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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本系自民國五十八年創立以來，即致力於國內體育人才的培育，及體育學術

的提昇。民國九十年發行「輔仁大學體育學刊」，是我們追求卓越與成長，並記錄

輔仁的思維與全人教育理念的園地。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為本系最重要的學術刊物，提供大學體育同好交換知

識的平台，透過各界的支持與賜教，本刊的品質不斷精進，藉此一併致謝。 

 

未來，本刊將朝向更精緻的方向前進，期望本系全體師生繼續努力；另一方

面，必須更加嚴謹的篩選稿件，透過更嚴謹的論文篩選，增進本刊論文之品質。 

 

最後，再次感謝各界同好對我們的愛護與鼓勵，讓我們能持續為體育學術專

業知識的累積，盡一份心力。 

 

    

                                             體育學系系主任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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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一年出刊一期，至今已出刊第 12 期，多年來承襲先前

「輔大體苑」刊物的文藝基礎，更邁向體育專業的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之研究與

探討，其內容以原創性與觀點論述性論文為主，期能提供體育界學者、專家、教

練及相關研究人員們的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也期許藉由本學刊的發行能提昇體

育相關領域的學術水準。 

12 年來，在師生與業辦人員的通力合作，以及審稿委員們的專業審查與提供

寶貴的參考意見，使本刊獲得體育界高度的評價，更獲得國科會評定為第 2 級的

學術刊物。在前人辛勤的開創與經驗傳承的基礎下，以邁向國科會第 1 級的學術

刊物為近程目標，更以朝向二岸三地及國際認同的學術刊物努力以赴。 

今年投稿相當踴躍，審查工作也進行的非常順利，本期投稿的稿件共有 19

篇，經審查核定通過 15 篇，通過率為 79%。通過的論文均為一時之選，可提供

論文撰寫、體育教學及運動訓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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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賜教，系所秘書的鼎力協助，以及研究生們的細心校對。 

在此特銘謝意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主編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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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之研究 

 
蘇懋坤 

長庚大學 

 

摘要 

本研究以國內二家有線電視台於 2010 年轉播南非世足賽為研究範圍，以直

播時段中場休息時間為研究對象，利用內容分析法、描述性統計、百分比及卡

方檢定以瞭解電視廣告之產品類別、分析最大電視廣告主、最多廣告量及探討

電視廣告中伏擊行銷的情形。 

研究中發現，南非世足賽期間，電視直播中場總廣告量為 41,884 秒，分別

為年代 30699 秒、MUCH TV 11185 秒。在廣告分類方面，以藥品類最多，廣告

總秒數為 9910 秒，佔總廣告量之 23.66%，其次為妝品美容及飲料；在廣告主

方面 (χ2=460.18, p<.01) ，以五洲製藥為最（6670 秒，15.93%），其次為日立、

葛蘭素史克、年代電視及台灣大哥大。在電視廣告量排名中，以五洲製藥理念

篇為最（3780 秒，9.03%），其次為年代世足獎百萬、牙週適牙膏。在伏擊行銷

中 (χ2=25.02, p<.01) ，非官方贊助商(2,285 秒，5.46%)與官方贊助商（680 秒，

0.2%）在不同的電視台廣告量有顯著差異；非官方贊助商 (χ2=418.11, p<.01)

計有 12 種廣告（2,285 秒，5.46%），其中以蕊娜先發制汗 15”為最（510 秒，

1.22%）。 

 

關鍵詞：內容分析、伏擊行銷、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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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與動機 

運動行銷手法行之有年， 成功的案例可以回溯到 1984 年的洛杉磯奧運，

有鑑於之前幾屆奧運會慘賠的狀況，於是透過門票販售、電視轉播、企業贊助

及廣告…等方式將歷屆奧運財務不佳的狀況轉虧為盈，之後的奧運會已成為各

國爭相舉辦的盛況。因此，奧運會成功行銷的模式也廣泛的被應用在其他大型

運動賽會中，運動賽事透過傳播科技，讓位於世界上各個角落的觀眾、聽眾或

讀者可以零時差的知道比賽的狀況，可見媒體在運動賽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推

手，透過各種傳播方式，讓運動相關資訊可以遠距離轉播，更是扮演運動全球

化的重要推手。 

吳崇旗、周靈山（2002）運動傳播的全球化現在已經成型，並深深地影響

人們的生活。每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堪稱是全球 受歡迎、 多轉播和

大的足球賽事。以 2006 年德國世足賽為例，透過了電視轉播到 214 個國家，吸

引了 26.29 億人次的觀眾收視 (Pawel. W., 2011) 。足球在台灣雖然不是熱門的

運動，但是藉由媒體的宣傳，也讓本地球迷在電視機前近距離的觀賞比賽的現

場轉播，感染整個比賽的氣氛。Mullin, Hardy and Sutton (2000 / 2003) 也提到運

動與電視是共棲關係，電視機前的球迷對廣告業者來說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也

讓業者願意付出大筆金錢來購買廣告。因此，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運動賽會、

傳播科技與商業利益彼此之間因互蒙其利而緊密結合成為三贏的複合體（吳崇

旗，2005），球迷或觀眾儼然是 大的受益者。顯然，電視媒體的高曝光率，正

吸引各大知名企業將產品推向消費者手中的 佳助手。然而，企業為何願意贊

助運動賽會，除了可以增加在媒體上的高曝光率，並可直接在賽會上銷售商品，

可與消費者建立良好關係，並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知名度及改善其形象（蘇懋坤，

2011）。而在國際大型賽事中，預算或資源有限的廠商因為付不出高額的贊助

金，且也希望透過賽事爭取曝光的機會，伏擊行銷的手法也因應而生（蘇麗婷，

2005）。因此，本研究以國內轉播南非世足賽中場休息時間之電視廣告為研究對

象，透過廣告的內容分析來瞭解廣告之產品類別、分析 大廣告主、 多廣告

量及探討電視廣告中伏擊行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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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之內容分析，研究目的如

下： 

（一）瞭解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之產品類別 

（二）分析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之 大廣告主 

（三）分析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 多量之電視廣告 

（四）探究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伏擊行銷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2010 年南非世足賽於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期間共 31 天為本研究之範圍。 

二、研究對象 

2010 年南非世足賽由國內年代電視取得轉播權，並於年代綜合台與 MUCH 

TV 台轉播 64 場賽事，為本研究之對象。 

三、研究樣本 

2010 年南非世足賽期間每場直播比賽之中場休息 15 分鐘時間出現於國內

二家有線電視台之廣告為研究樣本，共計 2193 則廣告。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為主要之研究工具，為便於研究者確實分類與分析

廣告之內容，採自行編定廣告分類統計表以利結果分析，對於賽會期間出現於

國內二家有線電視台共 2193 則廣告進行內容分析。 

五、信效度之檢驗 

信度：本研究以三位研究人員進行評分者信度檢驗，經考驗後信度為.92，

顯示本研究工具舉有良好之信度。效度：本研究之效度檢驗採專家效度，由研

究者彙整相關文獻及配合實際研究需求編訂而成，並延聘國內相關領域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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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審定研究工具之適切性。 

六、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處理方式採描述性統計及百分比分析法，用以分析電視廣告之

產品類別、 大電視廣告主、 多量廣告，此外利用卡方檢定分析二家有線電

視台與各廣告間之差異情形，並利用事後比較 (post hoc comparison) 瞭解官方

與非官方贊助商之電視廣告中伏擊行銷的情形。 

參、結果 

一、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產品類別分析 

由表 1 得知 2010 年南非世足賽過內二家有線電視台之總廣告量為 2193 則

廣告，總廣告秒數為 41884 秒 (100%) ，分別為年代綜合台 30699 秒 (73%) 、

MUCH TV 11185 秒 (27%) 。 

表 1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分類統計表 
商品類別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則數 廣告秒數 廣告量(%) 

藥品 7200 (72%) 2710 (28%) 448 9910 (100%) 23.66 

妝品美容 3765 (72%) 1445 (28%) 309 5210 (100%) 12.44 

飲料 2940 (65%) 1575 (35%) 242 4515 (100%) 10.78 

食品 2670 (66%) 1355 (34%) 248 4025 (100%) 9.61 

汽機車 3180 (90%) 765 (10%) 166 3945 (100%) 9.42 

家電冷氣 2890 (75%) 945 (25%) 218 3835 (100%) 9.16 

電影娛樂 2655 (90%) 270 (10%) 150 2925 (100%) 6.98 

通訊 1630 (73%) 575 (27%) 106 2205 (100%) 5.26 

日常用品 1180 (67%) 580 (37%) 100 1760 (100%) 4.20 

保險金融 1015 (62%) 610 (38%) 77 1625 (100%) 3.88 

線上遊戲 995 (93%) 195 (7%) 88 1190 (100%) 2.84 

其他 579 (78%) 160 (22%) 41 739 (100%) 1.76 

小計 30699 (73%) 11185 (27%) 2193 41884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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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廣告方面，以藥品類 多，總廣告秒數為 9910 秒，佔總廣告量之

23.66%，其次為妝品美容類（5210 秒，12.44%）、飲料類（4515 秒，10.78%）、

食品類（4025 秒，9.61%）、汽機車類（3945 秒，9.42%）及家電冷氣類（3835

秒，9.16%）；廣告量 少之產品類分別為通訊類（3945 秒，9.42%）、日常用品

類（1760 秒，4.20%）、保險金融類（1625 秒，3.88%）、線上遊戲類（1190 秒，

2.84%）及其他類 （739 秒，2.84%）。此外，前五類之廣告佔總廣告量達 31440

秒，佔總廣告量之 75.07%，而施致平（2001）之研究指出其前五類之電視廣告

總量則高達 90.54%，其中飲料類居冠（70840 秒，39.00%）、藥品類次之（30300

秒，16.68%），與本研究之廣告量有差異存在，探究其原因可能為研究對象之

競賽型態不一樣，一為綜合型運動比賽，另一則為單一項目運動比賽。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精彩的賽事透過電視零時差的直播，吸引全世

界各地的球迷都能在同一時間觀看比賽，當然各企業主也無所不用其極想要藉

助世足賽的魅力，透過媒體將其產品推銷給電視機前的觀眾。然而，藉由分析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分類發現，運動類之相關產品僅愛迪達出現於

廣告中，且其廣告量只有 14 則、共 100 秒出現，其他如 Nike 則未出現，此與

施致平（2001）之研究雷同。反倒是藥品類、妝品美容類、飲料類、食品類及

汽機車類佔了廣告多數，佔總廣告量之 65.91%。 

二、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主要廣告主分析 

電視廣告的播出的源自於各廣告主，主要是透過廣告來推銷產品、傳達該

廣告主所欲傳達的意念，如公司理念、企業形象。而施致平（2001）也指出洞

悉廣告主及其廣告屬性是爭取廣告來源的依循，亦是運動組織取得贊助的來

源。因此，有必要針對各廣告之廣告主來探討。由表 2 發現，南非世足賽國內

電視廣告於 大廣告主方面，以五洲製藥（6670 秒，15.93%）為 ，其次分別

為日立（2890 秒，6.90%）、葛蘭素史克（2710 秒，6.47%）、年代電視（1895

秒，4.53%）、台灣大哥大（1230 秒，2.94%）及統一企業（925 秒，2.21%），

其廣告量高達 16320 秒，佔總廣告量 38.98%。二家有線台電視台與廣告主達顯

著差異 (χ2=460.18 , p<.01) ，顯示各廣告主在二家電視台間廣告之總量有達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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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 大廣告主統計表 

