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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中學生運動生活狀況調查研究

摘要

陳明坤

中興大學

本研究旨在探討澎湖縣中學生運動生活狀況。研究對象

為澎湖縣十四所中學男、女生共計2286位，並以「澎湖縣中

學生連動生活狀況調查問卷」為工具，進行問卷調查。經處

理、討論及分析後獲得下列結論:

一、連動之態度與認知

澎湖縣中學生對運動之態度傾向正面積極。大多數認為

從事運動有價值性、對身體有益，不會影響學業，為日

常休閒生活重要之角色。

二、運動生活實施狀況

學校運動設施為澎湖縣中學生最主要運動場所，大部份

利用放學之後從事運動。因天候及場地影響以不定期為

主，運動量小且分散。

三、影響從事連動之因素

影響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之最大因素為缺乏運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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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序為場地器材不理想、沒有同伴。學校體育老

師是學習、吸收連動技能、知識最大來源。但體育課程

只能學到少許技巧。

四、運動設施與資訊

澎湖縣中學生不常閱讀體育性書報，對國內、外體育與

運動狀況不瞭解。對居家附近的運動設施最不滿意。

五、運動傷害與最喜歡之運動項目

澎湖縣中學生最喜歡的運動項目前五項依序為籃球、羽

球、游泳、田徑及排球，大都為設備簡易、不受天候影

響或室內的運動。三分之三曾受過連動傷害，其中以腳

踩扭傷最常見。

六、澎湖縣中學生最感迫切需要改進的事項

1.增建場地、添購器材。

2.導正體育課朝向多樣化、休閒化。

3.加強師資、延聘專業人才。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翻閱國內體育與連動方面有關之調查研究文獻，均以臺灣本島的

大專院校、中等學校、國小及有關團體為研究對象，鮮少有關離島方

面的研究調查。然澎湖地區地理環境特殊，在風俗民情上與臺灣本島

相差頗大，在思想觀念及價值觀上確有其不同的差異。加上相當嚴重

的人口外流，導致人材流失，在運動上的發展與成績表現一直不甚理

想，因此更值得去研究探討其原因之所在。

欲探求全島運動推展之方法，必先暸解其間態度 、興趣及生活狀

況之所在，針對所需求訂定方針才能事半功倍。在澎湖縣人口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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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學生佔總人口近十分之一，因此特將中學生的態度及運動生活

狀況列為最優先調查之對象。職此之因，加以筆者對澎湖體育運動之

關切，此研究強烈之動機因而產生。

二、研究目的

l.探討澎湖縣中學生連動之意向及興趣所在。

2.瞭解澎湖縣中學生運動生活狀況。

3.瞭解影響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的原因。

4.瞭解澎湖縣中學生對運動設施滿意程度。

5.根據研究發展提出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藉此喚起大家對離島體

育建設之重靚及學術研究之風氣。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澎湖縣十四所中等學校在學男、女學生2286名為研究對

象，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

四、名詞釋義

為便於分析討論起見，茲將本研究所用之名詞操作性定義界定如

下:
l.一般地區:指澎湖縣馬公市區人口較調密的地區，其生活為一體不

可分的，亦是澎湖縣政治、經濟所在地，生活水準較高

。

2 .偏遠地區:指澎湖縣本島馬公市區以外的鄉村，生活型態分散，以

部落型態為主，各村相距甚遠，各自獨立，生活水準普

通。

3.離島地區:指澎湖縣本島以外之各級離島，地理環境特殊 ，各島孤

懸海中，與外界隔離，屬封閉性社區，生活水準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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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文獻探討(略)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及樣本選取

1.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澎湖縣十四所中等學校之學生做為調查對象。

2.取樣方法

本研究取樣方法係依據上述對象，先調查各校學生人數。因學校人

數差距太大，人數不足百人的學校全部調查，六百人以內的以隨機

方式取二分之一，千人以上的學校取五分之一。將問卷寄至各校，

請各校依性別、年級、班級等因素平均配額取樣。

3.樣本回收率

本研究依據上列取樣方式，共發出問卷2748份至各學校，結果收回

2508份，回收率93.28% '經整理得有效問卷2286份。

二、研究工具

l.本研究所用之調查工具為「澎湖縣中學生運動生活狀況調查問卷」

。

2. 問卷設計:

首先閱讀國內外有關的專門著作及研究文獻，以了解所涵蓋之意義

，其次收集澎湖縣各項相關資料，並親自到學校與同學交換意見，

瞭解其生活狀況，最後將各類問題歸納編成問卷。

3.預試

上述所編訂之間卷初稿，以澎湖縣馬公園中及中正園中兩校二百名

學生進行預試，特別要求同學註明語意不清及文字訛誤之處。問卷

於八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寄出，五月八日完成預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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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的實施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於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二日以掛號郵寄各受試

學校之體育衛生組組長，協助分發受試學生填答，並以電話保持聯絡

，請其收妥後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寄回。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各項資料經由資料庫程式收集並採用B.M.D.P.4F Subpro

gram(Two-way Frequency Table) 電腦程式計算，利用卡方(X)值檢

定其差異。採用公式如下:

2 
2 (!t o-f /e) 

X =~ 
I f e J 

五、調查結果可靠性之酸證

為了解本研究之可靠性，乃將收回的問卷資料輸入資料庫檔案，

並呼叫CDC CYBER 180/830 的內存亂數函數，把全部資料隨機的分成

樣本一( 1154份)、樣本二( 1132份)兩組 o 求其相關情形，或組各

題答案人數及百分比，再分別加以比較其顯著水準 o 依據統計結果，

兩組樣本在相關部份達0.01的顯著水準，而兩組各題百分比之差異情

形，多不顯著，是可證明本調查結果應具有代表性。

肆、分析與討論

一、運動的態度與認知

l.說明:旨在探討澎湖縣中學生運動的態度與認知方面的問題，包括

運動的重要性、價值性、對身體健康的幫助、喜歡連動的程

度、身體狀況、運動對課業的影響及運動目的。

2.調查結果:如表4 . 1-1.......4一 . 1 一7 (略)。

3.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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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全體樣本而言，澎湖縣中學生認為運動在日常休閒活動具有「

非常重要J 地位最多( 60.9%) ，其次為「重要J (23 .2%) , 

認為.不重要的只佔( 0.7%) 。由資料顯示，運動在大多數同學

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各項研究類別的研究上均達統計

上顯著性之差異 (P<O . Ol 、 P<0.05及P<O. 05) 

(2)澎湖縣中學生認為從事運動所消耗得時間，在全體樣本認為「有

價值」的最多、 (62.9%) ，而「沒有價值」的只佔( 4.3%) 。

就級別、性別和居住點而言，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P<O.Ol)

，各項研究類別上，認為「有價值」的均達六成，可見絕大多數

同學均認為從事運動是很有價值性的。此調查結果與文獻中阮如

鈞老師調查的結果相同。

(3)就全體而言，澎湖縣中學生認為從事運動對身心健康有「多」幫

助的有 (43 . 4%) ，其次是「很多」幫助 (34.1%) ，認為沒有

幫助的只佔( l. 8% )。由此可見大多數同學認為連動對身心健

康有很大的助益。而在各項研究類別來說，均達顯著水準( P< 

0.05 、 P<O . Ol及P<O.Ol) ，具有顯著的差異。

(4)就全體樣本而言，澎湖縣中學生中「很喜歡」運動的有( 50.3% 

) ，其次「喜歡J 的 (42.2%) ，再其次「不喜歡」的佔 (4.5

%)。由資料顯示，有半數的同學喜歡運動，而不積極較被動的

佔 (42.2%) ，基本上有絕大多數的同學是好動的，但風氣不盛

，尚未培養成興趣。在級別、性別及居住點上，均達到顯著性的

差異 (P<0.05 、 P<O.Ol及P<O.Ol )。

(5)澎湖縣中學生對目前自己身體情況的評價，在全體樣上本，自認

身體 「健康」最多 (45.4%) ，其次「普通」的佔 ( 44.7%) , 

認為身體「欠佳」 的有( 4 . 7%) 。絕大多數同學身體狀況自認

還好的佔了 (94.3%) ，僅少部份不好。本結論與文獻中黃彬彬

-6一



陳明坤 87

老師所做之調查結果不同。這與澎湖近大自然空氣清新、少污染

、平日多吃海產，民情開朗有闕，身心較強健。而在性別及居住

點對身體健康認知上均具顯著性的差異 (P(O.Ol) ，但在級別上

則無顯著性差異。

(6)澎湖縣中學生對從事運動對學業影響程度的看法，有一半以上的

同學認為不會影響課業，僅少數 (11.8% )認為會影響課業。在

級別、性別及居住點上對選答方式均有顯著性的差異 (P(O.Ol ) 

