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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緒論：國小生身體活動量不足導致肥胖率逐年升高，造成對健康威
脅與體適能降低，更影響成人後心血管與慢性疾病等問題出現。本
研究首先探討穿戴運動錶介入對國小學童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及體適能表現之影響，進一步運用運動錶階段分期策
略來監測過重或肥胖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促進之情形。方法：受試
者過重或肥胖學童分為實驗組 (n=41) 與一般組 (n=44)，學童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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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顯著效果。此外，實驗組進行為期12週四階段健身運動錶階
段分期策略，來量測過重或肥胖學童之身體活動強度及時間變化。
身體活動量則以單因子獨立變異數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分析四階段之每日平均步數、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量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累積時間及步
頻 (step per minute, SPM) 等參數。結果：健身運動錶策略能有
效提升過重或肥胖國小學童部分體適能水準。在立定跳遠項目，實
驗組後測成績明顯大於一般組，對仰臥起坐及800公尺跑走表現也有
提升效果，進而改善身體質量指數，惟坐姿體前彎無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過重或肥胖之身體活動強度均隨運動錶階段分期而增強，達
統計上顯著性差異，對於每日步數與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累積
時間也都有顯著提升。結論：健身運動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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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階段分期策略來準確瞭
解及有效提升過重或肥胖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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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加速規、穿戴科技、身體活動強度、體適能、身體質量指
數

英 文 摘 要 ： Introduction: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the
obesity rate year by year, further causing healthy threat,
the reduce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cardiovascular and
chronic diseases after adult. In this study, we first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wearable fitness watch on the body
mass index and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further used the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age strategy to monitor the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ed situation of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ing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n=41) and the general group, including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n=44). The
schoolchildren are all voluntary participants. The subjects
conducted physical fitness tests and BMI measurem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 The t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12-week four-
stage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intervention was



conducted to observ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sity and time
changes. In physical activity,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parameters such as the
average daily number of steps,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accumulation time and movement
step frequency…etc. at in four stages. Results: In the
standing long jump project,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crease
on post-test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general group (t=4.62, p
< .05); also, the 12-week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enhanced the results of sit-ups and 800-meter running
performance. Thus, it could improve body mass index.
Nevertheles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tem of sit and reach (p > .05). In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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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23, p < .05),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aily walking steps and MVPA accumulation time.
Conclusion: Wearable fitness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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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Consequently, wearable fitness watch is
worth to be promoted as the tool of enhancing personal
physical activity.

英文關鍵詞： Key words: accelerated regulation, wearing technology,
exercise intensity, physical fitness, body ma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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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緒論：國小生身體活動量不足導致肥胖率逐年升高，造成對健康威脅與體適能降

低，更影響成人後心血管與慢性疾病等問題出現。本研究首先探討穿戴運動錶介入對

國小學童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及體適能表現之影響，進一步運用運

動錶階段分期策略來監測過重或肥胖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促進之情形。方法：受試者

過重或肥胖學童分為實驗組 (n=41) 與一般組 (n=44)，學童都是自願參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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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此外，實驗組進行為期 12 週四階段健

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來量測過重或肥胖學童之身體活動強度及時間變化。身體活

動量則以單因子獨立變異數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分析四階段之每日平均步

數、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量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累積時

間及步頻 (step per minute, SPM) 等參數。結果：健身運動錶策略能有效提升過重或肥

胖國小學童部分體適能水準。在立定跳遠項目，實驗組後測成績明顯大於一般組，對

仰臥起坐及 800 公尺跑走表現也有提升效果，進而改善身體質量指數，惟坐姿體前彎

無達統計上顯著差異。過重或肥胖之身體活動強度均隨運動錶階段分期而增強，達統

計上顯著性差異，對於每日步數與中等費力到費力身體活動累積時間也都有顯著提

升。結論：健身運動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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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階段分期策略來準確瞭解及有效提升過重或肥胖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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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加速規、穿戴科技、運動強度、體適能、身體質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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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the obesity rate year by year, further causing healthy threat, the reduce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cardiovascular and chronic diseases after adult. In this study, we first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wearable fitness watch on the body mass index and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further used the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age 

strategy to monitor the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ed situation of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ing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n=41) and the general group, including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n=44). The schoolchildren are all voluntary participants. 

The subjects conducted physical fitness tests and BMI measurem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 The t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12-week four-

stage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intervention was conducted to observ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sity and time changes. In physical activity,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parameters such as the average daily number of steps,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accumulation time and movement step frequency…etc. at in four 

stages. Results: In the standing long jump project,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crease on post-test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general group (t=4.62, 

p < .05); also, the 12-week wearable fitness watch strategy enhanced the results of sit-ups and 

800-meter running performance. Thus, it could improve body mass index. Nevertheles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tem of sit and reach (p > .05). In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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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0.23, p < .05),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aily walking steps and MVPA accumulation time. Conclusion: Wearable fitness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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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eight and obese schoolchildren. 

Consequently, wearable fitness watch is worth to be promoted as the tool of enhancing personal 

physical activity. 

