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 
對本澳中學生的 

心理與社交影響 

                傻豬騎士團 
組長: 蘇文俊 

  組員: 謝天賜 

劉鍵融 

趙卓然 

                                                     麥昊賢 

 
                            



1 
 

目錄 
 

1.  摘要---------------------------------P.2 
 

2.  引言---------------------------------P.3 
 

3.  文獻------------------------------- P.4-6 

           3.1 關鍵字定義 

         3.2 文獻回顧 
 

4.  研究及抽樣方法--------------------P.7-9 

            4.1 研究目的 

         4.2 研究假設 

         4.3 研究架構圖 

         4.4 研究對象 

         4.5 問卷設計 

         4.6 抽樣方法 

         4.7 研究限制 

         4.8 數據分析 
 

5.  研究結果---------------------------P.10-20 

5.1 運動現況 

5.2 心理健康 

5.3 自信心 

5.4 人際關係 

5.5 情緒管理 
 

6. 分析及總結--------------------------P.21-22 
 

7. 建議---------------------------------P.23-24 
 

8. 參考資料----------------------------P.25 

9. 附件---------------------------------P.26-29 

 



2 
 

1. 摘要 
  現今社會發展迅速，科技亦愈來愈進步，我們留意到本澳的青少年因學業的壓力，

令到青少年都沒有做運動的機會。加上現今青少年普遍認為運動只對身體方面有幫助，

而其他不同的方法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所以做運動的重要性被逐漸忽視。 
這次硏究對象是本澳的日間課程中學生，以街頭隨機抽樣、便利式抽樣和滾雪球

的方式進行，共 263 份為有效問卷，並利用統計軟件 SPSS 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研

究結果為：  

 運動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自信心，人際關係呈顯著相關 

 運動時數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呈顯著相關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人際關係上是有顯著性的差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個人、朋友、家庭、學校、政府五方面的具體建議，以供

學校或政府作為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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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言 
現今社會發展迅速，科技亦愈來愈進步，我們留意到本澳的青少年因沉迷在電子科技

上，而缺乏了做運動的習慣。我們也留意到大多數的朋友都沒有做運動的習慣，加上學業

的壓力，令到青少年都沒有做運動的機會，只剩下上課的時間可以做運動。加上現今青少

年普遍認為運動只對身體方面有幫助，而其他不同的方法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所以做運

動的重要性被逐漸忽視。 

 

運動對心理有以下的好處，例如能夠調整心情：運動會刺激腦部分泌一些化學物質，

這些化學物質會引發快樂、放鬆感受的出現。(公職臨床心理師柯俊銘在自由時報上發表)，

運動是一種可以帶給人們快樂的一種活動，同時運動可以帶給人一些滿足感亦對身心有健

康的影響，何樂而不為?  

 

  根據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台灣運動健康學會《運動是消除壓力的不二法門》，文中提

到：「因為和團隊運動相比，進行個人運動時，是較缺乏社會互動的。團隊運動不單純只是

運動，而像是小型社會的縮影，在團隊中透過與他人互動的刺激，有助青少年藉此學習到

團隊合作、社交技巧，進而更能融入整個團體之中，因此團隊運動除了能有助提升中學生

的活力外，自然也有助於改善其生活滿意度。」藉著這兩項我們隊就想做此研究。 

 

  剛好我們的組合很微妙，每個人的運動時數都略有不同，我們希望藉此研究去探討運

動對本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溝通能力、自信心和情緒管理是否有重大的影響。 



4 
 

3. 文獻回顧 

3.1 關鍵字定義 

1. 運動的定義 

  運動指任何有組織，有目標，並有完善規則的體力活動。除可與自己比試外， 

亦可與環境或別人進行競賽。可以分為劇烈的體力活動或複雜的技巧活動兩類。 

參與者的動機可以是內在的滿足感，外在的獎賞，或者兩者兼備。(劉永松, 1999) 

 

2. 澳門中學生 

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就讀於澳門政府認可的全日制中學之學生。(教育    

暨青年局定義) 
 

3.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並非只是「沒有精神疾病」，而是一種「個人能夠清楚瞭解自己的潛力所在，

能夠因應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能夠活得精彩豐富，並對社會有所貢獻」的狀態。(世界衛

生組織(WHO)的定義) 

 

