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 適 能 常 模 報 告 書 -2001.12.03
壹、緒論
一、計畫背景
臺灣地區國民體能有日漸下降之趨勢，值此之際，亟需倡導及提昇國民體
能，以維護國民之健康。根據衛生署委託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辦理「國民健康調
查之規劃與試驗」研究之調查 4,196 人樣本中，僅有 34.6%的人具有運動習慣。
其中又以 65 歲以上的人最常運動，而以 25~44 歲年齡層習慣運動的比例最低（余
玉眉，民 84），可見國民仍缺乏對適當運動的認知與習慣。
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八年所完成之國民體能常模為依據(邱金松
等，民 88 )，台閩地區民眾之身體質量指數，有隨年齡增加之趨勢；二十歲以
後，肌力與肌耐力皆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在老化的過程中，柔軟度亦逐漸衰退。
十三至二十歲之間，心肺耐力有下降的趨勢。與其他國家比較之下，台閩地區民
眾的身高與體重有偏高的趨勢，且肌力與肌耐力、柔軟度及心肺耐力皆較其他國
家差，如何研擬對策，以期全面提昇民眾之健康體能，實已刻不容緩。
國民體能之提昇，必須先培養國民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加強國民對體能活
動之認知，並落實國民對體能活動之參與。國民體能常模之建立，可提供政府及
一般民眾自我測試本身的體能水準，對於推展全民運動及提昇國民體能具有關鍵
性的效果。因此，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定之國民體能中程計畫，本校承辦「九
十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以下簡稱本計畫，如附錄一）
，辦理國民體能檢測，
編製國民體能常模並進行後續總體發展計畫，此為本計畫之背景。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為辦理國民體能檢測暨編製6歲至65歲之國民體能常模，
以瞭解國民體能狀況及作為提昇國民體能政策之參考。

三、計畫期間與工作分期
本計畫自民國九十年六月起至九十年十一月止，約計六個月。
執行期間分三個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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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階段：辦理國民體能檢測之宣導教育工作
編 號

工

作

要

項

1.

編印國民體能檢測實務手冊，用以提供國民體能檢測員培訓教材。

2.

全國性宣導活動：藉由媒體報導，進行活動預報及事後報導，以
提升民眾對於體能檢測活動之認知及參與。

3.

地區性宣導活動：印製檢測宣導單張、活動簡章及發文至各相關
團體或學校，鼓勵民眾參加檢測活動。

(二) 第二階段：培訓體能檢測人員
編 號
1.

工

作

要

項

召開國民體能檢測指導員及檢測員課程規劃會議：決定師資、參加
講習人員資格、課程內容及教材等相關事宜。

2.

編印國民體能常模工作指導手冊。

3.

確定體能檢測分區、各區域負責人及指導員名單。

4.

辦理國民體能檢測指導員研習會。

5.

統一國民體能、檢測員培訓教材、表格資料、輸入格式及考核方式
(應予標準化)。

6.

建立檢測員評鑑考核模式。

7.

建立體能檢測時之安全防範計畫。

8.

辦理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員研習班。

(三 ) 第三階段：實施國民體能檢測
編 號
1.
2.
3.
4.

工

作

要

項

抽樣方式之確定(擬採分層抽樣)。
決定體能檢測之規劃與執行事宜，並召開各檢測區域工作協調會
議。
確定各縣市負責人與執行人員(檢測員)名單。
檢測器材的準備與借用(向八十八年度參與國民體能檢測專案之
承辦學校及各縣市公立體育場借用)。

5.

檢測資料建檔分析。

6.

完成全國性體能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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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詞解釋
（一）健康體能
指一般人應付每日生活、休閒與適應環境的綜合身體能力。本計畫所指
健康體能包括：身體組成、柔軟度、肌力/肌耐力與心肺耐力等要素。有良
好的健康體能代表較不會有罹病或者機能性失能(Functional Disability)
的危險(ACSM, 1995)。

（二）身體組成(Body Composition)
身 體 組 成 指 身 體 內 脂 肪 與 非 脂 肪 等 身 體 組 織 的 相 對 比 率 （ ACSM,
1995)。 本 計 畫 測 量 身 體 組 成 的 方 式 是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ody Mass Index，
BMI)。

（三）柔軟度(Flexibility)
指一關節在其移動範圍內的最大活動能力，其受附著在關節周圍的韌帶、肌
腱和肌肉的伸展性等因素所影響(ACSM, 1995)。本計畫測量柔軟度的方式是坐姿
體前彎(Sit-and-Reach)。

（四）肌力與肌耐力(Muscular Strength/Muscular Endurance)
肌力指肌群一次收縮最大的力量，肌耐力指肌群在靜態收縮下維持一段時
間，或非最大負荷組力下重覆收縮的次數。本計畫以測量腹肌耐力為主，測量的
方式是一分鐘仰臥起坐。

（五）心肺耐力(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心肺耐力是指大肌肉群在中至高(moderate-to-high)的強度，持續運動一段
時間的能力（ACSM, 1995）
。本計畫測量心肺耐力的方式是三分鐘登階測驗(Step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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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研究及文獻
一、各國對體能的定義
關於體能的概念，各國的解釋不完全相同，日本於 1979 年提出，體力（相
當於體適能）是指人體和精神的能力，是人類生存和活動的基礎；體力不僅表現
在運動能力和工作能力上，也表現在對疾病和環境的抵抗力和適應能力，我國林
正常（民 79）將體能分為廣義和狹義的範疇。廣義的體能包括形態、身體機能
和精神機能三方面；狹義的體能，也就是與運動員能力發揮有直接關係的能力與
身體特質，包括以肌力、動力和耐力為主，以柔軟度、協調性、敏捷性、時機、
平衡、放鬆和集中力的配合為輔。
中國大陸李晉裕（1992）則採用體質一詞取代體適能，並定義體質為人體的
質量，表現出來的是人體形態、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特質的綜合且穩定的特徵。
1971 年 美 國 的 總 統 體 育 與 運 動 諮 詢 委 員 會 定 義 體 適 能 （ Physical
Fitness）為；以旺盛的精力執行每天的事務而沒有過度的疲勞；以充足的活力
去享受閒暇時間的各種休閒，並能適應突發的各種緊急狀況。Corbin（2000）提
出體適能乃由五個與健康有關及六個與運動技術有關的體適能要素所組成，其中
五個與健康有關的體適能為身體組成、心血管適能、肌耐力、肌力及柔軟度，另
六個與運動技術有關的體適能為敏捷性、平衡、協調性、爆發力、反應時間及速
度。本研究所定義之國民體能，即以五個與健康的體適能要素為定義。

二、定期運動對健康和全人健康的益處
根據 Corbin（2000）文獻彙整的資料得知，定期規律運動對健康和全人健
康的益處如下：

（一）適度及規律運動對心血管的影響
1.
2.
3.
4.
5.
6.
7.

