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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
現之影響，研究對象為參與桃園市C國小102學年度「游泳課程計畫」之學生。
方法：採問卷調查法，共回收有效問卷370份，以獨立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ANOVA) 及結構方程模式 (SEM) 作為分析工具。結果：國小高年級
學童身體意象，女生在「外表取向」構面上比男生高；國小高年級學童自我實
現，女生在「好奇心」構面上比男生高。結論：游泳運動參與分別對身體意象
及自我實現均有正向影響，而身體意象對自我實現的影響有正向影響。故依此
結論，培養正當休閒活動及規律的運動習慣，建立正確的身體意象價值觀，提
出相關的建議供教育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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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swimming based on
body image and self-actualization among senior grad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stu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Taoyuan County C Elementary School Swimming Program in
2013. A total of 370 valid samples were retrieved,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an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Regarding body image, girls were more appearance-orientated than boys;
regarding self-actualization, girls were more curious than boys. Conclusion:
Participation in swimming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ody image and self-actualization
among senior grade students. Consequently, cultivating appropriate leisure activities
and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and establishing correct body image values are
recommende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s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Keywords: participation in swimming, body image, self-ac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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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科技的發展日益迅速，人類在各方面的活動量亦越來越少，當活動量減少，
連帶的各種身體的問題都會產生，例如：代謝差、體脂肪堆積、體態不優等 (陳
怡如、許雅雯，2018) 。在現代社會中，崇尚時髦、追求體型的完美，已經成
為當前的審美價值觀主流 (莊淑王如、鄭豐譯、聶喬齡，2012) ，而現今媒體發
達，各類型的廣告充斥，不斷的「提醒」大眾「美」的標準，使得現代人越來
越重視自己的身體外表 (陳美華，2016) 。身體意象是多向度的，包括一個人對
自己身體之想法、感覺及行為的反應 (Thompson & van den Berg, 2002) ，與身
體滿不滿意、個人整體或主觀對自己身體的評價、自我注意的焦點、個人外表
上的投入及社會對於外表刻板印象內化等有關，對於身體的自我注意或過度關
注是一種認知基模不正常的程度 (Grabe, Ward, & Hyde, 2008) 。Xu, Mellor, 與
Kiehne 等 (2010) 對於身體意象研究指出在亞洲地區，發現來自臺灣和其他華
人地區，因文化的影響，男女生在自我知覺上特別在意體重與和其他身體特徵，
也就是說對自己身體不滿意度與身體意象障礙會顯著的提升。對身體意象的關
注在女性各年齡層可說是普遍現象 (Slater & Tiggemann, 2011) ，過去相關研究
大都以女性為對象，其實男性也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壓力 (如媒體) ，而逐漸重視
自己的體型外表。但是對自己體型或體重的擔憂，可能是有性別差異的，女性
追求瘦而減重，而男生則是要看起來有精瘦 (lean) 而有肌肉 (陳美華，2016) 。
過去研究提到，女性通常比同年齡男性有較低的正面身體意象，知覺較低的吸
引力，對外表及體重有較高的不滿意 (Furnham, Badmin, & Sneade, 2002) ，大
學女生傾向自評體重過重，男生傾向自評體重過輕 (Li & Fu, 2005) ，青少年男
性在身體滿意、身體自尊方面皆高於女性 (陳美華，2012) ，顯示了身體外表的
相關議題是有性別上的差異。而 Huang, Wei, 與 Chiu (2013) 研究指出性別在身
體意象是有差異的，由於身體意象在性別上的差異，一直被持續的做研究。Yeh,
Liou, 與 Chien (2012) 研究提到纖瘦才是美的流行風潮已影響到臺灣的學童，
而研究結果顯示學童參與一系列針對身體意象所設計的靜態、動態活動能夠正
面提升其身體意象。
Guo 與 Liu (2016) 提出增加大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自我控制能力，會影響
其行為意圖，並產生實際參與休閒運動的行為。另，在休閒時間有品質的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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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並將身體活動與運動深化於個人的生活所需與興趣，對於其個人的認知
與未來生活品質具有重要性的影響 (Ignatov, 2016) 。研究發現正向的健康行為
如運動及健康的營養狀態，對於青少年及大學生有較高的自信、自我效能及自
尊有關 (施國森、楊昌斌、陳妤瑄、黃凱琳、張世沛，2017；Joseph, Royse, Benitez,
& Pekmezi, 2014) 。Campbell 與 Hausenblas (2009) 研究指出，運動可以有效地
改善個人身型；而運動參與對於個人自尊有正面的影響 (Ekeland, Heian, Hagen,
Abbott, & Nordheim, 2004; Zamani Sani et al., 2016) 。Kelly (1999) 指出運動參
與，可以使人們獲得生、心理的滿足；Kahle 與 Close (2011) 認為運動參與可
以提升社會包容以發展社會資本。許多研究也指出運動參與及休閒涉入不但可
以顯著提升幸福感，對於社會支持也有顯著正向關係，且休閒可調劑人們的身
心、使生活更加充實，也讓生命更加富有意義 (陳肇堯，2015；熊道天，2016；
Kavetos & Szymanski, 2010) 。
運動能提升體適能，造成能量的消耗進而減低多餘的脂肪，因此透過正確、
持續的運動，有助於改善體型、雕塑曲線 (林桓立、林桓正，2016) ，運動能增
加身體參與活動機會，是生活型態中最重要的因素 (Phillips, Schneider, & Mercer,
2004) ，藉由運動訓練有助於得到較佳身體健康狀態，所以時常從事運動參與