4. 自信心 

  自信心是日常生活中常常談起的一個概念，而在心理學中，與自信心最接近的是班杜

拉(A.Bandura)在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概念。自我效能感

指個體對自身成功應付特定情境的能力的估價。班杜拉認為，自我效能感關心的不是某人

具有什麼技能，而是個體用其擁有的技能能夠做些什麼。庫伯史密斯認為自信是個體做

出、並經常 保持的對自己的評價，說明個體在何種程度上認為自己能幹、重要和有價值；

表達了一種對自己贊許或不贊許的態度，顯現了對自己能力、身份、成就及價值的信心

（Coopersmith S,1967）。 

 

5. 人際關係 

  狹義的人際關係則專指友伴、同儕、同事的人際互動關係。指人與人之間，在一段過

程中，彼此藉由思想、感情、行為所表現的吸引、排拒、合作、競爭、領導、服從等互動

之關係；廣義的定義則包含文化制度模式與社會關係，如親子關係、兩性關係、手足關係、

師生關係等人與人之間任何型態的互動關係。（徐西森，民 87；Devit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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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緒智能 

  沙洛維（Peter Salovey）將情緒智能定義為：認識自身的情緒、妥善管理情緒、自我

激勵、認知他人的情緒及人際關係的管理。而一個具情緒智能的人，能準確地察覺、評估

和表達情緒；能有效地運用情緒來輔助思維；瞭解情緒的本質和特性；並能藉調節自己的

情緒，來促進自己的情緒和智慧發展。（Mayer & Salovey， 1997）丹尼爾．高曼的「情

緒智能」一書中，更讓我們在情緒智慧與抗逆力的關係上得到以下的啟發。 

 

 

3.2 休閒運動對心理效益之影響 
  Driver 與 Knopf (1975)指出自然環境可以幫助人們調適壓力，尤其是在從事休閒運動

的時候，許多研究都提到心理恢復可經由消除壓力來達成，是所有研究中所共同認知的效

益(Murphy, Nevill, Neville, Biddle, & Hardman, 2002)。許多學者在研究中指出，休閒運

動不僅可以預防身體疾病與促進健康，在心理健康亦有增加的效果，其他還可降低焦慮、

沮喪，以及提高正面的情緒(Godbey, 2003; Jackson, Morrow, Hill, & Dishman, 2004; 

Kelly, 1996)。現在的人們都居住在便利的都市裡，缺乏與自然環境的互動而失去調適壓力

的機會 (Pretty, Peacock, Sellens, & Griffin, 2005; Dustin, Bricker, & Schwab, 2010)。過

去在自然景觀對於人的效益研究上，多是著重在使用者心理認知的探討，Pretty 等人(2003)

提出自然環境為基礎結合健身運動(exercise)的綠境運動，透過在自然環境下進行身體活動

達到心靈健康與生理健全的目的，我們可以瞭解到自然環境與運動並行的結果足以帶給人

們正向的效果。Korpela 與 Kinnunen (2011)測量人們從事不同的休閒活動與環境，結果顯

示在戶外環境下運動比從事其他活動的恢復效果更佳，甚至超越單純享受自然環境。 

 

 

3.3 運動對情緒管理的好處 
  Grauvin & Rejeski(1993) 和 Mc Auley & Courneya(1994)發現從事運動可以 提升

活力感、心理的平靜與快樂的狀態。另外，Berger 與 Mc Iuman(1993)指出，由運動所獲

得的心理效益，可以改善生活品質，特別是心理上的安適感 (well-being)，因為運動可以

使人遠離焦慮、沮喪等負面的情緒。(運動與情緒的調適 蔡憲國/文化大學運教所 林聖峰/

高苑科技大學 2006) 

 

 

 

 



6 
 

3.4 運動對自信心的影響 
  運動可以增強我們個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運動可以訓練我們一副好體格，良好的體

格會帶來好的外觀，當我們擁有一個好外觀時，我們的自信心會增強。如果我們的運動技

術好，我們很容易被朋友接納。當我們知道自己被別人接納時，自信心自然會加強。再者，

運動可以令我們在短時間內可改進技術而得到成功感。我們得到成功感後，這種感覺會令

我們加強自信。 (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編（1994）︰《中學體育科教學資料》。香港︰香

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3.5 運動對青少年的好處 
  青少年的症狀曾讓社會大眾覺得這是他們本身的問題，或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過渡

期，而不自覺青少年的這些症狀其實是在求助，其實他們本身已經出現狀況導致課業上的

困擾、行為上的偏差、生理上的影響等。  

  運動是良藥(Exercise is Medicine)，亦是一項新倡導的健康促進運動口號，旨在鼓勵

醫療 工作者將運動作為一項治療和預防疾病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呼籲全球各界人士，一同