廣告主名稱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秒數 廣告量(%) χ2 

五洲製藥 5285 1385 6670 15.93 460.18** 

日立 2160 730 2890 6.90  

葛蘭素史克 1975 735 2710 6.47  

年代電視 1645 250 1895 4.53  

台灣大哥大 795 435 1230 2.94  

統一企業 520 405 925 2.21  

小計 12380 3940 16320 38.98  

**p<.01 

而研究亦發現藥品類、妝品美容類、飲料類、食品類與汽機車類為南非世

足賽國內電視廣告量之前五名，佔總廣告量達 75.07%（如表 1 所示）。2010 年

南非世足賽國內電視廣告各類廣告主如表 3 至表 5 所示。 

在藥品類的廣告方面（如表 3），五洲製藥為此類之 （5725 秒），在此次

比賽期間共播出了 4 支的廣告，分別為理念篇、行銷篇、斯斯保肝藥、益可膚

軟膏，透過廣告的播出，不僅傳達了該企業的經營理念，也間接行銷該公司的

產品，達到廣告曝光效果。以張家銘（2005）的研究指出：中華職棒消費者對

贊助商之個別識別率以五洲製藥為 高達到 96.5%。顯示該企業因長期贊助中

華職棒兄弟象隊，對國內相關運動支持和關注，相形之下消費者較能留下深刻

印象。因此，該公司長期支持運動，也趁機在世足賽行銷該公司產品及理念。

其次為葛蘭素史克推出的普拿疼廣告（910 秒），強調服用該公司產品可以減緩

身體不適的症狀。而藥品類總共有 23 支廣告，其他類則包含了 13 支廣告，顯

示多家藥廠也想透過比賽推銷產品，但播出次數及秒數都不多，較無法讓觀眾

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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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藥品類統計表 

廣告主名稱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秒數 廣告量(%) 

五洲製藥 4550 1175 5725 57.77 

葛蘭素史克 635 275 910  9.18 

旺霖生科 550 260 810  8.17 

訊聯科技 180 320 500  5.05 

尼古清 300  60 360  3.63 

其他 985 620 1605 16.20 

小計 7200 2710 9910 38.98 

 

在妝品美容類的廣告方面（如表 4），以葛蘭素史克之廣告量 多（1800

秒），該公司推出牙週適牙膏及寶麗淨假牙黏著劑之廣告以牙齒清潔及口腔衛生

來強化該公司產品的形象，透過世足賽的播出讓觀眾記憶深刻。其次為蕊娜先

發制汗（900 秒），該產品則透過廣告播出讓觀眾把運動流汗和該產品結合在一

起，傳達若觀眾使用該產品則可以抑制流汗發生的意象。 

表 4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妝品美容類統計表 

廣告主名稱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秒數 廣告量 (%) 

葛蘭素史克 1340 460 1800 34.55 

蕊娜 540 360 900 17.27 

寶僑 525 275 800 15.36 

萊雅 655 135 790 15.16 

聯合麗華 250  50 300  5.76 

碧兒泉 180  80 260  4.99 

其他 275  85 360  6.91 

小計 3765 1445 5210 100 

 

在飲料類的廣告方面（如表 5），以遠東集團所代理之麥氏啤酒為 （1350

秒），該集團除跨行金融、百貨、觀光等十大事業體，於 2009 年並由旗下公司

代理麥氏啤酒，跨行啤酒事業。相較其他本土飲料公司，該公司推出的廣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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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勝一籌，顯示出該公司藉由世足賽，透過廣告播出來行銷該啤酒品牌。而飲

料類總計有 24 支廣告播出，其他類則佔了 8 支廣告，顯示飲料類雖為低價產品，

但運動比賽與飲料間又有緊密關係存在，如維他露旗下產品舒跑飲料就亦讓消

費者與運動完喝的飲料連結在一起，而海尼根啤酒則和觀賞足球賽劃上等號。 

表 5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飲料類統計分析表 

廣告主名稱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秒數 廣告量 (%) 

麥氏啤酒 1160 190 1350 29.90 

三多利 450 150 600 13.29 

可口可樂 185 385 570 12.62 

統一集團  75 300 375  8.31 

維他露 235 110 345  7.64 

全家便利店 260  20 280  6.20 

海尼根臺灣 120  60 180  3.99 

黑松企業 135  30 165  3.65 

其他 320 330 650 14.40 

小計 2725 1790 4515 100 

 

三、南非世足賽 多量電視廣告之分析 

從表 6 發現 2010 南非世足賽 多量廣告分別為五洲製藥理念篇（3780 秒，

9.03%）、年代世足獎百萬（1875 秒，4.48%）、牙週適牙膏（1530 秒，3.65%）、

日立變頻冷氣（1450 秒，3.46%）、斯斯保肝膠囊（1110 秒，2.65%）、日立冷

氣 EER 值（1100 秒，2.63%）及麥氏啤酒（1020 秒，2.44%）。研究結果也發

現二家有線台電視台與 多量廣告間也達顯著差異 (χ2=232.78 , p<.01) ，顯示

各 多量廣告在電視台間之總量有顯著差異。 

從研究中也發現，五洲製藥理念篇之廣告僅在一場比賽中未出現，其出現

的形式為中場休息時即第一個播出的廣告，且時間長達 60 秒，是唯一一個播出

時間 久的廣告，對該公司來說砸下重金買下黃金時段對宣揚其經營理念、公

司形象具有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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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0 南非世足賽 多量電視廣告統計表 

廣告名稱+秒數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秒數 廣告量(%) χ2 

五洲製藥理念篇 60” 3000 780 3780 9.03 232.78**

年代世足獎百萬 25” 1625 250 1875 4.48  

牙週適牙膏 30” 1050 480 1530 3.65  

日立變頻冷氣 25” 1100 350 1450 3.46  

斯斯保肝膠囊 15” 885 225 1110 2.65  

日立冷氣 EER 值 20” 820 280 1100 2.63  

麥氏啤酒 15” 690 330 1020 2.44  

小計 9170 2695 11865 28.34  

**p<.01 
 

四、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之伏擊行銷 

Aaron (2008) 談論到伏擊行銷的手法，其中一項就是「廣告伏擊」 

(Advertising ambush) ，意指在賽事活動期間購買廣告，然其本身卻為非官方贊

助商。本研究之伏擊行銷乃以電視廣告中出現與 2010 世足賽相關之文字、圖像

或影像皆歸納在其中。表 7 為官方與非官方贊助商在廣告中有出現與 2010 世足

賽相關畫面之廠商，而官方贊助商有可口可樂、現代汽車、VISA、SONY、愛

迪達、馬牌輪胎與麥當勞，其中以愛迪達及馬牌輪胎在廣告中有出現該廠商為

2010 南非世足賽官方贊助商，而麥當勞則是購買其任一套餐則贈送世足紀念

杯；非官方贊助商則有五洲製藥、AIRWAVES 口香糖、味味食品、VEA47“電

視、海尼根啤酒、NISSAN、三陽機車、運動彩券、蕊娜及國泰人壽，而非官

方贊助商企圖以各種方式讓消費者誤認為是世足官方贊助商，如海尼根啤酒雖

然在廣告內沒有出現 2010 世足賽相關文字、圖片，但是廣告中卻以足球隊型入

座酒吧方式，企圖告訴消費者觀看世足賽跟飲用海尼根啤酒可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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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官方與方官方贊助商一覽表 

贊助類別 官方贊助方 非官方贊助商 

廠商名稱 

可口可樂 1、現代汽車 1、VISA1、

SONY1、愛迪達 1、馬牌輪胎 2、

麥當勞 2 

五洲製藥、AIRWAVES 口香糖、味味食

品、VEA47“電視、海尼根啤酒、NISSAN、

三陽機車、運動彩券、蕊娜、國泰人壽 

1.FIFA Partners 
2.FIFA World Cup Sponsors 
 

從表 8 得知研究結果顯示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官方與非官方贊助商，

在不同電視台間之廣告量有差異 (χ2=25.02 **p<.01) ，經百分比同質性事後比

較則發現有顯著差異存在 (Ψ＝-.318±.036) ，顯示非官方廣告商運用伏擊行銷

的手法達到宣傳及曝光的目的。 

而 12 家非官方贊助商無所不用其極，企圖以伏擊行銷方式透過比賽期間廣

告的播出，讓消費者誤以為是官方贊助商，藉以搭上世足賽的熱潮，探究非官

方贊助商的廣告內容都在 30 秒之內，其中 6 家又以 5 秒鐘、共 156 則廣告方式，

企圖以較低成本且密集的方式，如同以「快閃」的方式來達到廣告播出的效果，

讓消費者留下印象。 

表 8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官方與非官方贊助商統計表 

贊助類別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則數  廣告秒數   廣告量(%) χ2 

官方贊助商 540 140 63 680 1.62 25.02 ** 

非官方贊助商 1590 695 235 2285 5.46  

小計 2130 835 298 2965 7.08  

**p<.01 

 

表 9 為非官方贊助商在世足賽期間在二家電視台廣告播出則數及秒數的統

計，共有 12 個廣告、298 次播出、總秒數達 2965 秒，都是以伏擊行銷手法來

達到宣傳目的。黃煜（2008）在談論媒體的類型與特性時也指出：除了購買電

視節目廣告之外，贊助電視節目也可以進行廣告。而本研究中之非官方贊助商

五洲製藥 5”及國泰人壽 5”在其廣告中就是以贊助世足賽轉播名義來進行廣

告，也會讓消費者也誤以為是官方贊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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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0 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非官方贊助商統計表 

廣告名稱+秒數 年代綜合 MUCH TV 廣告則數 廣告秒數 廣告量（%）

蕊娜先發制汗 15” 360 150 34 510 1.22 

運動彩券瘋世足 20” 320  20 17 340 0.81 

Airwaves 口香糖 20” 80 220 15 300 0.72 

蕊娜先發制汗 5” 130  60 38 190 0.45 

海尼根啤酒 30” 120  60  6 180 0.43 

Airwaves 口香糖 5” 140  30 34 170 0.41 

碧兒泉 5” 145  15 32 160 0.38 

VEA47"電視 5”  90  40 26 130 0.31 

SYM RX11025”  75  25  4 100 0.24 

NISSAN TIDA25”  50  25  3  75 0.18 

五洲製藥 5”  50  20 14  70 0.17 

國泰人壽 5”  30  30 12  60 0.14 

小計 1590 695 235 2285 5.46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以 2010 年南非世足賽國內二家有線電視台直播賽

事之中場休息時間播出之廣告為研究對象，進行相關統計分析，所得之具體結

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在產品廣告方面，以藥品類 多，佔總廣告量之 23.66%，其次分別為妝品

美容類  (12.44%) 、飲料類  (10.78%) 、食品類  (9.61%) 及汽機車類

(9.42%) ，而前五名之廣告量達 65.91%。 

二、在廣告主方面，以五洲製藥為 多，佔總廣告量 15.93%，其次為日立

(6.90%) 、葛蘭素史克  (6.47%) 、年代電視  (4.53%) 及臺灣大哥大 

(2.94%) ，佔總廣告量 36.77%。 

三、在電視廣告量排名中，以五洲製藥理念篇為 多，佔 9.03%，其次為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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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足獎百萬 (4.48%)、牙週適牙膏 (3.65)、日立變頻冷氣 (3.46%) 及斯斯

保肝膠囊 (2.65%) ，佔總廣告量 23.27%。 

四、在伏擊行銷中，非官方贊助商之廣告佔總廣告量 5.46%與官方贊助商僅佔

0.2% ， 且 兩 者 在 不 同 的 電 視 台 間 之 廣 告 量 有 顯 著 差 異  (χ2=25.02 , 

p<.01) ；非官方贊助商計有 12 種廣告，其中以蕊娜先發制汗 15”為 多，

佔總廣告量 1.22%。 

五、12 家非官方贊助商企圖以伏擊行銷方式，透過比賽期間廣告的播出讓消費

者誤以為是官方贊助商，且廣告內容都在 30 秒之內，其中 6 家又以 5 秒鐘、

共 156 則廣告方式，如同以「快閃」方式來達到廣告播出的效果。 

六、運動性產品僅 adidas 出現於本次世足賽當中，其競爭對手 Nike 或其他品牌

並未出現廣告播出，相較於 2008 北京奧運李寧牌無所不用其極的行銷手

法，可能台灣市場規模較小，較不受國際之名品牌青睞。 

七、本研究之伏擊行銷係針對廣告之影像、文字或意象有涉及跟世足賽有關的

內容相較於世足賽的官方贊助商，皆歸納為所謂的非官方贊助商，而廣告

主本身是否真有意圖透過伏擊行銷的手法來達到宣傳的目的，則研究之本

身無得知。 

八、本研究僅以廣告的內容分析來探討伏擊行銷的產生，未來研究可站在消費

者立場針對伏擊行銷與運動贊助廣告之間的效果來做進一步深入探討，如

哪些廣告可以讓在消費者觀看後可以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引起購買動機，

可做為未來研究的方向。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14 頁(2013.5)                        2010 年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之研究 