 

Key words: accelerated regulation, wearing technology, exercise intensity, physical fitness, 

body ma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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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過去三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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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ar, Carroll, 與 Ogden (2012) 

研究結果指出 6-11歲過重和肥胖兒童的比率從 1976 - 1980年的 6.5％上升到 2009 - 

2010 年的 18％，美國研究最新的數據顯示，6-11 歲兒童的過重率 (34.2％; CI 30.1-

38.5) 和肥胖率 (17.7％; CI 14.5-21.4) (Ogden, Carroll, Kit, & Flegal, 2014) 盛行率平均

值比 2020年健康人群之過重及肥胖率 15.7％目標值多出 10％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Offic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2014) 。臺灣地區第四次 (2001~2002 年) 6~12歲國小學童營養健康狀況調查結果顯

示，男童 15.5%過重、14.7%肥胖；女童 14.4%過重、9.2%肥胖 (Chu & Pan, 2007) ，

另外根據國際肥胖任務小組 (International Obesity Taskforce) 2009 年蒐集世界 56個主

要國家之兒童及青少年體重過重 (含肥胖) 盛行率資料，我國男童位居第 12名，以上

數據顯現臺灣地區學童肥胖問題的嚴重程度。 

    而肥胖問題造成肌肉骨骼變化會影響超重和肥胖的人的負重活動的性能 (Chan & 

Chen, 2009) ，並反過來降低維持平衡的能力，以致無法安全地執行特定的身體活動，

然而這種過重問題在國小階段的兒童中普遍存在。預計到了 2018年，肥胖衍生出問題

每年將花費美國約 3440億美元健康照顧花費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12) 。許多縱向研究顯示，肥胖兒

童更可能成為肥胖的青少年 (Cunningham et al., 2014)，最終成為肥胖成年人 

(Freedman et al., 2005; Guo & Chumlea, 1999) ，而超重和肥胖的兒童越來越多地被診斷

出各種健康問題後遺症，包括使他們有更大的心血管疾病風險、二型糖尿病、中風、

癌症、骨關節炎和早期死亡率 (Chan & Chen, 2009; Choudhary et al., 2007; Li & Hooker, 

2010; Stevens, 2010; Ward et al., 2011;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NHLBI), 

2012) ，如果這股兒童超重和肥胖的波動效應潮流繼續蔓延的話，在美國經濟將會面

臨癱瘓危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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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senmann, Laurson, Wickel, Gentile 與Walsh (2007) 的結論顯示不符合身體活動量

建議的兒童超重或肥胖的風險是一般兒童兩倍。研究顯示除了身體活動量不足對兒童

超重或肥胖有衝擊性影響外，身體活動量類型和如何測量也是相當重要課題 (Trost, 

Ker, Ward, & Pate, 2001) 。提升身體活動量 (Physical Activity, PA) 以提昇體適能 

(Physical Fitness, PF) 表現通常被提議作為預防兒童與青少年過重或肥胖問題的關鍵方

法，並能有效地促進個人的身體及精神健康 (Morales, Sánchez-López, Moya-Martínez, 

García- Prieto, Martínez-Andrés,  García, & Martínez-Vizcaíno, 2013; Ströhl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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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ssen & LeBlanc, 

2010; Ströhle, 2009) ，但只有約 23％的學齡兒童達到身體活動量最低推薦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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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mbla et al., 2014) 。

綜觀國內學者的研究調查顯示，身體活動量屬於高水準的民眾佔有 18.4%、身體活動

量足夠者有 42.5%、活動量不足者有 39.1% (劉影梅等，2005) 。台灣 13-17歲青少年

每週達 60分鐘費力身體活動盛行率有 61.5%，每週達 150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僅佔

19.7% (劉影梅等，2007) 。如此的生活型態造成的身體活動量不足對健康的威脅與體

適能的降低，直接的影響到的是學童的健康生活品質，並間接的增加社會成本、提高

醫療資源的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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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是日常生活中最為簡便的運動方式，規律實施可促進心肺功能與肌肉適能的效

果。達到中度身體活動以上的運動強度，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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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少健康專業建議兒童與青少年每天達到一定

的步數 (男孩 15000 步，女孩 12000步; Tudor-Locke, McClain, Hart, Sisson, & Wash- 

ington, 2009;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DHHS], 2008) ；另一方

面，每天從事至少 60分鐘的中等至高強度體力活動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的身體活動 (Cavill, Biddle & Sallis, 2001; 世界衛生組織(2010)) 可以

為大多數兒童和青少年帶來重要的健康效益，而以每分鐘行走步數 (步頻) 來評估身

體活動強度是可行方向，更是一項重要的健康促進的關鍵要素，Murtagh, Boreham 與

Murphy (2002) 就指出除了運動步數、時間多寡影響到孩子身心健康外，若愉快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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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和強度符合美國癌症預防控制運動醫學中心推薦之中等強度運動，無論是每天持

續步行 30分鐘或是間斷步行 (3次/10 分鐘) ，對身體組成、血脂肪與心理健康皆有正

向的改變。因此許多身體活動量研究也常以步頻 (Step per Minute, SPM) 作為走路運

動強度指標依據，但目前文獻報告關於學童及青少年運動強度著墨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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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速訂為 3.5、3.5、

