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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緒論：國內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率高、運動參與率低，對兒童身心健
康已經有負面之影響，因此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是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穿戴式運動錶結合身體活動自我管理策略，透過目標設定與行為
監控，可以有效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與增加兒童體適能能力。本研
究目的使用穿戴式運動錶來探討國中小學童在運動錶不同分期策略
介入下身體活動量及BMI的表現。方法：受試者分為新北市國中和國
小學生各三班為實驗組（國中81人、國小81人，n=162，男女各半
），學生都是自願參與的；受試者分別於實驗介入前、後各進行一
次體適能測驗及身體質量指數量測，以獨立及相依樣本t檢定考驗二
組在實驗前後是否有顯著的效果。此外，進行為期12週四階段穿戴
式運動錶策略介入，來量測國中小學童之前後測身體活動量變化。
身體活動量則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分析四階段及性別差之每日平均步數、步頻（step
per minute, SPM）及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量（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累積時間等參數。結果
：（1）國小學生之身體活動量較高於國中學生 (p < .05)。
（2）週間有體育課的身體活動量明顯高於週間無體育課及週末
(F=12.286, p < .05)。（3）介入後經 GEE 的階段分析，國小實驗
組後測在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量時間均
顯著優於前測 (p < .05)。（4）國小實驗組後測身體質量指數有顯
著改善，達統計上顯著差異。結論：週間有體育課之身體活動量水
平明顯比週間無體育課及週末時段高，利用課餘時間增加體育課程
不失為一個促進身體活動量策略。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可促進國小學
童部分體適能表現、改善身體質量指數不良狀況；透過階段分期策
略可準確瞭解及有效提升國中小學童身體活動時間及強度，值得推
廣為促進個人身體活動的工具。

中文關鍵詞： 加速規、穿戴科技、肥胖、體適能、身體質量指數

英 文 摘 要 ： Introduction: Domestic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ave high
rates of obesity and low rate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whic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developing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Wearable sports
watch combin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self-management
strategy, through the goal setting and behavior monitor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crease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capac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wearable sports watch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fitness under different
staging strategies of sports table.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wo years. The first year used wearable sports watches
to recruit 200 junior high schoolchildren (experimental
group: 50 boys and 50 girls; general group: 50 boys and 50
girls) Group measurements were taken during the 12 weeks of
the week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steps in
physical activity, weekend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MVPA



time and stride frequency (exercise intensity),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dy mass
index As the second year to establish the age and other
physical activity based on the amount of; the following
year to recruit 15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75 students, 7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verag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arable sports
table staging strategy synchronization Captures daily
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data at different ag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napshot of the current
physical activ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use of affordable wearable sports watches
to develop students' dynamic lifestyles. Results: (1)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junior high students (p<.05).
(2) The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wee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the week withou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weekends (F=12.286,
p <.05). (3)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group, the
12-week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could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s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increase with the stage
strategy, achiev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aily walking steps and MVPA
accumulation time. (4) The body mass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post test,
reach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5).
Conclusions: Wearable fitness watch intervene can help to
promote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and improving
undesirable BMI conditions. Through the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intervention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tensity of physical activity of
schoolchildren. Consequently, wearable fitness watch is
worth to be promoted as the tool of enhancing personal
physical activity.

英文關鍵詞： accelerometer, wearing technology, exercise intensity,
physical fitness, body ma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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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緒論：國內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率高、運動參與率低，對兒童身心健康已經有負面

之影響，因此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是一個重要研究課題。穿戴式運動錶結合身體活動自我

管理策略，透過目標設定與行為監控，可以有效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與增加兒童體適能

能力。本研究目的使用穿戴式運動錶來探討國中小學童在運動錶不同分期策略介入下身

體活動量及 BMI 的表現。方法：受試者分為新北市國中和國小學生各三班為實驗組（國

中 81 人、國小 81 人，n=162，男女各半），學生都是自願參與的；受試者分別於實驗介

入前、後各進行一次體適能測驗及身體質量指數量測，以獨立及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二

組在實驗前後是否有顯著的效果。此外，進行為期 12 週四階段穿戴式運動錶策略介入，

來量測國中小學童之前後測身體活動量變化。身體活動量則以廣義估計方程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分析四階段及性別差之每日平均步數、步頻（step 

per minute, SPM）及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量（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累積時間等參數。結果：（1）國小學生之身體活動量較高於國中學生 (p < .05)。

（2）週間有體育課的身體活動量明顯高於週間無體育課及週末 (F=12.286, p < .05)。（3）

介入後經 GEE 的階段分析，國小實驗組後測在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中等費力到費力

身體活動量時間均顯著優於前測 (p < .05)。（4）國小實驗組後測身體質量指數有顯著改

善，達統計上顯著差異。結論：週間有體育課之身體活動量水平明顯比週間無體育課及

週末時段高，利用課餘時間增加體育課程不失為一個促進身體活動量策略。穿戴式運動

錶介入可促進國小學童部分體適能表現、改善身體質量指數不良狀況；透過階段分期策

略可準確瞭解及有效提升國中小學童身體活動時間及強度，值得推廣為促進個人身體活

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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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Domestic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ave high rates of obesity and low rate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whic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developing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Wearable 

sports watch combin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self-management strategy, through the goal 

setting and behavior monitor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crease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capac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wearable 

sports watch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fitness under different staging strategies of sports table.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wo years. The first year used wearable sports watches to recruit 200 junior high 

schoolchildren (experimental group: 50 boys and 50 girls; general group: 50 boys and 50 girls) 

Group measurements were taken during the 12 weeks of the week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steps in physical activity, weekend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MVPA time and stride 

frequency (exercise intensity),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dy 

mass index As the second year to establish the age and other physical activity based on the 

amount of; the following year to recruit 15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75 

students, 7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verag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arable sports table staging strategy synchronization Captures daily 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data at different ag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napshot of the current 

physical activ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use of affordable wearable 

sports watches to develop students' dynamic lifestyles. Results: (1)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junior high students (p<.05). (2) 

The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wee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the week withou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weekends (F=12.286, p 

<.05). (3)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group, the 12-week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could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s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increase with the stage strategy, achiev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aily walking steps and MVPA accumulation time. (4) The body mass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post test, reach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5). Conclusions: Wearable fitness watch intervene can help to 

promote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and improving undesirable BMI conditions. Through 

the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intervention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tensity of physical activity of schoolchildren. Consequently, wearable fitness 

watch is worth to be promoted as the tool of enhancing personal physical activity.   

Key words: accelerometer, wearing technology, exercise intensity, physical fitness, body 

ma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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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三十年來，兒童及青少年的肥胖盛行率逐年攀升，已成了全世界關注的公共

衛生議題 (Pathare, Piche, Andrea, & Haskvitz, 2016)。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 

(NCD-RisC) (2017) 公布全球肥胖趨勢，指出過去 40 年來，幾乎各地 5-19 歲兒少的身

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均與日俱增，每 10 年男孩平均 BMI 增加

0.40kg/m2，女孩增加 0.32 kg/m2。其中 5-19 歲體位肥胖男生的比率從 1975 年的 0.9%上

升到 2016 年的 7.8%，女生的比率從 1975 年的 0.7%上升到 2016 年的 5.6%，肥胖人數

更從 1100 萬人激增到現在的 1.24 億人，較 40 年前暴增 10 倍，另外還有 2.13 億兒童和

青少年處於過重範圍，顯現目前全球兒童及青少年均深陷肥胖風暴中。研究也進一步指

出臺灣兒童及青少年BMI這幾年來也一路攀升，在 1975~2016年期間，男童BMI由 16.9k 

kg/m2上升到 19.8 kg/m2，女童 BMI 則從 17.4k kg/m2上升至 19.1 kg/m2，均高於全球平

均值 18.5 kg/m2與 18.6 kg/m2。至於肥胖人數比率，臺灣 5∼19 歲男孩肥胖率，這 40 年

來從 0.4%暴增至 15.4%，在 200 個國家中排名從第 124 名躍升至第 38 胖，女孩肥胖率

也從 0.1%增至 6.7%，排名從第 138 名上升到第 104 胖，肥胖率均高於鄰近的日本、南

韓、新加坡與香港，顯現臺灣地區學童肥胖情形已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缺乏身體活動是造成肥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科技文明坐式生活型態，讓肥胖兒童

及青少年不斷增加 (Brusseau & Hannon, 2013)。然而，兒童與青少年因為沒有立即性健

康危機，學生從國小到高中青少年階段，學生的身體活動量逐漸下滑 (Shimon & 

Petlichkoff, 2009)，將造成健康威脅。而改善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問題及提升健康適能水

準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是很關鍵的時期 (吳修廷、廖主民，2014)。因此如何增加兒童

與青少年身體活動量 (physical activity) 進而提升體適能 (physical fitness) 表現成了預

防過重或肥胖問題的關鍵方法 (Morales et al., 2013; Ströhle, 2009)。有關身體活動強度名

詞，為求全文統一，本研究引用具良好信效度的國際身體活動量表臺灣中文版之身體活

動強度的中文詞句，例如：中等費力身體活動 (moderate)、費力身體活動 (vigorous) 及

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Liou, Jwo, Yao, 



2 

 

Chiang, & Huang, 2008)。儘管適度且規律身體活動能提昇身心健康益處已有詳細記錄，

但只有約 23%的學齡兒童達到身體活動量最低推薦標準 (Janssen & LeBlanc, 2010)，相

較之下，臺灣身體活動盛行率，青少年每週達 150 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僅佔 19.7%，

遠低於美國的 24.6%，顯示出青少年在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大幅不足 (劉影梅等，2007)。

不僅如此，兒童的身體活動量實際上還會隨年齡增長而逐年降低 (Tremblay et al., 

2014)。因此，世界各國紛紛訂定兒童與青少年的身體活動建議量，而走路和跑步運動

是日常生活中最為簡便普及的身體活動，規律實施可促進心肺功能與肌肉適能的效果，

如進一步達到中等費力身體活動以上強度，更能降低代謝症候群發生率，減少心血管疾

病的危險因子，並能改善身體組成，因此不少研究建議兒童與青少年每天步數量需達到

12,000～15,000 步 (Tudor-Locke, McClain, Hart, Sisson, & Washington, 2009)；另一方

面，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0 年建議 5 至 17 歲兒童和青少

年每天至少累積 60 分鐘以上的 MVPA，可以為兒童與青少年建立和維持健康的骨胳、

關節和肌肉及控制體重，以減少肥胖且有利心肺功能發展，對其身心的發展多所助益。

Ness 等 (2007) 研究發現，11 歲男生和女生每日增加 15 分鐘 MVPA，脂肪含量標準差

分數可分別下降 0.25 和 0.15 個單位。研究也提出青少年每天 30 分鐘以上 MVPA 是消

耗脂肪的最佳方式，且時間愈增加，對 BMI 改善愈具效果 (Romijn et al., 1993)。Atlantis, 

Barnes, 與 Singh (2006) 研究顯示，15 分鐘 MVPA/day 患代謝症候群危險比是 1 分鐘

MVPA/day 的 0.68 倍，而每週規律 155~180 分鐘 MVPA 能更有效降低過重或肥胖少年

兒童身體脂肪含量。近年來 MVPA 研究常以步頻 (step per minute, SPM) 作為走路運動

強度指標依據，是一項重要的健康促進的關鍵要素 (江宗麟、林貴福，2015)。但目前

文獻報告有關學童及青少年身體活動強度著墨不多，Graser, Groves, Prusak, 與 

Pennington (2011) 研究以 77 名 (34 位女生、43 位男生)，年齡介於 10~12 歲體位適中

學童為研究對象 (BMI 值：男生 20.53kg/m2、女生 20.32kg/m2) 於跑步機進行四次 6 分

鐘固定速度的走路測驗，時速分別訂為 3、3.5、及 4 小時/公里，藉以推估心跳率符合

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強度以上之步頻。結果揭示若想達到 MVPA 強度，平均步頻須為

120~140 步/分，結果強調運動步頻為一項有效的運動強度指標，但目前國內尚缺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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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來探究國小學童身體活動強度與體適能表現及 BMI 關係，基此，有效監測並進一

步掌握兒童及青少年身體活動時間及強度大小，尤其是對體重過重和肥胖問題影響，實

為當務之急。 

    Clemes 與 Biddle (2013) 指出近年來穿戴式裝置不斷地增加以監測評估兒量與青

少年身體活動量。可見，研究趨勢從關心成年人的身體活動量開始後，現正轉為關注在

兒童及青少年的身體活動量，畢竟，身體活動的養成需要從小開始，包含建立正確的身

體活動觀念，養成規律健康的動態生活習慣。以往有關學童身體活動量的研究多採用主

觀的自我報告法 (self-report)，常用測量工具大都採三日身體活動記錄量表 (Three-day 

physical activity log, 3-d PAL) 和七日身體活動回憶記錄法 (Seven-day physical activity 

recall, 7-d PAR)。然而許多學童對於回憶他們過去一段時間內所從事之身體活動強度和

持續時間常有困難 (Sirard & Pate, 2001)。故近年來美國與歐洲許多大型兒童與青少年

健康調查紛紛採用客觀的身體活動測量工具 (Ness et al., 2007; Troiano et al., 2008)，以

求更準確評估學童的身體活動量。 

    穿戴式運動錶提供了一個促進孩童身體活動的寶貴機會。從行為科學的觀點來看，

一生的身體活動習慣是從小建立起來的；從小建立量測身體活動量觀念，可使孩子建立

良好的動態運動習慣，有助於成年時期維持動態的生活方式 (Tudor-Locke et al., 2001)。 

    影響兒童身體活動量的因素很多，除了體型、生活型態...等因素外，其他背景條件

如年齡、性別外，還有兒童及青少年在校之體育課活動狀況或週末等影響因素。

Tudor-Locke 等 (2012) 探究以 BMI 參照標準建議學童身體活動量之研究，共有 1954

位美、澳、瑞典的 6-12 歲男女學童，結果指出 BMI 體位適中學生的步數比過重與肥胖

學生的步數為多；就 12 歲男童而言，體位適中學生 17,074 步/日、過重與肥胖學生 12,342

步/日；就 12 歲女童而言，體位適中學生 13,405 步/日、過重與肥胖學生 10,612 步/日；

研究建議男女童身體活動量，男生每日 15,000 步、女生每日 12000 步；朱雅菁 (2009) 