 

  13 

參考文獻 

吳崇旗（2005）。解讀電視廣告中運動符號所呈現的訊息意涵。國立體育學院

論叢，15(2)，43-55。 

吳崇旗、周靈山（2002）。淺析全球化潮流中運動傳播媒體的發展。大專體育，

60，104-110。 

施致平（2001）。2000 年雪梨奧運電視廣告之內容分析。體育學報，31，293-304。 

張家銘（2005）。中華職棒消費者對球隊贊助商辨識率影響因素之研究—以 2005

年兄弟象隊贊助商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素青、程紹同（2010）。伏擊行銷在北京奧運之應用-以中國李寧品牌為例。

中華體育季刊，24(1)，120-129。 

黃煜（2008）。運動行銷學。臺北市：華都文化。 

蘇懋坤（2011）。伏擊行銷發展分析之探討 - 以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爲例。輔仁

大學體育學刊，10，366-381。 

蘇麗婷(2005)。伏擊行銷與運動贊助之廣告效果研究—以雅典奧運期間臺灣的

電視媒體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Aaron C.T. (2008). Introduction to Sport Marketing. Oxford: Elsevier. 

Mernard J. Mullin, Stephen Hardy, Willian A. Sutton (2003). 運動行銷學（程紹

同、江澤群、黃煜、彭小惠、呂佳霙）。臺北市：藝軒（原著於2000年出

版）。 

Pawel W. (2011). FIFA World Cup Brand Elements and Lacal Inspirations. Sport 

Marketing Quarterly. 20, 174-184.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14 頁(2013.5)                       2010 年南非世足賽電視廣告之研究 

 

 

14 

The Analysis of TV Commercials on 2010 South 
Africa Soccer World Cup 

 
Mao-Kun Su 

Che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ve TV commercials of 2010 South Africa soccer world cup at the 

half-time interval televised by the two cable TV station, ERA TV and MUCH TV, 

were collected as the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Content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rcentages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categories, the biggest 

advertiser, the maximum amount of advertising and the ambush market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total time of TV commercials was 41,884 seconds, with 

30,699 seconds in ERA TV and 11,185 seconds in MUCH TV. In the products’ 

categories, the medicine took up 9,910 seconds, amounting to 23.66% of total 

commercial time, was the biggest one. It was then followed by ccosmetics-beauty 

and beverage. With regard to the advertisers (χ2=460.18, p<.01), the U.C. Pharma 

was the top one (6,670s, 15.93%). The others were Taiwan Hitachi, ERA TV, Taiwan 

Mobile and GSK Taiwan. The amount of TV commercial Ranking, the U.C. Pharma 

- Business Philosophy was the top one (3,780s, 9.03%). It was the followed by ERA 

TV – FIFA Prize and GSK Taiwan – Parodantax toothpaste. Among the ambush 

marketing (χ2=25.02, p<.01), in different TV channe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TV commercial between non-official sponsors and 

official sponsors. Non-official sponsors had 12 commercials, Rexona 15s was the 

top one (510s, 1.22%). 

 

Keywords: TV commercial, content Analysis, spo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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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籃球聯賽攻守項目之相關性探討—以 100
學年度大專甲一級女子籃球聯賽為例 

 

陳明宏 1 林彥均 2 陳建廷 3 
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2 長庚科技大學 
3 中原大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經由文獻探討並透過實際比賽的攻守記錄，瞭解並比較大專盃

女子組籃球甲一級聯賽十二所學校在各個攻守記錄項目上的差異情形，並討論

攻守記錄中各個項目彼此的相關性，以提供各大專校院之球隊日後訓練及比賽

時的參考依據。本研究結果透過大專盃女子組籃球甲一級聯賽的十二所學校的

攻守記錄，使用 R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主要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以

敘述性統計的方式，探討各個學校在攻守記錄上的數據，描述該校比賽內容之

情形，第二部份是透過相關性檢定，探討各個學校在攻守記錄上各個項目的相

關性。結論經由本研究，藉以瞭解攻守記錄上的各項目對於各校間的優劣勢，

並探討各項目彼此的相互關係及對各校之間的影響。 

 

關鍵詞：攻守記錄、技術分析、相關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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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決定籃球比賽勝負的因素除了考慮到選手先天的身體素質外，還考慮到了

球員的體能、技能、心理素質，而其中技能的部份，國內外不少專家、學者以

及教練都曾提出相關的見解，如王永信（1976）、趙秉正（1978）、戴天賞（1983）、

Pim (1994)、Marcus (1991)、Krause and Meyer (1999) 等，皆提出籃球技能應包

含運球、傳接球、投籃、抄截、爭搶籃板球等動作，也顯示出基本動作的養成

對於籃球比賽的勝敗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有些學者開始針對這些技能加

以研究探討，其中攻守記錄就成為了他們參考研究的數據，相關文獻如葉正

（1995）在研究中提出足以影響比賽勝負的攻守數據變項，包含有三分球命中

率、兩分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阻攻、助攻、失

誤、抄截、犯規、得分等十一個變項，並可依此作為賽後參考的依據；蔡葉榮

（2001）針對女子籃球運動員的體型去探討得分、籃板、失誤、助攻、抄截、

阻攻、失誤、犯規之間的關係；王景南（1992）利用了不對稱樣本的模糊回歸

分析驗證了有效提升罰球命中率，將有效使得雙方比數差距拉大；許樹淵（1995）

藉由亞運會女子籃球賽成績結果進行統計分析，運用了相關係數、迴歸方程式

及相關矩陣得知，預賽前三名的隊伍呈現得分高失分少的負相關性；桑茂森、

鄭景峰、林正常（2005）分析研究了 2000 年籃球新規則實施前後，對於社會男

子甲組籃球隊的影響，針對攻守記錄的資料以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也顯示出

籃球規則的修訂，能夠增加各隊的進攻次數並加快比賽的節奏；鄭智仁（2006）

即針對了 HBL 女子組之參賽隊伍的攻守記錄為參考資料，進行多元迴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LSD 事後檢定等統計分析，找出了影響比賽勝負的相關項

目。因此，經由每場比賽記錄下來的攻守數據，能夠針對不同的取向，藉由不

同的統計方法，找出相互影響的攻守項目，用以提供教練及選手日後的訓練參

考依據及賽前戰術的擬訂。 

本研究探討在參賽的各所學校其攻守項目間彼此的相關性，相關文獻如王

景南、王世樁（2001）以相關性分析籃球比賽中的攻防技術，得到了三分球得

分、兩分球得分、助攻次數皆與得分呈現正相關性，而在防守籃板球數、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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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阻攻次數的部份則是與得分呈現負相關的結果；江孟珍、李雲光（2002）

對 2001 年東亞運籃球比賽攻守記錄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進攻籃板球次數與得分

有著顯著的相關性；逢海東（1988）對於第三屆世界盃青年男子籃球錦標賽各

國代表隊攻守變項的研究中也提到，得分與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及

犯規達到顯著性相關。因此，為瞭解並比較大專盃女子組籃球甲一級聯賽十二

所學校，將針對各所學校進行所有賽事的攻守記錄，對其進行敘述性統計及相

關性檢定分析，用以瞭解各校在各個技術項目上的關聯性，提供教練及球員作

為評估的參考。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資料的取得方式是透過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與 SSU 大專學

生運動官方網站，所提供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攻守統計

表的官方資料。100 學年度大專盃女子組籃球甲一級聯賽的隊伍，包括文化大

學、清華大學、北市教大、佛光大學、臺灣師大、東南科大、輔仁大學、臺北

大學、臺北體院、臺灣體院、世新大學、實踐大學等十二所學校進行包含預賽

與複賽共計 120 場的交互對戰，並依其攻守記錄作為參考依據。  

根據攻守記錄其各技術項目量化的結果，將其整理後輸入電腦，利用陳景

祥（2010）R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成兩部份作探討；第一部分分別針對

各校的各個項目作敘述統計，探討在單場數據的平均，各校在各個技術項目上

的差異性；第二部份是探討攻守記錄中各項目之間的關聯性，採用的方法為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法，該方法可以判別兩者之間的線性相關程度，以相關係

數(r)作為兩者關係是否密切的指標，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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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介於-1 至 1 之間，正負符號表示其相關方向，意即負相關表示線性

相關的斜率為負，正相關表示線性相關的斜率為正，根據 r 的數值，我們可對

其相關程度大致作判別，再經由相關性檢定後所得之 p<0.05，進而判別攻守記

錄上的各個項目相關程度是否達到顯著。如表一所示： 

表 1 相關係數與相關程度判別表 

相關係數(r) 相關程度 

0.8 以上 極高 

0.6-0.8 高 

0.4-0.6 普通 

0.2-0.4 低 

      0.2 以下               極低 

*p＜.05 

參、 研究結果 

一、各校各項攻守記錄之分析 

表 1 為各所學校在結束所有賽事之後，所整理出包含兩分球、三分球和罰

球的命中率，以及得分、防守籃板球、進攻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

和犯規等十一個項目的單場平均數據以及其勝敗場數。十二所學校分成 A、B

兩組，各自進行單循環比賽，每組各取前五名晉級前十強的單循環複賽且保留

同組之預賽成績，取複賽前四強晉級參與第 1 至 4 名的單淘汰交叉名位決賽，

複賽第 5 名至第 10 名之學校則不再比賽，複賽成績列為決賽成績，而未晉級複

賽之兩所學校則進行第 11、12 名的排名賽。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5~26 頁(2013.5)                    大專籃球聯賽攻守項目之相關性探討— 

以 100 學年度大專甲一級女子籃球聯賽為例 

 

  19 

表2 各隊伍各項攻守紀錄（單場平均） 

項目

隊伍 

兩命

分中

球率 

三命

分中

球率

罰命 
球中 
  率 

得
分 

防籃

守板

  球

進籃

攻板

  球

助
攻 

抄
截 

阻
攻 

失
誤 

犯
規 

文化

大學 
.49 .35 .69 87.1 25.8 22.5 22.5 17.3 2.7 13.8 12.4 

清華

大學 
.37 .23 .59 51.4 23.4  7.6  5.6  8.3 1.1 17.2 10.3 

北市

教大 
.44 .29 .64 69.9 24.2 12.8 16.3  9.5 2.3 16.4 11.6 

佛光

大學 
.47 .26 .68 74.3 25.1 15.0 12.8 11.6 4.6 14.5 15.6 

臺灣

師大 
.55 .31 .68 89.8 28.1 15.3 16.4 15.3 3.6 11.0 10.7 

東南

科大 
.29 .18 .59 45.0 22.7 16.0  6.8  8.3 2.8 19.3 10.8 

輔仁

大學 
.36 .20 .66 52.5 20.7 13.3  5.0  9.7 2.7 17.2 16.5 

臺北

大學 
.35 .21 .68 52.7 22.7 13.8  7.5  8.5 2.3 16.8 15.4 

臺北

體院 
.42 .29 .67 73.7 27.8 18.2 13.5 10.6 2.3 15.9 13.3 

臺灣

體院 
.49 .27 .64 71.5 27.1 11.4 11.2  9.1 0.8 19.2 11.6 

世新

大學 
.41 .20 .57 56.6 21.8 13.0 10.7  8.6 3.3 23.3 13.4 

實踐

大學 
.37 .22 .67 45.9 19.9  7.4  8.0  9.0 1.5 24.2 13.9 

由表 2 可以得知，在十二所學校中，兩分球命中率以臺灣師大 高，文化

大學與臺灣體院並列第二；三分球命中率以文化大學 首，其次為臺灣師大，

北市教大與臺北體院並列第三；罰球命中率以文化大學排第一位，臺北大學、

臺灣師大與佛光大學並列第二位；平均得分排名前三所學校依序為臺灣師大、

文化大學、佛光大學；防守籃板排名前三所學校依序為臺灣師大、臺北體院、

臺灣體院；進攻籃板排名前三所學校依序為文化大學、臺北體院、東南科大；

平均助攻次數 高的學校為文化大學，臺灣師大位居第二位，北市教大排名第

三位；平均抄截次數 多的學校為文化大學，其次為臺灣師大，第三為佛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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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平均阻攻次數排名前三所的學校為佛光大學、臺灣師大、世新大學；平均