及 4 小時/公里，並推估符合中度身體活動強度以上的步頻。結果揭示若想達到中度或

費力身體活動強度，男女性的步頻分別為 120~139 步/分鐘與 123~142 步/分鐘，而全

體受試者平均步頻為 120~140 步/分鐘，顯示走路運動步頻可為有效的強度指標，但目

前國內上缺乏相關研究來探討國小學童運動強度與體適能表現及 BMI關係，尤其是針

對過重及肥胖學童進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在偏遠學校，Liu, Jones, Sun, Probst, Merchant, and Cavicchia, (2012)研

究了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農村 (n = 2771) 和城市 (n = 13,766) 2-19歲兒童的樣本。

他們發現，與城市青少年相比，農村青年 (12-19) 歲因社會人口、健康、飲食等因

素，超重和肥胖的機率高出 30％，使得參加學校之前/之後的計劃或積極的身體活動規

劃更形重要。在這些偏鄉環境中，6-7 小時的學校時間可能為許多兒童提供最佳的機

會，以滿足推薦的 MVPA的 60分鐘/天的最低值。在新北市和全國，由於城鄉差距和

資源缺乏，缺少數據來評估在偏鄉學校就讀的兒童在學校中的身體活動量與健康指數 

(如 BMI) 的數據。因此，以全市的 PA監測數據來作為偏鄉地區重要的健康行為指標

具有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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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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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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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度和持續時間常有困難 (Sirard & 

Pat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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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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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測量工具 (Ekelund et al., 2006; Ness et al., 2007; Troiano et al., 2008) ，以求更準確

的評估學童的身體活動量。計步器已經被國外許多研究證實可有效用於坐式生活型 態

或無運動習慣者來增強每日走路步數，提高運動動機及運動自我效能，進而改善其健

康生活方式 (Rooney, Gritt, Havens, Mathiason, & Clough, 2005; Ten Hacken, & De Greef, 

2008) 。 

    健身運動錶提供了一個促進孩童身體活動的寶貴機會 (Tudor-Locke, Ainsworth & 

Popki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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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 Carlson, 2005)。美國愛荷華州 Norwalk Middle School將體育

課提高至超越運動的觀念培養課程。不僅讓孩子穿戴健身紀錄器，並且讓他們在課程

中嘗試各種活動，培養運動正確的體能觀念，跳脫傳統僅是教導運動技巧與規則的體

育課。如此一來，體育老師 Charity Campbell表示，孩子有機會反思自己的體能活

動，瞭解自己每天的進度，與如何去改善它。本次實驗預計使用由台灣本土廠商自行

開發之健身運動錶來檢測身體活動量，其內建運動強度選項可視為是一項重要的健康

促進的關鍵指標，除了用於瞭解個體身體活動量之外，亦有及時回饋訊息的優點，且

可以設定目標促進身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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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ang (2012) ;Wang, Lin, Y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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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向廠商估價，

此健身運動錶折合台幣 1個約 2,500元;與坊間有顯示螢幕具心律測量的手錶動輒 4或

5仟元以上，顯示此款運動錶較具經濟效益，且配戴方便又操作簡單，故本研究選擇

以此運動錶作為評估每日身體活動量的測量工具。 

    綜合所述，本次研究主要針對新北市體重過重及肥胖的國小學童以步行運動搭配

健身運動錶分期策略作為介入工具，除了用於瞭解個體身體活動量之外，亦有即時回

饋及目標設定等優點，只要強度、時間、頻率恰當的步行運動，肥胖者也可以輕鬆降

低體脂肪。此種簡單取得且便宜的器具，以走路運動的每分鐘步數 (步頻) 為主軸，

蒐集相關文獻，探討步頻 (spm) 與體適能及身體組成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提供走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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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度指標，不失為過重及肥胖學童做為檢視個人身體活動的利器，值得推廣並提供

未來身體活動量不足或 BMI過重或肥胖學童提出運動介入及健康促進活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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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利用健身運動錶來蒐集約 85名健康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的高年級學童受

試者每天身體活動量之步數、運動時間、卡路里與步頻 (運動強度) 資料，以了解其

對體適能、身體質量指數 (BMI) 影響之機轉，並利用健身紀錄器之內鍵功能，將分期

分為四期：基礎量測期、立即回饋期、目標設置期及社群競爭期等四期，做進一步探

討，期能找出每位受試者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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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健身運動錶招募 85位體位過重或肥胖國小高年級學童 (實驗組：41位過重或

肥胖學童；一般組：44位過重或肥胖學童)，量測為期 12週身體活動量，並進行體適

能及身體質量指數前後測。 

一、瞭解過重及肥胖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全天步數、全天 MVPA時間、MVPA 強度(步

頻) 等身體活動量現況，並探討其與體適能、身體組成 (BMI) 之分佈情形。 

二、探討健身運動錶分期策略介入後，對過重及肥胖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整日步數、上

課步數、全天總運動時間、中高強度運動時間及步頻 (運動強度) 的影響。 

三、探討健身運動錶分期策略介入後，對過重及肥胖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身體活動量等

參數對體適能身及體質量指數前後測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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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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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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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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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研究期間 12 週，前 4 週為控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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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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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不受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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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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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是研究者所需努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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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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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利用健身運動錶來量測為期12週約85名健康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的高年

級學童受試者每天身體活動量之步數、運動時間、卡路里與步頻 (運動強度) 資料，以

了解其對體適能、身體質量指數(BMI)影響之機轉，並利用健身紀錄器之內鍵功能，將

分期分為四期：基礎量測期、立即回饋期、目標設置期及社群競爭期等四期，做進一步

探討，期能找出每位受試者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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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下將研究方法列述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分為六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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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序說明如下： 

