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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學術研究是一件永無止境的志業，也是大學教育推廣重要立基。 

本系自民國五十八年創立以來，即致力於體育學術的提昇，亦培育國內體育

人才與運動競技的發展。於民國九十年創立「輔仁大學體育學刊」，本刊的發行是

我們追求卓越、向上提升的具體行動之一，具見證了我們的學習與成長，記錄我

們的思維與理念。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為本系最重要的學術刊物，提供本校全體師生及全國

體育界人士一個發表的園地，現今國內體育刊物與研討會日益增多，一份刊物要

在學術界脫穎而出的確不易，在歷屆主任的苦心經營之下，很榮幸我們發行至今

已邁向十一個年頭，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謝廣大讀者對本刊的支持，更要感謝努

力付出的教師、默默耕耘的編輯小組，以及各界同好的支持與賜教，近年來本學

刊之稿源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且發行工作相當順利，對於各界給予的肯定深感欣

慰。 

學術研究是一項永續經營的重要事業，體育的領域無論是術科或學科，亦或

是競技與健身，在理論與實務方面都有許多可供研究的主題，目前首要的任務是

提升本刊的論文品質。因此，一方面，在研究的質與量方面予以加強；另一方面，

更加嚴謹的篩選稿件，透過更嚴格的篩選，增進本刊論文之品質。 

最後，再次感謝各界同好對我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能更加為體育專業知

識的累積能更盡一份心力。 

 

體育系系主任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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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時光飛逝，「輔仁大學體育學刊」自民國 91年創立以來，今年邁入第 11年。

一年一期轉眼間本刊已編到第 11期，內容仍以原創性論文及探討性論文為主，主

要目的是提供體育界學術愛好者一發表的園地，另一方面是希望藉此多做交流，

庶幾能提升學術水準。 

可喜的是 11年來，蒙體育界的支持，編輯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本刊也被國

科會評為第 2級的刊物，令人欣慰。未來仍期望全體師生共同努力，再度提昇本

刊的學術水準，希望於下次評鑑時能被評為第一級。 

今年的投稿仍相當踴躍，審查也能順利運作，本期投稿的稿件共有 22篇，經

審查後通過的有 16篇，通過率為 72%。通過之稿件均為一時之選，可供體育教學

與訓練之參考。 

最後，能順利出刊，要感謝全體師生的參與，編輯委員的指導、審查委員的

辛勞，系所秘書的協助，以及研究生們的細心校對。 

在此特銘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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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籃球聯賽 (SBL) 現場觀眾體驗品質對體驗

滿意度及忠誠意願影響之研究 

 

林家緯 廖俊儒 

國立中正大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超級籃球聯賽 (SBL) 現場觀眾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度及忠

誠意願之影響關係。研究者針對民國 97 年 3 月 3 月 14 日、15 日及 16 日於新莊

體育館所舉行之例行賽，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共抽取 500 名現場觀眾進行問卷調

查，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412 份。資料處理方法為描述性統計、多元迴歸分析及路

徑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 SBL 現場觀眾之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度具有直接

正面影響，而對忠誠意願亦具有直接正面影響並透過體驗滿意度之中介而具有間

接正面影響。二、體驗滿意度對忠誠意願具有直接正面影響。三、 SBL 現場觀

眾的「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服務體驗」等體驗品質構面對體驗滿意度具有

直接正面的影響。四、 SBL 現場觀眾的「情感體驗」、「感官體驗」、「情緒體驗」

及「沉浸體驗」等體驗品質構面對忠誠意願具有直接正面的影響。 

 

關鍵詞：體驗品質、體驗滿意度、忠誠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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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由於消費者意識的抬頭，使得許多企業漸以顧客導向做為經營的理

念，縱使社會環境變遷快速，企業仍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不變的原則，這是由於

顧客滿意可增加企業獲利，提升企業競爭的優勢（艾建宏，2005）。在現今重視全

方位的顧客滿意的的時代，如何能使顧客感到滿意，對企業而言是一個重要且必

要的思考問題。然而，企業之所以會因有滿意的顧客而獲利，其主要原因是滿意

的顧客將有助於提高他們重複消費的意願或實際行為，換言之，即是會產生較高

的顧客忠誠 (Reichheld & Sasser, 1990) ，實際上，企業開發新顧客的成本約是維

持原有顧客的四倍以上 (Fornell & Wernerfelt, 1988; Kotler, 1997) ，此意謂著忠誠

的顧客不僅能帶給企業更多獲利，亦節省更多成本。因此，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

誠度一直是企業界及學術界所重視的課題。 

由於顧客滿意度對企業的發展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因此，探究出影響滿意

度的重要因素即成為另一個必須關注的焦點。 Zeithaml & Bitner (2000) 曾指出，

知覺品質是影響顧客滿意度的主要因素之一，而 Holbrook & Corfman (1985) 認

為知覺品質是一種評價性的偏好或判斷，其是以品質屬性為基礎之全面性的判

斷。因此，從過去的諸多研究可發現，研究者在針對不同的產業進行知覺品質的

研究時，會因應著該項產業屬性的不同，設定不同的知覺品質變數，例如有的研

究以產品品質做為探討影響滿意度的主要因素（邱光輝、孫珮珊、陳明怡，2005；

陳祺斌，2003），有的則是探討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李炳昭，陳一之，

2009；陳林鴻、張少熙、戴琇惠，2009），有的則是將產品品質與服務品質設定

為影響滿意度的重要變數（鄭凱若，2006）。 

然而，根據 Pine & Gilmore (1999) 的觀點，其認為體驗經濟時代已來臨，諸

多體驗式的產業（如主題樂園、運動、娛樂業…等），早期被視為是服務業的一

環，但實際上因為其屬性為提供消費者獨特的體驗，因此不宜以服務產業的觀點

加以視之，如同當初服務產業自製造產業抽離出來一般。而體驗行銷大師 Schmitt 

(1999) 更指出，企業要能成功，在於其能否提供、傳達給消費者良好的體驗品質。

http://www.ceps.com.tw/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9%82%b1%e5%85%89%e8%bc%9d&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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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儒（2009）亦認為，隨著經濟型態的演進，針對不同經濟類型的產業或產品

建構其特有的消費者體驗品質內涵，並進一步探討體驗品質與體驗滿意度、忠誠

意願之間的關係，實有其重要性。近幾年來，職業運動比賽觀眾消費行為的課題

的確累積了豐富的著作可供參考，然而在相關的論文章較關注的常是產品品質或

服務品質對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關係。不過，在探討產品品質時，其應關注在

產品屬性為有形產品者；而探討服務品質時，所關注的產品屬性通常應屬於無形

的服務；若要探討體驗品質時，則其所關注的應是該項產品的產品屬性屬於提供

消費者獨特的體驗。根據 Pine & Gilmore (1999) 的觀點，職業運動就是典型的體

驗式產品，消費者進場的目的在於獲得難忘的體驗而言，體驗品質的好壞應是影

響消費者滿意與否的前因變數，此由以往職業運動的場地品質或服務品質不佳

時，球迷仍願意進場觀賞球賽，可知服務品質應非影響滿意度及忠誠意願的主要

因素，然此缺口在過去的文獻中並未看到。本研究進行期間，運動產業為相關期

刊論文中以「體驗品質」為主要探討變項之論文尚不多見，因此，本研究期能補

足過去學理的缺口，試圖累積相關的研究價值。 

目前國內完成的體驗品質、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之相關研究，主要發現為

體驗品質對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的關係（王翔鍇，2005；陳宏斌、胡俊傑、林世

能，2007；陳福祥，2007；陳簾伃，2004；廖俊儒，2009），體驗滿意度對忠誠

意願具正向影響關係（李育霖，2004；林欣玫，2005；徐慧，2005；陳宏斌、胡

俊傑、林世能，2007；廖俊儒，2009）。以體驗經濟的觀點而言，運動產業實屬

於體驗經濟中的一項典型產業。運動具有非實體性、短暫性、經驗性及主觀性等

本質，其無法像一般實體性商品加以販售（廖俊儒，2009）。因此，觀賞超級籃

球聯賽的體驗感受好壞與否，實來自於顧客認知上對消費體驗後的知覺判斷，即

是所謂的知覺的「體驗品質」。而體驗品質的知覺結果，將成為消費者感到滿意

與否的重要依據，並進而可能影響其對於觀賞球賽的忠誠意願。基此，透過探索

超級籃球聯賽現場觀眾的消費體驗品質構面，並進而分析其對體驗滿意度與忠誠

意願的影響性，將有助於提供籃球聯賽經營者了解影響消費者的部份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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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的影響關係。 

（二）探討體驗品質構面對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之影響關係。 

貳、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民國 97 年 3 月 14 日、15 日、16 日於台北新莊體育館購票進

入球場觀賞超級籃球聯賽之現場觀眾。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廖俊儒（2004）、李育霖（2004）等研究，自行編製「超級籃球聯

賽現場觀眾體驗品質量表」為研究工具；其次，在滿意度測量工具方面， Czepiel 

(1974) 認為顧客滿意度可視為一整體性的評估，代表顧客對產品不同屬性主觀

反應的總合。 Day (1977) 亦認為滿意是一項整體的、概括的現象，衡量單一

的整體滿意度即可。至於忠誠意願的測量， Jones & Sasser (1995) 指出可藉由

再購買意願、對其他顧客的介紹、推薦與口碑等方式來加以測量。根據上述觀

點，本研究參考廖俊儒（2004）及陳宏斌、胡俊傑、林世能（2007）等研究，編

製「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等構面。本研究之量表係採用李克特氏 (Likert) 

五等量表方式計分，根據受試者的填答情況，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

意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2、3、4、5 的分數，所有題目

皆為正向計分題。 

研究者於民國 97 年 2 月 2 日、3 日於台北新莊體育館，以立意抽樣方式進行

抽樣，選取 400 名擬購票進入球場觀賞超級籃球聯賽之現場觀眾進行問卷預試，

並以此資料進行量表的項目分析及信度、效度之考驗。本研究之前因變數為體驗

品質，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是以曾經進場觀賞過 SBL 的消費者為對象，本

研究在進行抽樣時，是針對排隊買票尚未進場的消費者（因 SBL 不同意進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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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問卷），先詢問其是否是第一次來觀賞球賽，若是的話則排除，不予施測，若

其曾觀賞過球賽者才列為研究對象。預試問卷發出 400 份，共回收 376 份問卷，

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35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9%。本研究工具之各量表部分

係先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法進行項目分析，以篩選出鑑別度低之項目予以剔

除。針對經項目分析篩選後之項目，以主軸法抽出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再根

據陡階檢定，決定當抽取之因素數目。其次，再針對所抽取的因素數目進行斜

交轉軸法分析，以篩選負荷量大且呈現之因素內容項目最有意義的項目，並進

行因素命名。之後，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以進行量表信度之考驗。在經過

探索性因素分析後，體驗品質量表可分成「沉浸體驗」、「服務體驗」、「情緒

體驗」、「情感體驗」及「感官體驗」等五個構面，而體驗滿意度構面和忠誠意

願構面皆代表單一潛在構念。而本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分別如下敘述之： 

（一）效度考驗 

本研究之量表首先係初步調查曾經前往 SBL 現場觀眾之體驗內涵，再由相

關文獻的探討，依據欲達到之研究目的所編擬而成，故應具有一定水準之內容效

度。其次，本研究之量表經項目分析、球形檢定、 KMO 檢定及因素分析等方法

嚴謹篩選出符合本研究所需之題目，故應具備可接受之建構效度。其中，「體驗

品質量表」球形檢定之卡方值為 3266.93，並達顯著水準， KMO 值為 0.90，

「體驗滿意度構面」球形檢定之卡方值為 716.01，並達顯著水準，而 KMO 值

為 0.76；「忠誠意願構面」球形檢定之卡方值為 438.18，並達顯著水準，而 KMO 

值為 0.72，以上皆達可接受之水準。體驗品質量表因素分析後各構面之因素負

荷量及可解釋變異量如表 1 所示，體驗滿意度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及可解釋變異

量如表 2 所示，忠誠意願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及可解釋變異量如表 3 所示。 

表 1 體驗品質量表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因素構面 

題項 

沈浸 

構面 

服務 

構面 

情緒 

構面 

情感 

構面 

感官 

構面 

1.您總是沉浸於球場內的比賽 .774     

2.您只會專心關注於球場上的訊息 .742     

3.您的體驗總是會有一種流暢感受 .717     

4.您總是專注於球場內賽況的進行 .69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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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5.您總是會忘記時間的流逝 .684     

6.您總是暫時忽略身旁的事物 .675     

7.您總是注視著場上球員的一舉一動 .663     

8.您總是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 . .840    

9.服務人員總是能協助解決您的問題  .737    

10.您總是感受到裁判的專業性  .661    

11.購買球票的方式總是讓您感到方便  .438    

12.球員出乎意料的進球，您的情緒總是興

奮高亢 
  .777   

13.當您所支持的球隊進球得分時，您會感

到特別興奮 
  .671   

14.雙方比數接近總是使您感到緊張刺激   .653   

15.比賽結果出乎您的想像，您總是感到驚

奇不已 
  .572   

16.您的心情總是感到很愉快   .469   

17.您總是會將精神寄託於喜愛的球員身上    .717  

18.您總是會在群體中找到一份歸屬感    .695  

19.球員平易近人的親切態度總是讓您為之

仰慕 
   .664  

20.球員的舉動總是能讓您產生特殊情感    .650  

21.您總是對於所支持的球隊較有認同感    .630  

22.您總是對台灣籃球運動充滿信心    .510  

23.週遭環境的氣氛總是讓您感到扣人心弦     .718 

24.現場加油聲總是讓您感到震撼     .707. 

25.現場所撥放的音樂總是使您感到愉悅     .552 

特徵值 8.13 2.22 1.62 1.39 1.10 

解釋變異量 30.51% 7.06% 4.52% 3.49% 2.29% 

累積解釋變異量 30.51% 37.57% 42.09% 45.58% 47.89% 

 

表 2 體驗滿意度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題項 體驗滿意度構面 

1.您對以往在現場觀賞 SBL 球賽經驗感到 .850 

2.您對以往在現場觀賞 SBL 球賽的各種體驗感到 .902 

3.您對以往在現場觀賞 SBL 的整體感受是 .882 

累計解釋變異量 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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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忠誠意願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題項 忠誠意願構面 

1.您下次是否願意在次到現場觀賞 SBL 球賽 .782 

2.您是否願意與朋友分享觀賞 SB L 球賽的難忘經驗 .745 

3.您是否願意推薦他人前往 SBL 現場觀賞球賽 .872 

累計解釋變異量 64.25% 

 

（二）信度考驗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 係數以進行量表信度考驗。經分析後，其結果如下：

1.體驗品質量表中的第一構面「沉浸體驗」的 α 係數為 0.87，第二構面「服務體

驗」的 α 係數為.75，第三構面「情緒體驗」的 α 係數為 0.77，第四構面「情感

體驗」的 α 係數為 0.81，第五構面「感官體驗」的 α 係數為 0.70，總量表 α 係

數為 0.90。2.體驗滿意度構面的 α 係數為 0.90。3.忠誠意願構面的 α 係數為 0.84 

邱皓政（2006）指出一般以各種係數低於 0.7 以下，視為信度不良，表示該

量表的可靠性不佳，堪用程度受到嚴重質疑。根據此項觀點，本量表之各 α 係

數值皆高於 0.7，皆達可接受水準，顯示本研究所編製之量表及構面具有一定水準

的可靠性。本研究各量表及構面之分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4。 

表 4 各量表及構面信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 構面 題數 分量表 α 係數 總量表 α 係數 

體驗品質 

沈浸體驗 7 0.87 

0.90 

服務體驗 4 0.75 

情緒體驗 5 0.77 

情感體驗 6 0.81 

感官體驗 3 0.70 

體驗滿意度  3  0.90 

忠誠意願  3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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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問卷施測 

本研究於民國 97 年 3 月 14 日、15 日、16 日，針對超級籃球聯賽在台北新莊

體育館所舉行之三場例行賽，於比賽開始前一小時以立意抽樣方法，選取進入球

場觀賽的現場觀眾，第一場例行抽取 160 份問卷、第二場及第三場例行賽抽取 170

份，三場例行比賽共抽取 500 名。在施測前詢問受試者，以往是否曾至現場觀賞

過超級籃球聯賽，若回答「是」者才予以施測，若該次為其第一次至現場觀賞比

賽者則予以排除。正式問卷共發出 500 份，回收 458 份問卷，其回收率為 91.6%，

而回收有效問卷則共有 41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2.4%。樣本結構如表 5。 

表 5 SBL 現場觀眾之樣本結構摘要表 

人口統計變項 類別 次數（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149 36.2 

女 263 63.8 

年齡 

19 歲以下 146 35.4 

20-23 歲 150 36.4 

24 歲以上 116 28.2 

職業 
學生 267 64.8 

非學生 145 35.2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路徑分析探討體驗品質、體驗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結構關係及其影響

效果。本研究之統計顯著性考驗訂為 α =.05。 

參、結 果 

本研究先藉由路徑分析，以了解整體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之影

響關係，結果如圖一，整體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度具顯著直接正向影響效果，路

徑係數為 0.65 (p<.05) ，對忠誠意願亦具顯著直接正向影響效果，路徑係數為 0.46 

(p<.05) 。而體驗滿意度對忠誠意願具顯著直接正向影響效果，路徑係數為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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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另外，整體體驗品質對誠意願亦具顯著間接影響效果，影響效果為 0.46

加上 0.65×0.21 等於 0.14，因此，整體體驗品質對忠誠意願之總影響效果為 0.60。 

其次，本研究將體驗品質之五個構面做為外衍變項，分析其與中介變項體驗

滿意度、內衍變項忠誠意願之影響關係。第一個多元迴歸分析以體驗品質五個構

面為自變數，體驗滿意度為依變數，其分析模式結果摘要如表 6，其中，迴歸分

析的 R2 為 0.43，表示依變數可被五個自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43%。而自變數中

共有三個變項達顯著水準，分別為感官體驗 (Beta =0.26, t=5.25, p<.05) 、情感體

驗 (Beta =0.27, t=5.04, p<.05) 、服務體驗 (Beta =0.16, t=3.79, p<.05) 。 

表 6 SBL 現場觀眾體驗品質構面對體驗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數 B Beta 分配 標準誤 t 值 

常數項 0.64  0.22 2.86* 

5.25* 

5.04* 

3.79* 

X1 感官體驗品質 0.26 0.26 0.05 

X2 情感體驗品質 0.25 0.27 0.05 

X3 服務體驗品質 0.14 0.16 0.04 

R
2 
=0.43     

F 檢定=61.22*     

* p＜.05 

體驗品質 

體驗滿意度 

忠誠意願 

0.46* 

0.65* 

0.21* 

圖 1 SBL 現場觀眾體驗品質、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之路徑分析圖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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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二個多元迴歸分析將體驗品質之五個構面及體驗滿意度做為自變

數，以忠誠意願做為依變數。其分析模式結果摘要如表 7，其中，迴歸分析的 R2 

為 0.43，表示依變數可被六個自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43%。經分析後，共有五個

變項達顯著水準，分別為體驗滿意度 (Beta =0.21, t=4.29, p<.05) 、情緒體驗 (Beta 

=0.16, t=3.12, p<.05) 、情感體驗 (Beta =0.21, t=3.85, p<.05) 、沉浸體驗 (Beta 

=0.16, t=2.95, p<.05) 及感官體驗 (Beta =0.11, t=2.19, p<.05) 。 

表 7 SBL 現場觀眾體驗品質構面、體驗滿意度對忠誠意願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數 B Beta 分配 標準誤  t 值 

常數項 0.90  0.23 3.90* 

X1  體驗滿意度 0.22 0.21 0.05 4.29* 

X2  情緒體驗品質  0.21 0.16 0.07 3.12* 

X3  情感體驗品質 0.21 0.21 0.05 3.85* 

X4  沉浸體驗品質 0.16 0.16 0.06 2.95* 

X5  感官體驗品質 0.11 0.11 0.05 2.19* 

R
2
 = 0.43      

F 檢定 = 50.40*      

* p＜.05 

SBL 現場觀眾的體驗品質構面影響體驗滿意度、忠誠意願之路徑分析結果如

下圖 2 所示。由路徑係數可知，正面影響 SBL 現場觀眾體驗滿意度的主要因素

依序為「情感體驗」、「感官體驗」、「服務體驗」，其路徑係數分別為 0.27 (p<.05) 、

0.26 及 0.16 (p<.05) 。 

為了解各變數影響忠誠意願的效果需另計算體驗品質對忠誠意願之直接效果

和間接效果的和，其結果如下表五所示。由總效果之計算可知，各變數對忠誠意

願之影響效果如下： 

一、 沉浸體驗對忠誠意願具顯著的正面直接影響，影響效果為 0.16 (p<.05) ，但

間接影響效果 0.02 (p>.05) 不顯著。 

二、 服務體驗對忠誠意願的直接影響不顯著，影響效果為 -0.06 (p>.05) ，但具有

顯著的間接影響，影響效果為 0.04 (p<.05) 。 

三、 情緒體驗對忠誠意願具顯著的正面直接影響，影響效果為 0.16 (p<.05) ，但

間接影響效果 0.02 (p>.05) 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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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情感體驗對忠誠意願具顯著的正面直接影響，影響效果為 0.21 (p<.05) ，間

接影響效果 0.06 (p<.05) 亦顯著，總效果為 0.27 (p<.05) 。 

五、 感官體驗對忠誠意願具顯著的正面直接影響，影響效果為 0.11 (p<.05)，間接

影響效果 0.06 (p<.05) 亦顯著，總效果為 0.17 (p<.05) 。 

六、 體驗滿意度對忠誠意願具顯著的正面直接影響，影響效果為 0.21 (p<.05) 。 

 

 

 

 

 

 

 

 

 

 

 

 

 

 

圖 2 SBL 現場觀眾體驗品質構面、體驗滿意度及忠誠意願之路徑分析圖 

註：*p<.05 

表 8 體驗品質構面及體驗滿意度對忠誠意願之影響效果摘要表 

外衍變項 
 內衍變項 

 體驗滿意度 忠誠意願 

沉浸體驗 直接效果 0.08 0.16* 

 間接效果 - 0.02 

 總效果 0.08 0.16* 

服務體驗 直接效果 0.16* -0.06 

 間接效果 - 0.04* 

 總效果 0.16* 0.04* 

情緒體驗 直接效果 0.09 0.16* 

（續下頁） 

服務體驗 

體驗 

滿意度 

忠誠 

意願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情緒體驗 

沉浸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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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間接效果 - 0.02 

 總效果 0.09 0.16* 

情感體驗 直接效果 0.27* 0.21* 

 間接效果 - 0.06* 

 總效果 0.27* 0.27* 

感官體驗 直接效果 0.26* 0.11* 

 間接效果 - 0.06* 

 總效果 0.26* 0.17* 

內衍變項    

體驗滿意度 直接效果  0.21* 

 間接效果  - 

 總效果  0.21* 

* p＜.05 

肆、討 論 

從結果圖一可知， SBL 現場觀眾整體體驗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體驗滿意度及

忠誠意願，並會透過滿意度間接影響忠誠意願，而體驗滿意度亦會正向影響忠誠

意願，該結果與陳簾伃（2004）、黃佳慧（2005）、陳宏斌、胡俊傑、林世能（2007）

及廖俊儒（2009）之研究結果一致。此意謂，當 SBL 現場觀眾感受到到正面的

體驗品質時，則亦會產生正面的體驗滿意度，並進而能使現場觀眾有較高的忠誠

意願。就實務上而言，其表示若 SBL 經營當局希望球迷能有高度的忠誠，願意

常常至現場觀賞球賽，則必須思考如何提供好的體驗品質，以提高觀眾的體驗滿

意度。 

其次，由結果表三發現， SBL 現場觀眾的「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服

務體驗」等構面對體驗滿意度具有正面的影響力，此表示其為影響 SBL 現場觀

眾體驗滿意度的主要因素。因此，若要提高現場觀眾的滿意度，則 SBL 經營當

局應該設法提昇現場觀眾的感官體驗、情感體驗及服務體驗。 

此外，經由結果圖二及表五可知，體驗品質構面對 SBL 現場觀眾的忠誠意

願產生正面影響者，以「情感體驗」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其次為「感官體驗」、「情

緒體驗」及「沉浸體驗」，此部份的結果與廖俊儒（2009）之研究不盡相同。根據

廖俊儒（2009）的研究發現，職棒現場觀眾體驗品質構面中，影響忠誠意願的主

要因素為「感官體驗」，其次為「情緒體驗」及「服務體驗」。此意謂著職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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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在意的乃是球賽呈現出來的感官效果，包括球賽的精彩度、觀眾加油吶喊的

震撼感受等。而本研究的結果則代表 SBL 現場觀眾比較在意的是對於觀賞球賽

過程中的情感體驗品質，依本研究的測量變項可知，情感體驗乃來自於其對於所

喜愛的球員的仰慕、精神寄託、及對於所支持球隊的認同感。根據以往職棒的相

關研究發現，其現場觀眾主要為男性，約為 60-70%（洪司桓，2003；廖俊儒，2009；

趙政諭，2000），而超級籃球聯賽之現場觀眾主要為女性，約占 70-78%（楊玉明、

李俞麟，2005；齊璘，2008）。一般而言，女性消費者通常被視為比男性較為重視

情感層面的因素，而男性常被視為是較理性的消費者，因此，這樣的差異是否可

能由於研究標的之現場觀眾性別結構的不同所造成，研究者不敢定論，不過，應

可透過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釐清。 

就上述結果觀之，在實務上， SBL 經營當局應可藉由加強球迷與所支持球

隊或球員之互動，提高其情感體驗品質，以建立球迷高度的忠誠意願，可行的做

法如增加球員與現場觀眾有近距離的接觸或互動，以滿足現場觀眾對特定球員或

球隊在情感上的寄託，其次，亦可推出多人同行之優惠方案鼓勵球迷友伴共同進

入球場觀賽，使團體在觀賞球賽過程中的互動過程中找到歸屬感，加強對支持球

隊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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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The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Spectators’ Experience Quality toward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tention 

 

Jia-Wei Lin Chun-Ju Lia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spectators‘ experience quality toward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tention. The researcher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500 

spectators at the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games held on March 14th, 15th, and 16th in 

2008. Samples we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This study adopted 

descriptive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ed: 1. Experience quality of SBL spectators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Besides, it also coul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loyalty positively. 2.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of 

SBL spectators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loyalty intention positively. 3. The 

dimensions of experience quality, sense experience, feel experience, and service 

experience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4. The 

dimensions of experience quality, feel experience, sense experienc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immersion experience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Keywords: experience quality,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loyalty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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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邏輯斯迴歸建構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

之模型 

 

陳志成 

真理大學 

 

摘要 

美國運動作家 John Lowe 在 1985 年時針對美國大聯盟，所提出投手先發

時至少頇投 6 局且責任失分不得超過 3 分的優質先發 (Quality Start) 概念。這

項統計數據剔除了得分支援、救援失敗、以及失誤等的影響，僅參考先發投手

個人的表現並與棒球統計學上越來越多試圖反映個人成就的趨勢相符。優質先

發這項指標適用於美國職棒大聯盟，但未必適用於中華職棒大聯盟。因此，本

研究依此概念，利用中華職棒大聯盟官方網站所提供的 2005 年至 2010 年球季

每場先發投手相關資料，透過邏輯斯迴歸分析建構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的

模型。本文分析結果發現：2005 年至 2010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勝投者

在各因素上的表現優於非勝投者。另外，先發投手的投球局數、自責分率及被

上壘率是影響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的關鍵因素，並藉由關鍵因素的產生，再

搭配邏輯斯迴歸分析，建構出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優質先發模型為 0.282×投球局

數-0.303×自責分率-0.313×被上壘率-0.845，其準確性頗佳。藉此模型瞭解各隊

所屬先發投手較真實的能力，以利球團評估球員的實力。 

 

關鍵詞：棒球統計學、先發投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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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棒球運動是一項台灣人茶餘飯後可以被當成閒聊話題討論的運動項目，也

是讓台灣人為之瘋狂的一項團體運動。從嘉義農林棒球隊在日據時代闖進日本

甲子園決賽獲得亞軍開始，歷經台灣少棒隊遠征美國威廉波特爭取少棒聯盟冠

軍獲得兩次四連霸，到 80 年代開始各級業餘棒球隊在國際賽中屢獲佳績，加

上近年來諸多青年優秀選手加盟美日職棒，這些都是台灣人民矚目的焦點，因

此，棒球運動對台灣而言，不單只是一項運動而已，也是台灣人民的一種精神

寄託及帶有民族激勵與抒發的運動項目（陳志成、陳天賜，2009；謝仕淵、謝

佳芬，2003）。1990 年中華職棒聯盟成立，球迷開始注意職業棒球投手及野

手各項數據的結果，並引用數據熱烈的討論，也使得台灣職業棒球運動的量化

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的大量冒出。例如職棒球隊競爭能力或經營效率的分析（吳

佳芳，2003；陳志成、陳天賜、鄭俊傑，2005）；比賽勝負預測模式的建立（施

致平、黃蕙娟、倪瑛蓮，2010）；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評選準則模式的建構（林

文斌，2008；林文斌、莊政典、陳一進，2009）；球隊或選手績效的評估（林

士彥、張良漢，2008；陳天賜、陳志成，2009）；投手投球技術的分析（陳志

成、陳天賜、陳彥蓁、于馥華，2009； Chen, Lin, Lee, Chen, & Tseng, 2010）。

這些研究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協助職棒球隊更有效率的經營並追求比賽的勝

利，進而吸引觀眾的入場。球賽的勝利是職棒球隊吸引觀眾入場與增加營收的

最佳工具，而投手更是影響職棒球隊勝利的重要關鍵因素，可說是棒球比賽中

的靈魂人物。投手的球速、控球、球種、球質、配球等能力，是能否有效壓制

對方的攻擊、掌控比賽節奏的關鍵因素，因此投手對比賽勝負影響力高達

60%-80%（高英傑、劉強，2007；廖文男、林啟川、高英傑，2003）。綜合上

述文獻可知投手的表現對職棒球隊勝負佔有相當高的影響力，因此了解中華職

棒大聯盟先發投手於研究期間（2005 年起至 2010 年止）各項數據表現，有其

必要性，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不論是短期的業餘比賽或是整年度的職業比賽，投手表現好壞都會影響最

終的成績，2001 年第 34 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華隊獲得第 3 名的佳績，最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8~34 頁(2012.5)                            應用邏輯斯迴歸建構中華職棒

大聯盟優質先發之模型 

 

20 

重要的關鍵就是投手能壓制對手的得分（廖文男、林啟川、高英傑，2003）。

統一獅職棒球團在職棒 15 年排名年度第 1 也是因為投手在防禦率、被上壘率

兩項指標排名 6 隊第 1，在奪三振率指標方面也排名 6 隊第 2（陳志成，2004）。

國外學者 Fields (2001) 與 Mazur (1994) 分別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投手為研

究對象，發現投手能力提高對球隊成績有正面幫助。各類型的投手中又以先發

投手對一場比賽的勝負影響力最大，因此美國職棒大聯盟各隊在球季結束後，

都積極在自由市場中尋覓優質的先發投手，建構強而有力的先發投手群，以利

在開賽之初就能取得比賽的優勢。但是再強的先發投手，也需要其他隊友打擊

及防守的支持。先發投手必須至少投滿 5 局，並且在領先的狀況下，才能成為

勝投候選人，如果想要獲得勝投，還必須靠隊友們的幫助，保持領先至比賽結

束，才能獲得勝投。這個過程可能會因為中繼投手或後援投手失常，或是野手

的失誤，最後功虧一簣。因此 Chen 等 (2010) 針對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

可能勝場數與實際勝場數差距的一項研究發現，2009 年球季中，先發投手可

能的勝投數與實際勝投數最多差到 7 場之多。這樣的結果表示，先發投手即使

在場上表現的再優異，被換下之後，就必須將結果交給別人來決定了。如果光

靠整個球季的勝場數來斷定一個投手的優劣，似乎有欠公平。因此美國的運動

作家 John Lowe 在 1985 年提出了優質先發 (Quality Start) 的概念 (Neyer, 

2006; Smith, 1992) ，其定義為先發投手必須投滿至少 6 局，而且責任失分 

(Earned Run: ER) 不能超過 3 分，才能符合優質先發的定義。發展「優質先發」

這項統計數據與棒球統計學上越來越多試圖反映個人成就的趨勢相符。「優質

先發」這項數據剔除了得分支援、救援失敗、以及失誤等的影響。得分支援、

救援失敗及失誤等這些數據經常會影響到投手的勝投與敗投場次，卻常常不是

先發投手所能控制的。但是投 6 局責任失分 3 分的標準是針對美國職棒大聯盟

所設定的，是否能適用於中華職棒大聯盟的比賽當中，值得商確。回顧過去針

對中華職棒大聯盟球隊影響勝負因素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僅有王祖傑（2008）

及施致平、黃蕙娟、倪瑛蓮（2010）以建構團隊勝負的模式為主，其餘皆偏重

於團隊績效的評估（吳佳芳，2003；林文斌、鄧元湘、陳一進、廖俊欽，2005；

陳天賜、陳志成，2009），且目前並無任何與建構職業棒球先發投手獲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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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相關研究。 

回顧過去研究，諸多領域中尋找關鍵因素且依變項為二元變項時，皆廣泛

應用邏輯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邏輯斯迴歸是處理分類判別問題很重

要的方法，它可以將各類別之結構顯示出來，對於參數估計及變數之精簡都有

很大的幫助（吳明隆，2008；鄒幼涵、李仁棻、黃登源，2007）。例如體育運

動相關領域用來找出青少年棒球選手肩膀及手肘受傷的因素 (Lyman, Fleisig, 

Andrews, & Osinski, 2002; Olsen, Fleisig, Dun, Loftice, & Andrews, 2006) 及建

構職棒球隊獲勝預測模式（施致平、黃蕙娟、倪瑛蓮，2010）或運動中心顧客

參與預測模式（倪瑛蓮、施致平，2010）。另外醫學界用來找出疾病發生的影

響因素或是醫療行為的存活率（徐濤、劉軍廷、韓少梅、朱廣瑾、毛萌，2009；

劉嘉年，2009）。財金領域方面有林郁翎、徐霈（2011）與邱瓊玲（2011）等

學者運用邏輯斯迴歸建構財務方面的預警模式。另外，黃春美（2010）也應用

邏輯斯迴歸於犯罪學上，找出相關因素及預測毒品施用者再犯的可能性。綜合

以上，本研究欲利用中華職棒大聯盟官方網站所提供之投手於比賽中所表現的

相關數據資訊並透過邏輯斯迴歸找出影響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的關鍵因

素，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最後透過這些關鍵因素來建構一個對中華職棒大聯

盟各球隊先發投手較客觀評估指標之優質先發的模型，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基於問題背景之敘述與相關文獻之分析，本研究目如下： 

（一）了解2005年至2010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各項數據之表現。 

（二）找出影響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之關鍵因素。 

（三）建構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之模型。 

以上結果期望能有利於中華職棒大聯盟各球團能夠更準確的評估其先發投

手貢獻。 

貳、方 法 

一、可能影響因素的選擇 

為建構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之模型，本研究以是否為勝投 (Result)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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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數，自變數部分，國內學者陳志成、陳天賜（2009）利用 2008 年中華職

棒大聯盟球季各隊先發投手所表現之投球局數 (Innings Pitched: IP) 自責分率 

(Earned Run Allowed / Innings Pitched×9: ERA) 、被上壘率 (Walks + Hits / 

Innings Pitched: WHIP) 及三振率 (Strikeouts / Innings Pitched×9: K/9) 等因素

探討各隊投手的投球技術定位，研究發現上述指標能夠有效區別出投手的投球

技術定位。另有學者以相同的因素探討 2009 年球季中華職棒大聯盟最佳的先

發投手，該研究亦可有效找出當年度表現最佳的投手 (Chen et al., 2010) 。國

外方面， Lewis (2003) 針對美國職棒大聯盟奧克蘭運動家隊所撰寫魔球一書

提到，投手的被上壘率及三振率是奧克蘭運動家隊用來評選投手主要的因素。

另外， Sparks and Abrahamson (2005) 利用勝場數、負場數、勝率、自責分率

及三振等資料，透過數學的模型找出美國職棒大聯盟賽揚獎 (The Cy Young 

Award) 的預測模式。綜合以上，國內外有關先發投手的相關研究，多以自責

分率、三振率及被上壘率等指標作為評估投手能力的關鍵因素。另外，棒球規

則中定義先發投手要能夠成為勝利投手必須至少投完五局後退出，此時該隊仍

在領先狀態，中途並未平手或落後且至結束為止亦仍在領先狀態等條件俱全時

始得給予勝利投手之記錄（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9），因此本研究亦將投球

局數 (Innings Pitched : IP) 列為關鍵因素之一。專業媒體報導棒球時，也將好

球比例 (Strikes / Pitches : S/P) 列為評斷先發投手表現優劣的參考指標之一

（曹玉烱，2011；藍宗標，2008），基於此，本研究也將此列為關鍵因素。棒

球比賽中，兩軍對戰，全壘打往往成為輸贏的關鍵，因此本研究也將投手被全

壘打數 (HR) 列為關鍵因素。綜合上述，本研究將自責分率、三振率、被上壘

率、投球局數、好球率及被全壘打數等六項關鍵因素列為本研究之自變數。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 2005 年（職棒 16 年）至 2010 年（職棒 21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

官方網站 (http://www.cpbl.com.tw) 所公佈 1680 場次之先發投手各項數據（投

球局數、面對打席、投球數、好球數、壞球數、被安打、被全壘打、四壞球、

四死球、三振、暴投、犯規、失分、自責分、失誤）。轉換成單場的自責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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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率、被上壘率、投球局數、被全壘打數及好球比例，共計 3360 筆資料。

其定義如下： 

自責分率 ＝（自責分 ÷ 投球局數）× 9 

三振率 ＝（三振 ÷ 投球局數）× 9 

被上壘率 ＝（四壞球 ＋ 被安打）÷ 投球局數 

投球局數 ＝ 投球局數 

好球比例 ＝ 好球數 ÷（好球數 ＋ 壞球數） 

被全壘打數 ＝ 全壘打數 

三、資料處理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其資料處理係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套裝軟

體程式進行統計分析。茲將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用此分析了解2005年至2010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勝投及非勝投兩

類投手各項因素之表現。 

（二）邏輯斯迴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影響先發投手勝投或非勝投之自責分率、三振率、被上壘率、投球局數、

好球率及被全壘打數等關鍵因素視為自變數，勝投與非勝投視為依變項，其中

勝投是以中華職棒大聯盟於正式紀錄中被記錄為先發投手且獲得勝投者，以1

表示之；其餘被記錄為先發投手，但是被列為敗投或是無關勝敗者，以0表示

之。線性迴歸模型之逐步迴歸法 (stepwise regression) 可以應用於邏輯斯模型

之選擇，因每一選擇步驟需用到最大概似法，因此使用逐步選擇程序比較合理

（黃登源、李仁棻，2004）。因此本研究運用邏輯斯迴歸中的前進選擇程序 

(Forward Selection Procedure) 進行分析，找出影響勝投與非勝投的關鍵因素並

建構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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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 果 

一、2005 年至 2010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各項數據之表現 

中華職棒大聯盟 2005 年至 2010 年球季所有先發投手在各項因素上的平均

表現，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5 年至 2010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各項數據表現一覽表 

年度 結果 次數 投球局數 自責分率 三振率 被上壘率 好球比例 全壘打數 

2005 勝投 207 5.66 3.65 6.12 1.37 0.63 0.34 

 非勝投 393 5.76 3.28 6.25 1.33 0.63 0.30 

 整體 600 5.73 3.38 6.28 1.34 0.63 0.32 

2006 勝投 226 5.94 3.44 6.09 1.35 0.64 0.37 

 非勝投 374 5.89 3.55 5.90 1.36 0.64 0.36 

 整體 600 5.93 3.50 5.99 1.35 0.64 0.36 

2007 勝投 210 5.61 3.90 6.18 1.44 0.64 0.45 

 非勝投 390 5.22 4.41 6.21 1.49 0.64 0.44 

 整體 600 5.37 4.23 5.99 1.50 0.63 0.45 

2008 勝投 207 6.66 1.96 5.96 1.14 0.64 0.21 

 非勝投 393 4.98 5.59 5.49 1.72 0.63 0.38 

 整體 600 5.56 4.09 5.68 1.48 0.63 0.32 

2009 勝投 174 6.28 2.28 5.49 1.09 0.65 0.28 

 非勝投 306 4.77 4.36 5.47 1.59 0.63 0.50 

 整體 480 5.32 4.78 5.47 1.33 0.64 0.42 

2010 勝投 169 6.65 1.59 5.49 1.09 0.65 0.14 

 非勝投 311 5.65 4.23 5.45 1.48 0.63 0.28 

 整體 480 6.00 3.20 5.47 1.33 0.64 0.23 

2005- 

2010 

勝投 1193 6.68 1.81 6.00 1.11 0.64 0.23 

非勝投 2167 5.09 5.30 5.72 1.66 0.63 0.42 

 整體 3360 5.65 3.84 5.84 1.43 0.63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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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所呈現的資料可知，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先發投手在 2005 年至 2010

年球季中，共計先發 3360 場次，獲得 1193 勝。在各項指標上的表現，投球平

均局數達 5.65 局、平均自責分率為 3.84 分、平均九局三振率為 5.84 次、平均

被上壘率為 1.43 人、平均好球比例為 63%及平均每場被全壘打數為 0.35 支。

獲得勝投者，每位投手在投球局數、自責分率、三振率、被上壘率、好球比例

及每場被全壘打數的平均值分別為 6.68 局、1.81 分、5.49 次、1.44 人、64%及

0.23 支。被記錄為非勝投的先發投手所表現的數據分別為平均投 5.09 局、自

責分率為 5.30 分、三振率為 5.72 次、被上壘率為 1.66 人、好球比例為 63%及

被打 0.42 支全壘打。 

二、影響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之關鍵因素 

為了瞭解那些因素為中華職棒大聯盟投手先發時影響勝投與非勝投的關

鍵因素，本研究將 2005 年至 2010 年共計 3360 場次的先發投手所表現之單場

的投球局數、自責分率、三振率、被上壘率、好球率及被全壘打數，以邏輯斯

迴歸中的前進選擇程序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2、表 3 及表 4 所示。 

表 2 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關鍵因素邏輯斯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因素 β S.E. Wald 勝算比值 2  2  

步驟 1 
投球局數 .626 .029 458.899* 1.870 659.904* 659.904* 

常數 -4.333 .186 541.904* .013   

步驟 2 
投球局數 .615 .029 440.710* 1.850 716.567* 56.662* 

被全壘打數 -.550 .076  52.182* .577   

 常數 -4.095 .188 475.378* .017   

步驟 3 
投球局數 .328 .033 99.966* 1.389 1044.307* 327.740* 

自責分率 -.330 .021 247.295* .719   

 被全壘打數 -.059 .085  .480 .943   

 常數 -1.452 .229  40.119* .234   

步驟 4 
投球局數 .326 .033  99.812* 1.385 1043.826* -.482 

自責分率 -.335 .020 286.685* .715   

 常數 -1.439 .228  39.695* .23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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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步驟 5 
投球局數 .282 .036  62.114* 1.326 1051.949* 8.124* 

自責分率 -.303 .023 176.852* .738   

 被上壘率 -.313 .112  7.839* .731   

 常數 -.845 .308  7.541* .429   

註：*p<.05 

 

由表 2 及表 3 所呈現的資料得知，邏輯斯迴歸共執行了 5 個步驟，步驟 1

挑選出投球局數，整體迴歸模式的卡方值為 659.904 (p<.05) ，達顯著水準，

但迴歸模型預測正確率僅 68.5%。步驟 2 被挑選至迴歸模式的自變項為被全壘

打數，卡方值增加量為 56.662 (p<.05) ，整體模式的卡方值 716.567 (p<.05) ，

達到顯著水準，此時迴歸模型預測正確率略增加為 69.5%。 

表 3 不同關鍵因素邏輯斯迴歸模型預測正確率摘要表 

觀察值 

預測 

結果 百分比修正 

非勝投 勝投  

步驟 1 結果 非勝投 1686 481 77.8 

  勝投 578 615 51.6 

 概要百分比    68.5 

步驟 2 結果 非勝投 1749 418 80.7 

  勝投 607 586 49.1 

 概要百分比    69.5 

步驟 3 結果 非勝投 1760 407 81.2 

  勝投 464 729 61.1 

 概要百分比    74.1 

步驟 4 結果 非勝投 1748 419 80.7 

  勝投 450 743 62.3 

 概要百分比    74.1 

步驟 5 結果 非勝投 1767 400 81.5 

  勝投 463 730 61.2 

 概要百分比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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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被挑選進迴歸模式的自變項為自責分率卡方值增加量為 327.740 

(p<.05)，整體模式的卡方值 1044.307 (p<.05)，但自變項被全壘打數的 Wald

值為 0.480 (p>.05)，此時步驟 3 之迴歸模型預測正確率已達 74.1%。因此在步

驟 4 將自變項被全壘打數移除，此時卡方值減少-0.482 (p>.05)，未達顯著水準，

整體模式卡方值略減為 1043.826 (p<.05)，但迴歸模型預測正確率維持 74.1%。

步驟 5 被挑選進入迴歸模式的自變項為被上壘率，卡方值增加量為 8.124 

p<.05)，整體模式的卡方值 1051.949 (p<.05)，達到顯著水準，且迴歸模型預測

正確率達到 74.3%。由上述可知，被挑選至迴歸模式的自變項，分別為投球局

數、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其個別迴歸係數均會達到顯著。因此，由投球局數、

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所建立的迴歸模式，整體適配度良好。 

表 4 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摘要表 

選入因素 β S. E. Wald 2  2  勝算比值 2
CSR  2

NR  

投球局數 .282 .036  62.114*  659.904 659.904* 1.326 .178 .245 

自責分率 -.303 .023 176.852* 1044.307 384.403* .738 .267 .367 

被上壘率 -.313 .112  7.839* 1051.949  7.642* .731 .269 .369 

常數 -.845 .308  7.541*   .429   

註：*p<.05 

三、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之模型 

經邏輯斯迴歸分析後得知，投球局數、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為影響先發投

手勝投與非勝投的關鍵因素，其卡方值分別為 659.904、384.403、7.642，且對

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有顯著的預測力（如表 4 所示）。 

根據本研究結果指出，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之邏輯斯迴歸模式為： 

ln 0.282 -0.303 -0.313 -0.845
1

p

p

 
     

投球局數 自責分率 被上壘率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8~34 頁(2012.5)                            應用邏輯斯迴歸建構中華職棒

大聯盟優質先發之模型 

 

28 

肆、討 論 

經由分析發現，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先發投手想要獲得勝投，必須有能力投

超過 6 局、自責分率壓低至 2 以下且被上壘率不能超過 1.11。這樣的結果顯示，

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先發投手，如果以 John Lowe 在 1985 年提出了美國職棒大

聯盟先發投手必須投滿 6 局以上，且責任失分不能超過 3 分的優質先發概念，

似乎有很大的出入，因為如果一位投手投 6 局，責任失分 3 時，此時的自責分

率經過換算後達 4.50，如果失 2 分，自責分率也達 3.00。既然被定義為優質先

發，先發投手的表現就必須是能為球隊贏得勝利。因此，這樣的結果反映出美

國大聯盟的優質先發概念，並不適用於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先發投手。為找出適

合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的模型，本研究將 2005 年至 2010 年，6 個球季共

計 3360 場次所有先發投手所表現出的投球局數、自責分率、三振率、被上壘

率、好球比例與被全壘打數等 6 項因素，透過邏輯斯迴歸分析找出先發投手在

比賽中影響勝投與非勝投的關鍵因素，結果發現投球局數、自責分率及被上壘

率三項因素被選入邏輯斯迴歸模式中，由此得知每場先發投手所表現的投球局

數的多寡、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的高低對比賽勝負具有顯著的影響力，此結果

與 Chen et al. (2010) 為找出年度表現最佳的先發投手研究中，所引用之具影響

力因素的結果完全相符，其原因為兩研究之目的類似，都是為了找出先發投手

該贏而未贏之結果。但與陳志成、陳天賜（2009）、 Lewis (2003) 與 Sparks & 

Abrahamson (2005) 的研究結果部份相符，其原因為研究目的之間有些許差

異，上述三項研究都以投手已表現之數據討論其技術定位或是是否該得獎項與

本研究建構優質先發模式的目的不同。 

本研究結果發現投球局數、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這三項達顯著預測力的自

變項勝算比分別為 1.326、0.738、0.731，表示先發投手在投球局數、自責分率

與被上壘率每增加一單位，勝投與敗投的勝算比就會增加或是減少。由於投球

局數的勝算比值大於 1，表示投球局數每增加一單位，勝投的機率就增加

32.6%；反觀，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的勝算比值低於 1，表示這兩項因素如果

增加一單位，敗投的機率就會分別增加 26.2%及 26.9%。由此得知，中華職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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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的投手，擔任先發時想要獲得勝投，就必須投得越多局越好，自責分越

少越好，被上壘率越低越好。相對的，如果投球局數越少，自責分率及被上壘

率都偏高，想要獲勝的機會就降低許多了。 

以投球局數、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三個變項所組成的邏輯斯迴歸模型可以

正確預測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的百分比為 74.3%，預測正確

率相當高。該模型對非勝投的正確預測率為 81.5%，對勝投的正確預測率為

61.2%。由於棒球運動是一項團隊運動，雖然先發投手表現不如預期，但是野

手者們卻在打擊方面鼎力相助，也會因此獲得勝利，由本研究結果發現，此種

現象在中華職棒大聯盟發生的機率接近 40%；相反的，當先發投手退場後，就

對比賽沒有任何的影響力，有些先發投手表現相當優異，但是卻沒有得到隊友

打擊或是中繼投手應有的支持，反而是該贏未贏，但是這種機率僅 18.5%。 

綜合以上，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及建議。結論方面，一、2005 年至 2010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先發投手結果為勝投者在投球局數、自責分率、三振率、被

上壘率與被全壘打數等 5 項因素的表現優於非勝投者，唯獨好球比例部分勝投

與非勝投者表現極為接近。二、影響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的關鍵因素，本研

究利用過去相關研究之文獻找出 6 個可能影響先發投手勝投與非勝投的因

素，將 2005 年至 2010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官方網站所提供的相關數據經轉換

後，透過邏輯斯迴歸分析發現投球局數、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等 3 個因素，對

先發投手的勝投與非勝投具顯著影響力。三、中華職棒大聯盟優質先發模型之

建構，模型的準確率達 74.3%，其中，投球局數為正向影響，自責分率及被上

壘率皆為負向影響，亦即，先發投手投球局數越長，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越低，

越有機會獲得勝投。反之，先發投手如果投球局數越短，自責分率及被上壘率

越高則越有可能為敗投。 

建議方面，一、中華職棒大聯盟所屬各球團應藉由相關研究，建立更有效

能的先發投手綜合評估指標，不應只利用勝負場或是一些單純的數據，來做為

先發投手任務安排或是來年薪資的調整準則，避免低估了優秀選手的存在。

二、有志進軍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年輕投手，定位在先發投手者，為有好成績，

必須強化體能及控球，才能在比賽中消化較多的局數，並降低自責分率及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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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率。三、本研究僅以近 6 年的資料搭配邏輯斯迴歸分析來建構優質先發之模

型，後續研究者可將 2011 年的資料併入，並可利用較多種的資料處理方式，

如鑑別分析、類神經網路等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的方式建構優質先發模

型，並比較何種分析建構的模型準確率較高，此乃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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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Quality Start Model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Chih-Cheng Chen 

Alethei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85, the sportswriter John Lowe developed quality start statistic for MLB 

which is a concept that a starting pitcher allows no more than three earned runs at 

least six innings in a game.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start, it eliminates fielding 

errors, blown saves, and poor run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the quality start 

focuses on starting pitcher evaluation and corresponds to the personal success 

which consistent with concept of Sabermetrics. The statistic works well at MBL; 

however, it may not apply on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 

Therefore, on this research, collecting data from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official website and evaluating starting pitchers from 2005 until 2010 are 

used to develop the quality start statistic model at CPBL. As the result, starting 

pitchers as winning pitchers perform better than losing pitchers from 2005 to 2010. 