改善循環系統的體適能和健康
使心肌更強健
降低心跳速率
使心臟能更穩定的跳動
增加腦的氧氣量
減少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LDL)(使動脈壁沈積變窄的物質)
增加具保護力的高密度脂蛋白(HDL)(帶走動脈壁沈積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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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延遲動脈硬化的發展
9. 使工作更有活力
10. 改善末梢血管的循環
11. 改善冠狀循環
12. 抵抗情緒壓力
13. 減少心臟病的風險
14. 減少中風的風險
15. 減少高血壓的風險
16. 減少心臟病的罹患率
17. 增加血液的攜氧量
18. 改善沮喪情緒
19. 改善睡眠習慣
20. 降低壓力症狀
21. 有能力去享受閒暇時間
22. 減低成人糖尿病發生機率
23. 改善第Ⅰ型糖尿病患者的生活品質

（二）適度及規律運動對肌肉適能的影響
1. 改善肌力和肌耐力
2. 增加工作效率
3. 減少肌肉傷害的機會
4. 減低駝背的發生
5. 改善運動表現
6. 增進柔軟度
7. 使動作更順暢進而增加工作效率
8. 減低肌肉傷害的機會
9. 減少關節傷害的機會
10.減少下背痛的問題
11.改進運動表現
12.加快在激烈運動後恢復的時間
13.改善遇到緊急事故的處理能力
14.骨骼發展
15.增加骨質密度
16.減低發生骨質疏鬆症的機會
17.減低成人糖尿病發生機率
18.改善第Ⅰ型糖尿病患者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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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適度及規律運動對身體組成及健康的影響
1.
2.
3.
4.
5.
6.
7.
8.

增加淨體重(肌肉量及骨質量)且減少身體脂肪量
增加工作效率
減低疾病的罹患率
改善外觀
減低因肥胖發生的自我觀念(自卑及無自信心)問題
使體態體格更好
使心情更好
控制脂肪量

三、各國體能檢測項目介紹
（一）美國體能檢測項目
美國體能檢測的制度化應以 1959 年由「美國健康、體育、休閒協會」推出
之 5∼12 年級學生體育及格標準開始，之後經過 1965、1975、1980 和 1988 之四
次大修正（表 2-1），得到美國政府教育當局認可，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體能
檢測制度，並建立了各個測定項目的評分標準，評定健康狀況。從 1976 年起，
由於缺乏運動所引起之慢性疾病（Hypokinetic diseases）越來越困擾美國人，
於 1980 年認知新的健康體能評價標準，1980 年的檢測項目與 1976 年的檢測項
目最大的不同在於由運動相關的項目轉向與健康相關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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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測驗
項目

年
代

體
能

心肺耐力

美國健康、體育、休閒協會（AAHPER）體能測驗項目改變之趨勢

AAHPER（1958）AAHPER（1965）AAHPER（1975）AAHPER（1980）AAHPER（1988）
Youth Fitness Youth Fitness Youth Fitness Youth Fitness Youth Fitness
Test
Test
Test
Test
Test
青年體適能測驗 青年體適能測驗 青年體適能測驗 健康體能測驗 健康體能測驗
600 碼（550 公尺）600 碼（550 公尺）600 碼（550 公尺）
跑走測驗
跑走測驗
其他：1600 公
尺或 9 分跑

1600 公尺
1600 公尺跑走
或 9 分跑
（10-12 歲）
、 其他：2400 公
2400 公尺或 12 尺或 12 分跑
分跑（13 歲以上）
皮脂厚總和
（肱三頭肌及肩胛

（肱三頭肌和小腿）

下方）

其它：肱三頭肌
和肩胛下方皮
脂厚、肱三頭肌
皮脂厚、身體質
量指數(BMI)

坐姿體前彎

坐姿體前彎

身體組成

柔軟度

皮脂厚總和

仰臥起坐
仰臥起坐
仰臥起坐
仰臥起坐
仰臥起坐
肌力
和肌耐力 （直腿，雙手置 （直腿，雙手置 （屈膝，雙手抱 （屈膝，雙手抱 （屈膝，雙手抱
—腹部 於頭後；雙手，於頭後；雙手，胸，肘觸大腿做 胸，肘觸大腿做 胸，肘觸大腿做
1 分鐘）
1 分鐘）
1 分鐘）
肘部觸於相對 肘部觸於相對
引體向上
膝部）
膝部）
—上身
引體向上（男）
引體向上
屈臂懸垂（女）
無氧動力
速度

立定跳遠

立定跳遠

立定跳遠

50 碼：49.5 公 50 碼：49.5 公 50 碼：49.5 公
尺快跑
尺快跑
尺快跑

敏捷性

折返跑

折返跑

運動技巧

壘球擲遠

壘球擲遠

折返跑

（AAHPER,1988）

（二）日本體能檢測項目
日本十分重視國民體力的增強，肌力、敏捷、柔軟度、爆發力、跑、跳、投、
懸等都被列為重要的體力指標，其中有關體力診斷測驗，運動能力測驗都有其明
確的準則（表 2-2）。近幾年日本受歐美健康體能概念的影響，無論政府或民間
機構亦訂定健康體能之檢測方法，其中 YAGAMI 公司更大力推行體能檢測車，該
車之特色為機動性高，可主動接近群眾，車上的檢測儀器有：身體、體重、血壓、
脈搏、坐姿體前彎、仰臥起坐、俯臥後仰、握力、背肌力、平衡、反應時間、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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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量、反覆橫跳及三分鐘登階等十四項，為日本每四年體能常模之建立提供了一
個有力的工具。本文以森永製藥株式會社健康事業部之體能手冊說明其檢測內
容。1､肌力測驗：伏地挺身及垂直跳。2､耐力部分：測驗三分鐘登階或十二分
鐘走跑。3､協調性部分：測驗反覆橫跳及閉眼單足立。4､柔軟度部分：測驗立
姿體前屈及俯臥上體後仰。其主要目的在減緩缺乏運動的慢性疾病。
表 2-2