一、 研究對象 

這是一項對新北市國民小學高年級共85名學童為受試對象 (過重及肥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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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年級課程均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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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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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時間與地點 

本研究實驗日期為民國106年09月15日至民國106年11月20日，配合受試者時間進行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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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ajic, ＆ 

Bassett, 2003) ，為建立為一種用於測量兒童PA的可靠且有效的工具 (即，ICC範圍= .69

至.91; Tudor-Locke等人，2009) 。步頻為每分鐘之步數，利用加速度前後軸峰值的累加

次數即可簡易判定 (Lee, Ho, Shih, Chang, Róbert, & Shiang, 2015)，身體加速度取自於每

分鐘合加速度前十大峰值的特殊運算方式，突破以往心率帶或攝氧量穿戴不舒適及價格

昂貴等條件，作為跑者更精準地量測身體活動量的方式。本實驗採用臺灣本土廠商威士

登 (Wisdat)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生產Wisme健身運動錶，包含一身體活動量計即時回

饋系統和手機app。身體活動量計外觀為如同電子手錶。利用其內部的三軸加速度計蒐

集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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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使

用者日常生活中的身體活動資訊。由於兒童常會在日常活動中於短時間內改變其身體活

動的強度與類型，本研究設定以60秒鐘為間距。 

1、Wisme健身運動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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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至強度活動量時間及步頻 (步/分) 等參數數據。 

2、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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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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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坐及鬧鈴提醒，適時提醒您起來動一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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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適能表現擷取： 

1、全自動身高體重計：可測量範圍身高:90~200cm，最小刻度：1mm；體重:10~200kg，

最小刻度：100g。如圖3所示。測量方法：只要踏在測量板上，此系統就自動開始測量

身高和體重，而且可依公式計算出您的體重與標準體重的比值，同時顯示所有測量資料；

另外，還可切換顯示身體質量指數 (BMI)。 

2、箭頭型坐姿體前彎測定器：測量坐姿體前彎 (柔軟度) 符合教育部體適能測量計

劃規定。如圖4所示。材質為黃色壓克力一體成型，可量範圍:0-65cm以上，每1CM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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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單位，尺寸:長67cmx寬49cmx高2.5cm ±3%，特別設計腳踏墊，將兩腿的距離為30cm。

滑動式設計，以指推動方式量測，提高準確性並於推板底端設置磁鐵以便推板收納及拿

取，增加其方便性。 

3、立定跳遠墊：檢測立定跳遠專用，表面材質為發泡膠布。測量範圍：50-320cm，

每5cm為一刻度。尺寸：360cm × 90cm × 0.3cm。如圖5所示。 

4、SEIKO 100組記憶碼錶碼錶: 設計為二行顯示分段、總段和總時間。可記錄100

筆資料。能以1/l00秒為單位測量至100小時。有防水功能。本實驗當計時用，測驗800公

尺跑走及仰臥起坐次數時間。如圖6所示。 

 

 

 

圖3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圖4 箭頭型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圖5 立定跳遠墊                           圖6  SEIKO 100組記憶碼錶碼錶 

 

 

四、 實驗流程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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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106 年8月中旬至9月初於新北市三鶯區公立國小招募符合條件的10-12歲

體重過重及肥胖的高年級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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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受體適能及身體質量指數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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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情形。受測學童於

測試的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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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參與研究人員的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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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擔任六個班體育教學老師。實驗前研究團隊和實驗組

老師進行健身運動錶準備，說明實驗儀器操作和注意事項。 

本研究每校高年級隨機選出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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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09月至106年12月的學期間

進行資料收集。 

五、資料收集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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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行研發的健身運動錶計即時回饋系統進行為期一年研究，探討

其對過重及肥胖兒童在身體活動量與體適能表現的影響，分期分為基礎量測期、即時回

饋期、目標設置期及社群活動期等四階段，進行為期12週的準實驗設計。得到學校、學

生與其監護人的同意後，請求受試學生每天除游泳和洗澡外，應配戴身體活動量計12個

禮拜，並於紀錄表上填入每日起床及就寢時間。 

(一) 身體活動量參數： 

1、 步數 (step)。 

2、 中等至高強度身體活動 (moderate-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時間。 

3、 步頻 (運動強度, intensity)：以每分鐘的平均步數 (步頻，Step per Minute, SPM)

為本研究的運動強度設定120spm以上為中高強度 (Graser, Groves, Prusak, & Pennington, 

2011) 來直接觀測孩童實際生活的運動強度。 

(二) 體適能檢測參數 

內容為800公尺跑走 (800m run/walk) ；坐姿體前彎 (sit and reach) ；一分鐘屈膝仰

臥起坐 (one-minute sit-up) 及立定跳遠 (standing long jump)。 

(三)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BMI (數據計算kg/m2) 被廣泛認為是評估2-19歲兒童肥胖的首選工具 (Krebs，

Jacobson，＆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Committee on Nutrition，2003)。在沒有鞋的

情況下測量身高和體重，本研究委由教育部體育署合格體適能量測站以全自動身高體重

計進行2天測量以計算每個參與者的BMI。BMI原始數據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生長