被認為是重要的行為，因為它能維持生、心理的安寧 (Blake, 2012) ，而 Heapes
(1978) 已指出運動可增加自我形象，增加自我滿意度及社會適應，減少焦慮、
沮喪及以自我為中心的情形。Kubaisy, Mohamad, Ismail, 與 Abdullah (2015) 研
究指出性別在運動參與程度上是有差異的。在各類型運動中，游泳運動的好處
多多，是全身運動也是維持健康最好的活動，是一種老少咸宜的健康與休閒活
動，且能培養健美的體態 (葉景谷、葉為谷，2010) 。
參與運動有助於身體自我概念及自尊的提升，但有些運動的參與者卻有身
體自我呈現上的擔憂與顧慮 (Thorgersen-Ntoumanis & Ntoumanis, 2009) 。研究
發現，理想身體意象與實際身體意象差距可預測沮喪 (Heron & Smyth, 2013) ，
理想與實際自我的差距可預測自尊，差距越大則自尊越低 (Barnett & Womack,
2015) ，Lim, Khor, 與 Tham (2010) 指出直接影響休閒運動參與的因素包括態
度、自我效能，而態度、自我效能亦會透過動機的中介效果來影響休閒運動的
參與。McFarland, Zajicek, 與 Waliczek (2014) 發現父母親對自然環境參與的態
度愈高，則孩童參與戶外休閒運動的時間則愈多。Myung 與 Yang (2016) 發現
休閒認知態度愈高，則休閒行為態度愈高。Guo 與 Liu (2016) 研究指出大學生
休閒運動的參與，而正確的運動態度，亦是影響大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內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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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然而，青少年會對自己身體的變化感到格外的敏感，同時也會注意身旁重
要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Sabiston, Pila, Pinsonnault-Bilodeau, & Cox, 2014) ，也基
於如此，本研究欲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透過游泳運動參與對於身體意象之影
響，為本研究的動機一。
國家最大資產就是有健康的國民，國民的體能也就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石，
也是個人、幸福家庭的保證。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於 2013
年併入教育部更名為「教育部體育署」) 以「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的理念，
積極推展全民運動，提高國民運動參與率及提升國民的健康意識 (施國森等，
2017) ，配合教育部 (2001) 提升國民游泳能力中程計畫及桃園市 C 國小 102
學年度「游泳課程計畫」辦理，參與對象為 5 年級學生，因此探討國小高年級
學童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的影響。張春興 (1993) 指出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 是指個體在成長中，其身心各方面的潛力獲得充分發展的歷
程與結果，亦即個體本身生而俱有但潛藏未露的良好品質，得以在現實生活環
境中充分展現出來。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健全的人格，適性、多元的教育，以
發揮學童的潛能。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是否
會影響自我實現，為本研究的動機二。
對於高年級學童，青年期身體的變化與智育取向，教育者更應了解，學生
對身體外表的看法和學生潛能的所在，給予學童正確的身體意象與適性教育，
發掘自我潛能的所在，進而達到自我實現。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國小高年級學
童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之相關為研究動機三。綜合上述，隨著
全民參與運動風潮下，提升國人運動參與和健康意識，藉由運動挑戰自己、改
變身型及發展潛能。然而，成長中學童除了本身對自我肯定外，其對於自己身
體變化更為敏感，透過運動參與、身體意象探討和自我實現潛能開展，提升其
本身信任強度。可見了解高年級學童對於運動參與的程度，在其成長思維有其
重要性。
李城忠與陳瑩如 (2012)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年級學童的運動參與對身體
意象有正向影響。郭乃真與林耀豐 (2008) 研究結果顯示運動介入訓練對國小高
年級學童身體意象有提升的作用。謝宗達 (2004) 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之運動
參與程度與身體意象有顯著正相關，證實運動參與程度較高，其身體意象上的
表現較佳。林宜蔓 (2004) 研究結果，游泳參與者的幸福感狀況是屬於中等偏高
的程度，有無持續參與游泳者在整體幸福感和生活滿意、自我肯定自我信心構
面得分上有持續參與者的效益都高於無持續參與者。劉昶宗與黃明義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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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國內鐵人三項參賽者其參與動機主要是為了興趣、休閒和自我實現；
有關參賽動機問卷題目，經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參賽者參與動機依次為： (一) 自
我實現之需求； (二) 成就需求； (三) 心理需求； (四) 健康需求。林作慶、
張志銘、許弘毅與賴永成 (2012) 的研究結果，身體意象與運動行為呈現顯著正
相關。廖柏雅 (2004) 研究結果，常參與休閒活動的大學生對自己各部位較有自
信，能從休閒活動中獲得自我實現、社會互動壓力紓解等。由以上文獻探討，
建立研究假設如下：
H1：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會正向影響身體意象
H2：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會正向影響自我實現
H3：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意象會正向影響自我實現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身體意象與自我實現之相關情形。
(二) 探討不同性別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的差
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背景的探討與分析，本研究三變項，分別為：「運動參與」、「身
體意象」及「自我實現」，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如圖1所示。
身體
H1
運動
參與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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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與自我實現
之相關研究，採便利抽樣法 (convenience sampling) 。針對桃園市有參與102學
年度「游泳課程計畫」5年級的學生，懇請級任教師協助問卷發放與回收。共發
出384份正式問卷，收回380份，去除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10份，總計有效問
卷370份，有效回收率為96.35%。