失誤次數 少的學校為臺灣師大，文化大學位居第二，佛光大學排名第三；平

均犯規次數 少的前三所學校則依序為清華大學、臺灣師大以及東南科大。 

二、各校攻守記錄中各項目之間的關聯性 

根據 Pearson 相關係數法分別對參賽的十二所學校進行分析，並透過相關

性檢定攻守記錄上的各個項目相關程度是否達到顯著。 

文 化 大 學 的 兩 分 球 命 中 率 與 得 分 、 助 攻 及 抄 截 其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69、.62、.62 呈現高度正相關，且其 p 值依序為.013、.030、.032，代表兩分

球命中率與此三個項目有著顯著關係。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則是與得分及助

攻有著高度正相關，其相關係數依序為.76、.70，而與失誤有著高度負相關，其

相關係數為-.62，而此三個項目的 p 值依序為.004、.012、.030 達顯著水準。此

外有達顯著水準的還有得分與助攻、失誤，相關係數分別為.93 與-.76，各自達

到極高度正相關以及高度負相關；助攻與失誤，其相關係數為-.62；抄截與阻

攻，其相關係數為.62。 

清華大學的兩分球命中率與三分球命中率、得分及防守籃板球其相關係數

分別為.73、.73、.71 呈現高度正相關，且其 p 值依序為.017、.016、.022，代表

兩分球命中率與此三個項目有著顯著關係。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則是與得分

及防守籃板球有著高度正相關，其相關係數依序為.77、.78，此兩個項目的 p

值依序為.009、.007 達顯著水準。此外有達顯著水準的還有罰球命中率與抄截、

犯規，相關係數分別為-.67 與.67；得分與防守籃板球，其相關係數為.66。 

北市教大的兩分球命中率與得分及助攻其相關係數分別為.79、.73 呈現高

度正相關，且其 p 值依序為.002、.007，代表兩分球命中率與此兩個項目有著顯

著關係。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則是與得分及助攻有著正相關，其相關係數依

序為.71、.58。得分的部份，則是與進攻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都有

著顯著的相關現象，其相關係數依序為.69、.91、.59、.68、-.76。防守籃板球

與進攻籃板球及抄截達到顯著高度正相關，其相關係數為.65 及.78。進攻籃板

球的部份，則是與助攻、抄截、阻攻及失誤都有著顯著的相關現象，其相關係

數依序為.66、.79、.73 及-.66。此外，在助攻與失誤、抄截與阻攻、阻攻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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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上也呈現顯著相關的現象，其相關係數分別為-.64、.72、-.58。 

佛光大學的兩分球命中率與得分、防守籃板球、助攻及失誤都達顯著相關，

其相關係數分別為.83、.62、.68 及-.61，其 p 值依序為.001、.031、.015 及.035。

在得分與失誤、助攻與抄截、抄截與阻攻的相關性檢定所得的 p 值依序

為.005、.017、.039，因此也達到顯著相關性，其相關係數依序為-.75、.67、.60。 

臺灣師大在兩分球命中率上，經由相關性檢定後可以發現，與得分及犯規

為.005 與.004，顯示出與此兩個項目有著顯著性相關，且其相關係數分別為.75

及-.77。在得分與犯規的為.043 達顯著水準，其相關係數為-.59 為負相關現象。

在進攻籃板球與抄截為.035 達顯著水準，其相關係數為.61 達高度正相關。 

東南科大在三分球命中率上與阻攻達顯著極高度正相關，其相關係數

為.93。在罰球命中率上與防守籃板球、犯規呈現顯著極高度負相關，其相關係

數分別為-.87 及-.84。在得分上與防守籃板球、助攻達顯著極高度正相關，其相

關係數為.82 及.95。在防守籃板球上與助攻、犯規呈現顯著及高度正相關，其

相關係數皆為.86。 

輔仁大學在抄截與三分球命中率及得分為.019 與.028，兩者皆達顯著相

關，且其相關係數依序為.88 與.86 達極高度正相關。 

臺北大學在兩分球命中率上，經由相關性檢定後可以發現，與防守籃板球

為.033，顯示出與此兩個項目有著顯著性相關，且其相關係數為.67，呈現高度

正相關。此外，得分在與防守籃板球、進攻籃板球為.001 及.027，其相關係數

依序為.86 及.69，分別達到極高度正相關及高度正相關。進攻籃板球與犯規也

達到顯著極高度正相關，其相關係數為.80。 

臺北體院在兩分球命中率上，與得分及助攻為.035 與.002，顯示出與此兩

個項目有著顯著性正相關，且其相關係數分別為.67 及.84。 

在三分球命中率與得分、罰球命中率與失誤上，也呈現顯著的相關，相關

係數分別為.71 及-.68 達到高度正相關及高度負相關。在得分上則與防守籃板

球、進攻籃板球、助攻皆達到顯著高度正相關，相關係數依序為.69、.67 及.76。

防守籃板球與進攻籃板球之間其為.005 也達顯著水準，其相關係數為.80 達極高

度正相關。 

臺灣體院在兩分球命中率與得分為.045 達顯著相關，且其相關係數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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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64 達高度正相關；進攻籃板球與得分為.043 達顯著相關，且其相關係數依序

為.65 達高度正相關。 

世新大學的兩分球命中率與得分遠小於 0.001，呈現顯著性相關，且其相關

係數為.90 達到極高度正相關。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則是與得分、進攻籃板球、

助攻、阻攻、犯規達顯著水準，其相關係數依序為.75、.70、.74、.64、.79，皆

呈現高度正相關。得分的部份，則是與進攻籃板球、助攻有著顯著的正相關現

象，其相關係數依序為.70 與.82。進攻籃板球的部份，則是與防守籃板球、助

攻有著顯著相關現象，其相關係數皆為.83，達極高度正相關的標準。 

實踐大學的兩分球命中率與三分球命中率、得分、防守籃板球及助攻四個

項目，其相關係數分別為.81、.86、.66、.75 呈現正相關性，且其 p 值依序

為.005、.001、.039、.013，代表兩分球命中率與此四個項目有著顯著關係。其

他同樣達到顯著相關性的項目有：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則是與得分、防守籃

板球及助攻有著正相關性，其相關係數依序為.71、.77、.81；罰球命中率與進

攻籃板球、阻攻的相關係數依序為.79 及.65 達到高度相關；得分與防守籃板球

及助攻的相關係數為.82 及.89 達極高度正相關，與失誤的相關係數為-.78 達到

高度負相關，與犯規的相關係數為.76 達高度正相關；防守籃板球與助攻、阻攻、

失誤及犯規的相關係數依序為.86、.70、-.75、.70；助攻與失誤的相關係數為-.69

達到高度負相關。 

肆、 結論 

經由敘述性統計及相關性檢定後，可以發現各間學校的整體差異性。文化

大學在十一項攻守項目中，除了在防守籃板球數、阻攻次數及犯規次數上的表

現較一般外，其餘項目皆達前三名的水準。此外，文化大學的兩分球命中率與

抄截、助攻兩個項目達到高度正相關，而在三分球命中率上也與助攻呈現高度

正相關，顯示出在抄截後的攻守轉換上將影響其兩分球的命中率，在處理球的

傳導上，也會影響文化大學在整體投籃的命中率。清華大學在節制犯規次數的

表現上是所有學校中 突出的，但在兩分球命中率、三分球及罰球的命中率不

理想以及助攻次數偏少的情況下，也造成得分偏低的情形，在相關性檢定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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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清華大學的兩分球命中率與三分球命中率皆和防守籃板球有著顯著關

係，代表著如能鞏固禁區，堅守防守籃板球，便能提高整體士氣及信心，增加

整體的命中率，相信必能使球隊的戰績更向上提升。北市教大在整體的表現都

達一定水準，如能在罰球線上的把握度再提高，並在爭搶籃板球上再多點企圖

心，尤其是在進攻籃板球的爭搶上，在連帶影響整個球隊在助攻、抄截、阻攻

及失誤等項目上的表現，如能加強其積極度，將會使球隊更具威脅性。佛光大

學在罰球線上的把握性極高，整體的命中率也維持穩定，但在犯規次數上稍嫌

過多，如能加強防守上的溝通及訓練，有效減少對手上罰球線上的次數，必能

有效壓制對手的得分，增加球隊的勝率。此外，佛光大學的抄截次數也優於其

他各校，相對的也連帶影響到助攻及阻攻的成效，如何保有此優勢也是日後訓

練的課題。臺灣師大除了在進攻籃板球上排名第四位之外，其餘所有攻守項目

接排名在第一、二位，在各個項目的穩定性皆優於其他各校，也使他們奪得本

次大專聯賽的冠軍。在進攻籃板球的拼搶上也會提升臺灣師大整體的士氣，連

帶影響抄截次數。東南科大在爭搶進攻籃板球的積極度是有目共睹的，在犯規

上的節制也表現不錯，但在投籃命中率上較不理想進而影響整體得分，除了投

籃命中率之外，根據相關性檢定也顯示出防守籃板球與助攻也將影響東南科大

的得分，再加上失誤過多的情況下，使得整體戰績不佳，因此如何提升投籃命

中率及減少不必要的失誤便是日後訓練的首要課題。輔仁大學的抄截次數與阻

攻次數表現優異，其中抄截與其得分也呈現顯著性相關，顯示在抄截後的攻守

轉換上輔仁大學皆能夠有效的拿下分數，但在鞏固防守籃板球的工作上還不夠

紮實，再加上過多的犯規及整體命中率的下滑，使得整體戰績不盡理想，如能

改善上述幾點，相信會使整個球隊更具競爭力。臺北大學在罰球線上的命中率

名列前茅，但在兩分球命中率與三分球命中率上較不佳，如能提升此兩項命中

率並減少犯規次數，將會有效提高球隊的得分以及減少失分，此外，臺北大學

能否有效鞏固籃板球也與其得分有著相當大的關聯，如能確實增加自己二次進

攻機會且遏止對手得分，如此一來便可使球隊整體的戰績在向上爬升。臺北體

院不論是在防守籃板球還是在進攻籃板球的表現上，都較其他學校要來的優

異，顯示他們對於鞏固籃板球有著強烈的企圖心，也連帶影響得分效率。在其

他各個項目也維持在中上的成績，如能在增加兩分球命中率及罰球線上的把握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5~26 頁(2013.5)                    大專籃球聯賽攻守項目之相關性探討— 

以 100 學年度大專甲一級女子籃球聯賽為例 

 

24 

度，減少隊手上罰球線上的機會，將有機會打入四強爭取更佳的名次。臺灣體

院在兩分球命中率及三分球命中率的成果優異，但在罰球線上的穩定性欠佳，

在失誤次數上也略嫌過多，如何增加抗壓性提升罰球命中率及有效減少失誤，

便是日後練習的重要課題。臺灣體院的得分則是與兩分球命中率及進攻籃板球

有著顯著的關聯。世新大學在罰球上所錯失的分數以及過多不必要的失誤，在

爭搶籃板球的部份也略低於其他學校，爭搶籃板球的失利也連到影響到助攻與

得分的效率，如果能修正上述項目，勢必能增加球隊整體的戰力，爭取更好的

名次。實踐大學在罰球線上的命中率與他校較具競爭力，且與進攻籃板球及阻

攻有著一定的關聯性，顯示在追分期間實踐大學在積極爭搶籃板球與火鍋封阻

對手的進攻時所帶起的士氣，將會連帶影響到他們追分的效率。因此，鞏固籃

板球的工作，並減少不必要的失誤及過多的犯規，將會影響到整體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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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tems in the 100-school-year A1-level 

Female University Basketball Games 

 
 Ming-Hung Chen1 Yen-Cheng Lin2 Chien-Ting Chen3 

1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wa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12 universities 

in the A1-level Female University Basketball Games in each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tem and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tem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actual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data in hopes of providing each 

university basketball team with a reference to future training and games. R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data of the 12 

universities in the A1-level Female University Basketball Games in this study. The 

analysis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as to investigate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data of each university and then describe the game of each 

university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second part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tems of each university through 

correlation tes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university in each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tem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tem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ach university. 