Also, recognizing innings pitched, earned run average, and on base against are 

critical factors which affect starting pitchers performing. In conclusion, combining 

affective critical factors an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develops the model which 

applies for CPBL. Therefore, using this model to analyze starting pitchers in CPBL 

will more affect; also, it will show players‘ strength and quality more accurately. 

 

Keywords : sabermetrics, starting pitcher, crit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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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橄欖球代表隊教練管理行為之研究 

 

林昌國 1 廖欽福 2
 

1 中華大學 
2 亞東技術學院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研究。研究對象為

參加 100 年第 65 屆全國橄欖球錦標賽國中組橄欖球選手共 231 位，並以「國中橄

欖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實施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

示：一、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認知程度皆達中上程度，以訓練

計畫目標的訂定」層面之同意程度最高，「增進溝通與互動」層面之同意程度次之，

而「要求自我約束」層面之同意程度最低。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國中橄欖代

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認知程度之同意程度，皆未達顯著差異 ( p<.05) 。 

 

關鍵詞：橄欖球、國中選手、教練管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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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 

學校體育是國家體育之基石，維繫體育發展之命脈，因此學校體育發展之優

劣，直接影響社會體育的推展及國家體育的發展（蒲逸生，2004）。置身於運動

競技高度化的今日，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運動比賽場上，選手之表現往往形成勝負

之關鍵，然而影響選手表現最鉅者，為其朝夕相處之教練；教練本身除需具備有

現代化的訓練方法與專業知識外，對於其他因團隊成員間的人際互動所形成的組

織氣氛，例如團隊凝聚力、團隊衝突、成員的滿意度等有關影響團隊成員運動技

能表現之因素的掌握，亦不可或缺（吳慧卿，2001）。選手的滿意並非僅與教練

特質、訓練有關，更應包含情境因素，如：團隊運動場地、器材設備、訓練表現、

與同儕相處對及團隊貢獻等的滿意程度（黃寶雀，2001）。選手在工作或訓練上

的不滿意，將可能導致過度訓練的發生，影響了個人及團隊的成績 (Bompa, 

1999) 。 

橄欖球是一項團隊運動，講求的是團隊合作，一個訓練有素的球隊，無論是

在體能、技術訓練、戰術、戰略的應用，或是運動精神的培養上，都需經過長期

嚴格的訓練（陳寶億、曹校章、林昌國，2007）。由於橄欖球運動屬於全身性高

衝擊的運動項目，國中球隊大多數成員年齡介於 13-16 歲之間，生理發育趨於成

熟，且對橄欖球技術與橄欖球專項學習技術能力的可塑性較快也較強，動作協調

能力亦較佳（陳寶億、曹校章、林昌國，2007），國中橄欖球選手為我國橄欖球

基礎階段，國中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上除直接影響本身的訓練熱忱、訓練動機、

訓練士氣、訓練成效及個人表現外，間接也影響了橄欖球的成績。教練所肩負之

職責就如一位管理者需與團隊共同合作，其中包括管理功能中的以規劃、組織、

領導、控制、資源達成組織目標，及有技術、人際、概念化的能力與扮演多重角

色並使團隊組織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江倩茹，2008）。 

林昌國、陳寶億（2009）研究國中橄欖球選手對訓練滿意度以「教練的指導

與專業能力」因素構面上得分最高，從管理方向對教練角色做論說，教練是團隊

中重要的管理與領導人物，任務不只是與選手間的互動關係，其責任也兼顧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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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發展，本身除具備專業能力，管理和領導能力的強化，可幫助團隊目標達

成績效的提昇，並適時的接收相關資訊，進一步拉進目標達成的距離，依整體需

求之考量與團隊成員共同建立團隊文化，來鞏固可能會破壞組織運作之危機處理

（江倩茹，2008）。而經營一個校隊的成功與否，除了學校的設備與場地、校隊

代表的選材方式、教練的選擇、資源經費的來源等因素之外，對於教練的管理方

式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本研究旨在透過瞭解國中橄欖球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上的認知之情形，俾能

探之其內心的想法，以釐清欲知的現象，將有助於今後推展學校橄欖球運動，以

提供教練作為訓練及比賽時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一）暸解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各背景變項上之分佈情形。 

（二）探討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情形。 

（三）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認知之差異情 

形。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是以在台北市立百齡橄欖球場所舉辦之100年第65屆全國橄欖球

錦標賽，參加國中組的選手，且同時當時仍在學之學生為對象。透過問卷之調查，

瞭解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情形。 

貳、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於 100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3 日止，在台北市立百齡橄欖球場，舉行的

第 65 屆全國橄欖球錦標賽，針對國中橄欖球選手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說明及問

卷施測並回收問卷。共發出問卷 259 份，回收 241 份，回收率 93.01%，剔除無效

問卷，得有效問卷 231 份，占回收問卷 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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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修改自楊志顯（2000）所編「大專院校運動團隊管理策略與考量因

素調查問卷」及江倩茹（2008）「各級學校划船代表隊教練管理行為調查問卷」，

並配合橄欖球運動特性修改內容，最後編製而成「國中橄欖球代表隊教練管理行

為量表」。 

三、問卷信度與效度 

根據預試問卷所得資料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以考驗問卷的

效度與信度，以下說明： 

（一）項目分析 

經項目分析後，第 3、11、27、30、34、38、39 題其決斷值過低，可予剔

除。其餘決斷值均達顯著差異水準 (p<.05) 。 

（二）因素分析及歸納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來萃取因素構面，並以斜交轉軸法 (Obique rotation) 

進行特徵值大於 1.0 的因素。經因素分析所得構面如下：「增進溝通與互

動」、「要求自我約束」、「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

與」、「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等五個構面。 

（三）信度分析 

本 問 卷 之信 度建 立採 Cronbach  係 數 檢定 內 部 一致 性  (Internal 

consistency) ，結果五個因素之   值介於 0.80~0.95 之間，均達可接受水

準。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以 SPSS 18.0 for Windows 中文版套裝軟體作為統計分析之用，並以描述統

計分析、兩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最小顯著差異法 (LSD) 等為

統計方法。本研究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均訂為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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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背景變項分佈之情形 

由表 1 可知年級之分佈情形，以三年級 94 人，佔 40.7%最多，二年級有 87

人次之，佔 37.7%，一年級有 50 人最少，佔 21.6%。在球齡方面，以一年以下有

94 人，佔 40.7%最多，一年至二年以下 93 人，佔 40.3%次之，而「二年至三年以

下」則有 37 人，佔 16.0%最少。球員守備位置為前鋒與後衛所佔的比率差不多，

位置為前鋒有 112 人，佔 51.5%，後衛有 112 人，佔 48.5%。每週練習天數以每

週練習 6 天以上上有 123 人，佔 53.2 最多，每週練習 4-5 天有 96 人，佔 41.6%次

之，每週練習 1 天有 5 人，佔 2.2%最少，顯示球隊為了準備此項賽事，都會增加

練習天數。 

表 1 國中橄欖球選手之背景變項基本資料的次數統計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年級 

一年級 50 21.6 

二年級 87 37.7 

三年級 94 40.7 

參加橄欖球的球齡 

一年以下 94 40.7 

一年至二年以下 93 40.3 

二年至三年以下 37 16.0 

三年至四年以下 7 3.0 

球員位置 
前鋒 119 51.5 

後衛 112 48.5 

每周練習天數 

1 天/週 5 2.2 

2-3 天/週 7 3.0 

4-5 天/週 96 41.6 

6 天以上/週 123 53.2 

 

二、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情形 

由表 2 得知，以「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的平均得分最高，為 4.34；其次是

「增進溝通與互動」，為 4.27；再次之，則是「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及「關

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為 4.10，以「要求自我約束」層面最低，為 4.01。國中

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程度上，五個構面的得分平均數在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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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34 之間，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顯示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

教練管理行為非常認同。 

 
表 2 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一覽表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增進溝通與互動 4.27 0.41 2 

要求自我約束 4.01 0.64 4 

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4.34 0.46 1 

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 4.10 0.55 3 

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 4.10 0.71 3 

 

三、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認

知之差異情形 

（一）年級 

由表 3 得知，不同年級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程度

之情形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要求自我約束」、「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選手

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構面上皆未達顯著性差異，

詳細說明如下：就平均數來看，年級為一年級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

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普遍高於年級為二年級或三年級的選手，而年級

為三年級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皆低

於年級為一年級和二年級的選手。 

表三 不同年級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的認知程度差異 

項目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增進溝通與互動 

1.一年級 4.32 0.42 1.72 

2.二年級 4.30 0.42  

3.三年級 4.21 0.40  

要求自我約束 

1.一年級 4.02 0.74 0.54 

2.二年級 4.06 0.59  

3.三年級 3.96 0.62  

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1.一年級 4.44 0.45 2.08 

2.二年級 4.35 0.48  

3.三年級 4.27 0.4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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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 

1.一年級 4.15 0.58 0.37 

2.二年級 4.11 0.56  

3.三年級 4.07 0.52  

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 

1.一年級 4.17 0.80 1.65 

2.二年級 4.17 0.60  

3.三年級 4.00 0.74  

 

（二）參加橄欖球的球齡 

由表 4 得知，不同參加橄欖球的球齡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

為之認知程度之情形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要求自我約束」、「訓練計畫目標的

訂定」、「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構面上皆未達

顯著性差異，詳細說明如下：就平均數來看，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訓練計畫

目標的訂定」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方面，球齡較低的選手對教練管理

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普遍高於球齡較高的選手。在「要求自我約束」方

面，球齡為三年至四年以下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則普

遍高於球齡為三年以下的選手。在「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方面，球齡為三

年以下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則普遍高於球齡為三年至

四年以下的選手。 

表 4 不同參加橄欖球球齡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差異 

項目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增進溝通與互動 

1.一年以下 

2.一年至二年以下 

3.二年至三年以下 

4.三年至四年以下 

4.31 

4.26 

4.22 

4.18 

0.41 

0.42 

0.41 

0.29 

0.62 

要求自我約束 

1.一年以下 

2.一年至二年以下 

3.二年至三年以下 

4.三年至四年以下 

4.02 

4.01 

3.95 

4.40 

0.56 

0.59 

0.44 

0.45 

0.04 

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1.一年以下 

2.一年至二年以下 

3.二年至三年以下 

4.三年至四年以下 

4.28 

4.22 

4.12 

4.10 

0.44 

0.32 

0.59 

0.52 

0.9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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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 

1.一年以下 

2.一年至二年以下 

3.二年至三年以下 

4.三年至四年以下 

4.05 

4.16 

4.14 

4.10 

0.39 

0.75 

0.61 

0.77 

0.14 

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 

1.一年以下 

2.一年至二年以下 

3.二年至三年以下 

4.三年至四年以下 

4.31 

4.26 

4.22 

4.18 

0.41 

0.42 

0.41 

0.29 

1.88 

 

（三）球員位置 

由表 5 得知，不同球員位置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

程度之情形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要求自我約束」、「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選

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構面上皆未達顯著性差異，

詳細說明如下：就平均數來看，在「要求自我約束」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

活」方面，球員位置為前鋒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

高於球員位置為後衛的選手；而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及「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方面，球員位置為後衛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

對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高於球員位置為前鋒的選手。 

表 5 不同球員位置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的認知程度差異 

項目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增進溝通與互動 
1.前鋒 4.26 0.38 

-0.20 
2.後衛 4.28 0.44 

要求自我約束 
1.前鋒 4.04 0.56 

0.77 
2.後衛 3.98 0.71 

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1.前鋒 4.33 0.45 

-0.23 
2.後衛 4.34 0.49 

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 
1.前鋒 4.08 0.53 

-0.68 
2.後衛 4.13 0.57 

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 
1.前鋒 4.13 0.71 

0.72 
2.後衛 4.07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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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週練習天數 

由表 6 得知，不同每週練習天數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

認知程度之情形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要求自我約束」、「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構面上皆未達顯著性

差異，詳細說明如下：就平均數來看，每週練習天數為 2-3 天/週的國中橄欖球代

表隊選手隊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程度在各個因素構面的同意程度皆低於其他每週

練習天數的選手。在「增進溝通與互動」及「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方面，每週

練習天數為 4-5 天/週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隊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皆高於

其他每週練習天數的選手；而在「要求自我約束」、「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

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方面，每週練習天數為 1 天/週的國中橄欖球代表

隊選手隊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皆高於其他每週練習天數的選手。 

表 6 每週練習天數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的認知差異之評定 

項目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增進溝通與互動 1. 1 天/週 4.30 0.31 1.19 

2. 2-3 天/週 4.02 0.38 

3. 4-5 天/週 4.31 0.43 

4. 6 天以上/週 4.26 0.40 

要求自我約束 1. 1 天/週 4.11 0.44 1.10 

2. 2-3 天/週 3.59 0.64 

3. 4-5 天/週 4.03 0.70 

4. 6 天以上/週 4.02 0.59 

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 1. 1 天/週 4.23 0.60 1.08 

2. 2-3 天/週 4.16 0.33 

3. 4-5 天/週 4.39 0.45 

4. 6 天以上/週 4.31 0.47 

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 1. 1 天/週 4.23 0.40 2.18 

2. 2-3 天/週 3.69 0.68 

3. 4-5 天/週 4.17 0.54 

4. 6 天以上/週 4.06 0.55 

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 1. 1 天/週 4.30 0.27 2.04 

2. 2-3 天/週 3.50 0.82 

3. 4-5 天/週 4.08 0.81 

4. 6 天以上/週 4.1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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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自編之「國中橄欖球教練管理行為之研究問卷」為研究工具，以 

SPSS 18.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處理所搜集之資料，獲得下列結論： 

一、結論 

（一）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認知程度之同意程度皆達中上程

度，以「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層面之同意程度最高，「增進溝通與互動」

層面之同意程度次之，而「要求自我約束」層面之同意程度最低。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國中橄欖代表隊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認知程度，在不

同人口統計變項上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p<.05) 。 

（三）一年級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普遍高於二年級

或三年級的選手，而三年級的國中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

意程度皆低於一年級和二年級的選手。 

（四）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

生活」方面，球齡較低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普

遍高於球齡較高的選手。在「要求自我約束」方面，球齡為三年至四年以

下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則普遍高於球齡為三

年以下的選手。在「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方面，球齡為三年以下的

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在各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則普遍高於球齡為三年至

四年以下的選手。 

（五）在「要求自我約束」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方面，球員位置為前

鋒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高於球員位置為後衛的選手；而在

「增進溝通與互動」、「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及「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

與」方面，球員位置為後衛的選手對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高於球員位

置為前鋒的選手。 

（六）每週練習天數為 2-3 天/週的選手隊教練管理行為之認知程度，在各個因素

構面的同意程度皆低於其他每週練習天數的選手。在「增進溝通與互動」

及「訓練計畫目標的訂定」方面，每週練習天數為 4-5 天/週的選手隊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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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皆高於其他每週練習天數的選手；而在「要求自我約

束」、「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活」方面，

每週練習天數為 1 天/週的選手隊教練管理行為之同意程度，皆高於其他每

週練習天數的選手。 

二、建議 

（一）以因素構面之同意程度來看，教練在重視選手的權利與義務並且維持訓練

資源的品質上，頗得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的認同，其次亦重視指導與訓

練選手，但在訓練規劃與獎勵制度則嫌不足，教練可考慮在每個訓練階段

提出不同的獎勵條件，隨著階級的提昇應提高獎勵，引導選手按部就班，

並不斷自我提升。 

（二）年級為三年級的國中橄欖球代表隊選手對於教練管理行為在各方面的同意

程度皆較低，有可能是因為三年級的學生有課業壓力，已經習慣於固定的

訓練模式，教練在訓練規劃應做調整，並多關懷三年級選手的課業問題。 

（三）從不同參加橄欖球球齡的差異情形來看，在「增進溝通與互動」、「訓練計

畫目標的訂定」、「選手的互動與隊務的參與」及「關心選手訓練以外的生

活」方面，球齡較多的選手普遍同意程度皆較低，可能是因為該群選手已

具備一定的基礎並有較多的經驗，教練應針對球齡較多的選手提供更適切

的訓練計畫，可考慮提高訓練強度與訓練專精程度，另外在訓練資源的品

質上也應有所提升，以因應不同能力的選手，在與選手討論或選手間的關

係協調上，也應更謹慎。 

（四）從不同每週練習天數的差異情形來看，每週練習天數為 2-3 天/週的國中橄

欖球代表隊選手是值得注意的一群，應深入探討其同意程度偏低的原因來

調整訓練方式；對每週練習天數為 4-5 天/週的選手可在調整訓練計畫或提

出不同的獎勵條件，並增加選手的參與感，同時關心選手間的互動情形；

對每週練習天數為 1 天/週的選手則應提出較密集的訓練規劃，加強訓練指

導與選手技能提升，並提供更完善的訓練環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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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better understand coaching management behavior.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students ranging from Primary School to junior middle school 

level rugby team members.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the 231 athlete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65th national Rugby player of the group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The tools of 

research were the questionnaires of "Measurement Scale for Coaches' Managing 

Behavior of Rugby Team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factor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resulted in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first, athletes' cognition degree 

of coaches' managing behavior of rugby team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ll reached 

upper medium level, and the athletes scored the highest average in factor " the 

stipulation goal of drill program ", " promote communicate with the interaction 

"consent intensity of aspect take second place, and the lowest average in " require 

self-discipline " (2) Seco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athletes' cognition degree of 

coaches' managing behavior of rugby team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variance (p<.05) in year grade, league, game age, and weekly 

practice days. 

 

Keywords : rugby, player junior middle school, coaches' manag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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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Chih-Hsie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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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ounding rationales, operating 

strength and concern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The effects of selected organizational variables on the three 

subject matters were also examined. A total of 64 chairpersons of the programs were 

involved during the two phases of investigation using telephone interview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researcher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The Founding 

Rationales, Strength and Concern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Survey‖ was used as the survey instrument. 

The tool‘s content validity was verifi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and its reliability was 

acceptable with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s α) of subscales ranging from 0.68 to 

0.88. The study found: (a) the main establishing rationales were ―fulfilling social 

demands‖,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and ―complying with 

school overall planning‖; (b) the major strengths for the programs were ―sufficient 

teaching-learning resources‖, ―sound social relation‖, ―functional supporting system‖ 

and ―effective mentoring efforts‖ for the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aspect, and ―in 

agreement with social trends‖, ―caring for student needs‖, ―enhancing application 

values‖, and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for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perspective; 

(c) issues more concerned by the programs were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insufficient resources‖,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and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and (d) funding source, university category, faculty quantity, 

student quantity and length of program establishment were influential variables for one 

or more factors of the scales. 

 

Keywords: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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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shortening of working hours, increasing needs for health and recreation, 

and new concepts of the work-life relationship, the life styl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2009). Leisure particip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as a personal hobby, 

family get together function and educational subject. Triggered by the economic 

blooming and rising of living standards, the demand for managerial specialists serving 

the sport management profession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s a result, programs 

focusing on the sport management business were established to cultivate talents needed 

in the area (Peng, 2012). It was estimated that each of the sport and recreation related 

major graduates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erving 7667 potential customers, a number 

that has called for serious atten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s (Tsao, 2005). To meet the 

seemly promising trends, among other reasons, more and mor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ded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programs to their existing academic agendas 

(Chou, 2004). Jiang (2005) believed that Taiwan‘s over 100 physical education related 

and sport management programs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forming of a sound workforce 

base for the sport clubs industry.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creation of sport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wa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usiness management competenc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sport industry (Li & Sawyer, 1994; Whiddon, 1990). Cuneen and Parks (1997) 

maintained that, concerning the growth stage was relative young for sport management 

as compared to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the undertaken of scholarly research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while providing curriculum meeting industrial demands as the 

programs being implemented. Mahony and Pitts (1998) continued to stress that other 

than what Cuneen and Parks had suggested, subareas under sport management, i.e. 

sport financial management, sport marketing and sport laws, should be properly 

develop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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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reminded that the surplus problem of college graduates 

from the related programs was yet to be solved (Tsai, 2001) and that administrators 

must examine the overall circumstances thoroughly before devoting themselves into the 

newly developed field (Yang, 2000). The rapid expansion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programs may cause future unemployment problems, demanding 

precautions be taken as early as possible (Weese, 2002). Weese proposed that opening 

out the sub-disciplines (to cultivate a variety of talents and expertise) within the sport 

management field might be on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s, 

however, a shortage rather than surplus of competent professionals probably needs to be 

first concerned for North America. Based on his analysis, futur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as an effect of the ―Baby 

Boom Echo‖. There is no exception for the sport management field. In accompany with 

the blooming of sports businesses, a thirst for professional workforce, and more 

graduates entering the marketplace, challenges are to be encountered by the relat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ese, 2002). 

The prosperous growth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industries of North America has, 

indeed, been admired by many countries. The relat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is region are especially envied by practitioners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However, even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 upholding the 

value of free-market, quality assuran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s serious business well 

acknowledged by most of the highly independent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 example 

could be the formation of Sport Management Program Review Council, SMPRC, 

NASSM, 2010). A look into the newly emerged field in Taiwan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beneficial to keep the effort on the right track. 

According to University Law Article V of Taiwan, universities ―should 

periodically undergo self evaluation on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counseling, 

administration, and student engagement…‖ (cited from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HEEACT, 2011, p. 1). As requested by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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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formed a professional agency to conduct university 

evaluations. In an attempt to raise good educational quality ensuring student learning 

and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agency has designed evaluation items 

to encompass five perspectives: ―Institutional Self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Account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lf-enhance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These items are to be closely followed by the universities as guidelin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For evaluation results will be considered as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llocate subsidy and to approve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plans (HEEACT, 2011). 

A recent report warned that more than one in three Taiwanese colleges are likely to 

be forced to close by 2021 due to a shortage of students as the country's birth rates 

continue to fall (Agence France Press, 2009).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are striving to 

boost fertility rates as well as to downsize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whole 

society being in the processe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excellence pursuing being unprecedentedly emphasized, it is critical 

for Taiwan‘s sports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to carefully examine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r concern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nd will be 

in good shape both academically and operation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herefore, to investigate the founding rationales, operating strength and development 

concern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The effects of selected organizational variables on the three 

subject matters were also examined. 

II. Methods 

Subject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al document, ―The List of Collegiate Institutions‖,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1519), there wer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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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lor and 21 master programs associated with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t 

the time of investigation. After a careful review of each of the above programs‘ 

curricula showed on their websites (phone calls were made to those who did not 

provide curriculum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49 bachelor and 15 master 

programs which fit the study‘s purpose. The chairpersons of these programs were all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Of the selected programs, 14 were in the northern 

Taiwan region, 18 in the central, 28 in the south, and 4 in the east. Regarding to the 

years of running,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veraged 9.88 with a minimum of 6 and a 

maximum of 17 years, whereas the graduate ones had a mean of 10 years with 7 and 14 

being at the low and high ends, respectively. The student enrollment counts each year 

for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were from 40 to 350 with an average of 113. The 

graduate programs recruited 20 students per year in average with 15 and 30 being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numbers. As to the full time faculty employment, the 

maximum, minimum and average numbers were 23, 3 and 8.97 for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nd 11, 4 and 8 for the graduate ones not incorporated with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stru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4 program chairpersons. They were selected as a result of purposive 

sampling to cover the four different university/college categories, namely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technology university, technology colleg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terviews and a carefu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 survey instrument, ―The Founding 

Rationales, Strength and Concern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Survey‖, to collect data. 

The tool consisted of 3 scales, ―Founding Rationales (FR)‖, ―Operating Strength 

(OS)‖ and ―Development Concerns (DC) ―, and a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I) section. 

The ―Founding Rationales Scale‖ listed 12 possible reasons for program initi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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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scale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FMM)‖ an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CP)‖ subscales, narrating 24 and 16 advantageous situations. 

The ―Development Concerns Scale‖ was made of 23 items weighing possible 

challenges or constraints for program growth. And,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ection 

solicited data concerning institution type, institution category, time of commencement, 

student and full-time faculty population.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ir 

degree of agreement on each item using a 5-point Likert scale for the FR, OS and DC 

scales, and to select or fill in the best answers for the BI section. To verify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instrument, another 4 chairpersons were invited to double-check its 

content to ensure the examined perspectiv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actices of target 

programs. Based on their comments, some of the scale items were reworded or 

removed, whereas no revisions were considered necessary on the items of the BI 

section. Hence, the researcher finalized the tool with 10, 16, 14 and 21 items for the FR, 

PMF, CP and DC scales, and 5 items for the BI section, respectively. 

Giv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ubjects in this study being only 64 people, to avoid 

duplication in testing and low response rate,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instrument was 

examined primarily based o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aspects presen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yielding from the interviews and the actual practices of the target 

program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 applied content analysis to further categorize items 

within each scale into factors to provide with better construct validity for the scales. 

Internal consistency tests were also performed on subscale scores collected from the 

one-tim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see if they were reliable. 

As a resul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analyses, the FR scale was found to incorporate 

three factors, which were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Complying with School Overall Planning‖, and ―Fulfilling Social Demands‖. Under 

the concept of operating strength, the PMF scale was divided into 4 factors, ―Sound 

Social Relation‖, ―Sufficient Teaching-Learning Resources‖, ―Functional Supporting 

System‖, and ―Effective Mentoring Efforts‖, while 4 factors, ―Maximizing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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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Enhancing Application Values‖, ―Caring for Student Needs‖, and ―In 

Agreement with Social Trends‖ consisted the CP scale. Regarding to the DC scale, 5 

factors emerged, which were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Among the questionnaires mailed to the 64 selected program heads, 53 copies 

were return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83%. Only one questionnaire was incomplete and 

regarded as invalid. Internal consistency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the 52 valid responses 

to check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urvey instrument. It showed that the three scales were 

reliable with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ranging from 0.68 to 0.78 for the FR scale, 0.69 

to 0.85 for the OS scale, and 0.73 to 0.88 for the DC scal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ll usabl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PSS for Windows 17.0 package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t-tests,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e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set at .05 for all statistical 

computations. 

III. Results 

Founding Rational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founding rationales were ―Fulfilling Social 

Demands‖, ―Complying with School Overall Planning‖, and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in a descending degree of agreement of the respondents 

(Table 1).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Rank of the Founding Rationales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M SD Rank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Complying with School Overall Planning 

Fulfilling Social Demands 

3.45 

4.17 

4.26 

.54 

.53 

.43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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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public programs cared significantly more about the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than their private counterparts (Table 2). 

Table 2.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Programs on Founding Rationales 

Factors Funding M SD t-value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Complying with School Overall 

Planning 

Fulfilling Social Demands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3.68 

3.33 

4.06 

4.23 

4.26 

4.25 

.52 

.52 

.55 

.52 

.55 

.36 

2.30* 

 

-1.09 

 

.03 

*p<.05 

Table 3 showe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respondent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y categories on all of the 3 founding rationales. Post hoc test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program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s responded a stronger emphasis 

on the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factor than those of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w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the other 

two factors. 

Table 3. Difference among Universities from Different Categories on Founding Rationales 

Factors Categories M SD F-value Post hoc 

Enhancing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Complying with School Overall 

Planning 

 

 

Fulfilling Social Demands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3.40 

3.18 

3.53 

4.00 

3.82 

4.36 

4.29 

4.22 

4.04 

4.43 

4.39 

4.00 

.41 

.57 

.59 

.00 

.60 

.51 

.45 

.17 

.40 

.36 

.40 

.52 

3.98* 

 

 

 

3.45* 

 

 

 

3.75* 

B<D 

 

 

 

NS 

 

 

 

NS 

*p<.05; A-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B-Technology University; C-Technology College; D-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However, examination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chelor and master programs 

on founding rational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length of program establishment 

and respondents‘ agreement levels of founding rationales yielded no significa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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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Strength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The major favorable means in running the programs, in a descending recognition 

level, were ―Sufficient Teaching-Learning Resources‖, ―Sound Social Relation‖, 

―Functional Supporting System‖, and ―Effective Mentoring Efforts‖ (Table 4). 

Table 4.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Rank of the Favorable Means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M SD Rank 

Sound Social Relation 

Sufficient Teaching-Learning Resources 

Functional Supporting System 

Effective Mentoring Efforts 

3.51 

3.78 

3.50 

3.47 

.55 

.47 

.54 

.39 

2 

1 

3 

4 

 

In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recognition levels on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between bachelor and master programs,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among 

universiti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Nor were 

th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 between time length of program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cognition levels of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It was found, nevertheless, that master programs having more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report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degree of appreciation on the ―Functional 

Supporting System‖ factor. Whereas, programs that enrolled more students were less 

likely to feel the benefit of ―Sound Social Relation‖. 

Curriculum planning 

 In evaluating the features of curriculum planning, the respondents ranked the 4 

factors in the following descending important order: ―In Agreement with Social Trends‖, 

―Caring for Student Needs‖, ―Enhancing Application Values‖, and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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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Rank of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M SD Rank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Enhancing Application Values 

Caring for Student Needs 

In Agreement with Social Trends 

3.97 

3.97 

4.00 

4.06 

.49 

.43 

.47 

.39 

3 

3 

2 

1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ception on the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factor (Table 

6), for both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s, and with all of the 4 factors for 

the graduate programs. 

Table 6. Correlation between Full-time Faculty Quantity an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Subscale Scores 

*p<.05 

Factors r-value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Enhancing Application Values 

Caring for Student Needs 

In Agreement with Social Trends 

.39* 

.22 

.28 

.17 

*p<.05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able 7) showed that the more students 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recruited, the better result it perceived on the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element. 

Table 7.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 Quantity an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r-value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Enhancing Application Values 

Caring for Student Needs 

In Agreement with Social Trends 

.30* 

.05 

.03 

.0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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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the effects of program type, university founding source, university 

category, and time length for program establishment on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subscales did not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r correlations in the results. 

Development Concer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grams‘ future development concerns (Table 8), worries on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Insufficient Resources‖,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and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aspects were 

recognized, in a descending level of strength, though all with a below moderate 

awareness level (3 in a 1-5 Likert scale). 

Table 8.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Rank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rn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M SD Rank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2.47 

2.44 

2.63 

2.50 

2.52 

.68 

.69 

.67 

.70 

.64 

4 

5 

1 

3 

2 

 

Also, privat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showed a higher level of perception on the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factor then the public ones (Table 9). 

Table 9.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Programs on Development Concern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Public/Private M SD t-value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2.36 

2.52 

2.28 

2.52 

2.39 

2.76 

2.47 

2.51 

2.25 

2.67 

.71 

.68 

.66 

.71 

.57 

.68 

.58 

.77 

.56 

.64 

-.80 

 

-1.21 

 

-1.99 

 

-.22 

 

-2.3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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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aged programs concerned more about the challenges of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able 10). 

Graduate programs with less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reported a stronger concern on 

the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limit. 

Table 10. Correlation between Founding Time Length and the Development Concern Subscale Scores  

Factors r-value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32* 

.36* 

.20 

.34* 

.22 

*p<.05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results were found in the comparisons of group 

differences performed on the variables of program type or university category, or in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faculty numbers/student numbers and develop 

concerns. 

IV. Discussion 

Founding Rationales 

Facing the challenges caused by decreasing birth rate, limited resources and 

competitions against other universities (Chen, 2007),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tend to 

align their directions with more popular public needs. By so doing,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to attract potential students‘ interest and to provide a cause in soliciting social 

resources. Additionally,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and comply with governmental policies 

is indeed a necessary move in competing for project subsidies (i.e. ―Program for 

Promoting Teaching Excellence of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o get approval in various 

mandatory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ctions. 

In general, it is easier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to acquire public funds, even in times 

when the government takes more conservative measures toward expenditures (Chang, 

2010). Hence,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more privileged to incorporate availabl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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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hanc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through program reengineering efforts. 

Moreover,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usually regarded superior than private ones by the 

general public (Yu, 2006), they are pressured to be more concerned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high reputation. In other words, it is better justified and more 

feasible for public university programs to enhance program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Taiwan‘s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have been setting educational 

goals to strive for both athletic and academic excellenc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e. 

National Sport University, 2010), with a recognizable leap especially in research 

performance recently. Being considered as professional pushing hands behind the 

nation‘s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Lin, 2008), athletic achievements are more 

often emphasized by the society and used as an indicator i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these university/colleges (especially for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was inevitably more for the elite-athlete-cultivation purpose in 

the pas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se university/colleges had the need to adjust the somewhat 

imbalanced development by rearranging programs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 advancement. Also, even for the knowledge of sport has been greatly 

accumulated and specialized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 is still tremendous room 

for growth as compared to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Thus,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colleges‘ better motivated to structurally improving academic 

effectiveness seems to be logical, as impli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s compared to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programs withi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colleges often share core interests in researches and curriculum, which is 

helpful in bringing them closer. Besides, with fewer programs to manage,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colleges should have more flexibility in program integration (Liu, 

2004). The possibility is higher for them to chang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o integrate 

or re-distribute resources, and even to reform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given lower 

resistance in merging departments, more alternatives in carrying out the task, and a 

greater chance to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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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Strength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In compar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favorable managing means, the 

resource aspect appeared to be the most accessible factor, followed by inner operating 

systems and counseling/mentoring effectiveness features. Most program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ere recently set up, the resources launched at their commencement should 

have been still in position. Whereas for a university to build up effective operating 

systems,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improvement with responsible personnel‘s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are very imperative (Chen & Chen, 2003). Therefore, there is 

no shortcut for the aim. Besides, counseling/mentor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has 

much to do with expertise growth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ents and is 

easily affected by an array of causes. Prompt results are less likely to come forth. Not to 

mention that performance of graduates was not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evaluated in the 

past. Most programs were not used to keep track of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n the 

midst of existing abundant administrative tasks (Peng, 2008). Hence, the above findings 

are regarded rational. 

Faculty members are accounted not only for introducing students into the realm of 

academic expedition and providing guidance in pursuing knowledge, but also assisting 

them in making best use of university resources to assure focused efforts being exerted 

toward meaningful educational endeavors (Lee, 2000; Yang, 2000). The planning of 

student supporting systems calls for intensive efforts from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Launching of these systems also requires clos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Whether for part time job or internship arrangement for the students, 

faculty‘s active involvement and support are key factors to success. A large propor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is composed with relation building activities among 

colleagues and learning assignments after class (Yeh, 2009). These needs can be met 

with overall initiatives of the university (i.e. fraternity supervision, library opening and 

intramural activities) and specific supporting functions of departments (i.e.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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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and seminars). As the aims of graduate studies are more academic oriented, 

graduate students usually demand more guidance from their advisors and professors. 

Graduate programs with more faculty members, therefore, have a better chance to meet 

students‘ needs and show more confidence in providing sound supporting systems. 

A university‘s operating effective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ources it can use 

(Liefner, 2003). Resource accessibility and sufficiency for a program ar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predetermined by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degree level and student 

population (Johnson & Turner, 2009). In general, programs of natural sciences, at 

graduate level, or with more students have stronger needs in resource than those of 

social or human sciences, at undergraduate level, or with fewer students.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attainment of the variou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t all levels are obliged to acquire outside resources (Tsao, 2005). Resources are limited 

among competing programs and fall short to keep up with the fast growing demands. 

The more students in a graduate program, the harder it takes to trace basic need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n adequate learning environment. A sense of deprivation may easily 

be created when connections with the society fail to establish or continue. 

Curriculum planning 

To keep up with social trends was one of the motives for a program to initiate. It is 

reasonable that programs plan their curriculum according to social demands to 

strengthen the linkage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as an effort toward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cently, evaluations undertaken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also have an emphasis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urriculum and propose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by the programs. 

Besides, under the current valued concepts of self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oriented 

instruction (Lin, 2010), programs‘ incorporating students‘ needs into curriculum design 

can certainly cover the two major conditions supporting quality learning, namely, 

discipline requirements (program concerns) and incentives in taking courses (student 

interests) (Biggs & Tang, 2007). Consideration of student needs being rated on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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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features in curriculum planning, therefore, is well justified. 

In this study, the concept of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depicts making 

good use of faculty expertise and other resources in the university and balancing 

operational costs. Programs with more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are advantageous in 

designing curriculum with a broader professional scope, as well as getting hold of a 

variety of resources matching different segment needs. Personnel expenditures for 

programs with more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may seem to be greater, but as the 

precise number of faculty being usually reg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under certain criteria 

(i.e. student enrollment) (Su, Hsieh & Tai, 1997), cost effectiveness of these programs 

should still be under control. The merits of full-time faculty are especially obvious in 

curriculum planning for the graduate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resource efficiency, they 

are useful in dealing with concerns of the practical values of courses, student needs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 society (Chang & Kuo, 2011). It is evident that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lanning curriculum and ensur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tudent popula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level on ―Maximi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factor for undergraduate 

programs but not graduate programs. It is probably becaus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usually adapt a fixed expenditure structure with classroom space, books in library, 

experiment apparatus and other teaching necessities distributed based on the number 

rather than the size of class units (Liu, 2001). More students bring in more income 

capable of yielding a surplus for the programs (Yang & Huang, 2007). Whereas 

graduate students usually demand extra research oriented facilitations, sub-discipline 

curriculum arrangement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activity supervision, resulting in 

graduate programs‘ utilizing more resources in carrying out their missions. 

Development Concer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respondents were not alerted by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concerns as most items in the section were rated below 3.0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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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might be that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were more recently established as compared to other academic fields. 

Learning from past experience, more mature frameworks may be introduced to avoid 

unwanted troubles,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may be invented to ease potential worries in 

launching new departments. A further look at of the relative strength among 

development concerns showed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seems to require more 

attention. It is easy to comprehend the rapid growth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did more or less generate pressure given the birth rate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decreasing. Media‘s purposefully picking on low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of certain universities (i.e. The Liberty Times, October 31, 2008)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proposing quota elimination policy (i.e. The United News, August 8, 2008) 

may both have intensified this concern.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learn the study‘s results show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worried 

more on the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factor than the public one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reasons for not seeing difference at the graduate level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One is tha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s hard to present with the small 

number of graduate programs and scores for both sides scattering around the low end. 

The other could be that graduate programs often share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channels 

(including financing) endorsed by undergraduate programs under the current program 

merging practice. Whereas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re urged to balance their budget, 

graduate programs are usually pardoned if they, as a part of the department, cannot 

generate sufficient revenue. 

A progra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largely based on an accumulation of its 

managing experience and a sound process of passing the experience over to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Shelton & Darling, 2003). In theory, the longer a program endures, the 

better it can comprehend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status. Among which, advancement of 

faculty quality and quantity is already listed a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indicators of 

effectiveness by the evaluation authorities (Wang, 2010). Clear position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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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 decides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reputation granted by the 

academic society. Resources accessibilit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s these factors gaining their weigh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ast decade (Neubauer, 2010), programs challenged by demands from 

different reform phases are equipped with a stronger sense to feel the changes upon 

occurrence. 

Most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graduate programs of Taiwan were 

established as part of a department originally started with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Graduate courses are mainly taught by faculty members within the department. Due to 

higher qualifications are required to teach at the graduate level, faculty members 

handling graduate curriculum often limited to a few. As a result, graduate programs may 

concern more on the factor of ―Poor Faculty Conditions‖ i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V.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indicat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ocial demands were among the most 

regarded factors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ed programs.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should continue to closely follow the leisure trends, 

related workforce needs, and graduates employment status to ensure their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being on the right lines. Also, universities should launch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xplore and maintain their operating strengths (i.e. teaching-learning 

resources) while make prompt responses to the less favored conditions (i.e. decreasing 

birth rate) by program innovation and even restructuring, when deemed necessary.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are possibly the most valuable asset a university can 

have. Appropriate coordin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their efforts toward research,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instruction, community services,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the upmost priority for programs striving for better chances to 

excel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In additi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should be carefully monito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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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ies to avoid weakening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stitu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ndatory evaluations, and to provide directions for diverse and balanced talent 

cultivation. 

Although none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rns listed in the study‘s survey was 

regarded threatening by the respondents, one should not mistaken that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while making best use of its strength, every program should come 

up with a self improvement mechanism to probe into its relative weak spots, as 

competition among universities being intensifying. 