對國小體型過重男生調查發現：他們在整日、在校期間、下課時間及體育課之身體活動

量皆低於非過重男生，過重男生亦較少從事中、重度身體活動，以上說明體型會影響到

男、女學童身體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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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近一步探討年齡對身體活動影響，Gidlow, Cochrane, Davey, 與 Smith (2008) 

研究就指出，在國中學學生的上學日期間，中等費力以上身體活動較小學學生來得少，

他們主要的身體活動時間都集中於放學時間及週末時間。利用體能活動量表對 2,235 位

青少年調查發現，雖然有 80%的 12-18 歲青少年從事運動，但只有 28.4%的青少年達到

建議的運動量，且運動量隨著年齡而遞減，女性在 15-18 歲是運動量最少的年齡層 

(Chen, Haase, & Fox, 2007)。翁正哲等 (2011) 進行臺灣與韓國青少年之體型與身體活動

量比較分析，研究對象共 555 名 (臺灣 313 名，韓國 242 名) 10 至 15 歲的在學青少年。

臺灣國小男學童之週一到週五上課期間之平均步數 (10,649 步/日) 顯著低於韓國國小

男童 (13,003 步/日) 之步數；而臺灣國小女童平均每天 10,060 步，國中男女生平均每

天步數分別為 9,460 及 8,767 步。以上結果強調，臺灣學生無論國中與國小的每日動態

生活步數，都未達到美國總統體適能運動委員會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2003) 所訂定男生每天要達到 13,000 步，女童每天要達到 11,000 步

的標準。由此可知，兒童的身體活動量會因為性別與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且台灣男、

女兒童及青少年身體活動狀況仍然有不足的情形。 

    雖然臺灣教育部近年來也致力於提升學生身體活動和健康體適能狀況，並大力推廣

各種健康促進相關計畫，以及加強政令宣導和足量身體活動口號。與其他先進國家相

比，臺灣體育課的施行時數明顯不足，無法讓學生在校就達到每週需累積 150 分鐘以上

的足量運動標準。教育部（2008a）指出，臺灣中小學一週體育課時間分別為小學 80 分

鐘、國中 90 分鐘、高中 100 分鐘，均少於新加坡中小學平均一週體育課時數為 90 至

150 分鐘、美國為 225 分鐘，以及法國中小學為 200 至 250 分鐘。然儘管近年來我國已

推行多項體育運動相關教育政策，但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2010) 

指出，國小、國中到高中合乎標準之每週運動比例逐年下降，分別為 70.4%、51.7%及

44.2%，且以高中為最低，可知目前一般課程安排的運動時數仍不足以讓學生達到足量

運動的標準 (吳品錞、楊雅婷、楊宜青，2013)。以上研究是否顯示國小學童上課期間

的身體活動量趨於減少，或在課後活動時間及週末活動時間的身體活動量可能有所增

加？但實際身體活動內容無法進一步得知，仍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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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使用由台灣本土廠商自行開發之穿戴式運動錶來檢測國小學童身體活動

量，加速規 (accelerometer) 因體積輕巧便於攜帶，已成為科研客觀評估身體活動的標

準方法，主要應用是將加速規量測的動作訊號轉譯成可敘述身體活動與行為相關之信息 

(Sievänen & Kujala, 2017)，以及所測得的數據與各種運動生理學指標做比較 (Cummins, 

Orr, O’Connor, & West, 2013)。除了用於瞭解個體身體活動量之外，亦有即時回饋訊息

及設定目標的優點，其內建活動強度選項可視為是一項重要的健康促進的關鍵指標。經

過一些在行走、跑步、上下樓梯測試步數及強度，所得結果計算準確率與Lin, Yang, Wang, 

與 Yang (2012); Wang, Lin, Yang, 與 Ho (2012) 具有 99.75%的步數計算準確率接近，符

合可用來做研究的客觀性，且配戴方便又操作簡單，威斯康辛州 La Crosse 的 Gundersen 

Lutheran 醫學中心研究就指出，佩帶計步器來設定成就目標，可以促進身體活動水準與

附加健康效益；而運用團體或社群經驗交流、以相互支持陪伴的方式，更讓學生樂意參

與身體活動 (Wu, Pender, & Noureddine, 2003)。故選擇以此穿戴式運動錶作為評估國小

學童身體活動的測量工具。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首年主要先穿戴式運動錶監測國小男、女學童在週間有無體

育課及週末、體育課之身體活動量，同時以穿戴式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作為介入工具，

搭配即時回饋及目標設定等優點，以有效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及體適能表現。次年進一

步探討有無穿戴運動錶來瞭解國中小學生因年齡別之身體活動量差異現況，並進一步比

較達到中等費力以上身體活動效果，以期未來提供身體活動量不足或 BMI 過重及肥胖

學童之運動介入及健康促進活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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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利用穿戴式運動錶來蒐集約 200 名健康的國中小男、女學童受試者在週間有

無體育課及週末之身體活動量的每天步數、MVPA 累積時間與身體活動強度資料，以了

解其對 BMI 影響之機轉，期能找出每位受試者學童及青少年對於身體活動量不足或

BMI 過重或肥胖者提出合適活動策略。 

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聊解國中小學童日常生活中之身體活動量現況。 

二、瞭解國中小學童在週間有無體育課及週末之全天步數、MVPA 時間及步頻 (運動強

度)等身體活動量現況，並探討其差異情形。 

三、探討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後，對國中小學童及 BMI 過重及肥胖率前後測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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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一、肥胖相關研究 

肥胖的流行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地方之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由於肥胖 (Obesity) 與否

無法由目測得到精確的判斷，需要輔以量測工具加以確認身體是否出現肥胖問題。WHO

在經過多次的研究及評估之下，公佈一套定義肥胖之量測準則─「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就常見之慢性病而言，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BMI) 

為觀察罹患脂肪肝 (Fatty liver) 及代謝症候群 (Metabolic syndrome) 比率之重要指

標。然而西方人與東方人人種不同，其判定標準亦有所差異，WHO 所公佈之 BMI 標

準並未能適用於亞洲東方人種，故我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簡稱:衛福部) 公佈以 

24kg/m2<BMI≦27 kg/m2 為體重過重，BMI>27 kg/m2為肥胖。若需更準確地定義肥胖，

亦可同時參考人體體脂肪 (%) 所占比率，做為醫學專家進行肥胖民眾之身體評估、營

養攝取及運動模式建議之判斷準則。依據衛福部對肥胖所下的定義標準，於 2013 年衛

福部國民健康署之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成人體重過重及達肥胖之盛行率為 38%，接

近全國人口之四成之多，生活型態改變、飲食攝取 不均、運動頻率不足等，都是造成

如今日益嚴重的國人肥胖問題之因。  

二、身體活動量之電子量測技術與應用相關研究 

使用計步器 (pedometer) 來紀錄走路或跑步的步數已行之有年，對於最簡便可以取

得的紀夜行計步器來說，其原理是運用內部的彈簧受到動作的振動後，產生計次的效果

並將其結果紀錄下來，爾後再利用單位時間內偵測到的振動次數推估身體的活動量，然

而，對於這 種運用紀錄彈簧震動次數的身體活動紀錄器來說，每一次的震動都僅視為

相同的強度，因此，也容易面臨無法區分不同強度的難題，除此之外，例如快跑等頻率

較高的身體活動，這種機械式的結構設計也容易遇到彈簧來不及回復至起始位置的窘

境，進而造成了計步器低估 身體活動量的情況。隨著電子科技進步發展成熟，越來越

多感測技術被應用在運動科學研究上，目前使用電子感測器計算身體活動量已經取代了

機械式的計步器，且已經能夠接近部分複雜生理儀器的功能。 



8 

 

過去生物力學以及生理學研究中常使用大型精密電子感測器作為測量工具，然而

隨著科技的發展，當前的器材設計也已經越來越朝向輕巧、便於攜帶的硬體走向，也因

此使得感測器越來越適合應用於人體訊號之量測，而且感測技術於運動科學之應用也越

來越普遍 (Lee, Mase, & Kogure, 2005)，如此一來，相關的研究不但可以大幅減少設備

費用，更因為其可攜帶性而突破了許多過去之實驗限制，例如：取樣數目小或是採樣時

間短等問題。 在眾多身體活動量以及動作辨識所使用的感測元件中，以「加速規」的

使用最為普及且成熟，而加速規於人體動作研究上的應用，主要可以分類為記錄身體活

動量和人體動作分析兩大方向。在記錄身體活動量方面，Reswick, Perry, Antonelli, & 

Freeborn (1978) 的研究首先指 出將加速規置於受試者身上，發現步行的加速度積分值

與能量消耗有線性相關，這個結果引領了往後研究者探討利用人體加速度預估運動時身

體活動量的可行性。除此之外，加速規訊號在密閉式呼吸測定室 (respiration chamber) 

內以氣體分析進行能量消耗檢驗的實驗中 (Bouten, Koekkoek, Verduin, Kodde, & 

Janssen, 1997 ; Chen, & Sun, 1997)，也得到高度相關 (r=.85-.92)。目前市面上已有很多

利用加速規的原理所製成長時間攜帶式身體活動量檢測儀 (單軸加速規或三軸加速

規)，研究結果發現結合加速度與心跳所量測的身體活動量與氣體分 析所測得的能量消

耗有高相關性，證明身體活動時產生加速度可以用來預測身體活動 (Hendelman, Miller, 

Baggett, Debold, & Freedson, 2000; Welk, Schaben, & Morrow, 2004)。依據 Dena (2007) 

針對 26 篇計步器研究的文獻回顧，分析出 8 篇實驗性研究中，使用計步器的實驗組每

日平均步數比對照組多 2,491 步，而 18 篇觀察性研究中,使用計步器後比基準步數多 

2,183 步，尤其當研究中有設定步數目標者更是一項重要預測增加身體活動的指標，另

比較以設定一萬步為目標的研究，所增加的平均步數為 2,998 步，高於設定其他步數

目標者的 2,363 步。Schneider 等 (2006) 針對 56 位 30-60 歲坐式生活型態且體重過重

及肥胖者，第 1 週設定 7,000 步、第 2 週設定 8,000 步、第 3 週設定 9,000 步、第 4 週

後皆以設定 10,000 步為目標，研究期間 12 週，最後有 38 位達成目標，分析每日平均

步數由 5,123 步增加至 9,117 步 (共增加 3,994 步)。Swartz 等 (2003) 針對 18 位 40-65

歲體重過重、不活動及有第 2 型糖尿病家族史婦女的研究，研究期間 12 週，前 4 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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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期，第 5-1 週 以每日一萬步為介入目標，分析每日平均步數由 4,972 步增加至

9,213 步 (共增加 4,241 步)。Sirard、Riner、Mciver 與 Pate (2005) 針對 219 位國小五

年級的學童，連續配戴加速規七天，並且記錄下每天通勤的方式，探討以動態上下學方

式 (走路或騎腳踏車等) 的學童是否 比其他靜態上下學方式 (坐車或父母接送等) 的

學童具有較多的身體活動。結果顯示規律動態上下學的學童比其他學童一天多出了約一

個小時的身體活動時間。 

除此之外，雖然有許多研究利用感測器偵測人體活動的強度，但這些研究大多是

將不同類型的活動分類為數個不同的強度等級 (Reiss & Stricker, 2011)，而並非判斷相

同動作的不同強度，例如快走和慢走，或是快跑和慢跑。在強度的區分上，Reiss 等的

研究中將所有活動分為輕度、中度，以及強度三種等級，小於 3 METs 的活動屬於輕度

活動，如：靜態姿勢 維持、熨衣服、緩滿行走等，3 METs 至 6 METs 的活動歸類為中

度活動，如：吸地、下樓梯、普通行走、北歐式健走、騎自行車等，而 6 METs 以上

的活動則屬強度活動，包含上樓梯、跑步、踢足球、跳繩等活動，另外在 Colley and 

Tremblay (2011) 的研究中，利用加速規 數據所計算出的「計數」(count)單位來區別不

同強度的活動，實驗結果建議針對成年人， 1535 計數單位以上應歸類為中強度運動，

3960 計數單位以上則為強度運動，但若對象是孩童，中強度運動的下限為 1600 計數單

位，而 4760 計數單位以上的活動才能稱作高強度活動，現今研究在利用感測器區分相

同動作下的不同強度上還沒有太多著墨，因此可知利用加速規進行相同運動下不同強度

的區別具有足夠的準確度，並且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討。 

綜合以上研究，微電機系統技術的慣性感測裝置因具有微小體積、輕量化、低成

本、高 靈敏性與可穿戴性等優勢,且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慣性感測技術精 準度更加提

升，因而被廣泛應用於學術研究、醫療評估、照護監測以及甚至是電影特效製作等領域。

能夠即時且準確地擷取動作特徵並建立常模，作為動作辨識與分析之用，更可即時回饋

予教練與施測者；並且能夠藉由擷取身體活動時產生的速度變化，精準地估算出身體活

動量以及能量消耗程度等生理參數，經由系統整合後的商業化慣性感測裝置則非常適合

使用於一般人於日常生活的身體活動量測量。因此慣性感測裝置能夠以低成本、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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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空間限制與易使用的特性， 減少了為了符合實驗空間限制進而改變實驗設計以及需