 

Keyword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data, technical analysis, correl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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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

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之研究 

 

洪慶懷 邱奕文 
輔仁大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與

選手滿意度之關係，並建構其因果模式。以立意取樣抽取 100 學年度 UFA 大專

足球運動聯賽進入複、決賽之男子參賽隊伍為研究對象，共獲得 427 份有效問

卷，統計分析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績差相關及 SEM 結構

方程模式。分析結果發現，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三者之

間呈顯著正相關；參數估計結果也顯示三者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建議未來教

練須加強對球隊願景的打造並適時的關心選手，積極創造球隊文化，以建立選

手對球隊的認同感，進而提升選手的滿意度來獲得更高的球隊效益。 

 

關鍵詞：驗證性因素分析、新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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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做為一位教練在目前激烈競爭的競技運動環境中，除了必須具備高度的專

業知識與科學化的訓練手段之外，其領導行為的優劣將攸關著運動團隊的整體

組織發展與成績表現（陳律盛，2011）。而國內有關教練領導行為之研究已行之

有年，其多利用 Chelladurai 的多元領導模式來探討，但隨著領導理論之革新與

演化，現行的教練領導理論實有改進之必要性（陳啟仲，2006）。新型領導研究

中的轉型領導乃是承襲了上述理論之基礎，更豐富了領導理論的內涵，並孕育

出新的觀點（林金福，2003）。轉型領導是由 Burns (1978) 所提出的，他認為

轉型領導是領導者與所屬成員透過彼此互動，進而提升彼此的道德與動機至較

高層次的歷程。吳國銑、陳廖霞（2009）提到，轉型領導的特色在於領導者會

注重提升組織成員的內在動機，並運用各種關懷與激勵之手段來促使團隊共同

打造願景，努力實現組織目標。一個卓越的運動團隊除了教練的優異領導之外，

選手的表現也相當重要。彭雅珍（1998）提到，運動團隊是為競技目標而設定

的組織，組織成員以選手為主體，其對團隊的付出與認同感及努力的態度將影

響競技成績的表現，因此涉及到組織承諾的概念。組織承諾的概念 早是由

Becker (1960) 所提出，其認為承諾是一種促使人類持續職業行為的機制 

(mechanism) ，爾後學者們紛紛對其進行探討，而承諾又可分為工作承諾、事

業承諾與組織承諾 (Wiener & Vardi, 1980) 。Meyer and Allen (1991) 更將組織

承諾分為情感性、持續性、規範性等三種構面，其意涵說明組織成員在心理情

感上認同組織，並基於成本與利益考量而願意留在組織中持續為組織效力的一

種忠誠度與價值觀。在漫長的訓練歲月中，教練與選手互動的時間與情況相當

多，選手是否滿意教練的各項訓練安排？對於球隊的各種規範是否滿意？抑或

對於教練個人的領導風格與行為是否贊同？此即牽涉到了選手滿意度的情形。 

現今，大專階段的運動選手乃是國家競技體育之主幹，在高度競爭下的體育環

境中，教練如何提升選手的內在動機，共創願景並型塑團隊文化、促進選手的

組織承諾與滿意度，進而創造優異的表現與效能，是未來必須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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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鄖，2000）。教練在帶領整個運動團隊時，是否運用激勵與關懷等轉型領

導的手段來提升選手內在動機？是否能夠有效的影響選手持續投入訓練並認同

該球隊，並增進選手的滿意度？而組織承諾能否有效的改善選手的滿意度，進

而促使選手能心無旁鶩的為球隊奉獻心力、創造佳績？此為本研究探討之主要

目的。且過往相關之研究所探討的運動項目並未針對足球運動團隊進行調查，

是故本研究欲以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為研究對象，並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

及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結構方程模式來瞭解變項間的關聯性，

建構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整合

模式，以瞭解目前各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在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

與選手滿意度的相關情形，所得結果將可供有關單位參考，提升我國大專足球

教練領導水平，裨益我國整體足球運動之發展。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與選手組織承諾之關係。 

（二）探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與選手滿意度之關係。 

（三）探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之關係。 

貳、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與

選手滿意度之相互關係，並試圖建構其結構模式。因此本研究透過 SEM 結構

方程模式來發展出本研究影響模式的概念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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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模式概念圖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抽取 100 學年度 UFA 大專足球運動聯賽進入複、決賽之

男子參賽隊伍（由於女子參賽隊伍人數過少，故不列入討論），分為公開男一級

6 隊、公開男二級 6 隊、一般男生組 6 隊，共計 18 隊 471 人為研究對象，並於

複、決賽比賽期間至比賽現場發放問卷，填答完畢後隨即回收，問卷施測時間

為 2012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3 日止。共計發出 471 份問卷，回收後剔

除無效問卷 44 份，獲得 427 份有效樣本，有效回收率 91%，在參賽組別方面，

公開男一級 156 人，佔 36.5%，公開男二級 139 人，佔 32.5%，一般男生組 132

人，佔 31.0%；在年級方面，大一 124 人，佔 29.0%，大二 104 人，佔 24.4%，

大三 65 人，佔 15.2%，大四 73 人，佔 17.1%，研究所（含以上）61 人，佔 14.3%；

在球齡方面，1-4 年 73 人，佔 17.0%，4-7 年 139 人，佔 32.5%，7-10 年 118 人，

佔 27.7%，10 年以上 97 人，佔 22.8%。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調查問卷係參考相關領域之博士論文與期刊文獻，並根據

本研究需要加以修編而成，問卷採用李克特五分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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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意見、4.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依序為 1-5 分。問卷內容共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教練轉型領導量表；第三部分為選手組織承

諾量表；第四部分為選手滿意度量表。此外，問卷透過統計學、運動管理學、

運動訓練學及足球運動領域專家共四名，以審視及修正問卷使內容更具有完整

性與代表性。各分量表的建構簡述如下： 

（一）量表預試 

本研究預試問卷之蒐集於預賽期間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進行，將三組（公開男一級、公開男二級、一般男生組）各選取 2 隊，合

計 180 人參與預試，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共計 150 份有效樣本，有效回收率達

83%；接著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求得量表 佳的因素結構，並刪除鑑別力不

足之題項。預試問卷首先透過項目分析選取 CR 值大於 4 並達.05 顯著水準之題

目；在因素分析方面，利用主成份分析法，並透過 大變異法刪除特徵值小於

1 的因素。 

（二）教練轉型領導量表 

主要是根據 Bass and Avolio (1990) 所發展的多元因素領導問卷，並參考林

金福（2003）、湯慧娟、宋一夫（2009）、黃天助（2011）等人之研究後加以修

編而來。量表經項目分析後各題項均達顯著水準，CR 值均大於 4，顯示量表各

題項具有良好的鑑別力。在因素分析方面共萃取三個因子，因素一命名為「願

景關懷」，包含 9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6.16，解釋變異量為 24.64%；因素二命

名為「啟發協助」，包含 9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5.73，解釋變異量為 22.92%；

因素三命名為「魅力影響」，包含 7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5.38，解釋變異量為

21.51%，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9.07%，代表本量表有良好的建構效 。各因素之

α 係數介於 0.93 至 0.94 之間，而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為 0.97，顯示本量表具

有高的信 。 

（三）選手組織承諾量表 

主要是根據 Porter, Steers, Mowday and Boulion (1974) 之研究問卷發展，並

參考丁虹（1987）、徐善德（1997）、牟鍾福（2002）等人之研究後加以修編而

來，量表經項目分析後刪除第 5, 6, 22, 24 共四題鑑別力不足之題項，其餘 25

題 CR 值均大於 4 故予以保留。在因素分析方面共萃取三個因子，因素一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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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努力意願」，包含 11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6.52，解釋變異量為 26.09%；因

素二命名為「留隊傾向」，包含 8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4.74，解釋變異量為

18.95%；因素三命名為「球隊認同」，包含 6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4.57，解釋

變異量為 18.29%，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3.33%，代表本量表有良好的建構效 。

各因素之 α 係數介於 0.86 至 0.95 之間，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為 0.96，顯示本

量表具有高信 。 

（四）選手滿意度量表 

主要是根據 Chelladurai and Riemer (1997) 之運動員滿意量表，並參考吳慧

卿（2001）、陳文宗（2005）等人之研究後加以修編而來，量表經項目分析後各

題項均達顯著水準，CR 值均大於 4，顯示量表各題項具有良好的鑑別力。在因

素分析方面共萃取四個因子，因素一命名為「教練方面」，包含 6 個題目，其特

徵值為 4.67，解釋變異量為 21.22%；因素二命名為「個人方面」，包含 7 個題

目，其特徵值為 4.59，解釋變異量為 20.88%；因素三命名為「球隊方面」，包

含 6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3.97，解釋變異量為 18.02%；因素四命名為「整體氣

氛」，包含 3 個題目，其特徵值為 2.59，解釋變異量為 11.79%，累積解釋變異

量為 71.92%，代表本量表有良好的建構效 。各因素之 α 係數介於 0.82 至 0.93

之間，而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為 0.95，顯示本量表具有高的信 。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軟體為 SPSS 18.0 版及 Amos 18 版，資料分析方法包

括探索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績差相關及 SEM 結

構方程模式分析，統計考驗顯著水準以 α=.05 為基準。 

五、統計分析 

（一）估計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利用 SEM 結構方程模式來進行模式的驗證與分析，並採用 大概

似估計法 ML (Maximum likelihood, ML) 進行統計分析，但在此之前對於樣本

觀察資料進行常態性檢定有其必要性。吳明隆（2009）提到，若是樣本資料觀

察變項的偏態係數大於 3、峰度係數大於 8，可能偏離常態性分配。藉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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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知，觀察變項之偏態係數介於-0.07 至-1.00 之間，未有大於 3 的情形；峰