As the first-cycle of program evaluation initi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now conclud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second round of investigation being 

conducted to see if the perceptions of operating strength as well as development 

concerns of the programs have been changed and to what extent, if any. Also, at the 

time of the study‘s investigation, the argument of whether or not Mainland China 

nationals should be allowed to enter Taiwan‘s universities as matriculated students was 

in process. Now that the opening policy was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ook 

effective in 2011, its influences on and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operations of 

Taiwan‘s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programs are to be examined in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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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動與休閒管理相關系所之設置背景、發展

特色與待因應課題 

 

楊志顯 

輔仁大學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內運動與休閒管理相關系所之設置背景、發展

特色與待因應課題，並分析組織背景變項對此三個課題的可能影響。針對 64 個相

關系所之主管，透過電話訪談和問卷調查二種方式進行資料之收集。問卷調查部

分係以研究者自編之「我國大專校院運動與休閒管理相關系所之設置背景、發展

特色與待因應課題調查」問卷為工具，其所述事項與實際運作現況之相符程度經

專家檢視合宜，內容效度可為接受，量表各構面項目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介於 0.68 和 0.88 之間，亦屬適當。研究所獲結果如下：（一）運動與休閒管理相

關系所之設置背景以「因應社會發展需求」為主，「強化學系成長條件」次之，「配

合學校整體規劃」則居末；（二）辦學優勢依序為「教學資源豐沛」、「社會關係良

好」、「支援體系健全」和「輔導成效卓著」；課程特色包含「符合社會趨向」、「顧

及學生需求」、「強化實用價值」、與「掌握資源效益」；（三）待因應課題相對重要

性依序為「競爭態勢疲弱」、「社會支持匱乏」、「辦學資源不足」、「師資條件欠佳」

和「專業定位不明」；以及（四）學校屬性、學校類型、專任教師人數、學生人數

與成立時間等變項對於部分量表構面的認知情形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關鍵詞：運動與休閒管理、高等教育、系所發展、課程規劃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72~87 頁(2012.5)               運動階段、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研究 

                                                                                    

聶喬齡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0928-094085 chiaolinnien@gmail.com 

72 

運動階段、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研究 

 

鄭豐譯 1  莊淑 2 聶喬齡 3
 

1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2 中臺科技大學 

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運動階段、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關係。以及性

別與不同運動階段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的差異情形。以 610 位大學生參

與研究問卷調查，男生 262 名平均年齡 18.40±0.62 歲、女生 348 名平均年齡為

18.38±0.66 歲。研究工具包含社會體型焦慮、運動階段及運動行為等量表。資

料分析以描述性統計、點二系列相關、積差相關、獨立樣本 t 考驗與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及雪費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

及運動行為有低至中度的關係。社會體型焦慮和運動行為是負相關。二、大學

男生的運動行為高於大學女生，在社會體型焦慮則低於大學女生。三、在不同

運動階段的大學男生，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有差異性存在；大學女生的社

會體型焦慮沒有差異性，運動行為上有差異情形存在。結論為運動階段、社會

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間具有關聯性，運動階段越高的大學男生，運動行為會

愈高與較低社會體型焦慮的程度。大學女生在不同運動階段的社會體型焦慮反

應都較為類似。顯示出大學女生對自我體型的關注與主觀感受都較為明顯，使

得不同運動階段的社會體型焦慮感覺程度較為偏高。 

 

關鍵詞：大學生、差異性、健身運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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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規律運動對人們在身體健康、心理的安適及人際間互動，是有良好的正面

效果。包含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與慢性疾病的危險因子，更能應付日常生活壓

力、降低焦慮程度及反應，提昇個體正向情緒，增進人際之間的互動，提升全

人健康 (wellness) (Lox, Martin Ginis & Petruzzello, 2010) 。儘管許多研究指出

規律運動對人們在生、心理及社會層面的益處。但在現今科技進步與生活型態

改變，日常活動空間減少，多數人的身體活動量呈現下降或不足（林宜平等，

2008）。國人身體活動量不足是普遍的現象，不過在某些族群是有顯著的差異

情形。例如在身體活動量最高的學生族群中，有證據顯示出隨著年齡與學制的

增長，身體活動量由國中階段 68.5%到大學階段為 39.9%呈現出明顯的下降，

而在每週三次、每次三十分鐘的規律運動習慣調查，也顯示在國中至大專階段

由 37.5%大幅降至 20.9%（林宜平等，2008）。不過，這種下降趨勢並非緩慢，

最顯著的下降在青少年晚期（約 16-19 歲）與成人初期（約從 20 歲開始） 

(Ashford, LeCroy, & Lortie, 2001,2007) 。研究者推測下降的原因為，國、高中

為三年必修體育課程，授課節數分配約二節，大學體育課多數為二年必、選修

課程，每週一次體育課程的運動量。在必、選修與每週運動課程次數所產生的

變化，應該是會影響到學生運動參與的情形。尤其偏向坐式生活型態的電腦與

電玩的娛樂活動，更是目前大學生在閒暇之餘，所從事的休閒活動之首選（許

義忠、莊麗君、葉智魁，2007），進而造成身體活動或規律運動時間嚴重不足

的現象。學子們在接受教育的階段，其運動參與情形，應該會對日後的運動行

為造成影響。運動對人們在生理健康、體態外觀的改善、增進心理、認知功能

與情感健康和社會關係，是有重要的影響 (Lox et al.,2010) 。 

Coakley and White 提到體育課程對於學子的運動習慣培養有重要的影

響，可能影響其未來運動和參與的決定（引自林季燕、馮家榆，2008）。根據

劉影梅等（2005）指出個體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中，體育課程提供學生們良好

的運動機會。且 Sparling and Snow (2002) 提到大學階段是個體培養終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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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時期。鼓勵大學生規律運動之健康行為的促進有其重要性。因此，本研

究以大學生為探討的研究對象。 

大學生俢習體育課動機背後，或許有運動對身材與外表有益的想法，當追

求體型、外觀完美，變成一種主流價值，會成為人們重視的事項之一，進而產

生的焦慮即為社會體型焦慮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而在現今社會的價值觀

裡，個體追求外觀和體型的完美是無法避免的趨勢（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2011）。當人們為呈現出社會所期待的既定印象或標準時，若感到懷疑自

身無法達到理想的形象或他人可能給予負面評價時所產生的焦慮情形，則社會

體型焦慮隨之而來 (Hart, Leary & Rejeski, 1989) 。侯心雅、盧鴻毅（2008）的

研究發現，他人對其體型的評價，及與他人比較中達到滿意與否，在社會情境

互動、比較過程的氛圍，都會對個體認知與行動意圖產生影響。陳忠勝、卓俊

伶（2007）彙整相關研究指出，在乎外界對體型、外觀的看法，其社會體型焦

慮程度都會較高，對體型的困擾或憂慮者，其身體意象較為負面，在心理層面

會較不客觀和理性來看待自己的身體，相對在身體活動亦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人們在參與運動時受到許多因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包括自己主觀對於運動能

力或體型的滿意與否，社會情境中他人對其看法，會影響人們在運動行為知

覺、認知、情緒及行為的層面 (Lox et al., 2010) 。而 McAuley, Marquez, Jerome, 

Blissmer, and Katula (2002) 指出，社會體型焦慮變化程度，可能對運動行為參

與有所影響，而運動行為亦可能影響社會體型焦慮。 Lantz and Hardy (1997) 認

為，個體社會體型焦慮程度較高，會害怕他人評價其體型或外型，而較不願意

去從事健身運動。而在 Aşçı, Tüzün, and Koca (2006) 研究發現，高社會體型焦

慮組會比低社會體型焦慮組，更傾向參與身體活動，其結論為高社會體型焦慮

者，可能為了改善與維持身體外型，更會有去從事運動的意圖和參與運動的行

為。由於，目前研究結果並沒有一致性的發現。所以，個體的社會體型焦慮程

度與運動行為之間的關係，應該要加以重視。 

由於，一個人產生運動行為改變，並非快速形成想法後，進而馬上去從事

運動。人們行為改變是有階段、漸進性過程，及階段的改變，沒有必然呈現線

性關係。因此，可以用改變階段方法來區別，人們運動行為是處在那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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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變階段將運動情形分為五個時期。當人們處在沒有從事運動的階段，沒有

意願去從事運動，或有想要開始試圖去參與運動的想法，分別為思考前期 

(precontemplation) 與思考期 (contemplation) 。個體有開始去從事運動，可是

運動情況並不規律，且有想要一週從事三天的規律運動的想法為準備期 

(preparation) 。個體有維持每週三次的規律運動情形，不過運動行為還未達到

六個月，為行動期 (action) 。個體規律的運動情形有達六個月以上，則為維持

期 (maintenance) 。有實證研究支持運動改變階段，適合用來探討人們健身運

動行為，及對人們運動程度的了解與實務上的研究結果（林旭龍、呂昌明，

2002）。且國外相關研究，發現處於行動期或維持期的人們，比運動階段在思

考前期或思考期有較多的運動參與行為 (Buckworth & Nigg, 2004; Cardinal, 

Tuominen & Rintala, 2004) 。因此，本研究採用 Prochaska and DiClemente (1983) 

所發展的跨理論模式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 ，行為改變階段來了解研究

參與者的運動參與分布情形。並了解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和運動行為的關

聯情形。 

在探索自我意識與自我認同的時期，就人類發展階段與相關研究指出，性

別在社會體型焦慮和運動行為上有所差異，且為重要的預測因子（盧俊宏、黃

瀅靜，1999；Ashford et al., 2001,2007）。性別在社會體型焦慮的研究發現，女

性有較高的社會體型焦慮（盧俊宏、黃瀅靜 1999；謝偉雄，2009； Brunet, 

Sabiston, Dorsch & McCreary, 2010; Mack, Strong, Kowalski& Crocker, 2007）。但

是，亦有研究提到，不論男生或女生都會有社會體型焦慮，只是所追求的外型

目標有所不同。男性理想體型為肌肉發達且精瘦、女性理想體型為纖瘦、身材

玲瓏有緻 (Grieve, Jackson, Reece, Marklin & Delaney, 2008) 。性別在運動行為

的研究發現，多數研究為男性的運動行為高於女性（謝偉雄，2009；Aşçı et al., 

2006）。但是，亦有研究發現性別在運動行為上並無差異性存在（林佑真、溫

啟邦、魏沛文，2007）。目前，文獻結果並沒有一致性的研究發現。而 Lantz and 

Hardy (1997) 彙整相關文獻提到，性別、年齡與運動行為等變項，可能會影響

到人們社會體型焦慮和身體活動量。因此，本研究欲了解性別在社會體型焦慮

和運動行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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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及運動行為之間的關聯

情形。以及，不同性別與運動階段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的差異情形。研

究假設為一、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和運動行為有關聯性存在。社會體型焦

慮與運動行為有負相關。二、大學女生在社會體型焦慮的程度高於大學男生。

三、大學男生在運動行為高於大學女生。四、在不同運動階段的社會體型焦慮

會有差異，運動階段愈高的個體其社會體型焦慮會較低。五、在不同運動階段

的運動行為會有差異，運動階段愈高的個體其運動行為會較高。 

貳、方 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中部某大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方式選取研究參與

者。在無效問卷的篩選為扣除研究者觀察研究參與者，在填答問卷時未詳加閱

讀題目，以快速方式勾選問卷的量尺、填答不完整者（如某一頁空白未填答、

運動階段未加以勾選或運動行為在費力、中等和不太費力程度有漏填數字，無

法計算其運動行為），男生 262 位平均年齡為 18.40±0.62 歲、女生 348 位平均

年齡為 18.38±0.66 歲。 

二、研究工具 

（一）社會體型焦慮量表 

經作者同意後，使用林季燕、季力康（2003）所修訂 Hart et al. (1989) 所

編製的社會體型焦慮量表，單一構面共有 12 題。社會體型焦慮為個體感覺到

他人對其體型評價時，自身所產生的焦慮。「例題：當我知道別人在評論我的

體型及外觀時，會令我感到不自在」。答題方式採 Likert 五點量尺方式進行

答題（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所得的分數越高表示自身對其體型焦

慮程度越高。林季燕、季力康修訂後，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一個因素，其解

釋變異量為 51.93%、 Cronbach‘s α = .85。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本研究樣本的 Cronbach‘s α 值為 .83。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72~87 頁(2012.5)                 運動階段、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研究 

 

77 

（二）運動階段 

本研究經同意使用由黃耀宗（2009）修訂 Cardinal (1997)、 Marcus, Selby, 

Niaura, and Rossi (1992) 和 Nigg (2002) 的運動改變階段評估方法。運動規律

情形界定為每周至少有三次，每次至少有 20 分鐘以上，共五個題目。請研究

參與者選擇一個最適合其現況描述的答案。題目包括：1.思考前期－我最近沒

有在做運動，也沒有想要在未來 6 個月內開始做運動。2.思考期－我最近沒有

在做運動，但是我想要在未來 6 個月內開始做運動。3.準備期－我最近有在做

運動但不規律，有想要在下個月規律的做運動。4.行動期－我最近有規律地做

運動，但還未達 6 個月。5.維持期－我已經規律地做運動達 6 個月以上了。此

量表國內相當多的研究都採用，並且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林旭龍、呂昌明

（2002）以三度空間加速器測量身體活動量和運動改變階段的研究，預試的信

度為 .74、正式施測為 .81 具有良好信度，且可區分個體不同的運動改變階段

其身體活動量的差異性，所以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同時效度與建構效度。 

（三）運動行為 

本研究經同意使用由黃耀宗（2009）翻譯自 Godin and Shephard (1985) 的

休閒運動問卷 (Leisure - Time Exercise Questionnaire, LTEQ) 共有 3 個題目。

請研究參與者填寫，體育課之外從事運動行為的次數。題目為：您在過去一週

（7 天），一次 20 分鐘以上的運動，運動強度達到：1.費力的程度有幾次（運

動時心跳很快、呼吸急促、流很多汗，如籃球比賽、爬山、網球單打）；2.中

等費力的程度有幾次（運動時心跳、呼吸比平常快，流一些汗，如快走、慢跑、

娛樂性的游泳）；3.不太費力的程度有幾次（運動時心跳、呼吸只比平常快一

些，幾乎沒有流汗，如散步、伸展操、瑜珈）。在費力× 9、中等費力× 5 和不

太費力× 3 的數值，三種不同程度所得數值加總，即為一週身體活動量 

(METS) 。李明憲、林旭龍、呂昌明（2002）在四種身體活動測量問卷信效度

的研究，以三度空間加速器為效標，研究顯示 LTEQ 量表的相關為 .32，且

以複迴歸分析對總身體活動量是顯著的預測因子。所以顯示此量表具有可接受

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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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測程序 

本研究於學期第十三與第十四週，進行研究施測量表工作，在施測問卷

前，研究者先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親自講解研究目的、流程與參與內容等指

導語，並請研究參與者簽署研究同意書之後才開始進行問卷填答。量表發放之

後，答題時間約為十分鐘，參與者可自由選擇作答與否。在資料保密方面，採

不記名方式作答，請研究參與者在填答之後，將問卷放置在研究者準備的紙盒

回收，其用意在讓研究參與者不論有無填答問卷都沒有身分曝露之疑慮。本研

究發出問卷 648 份、回收 623 份，有效問卷為 610 份。 

四、資料分析 

採用 SPSS 1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統計方法有描述性

統計、點二系列相關 (point-biserial correlation) 、積差相關、獨立樣本 t 考驗

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並以雪費法 (Scheffe) 進行事後比較，各項統計考驗

的顯著水準均定為 α = .05 。 

參、結 果 

一、描述性統計資料 

本研究以男生 262 位、女生 348 位，大學生為研究樣本，社會體型焦慮與

運動行為變項，在峰度與偏態皆符合常態分配 (Marshall & Mardia, 1985) 。研

究參與者個人基本資料、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等變項，在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及峰度，請參閱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個人基本資料、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分量表 性別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年齡 男生 18 23 18.40 0.62   

女生 17 25 18.38 0.66   

整體 17 25 18.39 0.64   

身高 男生 157 188 173.08 5.34   

女生 143 177 159.76 5.29   

整體 143 188 165.48 8.4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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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體重 男生 42 110 64.79 10.93   

女生 35 114 52.98 9.40   

整體 35 114 58.06 11.66   

身體質量指數 男生 14.53 34.72 21.62 3.42   

 女生 15.15 40.88 20.74 3.44   

整體 14.53 40.88 21.12 3.46   

社會體型焦慮 男生 1 5 2.77 0.60 -0.40 1.39 

 女生 1 5 3.23 0.57 0.02 0.68 

整體 1 5 3.03 0.62 -0.21 1.01 

運動行為 男生 0 119 38.50 22.84 1.06 1.94 

女生 0 119 33.09 19.34 1.08 1.95 

整體 0 119 35.41 21.07 1.11 2.12 

註：男生 262 位、女生 348 位。 

 

研究參與者在各運動階段分布情形，請參閱表 2。各運動階段人數為思考

前期 71 位、思考期 159 位、準備期 278 位、行動期 76 位及維持期 26 位。全

部的研究參與者在運動階段以思考期與準備期佔大多數 (71.7%) 。顯示出七

成的研究參與者，有想要開始從事運動的意圖浮現，或開始斷斷續續的從事運

動。 

表 2 研究參與者在各運動階段分布情形 

運動階段 
男生 女生 全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思考前期  26  9.9% 45 12.9%  71 11.6% 

思考期  43 16.4% 116 33.3% 159 26.1% 

準備期 118 45.0% 160 46.0% 278 45.6% 

行動期  53 20.2%  23  6.6%  76 12.5% 

維持期  22  8.4%   4  1.1%  26  4.3% 

註：全體研究參與者總計有 610 位（男生 262 位、女生 348 位） 

 

二、點二系列相關與積差相關 

以點二系列相關分析，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和運動行為的關聯情形。

結果顯示，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 eta 係數為 .20, p=.00，表示兩者間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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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關聯。運動階段與運動行為有中度關聯性，eta 係數為 .43, p=.03。個體的

運動階段愈高，則會有較規律的運動行為，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發現類似 

(Buckworth & Nigg, 2004; Cardinal et al., 2004) 。且符合運動階段越高，其身體

活動量愈高的驗證。 

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的相關情形，以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社會

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是負相關 (r=-.16, p=.00) 。研究結果與 Lantz and Hardy 

(1997) 的研究大致相符，都為社會體型焦慮與身體活動量之間為負相關。意即

個體情緒層面的社會體型焦慮程度越高，可能使行為層面的運動參與行為偏

低。研究發現符合研究假設一。 

三、性別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性別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是否有差異。

性別於社會體型焦慮，變異數同質性上沒有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在社會

體型焦慮 (3.23±0.57) 高於男性 (2.77±0.60)， t (608)=-9.75, p=.00, ω
2
 = -0.04 。

研究結果符合研究假設二，並與以往研究結果發現相同，為女性社會體型焦慮

程度是高於男性（盧俊宏、黃瀅靜 1999；謝偉雄，2009； Brunet et al. , 2010； 

Mack et al. , 2007）。而性別於運動行為，在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達顯

著差異 (F=5.52, p=.02) ，而由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男性

在運動行為 (38.50±22.84)高於女性 (33.09±19.34)，  t (507.57) = 3.09, p=.00, 

ω
2
=0.01。研究結果符合研究假設三，在運動行為為男性高於女性，且與以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發現相同（謝偉雄，2009； Aşçı et al., 2006）。 

四、不同運動階段中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差異 

由於大學男生與女生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上的差異都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後續不同運動階段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差異分析，必須將男性

與女性大學生分開來討論。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驗，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

行為在思考前期、思考期、準備期、行動期和維持期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資料，

請參閱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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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運動階段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運動階段 

社會體型焦慮 

男生 女生 全體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思考前期 3.09 0.52 3.37 0.61 3.27 0.59 

思考期 2.82 0.53 3.21 0.49 3.11 0.53 

準備期 2.74 0.60 3.17 0.60 2.99 0.63 

行動期 2.71 0.63 3.46 0.57 2.94 0.70 

維持期 2.53 0.63 3.33 0.50 2.66 0.67 

 運動行為 

思考前期 22.04 17.70 24.42 13.00 23.55 14.81 

思考期 23.19 11.99 29.74 18.76 27.97 17.40 

準備期 39.15 19.10 34.95 18.65 36.73 18.92 

行動期 47.45 24.37 49.87 23.29 48.18 23.92 

維持期 62.82 26.07 56.75 14.86 61.88 24.54 

 

（一）不同運動階段，大學男生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差異 

社會體型焦慮變項，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上並未有差異。結果顯示， F (4, 

257) = 3.07, p = .01, η
2
 = .05，男性大學生的社會體型焦慮，會因不同運動階段而

有所差異。在思考前期 (3.09±.52) 的社會體型焦慮程度比維持期 (2.53±.63) 

高。而思考前期與思考期、準備期、行動期沒有差異性存在。運動行為變項，

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上有顯著差異， Levene = 3.61, p = .01 ，以校正後的模式

資料。結果顯示， F (4, 257) = 21.76, p = .00, η
2
 = .25 ，不同運動階段男性大學生

的 運 動 行 為 有 所 不 同 。 維 持 期 的 運 動 行 為  (62.82±26.07) 高 於 準 備 期 

(39.15±19.10) 與 行 動 期  (47.45±24.37) ， 準 備 與 行 動 期 高 於 思 考 前 期 

(22.04±17.70) 與思考期 (23.19±11.99) 運動行為。研究結果大致符合，研究假

設四與研究假設五。 

（二）不同運動階段，大學女生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之差異 

社會體型焦慮變項，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上並未有差異。研究結果為， F 

(4, 343) = 2.27, p>.05。顯示，不同運動階段的大學女生研究參與者，在社會體型

焦慮並沒有差異性存在。研究結果並未符合研究假設四。運動行為變項，在變

異數同質性檢定上並未有差異。研究結果顯示， F (4, 343) = 10.33, p = .00, η
2
 

= .11 ，不同運動階段大學女生研究參與者的運動行為有所不同。維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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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5±14.86)與行動期(49.87±23.29)運動行為高於準備期(34.95±18.65)、思考期

(29.74±18.76)及思考前期(24.42±13.00)。研究結果大致符合研究假設五。 

肆、討 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及運動行為之間的關聯

情形。以及，不同性別與運動階段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的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運動階段與社會體型焦慮及運動行為有低至中度的關係。

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是負相關。研究結果符合研究假設一。運動階段愈

高，會較有規律的運動參與行為。當人們感覺自身社會體型焦慮程度較高時，

可能會影響參與運動的行為層面。本研究結果對運動階段與運動行為之間的關

係提供支持與呼應 (Buckworth & Nigg, 2004; Cardinal et al., 2004) ，當人們處

在運動階段較高時，會有較多運動參與行為。 

不同性別在變項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都有差

異性存在。結果符合研究假設二與假設三，大學女生的社會體型焦慮程度高於

大學男生；而大學男生的運動參與行為，高於大學女生的運動行為。分別，由 

ω
2 

 量數所得數據（性別對社會體型焦慮有-0.04 與運動行為有 0.01），了解不

同性別對於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差異程度，僅有小的解釋力 (Kotrlik & 

Williams, 2003) 。本研究在排除體育課的因素，發現男、女大學生在運動階段

分布情形。男性大學生有 28.6%有規律運動習慣，但女性大學生只有 7.7%，相

對 46.2%的女性大學生，男性大學生為 26.3%是沒有參與運動。顯示，國內大

學生缺乏規律運動的問題，值得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教師的注意。 

由於男性與女性大學生，在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上的差異，都達到顯

著水準。所以，在不同運動階段中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的差異情形，是將

男性與女性大學生分開來加以分析。研究結果為，男性大學生在不同運動階段

的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行為，有差異情形存在。在不同運動階段對社會體型焦

慮和運動行為的解釋力，由 η
2 量數所得數據，對社會體型焦慮變項，僅有小

的解釋力；對運動行為則有 25%的解釋力 (Kotrlik & Williams, 2003) 。女性大

學生在不同運動階段，其社會體型焦慮並沒有差異性存在。研究者推測，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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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運動階段男生與女生大學生，社會體型焦慮的平均數據。不論，那一個時期

的社會體型焦慮程度，女性都遠高於男性，以及不同運動階段的社會體型焦慮

程度都偏高。另外，女大學生在運動階段人數落差較大（例如，行動期與維持

期的人數偏低）。與男大學生在行動期與維持期的人數相比較下，女性規律運

動人數明顯偏少。所以，不同運動階段的男大學生於社會體型焦慮有差異性存

在，而女大學生在社會體型焦慮無差異性，是否為運動人口數落差較大，所造

成的可能原因。女性大學生在不同運動階段對運動行為則有  11% 解釋力 

(Kotrlik & Williams, 2003) 。研究結果大致符合，理論的概念與相關研究發現，

運動階段愈高，其運動行為也會愈多 (Buckworth & Nigg, 2004; Cardinal et al., 

2004; 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3) 。 

人們對自己體型主觀感受，都會影響社會體型焦慮與運動參與程度。本研

究發現大學男生的社會體型焦慮，會因處在不同運動階段而有所不同，大學女

生在不同運動階段的社會體型焦慮程度都相似。且社會體型焦慮程度對人們運

動行為是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建議在體育課中，體育教師應宣導規律運動對

健康的重要性，減少瘦即是美的觀感，使學生在天秤上權衡健康與完美體型的

比重，何者才是真正重要。提昇學生們對自身體型正面思考的想法，避免引起

學生對自身體型負面評價的感受，使得學子們在參與運動的想法能高於對自己

體型焦慮的程度，進而實際來參與運動。由於社會體型焦慮與身體意象的概念

有關，但是又有所區別 (Lox et al., 2010) 。運動行為與自我呈現有所關聯 

(Hausenblas, Brewer, & Van Raalte, 2004) 。因此，不同運動階段於身體意象與

自我呈現方面的差異，應該值得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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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xercise Stage,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Exercis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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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xercise stage,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exercise behavior is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gender and different exercise stage, in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exercise 
behavior is also discussed. A total of 610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There were 262 male students and the average age was 
18.40 ± 0.62. There were 348 female students and the average age was 18.38 ± 0.66. 
The research tools used included scales regarding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exercise 
stage and exercise behavior. In terms of data analysis, descriptive analysis, 
point-biserial correlation,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cheffe’s method were appl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1. There was a low to moder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stage,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exercise behavior.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ercise behavior. 2.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showed 
higher exercise behavio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and their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3. In term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different exercise stag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exercise behavior. For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y showed no difference in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ye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in terms of exercise behavior. In conclusion,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stage,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and exercise behavior. For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igher exercise stage, their exercise behavior is higher 
whereas their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is lower. However, it is worthwhile to notice 
that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is the same despite 
different exercise stages. It may due to that,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attention 
and subjective feeling toward their physique are more obvious which leads to 
higher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despite the exercise stage.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difference, exercis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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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對練控球對雙打跑位認知差異研究 

 

周育伶 1 林彥均 2 

1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2 長庚技術學院 

 

摘要 

高中參與羽球社團的學生，大致上都熱愛羽球運動，但是卻沒有接受過正規

的基本訓練，在雙打跑位時往往沒有太多的雙打跑位認知，本研究主要是以新竹

區高中職羽球社團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共 64 人，透過二週共 8 小時固定球路跑

位對練控球的訓練，來了解羽球雙打跑位認知的前測與後測是否有顯著差異，及

不同背景變項對羽球雙打跑位是否有顯著差異。以自編之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問卷

做為本研究工具，問卷回收後以 SPSS 12.0 統計套裝軟體之 t 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及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並將統計之顯著水準訂定為 α =.05，結果顯示，固定

球路對練控球訓練對雙打跑位認知的前、後測有顯著差異；男生在雙打跑位防守

的認知構面上較女生得分高，達顯著差異；且對自我有自信心的學生在雙打跑位

攻擊的構面上較沒有自信心的得分高，達顯著差異。 

 

關鍵詞：羽球社團、防守、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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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背景 

羽球是一項結合速度、耐力、及技術的休閒運動，因移位速度快且場地大小

僅 12.35 平方公尺（國際羽球規則，2003），無論是單打或是雙打者都有其於場上

跑位的步法及模式；特別在雙打比賽中選手於場上的跑位顯得特別重要，若跑位

出現失誤時，容易造成雙方搶球或是無人擊球之情形（涂國誠，2000）的研究中

提到雙打來回節奏快，場上對形變化與合作非常重要；然而，雙打跑位的方式有

其固定模式，此模式必需建立在擊球者能熟練的控制每一顆球，可以明確告知其

搭配者自己打的球，平川卓弘、胡小藝（1997）年提到羽球比賽獲勝的 3 要素其

中反覆練習獲得的技術才能正確控球，而羽球技術的基本球路包含長球、切球、

殺球、平抽球、網前挑球及網前小球等，而正確的雙打跑位搭配者需依擊球者所

打的球才能正確判斷出如何跑位，及告知搭配者是進攻還是防守，這樣跑位才能

清楚、明確，且倆人的搭配才不會顯得在場上亂跑沒有連貫性，蔡慧敏（2004）

的研究中提到羽球運動行進中步伐的流暢性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羽球雙打跑位的訓練模式包含餵球訓練方式及對練控球方式，其中又

分固定球路與不固定球路之訓練等；對初次接觸雙打跑位的人，若一開始訓練即

採不固定球路模式，容易混淆擊球者的跑位認知，且不容易明確的跑出正確的雙

打跑位，因此，設計固定球路的雙打跑位摸式來訓練初次接觸雙打跑位的人，不

但有助於增加練習者跑位的認知，更容易變成一種貫性反射的跑位動作。 

 綜上所知，羽球雙打跑位訓練初期必須藉由固定模式來訓練，才能將跑位轉

變成貫性反應；然而，高中羽球社團參與的學生，大致上都熱愛羽球運動，但是

卻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基本訓練，大部份社團學生在羽球基本控球都能控制得宜，

但在雙打跑位時往往沒有太多的雙打跑位認知，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固定球

路跑位的訓練模式，來了解對練控球的訓練是否能增進高中羽球社團的學生雙打

跑位的雙打認知，是為本研究所想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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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對練控球訓練對初學者雙打跑位認知的前、後測差異情形。 

（二）了解不同背景變項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認知的差異情形。 

三、研究問題 

（一）了解對練控球訓練對雙打跑位認知的前、後測差異為何? 

（二）了解不同背景變項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認知的差異情形為何？ 

四、研究假設 

（一）假設對練控球訓練對雙打跑位認知前、後測有明顯差異。 

（二）假設不同背景變項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認知有顯著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竹市高中學校羽球社團學生為本研究對象，共 82 人參加，經羽球

基本能力測驗後有對練控球的能力但未正式學習過羽球雙打跑位者，共 64 人為本

研究對象。 

二、研究期程 

本研究期程於 10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共一個月。 

三、研究設計 

教學設計應掌握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的原則（張春興、林清江，1989），因此

本研究設計先根據受測者對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問卷進行前測調查，並依羽球基本

動作控球能力進行測驗，確認受測者的基本動作控球能力後再進行雙打跑位對練

控球的教學訓練，皆採固定球路模式。依研究者從事羽球運動 20 多年的經驗，雙

打跑位若要從陌生到直接反應跑位，至少一週要訓練二次，且反覆的針對雙打跑

位做練習才能熟悉雙打的跑位變化，因此，本研究設計連續訓練二週每週 2 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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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2 小時共 8 小時針對羽球雙打跑位進行教學，最後以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問卷進

行後測調查。 

（一）羽球基本動作測試 

測驗本研究對象對羽球基本能力是否能針對以下羽球基本動作做到控制球的

能力，測驗日期 100 年 7 月 2 日，參加人數共 82 位，測試方式為二人一組來回對

打至少達 10 拍，每測驗一項基本動作有 3 次球落地機會，6 個基本動作項目中有

2 個項目測驗未過，則無法進行雙打跑位教學，測驗項目參考平川卓弘及胡小藝

（1997）羽毛球基本論及江明宏（1999）羽毛球技術入門一書中的基本技術，測

驗項目如下： 

1.高遠球：能來回對打 10 拍不落地，高遠球落點能控制在單打底線，且球能維持

控制在一定高度。 

2.切球：能來回對打 10 拍不落地，切球落點能維持控制在單、雙打發球線附近。 

3.殺球：能來回對打 10 拍不落地，殺球落點能控制在單打邊線附近，且球能維持

控制在中場位置。 

4.網前挑球：能來回對打 10 拍不落地，且挑球落點能控制在雙打發球線附近。 

5.網前小球：能來回對打 10 拍不落地，且小球落點能控制在單、雙打發球線內。 

6.平球：能來回對打 10 拍不落地，且平球落點能維持控制在中場位置。 

表 1 羽球基本能力測驗結果                                                      N=64 

 

（二）雙打跑位教學 

本研究雙打跑位教學時間於 100 年 7 月 9 日、16 日，共 4 小時，通過羽球基

本動作測試共 64 人參與雙打跑位教學，由研究者本人講解、示範教學，項目如下：  

1.接、發球時站位講解。 

測驗項目 平均來回拍數 

長球 23.10 

切球 13.64 

殺球 12.21 

網前挑球 13.32 

網前小球 11.43 

平抽球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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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打攻擊跑位講解。 

3.雙打防守跑位講解。 

4.特殊情況跑位講解。 

（三）固定球路雙打對練控球跑位訓練。 

本研究對練控球雙打跑位之球路練習一於 100 年 7 月 21 日、22 日；練習二

於 7 月 28 日、29 日施做練習，由研究者本人講解完球路及跑位方式後，將 64 人

男女分開每 2 人配對成 1 組，再將其分配 4 組 1 個場地，男女分開練習，共用 8

個場地進行練習，每次下場 2 組對練 20 分鐘後再交換另 2 組同學練習，每次 2

小時共進行 8 小時對練控球之練習。 

 

 

 

 

 

 

 

 

 

 

 

（1）對練控球之球路練習一 （A、B 為防守方，C、D 為攻擊方），如圖 1  

○1 A 發小球給 C 

○2 C 放直線小球給 A，B、D 站後場 

○3 A 左邊直線挑球後退到中場，（A、B）站平行 

○4 D 直線殺球給 A 

○5 A 直線推平球給 D 

○6 D 對角小球推擋給 B 

○7 B 放直線小球給 C 

D 

B A 

C 

 圖 1 對練控球之球路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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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對練控球之球路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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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 回放直線小球給 B 

○9 B 直線挑高後退到中場，（A、B）站平行。 

○10D 直線殺球給 B 

○11B 推直線平球給 D 

○12D 對角小球推擋給 A 後重覆動作 

（2）對練控球之球路練習二（A、B 為防守方，C、D 為攻擊方），如圖 2 

○1 A 發高遠球給 C 

○2 C 直線切球給 B 

○3 B 直線放小球給 D 

○4 D 直線挑高給 A 

○5 A 打直線高遠球給 C 

○6 C 對角線殺球給 B 

○7 B 直線挑高給 C 

○8 C 直線切球給 B 

○9 B 直線放小球給 D 

○10D 直線挑高給 A 

○11A 打直線高遠球給 D 

○12D 對角線殺球給 B 

○13B 挑高直線後重覆動作 

四、研究工具 

（一）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問卷調查 

經過二週共 8 小時羽球雙打跑位訓練，為了解受測者雙打跑位的認知情形，

編制成本研究之「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問卷調查表」，問卷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為

「雙打防守跑位認知」、第二部份為「雙打攻擊跑位認知」第三部份為「個人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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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問卷信度、效度考驗 

1.項目分析 

問卷回收後，進行項目分析。本研究採用 t 考驗法，取各題項 p < .05 達顯

著差異，作為該題項是否具備鑑別度之判斷依據。項目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除

2、7、12、15 及 18 題未達到顯著差異未具鑑別度外，其它題目均有達到顯著差

異，顯示其它題目均具有鑑別度，因此刪除第 2、7、12、15 及 18 題其它題目都

保留。 

表2 羽球雙打跑位認知量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量表內容 
決斷值 

(CR) 

題目 

取捨 

 我知道雙打跑位時……   

1 防守站的位置是場地半場的正中央 35.50* ○ 

2 我和隊友須各自負責一個半場 13.90 X 

3 接對方殺球回擊短球時必須跟著球移位 12.19* ○ 

4 我的身體必須面對球的方向來移動 17.33* ○ 

5 接對方殺球回擊推平球時必須移動到網前準備抓球 40.11* ○ 

6 我和隊友中間的球必須由正手拍的人來回擊 16.72* ○ 

7 隊友到後場擊球我必須移動到網前 8.82 X 

8 我在右前場挑高球必須退回到右半場防守 16.86* ○ 

9 接對方殺球回擊挑高時必須在原地準備下一拍防守 30.09* ○ 

10 我和隊友站的攻擊位置是一前一後 5.34* ○ 

11 我或隊友在後場打高遠球時必須回到防守狀態 11.08* ○ 

12 隊友到後場擊球我必須移動到網前的位置 2.24 X 

13 隊友到後場切球我必須在網前準備抓球不能退後 1.84* ○ 

14 隊友到後場殺球我必須在網前準備抓球不能退後 7.34* ○ 

15 我在前場放短球必須依球的方向做跟進不能退後 2.21 X 

16 我在前場扣球後必須在網前準備抓球不能退後 4.15* ○ 

17 我在後場切球後必須回到後場中線上準備下一拍球 6.15* ○ 

18 我在後場殺球後必須回到後場中線上準備下一拍球 4.11 X 

19 只要球過了前排的隊友都必須由後排的攻擊者來回擊球 4.98*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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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問卷效度考驗 

在剔除不具有鑑別力的題目後，進行因素分析之前，必須確定資料是否適合

做因素分析，因此，採用 KMO 指數 (Kaiser-Meyer-Olkin index) 來考察因素分

析是否適用，本研究雙打跑位認知量表之 Bartlett‘s 為 1021.12， KMO 值

為 .851。本研究共提出二項構面加以分析。 

（1）雙打防守跑位 

經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此代表每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其題目

均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因素包含 1、3、4、5、6、8、9 等 7 個問項，特徵值為

5.244，可解釋變異量為 74.92%，本因素各題項之負荷量皆大於 .45，故各題項均

保留。 

（2）雙打攻擊跑位 

經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此代表每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其題目

均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因素包含 10、11、13、14、16、17、19 等 7 個問項，特

徵值為 2.772，可解釋變異量為 39.60%，本因素各題項之負荷量皆大於 .45，故

各題項均保留。 

（3）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 係數，以求取量表內部一致性，並考驗研究工具之信

度。根據邱皓政（2006）認為信度係數在 0.6 以上，是可接受的最小信度值。而

本研究經分析後， Cronbach,s α 係數值分別是：「雙打防守跑位」為 .942；「雙

打攻擊跑位」為 .726；，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22，由此可知本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羽球雙打跑位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題號 
各分量表 

 α 係數 

雙打防守跑位 1、3、4、5、6、8、9 .942 

雙打攻擊跑位 10、11、13、14、16、17、19 .726 

總量表 α 係數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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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得之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 1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並

將統計之顯著水準訂定為 α=.05 ，統計方法如下： 

1.描述性統計：分析其受測者基本資料。 

2.成對樣本 t 檢定：了解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認知前、後測的差異情形。 

3.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不同背景變項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的認知差異

情形。 

4.單因子變異數：了解不同背景變項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的認知差異情

形。 

參、研究結果 

一、受測者基本資料分析 

1.性別 

男性共有 36 人，佔 56.2%，女性共有 28 人，佔 43.8%，全體有效樣本共計

64 人。 

2.一週打球次數 

一週打球次數在 2-3 次為最多共有 27 人，佔 42.2%，其次為 4-5 次共有 24

人，佔 37.4%，再其次為 0-1 次，共有 9 人佔 14.1%，最後為 6-7 次的共 4 人，佔

6.3%。 

3.羽球球齡 

羽球球齡在 1 年以下為最多共有 31 人，佔 48.4%，其次為 1 年以上未滿 2 年

共有 16 人，佔 25%，再其次為 3 年以上共有 14 人，佔 21.9%，最後為 2 年以上

未滿 3 年的共 3 人，佔 4.7%。 

4.固定球伴 

有固定球伴的共 35 人，佔 54.7%，沒有固定球伴共 29 人，佔 45.3%。 

5.雙打跑位自信心 

對雙打跑位沒有自信心共 56 人，佔 87.5%，有信心的共 8 人，佔 12.5%。如

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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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N=64）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女生 

 

36 

28 

 

56.2 

43.8 

每週打球次數 

0-1 次 

2-3 次 

4-5 次 

6-7 次 

 

9 

27 

24 

4 

 

14.1 

42.2 

37.4 

6.3 

羽球球齡 

1 年以下 

1 年以上未滿 2 年 

2 年以上未滿 3 年 

3 年以上 

 

31 

16 

3 

14 

 

48.4 

25 

4.7 

21.9 

固定球伴 

有 

沒 有 

 

35 

29 

 

54.7 

45.3 

跑位自信心 

有 

沒有 

 

56 

8 

 

87.5 

12.5 

 

二、對練控球訓練雙打跑位認知前、後測結果分析情形 

（一）對練控球訓練雙打跑位認知問卷前測、後測分析表 

由表 5 可以看出在訓練二週羽球對練控球的雙打跑位後，雙打跑位認知前測

與後測問卷結果顯示，除第 4、8 及第 14 題未有顯著差異外，其於 11 題皆達顯著

差異 (p<.05)。 

表5 對練控球訓練雙打跑位認知問卷前、後測結果分析表 

題號 量表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1 防守站的位置是場地半場的正中央 1.03 1.661 4.965* 

2 接對方殺球回擊短球時必須跟著球移位 1.03 1.943 4.245* 

3 我的身體必須面對球的方向來移動 0.68 2.053 2.678* 

4 接對方殺球回擊推平球時必須移動到網前準備抓球 0.53 2.239 1.89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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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5 我和隊友中間的球必須由正手拍的人來回擊 1.42 2.029 5.604* 

6 我在右前場挑高球必須退回到右半場防守 0.54 1.717 2.547* 

7 接對方殺球回擊挑高時必須在原地準備下一拍防守 0.87 2.050 3.413* 

8 我和隊友站的攻擊位置是一前一後 0.42 2.099 1.608 

9 我或隊友在後場打高遠球時必須回到防守狀態 0.92 1.439 5.122* 

10 隊友到後場切球我必須在網前准備抓球不能退後 1.67 1.960 6.823* 

11 隊友到後場殺球我必須在網前准備抓球不能退後 0.82 2.171 3.051* 

12 我在前場扣球後必須在網前准備抓球不能退後 0.71 1.618 3.554* 

13 我在後場切球後必須回到後場中線上准備下一拍球 0.81 1.934 3.360* 

14 只要球過了前排的隊友都必須由後排的攻擊者來回擊球 0.25 2.336 0.856 

*p<.05 

（二）對練控球訓練雙打防守與攻擊跑位認知問卷前、後測結果分析情形 

由表 6 結果顯示，對練控球訓練對雙打跑位認知的前測與後測，在「雙打防

守跑位」與「雙打攻擊跑位」二個構面皆達顯著差異。 

表6 對練控球訓練雙打跑位認知問卷前、後測結果分析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雙打防守 5.03 10.540 3.818* 

雙打攻擊 5.46 8.044 5.610* 

*p<.05 

三、不同背景變項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雙打跑位認知差異情形 

（一）不同性別雙打跑位認知差異情形 

由表 7 結果顯示，性別在「雙打防守跑位」構面上男生之得分明顯高於女生，

達顯著差異，而在「雙打攻擊構面」上未達顯著差異。 

表7 不同性別羽球雙打跑位認知差異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雙打防守 
(1)男 22.4 8.755 

1.191* 
(2)女 19.5 10.556 

雙打攻擊 
(1)男 21.5 6.335 

.308 
(2)女 20.9 7.56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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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羽球球齡雙打跑位認知差異情形 

由表 8 結果顯示，受測者羽球球齡在「雙打防守跑位」及「雙打攻擊跑位」

構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表8 不同羽球球齡雙打跑位認知差異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雙打防守 

(1) 1 年以下 26.1 3.652 

0.287 
(2) 1 年以上未滿 2 年 25.6 2.937 

(3) 2 年以上未滿 3 年 27.0 1.000 

(4) 3 年以上 26.6 2.619 

雙打攻擊 

(1) 1 年以下 27.3 3.146 

1.860 
(2) 1 年以上未滿 2 年 26.0 3.108 

(3) 2 年以上未滿 3 年 30.0 3.464 

(4) 3 年以上 26.2 2.833 

*p<.05 

（三）一週不同打球次數雙打跑位認知差異情形 

由表 9 結果顯示，受測者一週打球次數在「雙打防守跑位」及「雙打攻擊跑

位」構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表9 一週不同打球次數羽球球齡雙打跑位認知差異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雙打防守 

(1) 0-1 次 27.1 2.088 

0.849 
(2) 2-3 次 26.5 2.831 

(3) 4-5 次 25.4 3.706 

(4)6-7 次 25.7 3.862 

雙打攻擊 

(1) 0-1 次 27.8 2.803 

0.526 
(2) 2-3 次 27.0 3.197 

(3) 4-5 次 26.4 3.425 

(4)6-7 次 26.2 1.707 

*p<.05 

（四）有無固定球友雙打跑位認知差異情形 

由表 10 結果顯示，有無固定球友在「雙打防守跑位」與「雙打攻擊跑位」構

面上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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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有無固定球友雙打跑位認知差異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雙打防守 
(1)有固定球友 21.9 9.174 

.716 
(2)無固定球友 20.2 10.209 

雙打攻擊 
(1)有固定球友 22.2 6.098 

1.278 
(2)無固定球友 20.0 7.596 

*p<.05 

（五）自我雙打跑位自信心認知差異情形 

由表 11 結果顯示，有無跑位自信心在「雙打攻擊跑位」構面上有自信心的平

均得分明顯高於無自信心，達顯著差異，而在雙打防守上未達顯著差異。 

表 11 自我雙打跑位自信心認知差異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雙打防守 
(1)有自信心 21.4 9.738 

.675 
(2)無自信心 19.0 9.023 

雙打攻擊 
(1)有自信心 21.3 7.246 

.207* 
(2)無自信心 21.0 3.116 

*p<.05 

四、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雙打跑位認知問卷前測與後測皆有顯著的差異，顯示經過二

週 8 小時的固定球路對練控球訓練模式，對初次接觸雙打跑位的學生有其幫助，

究其原因，可能因運動技能的養成必須經由不斷練習，才能轉變成自我的能力，

根據 Schmidt (1991) 提到運動技能學習的階段是不斷的重複練習，學習者最終會

進入自動化階段，是結合了練習和過往經驗的過程，並且導致技能表現上有較穩

定的改變，孫彩卿、邱憲祥（2011）的研究也提到多人訓練法可以提升練習者的

控球能力，在來回擊球練習中可促進基礎技術動作更熟練更紮實；另受測者為男

生的學生，在雙打跑位防守構面上平均得分明顯高於女生，達顯著水準；究其原

因，可能因雙打防守需要良好的肌力，以反應瞬間的來球，而男生的肌力天生較

女生來的強，因此在雙打防守跑位認知構面上才會明顯男生優於女生；最後受測

者對自我跑位有自信心的學生，在雙打跑位攻擊認知構面上平均得分明顯高於自

我跑位沒有自信心的學生，究其原因，可能因受測者對自己雙打跑位的認知有很

高的自信心，因此，有自信心的受測者在雙打攻擊的構面上得分才會明顯高於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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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信心的受測者，周財勝、呂子平（2010）提出自信心高的心智訓練對不同能

力水準的運動員都能有正面的幫助。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對練控球訓練對雙打跑位認知的前測與後測，在「雙打防守跑位」與「雙

打攻擊跑位」二個構面皆達顯著差異。 

（二）男生在「雙打防守跑位」的認知構面上較女生得分高，達顯著差異。 

（三）對自我有自信心的學生在雙打跑位攻擊的構面上較沒有自信心的得分高，

達顯著差異。 

二、建議 

高中社團活動是依學生興趣選擇參與，因此，會選擇參與羽球社團的學生，

大部份都是對羽球運動有著一份熱忱及喜愛這項運動，但社團授課方式一般是讓

學生自由對打的模式上課居多，能教授的課程有限，因此，建議社團指導老師能

改變上課模式，讓學生練習固定球路的雙打跑位，這樣不僅可以學習到基本雙打

跑位知識，並藉由固定球路的訓練來加強學生的基本動作，也可以從不同的固定

球路雙打跑位讓學生有多元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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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gnitive Difference in Doubles 

Positioning Against Pair Training of Bal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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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joining badminton club in senior high school, in substance, adore playing 

badminton. However, they are not formally trained and have little cognition of doubles 

positioning when in such position. The research mainly studies 64 students in Hsinchu 

senior high & vocational school who attend badminton club, through pair training of 

ball control in stationary shots and position for 8 hours in two week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on cognition of 

badminton doubles positioning, and whether various background variables against 

badminton doubles positioning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elf-created questionnaire 

on cognition of badminton doubles positioning is the research tool.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are analyzed through t-test by SPSS 12.0 Statistical Package, one-factor 

ANOVA and pair samples t-test; significance level of statistics is set at α=.05. The result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on cognition of doubles 

positioning after pair training of ball control in stationary shots. Male gets higher scores 

than female in cognition of defending doubles positioning which reach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tudents with self-confidence get higher scores than those without 

self-confidence in attacking doubles positioning that achiev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words : badminton club, defending, attacking, stationary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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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休閒態度、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的影響 

 

黃孟立 1 蔡瑋娟 1 陳慧英 2 

1 環球科技大學 
2 長庚科技大學 

 

摘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以態度、需求及動機的相關理論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我

國大學生休閒態度、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的影響。研究抽樣的範圍分為北、

中、南 3 個區域。北區以苗栗以北，中區以台中以南，雲林以北。南區以嘉義以

南，每所學校發放數在 40 至 60 分不等，最後以 1171 份有效樣本做為分析的資料。

研究工具包括休閒態度量表、休閒需求量表及體育成就動機量表。資料分析的方

法為描述統計、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等。研究結果發現：1.大學生的

休閒態度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向的影響。2.大學生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

向的影響。結論：大學生的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對於體育成就動機皆有正向的影

響，因此建議大學體育課可參酌休閒相關內容之教學，以改變其休閒態度，提高

其休閒需求，增進其體育成就動機。 

 

關鍵詞：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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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知識獲得的便利，人們愈來愈重視自己的休閒生活，

面對休閒化社會的來臨，加上國人休閒運動習慣偏低，更顯示學校體育課程對於

個人培養終身休閒運動習慣的重要性（張孝銘，2003）。運動是廣受人們喜愛的休

閒活動項目之一，然而一般人因受到時間、金錢、設備、同伴、知識及技能等因

素的阻礙 (Chubb & Chubb, 1981；Francken & Vanraaij, 1981) ，以致於學習運動技

能的機會缺乏。而體育課為大學生學習運動技能重要的來源，學校體育教學是教

授休閒技巧的重要環境之一 (Kelly, 1981) 。但為何總是有部份學生非常在意自己

的體育成績，上課時總是熱衷於學習欲測驗的運動技能，測驗時也小心翼翼的希

望能得到最好的成績，而表現出高度的成就動機；但有些則否，上課時經常表現

出不在乎的行為，以及對於自己的成績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 

成就動機亦是驅使人們追求成功的內在動力，然而這種力量的大小因每個人

的人格特質而異，例如：有些學生對自己每一次的考試都要求要達到 90 分以上；

有些學生卻只要求 60 分就心滿意足了，像這種屬於個人的人格特質，將可能影響

到他做每件事情的投入程度，進而影響其結果。早期由 Atkinson (1957) 所創的

成就動機概念是屬於個人的人格特質，稱為成就動機的靜態理論。國內的學者也

有對成就動機的意義提出更精簡的解釋：張春興（1991）認為成就動機含有三點

意義：「1.指個人追求進步以期達成希望目標的內在動力；2.指從事某種工作時，

個人自我投入精益求精的心理傾向；3.指個人在不順利的情境中，衝破障礙克服

困難奮力達成目標的心理傾向」。盧俊宏（1994）則認為，成就動機簡言之為「個

人認為很有意義或很有價值的工作，不但願意去做並且願意花費許多精神和力氣

去追求，以達成功或完美的心理歷程」。從以上的文獻可以看發現，成就動機是可

以從外在的行為觀察得知，且會影響其表現的結果。 

過去有關成就動機的研究焦點大多集中在人們為何選擇不同的工作，為何在

某些工作上長時間的堅持努力，以及此種追求完美的心理歷程來源是什麼 (Eccles, 

Wigfield, & Schiefele, 1998; Printrich & Schunk, 1996) 。 Prochaska & DiClement 

(1982) 認為動機的探討應包括認知、情意以及行為等面向， Ragheb & Bear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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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進一步將休閒態度的概念區分為認知、情意及行為三層面，因此，態度與動機