要耗費鉅資購買儀器的窘境，更期望此慣性感測裝置能夠除了能普及於國內運動生物力

學以及運動生理領域，作為一種新的測量方式，未來更能使用價格實惠的健身運動錶來

增進兒童體重及身體體適能能力。  

三、肥胖對體適能及身體活動量研究 

張世沛、陳榮章、施國森、駱俊霖 (2011) 研究發現肥胖者在心肺耐力成績上比正

常體重 或過輕的受測者都來的差，且規律運動對於肥胖及心血管疾病的預防是有幫助

的；陳信良、林玉瓊、王錠堯、王順正 (2006) 的研究亦發現，肥胖青少年在心肺適能

的成績表現上也較差，在整體的各方面體能結果也顯著低於正常青少年。同樣的研究也

顯示身體活量大的兒童身體組成較低;藍青等人 (1994) 探討肥胖者與正常體重在心肺

功能反應的差異發現，最大攝氧量及無氧閾值兩種生理數值在肥胖者與正常體重者有顯

著差異。綜合以上，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肥胖對心肺適能的影響甚鉅。 

Santos, Guerra, Ribeiro 與 Duarte (2002) 研究對象以年齡 8-15 歲的兒童，性別為男童 

64 人，女童 93 人。以身體組成 BMI 分為過重/肥胖組與非過重/肥胖組兩組，連續觀察

3 週身體活動量發現，兩組間無顯著差異，若以性別區分，女童有顯著差異，而男童則

無；Deforche et al (2003) 將 3124 位學童分成肥胖組與非肥胖組做身體適能檢測和身體

活動調查，結果發現肥胖組學童在各方面結果明顯低於非肥胖童。陳世爵、李孟智、孫

國丁、賴金 蓮及沈坤泰 (2009) 在運動型態的研究中指出，超重及代謝症候群的受測

者在運動時間及強度明顯低於正常和低體重者。DiPietro, Dziura and Blair (2005) 研究建

議對於一般的低強度身體活動量的人，每天只要增加 15 至 30 分鐘的中等強度身體活動

量，可以有效的預防體重的增加。Boon and Glydesdale (2005) 研究指出兒童青少年身體

活量的增加比起缺乏身體活動者在肥胖的預防上有顯著的結果。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肥胖不僅影響個人的身體健康、心肺適能的狀況外，在日常生活

上也造成許多的不方便。兒童時期的肥胖不僅對成年後的肥胖影響甚劇，更是許多疾病

產生的根源。健康是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如何讓兒童在成長良好的環境中成長，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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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所需努力的。本研究期再深入探討利用健身運動錶來量測不同程度的肥胖學童在身

體活動量與體適能的差異，即是本實驗的研究目的。 

促進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水平進而增進其身體健康，成為體育科學及公共衛生領域研究

者的一項重要課題，而有效促進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前提是充分了解其影響因素。

cochrane 系統（2013）綜述總結出影響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因素主要有 4 類：ㄧ、生

理因素，如性別、年齡及種族等；二、心理因素，如身體活動自我效能、運動能力、積

極態度、喜歡身體活動、感知到身體活動的益處等；三、社會文化因素，如同伴支持、

家長支持、家長運動情況等；四、環境因素，如運動場地、設施的可及行及可用行等

（Dobbins, Husson, DeCorby, & LaRocca, 2013）。筆者整理相關文獻整理出五、其他因

素，如：課間活動、體育課有無及生活型態因素對身體活動量的影響等不同變項之探討，

分別說明如下： 

一、不同生理因素（如：年齡、性別）對身體活動量的影響 

國外研究曾針對不同年齡與性別之學童進行身體活動量調查，以 11 歲的學童來分析，

女生的活動量顯著少於男生，中度身體活動量差異較小，重度身體活動差異較大，所有

學童皆較少從事 20 分鐘以上的 MVPA，以 5 至 10 分鐘 MVPA 居多（Trost et al., 2001），

此外五年級的兒童在主動地進行身體活動方面願意花費較多的時間，比起其他任何年

級，男童身體活動的頻率較高，強度和持續時間在課間活動期間也較女童多（Babkes & 

Sinclair, 2004）。有關臺灣兒童身體活動量調查，在 Liou 與 Chiang（2004）的研究中，

首見調查國小學童達到各種國際身體活動量指引的比例，對象為 463 位 9~12 歲的兒童，

測量過去一週的身體活動，結果指出年齡與性別只有對重度身體活動的參與率具有顯著

的影響。另外行政院衛生署（2002）也調查臺灣地區國小學童營養健康狀態，對臺灣地

區 2,405 位國小學童利用身體活動量表進行身體活動量調查，發現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

隨著年齡增加而遞增，9 歲以前男童與女童之身體活動量相近，9 歲以後男童身體活動

量之增幅開始大於女童，10 歲以後男童的身體活動量則明顯高於女童。 

王晶晶、李百惠、王海俊與馬軍（2012）研究指出北京市 379 名一~五年級小學生 MVPA

身體活動時間每日平均值為 74.09 分，其滿足身體活動推薦值的比例為 68.9％。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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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MVPA時間 79.46分高於女生 66.07分，其滿足推薦值的比例 78.0％也高於女生組 55.3

％。結論建議小學生 MVPA 身體活動能夠達到推薦值的比例較低，應加強小學生 MVPA

時間。Nader, Bradley, Houts, McRitchie, 與 O'Brien（2008）和 Riddoeh, Bo Andersen,  

Wedderkopp, Harro, Klasson-Heggebø, Sardinha, Cooper, 與 Ekelund（2004）分別運用相

同的身體活動分類標準（MVPA 身體活動時間≥60 分）對 1032 名、2185 名 9~15 歲兒

童青少年進行身體活動的客觀監測，發現兩項研究中分別有 96.0%和 97.6%能達到推薦

值標準，但測量的身體活動在 9 至 15 歲之間顯著下降。Hallal 等（2012）分析來自 105

個國家青少年的身體活動水平，指出約 20％的年輕人（13-15 歲）每天達到 60 分鐘的

MVPA 體力活動。其所作研究結果顯示 32.4％符合每日 60 分鐘 MVPA，男性佔 41.4％，

女性佔 22.7％，男性比例明顯較高，且不管上學日或週末，男孩的身體活動活躍程度明

顯高於女性；隨著兒童進入青春期和成年期，身體活動參與時間與比率逐漸降低。 

由此可知，兒童的身體活動量會因為性別與年齡不同，而在身體活動量有所差異。 

二、不同心理因素（如：自我效能、目標設定與態度）對身體活動的影響 

Carels 等（2005）在身體活動自我監測的研究，參與者被要求記錄他們的日常生活運動

類型和持續時間。結果顯示持續地自我監測運動者，較常規律性進行運動，體重顯著減

輕。Robinson（1999）對 9 歲兒童進行 6 個月的介入研究，介入組被鼓勵減少看電視、

看影片和玩 3C 遊戲時，並進行自我監測控制，結果和對照組相比，介入組 BMI、皮下

脂肪厚度、腰圍和腰臀比顯著減少。NICE’s guideline 建議可以利用計步器設定運動

目標，來監測身體活動與進行回饋。Lin 等（2011）指出促進身體活動量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目標設定被認為與持續從事運動有關。然而目標設定策略涵蓋有目標難度、目標明

確性、長短期目標、回饋、和承諾等，就此，王耀德、盧俊宏（2004）認為學生會視已

完成的工作和目標設定的標準差距而更加努力，有些目標設定參與者甚至為了完成目

標，會積極發展許多新的策略來完成目標。因此，適當地依據目前表現而調整下一個目

標應該會較有效的促進表現。而適宜的運動目標設定也會增加個體運動的自我效能

（Sallis, Hovell, & Hofstetter, 1992; McAuley & Blissmer, 2000），自我效能與從事身體活

動或規律運動行為有著相當的關連性（李月萍、陳玉敏、邱美汝，2007；McAuley, 1993）。



13 

 

而先前實徵性研究指出，參與者被鼓勵配戴計步器每日以走一萬步為目標設定，經過一

段時間後發現每週運動次數從 3.0 次增加至 3.7 次，運動的自我效能增加，80%的人自

覺身體活動量增加，其建議設定成就目標對運動自我效能具有效果，且可以增加活動水

準與健康效益（Tudor-Locke, Williams, Reis, & Pluto, 2002）。 

三、社會文化因素（如：同伴支持、社群競爭）對身體活動的影響 

  一項針對 6~18 歲 9583 名中小生體力活動情况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天 MVPA

時間為 0.55（0.21~1.07）小時，且 70.1%的學生每天 MVPA 時間不足 1 小時，採用二

分類 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 MVPA 不足 1 小時的影響因素：女生、年齡小、孩子從不或

很少和同學或朋友一起運動、家長很少給孩子留出運動的時間、學校下午沒安排體育活

動時間（不包括體育課時間）是學生 MVPA 不足 1 小時的危險因素（Yang, Luo, Zhou, Yu, 

Wang, Lu, Zou, & Guo, 2016）。 

四、環境因素（如：運動場地、運動設施）對身體活動的影響 

    我國各場域均缺乏友善的運動及身體活動環境之硬體，但營造友善的身體活動環境

卻是增進身體活動量、肥胖防治之首要行動之一。影響身體活動的環境因素頗多，各篇

研究由不同的環境因素檢視其與身體活動或散步運動間的關係，發現不同環境特性與不

同類型的散步運動有關（Humpel，Owen, Iverson, Leslie, & Bauman, 2004），黃淑貞、洪

文綺、殷蘊雯、邱雅莉與林怡君（1999）統整多項研究得知知覺的環境特質如：交通環

境、街道安全、犯罪率、安全、景觀、環境污染、運動地點及日常生活場所可近性，證

實環境因素確實與身體活動有關。Kaczynski 與 Henderson（2007）以同儕回顧文獻為

分析資料，在 50 篇研究當中，其中 20 篇提到公園或娛樂設施與身體活動具正面影響，

其他諸如：環境的美觀、安全、設施的可近性、交通、街道以及人行道的分佈等，與受

訪者的身體活動也有正向關係。 

五、其他因素如：課間活動、體育課有無及生活型態因素對身體活動量的影響 

Stellino 與 Sinclair（2013）指出課間活動往往是被忽視的，課間活動不僅幫助青少兒

從事愉快的體育活動和提高他們的動機來進行更多的運動，從而形成動態身體活動習

慣，會減少肥胖患病率。Tudor-Locke 等（2006）研究兒童活動量發現：每天幾乎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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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行走步數都是課間身體活動所產生。研究曾指出除體育課之外，大多數學童在上學

期間並沒有積極運動，建議為了減少和目前世界各地活動建議水平的差距，應規劃課間

和放學後提供兒童更多從事中等費力強度以上身體活動的機會（Gonzalez-Suarez & 

Grimmer-Somers, 2009）。 

   尤其國內學生在學校整日長達 8 小時之多，對於學生的身體活動量更應注意課間活

動時段的結構性影響。朱雅菁（2009）對國小體型過重男生調查也發現：他們在整日、

在校期間、下課時間及體育課之身體活動量皆低於非過重男生，過重男生亦較少從事

MVPA 身體活動。而學校爲學童身體活動的重要推動機構，學童在校參與身體活動又以

體育課和下課時間為主，而下課時間比體育課提供學童更多從事身體活動的時間與機會

說明促進學童在課間活動是很重要的，另有研究指出走路上學的學童比乘車上學者有較

高的比率能達到國內（74.6% vs 70.6%）與歐美（69.8% vs 52.9%）的學生身體活動建

議量（黃頂翔、林佑真、楊忠祥、莊泰源，2009），顯見身體活動量須利用不同時段以

不同策略加以有效改善。 

    Dias, Green, Ingul, Pavey, 與 Coombes（2015）研究指出體育課與學童健康體位關

係更是密不可分，體育課程可以提高學童在校的身體活動量，是改善體適能的最佳路

徑，理想的時數是每天一小時。在青少年發育階段，學校將體育課列入必修、強化課程

內容（如以有氧運動為主、肌力訓練為輔的多元課程模組），對促進一般學童體適能、

防治肥胖，有其正面之效益。一項研究以 226 位國中生為調查研究對象，規劃每週 3

次 40 分鐘、共 8 周的體育課中，結果指出體育課融入持續性 15 分鐘 MVPA 運動對 BMI

不良體位和腰臀比具有積極減肥和改善效果；持續性 10~15 分鐘費力運動對改善肌肉力

量和肌肉耐力具有促進效果（Wu & Ji, 2017）。 

國內外研究均指出，生活型態會影響身體活動，由於科技進步加上社會型態改變，兒童

與青少年的生活也偏向坐式生活型態（sedentary lifestyle），如：做作業、使用電腦與觀

看電視等行為占據每日生活大部分時間，身體活動的時間相對減少（Ran, Wang, Peng, He, 

& Yang, 2018）。Uvacsek, Tóth, 與 Ridgers（2011）採用運動感知器對 9～12 歲學生的

身體活動進行監測，發現其上學日與周末的平均 MVPA 身體活動分别為 87.6 分和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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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日平均值為 78.43 分鐘，以 WHO 青少年推薦值 MVPA 時間 ≥ 60 分為標準，調查

對象中 68.9%的學生能够達到此標準。由此可見，國小學童每天與每週運動次數雖然尚

佳，只是尚無資料顯示每次運動持續時間是否足夠，並且由於不同活動時段對身體活動

量可能有所影響。 

綜合上述，影響身體活動量的因素眾多，近年國人生活、飲食習慣及家庭結構改變，現

代化增加了學童熱量攝取、減少熱量消耗，而大臺北地區係屬高度都會化城市，戶外活

動機會減少，導致學童體位過重的人數有增加趨勢，教育部雖於各校極力推廣 SH150

及國民體育日以提昇中小學學生之身體活動量，但兒童及青少年身體活動量是否因此有

所提昇，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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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穿戴式運動錶招募200位國中小學童 (國中組：50位男童、50位女童；

國小組：50位男童、50位女童)，實驗組量測為期12週週間有無體育課及週末身體活動

量之步數、MVPA時間與步頻 (運動強度) 資料，以了解其對BMI影響之機轉，探討穿

戴式運動錶分期策略同步擷取在不同年齡別之日常生活身體活動量及體適能數據。故以

下將研究方法列述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分為七個部分，依序為：一、研究對象；二、實驗時間與地點；

三、實驗儀器與設備；四、實驗流程與說明；五、資料收集與處理；六、統計方法，七、

預計可能遭遇的困難及決解途徑，依序說明如下： 

一、 研究對象 

這是一項對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共200名國中小學童為受試對象所進行的研究。學校