參與身體力行，並轉介他人，以達推己及人之效應（許世全，2010）。 

  中學生的運動素質和能力知覺與個性特徵和心理健康水準呈顯著性相關，運動鍛煉的

水準與中學生的人格和心理健康水準也存在顯著性關係。中學生運動鍛煉的興趣水準和努

力程度對心理健康發展有重要影響，個性人格特徵影響鍛煉的興趣，而努力方式受性格的

制約，心理健康與運動鍛煉存在著顯著的互動關係。(《中國體育科技》2001 年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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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研究目的 
1. 瞭解本澳中學生運動的狀況     

2. 瞭解運動對本澳中學生的自信心，溝通能力及情緒的影響    

3. 根據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學校或政府作為參考依據 

 

4.2 研究假設 
1. 有做運動的人比沒有做運動的人心理健康指數較高。 

2. 有做運動的人比沒有做運動的人自信心較高。 

3. 有做運動的人比沒有做運動的人的人際關係較好。 

4. 有做運動的人比沒有做運動的人情緒管理較好。 

5. 運動時數愈長，心理健康指數愈高。 

6. 運動時數愈長，自信心愈高。 

7. 運動時數愈長，人際關係愈高。 

8. 運動時數愈長，情緒管理愈好。 

9. 運動人數愈多，心理健康指數愈高。 

10. 運動人數愈多，自信心愈高。 

11. 運動人數愈多，人際關係指數愈高。 

12. 運動人數愈多，情緒管理愈好。 

 

4.3 研究架構圖 
 

 

 

 

 

 

 

運動的人數 

自信心 

人際關係 心理健康 

情緒管理 

運動的時數 有沒有做運動 



8 
 

4.4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的主要對象為 2017-2018 年度就讀本澳之中學生。 

 

 

4.5 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是以量化方式進行。問卷分為五個部份，包括個人資料、心理健康指數測試、自

信心測試、人際關係測試和情緒管理測試，共 36 題。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為了瞭解受訪者的性別、年級、運動狀況等 

第二部分：心理健康指數測試 

 

選用了由李明濱教授制訂的心理健康指數測驗來測量

受訪者的心理健康指數 

計算方法： 

1、0-5 分：身體適應狀況良好 

2、6-9 分：輕度情緒困擾 

3、10-14 分：中度情緒困擾 

4、15 分以上：重度情緒困擾  

第三部分：自信心測試 

 

選用了由美國心理學羅森伯格(M. Rosenberg)制定的

<自信心量表>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來測

量運動對受訪者自我感覺的好壞程度。 

 計算方法： 

10-15 分：自卑者 

16-25 分：自我感覺平常者 

26-35 分：自信者 

36-40 分：超級自信者 

第四部分：人際關係測試 

 

這個部份是用來測量受訪者的人際關係。第 1、4 題

是測量受訪者與同學的關係。第 2、5 題是測量受訪

者與朋友的關係。第 3、6 題是測量受訪者與家人的

關係。 

 計分方法: 

  6-11 分: 人際關係略差 

  12-17 分: 人際關係一般 

  18-23 分: 人際關係略好 

  24-30 分: 人際關係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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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情緒管理測試 

 

這個部份是用來測量受訪者對情緒的管理。第 3、6

題是測量受訪者觀察自己的情緒。第 2、4 題是測量

受訪者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第 1、5 題是測量受訪

者以合宜的方式紓解情緒。 

計分方法: 

  6-11 分: 情緒管理略差 

  12-17 分: 情緒管理一般 

  18-23 分: 情緒管理略好 

  24-30 分: 情緒管理很好 

 

 

4.6 抽樣方法 
  本次研究以便利式抽樣、滾雪球抽樣及偶遇性抽樣進行。一開始我們以便利式抽樣的

方式在陳瑞祺永援中學隨機抽取 5 班來派發問卷，派發了 180 份，然後再用滾雪球抽樣方

式將問卷交給朋友去派發，派發了 50 份，再把剩餘的以偶遇性抽樣方式在街頭隨機派發，

派了 30 多份問卷，一共派發了 280 份問卷，收回 280 份問卷，經過檢驗後，當中 17 份為

無效問卷，263 份為有效問卷。 

 

 

4.7 研究限制 
今次研究有以下數項研究限制，令研究結果存在部份誤差。 

一、本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方式，這份報告未能代表全澳中學生。 

二、本次研究因時間所限，收集到的問卷樣本數量比預期少。 

三、由於問卷不能太長，所以部份量表只可以抽取部分的題目。 

 

 