。高中生及女生認為稍有影響的高於國中生及男生，而認為較沒

影響的則相反。

(7)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的目的，以「鍛鍊身體」最多 (26.3%)

，其次依序為「可以學得各項運動技能 J (23.7%) 、「可調節

緊張生活J (22.0%) 及「可以廣泛的交友 J (1 1. 2%) 。在各

項研究類別上均達顯著性之差異 (P<0.05 、 P(O.Ol及PMO.01)。

二、運動生活實施狀況

1.說明:旨在探討澎湖縣中學生運動生活實施情形，調查研究其每週

平均運動時間、運動量、運動時段、運動場所及季風時運動

習性等。

2.調查結果:如表4.2-1-....4.2-5(略)。

3.分析與討論:

(1)澎湖縣中學生每週平均從事還動以「不定期」最多 (28.3%) , 

其次是「二小時J (24.4%) 。級別、性別和居住點上均達顯著

性之差異 (P(O.Ol) 。由資料可知，以不定期居多，此結果與文

獻中葉憲清老師所做調查結果相同。

(2)澎湖縣中學生每次從事運動的運動量以「卅分鐘至不滿一小時」

最多 (4 1. 3%) ，其次為「一小時至不滿二小時J (31. 9% )。

各項研究類別均達顯著上的差異。配合上題資料可知，澎湖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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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事運動每次運動量在一-小時左右，且不定期的實施。

(3)澎湖縣中學生每次從事運動所利用的時間以「放學後」最多(

3l. 5%) ，其次依序為「假日 J (24.1%) 、「週末J (20.1% 

)、「平時J (17.1%) 。由此可知，各個時段都有，且平均分

佈，其中放學後較多，利用課餘的較少。這和文獻中葉憲清老師

所做調查結果不同，可能因調查對象不同年紀上的差異所造成。

(4)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連動所利用的場所以「學校」最多 (45.8%)

，其次依序為「居家附近J (29.6%) 、「公國體育場等公設」

(13.9% )、「家中 J ( 7.3%) 。在級別上無顯著性的差異，

而性別和居住點上則有差異性存在。由資料顯示，任何方面均以

學校為最主要的運動場所。此結果與葉憲清老師之調查結果相同

。

三、影響運動的因素

l.說明:旨在研究探討影響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的各項原因，針對

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進行調查研究，包括父母、學習的對象

及體育。

2.調查結果:如表4.3-1--4.3-4(略)。

3. 分析與討論:

(1)澎湖縣中學生的父母對其從事運動之態度以「不反對」最多(

43.6%) ，其次依序為「沒意見J (3 l. 1%) 、「鼓勵J (22.3) 

，而反對及禁止的比例很低，各為 (2.5% 、 0.4% )。由此可見

，其父母對子女運動的態度並不積極、也不排斥，就如同對子女

課業不關心般的，亦是運動風氣不盛的原因之一 。 各項研究類別

均達顯著性之差異 (P<0.05 、 P<0.05及P<O.Ol)

(2)澎湖縣中學生學習運動技能、知識的來源以「體育老師」最多(

28.5%) ，其次依序為「電視、廣播J (1 1. 7% )、「自己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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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1.2%) 。由此顯示，體育教學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澎湖縣中