圖 (CDC) ( Vidmar, Cole, & Pan, 2013) 轉換為BMI之Z分數。將每個受試者分類為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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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85百分位數) ，超重（≥85th <95百分位數）或肥胖 (≥95百分位數) 。特別注意一

點，低體重類別 (<第5百分位數) 的兒童在本研究不包括在非超重類別中。 

六、統計方法 

使用SPSS for Windows 22.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的顯著水準定在α= 0.05：

描述性統計：參與者的年齡，身高，體重，BMI和每日步數的單獨平均值和標準差。使

用獨立樣本t檢驗來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身體質量指數(BMI)、與體適能表現的差異情

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分期階段之間的體重過重或肥胖國小學童的身體活動量的

促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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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一、身體資料 

如表1所示，實驗組與一般組的基本資料中，經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發現，兩組在年

齡、身高、體重方面皆未達顯著差異，初步顯示其身體的同質性；近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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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組與一般組身體基本資料分析比較表 (N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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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體適能表現之分析 

以下為實驗組及一般組之健康體適能在前後測表現及通過率，結果如下： 

(一) 坐姿體前彎 

    實驗組前測成績9.87 ± 1.75公分，後測10.24 ± 2.30公分；一般組前測成績9.26 

± 1.86公分，後測9.96 ± 2.01公分，無論實驗組或一般組，前後測均無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t = 0.67, p > .05)，顯示健身運動錶雖增加身體活動量無法有效改善柔軟度，和武海潭與

季瀏 (2015) 研究身體運動量多寡對柔軟度影響相對較小之結果相似。

 

 

 

 
實驗組 一般組 

p ES Power 
M SD M SD 

年齡 (years)  11.50 1.82  11.45 2.11 0.09 0.65 0.40 

身高 (cm)  140.27 5.49 141.62 5.36 0.21 0.55 0.25 

體重 (kgw)  45.12 6.10  44.24 7.08 0.32 0.42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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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定跳遠 

立定跳遠表現方面，在後測成績上，實驗組明顯優於一般組 (89.10 ± 17.4cm > 75.23 

± 17.62cm)，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t = 6.05, p < .05) (如圖1)，足見應用健身運動錶對立定

跳遠的成績有明顯提升效果，和Tremblay, Warburton, 與 Janssen (2011) 研究相符。 

 

 

 

 

 

 

 

 

圖 7. 立定跳遠前後測差異圖。*表示達顯著差異 p < .05。 

(三) 仰臥起坐 

在仰臥起坐表現方面，如圖2。實驗組後測成績有顯著提升趨勢 (後測9.2 ± 2.43次/

分 > 前測7.84 ± 2.05次/分)，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t = 3.26, p < .05)。 

 

 

 

 

 

 

 

 

 

圖 8. 仰臥起坐前後測差異圖。*表示達顯著差異 p <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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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800公尺跑走 

    在800公尺跑走表現方面，實驗組在實驗前、後測成績有顯著下降趨勢 (後測

325.94 ± 53.12秒 < 前測394.16 ± 66.17秒)，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t = 5.24, p < .05)，可見

應用健身運動錶來提升學童身體活動量亦對刺激800公尺跑走成績有明顯效果 (如圖3)。 

 

 

 

 

 

 

 

 

 

 

 

 

圖 9. 800m 跑走前後測差異圖。*表示達顯著差異 p < .05。 

(五) 健康體適能四項通過率 

經過12週四階段健身運動錶策略，表2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童體適能四項通過率有很

大的提升，從18.75%進步到59.36%，接近教育部訂定的全國高中職以下學生體適能通過

率目標65%，一般組學童則從21.86%進步36.22%，雖亦達標準，但進步幅度有限。 

表 2 實驗前後國小學童體適能四項通過率比較表 (%) 

 

 

 

 

 

 

 

 實驗前通過率 實驗後通過率 

  實驗組學童 18.75% 59.36% 

  一般組學童 21.86% 3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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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無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BMI之分析 

在BMI方面，兩組別間之前後測均無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實驗組前後測BMI值差異

不大，亦無顯著差異；一般組在實驗前、後測之BMI值則有上升趨勢 (後測24.16 有上

4.12 kgw/m2 、前測24.32 m24.76kgw/m2)(圖4)。表3為前後測之實驗組與一般組學童BMI

人數體位統計表。 

 

 

 

 

 

 

 

 

圖 10. BMI 前後測差異圖。*表示達顯著差異 p < .05。 

 

表 3 實驗組與一般組學童 BMI 前後測體位統計表 (單位：人數) 

BMI 指數 學童體位分類 過重、肥胖

減少比率%   過重 肥胖 

實驗組人數   前測 32 9 36.58 

 後測 18 8 

一般組人數   前測 34 11 11.11 

 後測 28 12  

 

四、有無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之分析 

(一) 每日平均步數方面 

    由表4得知在每日平均步數參數中，進行實驗組不同階段分期的比較，有達統

計上顯著差異 (p < .05; F = 34.62)，第四階段社群活動期及第三階段目標設置期之步數

皆顯著多於前二階段 (現況調查期與即時回饋期) (10293 ± 2453步>8,612 ± 2,167步

>7327 ± 1845步與6683 ± 1795步)，顯示每日平均步數會受到運動錶階段分期所影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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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現況調查期，兩組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之每日平均步數 (6,683 ± 1,795步/天；