均屬中型學校，校地方正完整包含兩百公尺操場、體適能教室、籃球場及排球場。每週

皆有二堂體育課。且本研究遵守倫理考量，以研究對象自主、不傷害及保密原則。經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 Review Board, IRB) 審查批准後進行。研究

前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資料收集方法、資料保密性、參與研究之權利。本研究將

確保研究對象的個人隱私及人權為考量，絕對保密，研究所得資料皆以匿名編碼處理，

避免資料外洩，研究結果僅供此次研究使用，不作其他用途，並請研究對象填寫研究同

意書 (包括研究所得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研究對象於研究過程中可隨時撤回同意

書，退出研究) 。參與學生和其監護人均簽署同意書後始得參加本研究。 

二、 實驗時間與地點 

本研究為實驗日期為民國107年9月15日至民國107年12月15日，以可配合受試者的

時間進行實驗。 



17 

 

三、 實驗儀器與設備 

(一) 身體活動量擷取設備：  

在以前的研究中，使用計步器或加速規記錄研究參與者身體活動量的步數的準確性

和可靠性已被證明  (Beets, Patton, & Edwards, 2005; Schneider, Crouter, & Bassett, 

2004)。本實驗採用Wisme穿戴式健身運動錶 (內含CXL50LP3三軸加速規，, ±25克)，取

樣頻率為1000Hz，包含一身體活動量計即時回饋系統和手機app。利用其內部的三軸加

速度計來蒐集學童日常活動產生的加速度訊號，透過分析加速度訊號的大小及發生時

間，得知其受測期間的身體活動資訊。張簡旭芳、李尹鑫、戴一涵與相子元 (2016) 研

究以每分鐘走或跑步數之步頻，結果指出Wisme穿戴式運動錶測得之步頻與心跳達高度

相關 (r = .972*)，與過去文獻認為步頻與攝氧量成高度相關之結果符合 (Tudor-Locke et 

al., 2005)。 

1、Wisme穿戴式運動錶：搭配其app來蒐集資料，如圖1、2所示。手機app除可在

手機讀取身體活動量資料外，更可連接至電腦讀取原始資料，輸出成excel檔，以獲得

MVPA活動量時間及身體活動強度等參數數據。 

2、功能簡介 

(1) 健康資訊管理: 記錄您的個人身體活動資訊, 整合步數、運動強度、距離、卡

路里、睡眠、體重、心率，簡易圖表，清楚數據，一目瞭然。 

(2) 圖表清晰呈現: 自動將活動資訊轉成圖表，各項紀錄一目瞭然。 

(3) 運動目標及睡眠目標的設定：讓您確實掌握每日運動及睡眠情況；目標設立，

讓您循序漸進地邁入健康生活。 

(4) 提醒功能: 訊息提醒，久坐喝水提醒及鬧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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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久坐及鬧鈴提醒，適時提醒您起來動一動。 

(6) 搭配運動手錶並可設定來電及訊息提醒, 避免來電漏接及能夠及時回覆訊息。 

 

 

 

 

            圖1 Wisme健身運動錶                      圖2 Wisme app軟體 

(二) 身高、體重及BMI檢測： 

   (1) 器材設備：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可測量範圍身高為90 ~ 200 cm，最小刻度為  

          1 mm；可 測量體重範圍為10 ~ 200 kgw，最小刻度：100 g；另外還可切換 

          顯示BMI)。 

   (2) 方法步驟：測量脫鞋後之站立身高與體重。 

 

 

 

 

      圖3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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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流程與說明 

本研究從107年8月中旬至9月初於新北市公立國中小招募符合條件的10-15歲的國

中小學童，施測之前一天由計劃助理先行至各校教導受測學生如何配帶加速器，詳細解

說應注意事項並給予書面資料供學童與家長參考，再由研究者向其說明研究目的、研究

期程、資料收集方法、資料保密性、參與研究之權益等。研究對象於前測當天簽署同意

書，並接受體適能及BMI檢測。受試者每人分配1個wisme健身運動錶且須每日配戴 (除

了洗澡、游泳及睡覺外，全日配戴計步器) ，每日起床時配戴，晚上睡覺前卸下，wisme

健身運動錶會記錄每日總步數及身體活動情形。受測學童於測試的12週當中每天自早上

起床到晚上就寢，除洗澡、游泳或其他水中運動外皆需配戴，七天為目前使用加速器做

為測量工具的研究中所建議的受測天數 (Alexander et al., 2005; Cooper et al., 2003; 

Metcalf et al., 2004; Ness et al., 2007; Sirard et al., 2005; Troiano et al., 2008) 。為提高學生

配帶儀器的遵循度，本計劃除提供獎金獎勵能確實遵守儀器使用規則與注意事項的學生

外，每校各有一名老師協助督導學生在校期間的配帶情形，並於受測學生聯絡簿上貼上

提醒條，請家長一同協助；而計劃助理亦於受測後每隔三天至各校檢視學童配帶情形，

於周末打電話提醒學童配戴加速器並回答相關問題。而參與研究人員的體育教師是擁有

碩士學位且每個人都有6年以上的教學經驗年且年紀相近的體育老師，分別擔任各班體

育教學老師。實驗前研究團隊和實驗組老師進行穿戴式運動錶準備，說明實驗儀器操作

和注意事項。 

  本研究每校隨機選出班級，在與學校單位聯繫後，利用該班級二次體育課時間，

先經問卷調查後，篩選出無明顯疾病、手部受傷與失能之學童後進行測驗所得資料刪除

遺漏值後，進行各組之間學童的身體活動基礎期量測、即時回饋、目標設置、社群活動

等四階段之比較研究。基於儀器的數量有限以及需避開各校的特別活動(例如：、校慶

運動會、游泳課、期中與期末考、寒假等)，本研究於107年09月至108年12月的學期間

進行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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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收集與處理 

 實驗進行為期12週四階段研究，每階段為時3週。蒐集資料除了實驗組與一般組實

驗前後之體適能表現及BMI的增減情形外，亦同步監測新北市偏鄉及都市地區學童身體

活動量現況，及其達到MVPA時間及強度變化情形： 

  (ㄧ) 現況調查期：設定穿戴式運動錶螢幕只顯示時間，學生會認為穿戴式運動

錶是只手錶，如此方能真實測得學童各項身體活動量實際數值。 

  (二) 即時回饋期：螢幕可立即顯示步數、運動強度、燃燒卡路里、運動時間、

目標達成率等數據，藉以帶動學生隨時動起來意願。 

  (三) 目標設置期：以每位受試者實驗前六週之每日總步數平均值加10%來當目標

值，讓學生去挑戰以刺激其成就動機。 

  (四) 社群競爭期：舉辦身體活動量競賽，並每天早自修公布實驗組每班之各項

身體活動量平均數據，激起團體凝聚力來爭取榮譽，進而達到促進身體活動量目標。 

六、統計方法 

使用SPSS for Windows 22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的顯著水準定在α = .05，

以描述性統計參與者的年齡、身高、體重平均值和標準差；使用獨立及相依樣本t檢驗

來分析有無穿戴運動錶對國中小學童的BMI與體適能表現影響情形；以混合設計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 (mixed design of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考驗實驗組之不同

性別與階段分期間、週間及週末與階段分期間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之各項數據是否達顯

著交互作用情形，若交互作用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則進一步考驗單純主要效果。 

七、預計可能遭遇的困難及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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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運動對身心造成的效益，已受到運動醫學領域的肯定，但有研究指出在學校中

只強調身體活動的益處，要增加學生的身體活動，對學生培養動態生活型態是有限的 

(Ayers & Sariscany, 2011)。因此，需要找出良好的策略促進學生養成動態身體活動習慣。

在促進學生動態生活習慣上，自我管理技巧的學習比單純的知識講授更為有效益，自我

管理乃是透過自我監控、自我記錄、自我增強等方式，以促使個體能獨立管理個人行為

之過程 (Koegel, Koegel, & Parks, 1992)。另外，本研究的檢測對象均來自大臺北市區的

學生，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 針對更多人數、更多不同運動社團及不同地區的學童進

行調查，以提供未來更多的學童身體活動量及內容差異分析數據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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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根據本研究目的，分析應用穿戴式運動錶於國中小學生之身體活動介入課程計劃成

效，研究結果共分為如下四節說明，包括：一、個案基本資料分析；二、國中小學生身

體活動量現況之分析；三、介入四階段對於國小學生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

間之成效分析；四、介入四階段對國小學童 BMI 變化之情形。 

第一節  個案基本資料分析   

    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前進行國中小學童實驗組兩組基本資料（身體資料、性別及 BMI

與體位分布）與身體活動量的同質性，結果如下表所顯示（表 4-1-1~表 4-1-3）： 

一、身體資料 

如表 4-1-1 所示，國中組與國小體基本資料分析比較表中，經同質性發   現，兩組

各年齡、身高、體重方面皆未達顯著差異，初步顯示其身體資料的同質性；近半年月內，

皆無下肢神經、肌肉、骨骼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可從事一般體育課的心肺能力。 

 

表4-1-1  國中組與國小組資料分析比較表 (N = 171) 

註：*代表統計達顯著差異（p < .05）。Effect Size效果量；Power為效果檢定力。 

 

二、BMI 與體位分布 

介入前國中組的身體質量指數（BMI）平均值為 21.57（SD=5.52），國小組的身體

質量指數（BMI）平均值為 19.37（SD=3.60）。參與研究學生的體位（過輕、正常、過

重、肥胖）以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表示，並且透過卡方檢定（χ2）來檢視實驗組與

對照組的數據之同質性比較，如表 4-1-2 所示。體位分布情形依照衛生署提出之兒童與

 

 國中組 國小組 
p ES Power 

M SD M SD 

年齡  (years）  13.42 2.17  11.50 2.04 0.11 0.64 0.38 

身高  (cm）  154.01 6.47 141.42 5.18 0.24 0.57 0.27 

體重  (kgw）  51.39 7.24  40.16 6.08 0.32 0.48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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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肥胖定義，分為過輕、正常、過重與肥胖，對照組分別為 16.0%、51.9%、19.7%、

12.4%；實驗組分別為 17.3%、48.2%、19.7%、14.8%。兩組在體位的分布上無顯著差

異（χ2= 4.61, p = .187）。 

表 4-1-2  實驗組、對照組學童性別、體位情形及兩組各自同質性比較 

 國中組（n=100） 國小組（n=100） 總計（N=200） 
χ2 P 

 n % n % n % 

性別       0.3 .932 

  女 48 48.0% 51 51.0% 100 49.5%   

  男 52 52.0% 49 49.0% 100 50.5%   

體位       4.61 .187 

  過輕 18 18.0% 22 22.0% 40 20.00%   

  正常 48 48.0% 43 43.0% 91 45.50%   

  過重 21 21.0% 20 20.0% 41 20.50%   

  肥胖 13 13.0% 15 15.0% 28 14.00%   

註：* p <0.05 

三、身體活動量 

在身體活動量資料部分，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視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數據之同質

性比較，如表 4-1-3 所示。在平均每日步數方面，國中組為 8308.2 ± 1129.8 步，實驗組

為 11035.6 ± 2053.2 步（t = 1.34, p = .092）；在活動強度方面，對照組為每分鐘 99.04 ± 

5.2 步，實驗組為每分鐘 111.3 ± 6.5 步（t = 1.85, p = .066）；MVPA 時間，對照組為 30.8 

± 16.51 分鐘，實驗組為 40.2 ± 15.2 分鐘（t = 0.57, p = .571）。 

表 4-1-3  實驗組、對照組學童身體活動量前測資料及兩組之描述性統計 

 國中組（n=100） 國小組（n=100） 總計（N=200） p 

 M SD M SD M SD 

每日步數 8308.2 1129.8 11035.6 2053.2 11171.6 2178.4 .092 

活動強度 99.04 5.2 111.3 6.5 111.9 6.4 .066 

MVPA 時間 30.8 16.51 40.2 15.2 40.5 14.9 .571 

註：*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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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中小學生身體活動量現況之分析 

    本節就穿戴式運動錶第一階段現況調查期所測得之國中小男女生之身體活動量結

果，分為：一、學生配戴穿戴式運動錶情況；二、新北市國中小學童身體活動量對比分

析；三、國小學童在週間有體育課、週間無體育課和週末等三個時段之身體活動量比較

等三方面來做說明： 

一、 學生配戴穿戴式運動錶情況 

學生全體每天佩戴穿戴式運動錶的平均時間 658.3 ± 54.8 分鐘，其中國小學生每天

佩戴穿戴式運動錶的平均時間為 683.2 ± 60.9 分鐘（男生：704.3 ± 68.5 分鐘、女生：659.9 

± 63.7 分鐘）、國中生 634.4 ± 61.7 分鐘（男生：654.3 ± 59.9 分鐘、女生：614.2 ± 58.4

分鐘），總體佩戴時間在 11 小時左右，時間多為早上 7:00 到晚上 8:30，說明採集到的

數據能比較全面地反映學生整天的體力活動情況。 

二、新北市國中小學童身體活動量對比分析 

先就整體國中小學生身體活動量方面做比較，進一步分別分析國中小學男生、國中

小女生之身體活動量方面差異，最後就國小男女生、國中男女生之身體活動量方面來探

討。如表 4-2-1： 

（一）整體國中小學生身體活動量方面：以獨立樣本 t 檢驗國中小之學生在平均每

天步數及 MVPA 時間等身體活動量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活動強度則未達

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國小學生身體活動量之平均每天步數、及 MVPA 時間均

明顯高於國中學生（11171.6 ± 2353.0 步 > 9675.4 ± 2178.1 步；41.5 ± 15.2 分 > 36.8 ± 

12.3 分）顯然可見，國小學生整體身體活動表現優於國中學生。 

（二）在國中國小男學生、國中國小女學生之身體活動量方面：國小男學生在平均

每天步數及活動強度等身體活動量方面均高於國中男學生（11923.2 ± 2780.0 步> 

10390.4 ± 2252.6 步；114.5 ± 2.4 步/分 > 109.2 ± 3.2 步/分），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MVPA 時間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國小女學生則是平均每天步數