學生的連動技能，尤以師資為最重要。在級別上並無顯著性的差

異，而性別和居住點上則有差異的存在( P<O. 05 )。

(3)影響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的最大因素以「缺乏運動技巧」最多

(33.4%) ，其次依序為「場地器材不理想J (19.8) 、「沒同

伴J (13.9%) 、「功課太忙J (1 1. 7) 、「沒興趣J (10.5% 

)。由此可見影響澎湖縣中學生最主要因素是缺乏運動技巧，從

上一題研究結果可知，問題在體育教學這一環出問題，是師資亦

或課程的關係，值得我們去探討。在各項研究類別上均達顯著性

的差異 (P<O.OI) 。

(4)澎湖縣中學生從學校體育課運動技能學習情形之多寡以認為「少

許J (45.5%) 最多，認為「多」的 (40.0% )次之，最少的是

「沒有J ( 2.5%) 。整體的評價並不是很理想，有一半同學並

不能從體育課中習得許多技能。在各項研究類別上均達顯著性的

差異 (P<0.05 、 P<O.OI及P<O.OI) 。女生認為少許和沒有的佔(

52.3% )超過半數，而男生認為學到很多的較多。以居住點來看

，越是偏遠的離島認為可以學得較多技能的比率越高。

四、運動設施與資訊

1.說明:因地理環境殊異造成各方面之不便，在運動設施及資訊吸收

方面亦可。本節首在調查研究澎湖縣中學生對學校、居家附

近、澎湖縣的運動設施滿意情形以及體育、運動資訊吸收情

形。

2.調查結果: 如表4.4-1--4.4-4(略)。

3.分析與討論 :

(1)澎湖縣中學生閱讀有關體育與運動報章 、 雜誌或刊物的習債、以

「偶而看」最多 (62 . 1%) ，其次依序為「沒有J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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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看J (14.0%) 、「每天看J (.4;6%) 。由此可知，絕

大部份的同學並沒有定期閱讀的習慣，都是偶而隨輿翻閱。其中

男生對資訊的需求比女生強，國中比高中強，越是偏遠地區閱讀

率越低。三項均達顯著性的差異。

(2)澎湖縣中學生對其學校運動設施滿意的程度以「還可以J (57.3 

%) ，其次為「滿意 J (17.7%) 、「不滿意」佔 (17.2% ) 

「千良不滿意」只佔( 3.4%) 。由資料可知，對學校的運動設施

差強人意。在級別、性別和居住點上均達顯著性差異 (P<O.OI)

，其中男生較女生不滿意多，高中生較國中生滿意，居住點上各

個地區評價程度相去不大。

(3)澎湖縣中學生對居家附近運動設師的滿意程度，整體上較學校為

差， r還可以」最多 (45.9%) 、「不滿意」佔 (2~ .1%) ，其

次「很不滿意J (1 l. 5%) 、「滿意」只佔 (1 l. 0%) 。可知對

居家附近運動設施較不滿意。這與地方經費不足及無維修人員有

相關。各項研究類別均達統計上顯著之差異。高中生較國中生滿

意，女生對居家附近運動設施不滿意度達( 31.9% )。居住點上

則離島地區滿意度最佳。

(4)澎湖縣中學生對本縣運動設施滿意程度以「還可以」最多 (53.1

%) ，其次依序為「滿意J (25.2%) 、「不滿意 J (13.9%) 

、「很不滿意J ( 4.6%) 。和學校及居家附近滿意程度比較，

對縣的運動設施較為滿意，因近年基層建設，陸續蓋了體育場、

體育館 、 羽球館......等 ， 且集中一區形成運動公園 ，設備新穎。

各項研究類別均達顯著性差異。男生的滿意度較女生高，離島地

區比一般及偏遠地區滿意度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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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動傷害及最喜歡的運動項目

l.說明:運動傷害是運動員最大的威脅，也會影響日常作息。本節旨

在調查研究澎湖縣中學生連動傷害及參加運動比賽的情形，

並探討最喜歡的還動項目排行。

2.調查結果:如表4.5-1--4.5-5(略)。

3.分析與討論:

(1)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受過傷的人有64.2% '沒受過傷的有35.8

%'資料顯示有一半以上的人會因運動而造成大小不同的運動傷

害。在受傷部位中，以腳部56.5%最多，其次為手部30.5% '再

其次為膝部7.3% 、腰部2.0% 、頭部l. 8% 。在腳部中又以躁關

節受傷最多。以整體而言受傷率偏高，但因未探討受傷原因，故

無法知曉是器材、場地或技巧錯誤，亦或觀念偏差所造成，這有

待下次更深入的研究。

(2)澎湖縣中學生參加運動的情形，曾經「有」參加運動比賽的人有

三分之一強 (76.7%) , r沒有」參加的不到三分之一 (23.3%

)。而在參加比賽的同學中，以代表班級參加班際及校運會的最

多 (70.8%)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性及縣運會的居次 (27.2% ) 

，最少的是代表澎湖縣參加全國性比賽( 2.0%) 。澎湖縣少有

全國性比賽，參加機會少，代表率自然低。

(3)澎湖縣中學生最喜歡的運動項目為籃球( 28.5%) ，其次依序為

羽球 (18.4%) 、游泳 (12.3%) 、田徑 (1 l. 2%) 、排球(

10.1% )、 棒球 (7 . 6% )、桌球 (4 . 7% )、躲避球( 2.2%) 

