十二年國教比序中，體適能多少都可提升身心健康，只有少

數同學不認同，因此我們推測體適能這個項目對學生的身心發展確實是有

幫助的。 



(四)不列入超額比序計分，我仍然會參加體適能檢測以了解自己的體能表現 

表 4-4-4 不列入計分也會參加體適能檢測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20% 24% 32% 14% 9% 

鄉鎮 17% 31% 37% 9% 6% 

 
圖 4-4-4 

討論： 

1.在「非常同意」和「同意」的部分，鄉鎮的學生在這部分較高(44%)，

而「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部分也比都市的學生低(15%)，推論

是都市的學生參加體適能檢測的目的較多人是為了十二年國教，爭取分

數。 

(五)我會因為體適能成績的好壞，而影響我檢測的意願 

表 4-4-5 體適能成績會影響參加意願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12% 32% 36% 11% 9% 

鄉鎮 10% 23% 50% 13% 3% 

 
圖 4-4-5 

討論： 

1.由圖 4-4-5 可知不論城或鄉皆以「普通」為多數，都市學生在「非常同

意」及「同意」的比率都大於鄉鎮，推估可能都市的學生會參加體適能

較是因為十二年國教比序的關係，所以相對的體適能成績的高低便會影

響參加意願。 

 

 

 

 

 



(六)我同意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 

表 4-4-6 同意體適能成績納入比序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23% 23% 29% 11% 14% 

鄉鎮 20% 24% 37% 11% 8% 

 
圖 4-4-6 

討論： 

1.由圖 4-4-6 可看出，對體適能成績納入比序的態度以「普通」最為多數，

而無論城或鄉「同意」比例的皆略多於「不同意」，顯然多數人都認為

體適能這個項目可列入超額比序中。其中又以都市學生較鄉鎮學生的滿

意度較高，可以推斷結果能與對體適能成績滿意度的討論呼應。 

 

(七)我滿意台南市現行的體適能超額比序計分方式 

表 4-4-7 滿意台南市體適能計分方式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21% 23% 36% 7% 14% 

鄉鎮 20% 29% 38% 7% 7% 

 
圖4-4-7 

討論： 

1.不論都市或鄉鎮，認同的比例比反對的都至少高出了20%，但是「普通」

的比例也占了36%及38%，可見得體適能的計分方式還有待調整。 

2.在「非常不同意」的部分都市的比例高於鄉鎮的 7%，也是鄉鎮的兩倍，

所以都市的學生對台南市的體適能計分方式是抱持著不同的看法。 

 



 (八)我認為體適能對我的免試成績是有幫助的 

表 4-4-8 體適能對免試成績有幫助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34% 37% 17% 4% 9% 

鄉鎮 23% 34% 34% 3% 5% 

 
圖 4-4-8 

討論： 

1.由圖 4-4-8 可發現約有七成的都市學生都同意體適能對成績有所幫助，

相對地，鄉鎮學生則只有五成七的學生認同，其結果也可解釋為何都市

學生較同意將體適能納入比序項目。 

 

(九)體適能制度能有效促進學生的身心均衡發展，適合做為評分項目 

表4-4-9 體適能促進均衡發展，適合作為評分項目 

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城市 30% 30% 21% 7% 11% 

鄉鎮 19% 29% 42% 5% 5% 

 
圖4-4-9 

討論： 

1.都市認同度約60%，而鄉鎮地區則約48%，所以都市比鄉鎮的認同度高出

了約一成多，可見都市的學生相對於鄉鎮學生較同意體適能促進均衡發

展。 

 



五、探討不同學業成就表現的學生對體適能制度的認同度 

 (一)我滿意我的體適能成績 

表4-5-1 對個人體適能成績滿意度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25% 31% 22% 13% 9% 