度係數介於-0.23 至 1.40 之間，未有大於 8 的情形。顯示樣本資料並未違反常

態性分配，可以利用 ML 法進行估計。 

表 1 觀察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與常態性檢定表 

觀察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願景關懷 

啟發協助 

魅力影響 

努力意願 

留隊傾向 

球隊認同 

教練領導 

個人表現 

球隊運作 

整體氣氛 

4.01 

4.06 

4.07 

4.13 

3.93 

3.96 

4.03 

3.54 

3.87 

4.05 

0.67 

0.63 

0.64 

0.61 

0.62 

0.60 

0.72 

0.70 

0.69 

0.63 

‐1.00 

‐0.56 

‐0.52 

‐0.37 

‐0.41 

‐0.49 

‐0.41 

‐0.07 

‐0.36 

‐0.25 

1.40 

0.10 

0.19 

‐0.23 

0.33 

0.21 

‐0.31 

‐0.57 

0.31 

‐0.4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違犯估計的檢查 

違犯估計所代表的意思是，不論結構模式或測量模式，若經過統計之後的

係數超出可接受的範圍，模式就會得到不當的解（黃芳銘，2004；李茂能，2006；

吳明隆，2009）。一般而言，違犯估計包含以下三種情形：1.有負的誤差變異數

存在。2.標準化係數超過 0.95 或太接近 1。3.有太大的標準誤存在。由表 2 可得

知，測量誤差變異數估計值介於 0.05 至 0.40 之間且均為正數；變項間之標準化

係數介於 0.14 至 0.94 之間，均未超過 0.95；所有參數之標準誤介於 0.01~0.12

之間，並無太大的標準誤存在。因此，可得知結構模式並未產生違犯估計之情

形，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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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整體測量模式之迴歸係數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標準化係數 S.E. (標準誤)  C.R. (t 值) 

教練轉型領導 

e11 

e12 

e1 

e2 

e3 

e4 

e5 

e6 

e7 

0.40 

0.12 

0.11 

0.05 

0.06 

0.09 

0.07 

0.06 

0.08 

0.11 

 

 

 

 

 

 

 

 

 

 

0.08 

0.06 

0.10 

0.07 

0.07 

0.08 

0.07 

0.05 

0.07 

0.11 

12.84* 

10.19* 

 8.62* 

 7.51* 

10.21* 

11.29* 

10.04* 

 9.68* 

11.27* 

 8.80* 

e8 

e9 

e10 

願景關懷←教練轉型領導 

努力意願←選手組織承諾 

教練領導←選手滿意度 

選手組織承諾←教練轉型領導 

選手滿意度←教練轉型領導 

選手滿意度←選手組織承諾 

啟發協助←教練轉型領導 

魅力影響←教練轉型領導 

留隊傾向←選手組織承諾 

球隊認同←選手組織承諾 

整體氣氛←選手滿意度 

球隊運作←選手滿意度 

個人表現←選手滿意度 

0.30 

0.11 

0.16 

1.00 

1.00 

1.00 

 

 

 

 

 

 

 

 

 

 

 

 

 

0.94 

0.91 

0.88 

0.79 

0.15 

0.74 

0.91 

0.88 

0.91 

0.88 

0.77 

0.87 

0.62 

0.09 

0.05 

0.06 

 

 

 

0.06 

0.10 

0.12 

0.05 

0.05 

0.06 

0.06 

0.07 

0.07 

0.09 

13.35* 

    9.50* 

   12.42* 

 

 

 

19.83* 

 2.31* 

11.64* 

33.11* 

29.93* 

30.00* 

27.24* 

18.93* 

23.03* 

13.4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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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模式適配度評鑑指標之採用 

為驗證本研究量表之穩定性，作者歸納吳明隆（2009）、邱皓政（2004）、

黃芳銘（2009）所建議之 SEM 整體模式適配度三類型指標的評鑑指標及其標

準，主要分為三大統計檢定量。絕對適配度方面，採用 χ2 值顯著性機率值

p>0.05、GFI>0.90 以上、AGFI>0.90 以上、RMSEA<0.05 等重要指標；增值適

配度方面，採用 NFI>0.90 以上、RFI>0.90 以上、CFI>0.90 以上等重要指標；

簡約適配度方面，採用 PNFI>0.50 以上、χ2/df<3、CN>200 等重要指標。 

參、結果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一）教練轉型領導量表 

此量表所得之估計參數為 χ2=611.008，df=272，p=.000，達到顯著水準，拒

絕虛無假設，卡方檢定為不適配，需與其他指標做綜合性判別（黃芳銘，2004）；

此外，GFI=0.91，AGFI=0.93，RMSEA=0.03，NFI=0.92，RFI=0.94，CFI=0.93，

PNFI=0.70，χ2/df=2.25，各項適配度均達標準，顯示模式外在品質佳；個別信

度介於 0.52 到 0.70 之間，均大於 0.50 以上；三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分別為

0.94、0.93、0.93，均大於 0.60 以上；聚斂效度分別為 0.63、0.60、0.64，均大

於 0.50 以上，表示模式內在品質佳（吳明隆，2009）。 

（二）選手組織承諾量表 

此量表所得之估計參數為 χ2=540.089，df=272，p=.000，達到顯著水準，

拒絕虛無假設，卡方檢定為不適配，需與其他指標做綜合性判別（黃芳銘，

2004）；此外，GFI=0.96，AGFI=0.95，RMSEA=0.02，NFI=0.93，RFI=0.96，

CFI=0.98，PNFI=0.74，χ2/df=1.99，各項適配度均達標準，顯示模式外在品質

佳；個別信度介於 0.51 到 0.72 之間，均大於 0.50 以上；三個潛在變項的組合

信度分別為 0.95、0.90、0.86，均大於 0.60 以上；聚斂效度分別為 0.64、0.52、

0.50，均大於 0.50 以上，表示模式內在品質佳（吳明隆，2009）。 

（三）選手滿意度量表 

此量表所得之估計參數為 χ2=607.994，df=203，p=.000，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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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虛無假設，卡方檢定為不適配，需與其他指標做綜合性判別（黃芳銘，

2004）；此外，GFI=0.92，AGFI=0.97，RMSEA=0.03，NFI=0.98，RFI=0.95，

CFI=0.94，PNFI=0.69，χ2/df=2.95，各項適配度均達標準，顯示模式外在品質

佳；個別信度介於 0.54 到 0.72 之間，均大於 0.50 以上；四個潛在變項的組合

信度分別為 0.93、0.91、0.90、0.82，均大於 0.60 以上；聚斂效度分別為 0.69、

0.59、0.61、0.60，均大於 0.50 以上，表示模式內在品質佳（吳明隆，2009）。 

二、相關分析 

由表 3 可得知，教練轉型領導與選手組織承諾各構面皆呈顯著正相關，顯

示教練轉型領導中的「願景關懷」、「啟發協助」、「魅力影響」越多，則選手組

織承諾中的「努力意願」、「留隊傾向」、「球隊認同」越高；其次，教練轉型領

導與選手滿意度各構面皆呈顯著正相關，顯示教練轉型領導中的「願景關懷」、

「啟發協助」、「魅力影響」越多，則選手滿意度中的「教練領導」、「個人表現」、

「球隊運作」、「整體氣氛」越高；而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各構面皆呈顯

著正相關，顯示選手組織承諾中的「努力意願」、「留隊傾向」、「球隊認同」越

多，則選手滿意度中的「教練領導」、「個人表現」、「球隊運作」、「整體氣氛」

越高。 

表 3 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績差相關摘要表 

  願景

關懷 

啟發

協助 

魅力

影響 

努力

意願 

留隊

傾向 

球隊

認同 

教練

領導 

個人

表現 

球隊

運作 

整體

氣氛 

1 

2 

3 

4 

5 

6 

7 

8 

9 

10 

1.00 

.863** 

.826** 

.648** 

.722** 

.649** 

.726** 

.323** 

.576** 

.419** 

 

1.00 

.810**

.648**

.618**

.631**

.660**

.287**

.500**

.435**

 

 

1.00 

.706** 

.647** 

.564** 

.689** 

.223** 

.486** 

.543** 

 

 

 

1.00 

.834** 

.800** 

.719** 

.417** 

.607** 

.613** 

 

 

 

 

1.00 

.795**

.729**

.425**

.649**

.581**

 

 

 

 

 

1.00 

.661**

.492**

.719**

.555**

 

 

 

 

 

 

1.00 

.468**

.764**

.660**

 

 

 

 

 

 

 

1.00 

.629** 

.586** 

 

 

 

 

 

 

 

 

1.00 

.681** 

 

 

 

 

 

 

 

 

 

1.00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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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皓政（2010）提到，相關係數的強度大小與意義方面，1.00 為完全相關、

0.70 至 0.99 為高度相關、0.40 至 0.69 為中度相關、0.10 至 0.39 為低度相關、

0.10 以下為微弱或無相關。進一步檢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可發現，構面間皆

達.01 的相關顯著水準。教練轉型領導與選手組織承諾各構面間呈中高度相關，

係數介於 0.56 至 0.86 之間，兩變項構面中以「願景關懷」對「留隊傾向」的係

數 高為 0.72；教練轉型領導與選手滿意度各構面間惟「個人表現」對教練轉

型領導呈低度相關，係數介於 0.22 至 0.32 之間，其餘皆呈中高度相關，係數介

於 0.42 至 0.73 之間，其中更以「願景關懷」對「教練領導」的係數 高為 0.73；

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各構面間呈中高度相關，係數介於 0.42 至 0.73 之

間，兩變項構面中以「留隊傾向」對「教練領導」的係數 高為 0.73。 

三、整體模式適配度評鑑與修正 

本研究之測量模式經由 Amos 18 版統計軟體估計後，χ2=507.048，df=32，

p=.000，達到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卡方檢定為不適配，其主因可能是因

為樣本數過大，所以容易使卡方值相對增加，導致結果拒絕虛無假設，因此必

須再參考其它指標。由表 4 得知，原始模式在絕對適配度方面，GFI=0.81<0.90，

AGFI=0.76<0.90，RMSEA=0.09>0.05，均未達到適配；在增值適配度方面，

NFI=0.88<0.90，RFI=0.83<0.90，CFI=0.90>0.90，此部分除 CFI 值符合標準外，

其餘均未達到適配；簡約適配度方面，PNFI=0.63>0.50，χ2/df=15.85>3，

CN=169<200，此部分除 PNFI 值符合標準外，其餘均未達到適配。此結果顯示

假設模式與樣本資料無法適配，因此，模式必須加以修正。 

表 4 原始模式整體適配度摘要表 
絕對適配度  增值適配度  簡約適配度         類別 

指標  GFI AGFI RMSEA NFI RFI CFI PNFI χ2/df CN 

評鑑標準 

原始模式 

符合程度 

>0.90 

0.81

 

>0.90 

 0.76 

 

<0.05 

 0.09 

 

>0.90

 0.88

 

>0.90

 0.83

 

>0.90

 0.90

 

>0.50 

 0.63 

 

<3 

 5.73 

 

>200 

 169 

 

註：表符合標準，表未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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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模式後發現「願景關懷」與「留隊傾向」、「魅力影響」與「努

力意願」、「魅力影響」與「整體氣氛」、「球隊認同」與「球隊運作」、「個人表

現」與「球隊運作」、「個人表現」與「整體氣氛」等構面間之測量誤差項具有

共變關係，其中 e1 與 e5、e3 與 e4、e3 與 e10、e6 與 e9、e8 與 e9、e8 與 e10

等測量誤差項之間具有共變關係。吳明隆（2009）提到，可根據 Amos 提供的

修正指標 MI (Modification indices, MI) 值來進行模式修正的動作並將測量誤差

項之間進行參數釋放，如圖 2 所示，在經過參數釋放後發現，GFI 值由 0.81 提

升到 0.91，AGFI 值由 0.76 提升到 0.91，RMSEA 值由 0.09 降為 0.03，NFI 值

由 0.88 提升到 0.95，RFI 值由 0.83 提升到 0.92，χ2/df 值由 5.73 降為 2.79，CN

值由 169 提升到 218。本測量模式經修正後各項適配度指標均達到標準如表 5，

顯示此假設模式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接著可進行參數估計之分析以說明模式

之因果關係。 

表 5 修正模式整體適配度摘要表 

絕對適配度  增值適配度  簡約適配度         類別 

指標  GFI AGFI RMSEA NFI RFI CFI PNFI χ2/df CN 
評鑑標準 

原始模式 

符合程度 

>0.90

0.91

 

>0.90 

 0.91 

 