、足球(l. 4%) 、手球(l. 1%) 。籃球能成為最熱門的項目有

幾個原因， 首先因籃球目前在我國最為普及，場地設施最普通，

第二因澎湖運動場地少氣候因素籃球不受限 ， 且村村里里及每個

學校均有籃球場地，因此最受歡迎。男生最喜歡前三名為籃球、

-11一



92 興大體育學報第一輯

棒球及田徑，女生為羽球、籃球及排球。國中生及高中生前三名

均為籃球、羽球及游泳。

六、澎湖縣中學生對體育課及體育奧運動上的缺失與各項建

龍之最集(略)。

伍、結論

茲將本研究主要發現及所得結果歸納如下:

一、體育運動的態度與認知

l.大部份同學 (60.9%) 認為運動在日常休閒活動上真有很重要的地

位，其中國中生高於高中生，男生多於女生，偏遠地區多於一般及

離島地區。

2.級別、性別和居住點在對運動所消耗的時間有多少價值的選答方式

，在統計上均達到顯著性的差異。大部份 (62.9% )的同學認為有

價值，其中高中生多於國中生，男生多於女生，離島地區多於偏遠

及一般地區。

3.在級別、性別及居住點上對從事運動身心健康有多少幫助的看法達

到統計上顯著性的差異。有一半 (43 . 4% )的同學認為有很多幫助

。

4.澎湖縣中學生對運動喜歡的程度，在級別、性別和居住點上均達顯

著差異。一半的同學 (50.3% )很喜歡運動，另約一半 (42.2%)

喜歡運動。其中國中生多於高中生，男生喜歡程度高出女生一倍，

居住點以離島地區最多。

5.澎湖縣中學生有近一半 (45.4% )的同學自認身體健康，男生多於

女生， 離島地區多於一般及偏遠地區，國中生多於高中生。本題在

性別和居住點上達顯著性差異 (P<O . Ol) ，在級別上則無差異性存

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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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約有一半( 42.7 )的澎湖縣中學生認為從事運動對學業沒有影響。

其中國中生多於高中生，女生多於男生，居住地點差不多。

7.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還動的目的以鍛鍊身體最多( 26.3%) ，男生較

重身體的訓練，女生則較重心理的調適。

二、體育運動生活實施狀況

l.澎湖縣中學生每星期平均運動時間以不定期最多( 28.3) ，其中國

中生高於高中生，女生多於男生，偏遠地區多於一般和離島地區。

級別和性別上達顯著性差異，居住點則無。

2.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每次平均的運動量以卅分鐘至不滿一小時最

多 (4 l. 3%) ，各項類別均達顯著性之差異。

3.澎湖縣中學生多利用放學後這段時間從事運動 (3 l. 5% )。女生則

比男生善用假日從事運動，而一般地區同學最能利用週末的時間。

4.約有一半 (45.8%) 的澎湖縣中學生是利用學校從事運動，男生多

於女生，高中生多於國中生。離島地區的同學更會利用學校從事連

動。本題在級別上無差異性存在。

三、影響從事運動的因素

l.澎湖縣中學生的父母對其從事運動的態度在級別、性別和居住點上

均達顯著性差異。近一半 (43.6%) 的父母不反對子女從事運動。

2.有一半以上 (58.5% )的澎湖縣中學生，學習吸收運動的技能、知

識來自體育老師。在級別上沒有顯著性的差異，性別及居住點上則

有差異性存在。

3.影響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運動最大的因素以缺乏運動技巧最多 (33.4

%) ，其次為場地器材不理想。在級別、性別及居住點的選答方式

均達統計上顯著性的差異。

4.澎湖縣中學生認為本縣發展運動最不利的三項因素依序為運動風氣

不好 (26.6%) 、運動設施不好 (24.4% )、缺乏專業人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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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級別上無顯著性差異，在性別和居住點上則有差異性存在