4.8 數據分析 
  完成調查問卷後，我們將問卷數據以不記名的方式輸入電腦，並利用統計軟件 SPSS(社

會科學統計包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22) 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為了

確保數據的質素，我們將輸入的問卷數據進行覆查及核對的工作，即若在覆檢中發現有問

題的數據時，我們會進行審核並作出適當的處理。當完成整個研究數據的覆核工作後，便

進行獨立系數 T 檢定(T-Test)、Pearson 相關檢定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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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研究結果 

5.1 個人資料 

5.1.1: 性別 

表 1:受訪者性別之個數分配表(N=262) 

性別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男 106 40.5 

女 156 59.5 

  據表 1 顯示，受訪者(N=262)中有 106 名為男性受訪者，佔 40.5%，而 156 名為女性

受訪者，佔 59.5%。其中一名受訪者沒有填性別。 

 

 

5.1.2: 性別 

表2:受訪者年級之個數分配表(N=263) 

年級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初一 38 14.4 

初二 57 21.7 

初三 60 22.8 

高一 59 22.4 

高二 17 6.5 

高三 32 12.2 

  據表 2 顯示，受訪者(N=263)中，初一的受訪者人數為 38 人，佔 14.4%，初二的受

訪者人數為 57 人，佔 21.7%，初三的受訪者人數為 60 人，佔 22.8%，高一的受訪者人數

為 59 人，佔 22.4%，高二的受訪者人數為 17 人，佔 6.5%，高三的受訪者人數為 32 人，

佔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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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有否持續做運動 

表 3:受訪者除運動堂外，近半年內有沒有持續做運動之個數分配表(N=263) 

運動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沒有 106                        40.5 

有 157                        59.5 

  據表 3 顯示，受訪者(N=263)中，沒有持續做運動的人數為 106 人，佔 40.5%，有持

續做運動的人數為 157 人，佔 59.5%。在我們的受訪者中，只有大約四成的受訪者是沒有

持續做運動。 

 

 

5.1.4 沒有持續做運動的原因 

 

 

  據表 4 顯示，在沒有持續做運動的受訪者中，其中因為懶惰而沒有做持續運動的有 70

人，沒有時間的有 58 人，與別人有技術差距的有 16 人，沒有朋友一起做運動的有 24 人，

收費太高的有 4 人，沒有興趣的有 38 人，其他的有 3 人。懶惰是他們不持續做運動的主要

原因，其次是沒有時間持續做運動。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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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運動類別的偏向 

表5:偏向的運動類別是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個人運動 68 43.3% 

群體運動 89 56.7% 

  據表5 顯示，在有持續做運動的受訪者中，個人運動的人數為68人，佔43.3%，群體

運動的人數為89人，佔56.7%。 

 

5.1.6 平均一星期的運動次數 

表 6:有做運動受訪者平均一星期的運動次數之次數分配表(N=157)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少於 1 次 11 7.0 

1~2 次 57 36.3 

3~4 次 58 36.9 

5 次或以上 31 19.7 

  據表 6 顯示，在有持續做運動的受訪者中，平均一星期做運動的次數都較集中於 3 至

4 次，佔 36.9%，其次是 1 至 2 次，佔 36.3%，可以看出有持續做運動的青少年多數都在

一星期做了 1 至 4 次。 

 

5.1.7 平均每週做運動的時間 

表 7:有持續做運動受訪者平均每週做運動的時間次數之次數分配表(N=157) 

時數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1 小時或以下 15 9.6 

1 小時以上~2 小時 34 21.7 

2 小時以上~3 小時 39 24.8 

3 小時以上~4 小時 25 15.9 

4 小時以上~5 小時 12 7.6 

5 小時以上~6 小時 14 8.9 

6 小時以上~7 小時 2 1.3 

7 小時以上~8 小時 3 1.9 

8 小時以上~9 小時 4 2.5 

多於 10 小時 9 5.7 

  據表 7 顯示，在有持續做運動受訪者中，做運動的時間都集中於 2 小時以上至 3 小時，

佔 24.8%，其次是 1 小時以上至 2 小時，佔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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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持續做運動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5.2.1 持續做運動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表 8: 持續做運動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262) 

  近半年內，持

續地做運動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心理健康 沒有 105 11.3143 4.45342 3.585 0.000 

有 157 9.2866 4.50790 

  據表 8 顯示沒有持續做運動和有持續做運動對心理健康有顯著正相關 (t=3.585, 

n=262, p<0.01)，故沒有持續做運動和有持續做運動對心理健康有顯著性的影響。 

 