日本體力測定中「運動能力測驗項目」

小學生

中學生以上

1

50 米跑（男、女）

50 米跑（男、女）

2

跳遠（男、女）

跳遠（男、女）

3

投壘球（男、女）

投手球（男、女）

4

斜懸垂臂屈伸

斜懸臂屈伸（男）
斜懸垂臂屈伸（女）

5

S 形運球及連續翻（男、女）

備註

選擇項目：
1500 米耐力跑（男子）
1500 米快走
A
1000 米耐力跑（女子）
1000 米快走
小學生的 S 形運球和連續翻，兩個項目
200 米蛙泳
得分的和作為一項的得分。
（男、女）
中學選擇項目，可從 A、B、C 三部分中 B
200 米捷泳
任選一項。
1000 米平地滑雪（男、女）
C
1500 米速度滑冰（男、女）
1000 米速度滑冰（男、女）

（東京都立大學，1993）

（三）中國大陸體能檢測項目
中國大陸體能檢測係從五○年代初期引進蘇聯的勞工制開始，之後大陸的國
家體委逐漸建立了一套適合全國國民的勞工制標準，於 1964 年更名為「青少年
體育鍛鍊標準」
。1972 年大陸的某些省、區、市學校自發試行「體育鍛鍊標準」，
1975 年得到國務院正式批准，更名為「國家體育鍛鍊標準」是大陸統一制度的
一項重要體育制度，也是一項反應大陸人民健康體能的測驗。大陸全國體質研究
學術討論會於 1982 年召開，並提出重要的體質檢測指標即：型態指標—身高、
體重；機能指標—肺活量、安靜時脈搏；素質和運動能力—50m 跑、小學男女 400m
跑、國中男 1000m 跑、女 800m 跑、高中與大學男 1500m 跑、女 800m 跑；立定跳
遠；小學男女屈臂懸體；國中以上男生引體向上、女生屈臂懸體；10m×4 折返跑；
站立體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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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國大陸國家體育鍛鍊標準

兒童組

少年乙組

少年甲組

成年組

50 米跑

50 米跑

50 米跑

50 米跑

25 米計時折返跑

25 米計時折返跑

25 米計時折返跑

100 米跑

10 秒25 米計時折返跑

10 秒25 米計時折返跑

（以上男、女同）

100 米跑

100 米跑

（以上男、女同）

（以上男、女同）

1 分鐘跳繩（9-10 歲）

1000 米跑

1000 米跑

1500 米跑

400 米跑

1500 米跑

1500 米跑

1000 米跑

2 分鐘25 米折返跑

（以上男）

（以上男）

1500 米滑冰

第

100 米游泳

800 米跑

800 米跑

（以上男）

二

500 米滑冰

（以上女）

（以上女）

800 米跑

類

（以上11-12 歲）

3 分25 米折返跑

4 分25 米折返跑

1000 米滑冰

（以上男、女同）

200 米游泳

200 米游泳

（以上女）

1000 米滑冰

1000 米滑冰

200 米游泳

（以上男、女同）

（以上男、女同）

（以上男、女同）

第

一 10 秒25 米計時折返跑
類

第
三
類

（以上男、女同）

跳遠、跳高、立定跳遠 跳遠、跳高、立定跳遠 跳遠、跳高、立定跳遠 跳遠、跳高、立定跳遠
（以上男、女同）

（以上男、女同）
擲實心球

、
第 擲壘包（25.42 公分）

（2 公斤）

四

擲沙包(0.25 公斤)

推鉛球

類

（以上男女同）

（3 公斤）

爬竿

五

1 分鐘仰臥起坐

類

（以上男女同）

（以上男、女同）

擲實心球

擲實心球

（男、女均2公斤）

（男、女均2公斤）

推鉛球

推鉛球

（男5 公斤、女4 公斤） （男5 公斤、女4 公斤）

（以上男女同）
第

（以上男、女同）

引體向上（男）
1 分鐘仰臥起坐（女）
舉重物

引體向上（男）

引體向上（男）

1 分鐘仰臥起坐（女）

1 分鐘仰臥起坐（女）

舉重物

舉重物

（男20 公斤、女12.5 公 （男20 公斤、女12.5 公
（男15 公斤、女10 公斤）
斤）
斤）

（李曉佳，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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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紐西蘭體能檢測項目
紐西蘭教育當局於 1986 年調查了紐西蘭學生（6-14 歲）之體能，其體能檢
測項目主要是以健康體能為主，評估學生之心肺適能、柔軟度、腹肌肌力肌耐力
及身體組成等四項。其測驗項目如表 2-4。
表 2-4

紐西蘭體能檢測項目

體能要素

項目

型態

身高
體重
9 分鐘（6、8 歲）
12 分鐘跑（10、12、14 歲）
Otago（似屈膝仰臥起坐）
坐姿體前彎

心肺適能
腹肌肌力、肌耐力
柔軟度
增

補

項

目

身體組成
心肺適能

肱三頭肌+肩夾下方之皮脂厚和
登階測驗（12、14 歲）

(Russell et al,1989)
（五）加拿大體能檢測項目
加拿大健康體育休閒協會委託西安大略大學的 Hayden 和 Yuhase（1976）編
制一套針對 7-17 歲男、女學生均適用的體能測驗（CAHPER Fitness Performance
Test）項目，共有以下六項：
1､一分鐘仰臥起坐
2､立定跳遠
3､40 碼來回跑
4､屈臂懸垂
5､50 碼衝刺
6､300 碼跑
由以上的資料得知，各國的體適能測驗項目分歧，有些以健康體能測驗為
主，有些以運動體能測驗為主，或者前兩者皆有測驗，但測量項目及方式不盡相
同，例如柔軟度部分，我國以坐姿體前彎為測驗方法，日本及大陸則以立姿體前
彎為測驗項目，心肺耐力部分，我國三分鐘登階為測驗方式，且上下階梯的節拍
數，各年齡層統一規定為 96 拍/分，與日本測驗項目相同，但測驗節拍數不同，
其他國家以 1600 公尺跑走、2400 公尺跑走及 12 分鐘跑為測驗項目，所以整體
的測驗結果不易與其他國家比較，但可以與 88 年公佈的常模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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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有鑑於國人健康體能相關研究缺乏完整有系統之調查，迫切需要針對全體國
民健康體能情況進行瞭解、收集資料並建立我國國民體能常模，本校承辦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九十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
，將行政院所轄各縣市及北高兩市共
計 25 縣市劃分為十四個檢測區域，透過十四所區域承辦學校專業檢測人力及完
整行政規劃，以建立屬於我國之國民體能常模，茲將本計畫之研究方法及步驟敘
述如下：
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頒定之「國民體能檢測實施辦法」內容施測，本計畫
檢測項目之選擇，以不需要特殊儀器，民眾可輕易瞭解及便於實施為原則。體能
檢測項目包括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及三分鐘登階。
茲將檢測對象、項目、方法與步驟及流程分述於後:

一、檢測對象
六歲至六十五歲身心健康，無明顯病徵之中華民國國民。

二、檢測項目
健康體能四大要素分別施測，身體組成部份是量身高、體重，計算出身體質
量指數，用來評量否有過重或過輕之現象;肌力與肌耐力是測一分鐘屈膝仰臥起
坐，柔軟度部份是測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部份是以三分鐘登階測驗，測量一個
人運動後的心跳恢復能力，藉以評估心肺耐力。

三、檢測方法
各檢測項目之詳細方法如附錄四。

四、檢測器材
1.身體組成：身高體重計。
2.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碼錶及坐墊。
3.坐姿體前彎：捲尺、標示用膠帶及坐墊。
4.三分鐘登階：碼錶、節拍器及三十五公分立體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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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測流程
參加體能檢測之民眾首先於報到處領表格，並由檢測人員解說流程，接下來
是健康篩選，檢測人員請民眾填寫健康篩選表及測量血壓與心跳(如附錄五)，其
目的是了解受測者目前的健康狀況是否有不適合做體能檢測之病症。若民眾不適
合做檢測，則感謝其參加。若通過健康篩選者，則帶領其做熱身操後繼續進行檢
測活動。

體能檢測共分四站，第一站是量身高、體重;第二站是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第三站是坐姿體前彎;第四站是三分鐘登階。檢測完畢後，民眾填寫問卷，
「國
民體能檢測活動紀錄表」(如附錄六)則由評估諮詢處之人員根據檢測結果對照參
考資料，協助民眾了解個人的體能狀況，並提供運動處方及相關諮詢。民眾完成
全程檢測後，由檢測人員贈予一份紀念品，以感謝及鼓勵民眾參與體能檢測活動
(檢測流程請參閱附錄二)。

六、抽樣及分析方法
（一）抽樣方法
1.調查母群
本次調查以民國九十年居住於台灣之各縣市及台北市、高雄市、金門縣、連
江縣之居民為抽樣的母群。
2.抽樣方法
本研究是以內政部八十九年公佈之台閩地區各縣市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組
的資料做為分層比例抽樣的參考。因為本研究係將年齡區分為兩組，一組為 6
歲至 20 歲，以一歲為其間隔。另一組為 21 至 65 歲，是以五歲為間隔。各縣市
所抽取的樣本數是以該縣市佔全國總人口數的比例，以下再細分男、女及不同年
齡組分層比例抽取本研究的樣本。其中連江縣因人口數過少，每個年齡組均不足
1 人，為顧及調查的普遍性，乃決定每個年齡均抽樣 1 人做為代表。本計畫各縣
市實際體能檢測樣本人數詳如表 4-1~4-4。

（二）分析方法
所有檢測資料由國立體育學院體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建檔，並做統計分析。
有關常模的建立係以百分等級為之，分別建立男、女性在各年齡組四項體能的百
分等級常模。其次，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男、女性各年齡組在四項體能的差
12

異。此外，本研究也將本年度(90 年)的檢測結果和 88 年的檢測結果進行比較。
所用統計方法為獨立樣本 t 考驗，共分別做男性及女性在各年齡組身高、體重
及四項體能的比較。

七、研究步驟
（一）辦理國民體能檢測之宣導暨教育工作
國民體能檢測宣導工作目標，在經由全國性及地方性宣導活動，有計劃的
形成話題焦點，使全體國民關注健康體能，有助於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活動之推
動與執行。
1.全國性宣導活動
(1)設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民體能常模網站」
：建立專屬網站於國立體育
學院網址〝WWW.NCPES.EDU.TW〞，提供認識健康體能資訊、健康體能常
模表及全國各地辦理之檢測活動訊息(時間、地點等)，並與體委會網站
連結。
（2）廣播報導：
a.中廣新聞網 AM65.7 於九月一日起每週一、三、五播出三天，有關健康
體能新知及各地檢測活動訊息，以鼓勵民眾參加體能檢測活動，注重關
心自己的健康與體能。中廣廣告託播內容如附錄七。
b.中央廣播電台聯播台北電台 FM93.1 於九月份每星期一中午 12：30 自由
風專訪國立體育學院老師，有關體能檢測專案、體能檢測活動及提昇國
民體能之相關資訊，專訪內容請參閱附錄八。
2.地區性宣導活動
（1）印製檢測宣導單張於檢測地點發送，加強民眾對於國民體能檢測活動
之認知及參與。
（2）印製活動簡章或發文至各抽樣之鄉鎮社區、學校及機構等單位，鼓勵
民眾參與檢測活動。
（3）製作文宣製品包括宣傳單張、海報、布條於檢測現場懸掛張貼或發送，
以收宣傳之效。
（4）平面媒體報導：各縣市檢測活動由區域承辦學校（如桃園縣、高雄縣、
金門縣等）
，透過媒體關係，發布新聞稿或邀請記者實地採訪，發揮地
區性宣傳效果。
（5）人際傳播：如高雄縣長余政憲參加高雄縣檢測活動，對體能檢測有正
面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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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指導員研習會
本研習會邀集學者專家召開課程規劃會議，就本研習活動之課程、師資、
教材、及整體活動設計提出廣泛討論，經由規劃小組決議，研習課程（課程表
如附錄九），以「國民體能檢測實務手冊」及「工作指導手冊」為研習教材，
課程兼顧國民體能檢測之理論與實務，除了可增進各縣市體能檢測負責人與指
導員各項體能檢測專業知能，提供各縣市體能檢測員培訓與考核之標準化模
式，並增加「宣導實務」之專業課程，以期經由全國性宣導及地區性宣導活動，
整合政府、公益團體、營利機構及媒體等社會資源，共同推動國民體能檢測專
案。
本年度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負責人與指導員之名單，經由本校邀請八十八
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區域承辦學校，確定將台閩地區劃分為十四個檢測區
域，邀請十四所大專院校對於國民體能檢測素有專長及熱心之人員參加指導員
研習會，研習會於九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假本校舉辦（指導員名單如
附錄十），以雙向研討方式進行，與會指導老師對研討議題皆提供寶貴意見，
對於本專案之執行助益頗大。