三、研究工具
問卷係依據研究架構，參考相關文獻、量表修訂整理，並經預試刪除不適
當之題項，最後發展為正式問卷。游泳運動參與量表主要採用Fox (1999) 提出
運動參與程度衡量要素：頻率、平均強度及持續時間，經修正後為「運動頻率」、
「運動強度」、「運動時間」三個構面，數字越高，表示運動參與的程度越高。
身體意象量表主要採用Cash 與 Pruzinsky (1990) 將身體與自我關係問卷 (簡稱
MBSRQ) 修正後所提出量表，即「外表評價」、「外表取向」、「身體部位滿
意程度」三個構面，共11個題項，可同時測量受試者知覺、情感與行為層面的
身體意象。自我實現量表主要採用Sumerlin 與 Bundrick (1996) 自我實現之測
量，編寫自我實現簡要指標 (Brief Index of Self-Actualization，簡稱 BISA) ，擷
取其「自我實現之核心」、「好奇心」、「享受獨處」三個構面，共11個題項。
問卷內容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計分，分別給予1至5標示評量值，作為研究評量的
量化標準。

四、預試分析
正式發放問卷前，本研究進行預試問卷，資料收集採便利抽樣法，於103年
3月6日及7日兩天進行調查，以桃園市C國小50位有參與102學年度「學校游泳課
程計畫」5年級 (12 ~ 13歲) 學生進行預測，問卷回收共50份。
檢測後發現身體意象量表信度為 .80，自我實現量表信度為 .63。以DeVellis
(1991) 建議α係數介於 .70至 .80之間則具高信度；α係數介於 .65至 .70之間為
尚可信度；若α係數小於 .65為低信度，因自我實現量表信度為 .63低於 .65，
經修正，刪除題項C10後，Cronbach’s α 值將增為 .68，故將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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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研究正式問卷中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級、身體質量等三項之次數分配，
性別分布情形「男生」計185人，佔總樣本50%；「女生」計185人，佔總樣本
50%，男女比率一樣；年齡「12歲」計245人，佔總樣本66.2%；「13歲」計125
人，佔總樣本33.8%；身體質量指數 (BMI) 以「正常」最多，占全部樣本66.8%，
其次是「過重」14.1%，第三是「肥胖」13.2%，最少是「過瘦」5.9%。另，針
對參與者游泳運動參與情況分析，包含游泳運動參與次數、游泳運動參與時間、
游泳運動參與強度等三項，其中游泳運動參與頻率以每週運動1次最多，共213
人，佔總樣本57.6%；其次為每週運動2次，共65人，佔總樣本17.6%，最少為每
週運動4次，共18人，佔總樣本4.9%；游泳運動參與持續時間以平均每次運動時
間為61分鐘以上最多，共191人，佔總樣本51.6%；其次為「31 ~ 45分鐘」，共
86人，佔總樣本32.2%，最少為「15分鐘以下」共8人，佔總樣本2.2%；游泳運
動參與強度以「普通」最多，共154人，佔總樣本41.6%；其次為「疲累」，共
77人，佔總樣本20.8%；最少為「非常輕鬆」，共12人，佔總樣本3.2%。