及 MVPA 時間等身體活動量方面均高於國中女學生（10487.6 ± 1972.4 步> 89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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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8 步；32.4 ± 11.8 分 > 26.9 ± 9.3 步/分），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活動強

度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 

（三）在國小男女生、國中男女生之身體活動量方面：國小男生在平均每天步數、

活動強度及 MVPA 時間等身體活動量方面均明顯高於國小女生（11923.2 ± 2780.0 步

>10487.6± 1972.4 步、114.5 ± 2.4 步/分 > 101.2 ± 2.8 步/分、50.1 ± 15.9 分 > 32.4 ± 11.8

分），皆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5）；國中男生在平均每天步數、活動強度及 MVPA

時間等身體活動量方面均明顯高於國中女生（10390.1 ± 2252.6 步>18960.5 ± 2175.8 步、

109.2 ± 3.2 步/分 > 97.4 ± 2.9 步/分、46.9 ± 14.1 分 > 26.9 ± 9.3 分），皆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p < .05）。 

 

表 4-2-1 新北市國中小學童身體活動量對比分析摘要表 

項目 國小組  國中組  

     男生 女生 整體 男生 女生 整體 

每天步數 11923.2 

± 2780.0ab 

10487.6 

± 1972.4ab 

11171.6 

± 2353.0* 

10390.1 

± 2252.6ab 

8960.5  

± 2175.8ab 

9675.4  

 ± 2178.1* 

活動強度 114.5 

± 2.4ab 

101.2 

± 2.8b 

108.6 

± 2.5 

109.2 

± 3.2ab 

97.4 

± 2.9b 

103.6 

± 3.3 

MVPA 時間 50.1 

± 15.9b 

32.4 

± 11.8ab 

41.5 

± 15.2* 

46.9 

± 14.1b 

26.9 

± 9.3ab 

36.8 

± 12.3* 

MVPA 達到

推薦量比例% 
26.8% 12.2% 19.5% 19.6% 4.9% 12.25% 

*表國小組與國中組比較 p < .05；a表示國中國小男生比較、國中國小女生比較 p < .05；b表示國小男女生

比較、國中男女生比較 p < .05 

依據 WHO 建議 5-17 歲兒童青少年每日應參加至少 60 分鐘的 MVPA 標準，對是

否滿足此推薦值進行統計發現：（一）在國小方面：16 名學生（男生 11 名、女生 5 名）

身體活動時間能夠達到此推薦值的比例為 19.5%，達不到此推薦值的學生比例為

80.5%，而男女生身體活動能夠達到推薦值的學生比例分別為 26.8%、12.2%；（二）在

國中方面：10 名學生（男生 11 名、女生 5 名）中身體活動時間能夠達到此推薦值的比



26 

 

例為 12.25%，達不到此推薦值的學生比例為 87.75%，而男女生身體活動能夠達到推薦

值的學生比例分別為 19.6%、12.25%。 

三、國小學童在週間有體育課、週間無體育課和週末等三個時段之身體活動量比較 

進一步比較國小受試對象為期三週之身體活動量數據，並以週間有體育課、週間無

體育課和週末等三個時段之身體活動量數據來探討。由表 4-2-2 可知，週間有無體育課

及週末在平均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間的 F 檢定皆達顯著水準（p < .05），

表示三個不同時段在平均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間的分數有顯著差異存在。

經 Scheffé法事後比較得知，在平均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間方面，皆是週間

有體育課高於週間無體育課和週末、週間無體育課大於週末。 

 

表 4-2-2  國小學童在週間有無體育課或週末身體活動量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身體活動量 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平均每日步數 (1）週間有體育課 

(2）週間無體育課 

(3） 週    末 

14052 

 12727 

8510 

2908.23 

3075.17 

3163.87 

73.80*** 

 

<.001 1>2>3 

活動強度 (1）週間有體育課 

(2）週間無體育課 

(3） 週    末 

120.31 

117.87 

113.80 

3.47 

3.15 

3.36 

80.10*** 

 

 

<.001 1>2>3 

 

MVPA 時間 (1）週間有體育課 

(2）週間無體育課 

(3） 週    末 

48.24 

44.78 

33.99 

18.52 

15.74 

12.47 

18.22* <.001 1>2>3 

*p < .05，** p < .01，*** p < .001 

        其中週間有體育課之平均每日步數 14052步，達Tudor-Locke（2005）所提 12,500

步以上之精力充沛運動狀態（highly active），活動強度為 120.31 步/分，達本研究 MVPA

標準，說明有體育課當天之身體活動量均達世界各組織建議的標準量，值得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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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介入四階段對於國小學生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間之成

效分析 

為了檢驗介入四階段對於學生在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間的成效為何，

研究者運用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模式進行分析，選

用可交換（Exchangeable）工作相關矩陣以控制時間的作用，並以強韌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計算顯著性（Liang & Zeger, 1986）。因子一共包括「組別」、「時間點」

及「交互作用」（組別 × 時間點），並以學生性別作為控制變項，若交互作用達顯著

即表示兩組在改變幅度有顯著差異，將配合圖形進一步分析最終結果。 

一、介入四階段對於每日步數之成效 

由表 4-3-1 可知，「實驗組×即時回饋期」（B = 691.12，p > .05）的交互作用未達

顯著水準，表示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每日步數從現況調查期到即時回饋期的改變幅

度不具有顯著差異，代表第一次介入對於學生在每日步數上無法產生比對照組有更明顯

的成效；「實驗組×目標設置期」（B = 1,614.35，p < .001）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表示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每日步數從現況調查期到目標設置期的改變幅度具有顯

著差異，配合圖 4-3-1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每日步數從現況調查期到目標設置期的上升

幅度高於對照組，代表第二次介入對於學生在每日步數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明顯的成

效；「實驗組×社群競爭期」（B = 3117.91，p < .001）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表示實

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每日步數從現況調查期到社群競爭期的改變幅度具有顯著差

異，配合圖 4-3-1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每日步數從現況調查期到社群競爭期的上升幅度

高於對照組，代表第三次介入對於學生在每日步數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明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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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介入四階段對於每日步數之 GEE 分析 

預測變項 B（95% CI） 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11,546.66（10927.52 to 12165.80） 315.89 1336.08*** <.001 

組別註 1 -19.90（-771.43 to 731.63） 383.44 0.00 .959 

時間註 2     

即時回饋期 203.07（-129.11 to 535.26） 169.49 1.44 .231 

目標設置期 335.35（-47.85 to 718.55） 195.51 2.94 .086 

社群競爭期 117.54（-254.68 to 489.75） 189.91 0.38 .536 

組別 × 時間點註 3     

實驗組 × 即時回饋期 691.12（-28.46 to 1410.70） 367.14 3.54 .060 

實驗組 × 目標設置期 1,614.35（1036.75 to 2191.95） 294.70 30.01*** <.001 

實驗組 × 社群競爭期 3,117.91（2557.02 to 3678.80） 286.17 118.70*** <.001 

性別註 4 473.56（-272.48 to 1219.61） 380.64 1.55 .213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組別之參照類別：現況調查期 

註 3：組別 × 時間點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 現況調查期 

註 4：控制變項性別之參照類別：女生 

*p < .05，**p < .01，***p < .001 

表 4-3-2  學生在每日步數上之敘述統計                                單位：步 

測驗階段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現況調查期 11035.6 ± 2053.2 11308.2 ± 2129.8 

即時回饋期 11657.7 ± 3546.4 11986.5 ± 2939.3 

目標設置期 13713.2 ± 2641.5 12118.8 ± 2889.7 

社群競爭期 14999.0 ± 2792.7 11901.0 ± 2412.5 

註：分數以平均數 ± 標準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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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學生在每日步數上之變化情形 

 

二、介入四階段對於活動強度之成效 

由表 4-3-3 可知，「實驗組×即時回饋期」（B = 1.17，p < .001）的交互作用達顯著

水準，表示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活動強度從現況調查期到即時回饋期的改變幅度具

有顯著差異，配合圖 4-3-2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活動強度從現況調查期到即時回饋期的

上升幅度高於對照組，代表第一次介入對於學生在活動強度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明顯

的成效；「實驗組×目標設置期」（B = 3.93，p < .001）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表示

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活動強度從現況調查期到目標設置期的改變幅度具有顯著差

異，配合圖 4-3-2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活動強度從現況調查期到目標設置期的上升幅度

高於對照組，代表第二次介入對於學生在活動強度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明顯的成效；

「實驗組×社群競爭期」（B = 3.11，p < .001）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表示實驗組學

生相較對照組在活動強度從現況調查期到社群競爭期的改變幅度具有顯著差異，配合圖

4-3-2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活動強度從現況調查期到社群競爭期的上升幅度高於對照

組，代表第三次介入對於學生在活動強度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明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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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介入四階段對於活動強度之 GEE 分析                        

預測變項 B（95% CI） 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116.33（115.75 to 116.91） 0.30 153786.18*** <.001 

組別註 1 0.08（-0.60 to 0.76） 0.35 0.05 .818 

時間註 2     

即時回饋期 -0.04（-0.63 to 0.54） 0.30 0.02 .888 

目標設置期 -1.40（-2.07 to -0.73） 0.34 16.74*** <.001 

社群競爭期 0.71（0.10 to 1.32） 0.31 5.14* .023 

組別 × 時間點註 3     

實驗組 × 即時回饋期 1.17（0.50 to 1.85） 0.34 11.70*** <.001 

實驗組 × 目標設置期 3.93（3.12 to 4.74） 0.41 91.17*** <.001 

實驗組 × 社群競爭期 3.11（2.35 to 3.87） 0.39 64.35*** <.001 

性別註 4 1.83（1.28 to 2.39） 0.28 41.60*** <.001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組別之參照類別：現況調查期 

註 3：組別 × 時間點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 現況調查期 

註 4：控制變項性別之參照類別：女生 

*p < .05，**p < .01，***p < .001 

表 4-3-4  學生在活動強度上之敘述統計                             單位：步/分 

測驗階段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現況調查期 111.3 ± 6.5 112.4 ± 6.2 

即時回饋期 118.5 ± 2.1 117.2 ± 2.8 

目標設置期 119.9 ± 2.3 115.9 ± 2.9 

社群競爭期 121.1 ± 2.2 118.0 ± 3.1 

註：分數以平均數±標準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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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學生在活動強度上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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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四階段對於 MVPA 時間之成效 

由表 4-3-5 可知，「實驗組×即時回饋期」（B = 2.59，p > .05）的交互作用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 MVPA 時間從現況調查期到即時回饋期的改變

幅度不具有顯著差異，代表第一次介入對於學生在 MVPA 時間上無法產生比對照組有

更明顯的成效；「實驗組×目標設置期」（B = 4.26，p < .05）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表示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 MVPA 時間從現況調查期到目標設置期的改變幅度具有

顯著差異，配合圖 4-3-3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 MVPA 時間從現況調查期到目標設置期的

上升幅度高於對照組，代表第二次介入對於學生在 MVPA 時間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

明顯的成效；「實驗組×社群競爭期」（B = 9.65，p < .001）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表示實驗組學生相較對照組在 MVPA 時間從現況調查期到社群競爭期的改變幅度具有

顯著差異，配合圖 4-3-3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 MVPA 時間從現況調查期到社群競爭期的

上升幅度高於對照組，代表第三次介入對於學生在 MVPA 時間上會產生比對照組有更

明顯的成效。 

 

表 4-3-5  介入四階段對於 MVPA 時間之 GEE 分析 

預測變項 B（95% CI） 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33.94（30.49 to 37.38） 1.76 372.43*** <.001 

組別註 1 -0.88（-4.98 to 3.22） 2.09 0.18 .673 

時間註 2     

即時回饋期 -1.85（-5.22 to 1.51） 1.72 1.17 .280 

目標設置期 -0.62（-4.00 to 2.76） 1.72 0.13 .718 

社群競爭期 -1.56（-4.89 to 1.77） 1.70 0.85 .358 

組別 × 時間點註 3     

實驗組 × 即時回饋期 2.59（-0.80 to 5.97） 1.73 2.24 .135 

實驗組 × 目標設置期 4.26（0.83 to 7.69） 1.75 5.92* .015 

實驗組 × 社群競爭期 9.65（6.25 to 13.06） 1.74 30.82*** <.001 

性別註 4 18.57（15.01 to 22.13） 1.82 104.56*** <.001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組別之參照類別：現況調查期 

註 3：組別 × 時間點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 現況調查期  

註 4：控制變項性別之參照類別：女生 

*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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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學生在 MVPA 時間上之敘述統計                             單位：分 

測驗階段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現況調查期 40.2 ± 15.2 40.8 ± 16.5 

即時回饋期 43.1 ± 15.0 41.4 ± 16.6 

目標設置期 46.0 ± 15.2 42.6 ± 16.4 

社群競爭期 50.4 ± 15.6 41.7 ± 15.6 

註：分數以平均數 ± 標準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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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學生在 MVPA 時間上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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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先針對國中小學童以步行運動搭配穿戴式運動錶用於瞭解日常生活身體活

動量現況外，同時以穿戴式運動錶四階段作為介入工具，搭配即時回饋及目標設定等優

點，以探討其對國中小學童體適能表現及 BMI 提升情形，並剖析其達到 MVPA 時間多

寡。 

 

第一節  以穿戴式穿戴式運動錶監測國中小學童身體活動量現況之剖析 

     本研究通過客觀運動錶檢測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狀況，反映了兒童青少年日常

生活身體活動之步數、強度與時間，尤其 MVPA 身體活動時間不充足的現狀，以下就

年齡、性別、週間有無體育課及週末及體育課效益方面做進一步探討及分析。 

身體活動量在年齡差異方面，本研究調查的國中小整體受試者，國小學生身體活動

量之平均每天步數、及 MVPA 時間均明顯高於國中學生（11171.6 ± 2353.0 步 > 9675.4 

± 2178.1 步；41.5 ± 15.2 分 > 36.8 ± 12.3 分）顯然可見，國小學生整體身體活動表現優

於國中學生，和研究探討在 9~15 歲之間，隨著年齡增長，測得的身體活動量會顯著下

降之結果相符（Nader et al., 2008; Riddoeh et al., 2004）。國小學生平均每日步數屬於

Tudor-Locke（2005）身體活動量參照效標的第四等級-積極之運動狀態（active）、國中

學生則屬於相當程度之運動狀態（somewhat active），仍有相當進步空間。 

    教育部體育署（2018）在 105 學年度臺灣高中職以下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報告指