5.2.2 運動類別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表 9: 運動類別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157) 

  你平時偏

向的運動類

別是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心理健康 個人運動 68 9.4265 4.28923 .228 0.82 

團體運動 89 9.2584 4.77809 

  據表 9 顯示，個人運動和團體運動對心理健康沒有顯著相關 (t=0.228, n=157, 

p>0.05)，故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5.2.3 運動的人數與心理健康之相關性 

表 10: 運動的人數與心理健康之相關性 

 

 

心理健康 

平常與你一

起運動的人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092 

顯著性 （雙尾） 0.257 

N 155 

據表 10 顯示運動的人數與心理健康沒有顯著相關(r=-0.092, n=155, p>0.05)，故運動

的人數與心理健康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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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做運動的時間與心理健康之相關性 

表 11: 做運動的時間與心理健康之相關性 

 心理健康 

近半年內，除了運動堂外，

你平均每週做運動的時間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219** 

顯著性 （雙尾） 0.006 

N 157 

  據表 11 做運動的時間與心理健康有顯著相關(r=-0.219, n=157, p<0.01)，故運動的時

間與心理健康有顯著性的影響。 

 

 

5.2.5: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心理健康上的分別 

表 12: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心理健康上的分別的獨立 T 檢定(N=157)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心理健康 男 72 8.9861 4.68288 -.768 0.444 

女 85 9.5412 4.36587 

  據表 12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心理健康上沒有顯著相關(t=-0.768, n=157, 

p>0.05)，故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心理健康上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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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持續做運動對自信心的影響 

5.3.1: 持續做運動對自信心的影響 

表 13: 持續做運動對自信心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262) 

  近半年內，除運

動堂有沒有持

續地做運動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自信

心 

沒有 105 24.03 4.937 -3.846 0.000 

有 157 26.33 4.619 

  據表 13 顯示，沒有持續做運動和有持續做運動對自信心有顯著相關(t=-3.846, n=262, 

p<0.01)，故沒有持續做運動和有持續做運動對自信心有顯著性的影響 

 

5.3.2:運動類別對自信心的影響 

表 14: 運動類別對自信心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157) 

你平時偏向的運動類

別是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自信心 個人運動 68 26.90 5.061 1.301 0.196 

群體運動 89 25.91 4.204 

  據表 14 顯示，個人運動和團體運動對心理健康沒有顯著相關(t=1.301, n=157, 

p>0.05)，故個人運動和團體運動對心理健康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5.3.3: 運動的人數與自信心之相關性 

表 15: 運動的人數與自信心之相關性 

 自信心 

平常與你一起運動的人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02 

顯著性 （雙尾） 0.801 

N 155 

  據表 15 顯示運動的人數與自信心沒有顯著相關(r=-0.02, n=155, p>0.05), 故運動的

人數與自信心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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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做運動的時間與自信心之相關性 

表 16: 做運動的時間與自信心之相關性 

  自信心 

近半年內，除了運動堂外，

你平均每週做運動的時間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076 

顯著性 （雙尾） 0.344 

N 157 

  據表 16 做運動的時間與自信心沒有顯著相關(r=0.076, n=157, p>0.05), 故運動的時

間與自信心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5.3.5: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自信心上的分別 

表 17: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自信心上的分別的獨立 T 檢定(N=157)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心理健康 男 72 26.65 4.621 .802 0.424 

女 85 26.06 4.627 

  據表 17 男和女在自信心上沒有顯著相關(t=0.802, n=157, p>0.05), 故男和女在自信

心上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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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運動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5.4.1: 持續做運動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表 18: 持續做運動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262) 

 近半年內，除

運動堂你有沒有

持續地做運動嗎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人際闗係 沒有 106 3.33 0.706 -3.2

28 

0.001 

有 157 3.6 0.649 

  據表 18 顯示，沒有持續做運動和有持續做運動對人際關係有顯著相關(t=-3.228, 

n=262, p<0.01), 故沒有持續做運動和有持續做運動對人際關係有顯著性的影響 

 

5.4.2: 運動類別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表 19: 運動類別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157) 

  你平時偏向

的運動類別是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 著 性 

（雙尾） 

人際闗係 個人運動 68 3.63 0.721 0.606 0.545 

團體運動 89 3.56 0.597 

  據表 19 顯示，個人運動和團體運動對人際關係沒有顯著相關(t=0.606, n=157, 

p>0.05), 故個人運動和團體運動對人際關係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5.4.3: 運動的人數與人際關係之相關性 