（三）召開九十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工作籌備暨協調會議
為規劃協調有關本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辦理檢測員研習班及國民體能檢
測活動相關事宜，本校於九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開「九十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
案工作籌備暨協調會議」，邀請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負責人及指導員與會，就
各項籌備工作進行討論，會議紀錄如附錄十一。

（四）辦理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員研習班
國民體能常模資料的建立，必須以標準化測驗項目、器材、方法及專業檢
測人員執行檢測活動，才能使測驗的結果及資料兼具信度及效度。江界山(民
86)認為，在體能檢測過程中，體能檢測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體能測
驗人員執行各項測驗，如果使用的工具，如計時器不準確，測驗的方法不一致，
例如：有的人使用精密的儀器，有的卻使用簡單的器材施測，或是測驗人員良
莠不齊等，均會造成測驗結果失真，而影響了測驗的信度。因此，為了建立具
代表性之國民體能常模，必須有計劃、有系統的規劃及培養所須人力。

體能檢測人員係辦理體能檢測活動之基本條件，本計畫由各區域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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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區域內具大專以上學歷或肄業人員參加培訓，十四個檢測區域承辦學校，
合計辦理十九梯次檢測員研習班，完成培訓 935 人。研習課程參考建議之培訓
課程安排，以「國民體能檢測實務手冊」教材，為提昇檢測人員專業素質，參
加研習班學員必須全程參與研習班課程，通過檢定測驗，並於各縣市國民體能
檢測活動中通過實習考核後，方可獲頒結業證書，各校國民體能檢測員研習班
於九十年六月至九月間舉辦。

（五）召開國民體能檢測活動訪視協調會議
國民體能常模資料的建立，必須以標準化測驗項目、器材、方法及專業檢
測人員執行檢測活動，才能使測驗的結果及資料兼具信度及效度。因此，為了
建立具代表性之國民體能常模，瞭解各地體能檢測活動實施之標準化情形與執
行進度，本校於九十年九月十一日召開「九十年度國民體能檢測專案」檢測活
動訪視會議，討論各縣市檢測活動訪視委員之分配、訪視行程及訪視表、訪視
項目之設計，由本計畫工作執行小組及校內具相關專長之教師，擔任國民體能
檢測活動之訪視委員，並邀請體委會長官協同訪視，前往各縣市訪視及給予各
區域承辦學校支持鼓勵，以掌握檢測活動狀況，並協助活動正確且順利進行。
訪視協調會議紀錄如附錄十二。

（六）辦理國民體能檢測活動
國民體能檢測活動之推行，必須在專業檢測人力、器材、場地設施，乃至
於整體活動宣傳及行政支援方面做有效規劃、執行及整合，方能達到預期目
標，依據本校辦理八十八年度編製國民體能常模所累積之經驗，國民體能常模
之建立必須以標準化人員培訓與考核、檢測器材及施測流程於各縣市實施體能
檢測活動。本年度檢測活動由各承辦學校依抽樣結果，選擇合適檢測地點後辦
理，於八月至十一月間已完成所有檢測活動，檢測人數達 42,412 人，各校所
帶領之檢測人員已深入各鄉鎮村里，透過實地檢測一方面取得檢測資料，一方
面服務民眾，對於未來國家推動國民體能政策，實已奠定良好基礎。

（七）設置各縣市國民體能檢測站
各縣市負責體能檢測活動之大專院校，辦理區域內檢測員之訓練及篩選事
宜，並規劃、執行各縣市體能檢測活動（如附錄十三）。

（八）建立檢測員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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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承辦學校辦理之檢測員研習班，參加研習並通過檢定測驗後，即取得實
習國民體能員資格，而後由各承辦學校安排檢測活動實習，始能取得合格檢測
員資格並授與結業證書，檢測員個人資料之建檔，於各承辦學校提供名冊已陸
續完成。

（九）召開國民體能檢測專案工作檢討會議
本專案已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召開「九十年度
國民體能檢測專案」工作檢討會議，會議記錄如附錄十四。

（十）舉辦體能常模發表記者會
已於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下午假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一樓舉辦國民體能常模發
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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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 結果
(一)國民體能常模檢測基本資料
本次國民體能常模所用的樣本總數為 42,412 人(男性 19,975 人，女性
22,437 人)，全體樣本的人數分配資料如表 4-1 至表 4-4 所示。全體樣本的身高、
體重、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的平均
值及標準差如表 4-5 所示。男性及女性的身高、體重、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
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的平均值及標準差分別如表 4-6 及表
4-7 所示。

(二)國民體能常模的建立
根據所得資料按性別及年齡分別建立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的百分等級常模。表 4-8 至表 4-11 是男性身體質量
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的百分等級常模，表
4-12 至表 4-15 是女性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
耐力指數的百分等級常模。各百分等級常模所呈現的的百分等級分別是 5、10、
15、20、25、30、35、40、45、50、55、60、65、70、75、80、85、90、95 等
19 個等級。以身體質量指數而言，1 至 20 的等級是屬過輕，21 至 40 的等級是
屬稍輕，41 至 60 的等級是屬適當，61 至 80 的等級是屬稍重，81 以上的等級是
屬過重。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三個體能的百分等
級常模，1 至 20 的等級是屬不好，21 至 40 的等級是屬稍差，41 至 60 的等級是
屬普通，61 至 80 的等級是屬良好，81 以上的等級是屬很好。
為了方便國民體能常模的應用，本研究提供簡易常模表以供對照使用。表
4-16 至表 4-19 是男性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
耐力指數的簡易常模表。表 4-20 至表 4-23 是女性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
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的簡易常模表。在身體質量指數方面，只呈
現「過輕、稍輕、適當、稍重、過重」五個等級；而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
姿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方面，則只呈現「不好、稍差、普通、良好、很好」五
個等級。使用者可按照受試者的性別及年齡將其所測得的資料對照簡易常模表，
即可知道其體能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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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體能常模的應用
本研究提供男、女性各年齡組在身體質量指數、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坐姿
體前彎、心肺耐力指數的百分等級常模，在常模中標示出各等級的成績資料，使
用者可將受試者的成績對照其性別及該年齡組的常模資料，找出其體能成績的百
分等級，以了解其體能的狀況。譬如有一位 34 歲的男性，其身體質量指數的成
績為 22.45，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的成績為 29 次，坐姿體前彎的成績為 30 公分，
心肺耐力指數的成績為 56.72。經查表 4-8 身體質量指數百分等級常模的 31-35
歲組，因為 22.33 至 23.03 的百分等級為 40，該名男士的成績落入此範圍內，
因此得知其百分等級為 40。其次，由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的百分等級常模表(表
4-9)的 31-35 歲組的資料，得知其百分等級為 55。由坐姿體前彎的百分等級常
模表(表 4-10)的 31-35 歲組的資料，得知其百分等級為 70。由心肺耐力指數的
百分等級常模表(表 4-11)的 31-35 歲組的資料，得知其百分等級為 60(其成績落
在 56.61~57.32 內)。由此四項體能成績來看，此男士的身體質量指數稍輕，一
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的成績屬普通，坐姿體前彎的成績屬良好，心肺耐力指數的成
績屬普通。整體而言，該男士的體能狀況屬中等。
為了方便民眾能很快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本研究提供了簡易常模表。譬如
有一位 51 歲的女士，其身體質量指數的成績為 23.45，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的
成績為 14 次，坐姿體前彎的成績為 35 公分，心肺耐力指數的成績為 64.72。經
查表 4-20 至表 4-23 的簡易常模表，得知其身體質量指數屬適當，一分鐘屈膝仰
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及心肺耐力指數均屬良好。整體而言，該名女士的體能狀況
應屬中上。