似乎有著密切的關係。另外在態度與行為方面 Ajzen (1988) & Gonzalez (1992) 認

為態度是一種可以觀察到的外顯行為，以及代表個體對於人、事、物的正面或負

面、贊同或反對的評價。林東泰（1992）認為個人的休閒行為是休閒態度的外在

行為表現，因此只要掌握個人的休閒態度便有可能測知其所採取的休閒行為。黃

孟立（2005）認為休閒態度為個人對休閒活動所持的看法，個人的休閒態度極有

可能影響運動性休閒的參與動機，換言之大學生的休閒態度與體育成就動機很可

能有其相關存在。 

本研究所欲探討另一項影響大學生體育成就動機因素為大學生的休閒需求。

早年 Murray (1938) 即以「需求」的觀點來解釋何謂成就動機，他認為成就動機

即是個體想要克服困難，完成工作，並期能儘速完成，以超越他人的一種需求或

慾望。著名心理學者 Maslow (1943, 1970) 認為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動

機，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 (need) 所組成，分為生理、安全、愛與隸屬、

尊重及自我實現等五個層次。因此，需求廣義的概念包括生理及心理，當需求匱

乏至必須調節的程度時，個體本身就會感到需求的存在，因此，需求一詞幾乎是

動機的同義詞（張春興，1991）。而 Driver & Brown (1975) 則認為人類的休閒需

求，一部份來自參與休閒活動體驗的動機。就上述理論而言，需求、動機、行為

為一連串發生的狀態，如一個人身體缺水後（需求）就會想找水喝（動機），爾後

拿起水杯盛水喝（為行）。同樣的道理，當一個人有了休閒需求就會想要學習與休

閒有關的知識或技巧，然後實際的從事有關的學習行為。由此得知，要提高大學

生的體育成就動機，或許先了解其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是否有影

響，再施以休閒相關課程內容，期望能提高學校體育教學的效果，以達到推展終

生運動的目的。 

過去很少有文獻探討大學生的休閒態度與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是否有影

響效果，從文獻中可以了解，態度、需求、動機三者有密切的關係存在。因此，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結構方程模式的統計方法，以建構大學生的休閒態

度、休閒需求及體育成就動機的關係如何。因此根據以上的文獻，提出本研究二

項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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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大學生休閒態度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向影響效果。 

H2：大學生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向影響效果。 

貳、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母群體為全國公、私立綜合大學及技專校院，於 99 學年度上學期仍在

學之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的範圍分為北、中、南 3 個區域，北區以苗栗以北。

中區以台中以南，雲林以北。南區以嘉義以南，每所學校發放數在 40 至 60 分不

等，其詳細結果如表 1： 

表 1 抽樣及回收結果一覽表 

區域 類別 抽取數(校) 發放數 回收數 有效數 有效% 

北區 綜合大學 4 240 211 210 87.50% 

 技專校院 4 240 203 196 81.66% 

中區 綜合大學 3 180 180 173 96.11% 

 技專校院 4 240 215 193 80.41% 

南區 綜合大學 4 240 222 203 84.58% 

 技專校院 4 240 228 196 81.66% 

合計  23 1380 1259 1171 84.85% 

 

二、研究工具 

（一）休閒態度量表 

本量表依據 Ragheb & Beard (1982) 的理論將態度分為認知、情意及行為 3

個因素而定，分別為「認知」因素有 5 個測量題項；「情意」因素有 7 個測量題項；

「行為」因素有 6 個測量題項。答題方式採李克特 7 點量尺，最高 7 分表示非常

同意；6 同意；5 稍微同意；4 無意見；3 不太同意；2 不同意；1 非常不同意。 

（二）休閒需求量表 

本量表由研究者參考莊慧秋（1993）翻譯美國學者 Winthrop 所編之休閒需

求量表及 Beard & Ragheb (1983) 的休閒需求量表，共彙整出「求知需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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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個測量題項；「社交需求」因素有 5 個測量題項；「自我肯定需求」因素有 6

個測量題項；「放鬆休息需求」因素有 4 個測量題項。答題方式採李克特 7 點量尺，

最高 7 分表示非常需要；6 需要；5 稍微需要；4 無意見；3 不太需要；2 不需要；

1 非常不需要。 

（三）體育成就動機量表 

在體育成就動機量表修訂自 Helmreich & Spence (1978) 所設計之「工作與家

庭取向量表」，再經過有 15 年以上體育教學經驗的研究同僚，依體育課實際情境

修訂其內容、語句而成「體育成就動機」量表。分別為「工作取向」因素 5 個測

量題項；「自我取向」因素有 5 個測量題項；「精熟取向」因素有 5 個測量題項。

答題方式採李克特 7 點量尺，最高 7 分表示非常符合；6 符合；5 稍微符合；4 無

意見；3 不太符合；2 不符合；1 非常不符合。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樣本結構之次數、百分比、各題項之偏態、峰度的

分佈情形。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法進行各題項之項目分析（決斷值， critical 

ratio ），以考驗各題項之鑑別度。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各構面的

信、效度，其中標準化後的多元相關平方值須達 0.2 以上，潛在變項的建構信度

須大於 0.6，聚合效度乃以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為指標，其值須大於 0.5（黃芳銘，

2004）。最後則以結構方程模式結構模型分析大學生休閒態度、休閒需求對體育成

就動機的影響情形。 

參、結 果 

一、樣本結構 

本研究以有效樣本 1171 分進行結果分析，樣本結構在不同性別方面，男生

496 人，佔 42.35%，女生 675 人，佔 57.64%。在不同年級方面，大學一年級 728

人，佔 62.16%。二年級 342 人，佔 29.20%。三年級 77 人，佔 6.57%。四年級 24

人，佔 2.04%。在不同學校類別方面，綜合大學 586 人，佔 50.04%。技專校院 585

人，佔 49.95%。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04~117 頁(2012.5)                      大學生休閒態度、休閒需求對體育 

成就動機的影響 

 

109 

二、項目及信、效度分析 

（一）休閒態度量表 

在項目分析方面，各題項高、低分組之 t 檢定結果均達顯著水準， t 值則

介於-21.01 至-33.05 之間。各題項之多元相關平方介於 0.38 至 0.72 之間，在各構

面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及建構信度方面，分別為「認知」構面為 0.64、0.90。「情

意」構面為 0.52、0.88。「行為」構面為 0.56、0.88。在題項的描述統計方面，得

分最高的為第三題屬「認知」構面的「休閒活動對個人身心健康有益」平均 6.32，

高於「同意」程度；得分最低的為第十四題屬「行為」構面的「我願意將金錢和

時間花在休閒活動上面」平均 4.95 接近於「稍微同意」程度。在構面的平均得分

方面為「認知」構面 6.17，高於「同意」程度。「情意」構面為 5.93 稍低於「同

意」程度。「行為」構面 5.31 接近於「稍於同意」程度。就構面來看，大學生休

閒態度依序為「認知」、「情意」最後為「行為」構面。 

（二）休閒需求量表 

在項目分析方面，各題項高、低分組之 t 檢定結果均達顯著水準， t 值則

介於-26.80 至-34.24 之間。各題項之多元相關平方介於 0.49 至 0.84 之間，在各構

面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及建構信度方面，分別為「求知需求」構面為 0.72、0.91。

「社交需求」構面為 0.65、0.90。「自我肯定需求」構面為 0.61、0.90。「放鬆休息

需求」構面為 0.71、0.90。在題項的描述統計方面，得分最高的為第十八題屬「放

鬆休息需求」構面的「我想藉從事休閒活動以暫時拋開所有的煩惱」平均 5.86，

接近於「需要」程度；得分最低的為第十一題屬「自我肯定需求」構面的「我想

藉從事休閒活動來獲得別人的讚賞」平均 5.36，稍高於「稍微需要」程度。在構

面的平均得分方面為「求知需求」構面平均 5.50 介於「需要」與「稍微需要」之

間。「社交需求」構面平均 5.65 較接近於「需要」程度。「自我肯定需求」構面平

均 5.55 介於「需要」與「稍微需要」之間。「放鬆休息需求」構面平均 5.82 接近

於「需要」程度。就構面來看，大學生的休閒需求依序為「放鬆休息需求」、「社

交需求」、「自我肯定需求」最後為「求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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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就動機量表 

在項目分析方面，各題項高、低分組之 t 檢定結果均達顯著水準， t 值則

介於-12.18 至-32.92 之間。於第一次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發現，第六題「我寧願做

一些自己有信心的動作，而不願做那些有挑戰和困難的動作」的多元相關平方僅

0.014，低於 0.2 的標準，因此予以刪除後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第二次驗證性

因素分析各題項之多元相關平方介於 0.42 至 0.73 之間，在各構面的平均變異數抽

取量及建構信度方面，分別為「工作取向」構面為 0.58、0.87，「自我取向」構面

為 0.57、0.84，「精熟取向」構面為 0.62、0.73。在題項的描述統計方面，得分最

高的為第二題屬「工作取向」的「上體育課我遵守老師的各項規定」5.78，接近

於「符合」程度；得分最低的為第七題屬「自我取向」構面的「當老師需要有人

做示範動作時，我希望那個人是我」4.28，稍高於「無意見」程度。在構面的平

均得分方面為「工作取向」構面平均 5.62，介於「符合」與「稍微符合」之間。「自

我取向」構面平均 4.71，接近於「稍微符合」程度。「精熟取向」構面平均 5.30，

稍高於「稍微符合」程度。就構面來看，大學生的體育成就動機依序為「工作取

向」、「精熟取向」最後為「自我取向」構面。 

三、研究假設驗證 

在研究量表通過鑑別度及信、效度的考驗後，即可進行結構模型考驗。由於

各題項及因素均具有高度的信、效度，因此將各分量表的衡量題項得分之平均值

作為該分量表的得分，也就是以單一測量指標替代多重測量指標應是可行的做法

（陳寬裕、歐典灝、歐人豪，2009）。亦即當休閒態度被視為潛在變項時，其觀

察變項為「認知」、「情意」及「行為」。當休閒需求被視為潛在變項時，其觀

察變項為「求知需求」、「社交需求」、「自我肯定需求」及「放鬆休息需求」。當

體育成就動機被視為潛在變項時，其觀察變項為「工作取向」、「自我取向」及「精

熟取向」。 

由於結構方程模式之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以及一般化最小平方

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等估計方法受變項分配性質影響很大，如果變項分配

的偏態絕對值大於 3，就被視為是極端偏態，峰度絕對值大於 10 則被視為是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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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若大於 20 則可以視為是極端的峰度。若偏態與峰度產生這些問題時，那麼

就必須考慮不受變項分配的估計方法，例如漸近自由免分配法 (asymptotic 

distribution-free) 。休閒態度量表各題項的偏態介於-0.38 至-1.17 之間，峰度介於

-0.07 至 2.27 之間。休閒需求量表各題項的偏態介於-0.35 至-0.84 之間，峰度介於

-0.11 至 1.02 之間。體育成就動機量表各題項的偏態介於-0.23 至 0.95 之間，峰度

介於-0.01 至 0.78 之間，從上述所有數值來看，宜使用最大概似法進行模式估計。 

關於結構方程模式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Diamantopoulos & Siguaw (2000)

建議宜採絕對適配指、相對適配指標及簡效適配指標等 3 類型。本研究假設模式

在第一次考驗發現有 AGFI 、 SRMR 、 Normed Chi-Square 及 Critical N 等評

鑑指標未達理想值。在參考修正指標後，將其值大於 10 之觀察變項給予修正指令

後，除卡方值之外，所有指標皆達理想數值，但就卡方值而言，通常受樣本數影

響很大，所以學者認為不必太在乎這個指標（林志哲，2007），因此，此模式為

可接受的理論模型，結果如表 2。 

表2 研究假設整體適配指標評鑑結果摘要表 

絕對適配指標 理想值 修正前 修正後 

χ2 值 不顯著 0.00 0.01 

GFI 大於或等於0.90 0.93 0.99 

AGFI 大於或等於0.90 0.88 0.98 

SRMR 小於或等於0.05 0.06 0.01 

RMSEA 小於或等於0.10 0.10 0.03 

相對適配指標    

NNFI 大於或等於0.90 0.96 1.00 

CFI 大於或等於0.90 0.97 1.00 

簡效適配指標    

PNFI 大於或等於0.50 0.50 0.50 

PGFI 大於或等於0.50 0.54 0.52 

Normed Chi-Square 介於1.00~3.00之間 13.43 1.88 

Critical N 大於或等於200 165.22 11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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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方程模式建構結構模型時，除了模式適合度的考驗之外，尚須檢視是

否有「違犯估計」的問題。「違犯估計」的檢視項目為，1.須為無負的誤差變異數。

2.標準化係數皆未超過 0.95。3.無太大的標準誤（黃芳銘，2004）。由表 3 得知，

本研究假設模式無「違犯估計」的問題，亦即本研究假設模式可以進行結果的解

釋。 

在本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方面，由表 3 得知，係數路徑 γ11 即研究假設 1 的

標準化參數係數為 0.49， t 值為 6.5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假設 1 獲得肯定，亦

即休閒態度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面的影響效果。係數路徑 γ21 即研究假設 2 的標

準化參數係數為 0.29， t 值為 4.11，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假設 2 獲得肯定，亦即

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面的影響效果。 

表 3 研究假設模式各參數值摘要表 

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 

估計值 
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 

估計值 

δ1 0.37 0.02 17.35 0.60 λ
Χ  

52 0.79 0.02 32.51 0.81 

δ2 0.31 0.02 16.77 0.45 λ
Χ  

62 0.83 0.02 34.92 0.85 

δ3 0.39 0.03 14.92 0.39 λ
Χ  

72 0.69 0.02 28.25 0.74 

δ4 0.32 0.02 17.57 0.33 γ11 0.49 0.08 6.55 0.49 

δ5 0.33 0.02 18.94 0.34 γ21 0.29 0.07 4.11 0.29 

δ6 0.26 0.02 16.60 0.27 λ
Y

11 0.60 - - 0.64 

δ7 0.38 0.02 19.66 0.45 λ
Y

21 0.64 0.05 11.93 0.54 

λ
Χ  

11 0.49 0.03 19.62 0.63 λ
Y

31 0.88 0.05 16.53 0.83 

λ
Χ  

21 0.61 0.02 26.24 0.74 ε1 0.60 0.04 14.45 0.59 

λ
Χ  

31 0.78 0.03 28.10 0.78 ε2 1.00 0.05 18.71 0.71 

λ
Χ  

42 0.79 0.02 32.41 0.82 ε3 0.35 0.07 5.01 0.31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04~117 頁(2012.5)                      大學生休閒態度、休閒需求對體育 

成就動機的影響 

 

113 

 

註： 

ξ1=休閒態度  X1 =認知  X2 =情意   X3 =行為 

ξ2=休閒需求  X4 =求知需求 X5 =社交需求 X6 =自我肯定需求 X7 =放鬆需求 

η1=體育成就動機 Y1 =工作取向 Y2 =自我取向 Y3 =精熟取向 

圖 1 研究假設結構模型路徑圖 

肆、討 論 

研究以大學生的休閒態度與休閒需求為外因變項，探討二者對於體育成就動機

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假設 1：大學生休閒態度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向影響效果

方面獲得支持，透過結構方程模式的統計方法，結果發現休閒態度對體育成就動機

的標準化係數為 0.49， t 值 6.55 (p<.05) ，表示大學生的休閒態度可以正向影響體

育成就動機。此研究結果與 Prochaska & DiClement (1982) 及 Ragheb & Beard 

(1982) 的主張相為呼應，因前述學者認為動機的探討應包括認知、情意以及行為

等面向，而後述學者則進一步將休閒態度的概念區分為認知、情意及行為三層面，

因此，態度與動機似乎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本研究中獲得支持。另外在類似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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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與本研究相符，如黃孟立（2005）研究大學生的休閒態度與運動性休閒參與動

機的相關情形，結果發現二者存在著典型相關達顯著水準。假設 2：大學生休閒需

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向影響效果方面亦獲得支持，其標準化係數為 0.29，t 值 4.11 

(p<.05) 表示大學生的休閒需求可以正向影響體育成就動機。本研究結果著亦與 

Maslow (1943, 1970)及張春興（1991）所持的觀點相符，認為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

動力是動機，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 (need) 所組成，分為生理、安全、愛

與隸屬、尊重及自我實現等五個層次。因此，需求廣義的概念包括生理及心理，

當需求匱乏至必須調節的程度時，個體本身就會感到需求的存在，而產生滿足需求

的動機。本研中休閒需求的構面亦包含了生理及心理的層面，在生理需求方面為「放

鬆休息需求」、在心理需求方面包括「社交需求」及「求知需求」，其結果亦與理論

相呼應。 

針對本研究結果在實務的應用方面，因大學生休閒態度與休閒需求對體育課成

就動機有正向影響的假設獲得支持。因此，建議體育教師，平時上課應對每位學生

的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進行了解，若發現學生呈現低休閒態度或休閒需求時，應設

計相關的課程內容，實施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教育課程，以期提高學生之體育課成

就動機。實施的方法抱括直接教學法及融入法二種，直接教學法是將休閒教育的目

標與內容直接提供給學生，讓學生清楚了解。融入法是將休閒教育的重點融入遊憩

與休閒活動或方案中（張孝銘、周宏室，2003）。因此，若要在體育課中實施休閒

教育課程，宜使用融入法較為適當。 

雖然大學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對體育成就動機有正向的影響的假設在本研

究結果中獲得支持，但相關研究在國內仍未見，建議體育工作學者可以相同的題目

進行不同樣本的研究，以再次確認三者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是以大學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為自變項，以體育成就動機為依變項，

而體育成就動機之定義乃指體育課的各項成就為問項，而研究對象也只僅於上體育

課的學生，因此本研究結果只能推論至體育課之成就動機。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研

究學者，可朝體育課以外之體育成就動機與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關係進行研究。另

外，影響大學生體育成就動機的外因變項可能不僅止於休閒態度及休閒需求二項，

建議研究學者可廣閱文獻，或許可發現其他可影響大學生體育成就動機的外因變項

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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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llegians’ Leisure 

Attitudes and Leisure Needs on Collegians’ 

Performance Motiv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Meng-L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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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uei-ying C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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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World University 

2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y of attitude, needs, and motiv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ollegians‘ leisure attitudes and leisure needs on collegians‘ 

performance motiv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ange of research sample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complete with the north (the northern area from Miaoli), middle (areas 

from Taichung to Yunlin), and south (the southern area from Chiayi). Questionnaires 

around 40 to 60 were sent to every school. 117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materials included measurement index of leisure attitude, measurement 

index of leisure needs, and measurement index of performance motiv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he methodology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 1. Collegians‘ leisure 

attitude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performance motiv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2. 

Collegians‘ leisure needs have positive performance motiv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o sum up: both collegians‘ leisure attitudes and leisure need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erformance motiva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Thu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leisure-related curriculums should be included in physical education to change 

collegians‘ leisure attitudes, boost their leisure needs,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performance motivation. 

 

Keywor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positiv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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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競爭模式策略之研究 

 

王明月 張維志 楊仁仁 徐志輝 許吉越 

朝陽科技大學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應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競爭模式策略，檢定運動員情緒智

力量表的各種假設模式，並選取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的最佳簡效模式。方法：研

究以參加大專校院運動會的運動代表隊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每位選手均施測運動

員情緒智力量表，共獲得有效樣本 436 份，所得資料以 Lisrel 8.51 版統計軟體進

行各項分析與競爭模式考驗。結果：發現二階單一因素模式通過適配度指標，評

鑑之各測量變項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故選取二階單一因素模式之運動員情緒

智力量表為最佳簡效模式。結論：經由競爭模式評鑑量表，發現運用簡效模式相

較於過去傳統式量表的分析，本研究採用更為嚴謹的統計分析方法，後續研究者

可參考本量表進行各相關之研究。 

 

關鍵詞：量表、最佳簡效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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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1980 年後心理學家嘗試更進一步的瞭解情緒與人際關係能力對於人生之重

要影響。 Goleman 在 1995 提出情緒智力是影響個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言

論深深改變了傳統對智力內涵的狹隘想法，並引起一片討論的熱潮（陳騏龍，

2001）。許多學者認為情緒智力是屬於一種能力， Salovey & Mayer (1990) ； 

Goleman (1995) ； De Beauport, & Diaz (1996) ；Goleman (1995) 認為情緒智力是

一種自我控制，熱情和持之以恆，並有自我激勵的能力。在人的成長過程，學習

於困境中解決衝突，學習如何自處和面對壓力及學習與他人相處之人際關係等。

而 Goleman (1998) 又提出情緒智力是一種潛能，而情緒勝任力則是將情緒智力

應用於情境的實際能力， Goleman 之著作「EQΙΙ：工作 EQ 」也提及養成情緒

智力，則會有較強的競爭力，最重要的是能充分享受與生活的快樂。陳騏龍（2001）

提出目標衝突較大的個體，所感受之負面情緒較多，生活滿意度較低，反之，感

覺自己所追求之目標彼此相輔相成，得到幫助者對生活則感到滿意。亦有學者探

索情緒智力和幸褔感之間相關情形，研究發現情緒智力與生活滿意之關係為緊密

相關（陳騏龍，2001；Furnham & Petridesk, 2003）。 

楊欽城（2009）、 Andrew, Tracey, Istvan, Istvan, Eva, & Pal (2010) 、Edun & 

Akanji (2008) 指出好的情緒智力可以提昇運動表現，相反的情緒智力分數較低者

比賽中出現較差的表現。所以情緒智力在運動訓練系統中，不僅可以提升訓練效

益，更可促使選手學習如何面對比賽。 

在高中和大學階段的青少年除了生理快速成長變化外，對外的社交及情緒方

面都面臨著改變，想交新朋友、對自己較不瞭解、情緒不穩起伏大、害羞，希望

得到朋友支持，易受傷害、敏感性高、獨立自主的慾望高等這些劇烈之改變，都

極需要師長或成人之協助才能順利發展 (Saklofske, 2003) 。 Hartmann (2003) 指

出藉由運動當作與青少年的溝通是最好的方法，學生互動過程中運動最容易缷下

心防和接近對方，而運動員在此階段期間是攸關運動成就成功與否的關鍵時期，

楊欽城（2009）研究指出情緒智力能力和男子排球運動成就有顯著正相關，所以

教練對選手的情緒狀態了解顯得格外重要。情緒作用功能影響個體認知、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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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個人心智能力的展現，情緒的調整與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經營及自我表現相

關，這些都與個人生活滿意程度有直接關係。根據研究發現情緒智力可透過學習

和教育增進與改善，因此，教練於運動團隊中成員的情緒能力應給予高度之重現

(Saarni, 1999) 。運動選手訓練及比賽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正向與負面情緒經驗，

積極的情緒經驗可以增加選手在訓練比賽上的愉悅，促進運動心理功能上的表

現；反之，消極的情緒往往影響運動選手的訓練成效，導致學習和訓練上問題的

出現。尤其，從事運動訓練之運動員，面臨訓練及比賽的壓力更需要做好情緒方

面之管理。在運動訓練領域中，從相關文獻瞭解情緒智力會造成影響運動表現之

因素（張兆才，2003；楊欽城，2009；解繽，2006）。因此，針對運動員進行探討

可更貼切於情緒智力量表所獲悉的訊息。 

由上述瞭解到運動員情緒智力之重要性，而目前國內並沒有一個專門為運動

情緒智力的量表，因此，希望藉由本研究找出適合運動員之情緒智力量表，過去

於量表的發展過程，主要皆以鑑別力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方式等程序進

行量表的檢定，而隨著科技的發達與簡便黃芳銘（2004）提出，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的 統 計 技 術 發 展 驗 証 性 因 素 分 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對檢測模式具有強而有力的檢定功能，並且逐

漸於量表發展中佔有重要的份量。 Noar (2003) 指出應用驗証性因素分析，適合

採用競爭模式策略，因為可選取模式中最佳簡效的模式。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

嚴謹之統計分析方法，建構與檢驗情緒智力量表，本研究亦將承襲過去廣為使用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再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透過競爭模式策略找出最佳的模式，

進行信、效度的評鑑以檢定運動員情緒智力模式是否具有穩定性。最後，將結果

提供後續研究者進行相關實證研究時之參考為本研究的動機。 

貳、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建構適用於運動員之情緒智力的衡量工具，研究對象為參加大專

校院運動會的運動代表隊學生，本研究採便利取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的方

式收集相關資料，施測時間為 2009 年 10 月 05 日至 2009 年 10 月 20 日，共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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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問卷 480 份，回收問卷 448 份，刪除回答不全及呈規律性答題問卷 12 份後，有

效問卷共計 436 份，問卷回收率為 93.33，有效率為 90.08%。其中男選手共 278

人，佔 63.8%；女選手 158 人，佔 36.2%。 

二、研究工具 

（一）量表來源及計分方式 

本研究係修訂自情緒智力量表，參考 Goleman (1995) ，係取自楊欽城

（2009）、黃輼慧、呂愛芹、王參、施俊琦（2008）情緒智力量表，為配合本研究

之需加以修訂而成，量表共計 20 題，測量題項均為正向題，量表採封閉式問答 

(closed questionnaire) ，以 Likert 五等尺度加以衡量，從「非常同意」到「非常

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的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情緒智力情形愈好，反

之，則代表情緒智力情形愈不好。 

（二）量表預試 

本研究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之預試，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預試樣本，共計有

120 名大專校院運動校代表隊之運動員，預試問卷先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再進行

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 考驗本量表是否具有鑑別度，經檢驗結果共剔除不具鑑

別力 ( t 值小於 3) 的 4 題項，所以共計有 16 題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驗證，

俾了解其因素結構情形。 

（三）量表內容 

本研究之情緒智力量表共計 16 題，共包含五個潛在變項分別為自我情緒的膫

解、自我情緒的管理、自我激勵、他人情緒的認知及人際關係的管理等 16 題測量

變項，分別為 X1：我在運動場上的情緒變化自己可以察覺出來；X2：我能清楚

的知道自己喜怒哀樂的表現；X3：我可以知道自己在運動場上情緒變化的原因；

X4：運動場上的壓力很大時，我知道如何去排解壓力；X5：當我在運動場上生氣

的時候，我可以控制自己爆發的情緒；X6：當我傷心、難過的時候，我知道該如

何使心情好起來；X7：當運動場上的表現不好時，我會幫自己打氣；為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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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對於自己設定的目標，一定會盡力去達成；X9：我對於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

X10：當運動場上有好的表現時，我會為自己鼓勵、喝采；X11：我能從隊友的行

為表現中知道他情緒的轉變 X12：我能從隊友的眼神中察覺到他的內心感受；

X13：我能透過同理心的運用，了解隊友情緒的感受；X14：我會設法讓新加入團

體的隊友感到自在；X15：和隊友相處時，常常使對方覺得備受尊重；X16：我會

經由傾聽、安慰、鼓勵等技巧給予隊友心靈上的支持。 

三、資料分析方法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之因素成份，因素分析

採用主軸因素分析法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進行因素萃取，以 Promax 斜交轉

軸，取特徵值 (eigen value) 大於 1 及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 大於 0.4 以上，

作為量表因素題目之取捨依據。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再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統計技術，考驗運動員情緒智力之最佳模式，

並進一步以驗證理論模式檢定個別觀察變項、潛在變項的建構信度、個別構面的

聚合效度及區別效度等情形。 

本研究依據林季燕、季力康（2003）、黃芳銘（2002）、邱皓政（2004）三類

型指標作為假設模式之評鑑。1.絕對適配指標：卡方值必須未達顯著水準、 GFI 需

大於 0.90；SRMR 需小於 0.05，RMSEA 需小於 0.08；2.相對適配指標：NNFI、

CFI 需大於 0.90。3.簡效適配指標：PNFI 需大於 0.50、CN 需大於 200、Normed 

Chi-Square 小於 3。 

參、結 果 

一、因素成份 

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時，先檢視 KMO (Kasier-Meyer-Olkin) 及 Bartlett 考

驗其取樣適切性量數，當 KMO 值愈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如果 KMO 的值小於 0.5 時較不宜進行因素分析（吳明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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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的 KMO 值為 0.86，Bartlet 檢定值為 2017.06 (p=.000) ，顯示量表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 

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共發展成五個因素構面，第一個構面分別為第 1-3 題，

依題項內容命名為「自我情緒」，第二個構面分別為第 4-6 題，依題項內容命名為

「自我情緒管理」，第三個構面分別為第 7-10 題，依題項內容命名為「自我激勵」，

第四個構面分別為第 11-13 題，依題項內容命名為「他人情緒認知」及第五個構

面分別為第 14-16 題，依題項內容命名為「人際關係管理」，其因素負荷量分別介

於. 76~.81、. 61~.73、.47~.78、.65~.82 及 52~.78 之間，斜交轉軸後之特徵值分別

為 5.07、1.67、1.27、1.07 及 1.01，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31.67%、10.38%、7.94%、

6.71 及 5.54%，總解釋變異量 62.23%，如表 1 所示。各因素之 Cronbach‘s α 分別

為.78、.74、.70、.69 及.66。 

表 1 情緒智力量表因素構面矩陣摘要表 

題號 自我情緒瞭解 自我情緒管理 自我激勵 他人情緒認知 
人際關係管

理 

1 .81     

2 .78     

3 .76     

7  .73    

9  .69    

8  .66    

10  .61    

13   .78   

12   .75   

11   .67   

14   .47   

6    .82  

5    .72  

4    .65  

16     .78 

15     .52 

特徵値 5.07 1.67 1.27 1.07 1.01 

解釋變異量 31.67% 10.38% 7.94% 6.71％ 5.54% 

總解釋變異量       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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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檢視 

當一個變項的數值分布符合常態分配時，態勢  (skewness) 係數與峰度

(kurtosis) 係數應為 0。本研究依據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2，2004）及 Kline 

(1998) 的建議，如果變項分配的態勢絕對值大於 3，就被視為是極端偏態，峰度

絕對值大於 10 則被視為是有問題的，而有問題的分配會影響到 ML (maximum 

likelihood, ML) 及 GLS (general least square, GLS) 估計法。如果變項分配在這些

標準之內，則可以採取其中一種估計法來估計。本研究之運動員情緒智力測量模

式中十六個觀察變項的態勢係數介於.049 ~ -.86 之間，未有絕對值大於 3，而峰度

係數介於 1.29 ~ -.64 之間，亦未有絕對值大於 10 的情況，因此，可以發現各觀察

變項的態勢係數與峰度係數皆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所以本研究可以採用 M L 或 

GLS 法進行模式的估計，運動員情緒智力休閒運動阻礙各觀察變項之相關矩陣、

平均數、標準差、態勢、峰度等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觀察變項之相關矩陣、平均數、標準差、態勢、峰度摘要表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 1.00                

X2 .55
＊
 1.00               

X3 .53
＊
 .55

＊
 1.00              

X4 .22
＊
 .26

＊
 .29

＊
 1.00             

X5 .19
＊
 .26

＊
 .22

＊
 .42

＊
 1.00            

X6 .08 .24
＊
 .13

＊
 .42

＊
 .42

＊
 1.00           

X7 .18
＊
 .27

＊
 .25

＊
 .44

＊
 .31

＊
 .45

＊
 1.00          

X8 .33
＊
 .38

＊
 .32

＊
 .28

＊
 .28

＊
 .18

＊
 .54

＊
 1.00         

X9 .17
＊
 .20

＊
 .20

＊
 .32

＊
 .24

＊
 .29

＊
 .42

＊
 .30

＊
 1.00        

X10 .26
＊
 .22

＊
 .23

＊
 .34

＊
 .24

＊
 .22

＊
 .40

＊
 .32

＊
 .52

＊
 1.00       

X11 .28
＊
 .34

＊
 .32

＊
 .14

＊
 .16

＊
 .14

＊
 .17

＊
 .18

＊
 .13

＊
 .15

＊
 1.00 \     

X12 .16
＊
 .23

＊
 .27

＊
 .32

＊
 .19

＊
 .13

＊
 .14

＊
 .18

＊
 .14

＊
 .21

＊
 .36

＊
 1.00     

X13 .24
＊
 .28

＊
 .29

＊
 .26

＊
 .22

＊
 .12

＊
 .24

＊
 .29

＊
 .13

＊
 .20

＊
 .44

＊
 .27

＊
 1.00    

X14 .20
＊
 .25

＊
 .21

＊
 .25

＊
 .20

＊
 .15

＊
 .27

＊
 .27

＊
 .22

＊
 .28

＊
 .27

＊
 .27

＊
 .35

＊
 1.00   

X15 .26
＊
 .26

＊
 .28

＊
 .31

＊
 .32

＊
 .16

＊
 .30

＊
 .32

＊
 .33

＊
 .31

＊
 .26

＊
 .25

＊
 .35

＊
 .34

＊
 1.00  

X16 .23
＊
 .23

＊
 .22

＊
 .27

＊
 .23

＊
 .15

＊
 .21

＊
 .23

＊
 .22

＊
 .33

＊
 .16

＊
 .18

＊
 .29

＊
 .26

＊
 .34

＊
 1.00 

平均數 4.11 4.09 4.03 3.94 3.92 3.87 3.86 3.83 3.76 3.73 3.72 3.58 3.55 3.49 3.47 3.31 

標準差 .74 .75 .81 .77 .84 .78 .72 .89 .78 .79 .94 .73 .81 1.01 1.03 1.01 

態勢 -.83 -.72 -.86 -.18 -.54 -.30 -.79 -.84 -.57 -.51 -.58 -.55 -.48 .04 -.63 -.57 

峰度 1.29 .70 1.13 -.52 -.24 -.64 .61 1.14 .24 .28 1.16 .54 .01 -.31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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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模式之驗證 

（一）虛無模式 (null model)  

本研究首先將運動員情緒智力各觀察變項，假設之間沒有任何共同因素存

在，然而，此模式的適配指標通常是最差的，目的是將其作為基底模式 (baseline 

model)。 

（二）單一因素模式 (one-factor model) 

本研究將運動員情緒智力中的十六個觀察變項，只測量一個共同因素，由潛

在變項指向觀察變項的單箭頭，代表潛在變項對觀察變的直接影響關係，亦即，

以單一因素模式來加入驗證，而測量誤之間是無關的，且十六個觀察變項皆有一

個非零的因素負荷量在此一因素上，結果發現 χ2、GFI、SRMR、SMSEA、NNFI、 

CFI、Normed Chi-Square、CN 等指標適配不佳（如圖 1、表 3），表示此一模式並

未獲得支持，意味著十六個觀察變項無法聚合成一階的單一因素，因此，探索性

因素分析的五個因素，可以作為此十六個觀察變項的因素來加以驗證。 

表 3 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競爭模式適配度指標評鑑 

整體適配指標 單因素模式 五因素直交模式 五因素斜交模式 二階單一因素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Likelihood-ratioχ
2
 

670.99 775.73 233.84 275.76 

df 104 104 94 99 

GFI 0.82 0.79 0.92 0.93 

SRMR 0.083 0.22 0.046 0.047 

RMSEA 0.12 0.14 0.058 0.064 

相對適配指標     

NNFI 0.66 0.60 0.90 0.90 

CFI 0.71 0.79 0.92 0.91 

簡效適配指標     

PNFI 0.58 0.54 0.69 0.71 

PGFI 0.62 0.60 0.65 0.67 

Normed 

Chi-Square 
6.45 7.46 2.49 2.79 

Critical N 92.06 79.77 230.40 2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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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單一因素模式 

（三）五因素直交模式 (uncorrelated four-factors model) 

經一階單一因素模式驗證後發現模式並未獲得支持後，本研究依據探索性因

素分析的結果假設運動員情緒智力有五個因素，而五個因素彼此之間是獨立的或

非相關的，亦即，彼此是分別獨立的五個構念。結果發現雖然卡方值改進許多，

然而依然有 χ2、GFI、SRMR、RMSEA、Normed Chi-Square、CN 等指標適配不

佳（如圖 2、表 3），此一模式亦未獲得支持，亦即，彼此之間並非是獨立的或無

相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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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五因素直交模式 

（四）五因素斜交模式 (correlated four-factors model) 

經設定五因素直交模式驗證後發現模式並未獲得支持後，本研究假設情緒智

力五個因素，彼此之間是相關的，所有指標皆顯示模式適配良好（如圖 3、表 3），

此一模式獲得支持，表示這五個因素彼此之間是相互關連的模式，可以作為情緒

智力量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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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五因素斜交模式 

（五）二階單一因素模式 (hierarchical model) 

當五因素有相關時，就可能隱含此五個相關因素可以共同反映一個二階的單

一因素，因此，進一步假設運動員情緒智力是一個由五個一階因素，所建構而成

的二階單一因素模式，經驗證後發現，所有指標皆顯示模式適配良好（見表 3），

此表示二階單一因素模式，也可以作為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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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模式，不僅必須是有效的，而且越具有簡效性  (principle of 

parsimonious) ，則模式的效度愈佳（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Noar, 2003）。

亦即，能夠用越簡單的理論來解釋一個模式且該模式是有效的，則其就越具有簡

效性，依據此一原則，五因素斜交模式的自由度是 94，而二階單一因素模式的自

由度是 99，而此兩模式皆有不錯的適配，因此，二階單一因素模式具有簡效性。

依據這個原則本研究應當選擇二階單一因素模式，作為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的最

佳模式，此一模式的徑路圖與標準化參數值，如圖 4 所示。 

 
圖 4 二階單一因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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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度與效度驗證 

運動員情緒智力測量模式經競爭模式驗證後發現，二階單一因素模式為最佳

模式，因此，進行個別觀察變項之信度、組合信度、聚合效度與區別效度之評鑑

工作，分述如下。 

（一）信度評鑑  

由於此部分是以驗証性因素分析 (CFA) 為分析所得之技術，在信度上乃是

採取專為驗証性因素分析模式所發展的信度指標 (Hancock, & Mueller, 2001) ，此

公式乃是解決過去 α 係數只能處理平行 (parallel) 測量或 τ 對等 (τ-equivalent) 

測量的信度問題，而此一公式提出一種計算同類 (congeneric) 測量（在因素負荷

量不相等的測量）的信度，其公式如下：  

 
    









2

2

c ，其中 ρc = 建構信度，λ = 觀察變項在潛在變項上

的標準化參數，θ = 觀察變項的測量誤。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之自我情緒瞭解、

自我情緒管理、自我激勵、他人情緒認知及人際關係管理等五個因素，於二階單

一 因 素 模 式 的 個 別 觀 察 變 項 信 度 均 大 於 0.20 ， 組 合 信 度 分 別

為.78、.68、,74、.70、.60，運動員情緒智力二階單一因素模式之整體組合信度為.89，

因此，各組合信度均大於 0.60，表示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之測量模式，具有良好

的個別觀察變項信度及組合信度，如表 4 所示。 

 

表 4 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個別變項與潛在變項之信度摘要表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R
2

 組合信度 

情緒智力   0.89 

自我情緒瞭解 X1 0.50 0.78 

 X2 0.59  

 X3 0.53  

自我情緒管理 X4 0.50 0.68 

 X5 0.39  

 X6 0.3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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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自我激勵 X7 0.52 0.74 

 X8 0.41  

 X9 0.37  

 X10 0.38  

他人情緒認知 X11 0.34 0.70 

 X12 0.40  

 X13 0.58  

人際關係管理 X14 0.28 0.61 

 X15 0.41  

 X16 0.27  

 

（二）聚合效度 

根據黃芳銘（2004）、Anderson, & Gerbing (1988) 指出，觀察變項在其所反

映的因素上的係數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大於二倍的標準誤）則該因素即具有聚

合效度。本研究透過競爭模式驗證，選取最佳簡效模式為二階單一因素模式，此

模式的聚合效度方面增加了一階因素與二階因素間的聚合，其判斷標準也是以

Anderson & Gerbing 的方法為依據，從表 5 中可以看出，觀察變項與其所反映的

因素之間其 t 值皆大於 1.96，且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即表示一階因素具有聚合

效度，此結果表示該模式一階因素可以聚合於二階因素上，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

觀察變項與因素間之參數係數，如表 6 所示。 

表 5 觀察變項與因素間之參數估計表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數值 

λ1 0.53 0.04 -- 0.71 

λ2 0.57 0.04 12.65* 0.77 

λ3 0.62 0.05 12.39* 0.73 

λ4 0.72 0.06 -- 0.71 

λ5 0.64 0.06 10.02* 0.63 

λ6 0.61 0.06 9.55* 0.59 

λ7 0.64 0.05 -- 0.72 

λ8 0.51 0.05 11.08* 0.64 

λ9 0.57 0.05 10.69* 0.6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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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λ10 0.48 0.04 10.89* 0.62 

λ11 0.42 0.04 -- 0.58 

λ12 0.51 0.06 9.05* 0.63 

λ13 0.60 0.06 9.51* 0.76 

λ14 0.39 0.06 -- 0.53 

λ15 0.50 0.06 8.54* 0.64 

λ16 0.41 0.05 7.62* 0.52 

註：未列標準誤及 t 值為參照指標 

表 6 一階因素與二階因素間之參數估計表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數值 

γ1 0.65 0.06 10.00* 0.65 

γ2 0.77 0.07 11.18* 0.77 

γ3 0.81 0.07 12.19* 0.81 

γ4 0.66 0.08 8.52* 0.66 

γ5 0.92 0.10 9.70* 0.92 

（三）區別效度 

由於本研究最後所形成的最佳模式是二階單一因素模式，因其最高因素只有

一個，所以也就沒有區別效度需要加以檢定。 

肆、討 論 

一、分析討論 

以量表的發展而言，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是可以提供給研究者獲得因素結

構，而這個結構可以進一步使用於驗證性因素分析 (Noar, 2003) 。本研究旨為透

過一系列嚴謹的分析程序，建構適用於運動員對情緒智力之衡量工具。問卷樣本

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來驗證模式，相對於探索性因素分析而言，驗證性因素分析

可以對量表的面向性以及使用上提供更多的訊息，例如：潛在變項的信度、個別

測量變項、聚合效度以及區別效度等資訊的獲得。本研究針對測量模式設定一系

列的競爭模式，從這些模式中選取最佳模式，而這種模式的檢定也是其他統計技

術所沒有的。本研究設定了五個模式：虛無模式、單一因素模式、五因素直交模

式、五因素斜交模式、二階單一因素模式，經實證研究後發現，適配度的指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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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五因素斜交模式與二階單一因素模式都是具有效度的模式，邱皓政（2003）指

出當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牽涉到複雜變項關係的探究時，重要的基本原則是如何將

這些共變關係，以最符合意義且最簡單、扼要方式來加以界定，而依據簡效性原

則，二階單一因素模式比較簡效，因此，本研究選擇此一模式作為運動員情緒智

力量表的最佳模式，符合了簡效性原則的精神。 

二階單一因素模式的獲得說明了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是具有一個二階因素

而此因素帶有五個一階因素。也就是說，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可以分為五個分量

表，分別是「自我情緒瞭解」、「自我情緒管理」、「自我激勵」、「他人情緒認知」、

「人際關係管理」，這五個分量表可以個別地被檢驗或者是將其加總成一個分數，

其次，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經常被運用在對滿意度、運動動機與態度的影響方面

上，在建構這種影響模式時，若個別的量表題項相當的多，那麼所建構的影響模

式是一個相當大的模式，以結構方程模式的技術來處理，將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例如：樣本數要相當的大才能夠讓模式可以聚斂。通常解決此一方法乃是採用降

階的方式，也就是將高階的降為低階的因素。那麼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之二階單

一因素模式的成立，就是一種可以降階的證據，因此，未來在從事與運動員情緒

智力有關之因果模型的研究時，研究者可以將個別屬於此五個因素的題項分別組

合成一個分數，形成五個觀察變項，將二階的「運動員情緒智力」因素，降為一

階，形成一個具有五個觀察變項的單一因素模式，此一研究的發現可以確立在結

構方程模式路徑分析中奠定了統計漸進分析的合理性，在路徑分析時可以利用一

階潛在變項組合的分數作為觀察的指標，此方法亦可以降低估計參數膨脹的威

脅，這也呼應 Bollenv (1989) 的二階段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邏輯概念。 

本研究經實證後發現，虛無模式的適配指標最差，而目的是將其作為基底模

式；在單一因素模式除了簡效適配二個指標以外其餘皆未通過門檻，所以此模式

不佳；而在五因素直交模式方面，僅 SRMR、RMSEA、PNFI、PGFI 指標通過門

檻其餘皆未通過門檻，所以此模式亦不佳；五因素斜交模式之適配指標均可被接

受；最後，二階單一因素模式方面，模式之適配指標亦可被接受，均通過所要求

的門檻。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最簡效模式，以二階單一因素模式作為運動員情緒

智力量表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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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發現與黃輼慧、呂愛芹、王參、施俊琦（2008）所發展的大學生

情緒智力量表就其測量題項數而言，共減少了 3 個測量題項，而與楊欽城（2009）

針對排球運動員編製之情緒智力而言，本研究更進一步獲得二階單一因素，在理

論貢獻方面，提出更具簡效的模式。若研究者欲探討運動員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時，本研究根據楊欽城（2009）及黃輼慧、呂愛芹、王參、施俊琦（2008）所發

展的量表加以重新檢證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則可以提供更合適之研究工具供其

選擇。 

經實證研究後發現，本研究之運動員情緒智力的適配度指標呈現五因素斜交

模式與二階單一因素模式都是具有效度的模式，而依據簡效性原則，二階單一因

素模式比較簡效。本研究透過競爭模式策略的實證研究來評鑑量表，從量表的發

展過程中，凸顯方法學上之省思，是本研究最主要的貢獻所在，現今方法學上的

不斷被創新，是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所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對於運動員

情緒智力量表的發展與建構程序尚稱完備，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此部分進行更

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可以獲悉更完整的情緒智力訊息。 

二、結論 

（一）經由驗證後發現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信度與聚合效度，達

成本研究目的一。 

（二）透過嚴謹競爭模式策略的考驗後顯示，二階單一因素模式為運動員情緒智

力量表的最佳模式，達成本研究目的二。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18~137 頁(2012.5)               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競爭模式策略之研究 

 

135 

參考文獻 

林季燕、季力康（2003）。運動動機量表之編製-信度與效度分析。台灣運動心理

學報，2，15-32。 

邱皓政（2004）。結構方程模式－LISREL 的理論、技術與應用。台北市：雙葉

書廊有限公司。 

吳明隆（2003）。SPSS 統計應用學習實務：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台北市：知

城數位科技。 

陳騏龍（2001）。國小學童情緒智力與幸褔感、人際關係及人格特質之相關研

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屏東市。 

張兆才（2003）。人的體能、情緒、智力周期與體育運動成績的關係。上海體育

學院學報，27(6)，14-16。 

張良漢、許志賢（2002）。休閒運動阻礙量表編製與信效度分析研究。國立臺灣

體育學院學報，10，157-171。 

黃芳銘（2002）。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臺北市：五南。 

黃芳銘（2004）。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學：結構方程模式。臺北市：五南。 

黃輼慧、呂愛芹、王參、施俊琦（2008）。大學生情緒智力量表的效度檢驗，北

京大學學報，44(6)，970-976。 

楊欽城（2009）。情緒智力與男子排球運動成就關係之量化研究。排球教練科

學，14，19-22。 

解繽（2006）。情緒智力理論對運動心理學研究的啟示。山西師大體育學院學

報，21(4)，105-107。 

Andrew, M., Tracey, J., Istvan, S., Istvan, K., Eva, L., & Pal, H. (2010).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optimal and dysfunctional athlet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9, 388 – 392. 