二、人口統計變項對各變數之評估
為探討人口統計變項對於各變數是否有顯著差異，以獨立樣本t檢定及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在身體意象的「外表取向」及自我實現的「好奇
心」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女生則在身體意象的「外表取向」及自我實現的「好
奇心」構面上高於男生。不同身體質量指數 (BMI) 的國小高年級學生，在身體
意象的「外表評價」與「身體各部位滿意」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在自我實現的
「自我實現核心」構面上有顯著差異，相關資料分析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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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統計變項與各變數之差異分析
變數

性別 t 值

身體意象

運動
參與

外表評價

外表取向

自我實現
身體各部

自我實

位滿意

現核心

好奇心

享受獨處

.09

.51

-6.24*

.15

-.47

-2.34*

-1.83

.30

5.07*

2.19

6.92*

.67*

3.33

1.69

身體質量
F 值指數
*p < .05。

三、信度分析
本問卷以Cronbach’s α 係數檢驗量表內部的一致性和穩定性，評估結果得
知各研究變項量表Cronbach's α 值介於 .68 ~ .80間，以DeVellis (1991) 建議信度
的參考範圍，顯示本問卷具有信度水準。

四、信度與效度檢驗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線性結構方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分
析方法，首先針對本研究建構之「測量模式」進行模式適配度、信度和效度的
檢定。為了確認各構面與問項之關係，本研究針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
各構面進行驗證型因素分析，根據Fornell 與 Larcker (1981) 提出組合信度
(CR) 及平均變異抽取量值 (AVE) 認定標準，顯示研究變項量表具有良好收斂
效度與信度。另依據Hatcher (1994) 提出構面之共變數與標準誤所形成之信賴區
間值不含1，表示構面彼此之間具有良好之區別效度，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在身體意象量表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適配度指標如下：χ²/df = 1.80、P
= .00、GFI = .97、RMR = .06、AGFI = .95、NFI = .94、TLI = .96、CFI = .97、RMSEA
= .05。其中RMR為 .06 ( > .05) ，顯示適配度不佳，且題項3、4之因素負荷量未
達 .5及MI值較高，故決定予以刪除。刪除題項3、4修正量表後，RMR降為 .04
( < .05) 各項皆符合標準指標，身體意象模式適配度良好。另，自我實現量表經
驗證性因素分析後，適配度指標如下：χ²/df = 4.84、P = .00、GFI = .93、RMR
= .07、AGFI = .87、NFI = .84、TLI = .80、CFI = .87、RMSEA = .10。其中卡方值
與自由度之比值 (χ²/df) 為4.84 ( > 3) ，修正後適配度指標 (AGFI) 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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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漸進誤差均方根 (RMSEA) 為 .10 ( > .08) ，殘差均方根 (RMR) 為 .07
( > .05) 顯示適配度不佳，且題項7、8、9之因素負荷量未達 .5及MI值較高，故
決定予以刪除。刪除題項7、8、9 (即「享受獨處」構面) 修正量表後， (χ²/df) 為
下降為3.29接近3，修正後適配度指標 (AGFI) 上升為 .94 ( > .9) ，漸進誤差均
方根 (RMSEA) 下降為 .08 ( < .08) ，殘差均方根 (RMR) 下降為 .03 ( < .05) 各
項皆接近標準指標，自我實現量表模式適配度良好。
由表2及3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量表之收斂效度與信度分析表得知，量表中
所有完全標準化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以上；且各題皆達顯著水準，組合信度
(CR) 介於 .68 ~ .80間，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介於 .42 ~ .60間，顯示身體意
象 和 自 我 實 現 量 表 具有 良 好 收 斂 效 度 與 信 度 。 另 外 ， 潛 在 構 念區 別 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的分析結果顯示，各變項下構面彼此之間共變數與標準誤
介於 .06 ~ .58，如表4所示，接近良好之區別效度，符合Hatcher (1994) 規範。
依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各構面係以各題項依因素負荷量加權平均而得。
表2
身體意象量表之收斂效度與信度分析表
構面