甲 15% 33% 32% 16% 4% 

乙 19% 30% 36% 14% 1% 

丙 17% 35% 31% 10% 8% 

丁 12% 36% 43% 7% 2% 

 
圖4-5-1 

討論： 

1.由「非常同意」的部分來看，以學業成就優的學生最多，比其他的高出

了6%以上，可能成績較好的同學會較盡力去爭取體適能高分，所以相對

地也對體適能成績較為滿意。 

2.在「同意」的部分各個學業成就的比例較為相似，大致上都有三分之一

的的勾選「同意」這一項。 

3.而「普通」這一項則是學業成就丁的比例最高，可能是學業成績較不理

想的人對體適能成績也較無意見。 

 

(二)學校會透過課程教學或是活動宣傳等方式重視體適能的推廣 

表4-5-2 學校重視體適能的推廣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15% 44% 29% 4% 9% 

甲 23% 43% 32% 2% 0% 

乙 23% 39% 36% 1% 1% 

丙 21% 38% 36% 6% 0% 

丁 14% 48% 33% 5% 0% 



 
圖4-5-2 

討論： 

1.不論是學業成就高或低的學生，都是以「同意」這一項的比例最高，可

見得學校都有在注重體適能這一方面的推廣。 

2.在「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的部分，以學業成就優的最高，有13%成

績優的同學認為學校並不重視體適能，推測是相比較之下，部分學業成

績優的人覺得學校比較注重課業，導致沒有感到學校重視體適能的推廣。 

 

(三)體適能提升身心健康 

表4-5-3 體適能可提升身心健康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35% 31% 20% 5% 9% 

甲 26% 39% 29% 3% 4% 

乙 25% 41% 30% 4% 0% 

丙 26% 40% 31% 1% 1% 

丁 14% 43% 38% 2% 2% 

 
圖4-5-3 

討論： 

1.在「非常同意」及「同意」這兩項，可以發現無論哪些學業成就，幾乎

都有將近六成的學生認同，由此可知超過一半的學生皆贊同體適能是可

以提升身心健康的。 

2.但在「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這兩項，可發現均是以學業成就優的

學生比例最高，認為體適能提升身心健康的範圍有限。 



(四)不列入超額比序計分，我仍然會參加體適能檢測以了解自己的體能表現 

表4-5-4不列入計分也會參加體適能檢測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18% 20% 35% 9% 18% 

甲 20% 32% 24% 15% 8% 

乙 19% 24% 43% 13% 3% 

丙 17% 31% 39% 7% 7% 

丁 14% 36% 40% 7% 2% 

 
圖4-5-4 

討論： 

1.除了學業成就甲的學生外，其他學業成就在此題皆是以「普通」為比例

的最高項，約有四成的學生在體適能不列入計分後，可能會影響學生參

加體適能檢測的意願，不過也有四成的學生在不列入計分下也會參加體

適能檢測。 

2.在「非常不同意」的部分，成績優的學生比其他的學生高出的10%，推估

可能有部份成績優的學生參與體適能是為了十二年國教，所以若不列入

計分就會影響他們的參加意願。 

3.另外，本次研究問卷也調查了學生「參加體適能的動機」，可與此討論相

呼應，見表4-6-1及圖4-6-1。 

 

檢測體適能的動機 

表4-5-5 

動機 
增加比序

成績 

了解自己

體能 
師長要求 激勵自己 興趣 

保持身體

健康 
同學邀約 

百分比 72% 48% 33% 17% 10% 29% 7% 

 



圖4-5-5 

討論： 

1.由比例可看出超過70%的人參加體適能的動機是為了增加比序成績，此外

也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33%)是因為師長要求而參加體適能，可見十二年

國教確實影響了體適能的測驗，與「不列入超額比序計分，我仍然會參

加體適能檢測以了解自己的體能表現」的討論呼應。可得知學生參與體

適能與比序加分有著很大的關連性，畢竟在十二年國教的制度下，少了

體適能的分數將會造成很大的損失。 

2.最少的則是同學邀約及興趣，兩者皆小於10%，只有少數人把體適能視為

一種興趣。 

 