De Beauport, E., & Diaz, A. S. (1996). The three faces of mind: Developing your ment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intelligence's. Wheaten, Illinois: Quest Books. 

Edun, T., & Akanji, A. (2008).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cademic self-regulation and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cattype=0&jnlptype=0&jnltype=0&Jnliid=4052&newIssueiid=91011%20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cattype=0&jnlptype=0&jnltype=0&Jnliid=4052&newIssueiid=91011%20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18~137 頁(2012.5)              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競爭模式策略之研究 

 

136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predictor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1).81-89. 

Furnham, A., & Petridesk, K. V. (2003).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appines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1(8), 815-824. 

Goleman, D. (1995).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New York: 

Bantam Books. 

Goleman, D. (1998). What makes a leader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6, 93-103. 

Hancock, G. R., & Mueller, R. O. (2001). Rethinking construct reliability within latent 

variable systems. In R. Cudeck, Stephen Du Toit & D. Sörbom (E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resent and futur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Karl Jöreskog. 

195-216. IL: SSI.  

Hartmann, D.(2003). Theorizing sport as social intervention: A view from the grassroots. 

Quest, 55, 118-140. 

Kline, R. B. (1988).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London. 

Noar, S. M. (2003). The rol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scale developm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0(4), 622-647. 

Saarni, C.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aklofske, D. H., Austin, E. L., & Minski, P. S.（2003）. Factor structure and validity of a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asur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4), 

707-721. 

Salovey, J. D., & Mayer, P.(1990).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3), 185-211.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18~137 頁(2012.5)               運動員情緒智力量表競爭模式策略之研究 

 

137 

The Study of Athlete’s Emotional Scale Mode of 

Competition Strategies  

 

Ming-Yueh Wang Wei-Chih Chang Jen-Jen Yang 

Chih-Hui Hsu Chi-Yueh Hsu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 athlete‘s emotional and 

intelligence scale by using confirmation factor analysis, and to select the best useful 

module of testing athlete‘s emotional and intelligence scale. Methods：The samples 

were student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college competition. Every sample was 

given the emotional and intelligence scale. There were 436 questionnaires which was 

using Lisrel 8.51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to test different modules. 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wo single-factor module was effective which it had good efficiency 

and valid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selected two single-factor module as best efficient 

module. Conclusion：It was discovered that simple valid module wa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scale by using the competitive module scale testing. This study used more 

careful statistical analysis. Future researchers could take this scale module as reference 

to do related researches. 

 

 

Keywords: scale measuring, best simple efficiency mod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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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三分線投籃之動作分析－以大專籃球選手為例 

 

徐琮瑋 1 丁美琴 2 吳正杰 3 

1 輔仁大學  
2 台北體育學院 
3 台灣師範大學 

 

摘要 

國際籃球總會在 2010年修改了部分籃球規則，其中三分線的距離從 6.25公

尺修正為 6.75 公尺。本研究主要針對 1 位大專優秀籃球選手在新舊三分線投籃

時，投籃手側各關節角度與加速度之差異，希望研究結果可作為選手日後在訓練

時的調整及教練教學的參考依據。本次研究使用高速攝影機 (60Hz) 進行拍攝，

透過 Kwon 3D 動作擷取軟體進行動作分析，再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對數據進行敘

述性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在新舊三分線投籃時，起跳期投籃手側踝

關節的角度有顯著差異，其餘下蹲期與出手期各關節皆無顯著差異；下蹲期投籃

手側肩、髖及膝關節加速度有顯著差異，其餘起跳期與出手期各關節加速度無顯

著差異。根據本研究可建議選手日後在訓練或者教練在教學時，可以照本次研究

的數據進行重點的調整。未來研究者可以試著以不同的投籃位置，來觀察在新舊

三分線投籃時是否會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關節角度、Kwon 3D、不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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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背景 

籃球運動長久以來，在台灣地區一直是普遍而且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在中華

民國各級學校體育總會多年來用心推廣以及各界廠商熱情贊助下，使得台灣地區

籃球運動日益興盛（陳鼎華，2006）。教育部體育司在 2007 年的統計資料中，指

出了籃球運動是我國學童參與程度最高的運動之一（教育部體育司，2007）。籃球

運動之所以能夠如此蓬勃發展，除了各級體育總會多年來不停歇的舉辦籃球聯賽

之外，籃球運動的場地普及、規則簡單以及參與費用低都是影響籃球運動蓬勃與

否的關鍵之一。 

籃球運動的蓬勃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籃球比賽過程中的

緊張與刺激、球員之間力與美的展現以及球員之間球技的切磋，使得籃球比賽的

可看性提高，同時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觀眾以及球迷（時超傑，2009）。美國 NBA 

多年來在企業有效的經營管理以及廣告行銷之下，使得籃球運動成為世界各國廣

受歡迎的運動之一。近年來 NBA 又有籃球明星 Kobe Bryant 及 Michael Jordan 

訪台，以及華人明星林書豪、姚明的加入，使得台灣發起了一股籃球熱。 

二、研究目的 

三分線投籃對於現在的比賽來說，是一樣非常重要的得分武器，從各個層級

的比賽中皆是如此。其中最大的最用在於三分球的分的效率是兩分球的 1.5 倍（3

分/2 分），但是命中率只需要原先的 0.67 倍 (1/1.5) 就能夠達到相同的效率。例

如：投 20 球兩分球命中率 60%中 12 球得 24 分，換算成三分球只需要 40.2% 

(60%×0.67) 的命中率，就能夠得到相同的分數（20 球×40.2%×3 分≒24）。如此

高效率的得分方式不僅能夠讓領先的球隊擴大領先優勢，同時也能夠讓落後的球

隊有機會能夠快速追分（張家豪，2010）。籃球運動除了以投籃的準確性作為基礎

外，近年來國際規則修改使得比賽得分日益升高，更讓投籃的射程以及命中率都

變成相對的重要；進攻時間的縮短也造成了現今比賽時的進攻速度加快，投籃出

手機會增多，故教練在訓練時除了要顧及選手間的團隊配合之外，在投籃基本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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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訓練上也需要多加著墨，使之在激烈的比賽之中才能夠有高品質的演出（孫

民治，2008）。 

籃球運動的攻守過程中包含了各個不同的位置，每個不同位置的選手都有不

同的特徵與用途，將這些不同位置選手的經過不同的走位及配合之後就形成了球

場上的戰術，籃球運動大多需要依靠著內線球員與外線球員戰術的配合，才能夠

得到勝利，但是現代籃球除了重視內外線球員的配合之外，更將得分的重心交給

外線投籃的球員，所以外線的準確度關係到了球隊的勝敗（陳志彬，2009）。 

正因為三分線投射在現今的籃球比賽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得分

及追分的關鍵武器，以及 2010 年的新規則修改了三分線的距離，促使本研究者想

要瞭解規則修改前後對於三分線投籃動作上是否有所差異。 

三、研究目的 

（一）探討在新舊三分線投籃在不同期別（下蹲、起跳、出手期）時，投籃手側

關節角度（肘、肩、髖、膝、踝關節）是否有差異。 

（二）探討在新舊三分線投籃在不同期別（下蹲、起跳、出手期）時，投籃手側

關節加速度（肘、肩、髖、膝、踝關節）是否有差異。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對象以輔仁大學 UBA 公開男子組前三強前鋒為測試對象。 

（二）本研究對象投籃慣用手為右手，故無法同時分析左右手之投籃動作。 

五、名詞解釋與操作性定義 

（一）下蹲期：預備投籃時，身體往下蹲至膝蓋關節角度最小時。 

（二）起跳期：投籃起跳時，腳尖離開地面時的瞬間。 

（三）出手期：投籃出手後，籃球離開手指時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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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蹲期 起跳期 出手期 

     

圖 1 各期別動作示意圖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輔仁大學 UBA 公開男子組前三強前鋒為本次研究對象，身高 194

公分、體重 90 公斤、球齡 7 年，受試者於受試前須詳閱受試須知，並由研究者告

知實驗的流程及注意事項，後由受試者同意後填寫受試同意書及進行實驗。 

二、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預備實驗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00年8月20日於輔仁大學貴子路籃球場。 

（二）正式實驗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00年8月27日於輔仁大學貴子路籃球場。 

三、實驗場地佈置 

（一）本研究使用 1 台攝影機，並將攝影機設置於受試者之正右方，拍攝畫面須

能夠完全拍攝到受試者之完整投籃動作。 

（二）高速攝影機拍攝頻率設定為 60Hz 、快門設定為 1/1000。 

（三）本研究之各項儀器經準備就緒後即進行場地佈置。 

 

膝關節角度

最小時 

籃球離開手

指瞬間 

腳尖離地

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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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收集與處理 

本研究主要收集的資料，包含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及受試者在實驗中表現的運

動學參數，其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包含身高、體重、球齡及專長位置。 

（二）實驗數據：本研究只擷取進球之動作畫面，新舊三分線各投進 5 顆球為本

次實驗數據。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本研究影片資料使用 Kwon 3D 3.0 版本擷取動作的座標

值，並透過軟體運算所需之運動參數，以 Butterworth Low-Pass (Order: 

2nd;Cutoff Freq:6Hz) ，對點選反光標示點所產生的資料進行修勻。 

（四）肢段參數：本研究所使用的人體肢段參數 (Body Segmental Parameters: BSP) 

為何維華、李超群及相子元（2003）以核磁照影法（MRI 法）測量 40 位

臺灣平均 21.5 歲健康男性所產生。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軟體為 SPSS17.0 版，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 以敘述性統計分析受試者各關節角度及角加速度之資料。 

(二)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新舊三分線投籃動作之差異。 

(三) 本研究統計數值的考驗均以 α=.05 為臨界水準。 

參、結果與討論 

一、各分期新舊三分線投籃關節角度 

本研究將投籃動作分為下蹲期、起跳期及出手期三個階段進行分析，並將此

三個動作分期進行舊三分線與新三分線之比較。 

(一)下蹲期角度： 

在表 1 可以看到下蹲期各關節的角度，在新三分線投籃位置時手肘、肩膀及

膝蓋關節的角度都較在舊三分線投籃時小，髖骨及腳踝之角度則剛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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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下蹲期關節角度比較表 單位： (deg) 

 期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手肘角度 

舊下蹲期 66.4920 2.93805 

新下蹲期 64.5140 2.52369 

肩膀角度 

舊下蹲期 70.1620 2.31152 

新下蹲期 69.7800 3.40707 

髖骨角度 

舊下蹲期 137.1020 2.92210 

新下蹲期 141.7980 5.66213 

膝蓋角度 

舊下蹲期 100.1240 2.34311 

新下蹲期 99.9220 3.26329 

腳踝角度 

舊下蹲期 71.1740 1.11309 

新下蹲期 72.7140 4.06385 

 

在表 2 可以看到下蹲期各關節角度在新與舊三分線投籃時，各關節角度 P 值

皆>0.05，故在下蹲期各關節角度無顯著差異。 

表2 下蹲期各關節差異表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手肘角度 1.142 8 .286 

肩膀角度 .207 8 .841 

髖骨角度 -1.648 8 .138 

膝蓋角度 .112 8 .913 

腳踝角度 -.817 8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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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跳期角度： 

在表 3 可以看到起跳期各關節的角度，在新三分線投籃位置時手肘、髖骨、

膝蓋及腳踝關節的角度都較在舊三分線投籃時小，肩膀之角度則剛好相反。 

表3 起跳期關節角度比較表 單位： (deg) 

 期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手肘角度 

舊起跳期 91.1380 3.81723 

新起跳期 86.9340 8.93404 

肩膀角度 

舊起跳期 102.3780 4.35279 

新起跳期 102.6440 5.14861 

髖骨角度 

舊起跳期 199.0660 1.90790 

新起跳期 197.3620 .84689 

膝蓋角度 

舊起跳期 171.2240 2.17427 

新起跳期 166.8660 4.54126 

腳踝角度 

舊起跳期 138.9780 2.70309 

新起跳期 131.6880 3.42444 

 

在表 4 可以看到起跳期各關節角度在新與舊三分線投籃時，手肘、肩膀、髖

骨及膝蓋關節角度 P 值皆>0.05，唯有腳踝關節角度 P 值<0.05，故在下蹲期各

關節角度只有腳踝角度有顯著差異，其餘皆無顯著差異。 

表4 起跳期各關節差異表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手肘角度 .968 8 .362 

肩膀角度 -.088 8 .932 

髖骨角度 1.825 8 .105 

膝蓋角度 1.935 8 .089 

腳踝角度 3.736 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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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手期角度：  

在表 5 可以看到出手期各關節的角度，在新三分線投籃位置時所有關節的角

度都較在舊三分線投籃時小。 

表5 出手期關節角度比較表 單位： (deg) 

 期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手肘角度 

舊出手期 143.6200 14.86268 

新出手期 131.2140 6.04876 

肩膀角度 

舊出手期 125.5220 9.47388 

新出手期 117.2360 5.74227 

髖骨角度 

舊出手期 195.7600 2.96603 

新出手期 191.5140 8.90994 

膝蓋角度 

舊出手期 175.7300 2.75085 

新出手期 171.3260 11.16823 

腳踝角度 

舊出手期 147.7140 2.90547 

新出手期 141.8700 9.40927 

 

在表 6 可以看到出手期各關節角度在新與舊三分線投籃時，所有關節角度 P

值皆>0.05，故在出手期各關節角度皆無顯著差異。 

表6 出手期各關節差異表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手肘角度 1.729 8 .122 

肩膀角度 1.672 8 .133 

髖骨角度 1.011 8 .342 

膝蓋角度 .856 8 .417 

腳踝角度 1.327 8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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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分期新舊三分線投籃關節加速度 

(一) 下蹲期加速度 

在表 7 可以看到下蹲期各關節的加速度，在新三分線投籃位置時，肩膀、手

肘、髖骨及膝蓋關節加速度皆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腳踝加速度則相反。 

表7 下蹲期關節加速度比較表 單位： (m/s
2
) 

 期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肩膀加速度 
舊下蹲期 29.0720 6.92554 

新下蹲期 36.5340 1.65500 

手肘加速度 
舊下蹲期 51.0020 5.77641 

新下蹲期 53.5960 3.47422 

髖骨加速度 
舊下蹲期 30.3220 5.22123 

新下蹲期 39.7900 4.70766 

膝蓋加速度 
舊下蹲期 19.7800 4.76275 

新下蹲期 29.8700 8.20330 

腳踝加速度 
舊下蹲期 8.6160 .59890 

新下蹲期 7.7880 1.78034 

 

在表 8 可以看到下蹲期各關節加速度在新與舊三分線投籃時，手肘及腳踝關

節加速度 P 值皆>0.05，肩膀、髖骨及膝蓋關節加速度 P 值皆<0.05，故下蹲期

關節加速度在肩膀、髖骨及膝蓋關節皆有顯著差異，手肘及腳踝則無顯著差異。 

表8 下蹲期各關節差異表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肩膀加速度 -2.343 8 .047 

手肘加速度 -.860 8 .415 

髖骨加速度 -3.011 8 .017 

膝蓋加速度 -2.379 8 .045 

腳踝加速度 .986 8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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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跳期加速度 

在表 9 可以看到起跳期各關節的加速度，在新三分線投籃位置時，肩膀、手

肘、髖骨及腳踝關節加速度皆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膝蓋加速度則相反。 

表9 起跳期關節加速度比較表 單位： (m/s2) 

 期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肩膀加速度 

舊起跳期 53.2880 4.80303 

新起跳期 63.5140 26.92482 

手肘加速度 

舊起跳期 37.7060 13.21176 

新起跳期 62.2660 48.21280 

髖骨加速度 

舊起跳期 67.3400 18.30551 

新起跳期 79.3160 35.10487 

膝蓋加速度 

舊起跳期 74.9220 11.78934 

新起跳期 68.8720 5.78308 

腳踝加速度 

舊起跳期 12.8840 8.59848 

新起跳期 20.8620 5.07323 

 

在表 10 可以看到起跳期各關節加速度在新與舊三分線投籃時，所有關節加速

度 P 值皆>0.05，故起跳期關節加速度在各關節無顯著差異。 

表10 起跳期各關節差異表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肩膀加速度 -.836 8 .427 

手肘加速度 -1.099 8 .304 

髖骨加速度 -.676 8 .518 

膝蓋加速度 1.030 8 .333 

腳踝加速度 -1.787 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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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手期加速度 

在表 11 可以看到出手期各關節的加速度，在新三分線投籃位置時，所有關節

加速度皆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 

表11 出手期關節加速度比較表 單位： (m/s2) 

 期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肩膀加速度 

舊出手期 93.3620 12.90518 

新出手期 141.4800 100.24287 

手肘加速度 

舊出手期 100.7820 22.15858 

新出手期 239.9480 191.88328 

髖骨加速度 

舊出手期 111.6520 52.16978 

新出手期 151.7120 93.72243 

膝蓋加速度 

舊出手期 126.6660 37.39285 

新出手期 134.3080 25.22588 

腳踝加速度 

舊出手期 37.7040 18.99222 

新出手期 95.2860 71.05545 

 

在表 12 可以看到出手期各關節加速度在新與舊三分線投籃時，所有關節加速

度 P 值皆>0.05，故出手期關節加速度在各關節無顯著差異。 

表12 出手期各關節差異表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肩膀加速度 -1.065 8 .318 

手肘加速度 -1.611 8 .146 

髖骨加速度 -.835 8 .428 

膝蓋加速度 -.379 8 .715 

腳踝加速度 -1.751 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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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新舊三分線在不同期別投籃時，投籃手側關節角度部分： 

1.下蹲期：投籃手側肘、肩、髖、膝及踝關節角度皆無顯著差異。 

2.起跳期：投籃手側踝關節角度有顯著差異，其餘肘、肩、髖及膝關節角度皆無

顯著差異。 

3.出手期：投籃手側肘、肩、髖、膝及踝關節角度皆無顯著差異。 

（二）新舊三分線在不同期別投籃時，投籃手側關節加速度部分： 

1.下蹲期：投籃手側肩、髖及膝加速度達到顯著差異，其餘肘及踝加速度皆無顯

著差異。 

2.起跳期：投籃手側肘、肩、髖、膝及踝加速度皆無達到顯著差異。 

3.出手期：投籃手側肘、肩、髖、膝及踝加速度皆無達到顯著差異。 

從結論部份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投籃各關節角度的部分，只有起跳期的踝

關節角度有顯著差異，其餘各期及其他關節雖在角度上有所差異，但卻未達顯著

水準；在投籃各關節加速度的部分，在下蹲期的肩、髖及膝加速度皆有顯著差異，

其餘各期與其他關節雖在加速度上有所差異，但卻未達顯著水準。 

二、建議 

根據此次實驗我們可以得知，在三分線弧頂投籃時角度及加速度的差異，就

本次實驗結果給予以下建議： 

（一）未來研究者可以試著以不同的投籃位置，來觀察在新舊三分線投籃時是否

會有顯著差異。 

（二）教練可以在平常的投籃訓練中，依據本次實驗之結論，給予選手適切及重

點的調整。 

（三）未來的研究者可以試著尋找不同層級之受試者，以釐清不同層級之選手在

新舊三分線投籃時是否會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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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0, FIBA changed some of the basketball rules. For example, the distance 

from the three-point line to the basket has extended from 6.25 meter to 6.75 meter.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angle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elbow joint 

while shooting for an outstanding college basketball player, and we hope our results can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coaching and training. In this study, we used a 

high-speed camera (60Hz) to take photographs during a shot, and then Kwon 3D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otions. Then, SPSS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stance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angle 

of the ankle joints while jumping but made no difference on other joints. Moreover, we 

observed that the distance also made a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shoulder, hip, and knee joints during falling (after the shot), while it only made little 

effects on other joints. Those points can be indicative to the future training and coaching. 

For further study, we recommend that it should be focus on the motions of shooting 

from other spots. 

 

Keywords: joint angle, Kwon 3D, different d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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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績優柔道教練訓練行為之個案研究－以臺北

市某高中柔道隊對摔訓練為例 

 

王冠文 掌慶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摘要 

本研究目的針對高中績優柔道教練訓練行為之個案研究，除了分析對摔訓練

的內容與型態外，並探討教練行為的認知過程。本研究採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觀

察工具 (ASUOI) 修改版的 14 個行為類目，期間對研究參與者進行三次的觀察錄

影，並利用 ASUOI 以時間區間反覆觀察法分析，事後再輔以刺激回憶的質性訪

談。研究參與者為台北市某高中柔道教練，在所有的行為分析，非指導行為

56.37%，高於指導行為 43.62%，主因在於柔道訓練的過程中，教練不能夠一直給

予指導行為，否則會干擾選手自我體驗與提升的機會。在非指導行為中，以催促

17.9%跟靜默 22.6%最多，此結果與在對摔練習中，教練首要觀察選手對摔的動

向，在選手做出正確攻擊時再給予催促，加強實戰中的積極度，加深動作與策略

的正確性。在指導行為方面，以當場指導 31.6%與正面示範 18.9%為最高，此結

果是源自於對摔過程裡，教練頇在選手模擬情境中適時的給予指導，而正面示範

是在每場次中與休息時間時，給予選手個別動作示範，使選手可以在休息時馬上

更正動作，並使用於下一場的練習。對摔的情境中，「當場指導、催促、靜默」是

教練最常用的三種行為。而在對摔訓練中，讚美多於責備，是因為讚美最能激發

選手練習鬥志提升訓練效能，需賞罰分明，考驗著教練的智慧。 

 

關鍵詞：柔道訓練、教練行為、系統觀察、 AS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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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前言 

綜觀現今世大運、亞運、奧運等國際重要賽事柔道早成為必辦項目，將近 40

年而台灣也發展近百年，目前國內大型柔道競技賽中，組成多半以學校為單位。

運動訓練中運動教練是推展競技運動的靈魂人物，對選手運動訓練與成績表現有

絕對性的影響，可說集領導者、訓練者於一身（黃金柱，1980），且運動教練的優

劣成為影響國家競技成績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在學校的競技運動中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葉憲清，1997）。目前教練學領域的走勢，著重在技術分析、致勝因素、

運動員和教練的互動、教練必備課程等，由以往單純注重運動員成績的面向，轉

向對教練的關注，而教練評鑑是未來此領域的焦點（葉憲清、姚漢禱，2001）。教

練的指導行為會隨情境的因素出現不同的行為表現，因此了解國內教練訓練行

為，是刻不容緩的且透過一個科學客觀的評定工具來研究訓練行為，能呈現真實

性與一致性更有其參考價值（歐宗明，2001）；因此綜觀國外，重視訓練的國家，

早有專業的團隊來進行訓練，這當中包含了教練訓練觀察的行為研究，由早期的

Tharp & Gallimore 於 1976 年用 ASUOI 觀察 Wooden 的籃球賽，到 Frank (1991) 

將 CBAS 電腦化來觀察教練行為再到近年的 (Smith & Cushion, 2006) 結合較多

變項來研究，隱約可以看出教練訓練行為研究的發展。相較於國外的研究來看，

國內研究有鄭漢吾（2000，2003）分別以大專羽球教練以及優秀國中羽球教練訓

練行為知覺之個案為研究，而吳海助（2002）更實地以大甲國中手球教練訓練行

為進行研究，加上歐正明（2006）的高中羽球教練訓練行為個案研究等等，可看

出觀察教練訓練行為之研究尚在起步階段並不普及，而國內教練行為研究大多是

以 ASUOI 工具分析球類的教練行為，對柔道教練的訓練行為尚未有相關探討。 

針對於柔道訓練，在羅有為（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柔道比賽的方式是由立

姿對摔開始，因此必須在賽前加強立姿對摔訓練並洞悉、分析對手的體式及搶手

型態，才能做出有效的策略；而對於選手專項知能提升最快的方式來自教練，柔

道練習是快速改變的，教練的責任不止於訓練而已（羅有為，2007）。研究者本身

是一位甲組柔道選手，目前服務於高中校隊的訓練工作，希望藉由臺北市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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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隊對摔訓練為例，深入探討對摔訓練，分析瞭解績優教練對選手訓練內容的

差異與型態，並提供給其他高中教練對做為參考。 

二、研究目的 

針對柔道教練的對摔訓練行為做探討，期望對日後柔道教練訓練或師資之養

成，提供啟發與參考。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計畫以一位臺北市高中績優柔道教練為對象進行柔道對摔訓練行為之

研究，為了時間、人力、以及訓練內容的相同性，本研究將在設定的範圍與限制

下進行多次的攝影及訪談。 

（一）參與研究對象：挑選具有臺北市教育盃高中柔道比賽前三名之柔道隊伍與

多年柔道訓練經驗，並規律實施訓練的柔道教練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期間：為了避免訓練情境的差異影響教練訓練的內容與行為表現，由

99 年 12 月 10 日到 12 月 30 日期間賽前訓練觀察的錄影與訪談為限。 

四、研究限制 

（一）使用 ASUOI 系統為教練行為分析工具，本身有特定類目，類目以外的行

為不在觀察範圍內。 

（二）監督的時間在本工具時常會被歸類到「靜默」，範圍過廣，其中靜默包含監

看及訓練不相關的行為，因此有必要再將「監看」獨立出來（鄭漢吾，

2003）。 

（三）為了避免拍攝引起教練與選手訓練時的干擾，研究者除了事先告知研究目

的只在瞭解訓練的大致情形，純粹做學術研究與日後訓練參考，研究者將

會充分溝通提早佈置場地，降低影響原本訓練真實之因素，以減少教練或

選手被觀察引起的不適或做作。 

五、名詞解釋 

（一）高中柔道教練 (high school judo coach) ：「教練」擁有專項運動專業知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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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技術，指導運動員從事有效的訓練，使他們在競賽中突破自我獲得佳

績；在此指的是以柔道為專長之體育老師兼任教練。 

（二）訓練行為 (coaching behavior) ：是指教練於訓練過程中所產生的動作行

為。本研究乃指以亞歷桑納州立大學觀察工具的 14 個觀察類目（不包含

沉默一項）所歸納的訓練行為而言， ASUOI 是由 Lacy & Darst (1985) 修

訂而成的系統觀察工具，共有指導行為：事前指導、當場指導、事後指導、

發問、肢體的協助、正面的示範、負面的示範；非指導行為：使用姓名、

催促、讚美、責備、管理、無法編碼、靜默、監看等 15 個類目（鄭漢吾、

闕月清，2000）。 

貳、文獻探討 

一、運動訓練的本質 

國內外許多專家曾對「運動訓練」的定義，從不同的重點及角度加以闡述。

其實運動訓練也可以作為一個教育的過程，控制著運動員發展所實施的一切，它

的組織形式和運動員的學習活動，不同於其它科目成日常教育的過程，而運動員

最後所表現的行為與結果，並不是依靠外部的說教和單一的思考模式，是透過複

雜有機體的直接活動並且規律遵守基本的明確目標，而以非開放性的社會活動成

為特殊的教育過程（翁志成，2000）。許義雄（1985）指出，體育教學和運動訓練

之間應嚴加區隔，其中兩者應有幾項差異 1.目的不同（體育教學貴在學生健康的

獲得，運動訓練著重技能的提升，但難免過度訓練傷及身體局部）、2.內容的不同

（體育教學強調適性教學，運動訓練強調專項的技能內容）、3.方法的不同（體育

教學以引導、啟發等為方法；運動訓練以控制、高度重複練習等為方法）、評價的

不同（體育重視人人有機會參與，不重勝負理想的；運動訓練講求快速的最高效

率與勝利）。由上述觀點足以看出體育教學與運動訓練間屬性應有所差別，雖然兩

者間有互通之處，但卻不應混為一談，從事體育教育者應對視情境使用不同活動

內容施用於學生或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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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行為觀察工具介紹 

趙麗雲（1992）提出，系統觀察法自 1950 年代開始已成為美國研究的風潮，

尤其以「教室行為的系統觀察分析」早在美國行之多年。由相關研究中發現 CBAS 

與 ASUOI 兩種工具最為常見。至於 ASUOI 系統觀察工具，由於類目及定義難

易適中，因此在許多研究中都可以發現使用的紀錄。近年來國內學者（吳海助，

2002；李文田，1997；林漢斌，2003；歐正明，2006；鄭漢吾，2000，2003；鄭

漢吾、闕月清，1999；薛文皇，2007）陸續以此工具從事研究，其中更有多篇搭

配質的方式進行訪談、問卷等研究做更深入的探討，使所得的結果更為有研究價

值。因此 ASUOI 工具已經漸漸成為臺灣國內目前最為本土化的行為觀察系統觀

察工具。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擬以臺北市某高中柔道教練（A 教練）為對象，另為使研究對象更具

代表性，故選擇傳統隊伍，並挑選具有甲組資格及多年經驗規律實施訓練之男性

教練為研究對象，其績優教練基本資料表格如表 1。 

表 1 績優柔道教練基本資料表 

資料內項目 績優教練基本資料 

年紀 1964 出生 

經歷 嘉義市何平道館    華興中學   吳鳳中學   臺中體專 

個人最好成績 1969 世界盃柔道錦標賽 第五名 

歷年學生最好成績 榮獲亞洲杯第三名 

年資 40 年 

曾任職之學校機關 
吳鳳中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臺灣大學、阿拉伯國家隊、澳洲

國家隊、中華臺北國家隊、臺北市中山道館 

 

二、研究工具 

（一） ASUOI 教練訓練行為觀察工具 

1.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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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觀察工具  (Th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Observation Instrument, ASUOI) 修改版作為教練訓練行為系統觀察的研究工具。 

ASUOI 當初只有十個行為類目是用來觀察 John Wooden UCLA 著名的籃球教

練，此工具源自於 Tharp & Galliamore (1976) 所發明。之後又經過了 (Langsdorf, 

1979; Model, 1983) 以及 Lacy & Darst (1985,1986) 所逐漸地擴增與修訂重整類

目。(Lacy & Darst, 1989) 指出因為如此的演變， ASUIO 成為更敏銳的系統觀察

工具，它是設計被用來分析教練訓練行為的系統分析工具，也適合分析了解體育

教師的教學行為，在國內使用最為廣泛的教練行為分析工具就屬 ASUOI 為首

（吳海助，2006；鄭漢吾、闕月清，2000）。 

2.效度 

Lacy & Darst (1989) 認為 ASUOI 具有表面效度，此分析工具經過許多專家

研究所驗證 (Cushion & Jones, 2001; Lacy & Goldston, 1990; Potrac, & Armour, 

1997) ，其內容的行為類目也經過長期討論與定義，明顯的與教練訓練的行為相

關，具有充分的內容效度，加上國內已有許多研究者在教練的訓練行為中驗證此

分析工具（吳海助，2002）及行為類目的修改（鄭漢吾，2003）。 

本研究是利用鄭漢吾所修改的 14 種行為類目如表 2。研究者已使用此工具進

行預備研究，為顯示工具是具備內容效度，其所觀察到的教練訓練行為都已經可

以合理的被歸類在所有的類目中。 

3.信度 

兩位信度考驗的觀察員，其中一位觀察員也曾經是柔道選手。觀察者間的信

度為 86.64；而研究者本人與觀察者間的信度則為 88.73，符合 Siedentop (1983) 要

求觀察者間一致性應維持在 85%以上，才算是擁有較佳的信度標準。 

表 2  ASUOI 系統觀察新修版行為類目定義與行為實例一覽表 

訓練行為類目 類目定義 舉例 

使用名字 

(Use of first name) 
以名字或綽號稱呼選手。 小明攻擊時間要早一點。 

事前指導 

(Pre-instruction) 

教練事先給於選手技術與戰術的訊

息，以利選手實施動作。 

等一下防守時，雙腳要站好並且

切腰做反摔。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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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當場指導 

(Concurrent-instruction) 

教練於選手實施動作或比賽當時給

於選手技巧與戰術的提示。 

反摔太慢了，要再快一點，現在

可以直接採取主動攻擊。 

事後指導 

(Post-instruction) 

教練於選手動作或賽後給予修正、解

說或回饋性的指導。 

剛剛在對摔的時候，你不夠積

極，需要再更強勢。 

發問 

(Questioning) 

教練對選手提出的任何有關於該項

運動的策略、技術相關問題。 

在這強況下，你會用怎麼樣的方

法克服？有怎樣的差異呢？ 

肢體協助 

(Physical-Assistance) 

教練用身體去移動選手的肢體至適

當位置或引導做技術的修正。 

教練用手去協助選手做出 45 度

正確的反摔。 

正面示範 

(Positive-Modeling) 

教練操作或示範正確的動作給選手

看。 

教練親自對選手示範正確的連續

攻擊動作。 

負面示範 

(Negative-Modeling) 

教練演示選手所做的不正確動作或

比賽技術。 

教練親自示範剛剛錯誤的連續攻

擊動作給選手警惕。 

催促 

(Hustle) 
教練經由口頭方式加強選手們努力。 

對啊！要徹底的攻擊，繼續手不

要放掉！繼續！ 

讚美 

(Praise) 

教練經由口頭或非口頭方式稱讚選

手。 

口頭的稱讚，或是肢體的稱讚；

對其微笑、點頭；贊喔，對了嘛！ 

責備 

(Scold) 

教練因不滿選手行為所表現出不悅

口語或非口語的行為。 

皺眉、臭臉、口頭警告、或肢體

警告，你教都教不會是怎樣！ 

管理 

(Mangement) 

教練在練習活動期間與組織、指示有

關，與練習或比賽的指導無關的言

詞。 

來三年級的先站臺，二年級的第

二輪站臺，一年級現在馬上上去

找人。 

無法編碼 

(Uncodable) 
教練行為無法歸入上述各類目中。 

看錶、抓頭、跟旁人談事情、接

電話、閒聊。 

沈默 

(Silence) 
教練沒有說話時的行為。 完全沒有說話五秒為靜默 

監看 

(The jail looked) 

五秒鐘裡有一個指導動作或提示互

動加上 3 秒以上的靜默歸類為監看。 

你要身體轉進去過肩摔才有威脅

啊！說完後連續三秒鐘以上看著

選手的攻擊動作。 

資料來源參考修訂：鄭漢吾 （2003）。優秀國中羽球教練訓練行為與訓練行為知覺之個案研究。

體育學報，35，233-244。 

 

（二）質性訪談 

並不是每件事都能利用觀察而瞭解其內在本質，如感覺、想法、與意象···等 

(Patton, 1990) ，為了深入瞭解指導者行動之內涵，系統觀察應輔以詮釋性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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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本研究利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問題的架構源自於 ASUOI 

的類目，訪談大綱，主要由研究者文獻參考之（鄭漢吾，2000； Corso, 1992; 

Spencer, 1992）的訪談內容，並且以 ASUOI 的訓練類目來編定，擬定後經過專

家就訪談內容效度的建議做修正。 

三、實驗步驟 

（一）預試 

99 年 11 月 30 日以臺北市某高中柔道隊教練為參與研究對象，進行 80 分鐘

的對摔訓練攝影及半結構式的訪談，研究者依預試的結果認為應將 ASUOI 類

目修正以符實用：1.「管理」宜定義與運動策略無關而與組織細節有關等行為為

限。2.「監看」在本工具時常會被歸類到「靜默」，範圍過廣，其中靜默包含監

看及訓練不相關的行為，因此有必要再將「監看」獨立出來（歐宗明，2005）。

3.將「使用名字」一項刪除；修改完後以 14 個類目做為正式研究時使用。 

（二）正式研究 

由 99 年 12 月 10 日到 12 月 30 日期間進行 80 分鐘的教練對摔訓練的攝影，

總共三次，訓練開始時間為下午 3:00，對摔從 4:50 開始，進度為賽前的對摔訓

練，觀察時間加上中間 5 分鐘的休息為全部攝影時間。使用的觀察法為「時間區

間反覆觀察法」，每一次五秒鐘為一個單位的觀察時間，在還未確認行類目之

前，播放的軟體會一直重複播放該行為到研究者確認類目之後，才會播放下五秒

之行為內容，以此類推，為避免因攝影對選手和教練常態訓練的影響，提早佈置

降低干擾。 

四、資料處理 

（一）量化資料 

採時間區間反覆觀察法（5 秒一次）並依 ASUOI 的類目與定義，將教練的

訓練行為逐一編碼於記錄表（鄭漢吾，2000），分別算出訓練行為出現的次數、

%、總數、每分鐘比率 (RM) 等，信度經觀察者間與內進行檢核，一致性達

80%以上，符合對信度的要求 (Siedentop,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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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資料： 

採半結構式訪談，並分別由下列方式處理：1.整理訪談內容逐字稿須經受訪

者檢視以確保資料無誤 2.資料編碼，依照時間、地點、問題做系統編碼 3.資料分

析是利用持續比較的方式，先將編碼資料做成摘要找出主題進一步比較之間義

同，最後將新資料與究資料持續進行比對（顧瑜君，1998）。 

肆、結果與討論 

一、教練訓練行為描述 

由 99 年 12 月 10 日到 12 月 30 日期間共觀察 A 教練達三次 240 分鐘的訓練，

總編碼次數 2732 次行為（不含使用名子），以下分別由全部（參閱表 3 與表 4）

與各次（參閱表 4）訓練行為進行描述。 

表 3 A 教練指導行為訓練分析一覽表 

指導行為 

類目 
稱呼 

名字 

事前 

指導 

當場 

指導 

事後 

指導 
發問 

肢體 

協助 

正面 

示範 

負面 

示範 

次 105 60 511 177 128 0 133 3 

% - 2.06 17.6 6.09 4.4 0 4.58 0.1 

RPM 0.43 0.25 2.13 0.74 0.53 0 0.55 0.01 

NO - 11 2 6 8 14 7 13 

 

表 4 A 教練非指導行為訓練分析一覽表 

非指導行為 

類目 催促 讚美 責備 管理 
無法 

辨識 
靜默 監看 

次 183 311 88 194 53 334 623 

% 6.3 10.71 3.03 3.23 1.82 11.51 21.46 

RPM 0.76 1.3 0.37 0.81 0.22 1.39 2.59 

NO 5 4 10 9 1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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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部訓練行為 

1. A 教練指導類行為佔 34.72%；非指導行為佔 65.28%。2.訓練行為多到少的

排序為當場指導 17.6%事後指導 6.09%正面示範 4.58%發問 4.4%事前指導 2.06%

負面的示範 0.1%肢體協助 0%；以當場指導為主要行為，而最少的是負面的示範

與肢體協助。3.每分鐘出現行為比率為 11.38 次。4.所有指導行為中以當場指導為

最多，正面與負面示範比為 44：1；讚美與責備比為 3.5：1。 

（二）分析結果之比較 

將 A 教練之訓練行為結果與歷年同樣使用 ASUOI 系統觀察工具之教練行

為研究比較發現：1. A 教練的正面示範高於負面示範並且在指導行為中，出現次

數排名第三，並且與（鄭漢吾，2003）所研究的優秀國中羽球教練訓練行為與訓

練行為相同。2.在問答與讚美的部分，與國外教練行為比較 (Claxton, 1988) 有較

少的情形，此與訓練項目或是訓練課表以及文化差異是否關仍未得知，但是讚美

與問答是如何提升或輔助選手的練習值得探討。3.責備行為 3.03%是非指導行為

中最低的，相對的讚美行為 10.71%高於責備行為將近兩倍,本研究柔道教練的回

饋行為結果，與闕月清、鄭漢吾（2000）針對大專院校羽球教練訓練行為之研究

結果不同，且只有在國外研究相關的研究才發現讚美多於責備 (Cushion & Jones, 

2001; Segrave & Ciancio, 1990; Potrac et al., 2002) 。訪談中 A 教練談到：我習慣給

選手較多的稱讚...教練行為的回饋與年齡層有關，跟教育理念有關...而讚美最能激

發選手練習鬥志提升訓練效能...需賞罰分明...考驗著教練的智慧 (A100210) ；盧

俊宏（1994）指出，鼓勵行為可以表現出教練個人的親和力，可以當作對選手的

一種正面報酬立即增強選手的正確行為。4.非指導行為中最高的是監看 21.46%與

靜默 11.51%此與 A 教練的說法與想法相近：選手在對摔的時候，教練就像是一

個觀察者...了解他們的優缺點...並隨時隨地都給予動作的指導與修正...對摔訓練

的流暢性很重要不能隨便打斷選手攻擊的過程，應讓選手自我體驗領悟的進步過

程 (A1001415) 。 

（三）三次不同時間點的分析比較 

1.在事前、當場、事後指導行為中，三次觀察都是以當場指導為主共出現 511

次平均 1 分鐘出現 12 次，柔道對摔訓練中，許多教練會以命令與當場指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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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選手，以求快速提升技術，增進比賽的表現（張鼎乾、張智涵、游先進、林

錫波，2009）；A 教練：選手犯錯當下馬上糾正是我最習慣的教學法...柔道訓練最

接近比賽型態會直接看到選手優缺點，好與不好需馬上告訴他們...練習前的指導

是最少的，因為選手還未下場教練無法確定今天練習會有何種狀況 (A100123) 。

2.正面與負面示範比為 1：44，幾乎以正面示範為主，一個良好的示範首要條件在

於提供正確的動作回饋（許義雄，1973）；A 教練：我只示範正確（正面動作）的

動作，讓學生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熟記...教練不需要示範錯誤動作...學生會搞混。

學生他們只想要模仿...要讓他們想差別在哪...雖然過程久了一點但效果好選手印

象深刻 (A100167) 。3.管理行為在非指導行為中排名第三與闕月清、鄭漢吾

（2000）針對大專院校羽球教練訓練行為之研究結果類相似，而侯碧燕（2005）

提到選手對摔訓練須與不同對手練習，練習中教練有需要適時介入，進行管理與

安排活動；A 教練：選手每一場的訓練，教練不能讓效果都一樣...必須適時的管

理選手與對手對戰的強度...不同配對可以讓他們練習不同的動作...考驗教練的管

理的能力，安排不恰當的選手對練一點幫助都沒有！ (A100212) 。 

表 5 A 教練三次不同訓練分析一覽表 

類目 第一次對摔訓練 第二次對摔訓練 第三次對摔訓練 

 NO % RPM NO % RPM NO % RPM 

事前指導 15 1.60 0.19 18 1.91 0.23 27 2.90 0.34 

當場指導 161 17.22 2.01 179 19.04 2.24 171 18.37 2.11 

事後指導 55 5.88 0.69 75 7.98 0.94 47 5.04 0.58 

發問 44 4.71 0.55 52 5.53 0.65 32 3.44 0.40 

肢體協助 0 0 0 0 0 0 0 0 0 

正面示範 37 3.96 0.46 48 5.11 0.60 48 5.15 0.6 

負面示範 0 0 0 0 0 0 3 0.32 0.03 

催促 48 5.13 0.60 69 7.34 0.86 66 7.08 0.83 

讚美 79 8.45 0.99 118 12.55 1.48 114 12.23 1.43 

責備 25 2.67 0.31 26 2.77 0.33 37 3.97 0.46 

管理 102 10.91 0.27 15 1,56 0.19 77 8.26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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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一、結論 

（一）行為次數出現最多的依序為監看、當場指導、靜默三項；最少者為肢體協

助、負面示範、無法辨識，以非指導行為較多；當場指導為主要的指導

行為，而整個對摔訓練的過程主要是由教練所主導，以管理、催促以及

讚美多於責備的方式激發選手努力進而從事訓練。 

（二）教練心理及訓練策略會影響訓練行為的型態與次數。 

（三）分析教練對摔訓練行為應與訓練風格、訓練對像、訓練模式化、訓練考量

有關。 

二、建議 

（一） 教練要有隨時檢視自身訓練行為的態度，養成檢討自評的習慣並隨時修

正訓練行為來提昇成效。 

（二）指導行為應就等級、情境、時機、方式等而有不同彈性的考量，並使訓練

更多元。 

（三）訓練行為應有其一致性，以免令選手無所適從。 

三、未來展望 

（一）針對柔道選手對於教練指導行為的知覺探討。 

（二）生手/專家柔道教練訓練之比較探討。 

（三）以質性研究探討柔道教練對其訓練經驗的反思歷程。 

（四）用不同觀察工具如 CBAS、CBRF 等進行柔道教練訓練行為觀察；或配

和其他問卷使用，使研究面向更多元，並加深對教練訓練行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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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Coaching Behavior for High 

School Judo Studen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Randori’ Training 

 

Kuan-Wen Wang Ching-Wei C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overall national team‘s Judo contest performance is still far below than 
those in Japan, Korea, Mainland China, Magnolia since it has to do with the training 
environment, players‘ body figure and living standard in Taiwan‘s context. With different 
contexts, coaching behavior is perceived to play an influential role in the outcome of Judo 
student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ontest. Lo (2007) indicates tha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e 
effective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ntest by enhancing Judo players‘ randori training on Tachi-zawa 
(standing techniques) in the practice sessions, perceptions on competitors‘ body figure types as 
well as familiarities with Katame-waza (grappling techniques) and Atemi-waza (Striking 
techniques).  He (Lo, 2007) also proposes that coaches‘ responsibilities are not limited to 
training but the enhancement of Judo play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an efficient wa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oaching behavior has an impact on high 
school Judo studen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t the Judo contest.  Using the fourteen 
behavioral categories by ASUOI observation instrument of th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he 
study conduc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Rantori‘ training contents and patterns and investigat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high school Judo coaching behavior in a selected high school Judo team 
in the Taipei city. Key major findings include the overall comparison of coaching behavior, in 
which non-coaching behavior is higher than coaching behavior—56.37% and 43.62% 
respectivel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Judo player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esteem promotion 
may be interfere with their coaches‘ constant, continuous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Judo skills 
practices.  In addition, hustle (17.9%) and silence (22.6%)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mong 
the observed non-coaching behavior. On the other hand, concurrent-instruction (31.6%) and 
positive-modeling (18.9%) account for the top two highest coaching behavior.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Randori‘ training, concurrent-instruction, silence and hustle are 
the three frequently used coaching behavior.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in this study that high-level 
Judo contest performers should accept stricter and high-level training, i.e. scolding more than 
praise and they should always situate themselves in the readiness state of mind all the time. Du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research studi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Randori‘ training by Judo 
coaches, this study tends to contribute to knowled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Judo coach training and Judo teacher education. 