外表評價

外表取向

身體各部位滿意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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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b1

.84*

b2

.70*

b5

.67*

b6

.80*

b7

.78*

b8

.82*

b9

.78*

b10

.56*

b11

.39*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75

.60

.80

.57

.7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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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我實現量表之收斂效度與信度分析表
構面

自我實現之
核心

好奇心

題號

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c1

.58*

c2

.78*

c3

.66*

c4

.74*

c5

.58*

c6

.63*

組合信度(CR)

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71

.44

.68

.42

*p < .05。

表4
各量表之潛在構面區別效度分析結果彙整表
量表

身體意象

自我實現

構面兩兩比較

信賴區間 (共變數±2 倍標準誤)

外表評價＜--＞外表取向

.13~.29

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

.38~.58

外表取向＜--＞身體各部位滿意

.06~.20

自我實現之核心＜--＞好奇心

.22~.30

五、整體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依據Anderson 與 Gerbing (1988) 之兩階段方法 (two-step approach)
建議，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以評鑑衡量模式之配適度後，再進行模式
之關係分析。
(一) 結構模式適合度評估
本研究根據研究主題與研究架構，以Hair, Anderson, Tatham, 與 Black
(1998) 的判斷指標進行模式整體適配度評鑑，其中χ²/df = 2.07、P = .01、GFI
= .98、RMR = .04、AGFI = .95、NFI = .93、TLI = .94、CFI = .96、RMSEA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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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整體模式符合理想標準皆達標準值，不需加以修正。
(二) AMOS實證分析結果
由圖2分析結果顯示，針對各假設進行實證分析，藉以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
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與自我實現之影響情形，實證結果分析如下：
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之迴歸加權係數為 ( .32 , p < .05) ，達顯著水準，
表示本研究假設1成立，也就是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有正向影響；亦即國小
高年級學生游泳運動參與程度越高，其身體意象知覺也隨之提昇。游泳運動參
與對自我實現之迴歸加權係數為 ( .36 , p < .05) ，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
2成立，也就是游泳運動參與對自我實現有正向影響；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生游泳
運動參與程度越高，其自我實現知覺也隨之提昇。身體意象對自我實現之迴歸
加權係數為 ( .46 , p < .05) ，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3成立，即國小高年
級學生身體意象對自我實現有正向影響；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身體意象越
高，其個體自我實現也越高。
身體意象變項中的三個因素構面以「外表評價 ( .82 , p < .05) 」為最重視的
因素構面，其次為「身體各部位滿意 ( .75 , p < .05) 」，最不重視的因素構面則
為「外表取向 ( .37 , p < .05) 」。自我實現變項中的二個構面以「自我實現之核
心 ( .83 , p < .05) 」為最重視的因素構面，其次為「好奇心 ( .68 , p < .05) 」。
游泳運動參與變項則以「游泳運動強度 ( .43 , p < .05) 」的因素負荷量為最高，
其次為「游泳運動時間 ( .30 , p < .05) 」，最低為「游泳運動頻率 ( .25 , p
< .05) 」。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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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研究結果彙整與討論
(一) 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之影響
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有正向影響，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1成立，
此結果也符合李城忠與陳瑩如 (2012) 及謝宗達 (2004) 在運動參與對身體意
象變項上的實證研究。換言之游泳運動參與越高，對身體意象的知覺也較高。
另，游泳運動參與的衡量構面以「游泳運動強度」的效果最為明顯，而身體意
象在其衡量構面上則對「外表評價」最為明顯，表示參與游泳運動強度越高對
個體自覺身體及外表的吸引力與滿意度越高。由本研究結果可知，高年級學童
游泳運動參與程度越高，相對的身體意象滿意度也較佳。
(二) 游泳運動參與對自我實現的影響之影響。
游泳運動參與對自我實現的影響有正向影響，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2
成立，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對自我實現有正向影響。此研究結果
印證劉昶宗與黃明義 (2002) 研究結果，國內鐵人三項參賽者其參與動機主要是
為了興趣、休閒和自我實現。換言之，游泳運動參與程度越高，相對能提高他
們的自我實現。另，國小高年級學童對自我實現的衡量則以「自我實現之核心」
最為明顯，表示參與游泳運動強度越高對個人自我實現有充分發揮潛能的動力
越高。由此看出，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程度越高，自我實現的動力也
越高。
(三) 身體意象對自我實現的影響之影響。
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意象對自我實現有正向影響，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
假設3成立，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意象較高時，自我實現也較高。此研究結果印
證廖柏雅 (2004) 常參與休閒活動的大學生對自己各部位較有自信，能從休閒活
動中獲得自我實現的研究。換言之，提高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意象，相對能提
升他們的自我實現。由此看出，提高國小高年級學童正向身體意象，有助於提
升個人對自我實現充分發揮潛能的動力。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背景變項部份，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意象知覺
上，女生在「外表取向」構面上比男生高，也就是女生對個體重視外表的程度
高於男生；此結果也與伍連女 (1998) 針對臺北市高職學生的研究中發現女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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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的關注程度高於男生結論一致。自我實現的動力上，女生在「好奇心」構
面上比男生高，也就是女生對於個人追求目標，力求突破、創新的企圖心，好
奇心追求創新的動力高於男生。不同身體質量指數 (BMI) 的國小高年級學生，
在身體意象的知覺為 (BMI) 值「正常」高於「過重」與「肥胖」。這與伍連女
(1998) 、尤嫣嫣 (2002) 研究結果相同，當體重過重或肥胖時會影響自己對身
體意象的看法，通常為負向評價。從上可知，身體質量指數確實為影響個體身
體意象的因素之一。