<0.05 

 0.03 

 

>0.90

 0.95

 

>0.90

 0.92

 

>0.90

 0.97

 

>0.50 

 0.55 

 

<3 

 2.79 

 

>200 

 218 

 

註：表符合標準，表未符合標準 

 

圖 2 修正後結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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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數估計分析 

本研究透過 SEM 路徑分析來確認各變項的影響效果，圖 2 顯示 終的結

構模式是以 大概似法推估所得之路徑係數，各變項間的解釋能力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潛在變項路徑分析摘要表 

參數  標準化係數  C.R. (t 值) 

教練轉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 

教練轉型領導→選手滿意度 

選手組織承諾→選手滿意度 

0.75 

0.25 

0.65 

11.40* 

 2.77* 

 7.37* 

*p<.05 

由表 6 可得知，「教練轉型領導」會影響「選手組織承諾」，其標準化係數

為 0.75，t 值為 11.40，達到.05 顯著水準，顯示「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組織

承諾」具有正向的影響；「教練轉型領導」會影響「選手滿意度」，其標準化係

數為 0.25，t 值為 2.77，達到.05 顯著水準，顯示「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滿

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選手組織承諾」會影響「選手滿意度」，其標準化係

數為 0.65，t 值為 7.37，達到.05 顯著水準，顯示「選手組織承諾」對「選手滿

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肆、討論 

一、綜合討論 

本研究根據相關理論與文獻建構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

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之模式，量表內、外部品質均通過各種統計考驗，

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研究結果發現： 

（一）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組織承諾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皮爾森績差相關驗證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

關，代表教練轉型領導越高，則選手組織承諾也會提高，構面中以「願景關懷」

對「留隊傾向」的係數 高為 0.72；並根據 SEM 路徑分析係數來看，教練轉

型領導→選手組織承諾的標準化係數為 0.75、t 值為 11.40，達.05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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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效果，此結果表示「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組織承諾」具有正向的影

響效果。此結果與范熾文（2005）、蔡進雄（2005）、陳學賢（2006）的研究相

符，其研究結果皆提到轉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關，並且說明若是領導

者多運用轉型領導之策略與手段來經營組織，則成員在組織承諾的各層面感受

亦會相對提高。吳國銑、陳廖霞（2009）的研究也同意以上看法，並說明現今

運動教練所要扮演的角色相當多元，但透過運用組織願景塑造、個人領導魅力、

營造組織氣氛、提升組織效能、關懷選手感受等轉型領導的技巧與策略，不僅

可提升選手的自信心，也會讓團隊產生正面且有效的影響。而張永鄖（2000）

的研究中提到，大專教練所運用的轉型領導行為越多，則越能夠提升選手的組

織承諾，並增進訓練效果與競技表現。汪在莒、賴文璇（2010）的研究結果也

顯示，運動員所知覺教練表現轉型領導行為愈多，運動員組織承諾也愈高，而

教練在指導其所屬之運動團隊時，必須兼顧選手全方位能力的發展，不能只專

注於比賽的勝負，如選手的個人性格養成、道德操守，以及培養積極努力的人

生觀及態度，這樣不僅能促使選手能為自己或團隊創造更好的表現，也能提升

個人的行為修養，因此教練必須有前瞻性的遠見與視野，這也體現了教練轉型

領導的重要性。 

透過皮爾森績差相關顯示本研究結果「願景關懷」對選手組織承諾的關聯

程度 高，說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的教練若能打造球隊願景，並適當的

給予選手關懷與鼓勵，自然會提升選手各層面的組織承諾感受。所以，無論是

在訓練活動或是日常生活中，教練與選手所相處時間非常多，因此教練的一言

一行都會深刻的影響選手，透過 SEM 的路徑分析來看，教練轉型領導→選手

組織承諾的標準化係數為 0.75，顯示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組織承諾的解釋能力

相當高，此結果說明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的教練除了打造願景與關懷選手

之外，若能在訓練活動上適時的啟發選手使其能夠有所進步與成長，勢必會提

升選手對於球隊整體的認同感，並加強選手對於增進個人球技與爭取團隊榮譽

的意願，使其可以持續地留在球隊的崗位上效力，以協助球隊創造佳績。張永

鄖（2000）的研究指出，大專運動員的教練轉型領導與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關，

並說明運動員若對團隊有強烈的認同感，未來對於整體團隊會有更好的發展。 

（二）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滿意度之影響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27~47 頁(2013.5)                   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 

選手組織承諾與選手滿意度之研究 
 

 

  41 

本研究透過皮爾遜績差相關驗證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滿意度呈顯著正相

關，代表教練轉型領導越高，則選手滿意度也會提高，構面中以「願景關懷」

對「留隊傾向」的係數 高為 0.73；並根據 SEM 路徑分析係數來看，教練轉

型領導→選手滿意度的標準化係數為 0.25、t 值為 2.77，達到.05 的顯著水準，

有直接效果，此結果表示「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效果。此結果與張政治（2008）的研究結果相符，他提到轉型領導中的個別關

懷、願景提出、知識啟發、魅力領導等構面對於整體滿意度的影響均為正向；

並與連惟昱（2010）的研究相符，其研究結果顯示教練若展現個別關懷、激勵

動機、共創願景等轉型領導技巧，則選手的整體滿意度就會越好。 

同樣的，「願景關懷」也是選手滿意度的 重要相關因素，顯示大專校院足球運

動代表隊的教練若能賦予選手使命感，激發他們為目標而努力，並讓選手清楚

的瞭解球隊的未來發展方向，加上主動聆聽選手的心聲、體恤選手的辛勞，想

必會使選手和教練的相處關係更為輕鬆與融洽，選手滿意度也為之提升。而選

手滿意度構面中的「個人表現」對教練轉型領導各構面的相關係數 低，推估

是因為個人表現較屬於選手對自我在球隊中或訓練上的滿意程度，與教練的領

導行為較無關聯，故相關係數呈現偏低的情況；此外，透過 SEM 的路徑分析

來看，教練轉型領導→選手滿意度的標準化係數為0.25稍嫌偏低，吳明隆（2009）

提到，標準化係數介於 0.50 至 0.95 之間，表示能有效地解釋構面的特質與意涵。

但本研究結果說明教練轉型領導對於選手滿意度的解釋能力並不高，推估主要

是因為樣本數差異所造成，由於參與正式施測的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男子

組共分為三級（公開男一級 156 人、公開男二級 139 人、一般男生組 132 人），

雖各級單位球隊中都有教練任職，惟公開男一級有較正規與長期的訓練與發展

傳統，所以教練和選手平時相處和共同參與訓練的時間很長，因此選手知覺教

練轉型領導行為感受較深，但公開男二級與一般男生組的選手平時較無正規的

訓練，教練和選手共聚的時間較少，故選手知覺教練轉型領導行為的感受程度

不會太高，故形成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滿意度解釋能力不足之現象。 

（三）選手組織承諾對選手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皮爾森績差相關驗證選手組織承諾對選手滿意度呈顯著正相

關，代表選手組織承諾越高，則選手滿意度也會提高，構面中以「留隊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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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練領導」的係數 高為 0.73；並根據 SEM 路徑分析係數來看，選手組

織承諾→選手滿意度的標準化係數為 0.65，t 值為 7.37，達到.05 的顯著水準，

顯示「選手組織承諾」對「選手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此結果與李淑惠

（2009）、陳律盛（2011）的研究相符，其研究結果皆顯示組織承諾與滿意度呈

顯著正相關。張家銘、徐欽賢、曾崑煇（2005）的研究結果提到，選手的組織

承諾會正面影響選手的滿意度，陳律盛（2011）的研究更指出，選手組織承諾

之「組織認同」、「努力意願」及「留隊傾向」的認同愈多，則選手滿意 也就

愈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留隊傾向」與「教練領導」的相關程度 高，說明促使

選手持續留在球隊中訓練與效力與教練的領導行為具有極大的關聯，顯示大專

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在足球運動訓練方面的專業能力展現、個人道德操

守以及球隊的各項決策方面，和選手持續為球隊效力並投入訓練的留隊傾向有

高度的關聯性。透過 SEM 的路徑分析來看，選手組織承諾→選手滿意度的標

準化係數為 0.65，顯示選手組織承諾能有效地解釋選手滿意度的意涵，意即大

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選手若對個人球技的精進或球隊榮譽的達成有積極的努

力意願，並保持良好的留隊傾向和強烈的球隊認同感，相對的對於教練領導、

個人表現、球隊運作與整體氣氛等方面的滿意度也會提高。 

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各層面與選手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

關，並且發現「願景關懷」對「留隊傾向」有高度相關。而標準化係數為 0.75，

顯示教練轉型領導能有效影響選手組織承諾。 

2.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教練轉型領導各層面與選手滿意度呈顯著正相

關，並且發現「願景關懷」與「教練領導」有高度相關。而標準化係數為 0.25，

顯示教練轉型領導能夠影響選手滿意度。 

3.大專校院足球運動代表隊選手組織承諾各層面與選手滿意度呈顯著正相

關，並且發現「留隊傾向」與「教練領導」有高度相關。而標準化係數為 0.65，

顯示教練轉型領導能有效影響選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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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建議教練能給予選手個人和球隊整體未來的發展方向並打造願景，加上適當

的關懷與體諒選手的情緒和心聲，會讓選手對於持續留在球隊中效力而有更

高的組織承諾感。 

2.同樣地，建議教練提供選手更多的願景和更多的關懷，想必選手對於教練在

個人操守、訓練和領導等方面的滿意度也會隨之提升。 

3.選手若對於持續留在球隊中效力有很高的傾向與意願的話，同時也表示對於

教練在各方面領導的滿意度也會很高。因此，建議教練能積極創造屬於球隊

的精神與文化，有效地營造選手對球隊的認同感，如此方能促使選手對於教

練的領導感到滿意，進而義無反顧地投入訓練並為球隊創造佳績。 

4.藉由 SEM 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之後可得知，本研究之結構模式可有效解釋

各變項間的關係，教練轉型領導對選手滿意度的標準化係數為 0.25 稍嫌偏

低，未來建議可在研究中加入其他變項如團隊凝聚力、運動動機等，以探究

教練轉型領導透過其他變項後是否能有效影響選手滿意度。 

5.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層級足球運動代表隊進行研究，如國中、高中等，以探

析不同層級球隊是否有不同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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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Coach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thlet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otball Team 

 

Ching-Huai Hung Yi-Wen Chiu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in Coach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thlet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and built the cause and effect model. using purpose sampling to the 

populations was men’s team who were enter to the second round and the final in the 

100 annual UFA (University Football Association, UFA), and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questionnaire were 427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s 

were factor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was showed that positive 

correlate with Coach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thlet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was show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at parameter estimates. Therefore, the recommendations to coaches was 

had to increase to build the visual of team and to take care of athlete opportune, and 

also to create the culture of team aggressively to build the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team, then the team would get more benefits by upgrading the satisfaction 

of athletes. 