 
Keywords: Judo Randori training coaching behavior, systematic observation, 

AS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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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運動傷害對腿後肌與股四頭肌向心肌力比值

之影響 

 

劉瑩芳 1 呂芳陽 2 邱憲祥 3 莊國上 4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 輔仁大學 

3 大華技術學院 
4 長庚科技大學 

 

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比較下肢受傷運動員與沒有受傷之運動員，腿後肌與

股四頭肌向心肌力比值之差異；藉由本次研究，提供受傷後運動員、教練與運動

傷害防護員，應更加注意運動員其下肢肌力的發展，與肌肉力量的平衡狀況。本

實驗之參與對象為 42 位長跑、短跑、舉重與跆拳道之運動競技專長學生運動員、

不分男女性別，並排除在過去半年內是否曾有過重大傷害或接受過下肢之手術，

以避免運動員因本次測驗而產生不適感、造成過大之傷害，並將曾有過下肢運動

傷害與未曾發生過傷害之運動員分為受傷組 (n＝25) 與無傷害組 (n＝17) 。使用

Biodex System III 等速測力儀測試 60 度/秒及 300 度/秒兩種角速度下各反覆 5 次

之膝關節腿後肌與股四頭肌的向心肌力值，再計算其 H/Q 比值。結果在 H/Q 比

值發現，受傷組與無傷害組在等速 60 度/秒測試達顯著差異，300 度/秒之 H/Q 比

值受傷組較無傷害組高、未達顯著差異。顯示運動員下肢受傷後，其 H/Q 比值

結果易低於正常範圍值，顯示出腿後肌肌力相對不足於股四頭肌肌力，因此下肢

傷害易造成下肢肌力的不平衡，影響運動員運動表現與信心。 

 

關鍵詞：運動傷害、向心肌力、下肢肌力、優秀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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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肌力優劣是所有運動項目的基本體能要素 (Foran, 2002) ，而肌肉力量的量

測方式包含等張、等速、等長肌力測量。其中等速肌力測量通常以等速測力機給

予固定的角速度，在該角速度下肌肉用以最大收縮力量而測得肌力值（沈佳慧，

2005），而國內對於等速肌力相關研究與發表也越來越多，等速肌力訊練與量測也

是臨床與學術常使用之動態肌肉功能量測方法 (Gleeson et al., 1992) 。大多數運

動項目皆仰賴下肢肌力的支撐與帶動，因此下肢腿後肌與股四頭肌的比值平衡與

否，對於運動表現、下肢運動傷害的預防與復健來說，也提供了相當的證據（劉

瑩芳，2005）；Heiser 等人 (2002) 發現，單側的向心腿後肌與股四頭肌肌力比值

（H/Q 比值）低於 0.6 與雙側腿後肌向心肌力相差達 5％之受傷運動員，將影響其

回到運動場上與正常參與比賽之表現。 

運動傷害後容易使運動員的肌力下降、恢復能力也相對變差，而肌力的減少

又易導致傷害的發生 (Dauty et al., 2003) ；Michelle 等人 (2004) 針對 53 位女性

曲棍球、足球與籃球運動員所作之一膝關節過度使用之研究，發現受傷運動員在

60、300 度/秒之 H/Q 比值低於一正常範圍值（60 度/秒介於 60-80%、300 度/秒

介於 80-95%），因此認為腿後肌與股四頭肌肌力比值是賽季中，預測膝關節過度

使用造成傷害發生率的指標之一。國內舉重項目與跆拳道運動，一直都是發展與

訓練的重點，而舉重項目之運動訓練非常仰賴下肢肌力的帶動、跆拳道須靠下肢

快速位移與踢擊之動作，發生下肢運動傷害的機率也相對地高；國內關於此二項

目運動傷害相關文獻較少，因此本研究以此二項目為參與對象之一，希望能提供

更多元化的討論與比較。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比較受傷運動員與沒有受傷之運動員，腿後肌與股四

頭肌向心肌力比值之差異；藉由本次研究，提供受傷後運動員、教練與運動傷害

防護員，應更加注意運動員其下肢肌力的發展，與肌肉力量的平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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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 法 

一、對象及相關資料 

本實驗之參與對象為 42 位長跑、短跑、舉重與跆拳道之運動競技專長學生

運動員，不分男女性別，其接受運動訓練時間長、且皆為甲組或擁有優秀之運動

成績；其中短跑選手為指 400 公尺以下，長跑選手為指 3000 公尺以上之選手，

平均年齡為十九歲左右，所有的基本資料皆無顯著之差異，其數據如下表一所

示： 

表 1 受測者之基本資料表 (Mean±SD)  

 身高(cm) 體重(kg) 年齡(years) 

受傷組 170.00±5.93 68.77±18.76 20.29±1.17 

無傷害組 173.14±5.64 61.64±6.15 19.93±1.03 

 P 值 .054 .090 .168 

 

參與本研究之運動員在正式進入測試之前，會對其下肢的傷害做一病史的追

蹤，並排除在過去半年內是否曾有過重大傷害或接受過下肢之手術，以避免運動

員因本次測驗而產生不適感、造成過大之傷害，並將曾有過下肢運動傷害與未曾

發生過傷害之運動員分為受傷組 (n=25) 與無傷害組 (n=17) 。 

二、儀器設備 

所使用之儀器為 Biodex System III 等速測力儀，選取60 度/秒及300 度/秒為

兩種角速度，每個角速度各反覆 5 次，測試運動員之膝關節腿後肌與股四頭肌的

向心肌力值，以計算 H/Q 比值。 

三、測試步驟 

在正式進入測試之前，先向參與者說明實驗流程，並填寫同意書、以及運動

傷害病史之調查。本次測驗包含左右兩側的肌力，開始測試前，先做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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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熱身運動和伸展，隨機選取左右側開始；選手開始姿勢為膝關節屈曲 90 度、

髖關節屈曲 85 度，並以四條固定帶將受測者固定於椅子上，用力時手握胸前之

固定帶。設定在每一個角速度下反覆收縮 5 次，同一角速度左右側完成後，再進

行另一個角速度；開始測驗前讓受試者重複 3-5 次測試動作熱身以充分活化測試

肌群、再開始正式測驗，為深入了解下肢傷害對於最於下肢肌力所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僅以測試 5 次過程中所得之最大肌力進行分析，探討當運動員下肢發生傷

害時，其最大收縮肌力是否有所改變，因此選取左右側所測得之最大向心肌力值 

(peak torque) 以作為本研究之參數。 

四、資料處理 

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0.0 統計軟體，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受傷組與無

傷害俎之數據， P 值定為小於.05；所有數據結果以平均值±標準差 (Mean±SD) 

表示。 

參、結 果 

所有統計結果顯示於表 1 至表 4；表 1 為參與運動員之基本資料表、表 2 為

測試前所作之運動傷害病史調查紀錄結果、表 3 為受傷組與無傷害組於 60 度/秒

與 300 度/秒之 H/Q 比值、表四為受傷組與無傷害組於 60 度/秒與 300 度/秒之左

右側分析結果。 

表 2 下肢傷害紀錄（總人數為 25 人） 

部  位 人 數 主    訴 

足部 2 足底筋膜炎 

踝關節 7 包含脛骨骨折、扭傷（內翻）、腓骨骨折、跟腱炎 

膝關節 14 
包含 ACL、PCL 斷裂、半月板磨損、髕腱炎、髕骨軟化症、腿後肌

肌肉拉傷等 

髖關節 2 包括髖關節置換手術、腰拉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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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無下肢傷害之 H/Q 比值 (%；Mean±SD) 

 60°/s  300°/s 

 受傷組 無傷害組  受傷組 無傷害組 

H/Q ratio 59.84±1.18* 64.89±1.77*  94.79±2.06 92.53±0.97 

 P 值 .031*  .206 

*p .05 表示受傷組與無傷害組兩者差異達顯著 

 

表 4 有無下肢傷害之左右側 H/Q 比值 

 

H/Q 比值 (%)   

受傷組 (n=25) 無傷害組 (n=17)  p 值 

60°/s -左側 59.60±9.72 65.09±14.45  .084 

60°/s -右側 60.06±12.00 64.67±12.40  .113 

300°/s-左側 98.94±13.00*
 

90.44±17.07*  .023* 

300°/s-右側 95.92±9.64 95.54±10.62  .083 

*p.05 表示受傷組與無傷害組兩者差異達顯著 

本研究受傷組運動員傷害多為膝關節之傷害（如表 2）。25 位參與本研究之

運動員中，有 2 位受傷病史曾為足部足底筋膜炎；7 位踝關節曾受傷，其中包含

脛骨、腓骨骨折、跟腱（阿基里斯腱）炎，多數為因內翻扭傷而造成前距腓韌帶

傷害；而膝關節受傷人數最多、為 14 位參與者，包含半月軟骨磨損、髕腱炎、髕

骨軟化症等，許多運動員還併發腿後肌肌肉拉傷，其中也有前十字韌帶 (ACL) 與

後十字韌帶 (PCL) 斷裂之傷害；最後有兩位運動員為髖關節之傷害，包括曾做髖

關節置換手術與腰拉傷等。25 位運動員中，有些疼痛已解除，但仍有些傷害仍會

因訓練量與運動量而出現疲勞、疼痛等現象，但於接受本研究測試時，運動員皆

無疼痛並能完成測試，且也排除半年內接受過下肢手術之運動員。 

本研究參與運動員皆為優秀運動選手，進行測試時皆在其健康與無疼痛下量

測股四頭肌與腿後肌之最大肌力值；在 H/Q 比值比較結果，受傷組與無傷害組

在等速 60 度/秒測試達顯著差異（如表 3），300 度/秒之 H/Q 比值受傷組較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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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高、未達顯著差異。 Michelle 等人 (2004) 在研究中提出，等速肌力在 60 度/

秒測試結果， H/Q 比值應介於 60-80%之間；300 度/秒 H/Q 比值應介於 80-95%

之間；而該篇研究之結果，有 72%的受傷組之 H/Q 比值在 300 度/秒結果低於正

常範圍值，顯示出腿後肌肌力相對不足於股四頭肌肌力；而且該研究中所有因過

度使用而導致膝關節傷害之運動員，其 H/Q 比值皆低於正常範圍值。本研究受

傷組 H/Q 比值在 60 度/秒之結果（如表 3、表 4）也低於該研究所建議之正常範

圍（60-80%之間），顯示運動員下肢在受傷之後，雖然仍維持一定之運動訓練，

但對於肌力的維持與訓練還是有所影響，尤其在腿後肌肌力更是不足，容易造成

下肢大肌肉群肌力的不平衡。 

根據劉瑩芳等人（2005）與 Read 等人 (1990) 之研究發現，有運動訓練之

運動員左右側下肢肌力並未達顯著差異；而本研究之結果，大多數左右側之等速 

H/Q 比值未達顯著之差異，惟左側之 H/Q 比值在 300 度/秒下，受傷組與無傷害

組兩組達顯著之差異（如表 4），受傷組 H/Q 比值結果顯著高於無傷害組。 Werner 

等人 (1995) 研究指出，膝關節受傷與疼痛會顯著降低股四頭肌肌力，尤其是髕

骨股骨間磨損造成之疼痛；沈佳慧（2005）提出，等速肌力測量結果，高速收縮

測量較慢速收縮的測量信度高。而本研究受傷之運動員中，有 6 位為左側踝關節

受傷、7 位受傷側為左側，而 H/Q 比值在左側的結果顯著高於無傷害組，顯示在

300 度/秒高速下，所測得之受傷組左側股四頭肌肌力值較低，進而使股四頭肌與

腿後肌之間的差異變小，造成其 H/Q 比值之結果。 

肆、討 論 

參與本研究之參與者皆為該單項之優秀運動選手，測量最大肌力時，運動員

充分熱身與伸展，盡力展現其腿後肌與股四頭肌之最大值，以提供本研究結果之

可參考性。結果顯示，運動員下肢受傷後，其 H/Q 比值結果易低於正常範圍

值，顯示出腿後肌肌力相對不足於股四頭肌肌力，因此下肢傷害易造成下肢肌力

的不平衡，影響運動員運動表現與信心；而膝關節受傷與疼痛會降低股四頭肌之

肌力，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出此現象，在 300 度/秒下受傷組 H/Q 比值結果顯著高

於無傷害組，亦即因股四頭肌肌力值下降，使得 H/Q 比值愈趨近於 1；下肢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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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會影響運動員下肢肌力的平衡，進而影響運動表現，或降低復健的速度，而不

良的肌力值與不平衡，也容易導致運動傷害與疲勞的發生，這些都是教練與運動

傷害防護員、運動科學相關人員在提升運動員運動表現之餘，應該加以注意與防

範的事項。而大多數等速肌力測試都是在運動員受傷後才進行量測，對於傷後運

動員回到運動場上、或訓練標準，僅提供單方面之數據，建議未來能建立各單項

運動之最大肌力值，以提供傷後復健或選材的參考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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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muscle ratio of the injured athletes 

and non- injured athletes of the difference lower extremity muscle strength.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involved 42 long-distance running, sprinting, weightlifting 

and taekwondo student athletes of athletic expertise, they divided into injured groups (n 

= 25) and non-injured (n = 17). Biodex System III isokinetic dynamometer was used to 

test with 60°/sec and 300°/sec angular velocity. Results in H/Q ratio was found injured 

group and non-injury group at constant 60°/sec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00 

300°/sec of non-injured group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injured group. The H/Q ratio of 

injured athletes showed the lower than normal range of values is easy, mean the relative 

lack of muscle strength after a leg in quadriceps muscle strength, lower limb injuries so 

easily lead to lower limb muscle strength imbalance, affecting athletes‘ sports 

performance and confidence. 

 

Keywords: sports injury, concentric strength, lower extremity strength, elit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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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女中系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提昇學生體

適能之探討 

 

林彥均 1 周育伶 2 鄭淑仁 3
 

1 長庚技術學院 
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3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新竹女中系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透過系統化的體育

課程編排方式、教師專長教學及體育成績包含學生課餘從事慢跑及課外活動參

與，來看是否能提昇學生的體適能，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體適能檢驗結果對照

教育部體適能常模來考驗其系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之成效，結果顯示：三個

年級學生共 2200 人參與測驗，在立定跳遠測驗達全國常模銅牌共 589 人佔 27%、

達銀牌共 255 人佔 11%及達金牌共 395 人佔 19%；一分鐘仰臥起坐測驗結果達全

國常模銅牌共 528 人佔 26%、達銀牌共 285 人佔 13%及達金牌共 367 人佔 17%；

坐姿體前彎測驗結果達全國常模銅牌共 588 人佔 28%、達銀牌共 218 人佔 10%及

達金牌共 630 人佔 29%；800 公尺心肺耐力測驗結果達全國常模銅牌共 625 人佔

29%、達銀牌共 1100 人佔 51%及達金牌共 352 人佔 17%，再比較 98 學年度之體

適能測驗結果平均皆有進步，顯示學生平均體能是逐年提昇。本研究結果發現系

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不但能提昇學生的體適能，並給予教師專業的自主權，

充份運用教學上的人力資源，發揮教師團隊的教學功能。 

 

關鍵詞：系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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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新竹女中在學風、師資管理以及教學設備方面，均有完整規劃。學生來源均

以新竹、苗栗地區的國中學生為主，目前班級數共 54 個班，每個年級 18 班，每

個年級共有三個特殊班，分別為數理資優班、語文資優班以及美術班，由於學校

本身特質屬地區升學指標學校，則以學生升學為優先考量，在升學率方面，在 99

學年度畢業生升大學人數統計總錄取率為 99.9%，（國立大學為 64.4%，私立學校

為 35.5%），其中錄取台灣大學等明星學校為 49.6%。 

學校在體育發展上雖然無法成立體育班，但由於體育教學採循環式協同方

式，將課程調整為同一時段並依教師的專長來教學，（高紅瑛，2000a）使學生在

體育活動上均有優異的表現，就學生體適能測驗方面，各項體適能測驗之平均達

到全國體適能常模之銅牌、銀牌及金牌等；在校外體育競賽方面，新竹女中共有

田徑、羽球、排球及籃球等運動代表隊，平時僅能利用午休時間練習，雖然只參

加新竹縣、市的比賽，卻也能屢屢獲得嘉績，99 學年度新竹市排球高中女子組團

體賽亞軍、女子籃球高中組亞軍，99 學年度新竹市中小學運動會榮獲高中女子組

田徑總錦標亞軍，99 學年度新竹市羽球高中女子組團體賽冠軍等優異成績，學生

體能有如此優異表現，應歸功於系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課程教學經營所產生的結

果。本文主要了解新竹女中如何有系統的體育教學經營來提昇學生的體適能是為

本探討之一，其次要了解循環式協同教學之授課內涵及方式是為本探討之二，以

提供體育課程編排更多元的授課方式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體育教學理念 

由每一項運動技術的學成是需要日積月累並且反覆練習才能養成的，國中生

處於發育階段，理解能力較差，在各項運動技術能力的養成屬於基礎技能，因此

國中體育課程皆以注重學生單項動作技術的養成為基礎，例如：排球之高手托球

及低手托球等。各種年齡階段均有不同的身心發展及其成熟度，所從事的運動技

能難易度也要與其運動的能力相當才行，中年級適合基本動作技能，而高年級適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77~187 頁(2012.5)                     新竹女中系統化循環是偕同體育教學 

提昇學生體適能之探討  

 

179 

合特殊技能，初中階段需要全面性的運動技能及群體的活動，到了高中階段則較

適合精緻性特殊性及喜好自主性習活動，才不會導致偃苗助長讓運動造成身體傷

害，（教育部，1997）。教育部（2007a）在普通高級中學體育科課程綱要修訂理念

與特色中提到，國中小為培養運動能力，進入高中時期，需進一步培養學生的運

動技能，強調培養學生具備個人專長的運動能力。因此，如何讓學生在國中所學

的體育課程內容得以在高中做一個完整性的銜接，學生在基本的運動技能也可以

學的更紮實，並且提昇單一基礎技術的能力，將運動項目的知識學的更深入。 

為配合近幾年教育部在中小學推動學生主動參與運動之相關活動，例如一人

一運動，一校一團隊之陽光計畫（詹俊成，2004）、快樂成長，快活校園之快活計

劃，主要鼓勵學生走出教室，參與戶外活動及每日運動 30 分鐘運動 7 日之運動

210 計畫 (http://www.edu.tw/） 。這些計畫主要在培養每一位學生養成一項運動

的興趣，提高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參與運動的目標。 

二、循環式協同教學 

所謂協同教學乃是一群不同的教學人員以一種專業的關係組成教學團隊，強

調教學的合作與分工（張清濱，2009），是一種教師合作的教學組織型式，將擔任

同一領域或學群的教師組成教學，共同設計教學計畫，並依教師專長分工合作教

學（高紅瑛，2002），體育教師的專長不一，對於任教學科不見得每科都能勝任，

循環式協同教學能讓體育教師依自己專長授課（高紅瑛，2000b），王敏秀、闕月

清（2004）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協同教學的研究結果發現協同教學不僅促

進教師的專業省思，並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發展學生的潛能。王敏秀（2002）

的研究提到體育單科之協同教學的優點可以讓學生相互合作及競爭，提昇教師專

業自主能力之發揮，並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同時促進教師教學的反省等。上

述的研究者皆認同協同教學教師能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經驗，其目的不僅在教學

方式的改變，更著重學生學習型態的創新。教育部（2007b）在普通高級中學體育

科課程綱要修訂理念與特色強調，體育課可採行以學生為中心的體育課興趣選項

方式，來促進學生終身運動的發展。洪志成（2000）指出合作教學是一種有結構

有系統的教學策略，鼓勵學生彼此互相幫忙，以提高個人的學習效果並達成團體

http://www.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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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其基本信念強調指導積極的人際互動關係，有助於學生在認知、情意、

及技能各方面的成長。 

參、學校體育基本資料現況 

學校每個年級 18 個班，共有 54 個班級，全校含美術、數理及語文資優班在

內總人數共 2184 人，其中包含美術班男生共 14 人；正式編製內體育教師共 6 名

並由不同專長組合而成；學校運動代表隊雖有田徑隊等 6 項但練習時間僅利用中

午午修時間約 50 分鐘練習；學校運動場地皆於放學後 5 點至 6 點開放 1 小時供學

生使用，相關詳細內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校體育基本資料現況表 

班級數 54 班 

一年級 18 班（含美術、數理、語文資優班） 722 人 
全校總人

數：2184 

男生：14 人 

女生：2170

人 

二年級 18 班（含美術、數理、語文資優班） 729 人 

三年級 18 班（含美術、數理、語文資優班） 733 人 

體育 

教師 

6 人 

（正式） 

游泳專長 1 人、體操專長 1 人、羽球專長 1 人、桌球專長 1 人、 

籃球專長 1 人、排球專長 1 人 

運動代表

隊 
女生田徑隊、女生游泳隊、女生羽球隊、女生排球隊、女生桌球隊、女生籃球隊 

學校運動

場地 

200 公尺操場 1 個、舞蹈教室 1 間、排球場 4 面、籃球場 3 面、室內育樂中心 1 個、

羽球場 6 面、桌球教室 2 間（共 22 張桌球桌） 

資料來源：新竹女中體育組 

 

肆、新竹女中系統化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案例 

一、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 

為讓學生培養自我善長的運動項目，增進身體活動的能力以提高學生的適

能，體育課程採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因每一時段至少四個班級同時上課，因此，

教學組於學期初先行排定各班體育課程的時間，此種課程編排方式必需由學校行

政體系的配合，才能讓循環式協同體育教學在學校能正常運作，也得以發展學生

適性體育教育；藉由不同體育授課過程激發學生運動的動機與興趣，並養成

規律運動習慣，奠定日後參與身體活動的能力與態度；同時也可避免其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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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師拿來借課或是體育課被邊緣化，學校師生均能認同體育課之重要性，並且

主動參與體育組所舉辦之各項體育競賽活動，此與周宏室（2003）指出學校體育

課是一種有計畫、有系統的內容與學習過程理念一致。 

體育課程之安排，採班級輪教師之循環方式，在班級課程安排上採每週更換

一次課表。此種排法主要希望發揮課程彈性，讓體育教師發揮專業自主權，同時

讓學生能接觸不同體育課程，因此，高一、高二以基礎課程為主以便高三發展多

元興趣選向為考量。如表 2 為本校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十六週體育課授課表，可

看出每位體育老師均有固定授課項目，各年級每個班級均輪動上每一位體育老師

的課，例：5 月 29 日星期二第 7 節 202 班上老師一的羽球課程，202 班上完後下

一次上課時間為 5 月 31 日，上課內容改成上老師五的游泳課程。採同時段班級同

時輪動的課表，這樣學生皆可上到不同老師的課程，並且於第三週再從頭輪動。 

表 2 第十六週體育課授課表 

月 / 日 5/28 5/29 5/30 5/31 6/1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     
次 

教
師
時
間 

老
師
一 

老
師
二 

老
師
三 

老
師
四 

老
師
五 

老
師
六 

老
師
一 

老
師
二 

老
師
三 

老
師
四 

老
師
五 

老
師
六 

老
師
一 

老
師
二 

老
師
三 

老
師
四 

老
師
五 

老
師
六 

老
師
一 

老
師
二 

老
師
三 

老
師
四 

老
師
五 

老
師
六 

老
師
一 

老
師
二 

老
師
三 

老
師
四 

老
師
五 

老
師
六 

2 
9:00 

¦ 
9:50 

 (6) (5)   

  
三 
15 

三 
16 

三 
17 

  
 

一 
18 

二 
16 

二 
17 

※ 
一 
17 

   

   羽 壘 泳  泳    

3 
10:00 

¦ 
10:50 

(6) (6) (4) (5) (6) 

 
一 
1 

一 
5 

一
9 

一
13 

  
一 
7 

一 
11 

一 
15 

一 
3 

 
二 
15 

二 
3 

二 
7 

二 
9 

二 
12 

 
二  
4 

二 
6 

二 
10 

二 
13 

二  
2 

  
一 
11 

一 
15 

一 
3 

一 
7 

 

 泳 排 泳 籃   泳 排 泳 籃  羽 平 泳 桌 泳  羽 平 泳 桌 泳   泳 排 泳 籃  

4 
11:00 

¦ 
11:50 

(6) (6) (6)  (6) 

 
一 
2 

一 
6 

一 
10 

一
14 

  
一 
4 

一 
8 

一 
12 

一 
16 

  
一 
5 

一 
9 

一
13 

一 
1 

 
三 
3 

三 
5 

※ 
三 
9 

三 
12 

  
一 
8 

一 
12 

一 
16 

一 
4 

 

 泳 排 泳 籃   泳 排 泳 籃   排 泳 籃 籃  體育選修課程  泳 排 泳 籃  

5 
1:00 

¦ 
1:50 

 (5) (6)  (5) 

 
三 
1 

三 
4 

三 
7 

三 
10 

三 
13 

二  
2 

二  
4 

二 
6 

二 
10 

二 
13 

  
一 
6 

一 
10 

一
14 

一 
2 

  
三 
1 

三 
4 

三 
7 

三 
10 

三 
13 

二 
5 

二 
8 

二 
11 

二 
14 

二 
1 

 

體育選修課程 羽 平 泳 桌 泳   泳 排 泳 籃  體育選修課程 羽 平 泳 桌 泳  

6 
2:00 

¦ 
2:50 

 (5)   (5) 

 
三 
2 

三 
6 

三 
8 

三 
11 

三 
14 

二 
1 

二 
5 

二 
8 

二 
11 

二 
14 

        
三 
2 

三 
6 

三 
8 

三 
11 

三 
14 

二 
3 

二 
7 

二 
9 

二 
12 

二 
15 

 

體育選修課程 羽 平 泳 桌 泳        體育選修課程  平 泳 桌 泳  

7 
3:10 

¦ 
4:00 

    (5) 

 
三 
3 

三 
5 

※ 
三 
9 

三 
12 

        
三 
15 

三 
16 

三 
17 

三 
18 

  
一 
17 

二 
18 

※ 
二 
16 

二 
17 

體育選修課程        體育選修課程  高 泳  泳 桌 

8 
4:10 

¦ 
5:00 

     
                         
                    

資料來源：新竹女中體育組（上課內容為羽球．排球．桌球．游泳．跳高．平衡木．籃球）（體育

選修課程為羽球．雙人舞．游泳浮潛．桌球．有氧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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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教師專項授課 

學校六位體育老師以專長教學，每位老師在一學期每個年級中皆以教導 1 或

2 種運動項目為主，強調學生單項運動基礎技術的養成，每學期各項運動上課之

堂數至少有 8 堂課，對於技術的學成更為深入。並且依各年級給予不同程度之課

程內容，由表 3 可看出高一的課程強調各項運動的基礎動作之養成，學生從最基

本的基礎動作開始練習，等到對於單項動作技能成熟時再給予難度高一些之動作

技能，此種是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教學。例如：捷泳的打腿及換氣，並運用浮

板及蛙鞋來輔助打水練習，這種教學方式強調學生要先學會捷泳打腿及換氣的動

作要領，等其單項動作的基本技能成熟時再給予短程的目標，因此到了高二的上

課目標是讓學生學會捷泳 50 公尺並進入蛙泳的課程，這樣學生可以容易達到學習

目標，在學習成就方面也可以容易滿足，進而提昇對游泳的興趣。 

表 3 99 學年度新竹女中體育課授課大綱進度表 

學期 

教師 
1 上學期 1 下學期 2 上學期 2 下學期 3 上學期 

3 下學期 

興趣選課 

教師 1 

兼任衛生組長 
  

1.羽球—高遠.

平球、規則 

1.排球（發球） 

2.高低手、比

賽 

  

教師 2 

1.捷泳打腿

50m 

2.捷泳換氣

15m 

2.地板運動 

1.（基本）舞蹈 

2.捷泳 

1.體操-地板運

動 

1.體操-平衡

木 

1.有氧韻律舞 

 

1.有氧舞蹈、 

水中有氧 

 

教師 3 

1.捷泳打腿

50m 

2.捷泳換氣

15m 

1.捷泳 

換氣 25m 

捷腳蛙手 15m 

1.籃球傳接上籃

球 3 對 3 比賽、

規則講解 

1.桌球、發球 

基本推檔 

1.桌球單、 

雙打規則 

1.桌球賽綜合 

 

教師 4 

1.徑賽--100 起

跑、接力、 

2.排球-低手發

球 

1.跳高 

跳遠 

1.捷泳 50m 

蛙泳 25 m 

2.壘球 

 

1.壘球 

2.蛙泳 50m 

 

1.排球 

（接發球攻擊） 

1.排球扣球 

2.羽球規則比

賽 

教師 5 
1.擲部 

2.籃球（投籃） 

1.籃球 

2.壘球擲部 

 

1.捷泳 50m 

蛙泳 25 m 

 

1.蛙泳 50 m 

 

1.網球 

（正、反手） 

規則 

1.網球 

（發球、截擊）

綜合 

2.游泳─浮潛 

教師 6 

兼任體育組長 
    

1.蛙、捷、50m 

仰式、蛙鞋使

用 400m 

1.水上救生長

泳、浮潛 

2. 雙人舞 

資料來源：新竹女中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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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興趣選課 

高三的課程屬於多元教學的方式，學生在高一、高二及高三上學期的體育課

程基礎培養下，漸漸了解自我的運動興趣項目及運動能力，因此，高三下學期的

體育課程採取學生興趣選課的方式，於學期初由各班體育股長統一登計同學選擇

之課程，將同一時段之班級同學依自己興趣選擇想上之課程打散在五個體育老師

的課堂上，體育老師於該學期選擇二項運動項目來教學，每項運動項目授課為 10

週，並於 10 週後（約學期中）更換授課項目。因此，高三的學生於高三下學期每

人最多可選擇二項運動項目來參與上課，高三課程注重單項運動的深入練習，例

如：排球課程教導學生扣球或是戰術之搭配等；並且強調多元的學習，嘗試讓學

生學習到不同的課程內容，例如：有氧舞蹈課程改上雙人舞及水中有氧，游泳課

程改上浮潛課程或水上救生等。這是學生在高一及高二所學習到的單項基礎動作

做為課程的延伸，到了高三下才能做進一步的多元學習，學生學習的自主性更大，

同時也符合教育部推動之一人一運動的目標（教育部體育司，2004），因為是自己

選擇參與的項目，在上課時會更為投入課程，不但讓學生學習的更廣泛，也可依

自己喜愛的運動項目更深入的練習，這種授課方式更可以銜接大學體育課程之興

趣選課，容易養成學生運動的興趣。 

四、體育成績計算方式與帶氧訓練（慢跑）、課外活動 

體育成績計算採多元評量方式，其中包含各項術科成績考試，例如高二本學

期上課內容為羽球、平衡木、游泳、桌球及 800 公尺等五項，各科術科考試則各

佔 10%，術科考試佔總成績的 50%，體育常識測驗定於每學期第二次期中考測驗，

佔總成績 20%，另外，為了提昇學生體能現況，於每學期初發給各班教學紀錄表，

每班指派一位正課帶氧訓練負責之同學做記錄，記錄班上同學於課餘時間自行慢

跑次數及在校園內從事課外活動之次數，每次達 5 分鐘即可做為一次記錄，目的

在鼓勵同學利用課餘時間自發性的加強自身體能，正課帶氧訓練負責同學於每二

週將記錄單送至體育組，再由體育組工讀生將記錄登入電腦存檔，於學期末做一

統整性算分，而帶氧訓練及課外活動參與則為運動精神學與習態度佔總成績

30%。此種帶氧訓練及課外活動計分原則，目的在鼓勵學生加強自己的體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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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學生能自發性參與簡單的運動，學生沒有時間的限制，想運動就去運動，

讓學生運動的自主性更大。希望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多到戶外從事運動舒解課業之

壓力，並且藉由運動來提昇身體素質。學生處於課業壓力的大環境下，為了排除

緊張情緒及心理壓力，適度的慢跑或是從事身體活動將可減輕學生心理負擔，保

持良好的身心狀態達到「快樂成長、快活校園」之目的，讓學生走出室內到戶外

從 事 運 動 來 取 代 寫 功 課 或 打 電 動 ， 並 且 能 透 過 運 動 增 進 身 體 健 康 

(http://www.edu.tw/) 。 

五、體育競賽活動 

學校體育活動包括班級性競賽活動以及單項個人運動競賽，每學期舉辦各種

陸上、水上運動項目之競賽；其中包含樂趣化之體育活動，例如：10 人跳繩、趣

味躲避球比賽及浮板打水接力等；為了鼓勵學生多參與各項運動競賽，在學期末

成績計算時，每參加體育組辦理的體育運動競賽一個項次加總分 1 分做為鼓勵。

樂趣化體育教學，是在尊重學習者自主性，另一方面則在發揮體育教學的效果（許

義雄，1992）。且每項運動競賽由體育組長統籌所有比賽事宜，並由體育老師來協

助賽程安排以及場地佈置，每次舉辦競賽之前先行召募體育志工來協助比賽中事

務性工作，並舉辦該項目競賽規則講解，讓參與比賽之同學或是班級可以了解比

賽之規則，以利比賽的進行，裁判則由新竹女中該項運動代表隊來擔任，讓學生

多元的參與運動，藉此培養學生對該項運動的認知進而達到主動參與。競賽活動

的過程由體育組長到體育老師以及體育志工、裁判由下至上的配合，讓各項體育

競賽進行的更為順暢。也因比賽項目包含趣味性及競賽性原則，各班可自行調整

參賽人員，以鼓勵學生於不同團體競賽中讓自我融入團體活動，建立互信互賴及

尊重他人，並培養公平競爭的行為。 

六、提昇運動項目的認知情意 

為提昇學生在運動項目的認知情意方面，每學期末結合舞蹈課程、體操課程

及各單項運動課程，播放相關影片欣賞做為課程之延伸，例如：飛舞、火焰之舞、

太陽馬戲團及奧運比賽等，由體育教師先行介紹影片內容，藉由影片欣賞當中培

http://www.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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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學習該項運動之美感以及讓學生了解到該項運動的特質，這樣學生的學習

較為廣泛，藉此學生也可從各項運動課程中找出對運動的興趣。 

七、體適能檢測與結果 

於每學期進行體適能檢測一次，由所有體育教師協同合作測驗體適能，將同

一時段上體育課之班級先行集中在室內體育館進行暖身活動及測驗說明後統一施

驗，由各班指派一位同學進行記錄。在 800 公尺的測驗方面，各班抽籤決定班級

測驗順序，並依序依班級施測，且 800 公尺成績列入學生學期體育成績中。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體適能測驗日期於 9 月 13-23 日，於體育課上課施測，

三個年級學生共 2200 人參與測驗，結果顯示立定跳遠測驗達全國常模銅牌共 589

人佔 27%、達銀牌共 255 人佔 11%及達金牌共 395 人佔 19%；一分鐘仰臥起坐測

驗結果達全國常模銅牌共 528 人佔 26%、達銀牌共 285 人佔 13%及達金牌共 367

人佔 17%；坐姿體前彎測驗結果達全國常模銅牌共 588 人佔 28%、達銀牌共 218

人佔 10%及達金牌共 630 人佔 29%；800 公尺心肺耐力測驗結果達全國常模銅牌

共 625 人佔 29%、達銀牌共 1100 人佔 51%及達金牌共 352 人佔 17%，再比較 98

學年度之體適能測驗結果平均皆有進步，顯示學生平均體能是逐年提昇。 

伍、結 語 

在新竹女中體育教學富有具教育價值之課程來給予授課方式，配合學校有限

的場地、設備、器材，從行政體系至體育教師以及全校師生分層負責，每個人都

有責任於校內推動體育工作，利用系統化循環式體育課程編排方式來教學，體育

成績採多元計算方式，來引導學生主動參與體育性活動的學習，從簡單基礎動作

課程來啟發學生運動的能力，並辦理各項體育運動競賽來訓練學生擔任不同體育

活動角色，從擔任單項運動裁判、體育志工到參與比賽，不但讓學生從活動中獲

得成就感；並且可以滿足學生身心需求、鍛鍊強健體魄、培養良好人際關係、啟

發運動興趣來充實快樂的人生為目的的教育模式，不只整體的提昇學生在體適能

上的表現再使學生養成終身運動的觀念。由上述可以看到新竹女中行政單位、體

育教師及學生通力合作教學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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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the systematically circulative collabo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Hsinchu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was studied. 
Arrange in order a mode through the athletics curriculum systematizing.Teacher 
specialty teaching and Include a student lesson remaining is engaged in jogging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participation Whether the body that can promote a student 
proper ability, In additi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test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2010 school year was contrasted with the physical nor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systematically circulative collabo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test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2010 school year is detailed as follows. A total of 2200 students respectively from 
three grades participated in the test. In terms of the standing long jump test, 589 people 
reached the third place of the national norm, accounting for 27%; 255 people reached 
the second place, accounting for 11%; 395 people reached the first place, accounting for 
19%. For the one-minute sit-up test, totally 528 people reached the third place of the 
national norm, accounting for 26%; 285 people reached the second place, accounting 
for 13%; 367 people reached the first place, accounting for 17%. For the sit and reach 
test, a total of 588 people reached the third place of the national norm, accounting for 
28%; 218 people reached the second place, accounting for 10%; 630 people reached the 
first place, accounting for 29%. In terms of the 800-meter 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 
test, 625 people reached the third place of the national norm, accounting for 29%; 1100 
people reached the second place, accounting for 51%; 352 people reached the first place, 
accounting for 17%. Furthermore, the result was better than the result of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in the 2009 school year, indicating that the average physical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enhances year after year. This research finds to the systematically circulative 
collabo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not only can promote the student's body proper ability, 
Also give teacher profession of from sovereignty, Human resource of the full usage 
teaching, Develop the teaching function of teacher's team. 
 
Keywords: systematic, circulative, collabor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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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學員參與動機 

 

程宜繡 李麗晶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要 

近年來因政府積極推廣全民運動，許多公私立健身運動中心成立，進而提升

專業管理人員、服務人員與體適能指導員 (fitness instructor) 的大量需求，而體適

能指導員教學風格是吸引學員參與課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旨在討論體適能指

導員教學風格及學員參與動機之關係，首先提出體適能指導員與團體運動課程之

重要性，定義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參與動機，進一步透過文獻分析了解體適

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學員參與動機之關係。從眾多文獻結果得知，體適能指導員

在教導學員，應盡量提供具選擇性動作的領導，培養學員的自主性、讓其感受到

關心及熱忱，以增進其內在動機。當學員的內在動機愈強，其滿足感及持續參與

運動的意圖也會增強。最後本文針對體適能指導員提出建議，期望藉此可更深入

了解學員參與動機，加強其忠誠度。 

 

關鍵詞：運動中心、有氧教師、體適能指導員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188~197 頁(2012.5)                  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學員參與動機 

 

189 

壹、前 言 

眾多研究指出（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1；吳湧，2010；顏君彰、張

家銘，2009），保持規律運動的習慣，對個人而言，可促進健康、防止身體老化，

提升生活的品質，對國家整體而言，也可以減少醫療成本的支出，減少文明病所

帶來的危害。由此可見，規律運動對現代人的健康極具重要性。因此，探討國人

如何培養持續運動習慣是國家健康重要的課題之一。實施週休二日後，國人休閒

時間增加，對於都會休閒空間需求有增無減，期望藉由參與休閒運動更加健康有

活力，在忙碌的工作後能有足夠的身體活動，因而帶動相關的健身運動中心蓬勃

發展。國人日益注重生活品質，加上政府不斷提倡全民運動，促使大眾對健身運

動需求增加，隨著許多公立及私人健身運動中心或俱樂部便因應而生，市場需求

日趨熱絡，以招收會員為主要收入來源的健身運動中心，面臨市場日益競爭的局

面，在激烈的擴張與競爭之下，形成對專業管理人員、服務人員與體適能指導員

的大量需求。 

消費者導向時代的來臨，意味著顧客成為市場主導者，不僅左右市場脈動，

更甚而影響組織機構之經營策略及營運績效。因此，瞭解顧客參與之考量，進而

提供滿足需求之服務，藉此降低顧客變動率，以提高經營者獲利率及提升營運績

效，儼然成為最受關注的課題（倪瑛蓮、施致平，2010）。而如何吸引學員或消費

者，建立良好的長期關係，以提高其競爭力，重視學員持續參與的動機並滿足其

需求是當今健身運動中心經營者不容忽視之重要課題（顏君彰、張家銘，2009）。 

貳、體適能指導員與團體運動課程之重要性 

一、體適能指導員 

由於近年來健身產業的急遽發展，在健身運動中心，體適能指導員協助學員

從事運動時所需的正確知識、技術指導、相關服務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

體適能指導員的專業能力，以滿足學員需求為導向的健身運動中心也更顯重視。

在健身運動中心，因為器材、課程種類繁多，故所謂體適能指導員依工作內容，

也分為不同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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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之體適能指導員為教授團體運動課程的指導員，其工作特質

為以運動科學為理論基礎，結合多元教學方法，示範正確的動作技巧，加強班級

的經營與教學氣氛的營造為主（陳怡臻、鍾孟玲，2008）。因此體適能指導員在健

身運動中心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研究指出若會員在參與有氧運動課程中對體

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的感受愈好，則對該健身運動中心的忠誠度愈高參與動機也

愈強，進一步再續約購買會員卡的程度亦愈高（鍾志強、洪孟銓，2008）。因此體

適能指導員不僅要指導會員正確運動方式，更應該藉此教育會員有關健身運動所

帶來的健康或體適能益處，例如，多數會員參加課程的目的主要是追求理想的體

重，然而體適能指導員應教育會員如果想要獲得良好體型必須長期付出努力。若

體適能指導員能有效強化健身運動所帶來的健康益處，則可避免運動者中途退出

或放棄健身運動計劃（周嘉琪、張清源，2005），進而提升會員持續參加健身運動

中心的動機。 

二、團體運動課程 

研究（吳湧，2010）顯示，團體有氧運動課程滿意度對會員忠誠度具有重要

的影響，也就是會員對團體有氧課程愈滿意時，其參與動機就會愈高。近年來健

身運動產業的團體運動課程普及度超越個人單獨重量訓練課程許多。經由專業團

體體適能指導員帶領的團體運動課程可以增加人際關係的互動，感受較佳之運動

氣氛，有助於學員堅持運動行為，進而達到持續運動的效果，故設計良好的團體

運動課程可提升自我效能和持續性（劉恆銘，2009）。 

不論在公立或私人的健身運動中心內，都有各種不同的設施，吳建宏（吳建

宏，2007）研究臺灣運動健身俱樂部產業，發現最受歡迎的現場設施排名前 3 名，

分別為團體有氧教室、游泳池及多功能心肺區，可見團體運動課程為健身運動中

心極為重要的特色之一。 

潘家玉（2011）研究健身房會員持續參與團體課程之因素，結果發現長期參

與團體運動課程之學員有較高之自我效能，並指出團體運動課程之特色是以服務

性質為主，在課程上多力求豐富有趣，以達到各類型會員的需求，另外課程難度、

強度均有分級，學員可以自行喜好及能力選擇課程，學員整體運動經驗較個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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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團體運動更多元化，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頻率及時間增加，藉由彼此間的鼓勵

與經驗交換，始能拓展人際社交與自我肯定。 

參、教學風格與參與動機之定義 

一、教學風格 

本研究所指之教學風格是團體體適能指導員透過氣氛經營、組織能力教材呈

現與教學時使用的方法等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每位體適能指導員都有獨特人

格特質；不同的人格特質亦受不同的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影響。有關於教學風格

的概念，有許多不同解釋，Fischer & Fischer (1979) 認為教學風格乃是指可確認

方向的教師行為，是教師在面對學生時所採用的一種普遍的教導方式。它是由教

師的主觀行為及傳授訊息技巧所構成。Dunn, Dunn & Perrin (1994) 則指出，教學

風格是由教師對教學方案、教學方法、教學資源與教學對象的態度所構成。Zhang 

(2004) 則認為教學風格被某些研究者視為是教學中教師所採用的認知、學習及思

考的風格。在體育教學中，體育老師和體適能指導員的角色有相似之處，因此，

體育老師若能運用個人獨特的教學風格，展現自信，運用口語與肢體的表達能力

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同時以身作則，身體力行，成為學生學習仿效的楷模，必定

也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動機（陳以真、鄭桂玫，2005）。許多研究對於教學風格

都有不同的解釋，其研究對象大多為學校教師，較少針對健身中心的體適能指導

員，而季力康（2004）進一步將體適能指導員的教學領導風格，分為自主的領導 

(autonomous leadership) 以及控制的領導 (controlling leadership) ，當學員對體適

能指導員的領導風格感覺越良好，則越能培養其自主性，對於課程知覺的勝任感、

自主性、關係感也會提升，進而提升內在動機，增進滿足感及未來參與運動的意

圖。而健身運動中心之團體運動課程是服務取向，體適能指導員教學不應採權威

控制的領導，而是重視課堂氣氛及個人魅力之教學風格，以達到健身及娛樂效果，

更能使學員增強參與意願。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188~197 頁(2012.5)                   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學員參與動機 

 

192 

二、動機 

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或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

的一種內在歷程，是行為的原動力，也可是個人參與活動所努力的方向與強度（盧

俊宏，1994）。Deci & Ryan (1985) 將動機分為外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 與

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外在動機是指個體參加某一休閒活動所受到外來

力量（金錢、名利、地位、獎盃等）的影響，當這些外在報酬消失時，個人參與

該休閒活動的行為，便會消弱或停止；內在動機則指個體在沒有接受外在任何報

酬情況下，持續參與在一個活動中，而個體投入在活動中的樂趣與快樂，本身就

是一種內在的動因。內在動機是個體在參與活動過程中的愉悅與滿足感，係指個

體在活動過程中感到滿足，而此種滿足轉而形成加強個體繼續該種活動的內在動

力（張春興，1992）。假使個體內在動機增強時，其行為是出於自動自發，不需要

外在的壓迫或物質上的獎賞 (Deci & Ryan, 1985) 。由此得知，當環境具有選擇

性、可控制性、及較有自我決定時，參與者的動機亦較強，會較喜歡參與。蔡英

美（2005）針對 661 位臺中市中年人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女性之運動參與動

機主要為心理需求、疾病預防及社會需求，且此三項之參與動機高於男性。江素

祝（2011）針對 420 位進修學院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參與動機為增進身體健

康、個人興趣、自己體力能勝任、社交聯誼增加人脈等動機因素。林貴福與盧淑

雲（2008）認為參與運動動機為增進健康、改善體態、享受樂趣、建立社交經驗

及獲致心理效益等。另外，季力康（2004）也發現，內在動機和參與健身運動時

得到的樂趣和滿足感具有高度相關，例如：在健身運動中心參與了一堂很會帶氣

氛的體適能指導員之課程所得到愉快和滿足感，參與運動的動機也會提高。體適

能指導員的教學過程中，面臨許多不同類型的學生，因應之道便是，必須瞭解自

我的教學型態，懂得隨時調適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上展現不同的風格，以因應不

同的外在環境需求，進而吸引會員的參與度。 

由上述文獻瞭解，對大多數運動者來說，從事運動所得到的快樂和樂趣，是

從事運動的重要動機，且運動場合也是個良好的社交場所，可藉此得到社交及建

立友誼，此外經由運動過程的活動，也可以疏解心理壓力獲得滿足感，因此了解

運動者的內在動機為體適能指導員及健身運動中心所應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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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會員參與動機相關研究 

團體運動課程是健身運動的其中一種方式，學員與體適能指導員是一堂課的

主軸，體適能指導員更是整個團體運動課程的核心所在，學員在上課時跟隨著台

上的體適能指導員運動，因此學員感受課程的關鍵因素包含課程的流程內容與體

適能指導員指導學員的專業度（何天照，2009）。潘家玉（2011）針對186位健身

房會員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參加健身運動中心團體課程，可增進學員自我效能及

動機，並降低知覺運動障礙。張淑萍（2010）針對290位健身房會員進行調查國際

知名品牌套裝課程對健身人口之消費行為與忠誠度，結果發現團體課程內容的設

計與教練的教學水準影響很大，且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學員忠誠度及動機有

正向相關。劉恆銘（2009）研究休閒健身產業團體課程知識擴散模式，採個案研

究及文獻搜集方式，發現體適能指導員透過學習與分享的方式可以加深本身的知

識和技能，因此體適能指導員應在專業領域中不斷學習新知，並透過實際教學演

練厚植教學知識及增長經驗，使本身擁有更強競爭力，以幫助更多學員獲得健康

及良好體適能，增加其持續參加健身運動中心團體課程動機。動機亦會影響運動

行為的結果，例如：努力的程度、行為的意圖、持續參與的意圖及堅持，故了解

學員參與健身運動中心團體課程之因素顯的更為重要。因此健身運動中心的經營

可使用本身的產品特性及學員需求，努力塑造運動的行動體驗及歡樂氣氛，並創

造適當的體驗組合，使學員有更好的體驗，進而有最佳的忠誠度（鍾志強、洪孟

銓，2008）。研究顯示當學員在課堂間感受體適能指導員所營造有趣的歡樂氣氛，

及自由社交的機會，對健身運動中心會具有更高忠誠度及參與動機（林美玲，

2000；鄭世婉，2004）。根據 Dishman, Sallis & Orenstein (1985) 綜合許多運動堅

持 (exercise adherence) 實證研究指出，大多數成年人會因為健康而運動，然而，

會持續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內在動機高，進而能享受運動中帶來的樂趣。 

綜合以上文獻瞭解，體適能指導員教學風格與學員參與動機和參與健身運動

所得到的樂趣和滿足感有緊密相關。因此體適能指導員在指導學員時，應儘量採

用有選擇性動作的領導，培養其自主性、並感受他人的關懷和支持，並且培養及

增進其能力知覺，以增強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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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在目前競爭市場激烈的健身產業裏，要取得優勢，除了產業本身的資源之外，

更應提高服務品質及了解顧客需求及動機，然而對於提供團體運動課程服務的體

適能指導員來說，本身的教學風格對於學員的參與動機有正向的影響，故應運用

個人獨特的教學風格，展現自信，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進而提升學員持續參加

課程的動機。 

綜合以上文獻，本文針對體適能指導員提出下列建議，以提升學員的動機。

一、上課期間注重安全指令，並隨時關心學生運動狀況，二、注重人際溝通與親

和力，並創造愉快的上課情境，三、教育會員運動對健康的全面好處，幫助更多

學員獲得健康與良好的體適能，四、上課期間提供不同動作強度及難易度，滿足

學員成就感及信心，五、專業能力之提升與再進修，擁有更強的競爭力吸引學員

參與運動。 

建議未來研究可採問卷調查及訪談方式，兼具質與量，深入探討健身運動中

心學員對於體適能指導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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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tness 

Instructors’ Teaching Styles and Members’ 

Participation 

 

Yi-Hsiu Cheng Li-Ching Lee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active promotion of fitness, many 

public and private fitness centers and gy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leading to a larg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managers, service staffs, and fitness instructors. And fitness 

instructors‘ teaching styles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classe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tness 

instructors‘ teaching styles and members‘ motivations to participate. First, the 

importance of fitness instructors and group exercise classes was discussed, and 

instructors‘ teaching styles and members‘ motivations to participate were defined. The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tness instructors‘ teaching styles 

and members‘ motivations to participate was further explored. According to several 

previous studies, when teaching members, fitness instructors shall try to provide 

guidance with optional movements, help members to be more independent, and make 

them feel instructors‘ concerns and enthusiasm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internal 

motivations. Stronger internal motivations lead to higher satisfaction and stronger 

intention to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 in exercise classes. Lastly, this study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to fitness instructors and managers of fitness centers / gyms, in hopes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members‘ motivations to participate,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ir loyalty. 