6,728 ± 1,824步/天)，均離達Tudor-Locke 與 Myers (2001) 建議每天行走10,000步是有一

段不小差距，仍有許多進步空間，但兩者間平均步數未達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p > .05)。 

  (二) 活動強度 (步頻) 方面 

    活動強度在有無穿戴健身運動錶分期策略有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實驗組四階段

均有顯著性增加 (p < .05；F = 10.08)，顯示身體活動強度大小會受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

所影響；且每一階段MVPA，實驗組均大於一般組。 

(三) MVPA累積時間方面 

    由表4得知在MVPA累積時間參數中，有達顯著差異 (p < .05; F= 15.62)，實驗

組在第四階段社群活動皆顯著多於前三期 (社群競爭期56.30 ± 13.36分/日 > 目標設置

期45.42 ± 15.26分/日、即時回饋期29.37 ± 11.48分/日、現況調查期25.36 ± 10.61分/日)，

顯示MVPA累積時間會受到運動錶階段分期所影響。對兩組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而

言，現況調查期之MVPA累積時間分別為25.36 ± 10.61分/日及26.6 ± 11.13分/日 (表4)，

兩者均未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2010) 建議5至17歲學生每天從事至少60分鐘MVPA活動。 

表4 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在階段分期之身體活動量分析摘要表 

 現況調查期 即時回饋期 目標設置期 社群競爭期 

 實驗組 一般組 實驗組 一般組 實驗組 一般組 實驗組 一般組 

每日步數* 

(step)  

6683 

± 1795 

6728 

± 1824 

7327 

± 1845 

6877 

± 1893 

8612 

± 2167 

6612 

± 1820 

10293 

± 2453 

7099 

± 1865 

活動強度* 

(step/min) 

82.30 

± 1.72 

84.75 

± 2.03 

87.48 

± 1.74 

86.89 

± 1.94 

101.27

± 2.02 

 

84.50 

± 1.68 

116.42

± 2.14 

 

103.14

± 1.85 

MVPA 時*

間 a (min) 

25.36 

±10.61 

26.6 

± 11.13 

29.37 

±11.48 

28.52 

± 11.91 

45.42 

±15.26 

27.54 

± 12.30 

56.30 

±13.36 

32.84 

± 12.44 

*表示達顯著差異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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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先針對國小體位過重及肥胖學童以步行運動搭配健身運動錶用於瞭解介入

前後對體適能表現及 BMI 提升情形，同時以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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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探討其身體活動量現況外，並剖析達到中等費力以

上身體活動量多寡。研究討論分述如下： 

一、有無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體適能表現方面 

(一) 坐姿體前彎 (柔軟度) 

實驗前後實驗組成績分別為 9.87 ± 2.15公分及 10.24 ± 3.18公分，後測雖比前測略

增 3.07%，但未達顯著差異，說明健身運動錶介入以提升身體活動量對學生坐姿體前彎

改善效果並無顯著影響。坐姿體前彎是身體柔軟度有效反映指標之一，而柔軟度提高可

能與練習內容和拉伸方式具有較大相關性，運動量對其影響較小 (武海潭、季瀏，2015)。 

(二) 立定跳遠 (瞬發力) 

在立定跳遠表現方面，實驗組立定跳遠之後測成績明顯優於一般組  (89.12 ± 

17.40cm > 75.23 ± 17.62cm)，顯示運動錶 12週介入策略，的確能使國小學童的瞬發力

有所提升，研究結果與陳隆誌、洪偉欽、侯堂盛與周柏宏 (2013) 指出運動介入有助於

瞬發力明顯增加的研究一致。介入前後實驗組的立定跳遠值分別是 78.32 ± 16.34 公分

與 89.12 ± 17.40 公分，後測比前測增加 13.78%；但介入前後一般組的立定跳遠值分別

是 77.17 ± 14.82 公分與 75.23 ± 17.62公分，後測反而比前測減少 2.25%。探究實驗組在

立定跳遠表現較優異之原因，應是漸進式增加身體活動強度和累積時間，有利於瞬發力

改善，而一般組反而退步的原因，歸咎於身體活動的強度和累積時間沒達到應有標準。 

(三) 仰臥起坐 (肌力與肌耐力) 

在仰臥起坐 60秒的檢測方面，介入前實驗組的平均數是 7.84次，介入後實驗組的

平均數是 9.32次，後測次數比前測增加 18.87%。研究表明，MVPA累積時間達到 30 分

/日以上對學生肌肉耐力與力量提高具有促進作用 (ACSM 運動測試與運動處方指南第

九版，2013年)。但組間則未達顯著差異，其研究結果與潘美香 (2012) 研究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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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其原因可能為上述研究介入運動是以全身性運動為主，而本研究是以步行運動來增

加學生身體活動量及強度，因此使得肌耐力的訓練上可能有所不足。 

(四) 800公尺跑走 (心肺適能) 