(五)我會因為體適能成績的好壞，而影響我檢測的意願 

表4-5-6 體適能成績會影響參加意願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11% 25% 38% 15% 11% 

甲 16% 32% 35% 11% 6% 

乙 9% 24% 53% 13% 3% 

丙 10% 22% 49% 14% 6% 

丁 2% 31% 55% 7% 5% 

 
圖4-5-6 

討論： 

1.除了學業成就甲的學生，其他學生皆以「普通」的比例最高，可見學業

成就甲的學生對體適能成績較在意。 

2.認為體適能成績會影響參加意願的學生以學業成就甲的學生比例最高

(48%)，比其他學業成就的學生約高了一成，且在「非常同意」及「同意」

的部分都是由學業成就甲的學生比例最高，可得知學業成績中上的學生

較容易因為體適能成績的高低，進而影響到他們參加的意願。 

3.在「普通」的部分，學業成就乙、丙、丁的學生都約有五成，可見這些

學生並不容易因體適能成績而影響參加意願。 

 

 

 

 



(六)我同意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 

表4-5-7 同意體適能成績納入比序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20% 20% 25% 11% 24% 

甲 23% 29% 20% 13% 14% 

乙 20% 21% 49% 6% 4% 

丙 25% 19% 33% 17% 6% 

丁 14% 31% 48% 5% 2% 

 
圖4-5-7 

討論： 

1. 「非常同意」與「同意」的部分約略都有各學業成就等第五分之一的學

生，所以約有四成的學生同意將體適能納入十二年國教的比序中。 

2.在「非常不同意」的部分，最高的是成績優的學生，其次是乙，可能是

有的人在學科方面表現較理想，但在體適能的方面較不拿手，所以較不

希望將體適能納入比序中，免得無法得到滿分。 

 

(七)我滿意台南市現行的體適能超額比序計分方式 

表4-5-8 滿意台南市體適能計分方式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22% 20% 31% 5% 22% 

甲 19% 26% 33% 9% 13% 

乙 24% 29% 40% 3% 5% 

丙 18% 29% 39% 8% 6% 

丁 19% 29% 45% 7% 0% 

 
圖4-5-8 

討論： 

1.從圖可得知約有四成到五成的學生滿意台南市現在體適能的計分方式，

而不滿意的較為少數。 



2.在「非常不同意」的部分，以學業成就優的比例最高，再者是學業成就

的學生，可能有的學業成績好的人因為無法拿到較好的體適能分數，所

以較不滿意台南市現行的體適能計分方式，而成績低的比例最低，推測

原因是達到體適能標準是容易的，且可以拿到6分，所以較滿意台南市現

行的體適能計分方式。 

 

 (八)我認為體適能對我的免試成績是有幫助的 

表4-5-9 體適能對免試成績有幫助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24% 31% 20% 9% 16% 