 

Keywords: fitness center, aerobic instructor, fitness instr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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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參與運動中心之動機與服務品質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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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銀髮族參與運動中心之動機與運動中心之服務品質，研

究方法則是透過文獻分析法來做進一步之探究，研究發現，經過多年的推廣與

營運，服務品質不但是運動中心成功提升營運績效的關鍵因素，更是提升銀髮

族參與休閒運動動機之因素之一，因現今具有空閒時間和能自由運用金錢之銀

髮族增加，而成為運動中心最具吸引力的客群。本研究結論為：運動中心之業

者要成功永續經營，除需透過人才的培訓、專業知識的補強以及改善運動環境

和設備提升其服務之品質，要開創更多元與不同類型之運動課程、加強社區凝

聚意識以及重視對銀髮族的照護與關懷，以增進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

進而透過休閒運動豐富其晚年之生活，並擁有無疾病之健康身體。 

 

關鍵詞：銀髮族、參與動機、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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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

7%時，即稱為「高齡化社會 (aging society) 」（老人教育白皮書，2006）。由於近

年醫療科技日益的進步、衛生教育的倡導以及衛生知識的普及化，不但顯示出臺

灣高齡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亦是全球各國不可避免的趨勢。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

老年人對於經濟安全、安全療養的需求也日漸擴大，政府因而須加速照顧服務產

業的發展，並提供適足的照顧服務，綜上不但將導致政府財政負擔加重，更是我

國須面臨的重大議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0）。 

臺北市政府耗費七年的時間，於臺北市各十二行政區域陸續完成市民運動中

心，環境相當新穎和舒適，比起坊間之私人健身俱樂部更為平價，也達到符合各

年齡層不同運動類型喜好之需求，落實「處處皆可運動」、「人人喜愛運動」之願

景，因而提升老年人前往運動之動機（臺北市政府，2002）。 

目前臺灣健身運動市場處於激烈競爭與飽和之狀態，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品

質議題逐漸受到重視，沈進成、曾慈慧（2006）與羅新明（2011）指出，良好的

服務品質能提升國民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故運動中心應如何有效地提高服務品

質，並加強對銀髮族的照護與尊重，以提高銀髮族參與運動中心之動機與忠誠度，

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思考和探討。 

貳、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現況 

一、銀髮族之涵義 

「銀髮族」一詞在1980年的外國文獻中出現的新詞彙，且基於對老年人族群

的尊敬，國內外對老年人之稱謂為銀髮族（陳美芬、鐘全勝、蔡必焜，2010）。

隨著各國國情的不同以及時代的變遷在定義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依據我國老人福

利法對「老人」之定義，年滿六十五歲者稱為「老人」（游家訓，2010；林秉毅、

鄭峰茂、許龍池，2010）。李易儒、洪維勵（2008）則指出，因國內不論在學術

上或社會習慣上，均用「銀髮族」一詞稱呼65歲以上之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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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現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0）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運動比率最高為 65 歲以上

之銀髮族，從事規律運動者占 61.58%，每週平均運動時間共 99 分鐘，其次則是

55 至 64 歲之族群，從事規律運動者則占了 40.06%，顯現銀髮族對運動之需求越

來越重視。洪百薰等人（1991）對社區銀髮族的研究發現，40.5%的老年人很少

從事運動，有從事規律運動之老年人，依序項目為散步、體操、打拳與外丹功。

張彩秀（1991）的研究結果則顯示，中老年人之運動類型多屬低等強度，例如：

散步、太極拳。 

王瑞霞（1994）的研究指出，有從事規律運動之老年人已達 44.8%，運動種

類則以散步為主。蔡美月（1995）的研究指出，從事規律運動之老年人之比例，

已攀升至 68.2%，每天平均運動時間為 61.6 分鐘，每週平均運動頻率為 6.2 次。

陳秀珠（1999）的研究則說明從事規律運動之老年人高達 78.4%，主要以散步為

主，且輕度運動者較多，每週平均運動時間則有 5.3 小時，規律運動者更達 6.3

小時。陳鴻雁、楊志顯（2000）在國民參與休閒運動人口調查中發現，55 歲以上

之老年人從事之運動項目依序為散步、慢跑與登山。張耀中（2002）針對臺中市

中小學退休教師之休閒運動參與現況研究結果顯示，參與人口和每次參與時間達

30 分鐘以上之參與者皆達九成，而有規律運動者達六成，參與時間多在晨間，參

與地點則多為學校或公立之運動場。 

透過上述文獻顯示，銀髮族無法從事較激烈運動，多以散步或打拳等緩和運

動為主，隨著時代與社會型態的改變、學校或公立運動場的開放以及運動中心的

興建，我國老年人口參與休閒運動之比率也逐年在提升，從事規律運動之銀髮族

高達六到七成，顯示現今銀髮族對自我保健更有概念。因此，運動中心應針對老

銀髮族之需求與喜好，做進一步的省思並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品質，以增加銀髮族

參與運動中心之動機和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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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 

一、動機之定義 

本動機可以是一般性、簡單性、特殊性或複雜性，也可以單純是個體從事行

為的理由或目的，然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需求，也因此就會有不同的動機因素

（洪連進，2010）。動機的本質來說，在 Kelly (1990) 的高層次概念構建中，將

休閒動機分為：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意指動機是來自於個體或是他本

身所從事的活動；外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 ，意指個人的動機是來自外在

因素，與從事的活動或本身的因素無關，然而個體若能賦予自己心理意義，那就

是決定個體行為的關鍵因素（廖博元，2010）。綜合國內學者對動機之定義，整理

如表 1 所示： 

表 1 動機之定義 

學者 年份 動機之定義 

葉秀煌 2010 
動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學習能源，它能讓學習者付出更多的代價和

努力完成目標。 

洪升呈 2010 

動機不但是一種促使人們採取某種行為，以滿足某種需求的力量，

也是推動個人進行活動的心理動因或內部力量，另外，它還能引起

個體活動與維持，進而朝向目標進行的內在歷程。 

Hsin-I Chen、

Hui-Jen Huang、

Ching-Sung Lee 

2011 動機是一種內在因素，它能夠喚起人們的直接行為。 

白惠芳、林梅琴、陳

慧娟、張文哲（譯） 
2011 動機 (motivation) 是引發、引導並且能夠維持行為的一種力量。 

吳佳螢 2011 
動機不但是個人的內在驅力，還會進一步產生需求後再衍生出個人

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動機意即個人受到內外在影響，進一步產生需求後而引發的一種

行為與力量，並促使個人完成既定之目標。近年來，動機理論研究的主流除了社

會認知或認知觀點，尚有屬於銀髮族的休閒動機理論，然而目前未有單一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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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整說明人類的動機，茲分述如下（白惠芳、林梅琴、陳慧娟、張文哲（譯），

2011；葉秀煌，2010）： 

（一）認知評價理論： 

是老年人參與休閒活動最重要的內在動機之一，因人們內在性行為的動因乃

源自於個人天生的需求，並對處理周圍環境事務所感覺「價值認知」的程度，因

而產生行動方案。 

（二）自我決定理論： 

內在動機的行為是自我對休閒活動自由的感覺與內在興的一種自然現象，並

集中於下列三種重要的動機需求：能力勝任 (competence)、自主性 (autonomy) 以

及相關性 (relatedness) 。 

（三）尋找與逃避： 

具有兩種基本的層面，一面為尋找個人與人際間的內在報酬，然而，另一面

卻是為逃避個人與人際間所面對的環境。 

（四）流暢經驗： 

是一種經由全神貫注所產生之流暢體驗，當一個人全神貫注一件事，並無視

於周遭的事物，這過程即是一種極端的快樂，以致於會不惜代價的全心投入，且

認為一旦人們體驗過流暢經驗後，會樂於再次從事相同的活動。 

二、動機之需求 

動機是一種被刺激的需求，促使消費者用行動來滿足需求，並藉由需求獲得

滿足來降低個人的焦慮與不安，意即消費者行為均由動機開始（沈進成、曾慈慧，

2006）。人類潛能的成長和自我實現二者之必要元素涵蓋在需求的基本概念中，

依據 Maslow (1943) 所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 (Hierarchy of Need) ，人類的行

為皆從「需求」而來，並以不同層次的需求來解釋人類的動機行為，通常人們會

先盡量滿足自己的基本生理需求後，才有能力和動機去追尋下一個需求，（如圖

1）。 Alderfer 在 1972 年便從 Maslow 需求理論進一步延生出 ERG 理論，又稱

激勵保健理論：生存 (existence) 、關係 (relatedness) 和成長 (growth) ，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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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low 需求理論相符合，然而其主要概念為跳脫層級概念，說明需求之間的滿

足並無順序之分（羅應嘉，2010）。 

 

 

 

 

 

 

 

 

圖 1 需求層次理論 

資料來源：Maslow, A. H. (1943) . A theory of human motiv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4), 

370-396. 

三、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相關研究 

目前我國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為激發老年人參與休閒之動機，並協助其健康

之老化，然而老年人因背景認知與休閒經驗過程的不同，也就有不同的休閒參與

強度、表現與情緒，故老人的休閒動機會隨人生不同階段而異（葉秀煌，2010）。 

沈易利（1999）對省民參與休閒運動之研究結果顯示，追求身體健康、保持

心情愉快以及紓解壓力為主要三大動機。吳坤良（1999）在老人的社區參與動機

研究結果顯示，社區老人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以人際關係為主，且老人的社區參

與動機越強，參與社區的程度也越高。 

尚憶薇（2001）在花蓮地區老年人休閒動機與阻礙之研究結果顯示，60 歲至

80 歲之間的老年人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是為了增進自我與他人友誼之維持和互

動，並受到同伴極深的影響。張耀中（2002）以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之退休教師為

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在參與休閒運動之主要動機為身體健康，且若是離家越

近對運動之意願也越大。 

自我實現需求 

尊重的需求 

社會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生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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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身體健康是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主要動機，因適度運動能有效降低疾

病的發生，並減緩因疾病而疼痛的不適。銀髮族也認為透過運動不但能保持心情

愉快，還能紓解壓力和結交新朋友，以紓解因面臨子女成家立業和社會大眾的排

擠而產生的孤寂，並從中學習自我增進之成長。另外，運動中心離家越近，越能

提升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因而影響銀髮族參與社區活動之程度，故運動

中心需積極與社區交流，並提供合適之課程或活動，以建立與銀髮族良好之關係。 

肆、運動中心之服務品質 

隨著國民所得提高與週休二日等措施，運動休閒服務業也在改朝換代中迅速

蓬勃與發展，更成為 21 世紀全球經濟發展中重要的產業之一，因此，如何推動產

業技術成長，並提升產業競爭力，其中高品質的服務是必要的因素（吳孟爵、楊

東震、黃泰源，2007）。我國運動中心屬運動休閒產業之範疇，從業者的觀點出發，

運動休閒服務業必需呈現多元化，並透過良好的服務品質來提升其經營之績效，

才有助於維持顧客的忠誠度與高度的消費意願（高俊雄，2004；吳孟爵、楊東震、

黃泰源，2007）。 

一、服務品質之定義 

服務品質是顧客評價的關鍵因素，也可能是決定顧客是否滿意的重要因素（余

泳樟，2005；許銘俊，2011）。研究者透過相關文獻將服務品質之定義整理成如表

2 所示： 

表 2 服務品質定義統整表 

學者 年份 服務品質定義 

Parasuraman, 

Zeithaml＆Berry 
1985 

定義為顧客對服務之期望水準與實際感受所提供服務水準之認

知差距。 

Bitner 1990 
是顧客對服務消費後，是否再次購買該項服務的整體態度與行為

意圖。 

蘇武龍 2000 是一種需長時間沉澱，且經多數人重複體驗與認定的一種水準。 

李英瑋 2001 界定服務品質是一種抽象概念，且涵蓋了複雜的成分。 

李維靈、洪啟東、 

劉惠慈 
2007 

認為使用者對服務品質不只注重服務產出之結果，更重視其服務

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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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學者對服務品質之定義，服務品質包含顧客的需求與期待，是服務

業者不可缺少的元素，因此，業者須將以最慬慎的態度來看待，否則將會使消費

者失去對其服務品質之信心與滿意度。 

二、服務品質之構面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8) 在 1985 年提出過十項衡量服務品質

的準則，但在衡量上由於太過於龐大與複雜，因此，將其十大構面進行多次的反

覆分析後，發表出第一個具有良好信度與效度，且重複度低以及有系統的服務品

質衡量之量表－「SERVQUAL」，是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在 1996 年將

顧客對服務期望水準與實際認知的差距，作為衡量服務品質優劣之標準，並將原

本的十大構面精簡為有形性、信賴性、反應性、保證性與關懷性等五構面。透過

國內有相關文獻中發現，大部份的學者所提出的構面皆依據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8) 三位學者所提出之上述五大構面為基礎，茲分述如下（張偉雄、

何志明、劉季貞，2010；張忠平，2011；黃瀅靜，2011）： 

(一)有形性： 

服務中實體之部分，包含良好的設備、業者服裝儀容或提供服務之工具。 

(二)信賴性： 

能提供顧客值得信賴之服務能力，包含能完成對顧客承諾之事以及在時限內

能提供顧客即時之服務。 

(三)反應性： 

服務人員能快速處理顧客的問題與要求，包含提供顧客詳盡的業務或服務說

明。 

(四)保證性： 

能提供顧客完整服務之保證性，包含員工具有充分的專業知識，使其能解決

顧客的所有問題。 

(五)關懷性： 

業者能對顧客提供特別之關注與服務，包含公司會以顧客之利益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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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以說明，良好的服務品質需考量各個層面，尤其是對銀髮族更須謹

慎以對。在實體部份，完善的設備不但能降低銀髮族受傷之風險，也能滿足不同

之需求；在信賴部份，銀髮族較易缺乏安全感，因此更需值得信賴之員工；在反

應部份，不只是對銀髮族，甚至是一般民眾，員工要有盡快解決問題之能力，以

滿足顧客之需求；在保證部份，業者須保證能提供具備專業知識之員工或良好的

設備和環境，以取得銀髮族對其之信任感；在關懷部份，因銀髮族的身分較為弱

勢，若業者給予更多的關懷，對銀髮族生活之期望與動力將有很大的助益。 

三、運動中心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 

王婷穎（2002）在國際觀光旅館研究結果顯示，61 歲以上旅客對關懷性構面

達顯著差異，說明年紀越長之銀髮族，越重視服務業者對其之關懷。林秉毅（2005）

在臺北市運動中心使用者研究結果顯示，61 歲以上使用者對服務品質之軟硬體設

施、保證性、可靠性、關懷性與反應性等五構面，皆未達顯著差異。顯示 61 歲以

上之顧客在使用運動中心後，對其服務品質之同意程度並無明顯差異。 

羅應嘉（2010）對北投運動中心消費者研究中，將其分為不識字、小學、初

中、高中職與大專以上，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對服務品質均無顯著差異。

王婷穎（2010）在國際觀光旅館之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收入不同對服務品質無顯

著差異，說明不同收入之顧客對運動中心服務品質之認同並無明顯差異。 

從上述相關文獻整理可發現影響運動中心服務品質之層面相當多，例如：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與經濟狀況等，並且會因研究對象與背景等不同而有所差異。 

伍、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與服務品質之相關性 

運動中心提供的不只是完善的運動設備與環境，良好的服務品質更是吸引顧

客的關鍵因素，尤其是現今銀髮族的經濟水準與生活環境比過去更有品質，顯示

具有空閒時間以及能自由運用金錢之銀髮族增加，而成為運動中心最具吸引力的

客群。目前在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與服務品質相關性之文獻非常有限，因

此，本文透過羅新明（2010）與王耀斌（2010）的研究結果指出，參與動機與服

務品質確實會互相影響，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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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參與動機與服務品質之關聯性 

學者 年份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 

羅新明 2010 

學校運動設施民營化消費

者參與動機、服務品質與

滿意度之研究－以私立恆

毅中學運動中心為例。 

參與動機與服務品質透過典型相關分析後顯示，二

者之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說明參與動機之三控制

變項會影響服務品質之變項。 

王耀斌 2010 

國道服務區使用者參與動

機對其服務品質影響之研

究-以關西服務區為例。 

將其分為休閒組與忙碌組，兩組在期望服務品質構

面之「餐飲、設備與人員」和「育樂設施」上達顯

著差異，說明忙碌組多半為上班族，可能較忙於公

事或趕路，故較無心在服務區所提供之服務品質；

休閒組因較多的學生參與，因此較有空閒參與關西

服務區所提供之服務品質。由上述可以推測，關西

服務區所提供之服務品質好壞，會影響使用者前往

使用之動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上述文獻顯示，參與動機與服務品質有絕對的相關性，運用於銀髮族亦

是如此，且銀髮族比一般民眾對其所信任與依賴之運動中心，對服務品質與要求

會來的更嚴苛，因此，運動中心之業者該如何提供能滿足銀髮族需求之服務品質，

需不斷的思考和改進，以此才能創造雙贏之目標。 

陸、結 語 

高齡化是 21 世紀全球所面臨的問題，並且正衝擊人類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

式，因此，如何降低銀髮族在健康照護上的支出，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並加強

老人之休閒活動規劃、社會參與以及創造優質的銀髮族生活品質與環境，是我國

當前重要政策之一。 

目前我國銀髮族參與運動中心之比例，隨著政府的推廣、補助及健康知識的

教育下，有逐年攀升之趨勢，且對運動中心良好環境之倚賴也比以往來的重，顯

示現今銀髮族在生理、安全、社會、尊重與自我實現之需求增加，以期許藉由適

度的運動來滿足或提升上述之需求，對於休閒運動之產業也能創造更龐大的市場

與商機，因此，運動中心之業者應做好把關，並具備更細膩的思維，謹慎做好服

務之品質，以打造最完善之運動團隊、環境與品質。 

在未來，國內休閒運動業者勢必面臨更為嚴苛的挑戰和激烈的競爭，因此，

運動中心之業者除需透過人才的培訓、專業知識的補強以及改善運動環境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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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服務之品質，也必須開創更多元與不同類型之運動課程，並加強社區凝聚

意識以及對銀髮族的照護與關懷，以增進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並滿足其

他年齡層之需求與喜好，才是致勝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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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Service Quality in 

Sports Center on the Motiv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Going to Sports Center 

 

Ko-Wen Wang Hung-Yan Chen 

Fu J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how service quality in sport centers had 

effects on the motiv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going to sports centers. Documentary 

analysis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was not only the key factor fo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achievement but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for senior citizens going to sports centers. The 

number of senior citizens with free time and extra money increased who became the 

most attractive group for sports centers. The study concluded, in order to operate 

sustainably, the practitioners of sports centers required improving the exercise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through talent training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nhancement. Meanwhile, diverse training and exercise 

programs, community condensa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elder care would also 

improve the motiv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leisure sports and further 

enrich their life of sunset by building healthy and disease-free bodies. 

 

Keywords: senior Citizens, motivation,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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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水肺潛水發展之探討 

 

高銘辰 

輔仁大學 

 

摘要 

在國內潛水界，一般將水肺潛水區分休閒水肺潛水與職業水肺潛水，本文主

要在探討由休閒潛水衍生至技術潛水，並探討其相同與差異性。兩者為同一目的，

以休閒、遊憩為主，並欣賞海底景觀、海洋生物等水肺潛水活動，因此休閒水肺

潛水分為休閒潛水與技術潛水兩大領域。休閒潛水特點是使用開放式水肺裝備、

使用一般空氣、免減壓程序、有潛水深度限制、從事開放式潛水環境等，較安全

也容易參與；休閒潛水訓練課程是由初級、進階、高級等循序漸進，最高為教練

訓練官課程，為「直式訓練」。技術潛水特點是使用循環水肺裝備或特殊開放式裝

備、使用混合氣體、操作減壓程序、延伸潛水深度與時間、從事遮蔽或封閉之潛

水環境等，從事技術潛水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必頇具有休閒潛水員證照才可學習

技術潛水課程，初級課程為進階高氧課程，課程結束後即可學習其他技術課程，

為「橫式訓練」。 

 

關鍵詞：休閒水肺潛水、休閒潛水、技術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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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台灣位於亞熱帶氣候區，就地理位置而言，四面環海，氣候、水溫等環境，

可說是相當適合潛水，尤其北部東北角沿岸、南部墾丁沿岸、花東及綠島、蘭嶼、

澎湖等幾個區域，都有從事潛水活動的情形，可見台灣潛水活動是值得大家參與

的一項休閒活動。在過去台灣的潛水活動大多侷限於軍事、工程探勘以及海事漁

業等專業領域。但隨著國防限令的放寬，國民所得的提升，以及資訊普及；使得

休閒潛水活動的人口有逐年成長的趨勢（林高正，2004）。 

自 1967 年 Jack Bolander 將水肺潛水引進台灣後，迄今已有 40 餘年的歷史，

如今於各地潛水中心向內政部社會司申請登記有關潛水的全國性人民團體，包括

中華民國潛水協會、中華潛水推廣協會、中華民國休閒潛水協會、台灣警光潛水

運動國際交流推廣總會等共有 13 個單位，已知地方性的潛水團體、潛水俱樂部與

潛水中心超過 200 家，且較多為休閒潛水性質（呂榮晉，2009）。 

在 1994 年當時世界上經驗豐富的幾位潛水教練成立了國際技術潛水協會 

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 TDI），而正式將技術潛水公諸於世，在 

TDI 圖書館中的訓練教材與文章，已經在潛水業界中被公認為最豐富，以及最專

業的教學資訊與參考資源；最重要的，在全球所有的潛水教學訓練機構之中， TDI 

一直是保持著最安全紀錄之潛水教學訓練機構（TDI 台灣官方網站，2012）。2003

年正式將技術潛水所有課程引進台灣。2005 年 TDI 授權成立台灣分部，積極推

廣技術潛水（呂榮晉、方景翰，2005）。可見台灣潛水發展更具有專業化，對於深

不可測的海底世界，能更深入的瞭解。 

本文主要探討休閒水肺潛水活動發展，由上述文獻可知休閒潛水已延伸至技

術潛水領域，對於休閒潛水的概念一般民眾已有所瞭解，而技術潛水較晚引進台

灣，文獻也較少，希望透過兩者潛水的活動性質、訓練課程與證照等級等文獻整

理，能讓讀者瞭解休閒潛水與技術潛水之間的差別性。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214~231 頁(2012.5)                              休閒水肺潛水發展之探討 

 

216 

貳、休閒水肺潛水活動性質 

水肺潛水 (Scuba,diving) ，SCUBA 英文全名是 (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泛指自行攜帶呼吸設備潛至水中，從事觀察水中生物、攝錄

影、狩獵、標本採集、生態研究、沈船或洞穴探勘以及水下軍事與工程等活動。

在國內潛水界，一般將水肺潛水區分為「休閒水肺潛水」與「職業水肺潛水」，前

者較屬於一般的遊憩性質，具有運動潛水的特性，後者較屬於以潛水活動謀生或

以潛水為職業為主。其中休閒水肺潛水發展出「休閒潛水 (Recreational diving) 」

與「技術潛水 (Technical diving) 」兩大領域（呂榮晉、方景翰，2003）。水肺潛

水的類別圖示，如圖 1： 

 

圖 1 水肺潛水活動性質 

本文主要探討休閒水肺潛水活動，是以休閒遊憩為目的，並非職業性水肺潛

水，以「休閒潛水」與「技術潛水」介紹如下： 

 

 

 

水肺潛水 

（攜帶呼吸設備從事潛水活動） 

 

休閒水肺潛水 

（休閒、遊憩及運動性質） 
 

職業水肺潛水 

（以潛水謀生或職業為主） 
 

休閒潛水 

（開放空間、無減壓

潛水、使用一般空

氣、使用一般開放式

水肺裝備等） 

技術潛水 

（封閉環境、減壓潛

水、使用高氧或混合

氣體、使用循環呼吸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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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閒潛水 (Recreational diving)  

一般來說不論是運動潛水、遊憩潛水、遊憩性水肺潛水等，通稱「休閒潛水」

（李明儒、陳元陽、陳宏斌，2003）。在從事休閒潛水運動前必需經過專業的訓練，

其專業訓練的範圍包含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術。「專業知識」包括潛水生理學、潛水

物理學、潛水醫學、潛水裝備、潛水環境、潛水種類及潛水安全的相關知識等；「專

業技術」包括潛水裝備的認識與組裝能力、潛水裝備的各種狀況排除及保養維護、

潛水活動的入水、下潛、上升、起岸等技術、以及在水域中因水中壓力所造成的

生理變化要如何因應等，都必須經過紮實的學習與技巧的訓練，才能在安全的狀

態下輕鬆享受休閒水肺潛水所帶來的樂趣（中華民國潛水協會，2012）。呂榮晉

（2009）、蘇焉（2005）等學者對文獻做整理，以休閒潛水使用的裝備、使用氣

源、減壓程序、深度限制、潛水環境等，介紹如下： 

（一）休閒潛水之使用裝備 

使用「開放式水肺裝備」，潛水者穿著開放式水肺裝備，並配帶氣瓶潛入水中，

由裝備的呼吸器可直接吸入氣瓶內的氣體，當吐氣時氣體會直接排出裝備外，而

不回收空氣。 

（二）休閒潛水之使用氣源 

使用「一般空氣」或「高氧 40%以下」。 

1.一般空氣： 

一般空氣裡的氮含量約 79%、氧含量約 21%，是休閒潛水較常用的氣體，由

於潛水深度較淺、潛水時間較短，所以使用一般空氣即可，但仍須注意潛水的安

全範圍，以避免使體內溶氮量過高而造成氮醉的情況。 

2.高氧氣體： 

高氧氣體的氧含量可為 22%到 40%，超過 40%不屬於休閒潛水的領域，氧的

比例是依潛水深度與潛水時間做調配，使用高氧主要是避免體內溶氮量過高而造

成氮醉，因此也延長潛水時間，但是使用高氧還是必須要注意潛水的安全範圍，

若未注意還是可能造成氧中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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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潛水之減壓程序 

為「免減壓程序（無減壓潛水）」，減壓程序是當潛水員上昇時，在不同的

深度做階段性停留，主要是有足夠的時間來排除體內殘餘氮氣含量（簡稱殘氮

量）。一般休閒潛水從事潛水的深度較淺、時間較短，遵照潛水的免減壓時間範圍

內，是不需要做減壓，但是為了安全考量在上昇時至 3 到 5 公尺處做安全停留，

以排除體內殘氮。潛水前必須先規劃潛水深度與潛水時間，經過空氣潛水減壓表

可得知潛水深度的免減壓時間，即可避免操作減壓程序。 

（四）休閒潛水之深度限制 

為「水深 40 公尺以內」，主要是避免操作減壓程序、避免氮醉、以及其他安

全考量等。由於水中壓力的關係，潛水深度愈深，氣體愈壓縮，在水深 40 公尺為

5 大氣壓，所吸入一口氣為水面上的 5 倍，因此使用一般空氣若在深水處且長時

間吸氣時體內的溶氮量會過高，容易造成氮醉，就可能必須操作減壓程序；另外，

一般休閒潛水也只有攜帶一支氣瓶，潛水愈深，耗氣量則愈大，可知在潛水上昇

時是不得過快，因此氣源可能不足以供應潛水者上昇速度等。經由空氣潛水減壓

表得知，使用一般空氣，潛水深度 40 公尺（130 呎）只能潛水時間 10 分鐘，為

免減壓時間範圍，因此避免超過免減壓時間而限制潛水深度；另外，潛水時間仍

需注意，而不只是注意深度，潛水時間過長也是會使體內溶氮量過高，所以潛水

深度愈淺，免減壓時間則愈長。同樣地，經過空氣潛水減壓表可得知潛水深度的

免減壓時間。 

（五）休閒潛水之潛水環境 

為「開放性環境」，開放性環境是指無遮蔽、封閉的潛水環境，並且在光源良

好情況下從事潛水，不必操作階段性的減壓程序，是可以直接出入水面等。綜合

上述可知，「休閒潛水」主要以休閒、遊憩為主，在輕鬆、悠閒及安全的情況下從

事潛水，因此休閒潛水必須容易執行，以達到休閒的目的。 

綜合上述可知休閒潛水是在輕鬆、悠閒的情況下從事潛水，沒有使用複雜的

裝備，且使用一般空氣、有深度限制、避免減壓程序以及開放性的環境等，整體

來說，休閒潛水是屬於較容易執行，並無任何複雜的程序，但是潛水的安全範圍

仍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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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潛水 (Technical Diving)  

以往國內學者對於 Technical Diving 稱之為「技術潛水」或「專門性潛水」，

並稱其概念係以「器材延展、試驗，以及新領域發掘為主」，姑且不論 Technical 

Diving 之翻譯名稱是否正確或適當，技術潛水之目的，事實上與休閒潛水相同，

均以休閒遊憩為主且非職業性運動，但比起休閒潛水，須有更嚴謹的訓練、更優

良的裝備 (Menduno, 2000) 。從休閒潛水到深水潛水技術，並不僅是一個真正進

階程序，基本的潛水知識與技能都必須提高 (Sweetin, 2004) 。不同於一般的休閒

潛水，技術潛水更重視裝備與訓練 (Deans, 1995) 。技術潛水並非只是下潛深度

越深就是技術潛水，對於潛水知識與觀念要充分瞭解，以及課程的訓練是很重要

的（呂榮晉，2009）。呂榮晉（2009）、蘇焉（2005）等學者的文獻整理，技術潛

水使用的裝備、使用氣源、減壓程序、潛水深度與潛水環境，介紹如下： 

（一）技術潛水之使用裝備 

可為「特殊開放式水肺裝備（背囊式）」或「循環水肺裝備」。 

1.特殊開放式水肺裝備： 

此裝備又稱為背囊式裝備，與一般開放式水肺裝備不同是在於裝備充氣時，

氣體會集中於背部以增加浮力，兩者都屬於開放式水肺，在吐氣時直接排出設備

外，不回收空氣，背囊式的比一般開放式的浮力還要大，用於攜帶多支氣瓶時浮

力控制會較佳。 

2.循環水肺裝備： 

分為「半密閉式循環水肺裝備」與「全密閉式循環水肺裝備」，主要都是延長

氣體使用的時間，全密閉式比半密閉式的氣體使用時間更長。(1)半密閉式循環水

肺裝備：此裝置主要使用高氧氣體，潛水者透過裝備吸氣後，吐氣時部分氣體進

入裝備中，部分氣體排出裝備外，進入裝備的氣體經過過濾與補氣系統可再供應

呼吸，這種裝備使用氣體的時間比開放式水肺潛水裝備還要長，呼出的氣泡較少

但使用技術較難，以前價格昂貴主要用在軍事方面的潛水，現今科技已非昔日，

裝備已在進化，以不侷限於軍事用途（蘇焉，2005）。(2)全密閉式循環水肺裝備： 

此裝置供潛水者吸氣後，吐氣時直接進入裝備中，經過過濾補氣後再供呼吸，

除了過多氣體排出外，均無氣泡排出，此類裝備有兩種，一種為使用純氧氣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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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較淺的深度；另一種為使用二或三種氣體，多以氦氣與氧氣做調配，有高氧、

氦氧、氦氮氧等氣體，各氣體比例是依潛水深度做調整，加入氦氣主要用於較大

深度的潛水，此類裝備潛水時間比開放式水肺裝備與半閉路式循環水肺裝備還要

長，也較常使用於特殊的潛水活動（蘇焉，2005）。 

（二）技術潛水之使用氣源 

可使用「高氧 22％到 100％」或「氦氮氧混合氣體」。 

1.高氧： 

可分為兩種用途，一為下潛的主要氣源，二為減壓程序使用。下潛的主要氣

源：下潛氣源可從 22％到 100％，高氧比例依潛水深度與時間做調配，氧含量愈

高潛水的深度會愈淺，體內的殘氧量過多則可能造成氧中毒，因此使用高氧氣體

時潛水深度不得過深，依高氧潛水減壓表可瞭解潛水深度體內的溶氧量；在減壓

程序使用：若使用一般空氣瓶下潛，當體內溶氮量過高（超過免減壓時間）時，

在上昇時會使用氧含量 50％到 100％的減壓氣源做減壓，以加快排氮速度，氧含

量愈高則愈快排氮，但是注意純氧（100％）氣體不得超過水下 6 公尺處。 

2.氦氮氧混合氣體： 

通常是下潛較大深度時（如 60 公尺），可能使用氦氮氧混合氣體，由於氦氣

需要提煉且價錢很貴，有必需性時才會使用氦氣。由於氦氣對人體較無傷害，加

入氦氣主要是降低氮氣比例，可知深度愈深氣體愈壓縮，體內的氮含量與氧含量

可能過高，容易造成氮醉、氧中毒的情況，因此依照深度與時間做調配，首先降

低氮含量，若再下深必須再降低氧含量等，較符合經濟效益，潛水上昇時還是必

須使用高氧氣體做為減壓氣源。 

（三）技術潛水之減壓程序 

可「操作減壓程序（減壓潛水）」，技術潛水的潛水深度可能較深，潛水時間

也可能較長，所以可能會超過免減壓時間，必定是要做減壓程序來排除體內的殘

氮量。減壓程序，例如潛水深度 45 公尺潛水 25 分鐘的時間，是超過免減壓時間，

所以必須做減壓，此減壓程序為潛水上昇時必須在 4 分 20 秒以後才能到達 6 公尺

處做 4 分鐘的安全停留，停留 4 分鐘後還要再上昇至 3 公尺處做 17 分鐘以上的安

全停留，結束後即可直接上昇至水面，因此不同的潛水深度、潛水時間做減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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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也會不同，甚至有在 12 公尺停留，接著 9 公尺，再接著 6 公尺，最後 3 公尺

等，此操作過程稱為「減壓程序」，減壓的氣體可能為高氧或純氧氣體，主要是加

速排除體內殘氮量。 

（四）技術潛水之深度限制 

可「超過水深 40 公尺」，並無限制最大潛水深度。由於休閒潛水之潛水深度

範圍在水深 40 公尺以內，與技術潛水做為分界點，但超過水下 40 公尺不一定屬

於技術潛水領域，因為可能沒有超過免減壓時間，主要看是否操作減壓程序，潛

水超過免減壓時間時，就要做減壓程序，是屬於技術潛水的部分。超過 40 公尺，

在使用的裝備、氣源、減壓程序等各方面都須注意，不同深度的操作程序也都不

同，各個裝備也不同，因此必須在潛水前就要規劃行程，在準備所需之裝備等，

瞭解安全範圍在從事深度潛水。 

（五）技術潛水之潛水環境 

可為「封閉或遮蔽環境」。封閉環境最明顯就是沉船潛水及洞穴潛水，無法直

接上升至水面的潛水環境；遮蔽環境是指可能操作減壓程序，就如同潛水者至水

面間有如多層無形的遮蔽，必須在不同深度停留，做完減壓程序才可直接出水面。 

休閒潛水與技術潛水為同一目的，以休閒、遊憩為主，並欣賞海底景觀、觀

賞海洋生物等休閒水肺潛水。休閒潛水已發展技術潛水領域，對於潛水深度更深

與潛水時間更長，而使裝備、氣體、技術等方面更加提高、更為嚴謹，技術潛水

發展有「裝備的延展、混合氣體的使用、操作減壓程序、延伸潛水深度以及從事

遮蔽或封閉之環境等」。 

參、休閒水肺潛水訓練課程 

水肺潛水訓練課程，以「休閒潛水課程」與「技術潛水課程」為主。呂榮晉

（ 2009 ） 調 查 休 閒 潛 水 組 織 考 取 「 國 際 水 肺 潛 水 協 會  (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以下簡稱 SDI」最多，技術潛水組織考取「國際技術潛水協會 

(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 ，以下簡稱 TDI」的最多，且認為此組織屬於領導

地位，也最為強勢。以下休閒潛水課程以 SDI 為例，技術潛水課程以 TDI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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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閒潛水課程介紹 

休閒潛水課程以 SDI 為例，共 8 項課程。 

（一）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Open Water Diver)  

為初級的證照課程。教導學生必要且安全的水下技能，使其能在沒有輔導員

的情況下直接監督學生，在相似的環境裡參與開放水域潛水。課程包括基本潛水

知識、潛水設備、潛水生理學、海洋環境、潛水技術等，讓學生能在水面下安全

執行基本的潛水技能。 

（二）進階潛水員發展課程 (Advanced Diver)  

為專業的潛水員課程，要求開放水域潛水員的學生，必須完成 4 個 SDI 或

其他國際認證之獨立專長課程與 25 次的潛水活動，才能成為真正的進階潛水員。 

（三）救援潛水員課程 (Rescue Diver)  

救援潛水員課程是開發潛水員知識並且具備救援的技能，必須有效的執行潛

水員的急救技能。潛水員必須瞭解如何自救，面臨學員潛在恐慌、緊張的情況下

必須鎮定，並且給予適當的急救與處理等。 

（四）高級潛水員課程 (Master Scuba Diver)  

要求開放水域潛水員有上過 9 項專長課程、救援潛水員課程與 50 次的潛水經

驗，才能成為高級潛水員。 

（五）潛水長課程 (Divemaster)  

潛水員必須有足夠的潛水知識與能力，能夠帶領開放水域潛水員在開放水域

進行潛水活動。課程結業後，可以協助教練在潛水課程協助監督與帶領有證照的

潛水員。此門課程同時也訓練學員的領導層級的知識與技巧。 

（六）助理教練課程 (Assistant Instructor)  

助理教練課程是在一位現職教練的幫助下，獲取實用教學經驗。在課程中，

學員將輔助教練教導開放水域潛水課程、進階潛水員課程與救援潛水課程。 

（七）教練課程 (Instructor)  

教練課程是加強潛水長或助理教練的學識與技能，使其能安全的指導潛水活

動，成為一位獨當一面的教練。課程分為 2 個部分：教練發展課程 (IDC)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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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課程 (IEC) 。前者是教導教練如何正確地教學並設計適合的課程，後者是評

估教練教授開放水域潛水的技能。 

（八）教練訓練官研習會 (Instructor Trainer)  

教練訓練官在組織裡是訓練最高的等級。這個課程讓現職教練有能力執行教

練交叉認證課程，並且提升 SDI 的水準。教練訓練官的資格只能從 SDI 世界總

部獲得。 

在 SDI 休閒潛水課程中，入門課程為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審查合格後才

可再學習進階潛水員課程，循序漸進，至最後課程教練訓練官研習會。課程中不

僅是技能方面，對於潛水知識、潛水設備與潛水環境等，必須深入了解，才能成

為合格的潛水員。進階、救援、高級課程是必須增加潛水的次數，以及學習專長

課程等，主要對於潛水的經驗提升，以及裝備、環境的熟練程度，甚至有自救的

技能等，可以不用教練帶領的情況下自行潛水。教練課程是帶領學員的潛水知識

與技能等，教練訓練官課程是教導教練如何教導學員等方面。 

二、技術潛水課程介紹 

技術潛水課程以國際技術潛水協會 (TDI，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 為

例，共 15 項課程。 

（一）高氧課程 (Nitrox)  

此課程為高氧潛水，是屬於休閒潛水課程，要學習技術潛水必須先學習高氧

課程。此課程的目標，是訓練潛水員在從事潛水時，能使用氧含量 22%到 40%的

氣體呼吸，並瞭解使用高氧的優點與潛在危險性，以及正確的操作程序。 

（二）進階高氧課程 (Advanced Nitrox)  

此課程是技術潛水的入門課程，必須先學習高氧課程，才能學習進階高氧課

程，訓練技術潛水員能使用適當的高氧混合氣體，做為不同深度的呼吸，從 21%

到 100%（純氧）的氣體，來延長潛水的免減壓時間，從事最深至 40 公尺的潛水

活動。此課程的目標，是訓練潛水員使用氧含量比從 21%到 100%（純氧）的氣

體呼吸，並瞭解使用高氧的優點與潛在危險性，以及正確的操作程序，但是不包

括減壓程序。依環境與教練的考量，此課程可以與減壓程序課程合併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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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壓程序課程 (Decompression Procedures)  

此課程為訓練技術潛水員瞭解減壓潛水（減壓程序）的理論、操作方式與操

作程序，來從事不同深度的減壓潛水。此課程的目標，是訓練技術潛水員能夠計

劃與執行最大深度 45 公尺，並且使用適當且不同的減壓氣體做正確的減壓程序。

若此課程合併在進階高氧課程、延伸領域課程或進階沉船潛水課程一起教授時，

其最大的深度限制除外，但須依照合併教授課程的最大深度限制。課程內容包括

介紹與使用減壓潛水的裝備、減壓潛水的裝備組合、減壓技巧與減壓氣體的選擇

（包括高氧與純氧）。 

（四）延伸領域課程 (Extended Range)  

技術潛水員能使用一般空氣潛水至最大深度 55 公尺，並且利用適當的高氧與

純氧氣體，進行階段性的減壓程序。 

（五）進階沉船潛水課程 (Advanced Wreck)  

技術潛水員使用適當的氣體，能獨立計劃與執行最深至 55 公尺的沉船潛水活

動，課程包括在封閉空間的潛水動作技巧與技術，以及適當的減壓程序。 

（六）基礎氦氮氧潛水課程 (Entry Trimix)  

技術潛水員能正確與安全的使用含有氦氣之混合氣體呼吸（氧含量不可低於

18%），以及使用適當的高氧或純氧氣體，進行階段性的減壓程序，完成最大深度

至 60 公尺的潛水。 

（七）進階氦氮氧潛水課程 (Advanced Trimix)  

技術潛水員能正確與安全的使用含有氦氣之混合氣體呼吸，以及使用適當的

含氦的高氧、高氧或純氧氣體，進行階段性的減壓程序，完成最大深度至 100 公

尺的潛水。 

（八）半密閉式/全密閉式循環呼吸器課程 (Rebreather Training)  

課程為半密閉式/全密閉式循環呼吸器課程，提供休閒或技術潛水員瞭解使用

呼吸高氧或不同混合氣體的優點與潛在危險性，以及正確操作特定款式的半密閉

式與全密閉式循環呼吸器及使用程序，從事特定最大深度的潛水活動。 

（九）高氧氣體混合充填操作課程 (Nitrox Gas B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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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高氧氣體混合充填操作，能獨立執行正確操作混合氣體充填設備，並瞭

解其潛在危險性，混合充填高氧氣體以供應給潛水員使用。 

（十）進階氣體混合充填操作課程 (Advanced Gas Blender)  

訓練進階氣體混合充填操作，能獨立執行正確操作混合氣體充填設備，混合

充填包括氦、氮、氧氣等不同混合的高品質呼吸氣體，以供應給技術潛水員使用。 

（十一）適氧裝備技術課程 (O2 Equipment Service Technician)  

能獨立準備技術潛水所需要的適氧水肺裝備。 

（十二）封閉環境/洞窟潛水入門課程 (Overhead Environment/Cavern)  

訓練技術潛水員在有限的自然光源下，穿越於小洞窟或封閉的環境中，學習

所需的基本技巧與知識。此課程並不包括洞穴穿越等，其潛在危險性較大。學習

基本技巧與知識，以進一步從事洞穴潛水做準備。 

（十三）洞穴潛水基礎課程 (Introductory Cave)  

課程是學習在無自然光源的環境，從事基本的技術洞穴潛水。此課程為發展

洞穴潛水技巧與安全的第二階段課程，可以接在封閉環境/洞穴潛水課程之後。 

（十四）進階洞穴課程 (Cave)  

課程是洞穴潛水課程的第三階段。更進一步的計劃與執行洞穴潛水，以從事

不同環境與不同種類的洞穴潛水，以及訓練在洞穴潛水時，不同狀況的危機處理。 

（十五）技術潛水長課程 (Technical Divemaster)  

課程是訓練潛水長或潛導等領導階層之專業人士，能夠獨立帶領技術潛水

員，完成潛水計劃與執行從事不同的技術潛水活動。 

在 TDI 技術潛水課程必須先學習高氧課程，才可學習其它課程，屬於橫式

學習方式，可不必先後順序學習。某些課程有先後順序學習，如高氧課程使用氧

含量 40%以下，學習後才可學習進階高氧 40%以上；氦氮氧氣體課程先學習基礎

氦氮氧才可學習進階氦氮氧；洞穴潛水課程先學習窟洞潛水、基礎洞穴，最後學

習進階洞穴等。以下為休閒潛水課程與技術潛水課程之類別區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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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肺潛水課程類別 

SDI 休閒潛水課程 TDI 技術潛水課程 

1. 

2. 

3. 

4. 

5. 

6. 