(四)90 年男性與女性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
表 4-24 至表 4-27 是 90 年男性與女性四項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由表 4-24
得知，男性的身體質量指數除了 14 歲及 56-60 歲兩組和女性沒有差異以外，其
餘各年齡組均高於女性(p< .05)。表 4-25 的結果顯示，男性的一分鐘屈膝仰臥
起坐在所有年齡組均高於女性(p< .05)。由表 4-26 的結果得知，在坐姿體前彎
方面，女性除了在 19 歲組以外，其餘各年齡組均優於男性(p< .05)。在心肺耐
力指數方面，由表 4-27 的結果得知，男性除了在 26-30 歲、31-35 歲、46-50
歲、51-55 歲、56-60 歲及 61-65 歲六個年齡組和女性沒有差異外，其餘各年齡
組均是男性優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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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性 88 年與 90 年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
表 4-28 至表 4-33 是男性各年齡組 88 年與 90 年身體、體重及四項體能檢測
結果的比較。在身高方面，由表 4-28 得知，6 歲至 13 歲及 15 歲，共九個年齡
組，都是 88 年高於 90 年(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在體重方面，由表 4-29
得知，6 歲、7 歲、8 歲、11 歲、12 歲、13 歲、15 歲、19 歲、61-65 歲，共九
個年齡組，都是 88 年高於 90 年(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
由表 4-30 得知，88 年的身體質量指數高於 90 年的有 6 歲、7 歲、19 歲、
61~65 歲四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若以 99 年的常模表對照，
得知這四組的平均成績均屬稍重，但這四個年齡組在 90 年時比 88 年有改善的趨
勢。
由表 4-31 得知，88 年的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高於 90 年的有 7 歲、8 歲、9
歲及 11 歲四個年齡組(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6 歲、14 歲、15 歲、
16 歲、17 歲、18 歲、19 歲七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此結果
得知，在小學二、三、四年級時，90 年有退步的情形，而在國中至高中時，90
年則比 88 年進步。
由表 4-32 得知，88 年的坐姿體前彎高於 90 年的有 6 歲、9 歲及 14 歲三個
年齡組(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8 歲、10 歲、15 歲及 16 歲四個年齡
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
由表 4-33 得知，88 年的心肺耐力指數高於 90 年的有 9 歲、11 歲、12 歲、
13 歲、14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20~25 歲十一個年齡組(p< .05)，
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僅有 6 歲一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此
結果得知，90 年時 9 歲至 25 歲的青年及青少年其心肺耐力指數普遍較 88 年時
退步。

(六)女性 88 年與 90 年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
表 4-34 至表 4-39 是女性各年齡組 88 年與 90 年四項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
在身高方面，由表 4-34 得知，6 歲至 11 歲及 13 歲，共七個年齡組，都是 88 年
高於 90 年(p< .05)。而 17 歲、19 歲、41-45 歲、46-50 歲及 51-55 歲，這五個
年齡組則是 90 年高於 88 年(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在體重方面，由表
4-35 得知，6 歲至 11 歲及 13 歲、15 歲、16 歲、36-40 歲，共十個年齡組，都
是 88 年高於 90 年(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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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6 得知，88 年的身體質量指數高於 90 年的有 6 歲、10 歲、13 歲、
15 歲、16 歲、18 歲、26~30 歲、36~40 歲八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
差異。若以 99 年的常模表對照，得知這八組的平均成績均屬稍重，但這八個年
齡組在 90 年時比 88 年有改善的趨勢。
由表 4-37 得知，88 年的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高於 90 年的有 8 歲及 10 歲四
個年齡組(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11 歲、12 歲、13 歲、14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26~30 歲、36~40 歲及 41~45 歲十一個年齡組(p< .05)，
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此結果得知，從 11 歲起至 45 歲止，90 年比 88 年呈現進
步現象。

由表 4-38 得知，88 年的坐姿體前彎高於 90 年的有 6 歲、10 歲、56~60 歲
及 61~65 歲四個年齡組(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11 歲、12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七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此
結果得知，女性在幼年及老年時，90 年的成績均比 88 年時退步，而在青少年階
段，90 年的則比 88 年的進步。

由表 4-39 得知，88 年的心肺耐力指數高於 90 年的有 11 歲、13 歲、14 歲、
15 歲、18 歲、19 歲六個年齡組(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6 歲、7 歲、
9 歲、10 歲及 16 歲五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此結果得知，
90 年時小學生的心肺耐力指數比 88 年進步，但在青少年階段時，其心肺耐力指
數則普遍較 88 年時退步。

二、 討論
（一）90 年身體質量指數檢測結果的整體分析
黃國晉（2001）指出亞太地區對身體質量指數的評量共識，理想的身體質量
指數是 18.5~22.9，超過 23 以上為過重，25 以上為肥胖。本次測量結果顯示平
均數超過 23 的男女性的年齡是男性 26 歲以上，女性 46 歲以上的年齡層，有過
重或肥胖的趨勢。台灣男性的身體質量在 26 歲以上就有持續增加的趨勢。女性
在 46 歲以後，一直增加，直到本次測試年齡（65 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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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0 年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檢測結果的整體分析
根據中國大陸 7－22 歲漢族男女生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體能檢測資料（1995
年）與 90 年度的檢測結果比較得知，10 歲組男孩台灣為 25.98 次，大陸為 31.54
次，10 歲組女孩台灣為 23.38 次，大陸為 29.32 次，20 組女孩台灣為 28.23 次，
大陸為 34.25 次，整體結果而言，台灣的受試者肌力與肌耐力的測量結果約比大
陸差 20％的成績。