甲 30% 32% 24% 4% 10% 

乙 29% 40% 26% 3% 3% 

丙 29% 33% 36% 0% 1% 

丁 24% 45% 31% 0% 0% 

 
圖4-5-9 

討論： 

1.大致約有五成多到六成的學生贊同體適能對免試成績是有幫助的，可表

示多數的人還是認為體適能在免試中是一個重要的分數。 

2.在學業成就丁的部分，可發現「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比例相加高達

69%，可能是學科成績較差的同學，可因體適能的分數而使得十二年國教

的比序分數增加，故認為體適能對免試是有幫助的。 

3.在「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的部份，可發現學業成績越好的比例反

而越高，可能也有部份成績好的同學無法拿到體適能滿分，導致分數與

別人有落差，所以認為體適能對他們的免試成績沒有幫助。 



 (九)體適能制度能有效促進學生的身心均衡發展，適合做為評分項目 

表4-5-10 體適能促進均衡發展，適合作為評分項目 

學業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優 22% 22% 29% 9% 18% 

甲 30% 27% 22% 10% 11% 

乙 25% 34% 34% 4% 4% 

丙 22% 32% 42% 1% 3% 

丁 12% 50% 33% 5% 0% 

 
圖4-5-10 

討論： 

1. 「非常同意」和「同意」的部分，以學業成就丁的比例最高(62%)，學業

成就優的最低(44%)，推測是學業成績低的人希望用體適能成績在比序上

爭取分數，導致比例較高。 

2. 再來看「非常不同意」的部份，可以發現學業成績越高的比例反而越高，

推測是部份的人不希望體適能分數拉低自己的比序成績，而學業成績低

的人在「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約只有5%，可以說明討論1的情況。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家庭社經地位對體適能成績影響 : 

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體適能成績平均最高，且滿分的比例也是最高，而

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標準差較大，可見家庭社經地位對體適能是有影響的。 

(二) 城鄉差距與體適能關係 :  

都市體適能成績平均高於鄉鎮，鄉鎮學生成績標準差較都市學生大且體適

能0分較多。都市學生體適能成績確實比較好。 

(三) 學業成就高低與體適能之關係 : 

學業成就優和甲的體適能平均分數高於其他人，且優及甲的學生0分的百

分比很低、滿分的人比例很高、成績標準差較小。可見得學業成就高的學生會

積極爭取體適能分數，縮小彼此之間的差異。 

(四) 探討城鄉學生對體適能態度 : 

1.都市學生較滿意自己的體適能成績、學校的體適能推廣、體適能對免試成績

有所幫助。此外較多都市學生是為了提高比序成績參加體適能檢測，並且會

因體適能成績的高低而影響參加意願。 

2.不論都市或者鄉鎮學校多數的學生都認為體適能這個項目對身心發展確實

是有幫助的。 

3.多數人都認為體適能促進均衡發展，因此可列入超額比序評分項目，其中又

以都市學生的同意度較高。 

4.城鄉學生大多能接受體適能的計分方式，然而也認為有修正調整的空間。值

得注意的是，有 7%的都市學生是完全不認同現行的計分方式。 

 (五) 探討不同學業成就表現的學生對體適能態度 : 

1.學業成就高的學生較認同自己體適能分數、會因為體適能成績的高低而影響

參加的意願、較不同意體適能適合做為評分項目。 

2.學業成就低的學生對體適能成績較無意見、較同意體適能適合做為評分項

目。 

3.不論是學業成就高低，大部分的學生皆認同「學校注重體適能的推廣」、「體

適能可提升身心健康」、「滿意台南市現在體適能的計分方式」、「體適能對免

試成績是有幫助的」。 

4.較多的學生在體適能不列入比序後是否仍參加體適能表示不贊同也不反對。 

5.四成的學生同意將體適能納入十二年國教的比序中，但有三成五學業成就優

的學生不同意。 

 



二、 建議 

廖添地(2010)之「青少年體適能、課業壓力與休閒動機之相關研究—以臺

中市國中生為例」:體適能是所有活動的基礎，也影響身心健康、生活品質與

自我成長，每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都要擁有理想的體能，運動、體適能與健康

三者彼此間皆有正相關（如圖5-1）。 
 

 

 

 

 

 

圖5-1 運動、體適能與健康的關係 

 

根據發現和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供學校、教師、家長、學生及未來研究之

參考: 

(一) 增加學生身體活動時間 

國中生平日的運動時間太少，對發育及健康不利，應多鼓勵國中生養成運

動的習慣，而不只是在讀書，這部分回應之前教改主張增加國中運動時間。例

如: 舉辦假日與寒暑假運動體驗營、成立健康休閒性運動社團。 

 

(二)觀念的改變  

參與體適能檢測的主要動機還是為了十二年國教的比序加分，而不適真正

要檢測自己的體能，應讓學生改變想法，回到原先設定了目的—提升身心健

康，例如:落實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正常化、全面實施學生健康與體育護照、

編制學校推展體適能教育手冊。 

 