出，國小、國中到高中職符合每週規律運動標準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比例逐年下降，分別為 73.8%、61.6%及 51.1%，且以高中職為最低；國小部分由 103

學年度 76.1%逐年下降至 105 學年度 73.8%；同時檢視本實驗每週 MVPA 累積運動時間

符合每週規律運動標準情形的比例，在現況調查期 88.4%學生達成（國小比例為 93.7%、

國中比例為 80.3%），顯示約八成八以上的新北市國小學生有規律運動的習慣，比全國

達成比例 86.5%高，可見新北市近二年提倡 SH150 教育政策與零時體育，讓學生養成

規律的運動頗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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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國中或國小學生均未達到 WHO 建議兒童青少年

每天參與至少 60 分鐘 MVPA 身體活動建議量。而平均 MVPA 時間達標的國中小全體

學生比例為 15.89%，其中國小生為 19.5%（男生 26.8%，女生 12.2%），國中學生為 12.25%

（男生 19.6%，女生 4.9%）。本研究國中小受試對象之 60 分鐘 MVPA 時間達標比例雖

與芬蘭研究全球範圍內 15 歲青少年達到 MV P A 推薦量 15%的比例差不多，但比美國

統計 6~17 歲兒童青少年符合標準 24％為低，更比的西班牙兒童青少年能達 44.6%到身

體活動的推薦量相距有段距離。一項調查加拿大健康調查發現，雖然只有百分之七的青

少年能達到每天 60 分鐘 MVPA 的要求，但有 44%的青少年一週中至少有三天能達到這

個目標，反觀本研究能達到此目標的比例約 24.3%，大約只有一半比例，可見提高國中

小學生 MVPA 活動的迫切性。推究其原因，發現臺灣兒童和青少年身體活動時間減少，

但使用手機等靜態行為卻大幅提高，12 至 17 歲青少年每天使用網路 1 至 4 小時的高達

54%，國小學生平均每天 57.8 分鐘、國中 115.8 分鐘、高中 147.2 分鐘，玩手機等 3c

時間太長，不但限縮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量，也影響心理和人際關係。 

    身體活動水平在性別方面差異，不論是平均每日步數、活動強度或 MVPA 時間，

國中或國小的男學生比女學生都有較高身體活動量。對於達到每天 60 分鐘 MVPA 的推

薦標準的百分比來看，本研究國中女生為 4.9 %、國小女生 12.2 %比起國中小男生能達

到身體活動推薦量的比例分別是 19.6%和 26.8%，明顯有一段差距，身體活動不足情況

更加嚴重。進一步分析上學日和週末時間活動量，男生身體活動水平均高於女生，身體

活動水平表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與 Belton, O’Brien, Issartela, McGranea, & Powella,

（2016）研究結果相同。 

    在週間有無體育課及週末之身體活動量方面，不論是平均每日步數、活動強度或

MV P A 時間均是週間有體育課時段最高、週末最低。顯然可見體育課作為青少年兒童

參與體力活動的主要時段，對學生健康促進具有積極作用，每週155到180分鐘的MVPA

強度體力活動能夠有效降低超重或肥胖兒童身體脂肪含量（武海潭、季瀏，2017）。 

所以週間無體育課及週末時段因沒有學校體育課，致體力活動減少已成為導致學生身體

活動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尤其週末身體活動未達標的情況更加突出和嚴重。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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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C., Chen, P., & Zhuang, J.（2013）採用加速度計測量研究青少年身體活動量的調

查結果，上學日各身體活動時間均高於週末之結果相同，也與國外兒童的身體活動數據

一致（Nyberg, Nordenfelt, Ekelund, & Marcus, 2009; Wang, Chen, & Zhuang, 2013）。然

而，也有研究報告了不同結果，Steele, van Sluijs, Sharp, Landsbaugh, Ekelund, 與 Griffin

（2010）以加速度計測量 1568 名 9 到 10 歲兒童的身體活動及靜坐時間，發現平時與週

末的身體活動水平並無顯著性差異，但週末的靜坐時間明顯多於平時。這也反映了不同

地區青少年身體活動模式的差異。，推測由於在上學日學校均開展規律的體育課及其他

形式的體育活動，而在週末則有相當比例的學生要參加各種補習班或在家學習，故其身

體活動水平在上學日高於週末。推究其原因，在臺灣地狹人稠條件及生活競爭壓力下，

隨著學生不斷升學，課業負擔更重，因而靜態行為時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相對運

動的機會變小。不過值得探討的是，本來只有週間有體育課時段之身體活動強度達到

120 步/分目標，週間無體育課和週末二時段身體活動量明顯不足，穿戴式運動錶使用簡

便，可以相對客觀地反應一日活動量，設定目標步數，還可透過社群競爭促進參與體力

活動，加上可以利用課餘時間，不受場地和空間限制，使得週間無體育課和週末二時段

身體活動量明顯提升。 

最後，本研究建議身體活動教育應重視年齡、性別的差異，規劃不同的課程內容，

學校與學生家長應共同幫助學生建立身體活動習慣，在言行上支持學童從事規律的身體

活動，並鼓勵學童善用家庭的運動設備，讓學童多與同儕一起從事身體活動，協助建立

學童與同儕間在身體活動上的良好互動關係，以經由同儕在身體活動上所給予的各種支

持提昇學童的身體活動量以促進學生在校期間身體活動的水平。 

第二節  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四階段對國小學童每日步數、活動強度與

MVPA 時間之成效方面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可運用電子計步器的使用簡便及收集客觀資料的特點，來幫

助自己設定目標並激勵自己參與活動，進而達成身體活動與促進健康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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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國小學生在現況調查期之每日平均步數（11035,.6 ± 2,053.2 步及

11,308.2 ± 2,129.8 步）均屬 Tudor-Locke, 與 Bassett（2004）研究提出身體活動量參照

校標五個等級中的第四等級積極之運動狀態（active），身體活動量算是足夠，兩組學

童平均每日步數跟美國學童（11,607~12,628 步/天）差不多。推究其原因，實為新北市

近年來推展晨間零時活動及 SH150 之成效，惟 MVPA 時間仍未達 WHO 建議兒童青少

年至少每天 60 分鐘建議標準。而本研究實驗組全體對象每日平均步數由 11,035 步增加

到 14,999 步，共增加 3,964 步之多，隨著介入四階段實驗設計，實驗組受試學童的 MVPA

累積時間，亦呈增加的趨勢，增加幅度為 19.1%，重要性可見一斑（Dudley, Okely, Pearson, 

& Cotton, 2011）。顯示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四階段對學童從事運動意願及身體活動量提

升有正面鼓勵成效，提供了學童利用課餘時間加強運動不足的方式，目標設定期和社群

競爭期研究設計也與 Hayes 與 Van Camp（2015）針對穿戴式設備 Fitbit 加速度計介入

後對身體活動之影響，國小學童的每日平均步數多出 1,326 步，在 MVPA 時間百分率

比介入前高出 25%研究，善用科學裝置能促進身體活動成果相似。推究其原因，只光靠

學校和老師單方面強調身體活動益處，要增加或培養學童動態生活型態（Ayers & 

Sariscany, 2011）是有限的，本研究在第二階段即讓學童透過自我監控、自我紀錄及自

我增強的方式管理個人運動行為的過程，能夠有效掌握自身動態生活的量化數據，促進

學生動態生活習慣上更有助益；在穿戴運動錶介入第三階段，研究者即讓實驗組學生了

解目標設定與身體活動量對健康的重要性，以前 6 週平均步數增加 10％訂為第三階段

目標步數，在實驗過程中不斷掌握學生身體活動量，以及給於學生可增加身體活動量的

運動方法，藉由認知的引導再輔以不斷的正向回饋、掌握及追蹤，使實驗組受試者將身

體活動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斷自我挑戰，可能因此使得本研究中，實驗組的身體

活動量呈現顯著提升效果，與（Martínez-López et al., 2012）研究結果相似。而第四階

段藉由健康遊台灣的計畫，透過社群與班級激勵和競爭，更讓孩童樂於運動，進而養成

動態的生活型態。 

    綜上所述，本研究穿戴式運動錶四階段介入策略對孩童身體活動量促進扮演著重要

角色，尤其在目標設定期與社群競爭期，進步幅度更大，威斯康辛州 La Cross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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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dersen Lutheran 醫學中心研究指出，佩帶計步器來設定成就目標，可以增加身體活

動水準與健康效益。Wu 等（2003）研究結論運用團體或社群經驗交流、相互支持陪伴

的方式，更可促進個體行為改變與新鮮感，進而影響學生決定參與身體活動，更顯示善

用穿戴式運動錶內建設定目標及社群遊戲功能策略來提升國中小學童每日身體活動量

是不錯的選項。 

第三節  穿戴運動錶四階段介入對國小學童BMI指數之影響 

本研究實驗前之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率為33.33% 實驗組34.57%，對照組32.10%）

比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資料（2013~2014年）結果國小學童的過重及肥胖率約

26%，明顯增加，與世界兒童及青少年過重及肥胖率亦逐年增加趨勢吻合，可見得「吃

太多、動太少」導致國小學童肥胖情形相當嚴重。 

經過12週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四階段的策略，實驗組實驗前後平均值雖沒有發生很

大變化，體重亦無明顯下降，但在實驗後體位比例有明顯的變化。從表5-5-1數據，可

以看出實驗組體位適中率成長13.41%，過重率下降11.11%、肥胖率下降1.23%，比起對

照組體位適中率成長4.94%、過重率下降3.70%、肥胖率反而增加1.23%的情況，顯示運

用12週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四階段來降低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率是具明顯的減重刺激效

果，和Martínez-López 等（2012）以6週的穿戴裝置研究監控個人的身體活動，加上合

適的目標設定，進行身體活動自我管理策略，能夠有效提升學童的身體活動量，來降低

過重及肥胖BMI值比例達11.3%之研究結果相似。探究其原因，Laurson 等（2008）結

果發現男生未能達到每日13,000步，則BMI過重的機會為達成者的2.74倍；女生未能達

到每日11,000步，過重的機會為達成者的2.37倍，說明過重及肥胖者會有較低身體活動

量。經12週穿戴式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四階段分期實驗後，實驗組學童的步數不僅都在

13,000步以上，身體活動強度及MVPA累積時間也都符合WHO建議標準，持續維持能量

消耗及新陳代謝，並促進體適能表現，才讓實驗組過重及肥胖率降低，穿戴式運動錶所

扮演著重要角色，重要性可見一班。另一方面，值得探討的是體位已過重的學童，要降

低期BMI值或體位適中，似乎成效不大，推論其理由，可能與其家庭因素、生活作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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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習慣有關，身為教育工作者急需正視這個問題。 

總體說來，用智慧穿戴精準管理學生運動，不僅可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更能作為

提升運動效率、有效健身、達成瘦身目的之幫手；而透過 App 結合所蒐集的數據分析，

再把雲端、目標設定與社群互動專業客製化解讀等功能整合，便能反映在提升運動強

度、效率與持續時間，最終達成規律動態生活及健康促進目標。 

當大數據遇上體適能：智慧穿戴科技隨身應用，它將是改變的開始，一起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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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國小學童比國中生有較高的身體活動量。 

（二） 健身運動錶可提升體位過重及肥胖國中小學童部分體適能水準、進而改善 BMI

不良狀況。 

（三）運用健身運動錶之階段分期策略可更準確瞭解學童活動量及有效提升國小學童中

等費力以上身體活動時間、強度，尤其是體位過重或肥胖學童，值得推廣為促進個人身

體活動之工具。 

穿戴式運動錶相對於研究者方便用於瞭解個體身體活動量之外，對體位過重及肥胖

國小學童也是一種提醒與鼓勵。方便攜帶與即時回饋訊息的優點，也讓穿戴運動錶的學

童能夠隨時瞭解自己每日的身體活動量，少於目標值則給自己有所警惕，多了也能夠給

予自己鼓勵，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此種簡單取得且便宜的器具，值得推廣為檢視

及促進個人身體活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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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10月 29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每年舉辦一次，分別由歐洲、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各

國輪流舉辦。今年第 36屆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於 9月 10日至 14日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舉

行。本次參加會員總共有 370位，且來自 30個不同的國家。參加之學者包括運動生物力學專

家、電腦工程師、物理治療與復健人員及教練，研究主題包括步態生物力學分析、電腦模式與

模擬、骨骼與肌肉生物力學、運動傷害與復健治療之生物力學、運動技術訓練、運動生物力學

教學等領域。大會主要活動包括歡迎晚會、開幕演講、專題演講、口頭與海報論文發表、實務

應用課程、廠商儀器展覽、閉幕晚會及半日參訪旅遊活動，其中專題演講演講有 9場，實務應

用課程有 8 場。本次會議要求海報發表者另外進行 1 分鐘簡短介紹研究主題，與以往不同的

地方是，本次主辦單位為響應環保，請贊助商提供電子海報看板，因此所有海報發表者不需另

外印製實體海報，只需上傳檔案給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即可為海報發表者展示海報；而口頭發

表有 10分鐘能進行發表以及 10分鐘的問答。 

    本人此次研討會發表為口頭發表，發表題目為太極拳運動介入對老年人進行下階梯動

作之平衡控制之效益(The Benefits of Tai-Chi Exercise on Balance Control in Elderly 

During Stair-to-Floor Transition)，受試者招募 12位有每日從事太極拳運動之 65歲以

上老年人及12位每日從事一般運動之65歲以上老年人，使用Vicon紅外線攝影機和Kistler

測力板分析兩組老年人下肢生物力學參數，研究結果發現，從事太極拳運動之老年人在下階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123－  