實驗組的 800 公尺跑走前測成績是 382.31 ± 61.15秒，後測是 325.94 ± 53.12秒，

後測秒數比前測減少 14.74%，下降的秒數幅度大於一般組，顯示 12週健身運動錶介入

策略，的確能提高學生 MVPA 累積時間而使學生心肺適能表現能有效提高，與武海潭

與季瀏 (2015) 研究結果相符合；而一般組介入前的是 394.16 ± 66.17 秒，介入後一般

組是 383.14 ± 70.12秒，一般組雖下降幅度較小，但也略有進步，這可能是由於學生生

長發育帶來的運動能力增加或體育課練習成效所致。 

二、有無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 BMI指數之影響 

本研究實驗前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率為 33.88% (實驗組 35.22%，一般組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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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D-RisC,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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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的介入，實驗組實驗前後平均 B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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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數據，可

以看出實驗組體位過重率下降 43.75%、肥胖率下降 11.1%，比起一般組過重率下降

17.65%、肥胖率反而增加 9%的情況，顯示運用 12 週健身運動錶介入以提升身體活動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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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o-

Cruces, Moral-García, 與 Pantoja-Valle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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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研究結果相似。探究其原因，Laurson 等 (2008) 研

究發現男生未能達到每日 13,000 步，則 BMI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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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倍，說明過重及肥胖者會有較低步數。本研

究經 12週穿戴式運動錶介入策略後，實驗組學童的步數第四階段在 10,000 步以上，身

體活動強度及 MVPA 累積時間均有增加，持續維持能量消耗及新陳代謝，並促進體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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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才讓實驗組過重及肥胖率降低，健身運動錶所扮演著重要角色，重要性可見一

班。 

三、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身體活動量促進方面 

實驗組與一般組學生在現況調查期之每日平均步數 (6,683 ± 1,795 步及 6,728 ±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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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第二等級積極之低強度身體活動 (low active)，身體活動量明顯不足，MVPA 時間

也未達 WHO 60 分/日建議標準。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於實驗組學童每日步數的

影響，實驗組學童由介入前 6,683步增至介入後 10,293 步 (共增加 3,610 步)，達到第 4

級具有身體活動之運動狀態 (active)，這代表健身運動錶對於促進體位過重及肥胖學童

每天行走步數確實有其效果。但任何促進健康的身體活動都要講究強度，只有達到一定

強度才有效果，步行也不例外。所以如果只追求步數，不看活動強度，其實每天走萬步

的意義並沒有想像中的大。一般而言，兒童最佳的健身方式是 MVPA 身體活動，即是

隱約出汗但能順暢說話的運動。對於行走來說，不必追求步行數量，而是應該看看活動

強度達到了沒有，陳鵬仁與卓俊伶 (2005) 研究指出國小三年級學生在中等費力以上身

體活動已有逐漸減少的趨勢。而國小高年級學生是否有達成 MVPA 標準，更值得進一

步探討。以本實驗體位過重及肥胖學童而言，日常生活身體活動強度分別為 82.30 ± 1.72

步/分及 84.75 ± 2.03 步/分，均未達到 Graser 等 (2011) 研究建議的 120 步/分之MVPA

強度。而實驗組學童其身體活動強度雖隨著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而有增加趨勢，惟

第四階段 MVPA強度仍未達到 120步/分強度，不過差距有限。 

 不論累積多次的運動時間達 30 分鐘以上的方式與連續運動達 30 分鐘的方式，皆

能有效改善過重及肥胖學童的體格發展、心肺適能與體脂肪百分比 (翁耀明、賴正全、

潘倩玉、朱嘉華，2014)。故本實驗之 MVPA累積時間採取一天累計方式來計算；在現

況調查期，兩組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五年級學生之 MVPA累積時間分別為 25.36 ± 10.61

分/日及 26.6 ± 14.73 分/日，雖均未達到 WHO 建議 5 至 17 歲學生每天從事至少 60 分

鐘的 MVPA。而實驗組第四階段平均 MVPA時間 56.30 ± 13.36 分雖未達到 60分，不過

已有 52.9%學童已達成目標，顯示穿戴式裝置對學童從事運動意願及身體活動量提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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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鼓勵效果。重要性可見一斑 (Dudley, Okely, Pearson, & Cotton, 2011)。 

綜上所述，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策略對體位過重及肥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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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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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健身運動錶階段分期之設定目標及社群遊戲功能策略來提升學童每日身體活動量

是不錯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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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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運動錶可提升體位過重及肥胖國小學童部分體適能水準、進而改善 BMI不

良狀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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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肥胖學童比率仍高，不易回復到正常體位。推論其理由，可能與其生活作息、

飲食習慣和家庭因素有關，身為教育工作者急需正視這個問題。 

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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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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walking, running, and jumping movement features by using the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Gait & posture, 41(4), 877-881. 

Liu, J.-H., Jones, S.J., Sun, H., Probst, J.C., Merchant, A.T., Cavicchia, P. (2012).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rs as risk factors for childhood obesity: an 

urban and rural comparison. Child Obes 8 (5), 440–448. 

http://dx.doi.org/10.1089/chi.2011.009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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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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月 31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第八屆世界生物力學大會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Biomechanics 於 2018 年 7 月 8 日至 12

日在愛爾蘭都柏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世界生物力學大會每四年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地區舉

行，此次主辦單位為愛爾蘭皇家外科醫學院及愛爾蘭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所主辦，協辦單位包括世

界生物力學大會、歐洲生物力學大會、美國機械工程協會及亞洲太平洋生物力學學會共同舉辦，

參加會員人數超過 2000 位。 

    參加此次會議之會議代表總共有 4100 位，來自 70 多個國家和地區，總共約有 4500 篇摘

要、372 場主題演講、約 1800 場口頭演講及約 2000 幅壁報發表。 

    本次大會主要專題演講者，包括來自美國耶魯大學 Prof. Jay Humphrey、日本東北大學 Prof. 