(三)縮小城鄉差距  

降低因城鄉造成的體適能上的差距，使每位學生都能平等，例如：規劃多

元化運動場地、編列經費購置體育活動相關器材與設施、學校加強推廣、獎勵

體適能抽檢績優學校，而對於未積極實施之學校，給予督導建議並持續追蹤改

進情形。此外也可結合社區資源辦理相關活動，廣納民間力量協助拉近城鄉差

距。 

 

(四)修正體適能比序計分方式  

評估現行體適能比序的計分方式是否適合每一位學生，例如:體適能成績

只納用兩項，對於四項都得銀牌的學生，比起只有兩項得金牌但另兩項得待加

強的學生，體適能應是更均衡的，但在比序上卻無法得到滿分。因此建議採達

門檻標準就給分。 

運動 

體適能 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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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體適能之發展狀況 

 
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在十二年國教中，體適能被納入比序積分，希望可以均衡學生身心發展，然而在實

際落實層面，我們很關心這項制度能否真的提升個人從事體適能的動機，以及會受到哪

些因素的影響。 

   這份問卷主要關切的是國中生從事體適能的動機、背景以及它對升學的影響，並不是

考試的題目，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或對與錯，只要依照現實情況勾選一個最符合你(妳)

的敘述即可，請你(妳)詳細閱讀以下題目並做勾選，你(妳)的回答資料及內容將都絕對

保密，請放心作答，謝謝你(妳)的合作！ 

    敬祝 

          學 業 順 利 
                                                             

                                                        指導老師○○○老師  

                                          研究學生○○○、○○○、○○○敬啟 

 

第一部分：城鄉背景 

1.我就讀的學校位於台南市的哪個區域？ 

  □原台南市及原台南市衛星地區(永康區、仁德區、歸仁區)   □大台南市其他地區 

2.我就讀的學校全校共有幾個班級？ 

  □1~20班 □21~50班 □51~60班 □61班以上 

3.我就讀的班級有多少學生？ 

               人 

第二部份：個人資料（以下為我的個人資料，請在符合的 □ 內打勾。）  

1.我的性別是：□男 □女  

2.我的年級是：□國一 □國二 □國三  

3.我最近一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是： 

  □優(90分以上) □甲(80~89分) □乙(70~79分) □丙(60~69分) □丁(59分以下) 

4.父親學歷？ 

  □碩博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沒上小學但識字 □不識字 

5.母親學歷？ 

  □碩博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沒上小學但識字 □不識字 

6.父母親的職業（請參考下表，將所屬的職業別之號碼填於下列空格上；如職業欄上無適合

職業名稱，   

 則請於其他的空格欄上寫下其職業名稱）。  

父親職業：    （填類號） 其他：              （寫下職業名稱，已填類號者免填）  

母親職業：    （填類號） 其他：              （寫下職業名稱，已填類號者免填）  

                                     

附件一 



職業類號(1~5)見下表 

類號 1 2 3 4 5 

職 

 

業 

 

名 

 

稱 

基層勞工  

學徒  

小販  

佃農  

漁民  

雜工  

臨時工  

清潔工  

工友  

大樓管理員  

看護人員  

幫傭  

服務生  

特種行業  

家庭主婦  

待業中  

 

技工  

技術工人  

店員  

推銷員、業務員  

零售員  

自耕農  

廚師  

商業用司機 

（不含航空及航海）  

裁縫師  

美容美髮師  

郵差  

公司職員  

基層公務員  

士官兵  

領班  

監工  

打字員  

技術員  

技佐  

委任級公務員  

行員、科員  

出納員  

鄉鎮市民代表  

縣市議員  

批發商  

代理商  

尉級軍官  

警察  

消防隊員  

甲等職員  

金融界正式職員  

船員  

代書  

演員  

服裝設計師  

中小學敎師、校長  

法官、檢察官 

律師  

會計師  

工程師、建築師  

電機師  

荐級公務員 

公司行號科長  

直轄市議員  

船長  

經理、協理  

副理、襄理  

校級軍官  

警官  

畫家、作家  

音樂家  

新聞記者  

藥師 

大專院校校長、教授 

醫師  

大法官  

科學家  

特任、簡任級公務員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高階警官（三線一以上） 

地方、中央政務官  

內閣官員  

地方首長  

董事長  

總經理  

將級軍官 

第三部份：體適能狀態 

1. 我是否有至檢測站檢測體適能？   

   □是(請跳至第 3題，完成檢測項目統計表)    □否(請繼續回答) 