表 20: 運動的人數與人際關係之相關性 

  人際關係 

平常與你一起運動的人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038 

顯著性 （雙尾） 0.636 

N 155 

  據表 20 顯示運動的人數與人際關係沒有顯著相關(r=-0.038, n=155, p>0.05), 故運

動的人數與人際關係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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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做運動的時間與人際關係之相關性 

表 21: 做運動的時間與人際關係之相關性 

    人際關係 

近半年內，除了運動堂外，

你平均每週做運動的時間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36 

顯著性 （雙尾） 0.659 

N 157 

  據表 21 做運動的時間與人際關係沒有顯著相關(r=-0.036, n=157, p>0.05), 故做運動

的時間與人際關係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5.4.5: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人際關係上的分別 

表 22: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人際關係上的分別的獨立 T 檢定(N=157)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人際關係 男 72 3.41 .681 -3.590 0.000 

女 85 3.76 .574 

  據表 22 顯示，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自信心上有顯著相關(t=-3.590, n=157, 

p<0.01), 女性的平均數比男性高，故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自信心上是有顯著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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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運動對情緒管理的影響 

5.5.1: 持續做運動對情緒管理的影響 

表 23: 持續做運動對情緒管理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262) 

  近半年內，除運動堂你有

沒有持續地做運動嗎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情緒管理 沒有 106 3.09 0.568 -1.52 0.13 

  有 157 3.2 0.534 

  據表 23 有沒有持續做運動在情緒管理上沒有顯著相關(t=-1.52, n=262, p>0.05), 故

有沒有持續運動在情緒管理上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5.5.2: 運動類別對情緒管理的影響 

表 24: 運動類別對情緒管理的影響的獨立 T 檢定(N=157) 

 你平時偏向的運動

類別是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情緒管

理 

個人運動 68 3.22 0.564 0.277 0.782 

團體運動 89 3.19 0.492 

  據表 24 運動類別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沒有顯著相關(t=0.277, n=157, p>0.05), 故運動

類別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5.5.3: 運動的人數與情緒管理之相關性 

表 25: 運動的人數與情緒管理之相關性 

  情緒管理 

平常與你一起運動的人數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017 

顯著性 （雙尾） 0.835 

N 155 

  據表 25 運動的人數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沒有顯著相關(r=0.017, n=155, p>0.05), 故運

動的人數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20 
 

5.5.4: 做運動的時間與情緒管理之相關性 

表 26: 做運動的時間與情緒管理之相關性 

  情緒管理 

近半年內，除了運動堂外，你平均每

週做運動的時間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104 

顯著性 （雙尾） 0.196 

N 157 

  據表 26 做運動的時間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沒有顯著相關(r=0.104, n=157, p>0.05), 故

做運動的時間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5.5.5: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情緒管理上的分別 

表 27: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情緒管理上的分別的獨立 T 檢定(N=157) 

近半年內，除運動堂你有

沒有持續地做運動嗎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 

（雙尾） 

有持續做運動 情緒管理 男 72 3.24 0.541 0.935 0.351 

女 85 3.16 0.528 

  據表 27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沒有顯著相關(t=0.935, n=157, 

p>0.05), 故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情緒管理的影響是沒有顯著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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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及總結 
 運動在澳門青少年現時的狀況 

在是次研究中，我們可以概括出澳門現今中學生做運動的情況。在我們的受訪者中，有 157

個中學生是有持續做運動的習慣，大約佔了六成，而只有 106 個中學生是沒有持續做運動，

大約佔了四成，我們可以看出有持續做運動比沒有持續運動的人數更多，因此我們對運動在

澳門的發展持樂觀態度。在男性受訪者中，我們發現了大部分男性都有持續做運動，有持續

做運動的佔了大約七成，而沒有持續做運動的大約佔了三成，在女性受訪者中，有持續做運

動和沒有持續做運動的人數大約各佔一半。在運動類型上，可以看出在澳門青少年偏向喜歡

做群體運動。從數據中顯示，沒有持續做運動的人的原因主要是懶惰和沒有時間。 

 

運動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自信心，人際關係呈顯著相關 

根據是次的研究結果，有持續做運動對心理健康，自信心，人際關係有顯著性的影響，而

對情緒管理是沒有影響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可以看出有持續做運動者比沒有持續做運者