計畫名稱 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對兒童及青少年身體活動量與體適能之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黃長福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會議時間 

107 年 9 月 10 日

至 

107 年 9 月 14 日 

會議地點 紐西蘭奧克蘭 

會議名稱 

(中文)第 36 屆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 

(英文)The 3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chanics in Sports 

發表題目 

(中文)太極拳運動介入對老年人下階梯之平衡控制能力之效益 

(英文)The Benefits of Tai-Chi Exercise on Balance Control in Elderly 

During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2 

動作中，有較快的速度及較大的步幅，結論說明老年人從事太極拳運動能在下階過程中有較

佳的平衡控制能力。口頭發表的問答時間中，有外國學者提到是否兩組老年人原本就存在差

異，也有其他學者詢問是從事很種派別的太極拳，另外有學者詢問資料收集及分析過程的細

節，本人皆在問答時間中，依依清楚仔細回答。 

    此次會議專題演講總共有 9場。其中，邀請到 N3XT運動公司創辦人 Mounir Zok，主要

演講內容為運動科技應用於奧林匹克運動會上。Geoffrey Dyson Award 的演講者是奧地利

學者 Hermann Schwameder 教授，演講內容關於以生物力學觀點探討斜坡上的運動動作。年

輕學者獎 Hans Gros Award 由 Germany Sport University 的 Steffen Willwacher 教授獲

得，Willwacher 教授最早是選手出身，選手生涯結束後擔任教練，其演講主題探討以選手

和教練的角度提供運動生物力學專家在應用運動數位科技上新的方向。Sophia Nimphius教

授的演講內容是以實務方面重新評估過去女性運動員的運動生物力學分析。另外，來自英國

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的 James Selfe 教授，其專長是下肢運動傷害的研究，此次演講主題是

臨床運動傷害預防。 

    本次會議所有實務應用課程皆在奧克蘭理工大學運動訓練中心進行，該校運動訓練中

心集中所有紐西蘭優秀運動員在此訓練，訓練中心內裝有許多先進訓練器材、實驗檢測儀器

及運動醫學資源，及許多優秀教練和研究人員的進駐，整體訓練及教育環境相當優良。本次

會議之實務應用課程內容包括：殘障游泳專項技術分析、划船技術分析、田徑短跑專項技術

分析、高速攝影機應用、運動醫學系統展示及腳踏車之運動生物力學，其中高科技儀器應用

上，較多使用穿戴式裝置；且在實務應用課程中，允許參與會議的所有人實際體驗操作，了

解各種高科技儀器的使用及如何應用於各專項運動。 

 

二、 與會心得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多次舉辦於紐西蘭。此次參與會議的臺灣學者，包括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黃長福教授、國立體育大學湯文慈教授、嘉義大學林威秀教授，於會議期間，我們一

同拜訪中華民國駐紐西蘭大使館，大使館提供中華民國國旗予我們使用於會場中。此次大會

同時宣布下一屆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舉辦於美國俄亥俄州，希望臺灣學者能盡早準備，以

參加下一屆於美國舉行之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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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BENEFITS OF TAI-CHI EXERCISE ON BALANCE CONTROL IN ELDERLY DURING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Chenfu Huang and Tzu-hsiang Y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benefits of Tai-Chi Exercise on balance control in elderly during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Twelve Tai-Chi elder participants and 12 normal healthy elderly were recruited. A 

Kistler force plate (1000Hz) obtained the COP (center of pressure) data and kinematics calculated from ten 

Vicon high-speed cameras (250Hz). Results revealed that Tai-Chi group descended at a faster speed and had 

larger step length. Tai-Chi group also had larger A-P (anteroposterior) COM-COP separation, A-P COP path 

and faster COP average velo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ng-term Tai-Chi exercise can improve the balance 

in elderly during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KEYWORDS: center of pressure, step length. 

INTRODUCTION: Falls were the leading cause of injuries in elderly (CDC, 2014), and fatal injuries 

occurred during stair walking. Falls during the descent of stair negotiation occur at least three time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ose associated with stair ascent (Svanstrom, 1974).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is the unique 

anticipation of the upcoming surface between stair and level walking (Sheehan & Gottschall, 2011), it would 

be higher fall risks than stair and level walking, 

The change of center of pressure (COP) reflects the response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 the movement 

of the body's center of mass (COM),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COP is used as a key factor of posture control 

and balance (Mao, Li, & Hong, 2006a). To modulate COP within the appropriate range of COM-COP 

separation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dynamic stability and avoiding falls. To avoid falls, elderly adopted safer 

strategies while stair descent, including smaller A-P (anteroposterior) and M-L (mediolateral) COP 

displacement and slower COP movements (Kim, 2009a). During level walking and crossing obstacles, elderly 

reduced the A-P COM-COP separation to maintain balance (Hahn & Chou, 2004; Scarborough, Krebs, & 

Harris, 1999). However, the A-P distance is limited by the width of the ladder during stair descent, A-P COM-

COP separation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adults (Mian et al., 2007).  

Tai-Chi is a popular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for elderly, and the slow-mo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vement 

are quite suitable for older people. Tai-Chi gait emphasizes lower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and larger steps, 

showed more challenge to the balance ability and the lower limb muscles than the normal gait (Wu, 2008), 

and large A-P COP movement (Mao, Li, et al., 2006a). Tai-Chi exercise also improved the dynamic balance, 

increased the balance of single leg stand (Mao, Li, & Hong, 2006b) and reduced the fear of falling (Logghe et. 

Al., 2010). Even while the single-legged jumping and single-legged landing, the Tai-Chi elderly had better 

performance (Gyllensten, Hui-Chan, & Tsang, 2010). It indicated that Tai-Chi exercise improved the dynamic 

balance of elderly, and it might also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aily lif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benefits of Tai-Chi exercise on balance control in elderly during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4 

METHODS:  

Twelve elderly that were regular Tai-Chi practitioners (eight males and four females) (Tai-Chi group), and 

twelve healthy elderly (eight males and four females) (normal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ny known neurological or orthopedic disease and any current difficulties impeding their typical 

locomotion. Ethical approval was obtained from the 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ll participants provided their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before participation in our investigation. 

Tai-Chi group practiced Yang style Tai-Chi which included 108 different body postures for an average of 10 

years with a range between 2 to 15 years, four to five days per week, for a minimum of one hour per session. 

Control group of elderly performed leisure exercises (e.g. jogging, swimming) approximately over the same 

period per session but did not regularly perform Tai-Chi. 

A ten camera motion system sampling at 250Hz and one Kistler force plate sampling at 1000Hz were 

synchronized to collect three-dimensional body motion and COP data. The 46 cm staircase consisted of a 

series of three steps, each step with a rise 18 cm and a run of 28 cm. Participants walked down the stairs 

starting with their dominant (right) leg with barefoot at a self-selected speed in a step-over-step manner and 

ended after the participant walked forward on level ground for approximately 5 m. The speed and step lengths 

were not restricted to simulate their typical performance.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t least five successful 

trials where the entire lead foot mad contact with the force plate.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analysis began with toe-off of the right leg from the middle step (36cm height) to 

toe-off of the right leg from ground level. The COM velocity was calculated by averaging the 3-dimensional 

velocity of COM. Step length was defined as the anteroposterior distance between right toe and left toe during 

right leg ground contact and right leg toe-off the ground (shown in figure 1). An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The alpha level (α) was set to 0.05 and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within SPSS 21.0. 

 

RESULTS: The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are shown in table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ody weight and height, except in age. Tai-Chi group were old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Table 1: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Tai-Chi group Normal group p 

Age (years)* 72.7 ± 5.1 67.5 ± 2.7 <.01 

Height (m) 1.63 ± 0.07 1.62 ± 0.06  

Weight (kg) 57.9 ± 0.07 63.5 ± 5.7  

 

The data of COP, temporal and kinematic variables are shown in table 2. Tai-Chi group descended at a faster 

speed and had larger step length. Tai-Chi group also had larger A-P  COM-COP separation, M-L COP 

displacement and faster COP average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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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P, temporal and kinematic variables. 

 Tai-Chi group Normal group p 

A-P COM-COP separation    

  1st peak (cm)* 24.8 ± 3.5 21.4 ± 3.4 .02 

  2nd peak (cm)* 35.1 ± 2.6 30.2 ± 4.0 <.01 

M-L COM-COP separation (cm) 12.3 ± 2.6 11.3 ± 2.6 .32 

A-P COP path (cm) 11.6 ± 2.7 10.2 ± 2.0 .16 

M-L COP path (cm)* 10.7 ± 3.5 7.0 ± 1.5 <.01 

COP average velocity (cm/s)* 100.2 ± 66.1 56.7 ± 14.3 .04 

Stance time (s) 0.66 ± 0.08 0.68 ± 0.10  

1st step length (m)* 0.51 ± 0.07 0.41 ± 0.07 <.01 

2nd step length (m)* 0.58 ± 0.04 0.53 ± 0.05 .02 

COM velocity (m/s)* 0.93 ± 0.10 0.77 ± 0.12 <.01 

 

Figure 1. 1st step length and 2nd step length during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DISCUSSION: Modulating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COM and COP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maintain 

dynamic stability. The backward displacement of the COP can generate the momentum for forwarding motion 

(Polcyn, Lipsitz, Kerrigan, & Collins, 1998). Because of weakness in lower extremities muscles, elderly 

would reduce forward motion of COM and backward displacement of COP. After Tai-Chi exercise 

intervention, COP displacement increased while level walking, crossing obstacles and descending stairs (Kim, 

2009b; Kim, Han, & Cho, 200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ai-Chi group had larger A-P COP displacemen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To simulate the performance in daily life, the study didn’t 

restrict the descending speed and step length. Tai-Chi group had faster speed during stair descent, and a larger 

step length could modulate the forward rotational momentum (van Dieën, Spanjaard, Konemann, Bron, & 

Pijnappels, 2007). During gait, greater A-P COM-COP separation provided data that support more mechanic 

loading and improve ability to tolerate unsteadiness after Tai-Chi training (Gatts & Woollacott, 2007), 

therefore, older adults used a compensatory strategy by reducing the A-P COM-COP separation to maintain 

balance (Hahn & Chou, 2004; Scarborough et al., 1999). In this study, the larger 1st peak of A-P COM-COP 

separation is due to greater step length in Tai-Chi group. It indicated that Tai-Chi group had better ability to 

maintain dynamic stability during contact ground. At the end of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Tai-Chi group 

showed larger 2nd step length and the 2nd peak of A-P COM-COP separation, which COM was fron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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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Due to faster COM velocity and similar stance time, larger A-P COM-COP separation represented Tai-

Chi exercise could increase COM path. (Gatts & Woollacott, 2007). 

In the frontal plane, Tai Chi exercise could increase the M-L COP path in elderly while contact ground (Kim 

et al., 2009), and increased M-L COP path indicated an improvemen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hip adduction 

and abduction muscles after Tai-Chi training (Winter, Patla, Ishac, & Gage, 2003). During stair descent, the 

hip abductor muscles of the contralateral leg shifted COP to lateral side, and then the hip joint and the ankle 

joint muscles propelled COM forward until contralateral leg contact ground, therefore, the muscular 

coordination of frontal hip joint muscles is important for the elderly to maintain lateral stability during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Tai-Chi group had greater M-L COP path, which indicated that 

Tai-Chi group had better lateral stability during contact ground. 

The COP average velocity provid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how to modulate the steps when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stairs (Reid, Novak, Brouwer, & Costigan, 2011). Slower COP average velocity in elderly 

than that in young adults, because the slower COP average velocity is easier to maintain postural stability 

(Kim, 2009a; Reid et al., 2011). Previous study indicated COP average velocities were about 102~145cm/s 

and 58~85cm/s in young adults and elderly, respectively (Kim, 2009b).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Tai-Chi group had a faster COP average velocity, and it resembled the performance of young adults, which 

might reflect that Tai-Chi exercise improve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dynamic balance. The age of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as above 65 years or older, the muscular power and work de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6% per decade (Daubney & Culham, 1999). In this study Tai-Chi group were older than normal group, the 

better dynamic performance and balance control of Tai-Chi group indicated the benefits of long-term 

practicing Tai-Chi exercise on dynamic performance and balance control during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than 

the normal elderly.  