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進階潛水員發展課程 

救援潛水員課程 

高級潛水員課程 

潛水長課程 

助理教練課程 

教練課程 

教練訓練官研習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高氧課程 

進階高氧課程 

減壓程序課程 

延伸領域課程 

進階沈船潛水課程 

基礎氦氮氧潛水課程 

進階氦氮氧潛水課程 

半密閉式/全密閉式循環呼吸器課程 

高氧氣體混合充填操作課程 

進階氣體混合充填操作課程 

適氧裝備技術課程 

封閉環境/洞穴潛水入門課程 

洞穴潛水基礎課程 

進階洞穴課程 

技術潛水長課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SDI 休閒潛水課程主要有 8 項課程，課程以「直式訓練」，必須通過初級課

程才可繼續學習進階課程，循序漸進，最高課程為教練訓練官研習會。 TDI 技

術潛水課程：主要有 15 項課程，每項課程屬於專項課程，以「橫式訓練」，訓練

技術潛水課程首先必須學習高氧課程，高氧課程是使用氧含量 40%以下，是屬於

休閒潛水領域，所以技術潛水的基礎入門課程是進階高氧課程，因此必須先通過

進階高氧課程，再依個人需求學習其他技術潛水課程等。 

肆、休閒水肺潛水證照等級 

國內常見具核發潛水證照之組織或系統，各家自持己見，看法差異且多有爭

議，如中華民國潛水協會、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等，所核發之潛水教練資格，

其課程學習過程及教學內容與認證上則較欠缺國際認可之可能（王雲輝，2009）。

因此所採用世界公認且通用訓練方法及組織結構以「世界休閒潛水訓練協會」 

(World Recreational Scuba Training Council，WRSTC) 審定合格之潛水組織系統為

國際認證，但 WRSTC 只有認定休閒潛水組織，技術潛水組織還沒有國際認證的

組織或單位，國內較常見且經由 WRSTC 認證之潛水組織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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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內較常見 WRSTS 認證之潛水組織一覽表 

系統組織中文名稱 系統組織英文名稱 系統組織簡稱 

國際潛水教練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Underwater Instructors NAUI 

國際水肺潛水協會 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SDI 

國際專業潛水協會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Diving 

International 
PADI 

國際潛水學校 Scuba School International SSI 

資料來源：王雲輝（2009）。 

一、休閒潛水證照等級 

休閒潛水證照等級以 SDI (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組織為例，等級分為

（一）開放水域潛水員，（二）進階潛水員，（三）救援潛水員，（四）高級潛水員，

（五）潛水長，（六）助理教練，（七）教練，（八）教練訓練官等八個等級。由最

初級開放水域潛水員，審查合格後，可再考取進階潛水員，循序漸進，最高等級

為教練訓練官。以下為休閒潛水課程與證照等級之區分，如表 3。 

表 3 SDI 休閒潛水課程與證照等級 

休閒潛水課程 休閒潛水證照等級 

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Open Water Diver) 

進階潛水員發展課程 (Advanced Diver) 

救援潛水員課程 (Rescue Diver) 

高級潛水員課程 (Master Scuba Diver) 

潛水長課程 (Diver master) 

助理教練課程 (Assistant Instructor) 

教練課程 (Instructor) 

教練訓練官研習會 (Instructor Trainer) 

開放水域潛水員 

進階潛水員 

救援潛水員 

高級潛水員 

潛水長 

助理教練 

教練 

教練訓練官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技術潛水證照等級 

技術潛水證照等級以 TDI (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 組織為例，等級分為

（一）潛水員，（二）潛水長，（三）教練，（四）教練訓練官等四個等級。由潛水

員等級開始訓練，循序漸進，至最高等級為教練訓練官。技術潛水員必須具備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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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潛水員之證照，技術潛水之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也必須具備休閒潛水

之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以上的資格。每項技術潛水課程都由潛水員開始訓

練，舉例來說，減壓程序課程之教練訓練官，當要學習另一課程；例如循環水肺

課程，等級還是由潛水員開始，再依序升級至循環水肺課程之教練訓練官。技術

潛水課程與證照等級如表 4。 

表 4 TDI 技術潛水課程與證照等級 

技術潛水課程 技術潛水證照等級 

高氧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進階高氧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減壓程序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延伸領域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基礎氦氮氧潛水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進階氦氮氧潛水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進階沈船潛水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半密閉式/全密閉式循環水肺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封閉環境/洞穴潛水入門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洞穴潛水基礎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進階洞穴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技術潛水長課程 潛水員、潛水長、教練、教練訓練官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SDI 休閒潛水等級為通過課程檢定合格後取得證照，證照等級分為 8 個等

級。因此隨著證照等級不同，課程也隨著不同。 TDI 技術潛水等級為通過課程

檢定合格後取得證照，每項課程之等級分為 4 個等級。必須先擁有休閒潛水證照

資格才可學習技術潛水課程，考取每個技術潛水課程。由於不同的潛水組織所訂

定之證照等級會有所不同，但是透過國際認證之潛水組織所訂定之證照等級，也

會有一定的標準存在。 

伍、結 語 

本文主要在探討休閒水肺潛水活動之發展，經由文獻探討歸納以下三點： 

一、休閒水肺潛水發展：是由休閒潛水延伸技術潛水，兩者活動皆為同一目的休

閒、遊憩、運動等性質，從事觀賞海洋、海底生物、攝影等。至今發展技術

潛水主要是有裝備的延展、混合氣體的使用、從事封閉或遮蔽之潛水環境以

及延伸潛水深度等，在潛水領域更能加以探討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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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潛水領域」：是使用開放式水肺裝備；呼吸之氣體是使用一般空氣或

高氧氣體；不必操作減壓程序；潛水深度屬於較淺；沒有遮蔽或封閉的潛水

環境，可以直接出入水面；並在光源良好情況下從事潛水活動。因此休閒潛

水是屬於容易執行也較安全的潛水性質。休閒潛水訓練課程：初級潛水課程

是開放水域潛水員，循序漸進至最高課程教練訓練官，屬於直式的訓練模

式，課程測驗合格後即取得潛水證照。 

三、「技術潛水領域」：是使用循環水肺裝備來延長潛水時間或特殊開放式裝備；

呼吸之氣體會使用混合氣體，如高氧、氦氮氧等來降低氮氣含量；超過免減

壓時間時必須操作減壓程序；無深度限制；可為遮蔽或封閉的潛水環境，如

沉船、洞穴等是無法直接出入水面。因此技術潛水是屬於較專業的領域，是

較複雜、困難的潛水性質。技術潛水訓練課程：必須有開放水域潛水員證照，

並且要學習高氧課程才可學習技術潛水課程，技術潛水初級課程為進階高氧

課程，課程測驗合格後可依個人學習其它技術課程，屬於橫式的訓練模式，

課程合格通過後即取得證照。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214~231 頁(2012.5)                              休閒水肺潛水發展之探討 

 

230 

參考文獻 

SDI 台灣官方網站（2012）。SDI 課程介紹。2012 年 0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tdisdi.com.tw/sdicour.html。 

TDI 台灣官方網站（2012）。TDI 課程介紹。2012 年 0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tdisdi.com.tw/sdicour.html。 

王雲輝（2009）。台灣專業潛水人員相關法令認知與潛水教學內容規劃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北縣。 

呂榮晉（2009）。台灣與韓國之國際認證休閒潛水教練參與技術潛水動機與阻礙

因素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北縣。 

呂榮晉、方景翰（2003）。SDI 開放水域潛水教練指南中文版。美國緬因州：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呂榮晉、方景翰（2005）。進階高氧 Advanced Nitrox。美國緬因：Technical Diving 

International。 

李明儒、陳元陽、陳宏斌（2003）。休閒潛水者的風險管理之研究。戶外遊憩，

16（2），49-67。 

林高正（2004）。休閒水肺潛水碩士技術報告書。國立體育學院，桃園縣。 

蘇焉（2005）。空氣水肺潛水學。臺北縣：太和印刷。 

Deans, B. (1995). Deeper into the abyss-and back ag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73(2), 

74-76. 

Menduno, M. (2000). No way up. Scientific American Presents, 58-63. 

Sweetin, D. (2004). Go from rec to tech. National Geographic Adventure, 6(8), 54-54.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214~231 頁(2012.5)                              休閒水肺潛水發展之探討 

 

231 

The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al Diving 

 

Ming-Chen Kao 

Fu-J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aiwan, scuba diving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recreational diving and industrial 

Diving.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scuba diving 

to technical diving. Both scuba diving and technical diving are base on leisure, 

recreation and enjoying the undersea views and marine organisms. Therefore, 

recreational diving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scuba diving and technical diving. 

Scuba diving uses open-circuit equipment and normal atmospheric air in an open water 

area. It doesn‘t have to decompress and it has deep limitation, so recreational diving is 

safer and easier than technical diving. Recreational diving training course is from basic, 

middle to high level step by step, and the highest is instructor trainer course, it called 

―vertical training.‖ Technical diving uses rebreather or special open-circuit equipment 

and use of mixed gases. It is operating the decompression procedure, Diving depth 

Deeper, Diving longer, execution of a closure or sheltered dive environment etc, it is 

more difficult operation. If you want to learn technical diving there must be a scuba 

diving license, the introductory course is to use advanced high-oxygen, the courses 

passed the test you can learn other special courses, it is a transverse training methods. 

 

Keywords: recreational diving, scuba diving, technical 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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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跆拳道奧運競技發展之探討 

 

邱共鉦 1 林青輝 1 蔡明志 2 許宏志 3
 

1 元智大學 
2 輔仁大學 

3 嘉義長庚醫院 

 

摘要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於 1894 年 6 月 23 日在巴黎成立，1896 年第一屆現代

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典舉行，當時僅有 13 個國家 311 名選手參加。2008 年北

京奧運已發展至 205 個國家地區及 16,000 名運動員。韓國於 1973 年 5 月 28 日

成立世界跆拳道聯盟，並將跆拳道運動推向國際競技舞臺，臺灣亦是跆拳道的

創始會員國之一。經過多年的努力，於 2000 年雪梨奧運成為正式競賽項目之

一。歷時 3 屆奧運我國選手共獲 2 金 1 銀 4 銅的佳績，是臺灣目前各種運動競

賽項目中，唯一奪金的運動競技項目。在倫敦奧運前夕，回顧臺灣跆拳道競技

發展，瞭解競技實力現況脈絡，並展望未來有其重要性。雖然我國僅獲 1 男 2

女的倫敦奧運參賽權，首度以未能滿額（4 席）參賽及訓練中過度倚賴外籍教

練，衍生許多經驗銜接與傳承的困境。許理事長秉持強烈奪金慾望，積極撫平

我與世跆盟、亞跆盟之間的裂痕，重啟對話的用心受到國內外肯定；從以往跆

拳道項目優異的競技績效表現。在體委會督促與協助下，努力訓練整軍有成，

我們相信臺灣的跆拳道競技發展仍然充滿希望的願景。 

 

關鍵詞：倫敦奧運、過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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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於 1894 年 6

月 23 日在巴黎成立，1896 年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The Olympic Games

（簡稱奧運）〕在雅典舉行，當時僅有 13 個國家，311 名選手參加 (Brian Chalkley 

and Stephen Essex, 1999) 。2008 年北京奧運已發展至 205 個國家地區及 16,000

名運動員（朱文光、姜麗、朱麗，2010）。2000 年雪梨奧運，跆拳道的對打項

目，成為正式競賽項目之一。自從 19 世紀末現代運動 (modern sports) 興起以

來，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與運動的關係就十分密切，民族主義不僅可以凝聚

群體的內部認同，還能夠強化與外部群體相互對抗時的情感張力，因此成為現

代運動中很重要的其中一個元素（黃東志，2006；Allison, 2000；Hargreaves, 

1992）。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朝鮮半島雖然脫離殖民統治，但在

國際政治場域，卻因美蘇兩國的利益而分裂成南、北韓兩個國家，並展開長期

的意識型態對立，導致 1950 年的韓戰爆發。此時，由崔泓熙創新的跆拳道開始

在軍中發展與傳佈。1955 年「跆拳道」正式定名，並定調為韓國「民族武技」

（黃東志、連橫欣、何金梁，2011）。跆拳道運動的比賽項目分為武術技能 

(Martial art skills) 、品勢 (Poom-sae) 、對打 (fighting) 三種。「武術技能」屬

於擊破表演性項目；「品勢」屬於武藝招式演練，類似武術之套路；「對打」是

指選手依性別及體重分組，在比賽規則指導下進行，強力的身體接觸或碰撞之

同場格鬥競技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WTF, 2004) 。 

跆拳道發源於韓國，其名稱之演變從手搏、托肩戲至今日的跆拳道 (Kim 

Jeong Rok, 1992) 。1945 年 8 月 15 日朝鮮半島脫離日本殖民的統治，大韓民國

成立，文人總統李承晚為了重拾民族尊嚴、復興傳統文化及加強軍隊戰力，由

陸軍少尉崔泓熙在韓國軍中的國防體育，加入傳統搏擊訓練教材，而這項武術

在當時稱為「唐手道」至 1955 年 9 月 3 日唐手道更名為「跆拳道」 (R.Chun, 

1976) 。

1961 年 9 月 6 日將跆拳道協會的名稱改為「大韓太手道協會」，至 1965 年 8

月 5 日又改回「大韓跆拳道協會」（국기원，1973）。1971 年 3 月 20 日韓國

政府認定跆拳道為韓國「國技」，使跆拳道走向全民化發展。同年跆拳道領導結

構產生分裂，崔泓熙領導的國際跆拳道聯盟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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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 將總部移設加拿大，同時崔泓熙投奔北韓（秦玉芳，1997）。1973 年 5 月

28 日成立世界跆拳道聯盟〔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WTF) 簡稱世跆

盟〕，由金雲龍博士出任會長，自此跆拳道體系有明確的劃分，並將跆拳道運動

推向國際競技舞臺。 

臺灣的跆拳道競技運動起源於 1973 年，經由軍中的啟迪逐步邁入社會而導

入學校發展期。2004 年雅典奧運會，臺灣跆拳道選手共獲 2 金 1 銀，得金率

50%、得牌率 75%，參賽資格率達 100%，排名世界第一，是目前臺灣最具國際

競技實力的優勢運動種類之一。正值 2012 年倫敦奧運參賽前夕，瞭解臺灣跆拳

道參賽及訓練過程，探索跆拳道團隊的成功之道並分析其特點，對於日後跆拳

道競技發展有其重要參考價值。曾慶裕（2005）指出現代競技體育是人類社會

文化的重要組成，現代體育的影響力不斷的增高，其所受各種環境的影響也更

為複雜。因此，現代競技體育賽場的環境影響體系研究，需要從更高的層次和

多維度的視角進行研究。周全（2006）體育是人類發展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

展而發展。所以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其社會意義後社會

價值在逐漸延伸。因此，瞭解臺灣跆拳道競技現狀與動態是十分重要。 

貳、選手遴選與參賽經過與結果（2000-2008） 

跆拳道經過二次的示範比賽測試，在 2000 年始入世界最高的綜合性運動賽

會。自 2000 年雪梨起至 2008 年北京奧運止，累計獲得 2 面金牌、1 面銀牌、4

面銅牌，共計 7 面獎牌。獲獎數以 2004 年雅典共獲 2 面金牌、1 面銀牌最佳；

而 2000 年雪梨與 2008 年北京均僅得 2 面銅牌較差。歷時三屆的比賽，男子選

手獲得 1 面金牌、1 面銀牌、3 面銅牌優於女子選手 1 面金牌、1 面銅牌的競技

表現（表 1）。 

表 1 臺灣跆拳道隊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歷屆成績表 

屆次 年 地點 
獎牌 

合計 
金 銀 銅 

27 2000 雪梨 0 0 2 2 

28 2004 雅典 2 1 0 3 

29 2008 北京 0 0 2 2 

 2 1 4 7 

註：各隊須先參加資格賽，取得資格後才能參賽，而滿額賽權為男女各 2 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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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 年雪梨奧運 

2000 年雪梨奧運使跆拳道運動進入最高競技殿堂，1999 年 7 月 8-11 日雪

梨奧運世界區資格賽（克羅埃西亞），男子選手由黃志雄、廖家興代表角逐第 1

與第 2 量級，女子選手由洪佳君、許芷菱角逐第 1 與第 2 量級。比賽結果黃志

雄獲得第 1 名、許芷菱獲得第 3 名，取得 2000 年雪梨奧運該量級的參賽資格。

1999 年 9 月 25-26 日亞洲區雪梨奧運資格賽（菲律賓），賴卉芳、許吉宏分別

奪得第 1 與第 2 名（秦玉芳，2000），取得 2000 年雪梨奧運該量級的參賽資格。

因此 2000 年的雪梨奧運，中華隊得以滿額參賽。2000 年 3 月 20 日雪梨奧運國

手決選，在國家訓練中心舉行，黃志雄、許吉宏、許芷菱分別擊退挑戰者李昌

榮、宋玉麒、陳怡安，而紀淑如挑戰賴卉芳成功奪得奧運代表選手資格。故雪

梨奧運由黃志雄、許吉宏擔綱男子第 1 與第 2 量級代表，女子由紀淑如、許芷

菱擔綱第 1 與第 2 量級代表。 

2000 年 9 月 27-30 日，黃志雄與紀淑如於雪梨奧運分別得到第 3 名，雖未

能如願取得金牌，但已經為臺灣跆拳道史寫下新頁。 

二、2004 年雅典奧運 

雪梨奧運未能奪金的挫敗，促使各單位更審慎、用心的準備訓練工作事宜

並重新思考教練組織管理架構。2003 年雅典奧運世界區資格賽（法國巴黎），

男子選手由朱木炎、黃志雄代表角逐第 1 與第 2 量級，女子選手由楊淑君、紀

淑如角逐第 1 與第 2 量級。比賽結果朱木炎獲得第 1 名並取得雅典奧運參賽資

格，其餘選手皆無緣代表臺灣取得資格。由於女子選手楊淑君受傷，因此教練

團提議由現況最佳的陳詩欣選手代表參加亞洲區資格賽，並經由選訓會議通過

及國訓中心輔導會議審議核准。而男子選手黃志雄與女子選手紀淑如再度披掛

上陣，參加 2003 年雅典奧運亞洲區資格賽（泰國曼谷），陳詩欣奪得第 1 名、

黃志雄與紀淑如分別奪得第 3 名，取得雅典奧運該量級參賽資格。因此 2004

年的雪梨奧運，中華隊再度以滿額參賽。2004 年雅典奧運代表權決選，朱木炎
1、黃志雄、陳詩欣、紀淑如分別擊退挑戰者陳維新、宋玉麒、吳燕妮，洪佳君

                                                 
1
 2004 年雅典奧運，中華隊代表權決選時，朱木炎正值巔峰，在國際賽連勝 23 場氣勢如虹。挑

戰者陳維新放棄出賽，由朱木炎直接取得奧運國手資格。2012/5/8 電話向朱木炎與陳維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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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雅典奧運由朱木炎、黃志雄擔綱男子第 1 與第 2 量級代表，陳詩欣、紀淑

如擔綱女子第 1 與第 2 量級代表。 

2004 年 8 月 26-27 日雅典奧運，朱木炎、陳詩欣分別奪得第 1 名、黃志雄

獲得第 2 名，顯示男子選手優於女子選手的競技成績表現，同時突破懸掛 72

年臺灣參加奧運的零金紀錄（蔡明志，2004）。 

三、2008 年北京奧運 

2007 年 9 月 28-30 日北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英國曼徹斯特），男子選手

由朱木炎、宋玉麒代表角逐第 1 與第 2 量級，女子選手由楊淑君、曾珮華（已

改名為曾櫟騁）代表角逐第 1 與第 2 量級。比賽結果朱木炎以 6 戰全勝、楊淑

君 5 戰全勝獲得第 1 名，宋玉麒（3 勝 1 負）、曾櫟騁（2 勝 1 負）無緣取得資

格（侯緯星、蔡明志，2008）。2007 年 11 月 28-30 日北京奧運亞洲區資格賽（越

南胡志明），宋玉麒、曾櫟騁再度披掛上陣，分別獲得第 3 與第 1 名取得參賽資

格，此舉創下連續三屆奧運臺灣跆拳道隊皆能滿額參賽。 

2008 年北京奧運代表權決選，朱木炎、宋玉麒、楊淑君分別擊退挑戰者薛

肇璿、穆鴻霖、曾憶萱，而曾櫟騁 被蘇麗文挑戰成功無緣代表參賽。故北京奧

運由朱木炎、宋玉麒擔綱男子第 1 與第 2 量級代表，女子由楊淑君、蘇麗文擔

綱第 1 與第 2 量級代表。最後朱木炎、宋玉麒在北京奧運分奪第 3 名，顯示男

子選手表現優於女子選手。 

累積跆拳道隊參加三屆奧運共獲 2 金 1 銀 4 銅，技冠臺灣各類別的運動競

賽項目，彙整歷年來臺灣跆拳道選手在奧運會奪得獎牌的選手（表 2）。 

                                                 
2
 蔡明志教授時任 2004 年雅典奧運資訊教練，電話訪談確認 2004 年雅典奧運亞洲區資格賽參

賽選手及成績。2011/6/27 日 pm：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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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跆拳道選手參加奧運得獎選手摘要表 

 2000 年雪梨 2004 年雅典 2008 年北京 

男子選手 黃志雄銅牌 朱木炎金牌 

黃志雄銀牌 

朱木炎銅牌 

宋玉麒銅牌 

女子選手 紀淑如銅牌 陳詩欣金牌  

 

2000 年雪梨奧運以 2 銅收場，提供 2004 年雅典奧運訓練及參賽前戰備的

基礎；2004 年雅典奧運一役，臺灣一舉突破奧運零金的障礙，但 2008 年的北

京奧運無法延續奪金的表現令人扼腕嘆息。臺灣的跆拳道競技成績表現，在各

種世界大賽中以女子選手表現較為男子選手出色，唯獨奧運比賽男子選手表現

優於女子選手（邱共鉦，2011b），其原因值得探究。歷時 12 年的三屆奧運，臺

灣在 2004 年雅典創下世界最佳表現，朱木炎（男）、陳詩欣（女）分別奪得金

牌，黃志雄（男）取得銀牌；2 金 1 銀排序第一，更使得臺灣的跆拳道競技發

展得到無比榮耀。 

參、團隊管理機制 

一、跆拳道團隊管理模式 

學者司虎克、蔡犁、王興、吳雪萍、朱昆、趙丙軍（2007）提出體育管理

編制是體育管理的機構設置、許可權劃分、運行機制等方面體系與制度的總稱，

是實現體育總目標的組織保證。各類型組織都需有一套管理哲學，作為組織人

員追求目標達成與行動的準則，並協調組織內各單位的有機體目標與組織目

標。余泳彰、許夆池、李建興（2004）認為運動訓練本身是一種具規劃、指導、

方法的一套學習活動，對運動訓練而言，毫無目標的訓練並無法有效提升練習

的成效，良好的運動訓練計畫則需要加以規劃，進行目標設定、追蹤工作進度，

並依序完成階段目的，進而達成最終目標。奧運是戰略的科技工程，以科學技

術為提高競技運動水準的關鍵為導向，為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用，促進競技運

動迅速發展，取得優異成績（國家體育總局，2003）。因此，臺灣的跆拳道重大

賽會的賽前培訓工作的監督與管理工作皆由體委會競技處督導，國訓中心全權

負責管理（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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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跆拳道隊參加奧運管理編制 

 2000 雪梨 2004 雅典 2008 北京 

監督管理 
體委會競技處督導 

國訓中心全權負責 

體委會競技處督導 

國訓中心全權負責 

體委會競技處督導 

國訓中心全權負責 

責任管理 指導教練制 總教練制 總教練制 

資料來源：修改自蔡明志（2009） 

二、跆拳道團隊領導模式與分工 

跆拳道是極為重視輩分的運動項目（高三福，2007），因此多數的國際比賽

教練皆以資深教練為核心。年輕的教練亟欲尋求表現舞台，批評聲浪不斷。指

責少數人壟斷、掌權，且以總教練並未實際負責訓練工作，或是並無培養自己

的選手，當選中華隊選手而質疑總教練的訓練能力。故以往跆拳道培訓隊的總

教練制，在 2000 年雪梨奧運不予採用，而以各指導教練全權負責。但雪梨奧運

賽後，中華隊僅得 2 銅不符外界期待。因此，2004 年再度修回總教練責任制（表

4）。邱共鉦（2011a）提出總教練大多具有豐富的國際賽事經驗的觀點，不論在

臺灣或國際場合，有舉足輕重的崇高地位。對於繁瑣的行政事務程序，經驗老

道的前輩早已瞭如指掌，能迅速取得後勤支援，彙集各方意見做出最佳決策。

但年輕教練如無適當舞台得以展現，必定嚴重影響基層教練士氣。自然無法注

入新血，帶入團隊活力。因此應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培育後進，同時活化教練

的新陳代謝。 

表 4 中華臺北跆拳道隊歷屆奧運教練領導模式  

 2000 年雪梨 2004 年雅典 2008 年北京 

領導機制 群體領導 總教練制 總教練制 

領導者 
羅新明、宋景宏 

秦玉芳、李賢祏 
劉慶文 侯緯星 

 

教練編制可分為：編制內的教練與編制外的教練。編制內的教練係指獲得

競賽單位核發的證件，能自由進出比賽場地及選手教練休息區；編制內的教練

又可區分國內教練與國外教練；而編制外的教練為訓練需要所延攬的教練，無

法獲得競賽單位所核發的證件，無法隨意進出比賽區域。歷屆奧運教練的編制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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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華臺北跆拳道隊歷屆奧運教練編制 

 2000 年雪梨 2004 年雅典 2008 年北京 

A 

宋景宏／黃志雄 

秦玉芳／許吉宏 

羅新明／徐芷菱 

劉慶文 H 

張榮三／朱木炎 

陳偉雄 

張文賓 P／紀淑如 

洪佳君 P 

侯緯星 H 

張榮三／朱木炎、楊淑君 

宋景宏／宋玉麒 

蔡明志 P 

B 李賢祏／紀淑如 
李東玩／黃志雄、陳詩欣 

瑞扎 
李東玩／蘇麗文 

C 李山龍、邱共鉦、河龍成 蔡明志、邱共鉦 李佳融、鄭紹宏、湯品宸 

註：A：編制國內教練。B：編制外籍教練。C：編制外教練。 H：時任總教練。／：被指導選

手。P：卡3。 

2000 年雪梨奧運宋景宏指導黃志雄，秦玉芳指導許吉宏，羅新明指導許芷

菱，李賢祏指導紀淑如，而河龍成從旁輔導許芷菱、李山龍從旁輔導許吉宏、

邱共鉦從旁輔導紀淑如；2004 年雪梨奧運由劉慶文擔任總教練，張榮三指導朱

木炎，李東玩負責技術訓練並指導黃志雄、陳詩欣，瑞扎負責體能訓練。陳偉

雄從旁輔導陳詩欣、張文賓從旁輔導紀淑如、洪佳君擔任黃志雄陪練員，蔡明

志負責計畫編定、資訊情蒐工作，邱共鉦從旁輔導朱木炎及協助蔡明志的情蒐

工作；2008 年北京奧運由侯緯星擔任總教練，張榮三指導朱木炎、楊淑君，宋

景宏指導宋玉麒，李東玩指導蘇麗文，並延攬蔡明志續任情蒐工作，老國手李

佳融、鄭紹宏、湯品宸進駐中心協助訓練工作事宜。 

2000 年雪梨奧運由各指導教練負責，以民主方式領導團隊，在兄弟爬山各

自努力的主軸，亦創下首度參賽即獲得銅牌 2 面的成績。以指導教練全權負責，

綜理訓練、生活管理之責，故無管理教練或行政教練的配置，亦無編制資訊教

練。技術訓練時包含體能訓練，因此未編列體能教練。李山龍為許吉宏選手的

啟蒙教練，專職協助秦玉芳指導許吉宏，邱共鉦協助李賢祏訓練紀淑如。蔡明

志（2009）認為以奧運選手為訓練個體，雖編配教練和陪練員，其訓練模式為

師徒傳授，運科支援分散，管理輔導不易。缺乏指揮中心，各教練間的訓練無

法有效統合進程，在比賽序列的安排和奧運賽前的競技狀態調控，無法發揮統

合戰力。

                                                 
3
 P (personal coach) 卡：為私人教練卡。依據代表團的人數大會給予不同數量的 p 卡，基本上它

只能進出一個運動場館，也可以住選手村，但和 fo 卡可以通行無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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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雅典奧運由劉慶文擔任總教練並籌組教練團，領導風格偏向權威

式。以 2 金 1 銀排序世界第一，中華跆拳道隊揚威國際。訓練延續 2002 年釜山

亞洲運動會的模式，採技術與體能分開訓練（邱共鉦、蔡明志，2006）。技術課

程委由韓籍教練李東玩負責、同時擔任黃志雄、陳詩欣的比賽指導教練。體能

訓練委由伊朗籍教練瑞扎負責。張榮三時任國立體育學院講師，1994 年獲得廣

島亞運金牌，是臺灣首位奪得亞運金牌的跆拳道選手，專職負責朱木炎指導工

作。陳偉雄為陳詩欣的父親，自陳詩欣年幼起訓練陳詩欣績效卓著。因跆拳道

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將指導工作委託李東玩負責，專職負責陳詩欣的訓練督導

及生活管理。黃志雄的啟蒙教練宋景宏婉拒出任教練工作，因此訓練及指導工

作皆由李東玩負責，另由女友洪佳君擔任陪練員，在技術方面可以給予黃選手

建議，同時亦可扮演心理輔導的角色。教練張文賓在賽前 90 天，出任紀淑如的

指導教練。在跆拳道運動成為奧運的正式競賽項目後，各國投入大量的人力及

物力協助訓練工作，導致競爭強度越來越激烈。各國對手的攻防慣性，列入模

擬訓練的指標。因此首度啟動資訊小組機制，情蒐可能對手的現況並預測日後

技術施展走向，做為教練訂定個別化訓練之參考。由時任輔仁大學講師蔡明志

擔任組長，教練邱共鉦及選手曾灶松協助，邱共鉦為朱木炎啟蒙教練亦協助朱

選手生活管理事宜。 

2008 年北京奧運由侯緯星擔任總教練並籌組教練團，曾任海軍陸戰隊莒拳

班主任，領導風格偏向權威式。侯總教練領導團隊曾經在 2002 年釜山亞洲運動

會一役，創下 3 金 2 銀的歷史佳績。續聘韓籍教練李東玩，專職技術訓練並擔

任蘇麗文選手的指導教練。教練張榮三負責朱木炎、楊淑君的指導工作並在第

三階段請來世界錦標賽（簡稱世錦賽）金牌國手湯品宸擔任訓練員，專職陪楊

淑君訓練4。宋景宏為宋玉麒的父親，負責宋玉麒的指導工作。時任輔仁大學副

教授蔡明志仍專職資訊小組、臺灣師範大學講師李佳融及老國手鄭紹宏負責體

能與生活管理工作。2008 年一役雖未能奪得金牌，但蘇麗文選手受傷奮戰，永

不放棄的精神令人激賞，意外地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同時也宣揚臺灣永不放

                                                 
4
 李佳融時任 2008 年北京奧運培訓隊教練團之一，專職體能訓練及行政工作，電話訪談確認。

2011/11/28 日 pm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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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之精神。另朱木炎再得銅牌，成為我國唯一在奧運連得 1 金 1 銅的選手，亦

成為體壇佳話。 

2000 年雪梨奧運因為集體領導，故以民主領導為主。2004 年雅典奧運總教

練劉慶文與 2008 年北京奧運總教練侯緯星皆出身於海軍陸戰隊，秉承軍人嚴格

訓練的習性。加上跆拳道輩份觀念深植，而 2 位總教練都是資歷豐富的前輩，

同時擁有豐沛的人脈，對處理相關事務或訓練工作都會有獨到的見解，因而在

領導統御時，較能駕輕就熟，偏向權威式領導。 

肆、準備 2012 年倫敦奧運困境與展望 

一、困境 

（一）女子選手坐三望二不符外界期待 

女子選手曾櫟騁與楊淑君順利在世界區資格賽分得第一及第三名，並取得

該量級奧運參賽資格。今年 3 月分別擊敗國內的挑戰者莊佳佳、李幸樺，二人

順利取得奧運參賽權。依據 2011 年 10 月世跆盟的積分排名，曾櫟騁排名第二

與楊淑君排名第四，實力不容小覰。但二人皆未曾在世錦賽取得金牌，且曾櫟

騁在國內選拔在盟主挑戰賽 3 戰皆敗，最後在盟主復活賽獲勝，贏得代表權。

與先前獲得奧運 1 金 1 銅的陳詩欣與紀淑如，在參加奧運前都曾獲得世錦賽金

牌，相較之下稍嫌遜色，因此欲在奧運奪金有其難度。 

臺灣各界期盼雅典一役的奪金榮耀再現，目標只在奧運金牌。曾櫟騁在廣

州亞運失利無緣得獎；楊淑君再度挑戰北京奧運金牌吳靜鈺（中國）；目前跆拳

道協會的領導階層正面臨大換血；新舊任理事長亦因為廣州亞運提告與不提告

意見相左而訴諸公堂，對於訓練自然產生若干影響；黑襪事件的當事人楊淑君

更是左右為難。 

（二）首度未能滿額參賽 

男子選手魏辰洋 (-58KG) 、羅宗瑞參加 2011 年 11 月 26-27 的倫敦奧運亞

洲區資格賽（曼谷），魏辰洋世界排名第 10，被大會列為第一種子，分別以 8：

2 勝斯里蘭卡、7：4 勝印尼、6：4 勝馬來西亞、7：5 勝哈薩克獲得金牌，取得

該量級倫敦奧運參賽資格。並在今年 3 月擊敗挑戰者黃丞靖，取得奧運國手資

格。羅宗瑞 (-68KG) 分別以 5：4 勝黎巴嫩、12：6 勝香港、2：8 負約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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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之爭以 5：6 負阿富汗遭淘汰，故此量級無緣參加奧運會內賽。而這也是臺

灣跆拳道項目自 2000 年以來，首度無法取得滿額參賽權。獲得奧運 1 金 1 銀 2

銅的朱木炎、黃志雄與宋玉麒在參加奧運前，都曾獲得世界錦標賽金牌，而魏

辰洋雖為亞運金牌，但缺乏世錦賽金牌的成功經驗，及其它的國際成績亦不如

上述三位選手，故實力與信心度皆是考驗。 

就歷年的奧運跆拳道成績論述，韓國、美國、中國、伊朗、墨西哥皆是我

們強勁的對手，而新崛起的泰國、多明尼加、阿富汗的實力亦不能忽視。臺灣

的跆拳道競技實力與世界其它國家難分軒輊，在強敵環伺下倫敦奧運時必有一

場激戰。另外，未能滿額取得代表權，外界及領導核心有些疑慮，因此替換總

教練，對於教練的領導威信勢必造成衝擊，自然影響軍心。 

許理事長與陳訓練總督導認為，臺灣旨在金牌，一切計畫的擬定以奪得金

牌為主，認為基礎訓練優先。其觀點為，只要選手夠強，無懼於任何對手。教

練團認為提高選手積分，俾便參賽選手在奧運時有較佳的種子積分，可以避開

強敵，不能奪金也能保牌之觀點。領導階層與教練團都出於善意，但目標不同，

作法也不同。如何排解爭議，仍待日後多加溝通。 

（三）過度倚重外籍教練 

綜觀我國的跆拳道長期培訓大都倚重外國教練，訓練時易形成外籍教練專

職訓練，國內教練僅作行政工作，無緣下場磨練。多數的國內教練僅作一些較

不具挑戰性的工作，無法滿足工作的成就感，亦無法有效提升國內教練的水平，

型塑外籍明星教練，導致國內教練可有可無的窘狀產生。雖然外籍教練在臺灣

的跆拳道競技發展立下汗馬功勞，推助我國成績向上提升功不可沒。但外籍教

練流動性高，容易轉戰他國擔任教練，或返回原國家服務。而這些外籍教練除

了掌握我國訓練概況，選手的技戰術特性、心裡素質亦瞭如指掌，日後在國際

賽與我國選手對壘絕非好事。事實上，本土教練都經過專業的教育訓練養成，

其能力絕不亞於外籍教練。如能予以重任，適時培養本土教練，臺灣的跆拳道

競技前途，才具宏觀規劃。 

（四）國際情事渾沌 

2009 年香港東亞運動會，中華隊選手曾敬翔與韓國選手對陣時，被韓國選

手以手誤擊頭部，緊急送醫的抗議事件。2010 年廣州亞洲運動會，中華隊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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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君電子襪引來失格事件。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使我國與亞洲跆拳道聯盟

〔 (Asian Taekwondo Union, ATU) 簡稱亞跆盟〕及世跆盟關係緊張。 

二、展望 

目前跆拳道培訓隊組合世界一級戰將；曾櫟騁維持世界排名第 2、楊淑君

第 4，而魏辰洋的積分已提高至第 4。體委會訓練輔導小組，將跆拳道列為 2012

年倫敦奧運各訓練團隊重點奪牌項目。全力支援後勤，要錢給錢，要人給人為

輔導方針，傾全力奧援跆拳道培訓隊。協會延攬宋景宏擔任總教練5，續留 2004

年奧運隊總教練劉慶文專職情蒐、周桂名專職負責魏辰洋選手的訓練工作、湯

惠婷負責曾櫟騁、劉聰達負責楊淑君、李佳融兼職行政工作並負責備選選手莊

佳佳的訓練、婁自德負責生活管理，並續任韓籍金洪一6、伊朗籍歐米德教練。

韓籍教練除了提供技術指導，亦能掌握世跆盟、亞跆盟的技術發展、規則走向

動態。伊朗為目前世界男子跆拳道對打項目執牛耳之地位，注入伊朗式訓練方

法，裨益台灣選手體能精進及身體對抗能力的提升。 

中華跆協在許安進理事長秉持奧運奪金的強烈企圖心，以嚴謹對內，特聘

陳前理事長文福為訓練總督導，掌握營內訓練進程。理性對外，透過各種渠道

與世跆盟、亞跆盟對話消弭「廣州亞運黑襪事件」前嫌。2011 年 9 月 17 日亞

跆盟主席李大淳夫婦應邀來台參訪，我國亞盟技術委員李新及跆拳道各界大老

陪同；世跆盟主席趙振源的父親辭世，許理事長特別趕到韓國致意；2012 年邀

請世跆盟秘書長梁振錫抵台訪問。雙方營造出跆拳道大家庭的氛圍，有良好的

氣氛，選手得以撇開外界的干擾，專心從事訓練工作。2011 年 12 月 4 日楊淑

君在倫敦奧運測試賽掄元，雖然比賽的頭號對手吳靜鈺並未出賽，但亦能證明

楊淑君有實力挑戰奧運金牌寶座的機會，事實上楊淑君曾經在新疆世界團體賽

擊敗宿敵吳靜鈺。2012 年胡志明亞洲錦標賽，吳靜鈺刻意避開楊淑君改參加第

三量級比賽（陳國偉，2012）。2 年一次的亞錦賽既是實力驗收，也是對戰選手

互探虛實的契機。賽場的爾虞我詐可見一斑，但亦能說明吳靜鈺將楊淑君列為

頭號對手之一。由此可見，中華隊問鼎倫敦奧運金牌並非神話。而積分高居世

                                                 
5
 宋景宏跆拳道八段，2000 年及 2008 擔任雪梨、北京奧運跆拳道教練，指導黃志雄、宋玉麒奪

得銅牌；2008 年指導兒子宋玉麒參加世界錦標賽奪金。 
6
 韓籍教練金洪一於 2012 年 3 月返回韓國任教，我國未再增聘外籍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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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排名第二的曾櫟騁自然也有挑戰奧運金牌的機會，相信在體委會有效的領導

與管理，跆拳道協會的用心經營，培訓隊的努力訓練，眾志成城再創「雅典奧

運奪金」的榮耀指日可待。 

伍、結 語 

跆拳道女子選手排序第二；男子選手掉一席參賽名額；訓練過度倚重外籍

教練；皆是臺灣跆拳道競技發展的隱憂。但許理事長秉持強烈奪金慾望，積極

撫平我與世跆盟、亞跆盟之間的裂痕，重啟對話的用心受到國內外肯定；從以

往跆拳道項目優異的競技績效表現及教練、選手努力訓練整軍有成，我們相信

臺灣的跆拳道競技發展仍然充滿希望的願景。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232~247 頁(2012.5)                       臺灣跆拳道奧運競技發展之探討 

 

245 

參考文獻 

司虎克、蔡犁、王興、吳雪萍、朱昆、趙丙軍（2007）。我國現行體育管理對

科技成果轉化的影響。上海體育學院學報，31（4），12-17。 

余泳彰、許夆池、李建興（2004）。目標管理在跆拳道運動訓練上之應用。大

專跆拳道學刊，1，43-50。 

朱文光、姜麗、朱麗（2010）。奧運社會學概論－五環走向光輝的歷程。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周全（2006）。北京 2008 年奧運會對國民體育意識和體育行為影響的研究。北

京市：人民出版社。 

邱共鉦、蔡明志（2006）。2006 年卡達亞運跆拳道培訓隊專項體能訓練計畫。

運動教練科學，7，97-108。 

邱共鉦（2011a）。跆拳道參加亞洲運動會展望與回顧。體育季刊，40（1），51-56。 

邱共鉦（2011b）。臺灣優秀跆拳道選手的選材與育才模式研究。未出版博士

論文，上海體育學院體育人文學院，上海市。 

侯緯星、蔡明志（2008）。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 2008 年第 29 屆北京奧林匹克

運動會跆拳道隊報告書。臺北：中華奧會，195-212。 

高三福（2007）。從運科支援展望 2008 年北京奧運跆拳道奪標策略。國民體育

季刊，36（1），18-23。 

秦玉芳（1997）。跆拳道運動。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碩士論文教練

研究所，桃園縣。 

秦玉芳（2000）。跆拳道隊比賽選拔、訓練情形。第 27 屆 2000 年雪梨奧運會

考察報告書。臺北市：中華奧會，196-202。 

陳國偉（2012）。楊淑君今爭金死敵改量級避戰。資料引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20509/34215189。 

黃東志（2006）。運動與國家認同初探。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臺北：臺灣國

際研究會。579-615。 

黃東志、連橫欣、何金梁（2011）。韓國體育運動歷史演進與民族主義的形成。

臺灣國際研究季刊，7（1），9-112。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20509/34215189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232~247 頁(2012.5)                      臺灣跆拳道奧運競技發展之探討 

 

246 

國家體育總局（2003）。奧運爭光科技行動計畫。北京市：中國體育年鑒出版

社。128-132 頁。 

曾慶裕（2005）。現代競技體育賽場的環境體系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上海

體育學院體育人文學院，上海市。 

蔡明志（2009）。跆拳道優秀運動員大賽前立體化訓練調控模式之研究-以臺灣

跆拳道運動員參加雪梨、雅典和北京奧運會。未出版博士論文，上海體育

學院體育人文學院，上海市。 

蔡明志（2004）。2004 雅典奧運男子跆拳道第一量級金牌選手比賽技術分析研

究。載於 2004 年運動訓練學國際論壇專刊，137-150。 

Allison, L. (2000).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Coakley J & Dunning E, eds. 

Handbook of Sport Studies, London: Sage. 344-355. 

Brian Chalkley and Stephen Essex (1999).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hosting 

international events :a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planning perspective,14, 

369-394. 

Hargreaves, J. (1992). Olympian and Nationalism: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27,No.2,119-134. 

Kim Jeong Rok (1992). English-Korean TAEKWONDO TEXTBOOK. Seoul: 

KUKKIWON. 

The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2004). Competition Rules & Interpretation. 

Seoul, Korea: O-Sung Publishing Co. 

R. Chun (1967). Tae Kwon Do .Harper & Row Publisners. 

국기원(1973)。태권도。교본서울시：오성출판사。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232~247 頁(2012.5)                       臺灣跆拳道奧運競技發展之探討 

 

247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Taekwondo in Olympics in Taiwan 

 

Kung-Cheng Chiu
1
 Ching-Hui Lin

1
 Ming-Chih Tsai

2
 Hung-Chih Hsu

3 

1
Yuan Ze University 
2
Fu-Jen University  

3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as founded in Paris on June 23, 1894, 

and the first modern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in Athens. At then there were only 

311 athletes from 13 countries attended. While in 2008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there were 205 countries with over 16000 athletes attended. The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was founded in Korea on May 28, 1973, and promoted Taekwondo to the 

world since then. After years of efforts, Taekwondo was listed one of the 

formal competitions in Olympic Games in Sydney 2000, and Taiwan was also one of 

founder countries. During the last three Olympic Games, Taiwan Taekwondo 

athletes won 2 gold, 1 silver and 4 bronze medals, and the team is the only 

gold-winning one in Taiwan at present. Before the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it 

is important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aekwondo in Taiwan to figure out the 

outlines of competition potentials at present and look to the future. Though 

Taiwanese Taekwondo team only won three places (one male, and two females) to 

attend the Olympic Games in London 2012, and is the first time not able to attend at 

full places (four, two for man and two for female), and over-counting on the coaches 

from abroad together bring about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linking up and passage of 

experiences. The Chairman Hsu still hold strong beliefs in winning the Gold medals 

in Olympics, and sincerely dealing with th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aiwan and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and Asian Taekwondo Union. His efforts on the 

reconnection are widely appreciated. With the glorious results in the past, and the 

urge and help from Sports Affairs Council, this time we train our men very well and 

believe the development of Taekwondo in Taiwan is still with bright and hopeful 

future. 

 

Keywords: Olympic Games London, process,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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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稿件經審查未達本刊要求之水準將予退稿，若內容宜修改後再審，將由執

行祕書通知投稿者依據審查意見於二週內完成修改，並將修改稿件連同答

辯書一併寄回本刊再審，若超過期限未修改寄回者，視同放棄審查。 

七、審查結果將以書面通知並附審查意見表予作者，審查結果處理方式共有三

種： 

（一）「修改後刊登」---若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交由主編裁決（如無

學術價值，仍可提出不予刊登之意見）。  

（二）「修改後再審」--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執行秘書須聯繫作者依

審查意見做修改，並將修改稿件連同答辯書寄回審查委員審查之，

直到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或不宜刊登為止。   

（三）「不宜刊登」--審查意見為不宜刊登，則交由主編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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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刊主編、副主編或編輯委員之投稿稿件，則由發行人分配校外委員審查。 

九、本刊每年五月出刊，稿件之刊登順序由主編依文稿之性質及投稿時間之先

後次序決定之。 

十、本刊在取得作者「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後，同步發行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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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稿約 

 

※ 投稿者須詳閱本稿約，不依規定撰寫及未附上「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稿件

格式自我檢查表、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將不予受理，並即時退稿。 

 

一、「輔仁大學體育學刊」（以下簡稱「本刊」）旨在提供與體育運動相關之學術

論文發表機會與溝通管道，於每年五月出版，截稿日期訂於每年三月十五

日。本刊設有審查制度，每篇投稿者與審查者均採雙向匿名方式進行審查，

歡迎各界惠賜有關體育運動之學術論文。 

二、稿件一律採用電腦打字（12 號字，1.5 倍行高，註明行號，每頁最多 34 行，

字數 12000 字以內，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型，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型），並請先

E-mail Word 電子檔至 G08@mail.fju.edu.tw 務必註明「姓名-體育學刊投

稿」，另須郵寄紙稿正本一份、不具作者姓名及服務單位之副本一份、稿件

格式自我檢查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三、稿件首頁包含題目、真實姓名、所屬單位（含子單位）及主要聯絡者通訊

地址、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E-mail）帳號，作者 2 人以上須

註明分工情形。  

四、稿件（含圖與表，寬度請勿超過 12.5 公分）經本會編輯排版後以 10 頁為

原則，中、英文摘要，各 500 字以內，原創性論文之摘要須含研究目的、

方法、結果與結論，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3-5 關鍵詞（Keywords）。英文

摘要及內文如經審查委員建議請專家修改，費用由投稿者支付，不願修改

者，將不予刊登。 

五、書寫格式為求統一，請參用 APA 格式撰寫，參考文獻與內文引用文獻一致，

以 30 則為限（儘量引用原創性，尤其是本刊之文獻），自然科學類儘量引

用三年內之文獻，不引用書籍與報紙為原則。中文依姓氏筆劃，英文依姓

氏字母為順序，範例請上本系網站查詢（http://www.phed.fju.edu.tw ）。 

六、未能符合本刊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 

七、凡投稿者均贈送本刊乙本(來稿經發表者，另加贈本刊乙本)。 

八、稿件著作權歸屬本刊，本刊亦有刪改權，除獲本刊同意，不得重刊於其它

mailto:並請先E-mail電子檔至G08@mail.fju.edu.tw
mailto:並請先E-mail電子檔至G08@mail.fju.edu.tw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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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之稿件，凡曾於其它刊物發表或抄襲之稿件，

一概拒絕刊登，一切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九、每篇行政業務費新台幣貳仟元整（郵政匯票，抬頭註明: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編審委員會），請連同稿件附上郵政匯票，以掛號寄送，否則恕不受理（地

址：242 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體育學刊」編審委員

會 收；電話：02-2905-3282；E-mail：G08@mail.fju.edu.tw）。如須退稿，

請附回郵信封，否則恕不退稿。 

十、投稿本刊論文格式如下： 

(一)原創性論文： 

1.自然科學類論文分節格式如下: 

壹、緒論（前言／問題背景：含相關理論及研究、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貳、方法（含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 

參、結果（含各項研究結果的統計表及其解釋） 

肆、討論（各項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做出結論及建議） 

參考文獻（排列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外文） 

2.人文科學類論文分節格式如下： 

壹、緒論（含背景、目的、方法） 

貳、本文及注釋（分數節分述，如分為三節為：貳、參、肆） 

參、結論（序號依順序排列，如本文分三節，則結論序號為伍） 

參考文獻（排列順序為：中文、英文、其它外文） 

   (二)觀點性論述論文分節格式如下： 

壹、前言 

貳、分段描述 

、 
、    

結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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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第十一期論文 

審查委員名單 

 
本期論文審查委員名單如下，對委員們的熱心協助，特此銘謝。 

 

呂芳陽、林清山、林琮智、施致平、張宏亮、張榮三、陳太正、

陳鴻雁、曾慶裕、程紹同、黃任閔、楊志顯、楊漢琛、劉麗雲、

蔡明志、鄭志富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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