的心理健康指數更高，我們覺得當學生們在面對學業上的壓力的時候，就會做運動去舒發

自己負面的情緒，忘掉壓力。這對心理健康有重大的幫助。在自信心方面，有持續做運動

者比沒有持續做運者的自信心更強，我們認為他們在做運動時有一顆堅強，永不言敗的心，

所以在面對不同困難時，都不會輕易放棄。同樣，他們會在同輩面前大膽分享自己的意見

和展現自己的才能。在人際關係方面，有持續做運動者比沒有持續做運者的人際關係更好，

因為自信心和人際關係是有相關性的，我們認為有自信心的人，他們變得大膽，勇於結交

新朋友，所以人際關係變好。在情緒管埋方面，有持續做運動者比沒有持續做運者的情緒

管理是沒有分別的，這與我們的文獻不符合，我們認為情緒是很複雜的，變化可以很大，

所以運動對情緒管理沒有關係也是正常的。再者，我們的文獻是 2006 年，時代變遷也可能

對情緒管理可能也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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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時數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呈顯著相關 

運動時數愈長，心理健康愈高，這與我們的假設相對。我們認為有持續做運動者因長時間

地做運動而少了時間去面對功課壓力的問題，所以承受壓力的時間少了，令到他們的心理

健康更好。而根據我們的結果顯示，運動時數對自信心，人際關係，情緒管理是沒有顯著

性的關係，這與我們的假設不相對。運動人數對心理健康，自信心，人際關係，情緒管理

是沒有顯著性的關係，這也不符合我們的假設。總括而言，做運動的多與少對青少年是沒

有太大的正面影響，但是只要做運動就可以對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人數的多與少也是沒有

對青少年有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與朋友一起做運動的時候會更快樂。總括而言，

無論是個人運動或是群體運動都可以對心社有正面的影響。 

 

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人際關係上是有顯著性的差異 

在我們的其他發現中，有持續做運動的男和女在人際關係上是有顯著性的差異，可以看出

女性在人際關係上會有更明顯的正面影響。因為女性比較喜歡說話，所以有做運動的女性

與其他人更有話題，且有持續做運動對自信心有顯著相關，令女性更有自信心跟別人說話，

所以可以和更多不同的人交流，人際關係因此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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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建議 

個人方面: 

根據是次研究結果顯示有持續做運動的受訪者比沒有持續做運動的受訪者在自信心、心理健

康及人際關係都有顯著及正面的提升。法國醫學家蒂素曾説：「運動的作用可以代替藥物，

但所有的藥物都不能替代運動。」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群體運動或個人運動，都有著顯著的

提升。因此我們對青少年提出的建議是： 

（1）建議每人在每週都抽出二至三小時做運動。 

（2）除運動堂外，建議每星期都可以做至少一次運動。若要身體健，天天來鍛鍊。 

 

 

朋友方面: 

朋友可以結伴同行，邀請你們的朋友一起做運動，既可結識新朋友，促進友誼，又可起到互

相督促的作用。而且結伴同行會有更多的運動選擇，如一些團體運動，例如打籃球、踢足球、

打羽毛球等。因此我們建議朋友邀請一些平時不做運動的人一起做運動。 

 

 

家庭方面:  

根據謝筑虹, 黃永寬於 2007 年的<<家長參與親子休閒運動對幼兒運動行為影響之初探

>>，家長參與親子休閒運動對幼兒而言具有生理，心理，教育，益智，社會，治療，道德的

功能：對家庭而言，若於閒睱時間從事休閒運動，不僅能增進親子關係，也能加強家庭成員

的團結及凝聚力。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父母的參與對於孩子在運動能力的發展及身體活動的

參與上都極具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建議父母親應積極地塑造與孩子們共同參與休閒運動的情

境，讓孩子能喜愛並持續地從事適當地休閒運動，享受其所帶來的樂趣及益處。父母應多與

子女進行親子運動，從小培養小孩子的運動習慣。父母應以身作則，以身教的方式指導子女

多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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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方面: 

學校是青少年聚集的地方，青少年每日在學校的時間超過三成，所以學校如果推動青少年能

夠起到一個很好的作用。因此我們建議： 

(1) 學校可以增加運動堂的時數或堂數，這樣能夠讓一些平時不會做運動的人有一些時間運

動。 

(2) 學校可以增加學校操場開放的時間，從而給學生一個運動的場地，例如在週末的下午開

放給學生做運動，或延遲學生離開學校的時間。讓他們能夠在放學後自由做運動。 

(3) 學校也可以增添運動興趣班，從而培養學生做運動的興趣之餘，亦可增加學生做運動的

時間。 

 

 

政府方面: 