。

5.約有一半 (45.5% )的澎湖縣中學生認為學校的體育課只能學到少

許的還動技能，其中國中生認為少許的多於高中生，女生多於男生

，一般地區多於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

四、體育運動設施與資訊

l.近三分之二的澎湖縣中學生偶而有閱讀有關體育與運動的報章、雜

誌或書刊，而養成習價每天閱讀的只有4.6% 。

2.澎湖縣中學生對學校運動設施滿意程度，各項類別均達顯著性的差

異。超過一半 (57.3%) 認為還可以，其中國中生多於高中生，女

生多於男生，偏遠地區多於離島及一般地區。

3.澎湖縣中學生對居家附近的運動設施滿意程度，在各項類別上均達

顯著性差異，有一半 (45.9% )的同學認為還可以，不滿意和很不

滿意也高達40.6% '其中以男生最不滿意 (13.4%) 。

4.澎湖縣中學生對本縣運動設施滿意程度，在級別、性別和居住點上

均達顯著性差異。有一半 (53.1% )的同學認為還可以，在滿意程

度中以離島地區最多 (30.3% )。

五、運動傷害及最喜歡的項目

l.約有三分之二 (64.2% )的澎湖縣中學生會因從事運動而造成運動

傷害。在受傷部位中，以腳部 (56.5% )最多，其中又以腳踩受傷

率最高。

2.約有四分之三 (76 . 7% )的澎湖縣中學生曾參加過運動比賽。在參

加的比賽中，以代表班級參加校際及校運會最多 (70.8%) 。

3.澎湖縣中學生最喜歡的項目前十項依序為籃球、 羽球、游泳、田徑

、排球、棒球、桌球、躲避球、足球及手球。國中生、高中生最喜

歡籃球，男生最喜歡的項目也是籃球，女生為羽球。居住點三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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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最喜歡的項目都是籃球。

陸、建議

一、澎湖縣中學生不定期從事運動及運動時數少的人數有一半，可見

規律性運動尚未建立。各學校應重視學生之需求，課程應多樣化

、休閒化。

二、澎湖縣中學生從事還動大部份是在放學後利用學校場地設施，各

校應儘量開放場地設施並加強維修管理，確保運動安全。

三、體育老師為絕大多數同學學習運動技能及知識的最大來源，且影

響同學從事運動最大因素為缺乏運動技巧，有關單位應重視教師

在職進修及專業人材的聘任，以提升運動風氣及水準 o

四、澎湖縣中學生對還動資訊不太清楚，因而不能產生興趣，應加強

文宣工作，並多舉辦各項運動講習會、學術性巡迴講座。

五、同學運動傷害受傷率過高，且缺乏適當之預防處理知識，學校體

育課程應增授運動傷害課程。

六、本次僅以中學生為對象，作有關運動生活之問卷調查，未能在其

他方面更深入的探討。期待各位先進同好續能研究離島體育運動

，以提升澎湖縣之運動水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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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theme of this research concerns with the situation 

of exercising live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eng-Hu Hsien. The objects ar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from 14 junior high schools in Peng-Hu. They , totaled 2,286 , 

are requested to answer "A questionnaire of the situation 

of exercising live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eng-Hu Hsien." After processing ,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 1 have come to the coclusions that are as 

followed: 

1 .the attitucle and recognition 

The students' attitudes tend or positive. Most a them 

have the thought that taking exercise is valuable and good 

for health. Meanwhile , it will not affect their studies. 

Taking exerci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leisure 

lives . 

II.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ercising activit ies 

The students usually take exercise after schoo l. The 

main places where they exercise are the facilities in the 

school. Owing to the weather and places , they do not se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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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ed schedule. There for , the amount .and fime of exercise 

is little and sporadic. 

III.The reasons that influence the students to take exercise 

The reason the influences my interviewees most is the 

insufficience of techniques. Anothet reasens are lack of 

ideal facilities in the playgrounds , as well as no 

companions to exercise together. 

The main sources of learning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are from the teachers in the school. But only few techniques 

can .be learned in the gymnastic class. 

IV.The facilities and information of exercis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eng-Hu seldom read 

sport magazines and other articles. They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sport activifie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ey don't satisfy at all with the exercise facil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 

1v .Exercising injuries and favorite sports 

Two-third of the students have ever suffered from 

exercise injuries. Usually they twist their ankles. 

The top five favorite sports of the interriewees are 

basketball , badminton , swimming , track and field , and 
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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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nu v •• se sports requìre COnven lent 

facilities . In addition , the sport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weather or they are indoor exercise. 

VI.The mos t items the students think needed t o be improved 

1.Building new. playgrounds and buying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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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justing the gymnastic classes to be various ~nd 

leisurized. 

3: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and hire 

professional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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