 

CONCLUSION: Long-term Tai Chi exercise participant could improve the balance in elderly during the 

stair-to-floor transi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articipation in Tai-Chi exercise will improve the balance and 

performance in dail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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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10月 29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第 37 屆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至 25 日在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

學舉行。大會主題包括：(1)運動生物力學儀器與評估方法 (2)電腦模式與模擬 (3)步態與跑

步生物力學分析 (4)優秀運動員生物力學分析 (5)運動傷害與治療之生物力學 (6) 骨骼與肌

肉生物力學 (7)肌電在運動生物力學上的應用 (8)運動生物力學教學及發展。 

    大會主要目的為提供研究者、教授和教練等相關人員發表、討論與交流有關運動生物力

學的研究。大會活動包括歡迎晚會、開閉幕演講、專題演講、口頭與海報論文發表、廠商儀

器展覽及參觀旅遊活動。 

    本次大會主要演講者包括：獲得 Geoffrey Dyson Award 的 Michiyoshi Ae 教授、澳洲

Jacqueline Alderson 教授、荷蘭 Toni Arndt 教授、比利時 Veronique Feipel 教授、加拿大 Walter 

Herzog、美國 Karl Newell 教授及 Laura-Anne Furlong 教授。同時大會安排 5 場實務應用專題

演講，包括：現任主席-美國 Young-Hoo Kwon 教授解析高爾夫球揮桿分析與回饋，Gen 

Williams 教授、Gareth Irwin 教授和 Karl Newell 教授三位共同發表以體操動作長懸垂擺盪為

例解析競技運動中動態協調、控制與技巧之分析，Vanessa Morales 教授和  Gregory 

Hollandsworth 教授共同發表人體主要七大動作之評估與診療，Eric Hodgson 教授展示虛擬實

境(HIVE, huge 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之實際操作與應用及美國知名棒球動作分析專

家 Glenn Fleisig 解析棒球投球之運動生物力學分析。大會亦有舉辦會前專題工作坊，邀請會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123－  

計畫名稱 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對兒童及青少年身體活動量與體適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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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贊助廠商 Vald Perfomance 進行演講，演講題目為” Getting the Right Information for the Right 

Decision at the Right Time ”。 

    本人此次會議發表為海報發表，本次會議要求海報發表者另外準備 2 分鐘簡短口頭介紹

海報發表內容，供所有會議參與者能預先概略了解所有海報發表之主題。本人海報發表題目

為大專甲組女子足球員及籃球員進行側向切入之下肢生物力學分析 ( Lower Extremity 

Biomechanics of Female College Soccer and Basketball Players During Sidestep Cutting)。主要結

果發現女子足球專項運動員進行側向切入時，下肢承受力量明顯大於女子籃球專項運動員，

導致兩者生物力學參數不同的原因包括，訓練方式不同、側向切入之動作模式不同、球鞋材

質及設計的不同、及平時習慣的比賽場地材質不同，教練及選手在進行預防運動傷害之相關

訓練計畫安排時，此結果能予以參考。 

 

二、 與會心得 

    此次大會的參觀旅遊活動，前往辛辛那提市區搭乘遊輪，在俄亥俄河上欣賞河岸風光，

整體而言，旅遊活動安排非常完善。此次參與會議之臺灣學術人員不多，包括本校相子元教

授及其一位研究生，以及黃長福教授及其兩位研究生，一位博士生、一位碩士生，以及擔任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理事的國立體育大學湯文慈教授。黃長福教授及其兩位研究生各發

表一篇論文，合計共三篇。其中由黃長福教授指導之碩士生，申請並獲得此次國際運動生物

力學年會之學生旅遊補助金，減輕其參與國際會議之經濟負擔，因此未來應多鼓勵教授及學

生參與每年舉辦一次的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預計 2020 年 7 月中於英國利物浦舉辦下一

屆之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建議臺灣學者、學生應早點準備，向會議投稿論文，並參與

2020 年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年會。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LOWER EXTREMITY BIOMECHANICS OF FEMALE COLLEGE SOCCER AND BASKETBALL 

PLAYERS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Chenfu Huang, Pohan Chang, Chiamei Li, Chinchang Li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iomechanics of lower extremity between 

female college soccer and basketball players during a sidestep cutting. Twenty college 

play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en Vicon cameras and a Kistler force plate and Visual3D 

were used to collect side-step cutting and analyze the biomechanical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soccer players had greater ankle plantar flexion and hip abduction angle at the 

foot contact. The soccer players also had greater peak knee flexion and internal rotation 

angle, hip adductor moment, while basketball players had greater peak braking GRF and 

the peak vertical GRF during cutt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in neuromuscular control patterns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tasks. 

KEYWORDS: ankle angle, knee internal rotation,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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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Most knee sprains are associated with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inju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25, approximately 80,000 to 250,000 people experience ACL 

injuries each year (Flynn et al., 2005), and most ACL injuries occur on the sports field. The ACL provides 

knee joint stability, prevents the femur from slipping forward, and restricts the rotation of the humerus. 

Therefore, it can cause abnormal knee movement after injury, and even cause damage to soft tissue around the 

knee joint.  

The soccer and basketball have different rules, equipment, and training modes, but all need to be fast and 

sprint conversio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skills. (Bradley et al., 2009; McInnes, Carlson, Jones, & McKenna, 

1995). The two popular sports have a high risk of non-contact ACL knee injury. Agel et al. (2007) and Dick et 

al. (2007)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female ACL injuries in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between 1990 and 

2002 was 3.59 and 2.78 times that of men. The number of non-contact ACL injuries among female basketball 

(1722) and soccer players (1301) was 305 (17.7%) and 161 (12.4%) (Agel et al., 2005), showing female 

athletes have a high risk of ACL injury. 

Sidestep cutting is an important skill in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It requires instantaneous deceleration support 

and uses the lower limbs to ease the impact and quickly change direction to evade the defensive player. In a 

competition, the movement that suddenly changes direction in a straight line is common skill, but it also 

increases the risk of knee injury in athletes (Malinzak, Colby, Kirkendall, Yu, & Garrett, 2001). Many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side step cutting has a higher risk of non-contact ACL injury (Cochrane, Lloyd, 

Buttfield, Seward, & McGivern, 2007; Cowley, Ford, Myer, Kernozek, & Hewett, 2006; Pollard, Stearns, 

Hayes, & Heiderscheit, 2015).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L injuries, such as large knee valgus, valgus 

moment, Internal-rotation moment, and abduction, are often risk factors for predicting ACL injury (McLEAN, 

Neal, Myers, & Walters, 1999; Pollard, Sigward, & Powers, 2007). 

Many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he risk of ACL injury could be reduced by neuromuscular training (Hewett, 

Myer, & Ford, 2004; Myer, Ford, PALUMBO, & Hewett, 2005),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high rate of ACL 

injury in female athletes each year especially on soccer and basketball sports (Agel et al., 2007; Dick et al., 

2007). The high rate of ACL injury on female basketball and cocker players is unclear.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emale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perform sidestep cutting on the 

biomechanics of lower extremiti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o coaches and players to reduce knee injuries 

during basketball and soccer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METHODS: Twenty soccer and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10 basketball: height 173.2±6.5 

cm, weight 67.4±8.1 kg, age 19.9±1.3 years old; 10 soccer: height 160.8±5.7 cm, weight 55.5 ±4.1 kg, age 

19.9 ± 1.3 years), and training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Ethical approval was obtained from the University 

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he participants filled out the consent form and basic data and warm-up on the Treadmill (6m/s) for 5 

minutes. Twenty-six reflective markers were attached to the body landmarks which modeling both hip, thigh, 

knee, leg, ankle, foot, and toe. Ten Vicon cameras (MX13+ 250Hz) synchronized with a force plate (Kistler 

9281,1000Hz) to collect the side-step cutting. The participants are prepared at a distance of 5 meters to the 

center of the force plate. A defender was starting at the defensive distance one meter behind the force plate 

with feet to open and shoulder width knees slightly flexed, and the hands were slightly placed on the side of 

the body for the uniform defensive movement. After starting signal, the participate sprinted as fast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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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use the right (dominant) foot contact the force plate, then use the left foot side cut to the left about 45 

degrees. After cutting out, run as many steps as possible to simulate the game situation (McLean et al., 2004). 

Five successful trails for each participant were collected for the biomechanical analysis. 

The markers data were smoothed by 6 Hz Butterworth 4th order low-pass filter and calculated by Visual3D 

software. The kinematic variables include the hip, knee, ankle angle at initial contact, peak and ROM of knee 

and ankle angle at contact phase, support time and peak GRF and moment of lower extremities. The inverse 

dynamics combine the Dempster parameters (Dempster, 1955) to calculate the net moment of each joint 

(Davis, Ounpuu, Tyburski, & Gage, 1991; Winter, 2009). 

The biomechan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ccer and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statistically tested by the 

independent t-test using SPSS for Windows 20.0 software, with a significant level of α=.05. 

 

RESULT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COM velocity at initial contact between basketball (3.02 m/s) and 

soccer players (2.99 m/s). The soccer players have a larger ankle plantarflexion and hip abduction angle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s at touchdown. (Table1) Compared with the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 the soccer players 

have greater peak ankle eversion, knee flexion and internal rotation angle than those of the basketball player. 

(Table 2) The soccer players also have a greater ROM of knee flexion and internal rotation angle.  For the 

kinetics, the soccer player has longer support and braking time, a larger peak braking GRF, and a greater 

vertical peak GRF, while the basketball player has a large propulsive peak GRF (Table 3). The soccer player 

has a larger peak ankle external rotation and hip adductor moment and the basketball player has a larger peak 

ankle plantarflexion moment during the cutting (Table 4). 

 

Table 1. Hip, knee, and ankle angles of sidestep cutting at touchdown 

 

 

 

 

 

 

 

 

 

 

 

 

 

 

* p<.05 

 

 

 

 

 basketball soccer 

Ankle (deg)   

Plantarflexion* 15.96 ± 5.79 28.91 ± 8.06* 

Eversion 2.43 ± 5.61 5.22 ± 6.76 

    External rotation 22.18 ± 6.28 21.39 ± 4.74 

Knee (deg)   

Flexion 28.77 ± 8.75 23.47 ± 5.52 

Abduction 3.77 ± 4.14 1.60 ± 2.82 

    External rotation 6.00 ± 4.61 7.18 ± 3.92 

Hip (deg)   

Flexion 49.87 ± 9.79 54.69 ± 7.59 

Adduction* 3.65 ± 6.56 11.78 ± 4.65* 

      Internal rotation 10.43 ± 14.08 9.79 ±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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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ak Knee and Ankle angle and Knee ROM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basketball soccer 

Ankle (deg)   

Dorsiflexion 11.18 ± 6.85 6.28 ± 2.86 

Eversion* 11.61 ± 5.38 18.54 ± 5.48* 

    External rotation 27.43 ± 5.88 27.17 ± 4.16 

Knee (deg)   

Flexion* 53.80 ± 5.60 58.31 ± 2.97* 

Abduction 3.72 ± 6.00 1.03 ± 3.62 

   Internal rotation 1.37 ± 5.19 8.13 ± 5.14* 

Knee ROM (deg)    

Flexion* 25.03 ± 7.01 34.84 ± 4.64* 

Abduction 3.64 ± 1.98 2.64 ± 1.38 

   Internal rotation* 8.35 ± 4.48 15.31 ± 3.04* 

* p<.05 

 

Table 3. Support time and peak GRF of sidestep cutting 

 

 

 

 

 

 

 

 

 

 

 

 

* p<.05 

 

Table 4. Peak ankle and hip moment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basketball soccer 

Ankle (Nm/kg/m)   

Plantarflexion* 1.97 ± 0.32 1.71 ± 0.11* 

Eversion 0.22 ± 0.11 0.26 ± 0.11 

External rotation* 0.13 ± 0.12 0.26 ± 0.09* 

Hip (Nm/kg/m)   

 Adductor (Nm/kg/m)* 0.11 ± 0.24 0.46 ± 0.15* 

 External (Nm/kg/m) 0.46 ± 0.27 0.57 ± 0.17 

* p<.05 

 basketball soccer 

Support time (s)    

Total* 0.20 ± 0.01 0.24 ± 0.02* 

Braking* 0.13 ± 0.01 0.16 ± 0.01* 

Propulsive 0.07 ± 0.01 0.08 ± 0.01 

Antero-posterior (BW)    

Braking 1st peak* 0.94 ± 0.18 1.21 ± 0.35* 

Brake 2nd peak* 0.85 ± 0.18 1.15 ± 0.27* 

Propulsive peak* 0.35 ± 0.08 0.22 ± 0.05* 

Vertical (BW)   

Peak 1*  2.76 ± 0.33 3.59 ±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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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soccer players have a greater ankle plantarflexion angle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 at the 

initial contact of side-step landing. This may due to the design of soccer shoe concentrates the stud part on the 

forefoot part to run and to change direction quickly on a softer and slippery grass. (Speer, 1992); however, the 

greater angle of forefoot touchdown and quick change of direct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mechanisms that 

cause knee ACL injury (Pace et al., 2015). The larger ankle eversion angle at contact cause larger vertical 

peak GRF and braking peak GRF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s. (Yu, Lin, & Garrett, 2006); also, the excessive 

ankle eversion angle of the soccer players during cutting (Table 2) may increase the knee internal rotation 

angle (Alentorn-Geli et al., 2009; Hewett, Myer, & Ford, 2006), which may increase the rate of ACL injury. 

The basketball players have a greater propulsive peak GRF (Table 3) which related to greater plantarflexion 

moment during the cutting than the soccer players (Table 4). The soccer players have a greater knee internal 

rotation angle resulting in a higher ankle external rotation moment at sidestep cutting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s. 

The soccer player has a larger hip abduction angle (Table 1) produces a large hip joint adduction moment 

(Table 4)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 at sidestep cutting.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excessive hip adduction 

moment increases the knee valgus moment (Ford, Myer, & Hewett, 2003; Hewett et al., 2005), which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increase in ACL load. The soccer player has greater lower extremities angles, forces and 

moments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s during the sidestep cutting may due to the soccer players have more 

sidestep cutting than the basketball players during practices and competit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would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in neuromuscular control patterns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tasks. 

 

CONCLU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emale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perform sidestep cutting on the biomechanics of low extremities. Female soccer players were 

generating a large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increasing the knee flexion angle during sidestep. It was 

concluded that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would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in biomechanical patterns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tasks. It recommend that female basketball and soccer players should strengthen knee-related 

muscular training to reduce th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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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結果顯示穿戴式運動錶介入具有影響
(一) 國小男學童比女學童有較高的身體活動量。
 (二) 週間有體育課之身體活動量水平明顯比週間無體育課及週末時段高，利
用課餘時間增加體育課程不失為一個促進身體活動量策略。
 (三) 善用穿戴式運動錶可提升國小學童立定跳遠及800公尺跑走體適能表現
及改善BMI不良狀況。
    穿戴式運動錶相對於研究者方便用於瞭解個體身體活動量之外，對國小學
童也是一種提醒與鼓勵，方便攜帶與即時回饋訊息的優點，讓穿戴運動錶的學
童能夠隨時瞭解自己每日的身體活動量，少於平均步數則給自己有所警惕，多
了也能夠給予自己鼓勵，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此種簡單取得且便宜的器
具，值得推廣為檢視及促進個人身體活動的工具。
用智慧穿戴精準管理學生運動，不僅可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更能作為提升運動
效率、有效健身、達成瘦身目的之幫手；而透過App結合所蒐集的數據分析
，再把雲端、目標設定與社群互動專業客製化解讀等功能整合，便能反映在提
升運動強度、效率與持續時間，最終達成規律動態生活及健康促進目標。
當大數據遇上體適能：智慧穿戴科技隨身應用，它將是改變的開始，一起運動
吧！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