2. 我尚未檢測的原因是？(可複選)(回答完請跳至第 6題) 

□檢測站距離太遠 □檢測時間無法配合 □不知如何報名 □尚未調整好體能  

□學校沒有團報制度  □其他____________ 

                           檢測項目統計表 

檢測項目 最佳檢測成績 

身體質量指數(BMI) □過瘦    □正常範圍  □過重  □肥胖 

坐姿體前彎(cm) □待加強  □中等  □銅牌  □銀牌  □金牌 

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待加強  □中等  □銅牌  □銀牌  □金牌 

立定跳遠 □待加強  □中等  □銅牌  □銀牌  □金牌 

男：1600公尺跑走 

/女：800公尺跑走 

□待加強  □中等  □銅牌  □銀牌  □金牌 

比序總分 □8分    □7分   □6分   □4分  □未達 4分 

3.我的最佳成績是在幾歲的時候檢測的？ 

  □12歲 □13歲 □14歲 □15歲 

4.我覺得年齡及生理成熟度對我的檢測成績有影響嗎？(可複選) 

  □分數提高，因為體力變好  分數提高，因為體格成長   □分數降低，因為筋骨變硬  

  分數降低，因為參照比較標準提高    □無影響，跟練習多寡比較有關係   

  其他意見，因為                                                 

5.我檢測體適能的動機？(可複選) 

  □增加超額比序成績  □了解自己體能  □師長要求  □激勵自己  □興趣   

  □保持身體健康      □同學邀約      □其他：__________ 

6.為了提升體適能，我是否有做任何的練習？ 

  □是(請繼續回答) □否(請跳至第 10題) 

 



7.是針對什麼項目？(可複選) 

  □坐姿體前彎  □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  □800或

1600公尺/公尺跑走 

8.透過練習，我覺得進步最多的項目？ 

  □坐姿體前彎  □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  □800或

1600公尺/公尺跑走 

9.經過練習，我覺得進步最少的項目？ 

  □坐姿體前彎  □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  □800或

1600公尺/公尺跑走 

10.除了體育課之外，如果每次以 30分鐘計算，我一週運動幾次？ 

  □0次 □1~2次 □3~4次 □5~6次 □6次以上 

11.我不運動時，大多是因為受到什麼限制？ 

  □時間  □身體生理限制  □沒有伴  □沒動力  其他                

12.我同意平常的運動對體適能幫助很大嗎？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3.請問你(妳)是自行報名體適能還是學校團報？(可複選) 

  □自行報名   □學校團報   □沒有測過 

第四部分：對體適能制度的態度 

1.我滿意我的體適能成績 

2.我現在就讀的學校會透過課程教學或是活動宣傳等方式重視體適能 

  的推廣 

3.即使不列入超額比序計分，我還是同意體適能提升身心健康 

4.即使不列入超額比序計分，我仍然會參加體適能檢測以了解 

  自己的體能表現 

5.即使不列入超額比序計分，我會因為體適能成績的好壞，而影響我檢測的意願 

6.我同意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 

7.我滿意台南市現行的體適能超額比序計分方式(例：一金一銀得七分)  

8.我認為體適能對我的免試成績是有幫助的 

9.體適能制度能有效促進學生的身心均衡發展，適合做為評分項目 

10.我認為體適能檢測過程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例如：檢測時間、地點、項目、方式？ 

                                                                                     

                                                                                     

11.我覺得體適能成績在比序計分上還有什麼地方可改進？例如：分數級距、基本分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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