（三）88 年與 90 年檢測結果的整體分析
比起 88 年而言，90 年的身體質量指數有明顯改善，坐姿體前彎則各年齡
層增減互見，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整體來說有稍微的進步，不過小學低年級及
50 歲以上的族群卻有稍微退步的現象。登階測驗整體上沒有多大差異，不過青
少年卻有稍微退步的現象。此外；88 年及 90 年登階測驗結果，兒童及中老人
的測驗結果與青少年測驗結果相近，甚至有較佳的趨勢，此結果與身體的生理
發展趨勢不符，由結果得知；以三分鐘登階為測驗項目及將各年齡層上下登階
頻率皆統一定為 96 拍/分，不易測驗出各年齡層心肺耐力的差異性，因此；如
有其他常模製定計劃將實施，宜修改三分鐘登階的測驗方式或更改為其他測驗
項目(如 1600 跑走、2400 跑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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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與歷年檢測資料比較
一、男性 88 年與 90 年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
（一）身體質量指數
由表 4-30 的結果得知男性各年齡組身體質量指數，90 年的 6 歲、7 歲、
19 歲、61~65 歲四個年齡組較 88 年有明顯的改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
異。政府全面提倡全民運動及週休二日的影響，空閒的時間增加，可能使得家
長在假日帶領小朋友及父母集體出遊的機會大增，相對使得活動量增加，進而
身體質量指數有明顯下降。19 歲大約為大一及大二的年齡，可能由於大專院校
的體育課程，已經趨向興趣選項，學生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來選課。由於
興趣的提昇相對的也增加活動的機會與動機，活動量也因而增加。目前各大專
院校體育課程大多是學校必修或必選的課程，因此在大一及大二期間，身體組
成有明顯的改善，其餘年齡層，則沒有顯著差異。此外，由於媒體炒作與大量
的瘦身廣告的推波助瀾下，人們對自己的維持良好體型有較大的期望，也增加
人們維持良好體型的動機。

（二）肌力與肌耐力
由表 4-31 得知，90 年男性的 7 歲、8 歲、9 歲及 11 歲四個年齡組一分鐘
屈膝仰臥起坐(p< .05)明顯低於 88 年度的測量結果。由此結果得知，小學二、
三、四年級的 90 年度肌力及肌耐力的測量結果有退步的情形，宜加強國小低
年級的身體活動及肌力與肌耐力的訓練，以利改善或減少國小學童駝背及姿勢
不良的現象。而 90 年之 6 歲、14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七個
年齡組較 88 年有明顯的增加(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此得知；在體
委會積極推廣的全民運動及教育部推展的體適能 333 計劃下，使得國小高年
級、國中至高中此階段，90 年比 88 年的肌力與肌耐力有明顯進步的現象。

（三）柔軟度
由表 4-32 得知，88 年的坐姿體前彎高於 90 年的有 6 歲、9 歲及 14 歲三
個年齡組(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8 歲、10 歲、15 歲及 16 歲四個
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結果得知，各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改
變，柔軟度的改變受到年齡、性別、活動量、活動方式及身體特質等影響，青
春期時骨頭成長速度較肌肉成長快，使得青春期的年童有柔軟度下降的現象。
此外；身體活動量增加並不代表柔軟度會增加，甚至可能有下降的現象，因為
運動後會使得肌肉有充血縮短的現象，如果運動後沒有做緩和運動及伸展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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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會因肌肉長期縮短而萎縮。因此；為了維護運動時安全及提昇身體的健
康，運動前必須充分實施熱身運動以預防運動傷害產生，運動後更必須實施緩
和運動及伸展操以改善身體的關節活動度與減少肌肉酸痛、進而促進身體生理
與心理的放鬆。

（四）心肺耐力
由表 4-33 得知，90 年之 9 歲、11 歲、12 歲、13 歲、14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20~25 歲十一個年齡組的較 88 年所測量心肺耐力指
數明顯下降(p< .05)，而 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僅有 6 歲一個年齡組(p< .05)，
其餘各組則無差異。由於心肺耐力的強化必須具備運動一定持續時間及強度才
可以達到有效促進的效果，在目前城市都市化的現象嚴重，樹林、綠地及活動
空間狹小，加外空氣污染下，使得日常活動空間減少，雖週休二日增加人們空
閒時間，人們的活動空間並沒有相對增加，使得人們心肺耐力不易提昇，且有
衰退的現象，這是有關單位值得注意的現象。

二、 女性 88 年與 90 年體能檢測結果的比較
（一）身體質量指數
由表 4-36 得知，90 年的身體質量指數測量結果有 6 歲、10 歲、13 歲、15
歲、16 歲、18 歲、26~30 歲、36~40 歲八個年齡組與 88 年比較有明顯改善
(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近年來；由於媒體炒作與大量的瘦身廣告及瘦
身美容中心林立的推波助瀾下，女性普遍對維持良好身材有較大的期望。此
外；政府全面推動全民運動、週休二日、健康俱樂部林立及健身與減肥雜誌大
量發行，人們空閒時間增加及對運動保健及營養觀念也普遍提昇，使得國內 40
歲以下八個年齡層的女性其身體組成有明顯改善的趨勢。

（二）肌力與肌耐力
由表 4-37 得知，90 年測量結果高於 88 年者有 11 歲、12 歲、13 歲、14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26~30 歲、36~40 歲及 41~45 歲十一個年齡
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低於 88 年者只有 8 歲及 10 歲二個年齡組
(p< .05)，而。由結果得知，從 11 歲起至 45 歲止，90 年比 88 年呈現進步現
象。所結果與男性的測量結果相似，政府積極推廣全民運動，整體上；已有初
步的成效，但在小學低年級部份卻有退步的跡象，這是值得注意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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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柔軟度
由表 4-38 得知，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11 歲、12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七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88 年的坐姿體前
彎高於 90 年的有 6 歲、10 歲、56~60 歲及 61~65 歲個年齡組(p< .05)，而由
此結果得知，女性在幼年及老年時，90 年的成績均比 88 年時退步，而在青少
年階段，90 年的則比 88 年的進步。在政府積極推動及媒體快速傳播下，人們
對運動保健的概念已普遍提昇，但在小學低年級及高齡者並沒有普遍提昇，政
府可以針對此兩族群的加強宣導，以全面改善國民的健康。