Takuji Ishikawa、瑞典 GIH Prof. Toni Arndt、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 IBEC Prof. Xavier Trepat、美國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Prof. Lori Setton、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 Prof. Chwee-Teck Lim、紐西蘭奧

克蘭大學 Prof. Merryn Tawhai、澳洲臥龍崗大學 Prof. Julie Steele、美國哈佛-麻省醫學工程中心

Prof. Elazer Edelman、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 Prof. David Elad 以及荷蘭馬斯垂克大學 Prof. Clemens 

Van Blitterswijk。 

    本次大會主題涵蓋 15 項，包括: 1、醫學工程教育 2、流體與傳輸力學 3、心肺功能 4、細

胞生物力學 5、新生研究領域 6、影像與設備生物力學 7、人體活動及步態 8、分子生物力學 

9、多量化生物力學 10、肌肉骨骼生物力學 11、器官生物力學 12、運動生物力學傷害及復健 

13、組織生物力學 14、組織醫學工程 15、各國家生物力學學會活動。 

    本人此次論文發表以壁報形式發表，發表題目為「沙灘排球和室內排球選手在沙灘地面起跳

之差異」，主要發現沙灘排球和室內排球選手在起跳速度、跳躍高度及垂直方向起跳角度有明顯

差異，主要原因為地面材質不同，影響跳躍表現，所以在沙灘訓練排球起跳動作能幫助選手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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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面材質的起跳，以增進室內排球選手跳躍表現。 

 

二、與會心得 

    世界生物力學大會自 1990 年第一次舉辦以來，每四年一次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地區舉

行。研討題目涵蓋所有生物力學相關主題，及所有世界知名學者皆參加此次大會。此次主辦場地

為都柏林國際會議中心，設備高級且場地寬廣，與會專業人士超過 4000 位，而臺灣有將近 90 位

參加本次大會，主要帶領人包括科技部次長、成功大學蘇芳慶教授以及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呂東武教授，同時呂東武教授成功爭取 2022 年世界生物力學大會在臺灣臺北舉辦，對於提升臺

灣學者視野及臺灣的國際知名度皆有很大的貢獻。 

 

三、發表論文摘要 

Differences in takeoff movement on sand surface between beach volleyball and indoor 

volleyball players 

Introduction 

Beach volleyball was popular in Santa Monica US in 1920 and became the official Olympic event in 

1996.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door and beach volleyball are the play surface and number of 

players. The low impact force on sand reduces the volleyball injury [1] but also decrease the jumping height. 

The kin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beach and indoor volleyball players when performing the running jump on 

the sand surface are not fully studied [2].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3D kinematics of take-

off movement on the sand surface between beach volleyball players and indoor volleyball players. 

 

Methods 

   Three groups of eight female players each from beach volleyball(25.1 ± 3.1 years; 171.9 ± 1.5 cm; 61.5 ± 

1.9 kg;), elite indoor volleyball (21.1 ± 1.1 years; 170.8 ± 2.6 cm; 61.1 ± 2.8 kg;) and intermediate indoor 

volleyball (19.4 ± 0.9 years; 168.3 ± 1.8 cm; 59.1 ± 1.6 kg;)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are right-

hand volleyball spikers. The approach, takeoff, and flight phases were analyzed. Two Casino EX-FX20 digital 

cameras (210 Hz) with a light bolt were setup at left and right 15 m (60 deg) away from takeoff point to 

collect the biomechanical parameters, while players performing the running jump takeoff movement on the 

sand surface. Twenty-one body landmarks were digitized and raw data were smoothing with Butterworth 

forth-order zero lag digital filter with 6 Hz of cut-off frequency. Peak calibration device (25 control points) 

was used for DLT method (error 0.98cm) with Kwon3D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data. One way ANOVA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05.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beach players have greater vertical and resultant velocity and jumping height and a 

more vertical angle at takeoff than other two groups. The beach players also have shortest steps before takeoff 

(Table). The beach players have shorter right foot support time and longer extended time (146.1, 278.8 ms) 

than the elite (190.6, 229.9 ms) and intermediate players (322.2, 248.1 ms). 

 

Discussion 

   The beach players have better jump performance due to shorter steps and support time and longer 

extended phase time before the takeoff that decrease the horizontal and increase the vertical velocity and 

angle at takeoff. The beach and elite players have similar jump height on the hard surface but different 

performance on the sand surface that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ining on playing surface. 

 

References 

1. Bahr, R., et al., (2003). Am J Sports Med, 31(1), 119-125. 

2. Giatsis, G., et al., (2004). Sports Biomech, 3(1), 145-158. 

 

四、建議 

    建議臺灣四年後預定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九屆世界生物力學大會，臺灣應積極準備，

並鼓勵發表論文，同時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參加 2022 年臺灣舉辦之第九屆世界生物力學大會，及

鼓勵研究生多加參與國際會議，以提升臺灣生物力學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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