二、管理意涵
(一) 對學術研究的貢獻
由於過去文獻並未討論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
現的影響，多探討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的影響，故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生為
對象，探討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的影響，並就此提出了一個相
關的整合性架構，以釐清上述游泳運動參與對身體意象和自我實現的影響力。
(二) 對教學實務的意涵
本研究綜合各項研究結論，就管理意涵提供適當建議，作為教育單位規劃
與決策之參考。
1.建立國小高年級學童正確的身體意象價值觀
Yeh等 (2012) 研究提到纖瘦才是美的流行風潮已負面的影響到臺灣的
學童，而其研究結果顯示學童參與一系列針對身體意象所設計的靜態、動
態活動能夠正面提升其身體意象。如何建立學童一個正確的身體意象價值
觀，從國小階段就需要加以教育與認識。本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身
體意象知覺上，女生在「外表取向」上比男生高，顯見高年級女生對於個
體重視外表的程度高於男生。因此學校可以透過課程討論、角色扮演等方
式提升身體意象正確價值觀；培養學生反省批判的能力，避免受媒體流行
風潮負面的影響。
2.培養規律的運動習慣，降低過重或肥胖學童比率
本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身體質量指數 (BMI) 與在身體意象的
知覺為 (BMI) 值「正常」高於「過重」與「肥胖」，亦即過重與肥胖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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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其身體意象知覺較差；且 (BMI) 值「過重」占全部樣本14.1%，
「肥胖」
占全全部樣本13.2%，
「過重」與「肥胖」的學生共佔全部樣本27.1%比率很
高，因此學校方面應提供正確的飲食觀念與協助學童培養規律的運動習
慣，降低過重或肥胖學童比率，以提升其身體意象之知覺。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行便利性抽樣，填答者可能會受環境干擾，而造成填答時之失誤，
況且國小高年級學生對問卷題項的理解也有所差異，可能會因認知、情緒及態
度等的外在因素而影響作答。研究對象以本研究以桃園市C國小102年度有參加
「游泳課程計畫」學童為研究樣本，取樣範圍未遍及全國，有可能造成樣本代
表性未盡完整，而形成研究結果上之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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