（四）心肺耐力
由表 4-39 得知，90 年的測量結果有 11 歲、13 歲、14 歲、15 歲、18 歲、
19 歲六個年齡組明顯低於 88 年(p< .05)的心肺耐力指數高於，而有 6 歲、7
歲、9 歲、10 歲及 16 歲五個年齡組明顯高於 88 年(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
異。由結果得知，在青少年階段其心肺耐力指數較 88 年有普遍退步現象。雖
運動風氣提昇，增加人們活動的機會，但其從事運動類型大都為快速度、爆發
性、敏捷性、協調性及休閒性等類型的運動（例如籃球、棒球及直排輪等運動）
，
這些運動可以提供休閒、愉悅及放鬆心理的效果，但對心肺耐力的增強則效果
不大，此外，上網已成為青少年的最愛之一，上網的時間往往超過運動時間或
讀書時間，因而減少強化心肺耐力的機會，故而有衰退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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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以台閩地區 42,412 人(男性 19,975 人，女性 22,437 人)之 6-65 歲民
眾為研究對象，實施健康體能檢測並比較 88 年及 90 年兩次國民體能檢測結果，
經資料整理分析之後，其結論如下：
（一）男性的 90 年身體質量指數的測量結果，在 6 歲、7 歲、19 歲、61~65
歲四個年齡組較 88 年有明顯的改善(p< .05)。
（二）男性的 90 年肌力與肌耐力測量結果，在 6 歲、14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七個年齡組較 88 年有明顯的增加(p< .05)，其餘
各組則無差異。7 歲、8 歲、9 歲及 11 歲四個年齡組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p< .05)明顯低於 88 年度的測量結果。
（三）男性的 90 年柔軟度測量結果，90 年高於 88 年的則有 8 歲、10
歲、15 歲及 16 歲四個年齡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而 6 歲、9 歲
及 14 歲三個年齡組明顯低於 88 年(p< .05) 。此結果與柔軟度的改變受到
個人的年齡、性別、活動量、活動方式及身體特質等影響有關。
（四）男性的 90 年心肺耐力指數測量結果，90 年之 9 歲、11 歲、12
歲、13 歲、14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20~25 歲十一個年
齡組的較 88 年所測量心肺耐力指數明顯下降(p< .05)，僅有 6 歲一個年齡
組明顯高於 88 年(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這普遍衰退的現象，值得
有關單位注意。
（五）女性的 90 年身體質量指數測量結果，90 年之 6 歲、10 歲、13
歲、15 歲、16 歲、18 歲、26~30 歲、36~40 歲八個年齡組與 88 年比較有明
顯改善(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此與政府的推廣、人們空閒時間增
加及對運動保健及營養觀念也普遍提昇，使得國內 40 歲以下八個年齡層的
女性其身體組成有明顯改善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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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性的 90 年肌力與肌耐力測量結果，90 年之 11 歲、12 歲、13
歲、14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26~30 歲、36~40 歲及 41~45 歲十
一個年齡組較 88 年有明顯進步(p< .05)，其餘各組則無差異，低於 88 年
者只有 8 歲及 10 歲二個年齡組(p< .05) 。而此結果與男性的測量結果相
似，政府積極推廣全民運動，整體上已有初步的成效。
（七）女性的 90 年柔軟度測量結果，90 年之 11 歲、12 歲、15 歲、16
歲、17 歲、18 歲、19 歲七個年齡組明顯高於 88 年(p< .05)，其餘各組則
無差異。只有在 6 歲、10 歲、56~60 歲及 61~65 歲四個年齡組明顯低於 88
年(p< .05)，而由此結果得知，女性在幼年及老年時，90 年的成績均比 88
年時退步，而在青少年階段，90 年的則比 88 年的進步。在政府積極推動及
媒體快速傳播下，人們對運動保健的概念已普遍提昇，但在小學低年級及
高齡者並沒有普遍提昇，政府可以針對此兩族群的加強宣導，以全面改善
國民的健康。
（八）女性的 90 年心肺耐力指數測量結果，90 年的測量結果有 11 歲、
13 歲、14 歲、15 歲、18 歲、19 歲六個年齡組明顯低於 88 年(p< .05)，而
有 6 歲、7 歲、9 歲、10 歲及 16 歲五個年齡組明顯高於 88 年(p< .05)，其
餘各組則無差異。結果顯示，在這三年中青少年階段其心肺耐力有普遍退
步現象。宜擬定適當的改善策略，以強化其心肺耐力。

二、 建議
（一）研究結果的應用
1.做為學校體能教育的參考：學校可在平時即檢測所有學生的各項體
能，然後對照常模表，以了解各個學生的體能狀況。假如有學生的體能未
達理想的標準，學校即可針對這些學生進行體能的強化。譬如可開設體能
訓練特別班，由對體能訓練有研究的體育老師擔任教練，予以特別訓練；
或是由體育教師在上體育課時，額外要求這些學生多做一些體能的基本訓
練。
2.做為家長體能教育的參考：學校應讓家長了解子女體能的狀況，並要
求家長重視子女的體能發展情形。如在飲食的調配、平時休閒作息的調整、
適度的運動等，都有賴家長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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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為各縣市教育局推動體能教育的參考：各縣市教育局為督導各校有
效推動體能教育，可至各校抽測學生體能。將所抽測的結果對照常模表，
即可了解各校推動體能教育的情形。
4.做為體育委員會推動全民體育的參考：如果全民體育實施成效良好，
國民的體能勢必會提升。因此，假如體委會能定期實施國民的體能檢測，
每隔幾年就做一次比較，當可從國民的體能狀況了解全民體育實施的成果。
5.在小學低年級及高齡人口的運動保健及運動機會的提供，是值得注意
的問題。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1.研究三分鐘登階的效度：專家學者大多認為 800 公尺或 1600 公尺跑
走較三分鐘登階能有效測出一個人的心肺耐力指數，但在人潮較多的市
區，實施跑走有其實際的困難。因此，計算出 800 公尺及 1600 公尺跑走和
三分鐘登階的轉換公式實有其必要此外。此外，個子較小的學童在多少公
分以下可不必實施三分鐘登階，或者可考慮降低登階的高度，也可進一步
加以研究，以免影響測驗的效度。
2.可以與全國各縣市的體育場或運動與休閒中心合作，定期及定點的實
施體能檢測活動，並訂定適當的獎勵辦法（如健保費降低），以強化良好的
國民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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