(1) 政府是改善和發展社區的決策者，政府的一些政策活動可以對家庭、學校起到促進和鼓

勵的作用，例如舉辦多一些運動類型的比賽或者增設運動設施，令市民更多接觸運動，提升

市民的運動便利性。 

(2) 政府除了可以增加運動設施，並對參與運動的人提供使用設施的費用資助，從而提升參

與運動的人數。 

(3) 政府可以在宣傳運動的方面下更大的苦功，如邀請澳門代表隊的成員在公眾場合對民眾

講解不同運動對他們身心上帶來的幫助，並示範運動的玩法，途中可以邀請民眾參與，提升

他們對運動的興趣。 

(4) 在現在課堂上的餘暇活動中，因資金不足而導致有部分學校不可以開設關於運動的課

堂，所以政府應該投放更多的資源給學校，如資金、場地等，讓學校可以舉辦更多運動方面

的餘暇活動，從而可以增加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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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運動對本澳中學生的心理與社交影響調查問卷 

 
同學，你好 

我們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的第八屆「共鑽研 創明天」的參加者。我

們正在進行一項「運動對本澳中學生心理與社交的影響」的研究，希望藉此研究對此進行分析。

其所得的資料絕對保密，日後僅以統計形式發佈。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你的年級是：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3. 近半年內，除運動堂你有沒有持續地做運動嗎？        

    沒有 有 

*(如果選了有，請跳到 5 題) 

 

4. 你沒有持續地做運動的原因(多選) 

  懶惰                時間不足 

 與別人有技術差距           沒有朋友一起做運動 

   收費太高                   沒有興趣 

其他:___________ 

*(請跳到第二部分) 

 

5. 你平時偏向的運動類別是： 

 個人運動(例如健身，瑜伽等) 

 群體運動(例如籃球，足球等)           

        *(如果選了個人運動，請跳到第 7 題)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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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常與你一起運動的人數(花最長時間的運動)： 

總共_____人(包括自己) 

 

 

7. 近半年內，除了運動堂外，你平均一星期的運動次數是： 

            一周不到一次            一至兩次       

            三至四次                五次或以上         

 

8. 近半年內，除了運動堂外，你平均每週做運動的時間是： 

1 小時或以下                     1 小時以上至 2 小時 

2 小時以上至 3 小時               3 小時以上至 4 小時   

 4 小時以上至 5 小時            5 小時以上至 6 小時 

         6 小時以上至 7 小時  7 小時以上至 8 小時 

         8 小時以上至 9 小時     9 小時或以上 

 

 

第二部分：心理健康指數測試(請打勾表示)  

請您仔細回想一下，在最近這一星期中（包括今天），下列敘述讓您感到困擾或苦惱的程度？ 

    

 非

常

不

贊

同 

不

贊

同 

一

般 

贊

同 

非

常

贊

同 

1. 感覺緊張不安。       

2.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3. 感覺舒暢、心情愉快。       

4. 覺得比不上別人。       

5.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       

6. 沒有自殺的想法。       

 

         

P.2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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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自信心測試(請打勾表示) 

以下是一組有關自我感覺的句子，請按你的情況作答。 

 

 非

常

不

贊

同 

不

贊

同 

贊

同 

非

常

贊

同 

1.  我認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至少基本上是與別人相等的。      

2.  我覺得我有很多優點。      

3.  總括來說，我覺得我是一個失敗者。      

4.  我做事的能力和大部份人一樣好。      

5.  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值得驕傲。      

6.  我對於自己是抱著肯定的態度。      

7.  總括而言，我對自己感到滿意。      

8.  我希望我能夠更多的尊重自己。      

9.  有時候我確實覺得自己很無用。      

10. 有時候我認為自己是一無是處。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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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人際關係測試(請打勾表示) 

 非

常

不

贊

同 

不

贊

同 

一

般 

贊

同 

非

常

贊

同 

1. 我會盡力完成答應同學的事。      

2. 我會跟朋友說自己的秘密。       

3. 我會主動參與家庭聚會。      

4. 我能在團體活動時和班上同學相處融洽。      

5. 我會跟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6. 我跟家人無話不談，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第五部分：情緒管理測試(請打勾表示) 

 非

常

不

贊

同 

不

贊

同 

一

般 

贊

同 

非

常

贊

同 

1. 壓力很大時，我知道如何去排解壓力。      

2. 當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我會意志消沉。      

3. 當我煩燥的時候，我會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4. 當我生氣時，我可以控制自己將要爆發的情緒。      

5. 當我傷心、難過的時候，我知道如何使心情好起來。      

6. 我會察覺到自己的情緒變化。      

 

本次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P.4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