 

Keyword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New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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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北海碩國際職業女子網球公開賽 
擊球技術對比賽勝負之研究 

 

董 龍 謝鎮偉 林清山 

輔仁大學 

 

摘要 

目的：探討女子職業網球選手之比賽戰術及戰略，及由擊球技術層面，探

討造成網球比賽勝負之主要原因。方法：本研究採用比賽攝影分析法，並於賽

後反覆觀察比賽之進行，分析本次參賽選手在比賽時之擊球方式，並記錄於比

賽得失分紀錄表，最後再利用 SPSS 統計分析系統，進行資料處理計算。結果

與討論：本次賽事中勝方之一發接發球技術為主要致勝原因；第一發球及第二

發球之發球策略上，皆傾向對對手反手拍為主要進攻方向，因此，提升第一發

球之擊球技術，藉以增加第一發球進球率及第一發球贏球率，以提升獲得比賽

勝利之機會。 

 

關鍵詞：擊球技術、發球策略、一發贏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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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網球運動自 1970 年代起才受到科學研究的重視與探討，且在 1980 年代開

始藉由運動科學提供了各項網球研究成果，來幫助選手增強各項技術的發揮。

近年來網球運動發展迅速，科技的進步帶給網球競賽相當大的轉變，球拍材質

變得更輕巧、彈性更好，因此大幅提升了擊球力道，進而改變了這數百來網球

運動的競技模式。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想成為頂尖的網球選手，不是一、兩天就可以輕

鬆達成，必須透過長年且有系統的訓練。一位網球選手要達到職業水準，一般

都需要 8-10 年的系統訓練 (Bompa, 1985) 。而網球擊球型態經過長時間的變遷

有了重大的改變，在 1970 年代的網球競賽中，較常看到以底線抽球為主要的比

賽型態，直到 1980 年瑞典球王艾伯格 (Edberg, Stefan) 擁有精準的發球技術以

及幾乎零失誤的截擊技巧，再配合著行雲流水般的腳步移位，奠定了當時發球

上網的比賽模式，1990 年代又有了重大的轉變，美國名將山普拉斯 (Pete, 

Sampras) 的出現，更是帶領著網球運動走向新的領域，當時全方位且極具攻擊

性打法令他在網球運動中，奠定了不少豐功偉業，更讓他在職業網壇稱霸許久。 

而現今球員所展現的打法及技巧跟以往的球員也不盡相同，如要成為一位

優秀的常勝軍，其不管在任何不同表面材質的場地，都必須要有擊球的威力與

速度、敏捷的腳步移位、快速的反應判斷及穩定具破壞性的擊球節奏等，都必

需要比過去更好更快，而全面性、全方位的打法已是必然的趨勢（邱豐傑，

2010）。全面性的打法概念須以主動掌控、積極主動進攻的策略為主軸，藉由強

力底線的優勢，配合上網截擊處理與控制來獲得勝利（李鑑芸，2007）。 

網球運動是一項歷史悠久的運動項目，也是現代人主要活動項目之一（陳

智仁，1996）。而臺灣在近年來喜愛網球的運動人口日益增長，相關運動媒體快

速蓬勃發展，接受到國內外相關的網球活動訊息也就更加完整及快速，運動的

競爭程度也隨著提升與激烈（黃俊發、翁宜寧，2007）。而我國目前大舉支持網

球運動，更是極力爭取國際性比賽的主辦權，我國在 2007 年向國際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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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 順利爭取到台北海碩國際職業女子網球公

開賽的主辦權，至今賽事等級已從當時總獎金五萬美金提升至十二萬五千美

金，成為國際網總認定的頂級賽事，同時台北海碩國際職業女子網球公開賽已

成為台灣年度重要且具代表性的國際性體育賽事。而近年來台灣女子網球在世

界上有相當優異的表現，以張凱貞、詹詠然、莊佳容、謝淑薇等這幾位選手的

成績耀眼特別矚目。隨著我國一些優秀的網球選手近二年在國際網球巡迴賽事

中大放光芒，更加證明了我國球員已具有國際網球一流的實力（邱豐傑，2010）。 

網球運動項目之研究大多僅針對男子網球項目為主，現今我國有機會可以

舉辦如此盛大之職業級女子網球比賽，因此研究者見此良機，藉以研究女子職

業網球選手在比賽中常使用之戰術及戰略，且經由較為科學的方式，以具體的

數據分析，探討女子網球比賽中較容易致勝及落敗的關鍵何在，並針對此優缺

點提供我國教練及選手，在日常訓練中納入訓練計畫，加強訓練以增進我國選

手整體實力，期能有助於我國選手進軍國際賽事的機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 由擊球技術層面，探討造成網球比賽勝負之主要原因。 

（二） 探討女子職業網球選手之比賽戰術及戰略。 

三、擊球技術對比賽勝負之影響 

現今網球比賽中，球員所展現的擊球方法與技巧和以往不盡相同。1970 年

代常看到以底線抽球為主要比賽型態；1980 年代則以發球上網為主要比賽型

態；1990 年代至今則改變成全能型為主要比賽型態（陳志榮、蔡文程，2007）。 

Elliott, Dawson, and Pyke (1985) 分析每次來回擊球時間的研究中指出，平均擊

球時間約 10 秒；但近年來在 Konig, Huonker, Schmid, Halle, Berg and Keul (2001) 

於同類型球場中的研究發現，每次來回擊球時間下降至 8 秒以下，顯示當今比

賽節奏變化的迅速。在一場耗費體力與複雜動作的比賽中，運動員必須在極短

暫的時間裡，面對擁有發球速度達 200km/h 的來球，約有 0.5~0.7 秒的時間反

應並完成動作 (Schonborn ,1999)。因此在比賽中擁有強而有力的發球技術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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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但是光只有速度的發球不足以造成對手在接發球上的威脅，還必須兼具

高進球率及準確的落點，令對手產生心理上的壓力，提高贏球的機會（王鶴森、

林緯毅、趙曉涵，2005）。劉中興、李彩滿（1998）提出在男子職業選手中，發

球與接發球較優者能有效的幫助比賽的勝利。網球比賽中發球是 重要的一

環，好的發球能幫助自己保住發球局，除了具有好的發球技術還要有靈活的戰

術應用，才能達到先發制人的效果（趙高政、麥吉誠、林志隆、賴呈茂，2006）。 

不僅是發球技術為主要之影響條件，接發球技術也在網球比賽中扮演著不

可或缺的角色。Hung (1973)提出：「假如你勝了發球局，你就立於不敗之地，

然而即使你贏了所有的發球局，至少也必須破對方一次發球局，才有機會贏得

該盤」。李鑑芸、邱豐傑、江中皓（2009）比賽中常常會出現發球直接得分的情

況，產生僵持互保發球局的局面，如誰能破對方的發球局即有取勝的可能性。

因此在網球競技水平不斷提高的同時，要判斷對方快速的發球並做出協調準確

的揮拍動作，達到快、準、狠及有效的接發球，顯見有好的接發球勢必為現今

網球比賽中，重要的技術之一。 

四、影響網球比賽勝負之因素 

影響比賽勝負的因子眾多，網球競賽勝負相關中尚含有許多變數在裡面，

其中以場地的不同、室內與室外、氣候的不同、對手的技能型態及賽事的結構，

都為網球競賽勝負相關 具代表的因素（江中皓，2003）。網球運動的表現會因

選手本身的技術、戰略及內在心理策略，或者是外在環境、場地及氣候因素的

影響而有所不同（林俊宏、洪彰岑，2005）。 

現今網球選手展現優異的速度、爆發力及敏捷性，使得比賽的節奏及戰術

的轉變也相形加快，因此選手必須在短暫的時間內，執行正確的預測、快速的

反應、熟練的動作技術、運用迅速的轉身及跳躍擊球動作，配合球場、氣候、

風向、比數及對手等外在因素的調整，搭配戰術戰略的應用，並擁有堅強的網

球運動心理策略，才能在球場上擁有優異的表現（林俊宏、林學宜，2004）。網

球比賽的時間會因場地的材質受到影響，而在不同材質的場地進行比賽，所使

用的策略也不盡相同。選手必須具備適應各類不同材質球場的能力，才能提升

比賽成績（江勁彥、江勁政、吳杏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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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比賽中常看到的場地分別為硬地球場、紅土球場、草地球場，而在不

同的場地必須具備著不同的比賽戰術及戰略（趙高政、麥吉誠、林志隆、賴呈

茂，2006）。因此，簡單來說比賽場地的材質、選手本身的技術、比賽戰略及戰

術、選手的心理素質，皆為影響比賽勝負的主要因素。 

（一）比賽戰略及戰術 

德國著名網球教練雷卡洛松柏 (RicharoSchonborn) 曾針對戰略與戰術作

深入的研究與分析，他指出戰略是藉由相關資料與常識進行探討、研究以增進

勝算；戰術是全心全意去實施計畫，運用良好的創造與想像力，藉由選手對球

技認知與領悟去發揮。網球比賽戰術大致可分為底線攻擊型、底線防守型、發

球上網型、全能型（林育田、謝麗娟，2001；麥吉誠、林志隆，2002；簡瑞宇、

2003；林俊宏、洪彰岑，2005；趙高政、麥吉誠、林志隆、賴呈茂，2006）。 

1.底線攻擊型：此類型的選手擅長在底線利用快速的腳步移位及身體重心的轉

移，以第一時間的擊球方式，回擊出快速並極具攻擊性的抽球，使對手回擊

不易進而產生失誤，美國名將阿格西 (Andre Agassi)為此類型的代表性人物。 

2.底線防守型：底線防守型的選手以強勁的上旋抽球為主，防守範圍及回擊能

力都高人一等，擊球落點較深令對手不易攻擊為其專長，於相較於底線攻擊

型選手，此類型的選手底線防守能力較佳且腳步移動迅速，常以穩定的抽球

技術應付比賽。過去華裔名將張德培以及前世界球王納達爾 (Rafael Nadal) 均

為此類型代表性人物。 

3.發球上網型：此類型的選手利用強勁且精準的發球，令對手不易回擊較高質

量的接發球，且截擊的能力更是高人一等，故對上網截擊有著高度的企圖心，

是攻擊性相當高的擊球戰術，過去 具代表性的人物伊凡尼塞維奇(Goran 

Ivanisevic)，在快速球場上進行的比賽對此類性的選手相當有利。 

4.全能型：現今的網球比賽中，不能僅靠一種比賽戰術而獲勝，必須具備全面

型的比賽戰術應用，不僅要有好的發球技術，穩定的抽球技術，以及好的上

網擊球能力，視比賽中實際發生的情況來運用各種戰術，以擾亂對手而致勝。 

（二）心理技能對比賽勝負之影響 

運動員心理技能是選手「精神力」的表徵，精神力旺盛的運動員較能發揮

其既有的成績水準，心理技能所涵蓋因素包括有較高的比賽慾望、耐力、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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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自我放鬆、自信心和判斷力、預測、協調、挑戰性及求勝慾等能力，

被視為一種加強運動員的克服障礙的能力、運動表現、人際關係和自信心的工

具，並幫助他們的個人成長 (Smith & Christensen，1995)。當運動員心理技能

中壓力調適較好、專注能力較強、較佳的焦慮抵抗、具有強烈的動機與自信心

時，運動表現就愈好（季力康，1995）。成功的冠軍選手在場上表現優異時，

心理的狀態是非常專注、穩定、自信心強、冷靜、正面思考、高企圖心並且蓄

勢待發（Loehr，1990）。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女子網球選手於比賽中，所使用之擊球技術對比賽勝負之

影響，及比賽時所使用之戰術策略，以 2012 年 10 月 27 日所舉辦的台北海碩國

際職業女子網球公開賽中，單打晉級四強之選手為本次研究之研究對象。 

二、研究步驟 

（一）編制比賽得失分紀錄表 

依據文獻配合戰術、戰略應用原則，在本研究中將網球擊球得分技術分類

為：發球成功 (Service In) 、發球得分 (Service Win) 、接發球成功 (Return Serve 

in) 、接發球得分 (Return Serve Win) 、發球方向 (Service Placement) 、正反

拍 抽 球 次 數  (Drive) 與 得 失 分  (Drive Win/Lost) 、 截 擊 得 失 分  (Volley 

Win/Lost) 、 高 壓 殺 球 得 失 分  (Smash Win/Lost) 、 切 球 得 失 分  (Slice 

Win/Lost) 、受迫性失誤 (Forced Erros) 與非受迫失誤 (Unforced Erros) ，共十

一種紀錄方式，編製成比賽得失分紀錄表，並以符合實用性、明確性等原則。 

（二）研究器材 

1.華碩 (ASUS A53S) 筆記型電腦。 

2.比賽得失分紀錄表。 

3.SPSS Statistic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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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紀錄方法 

本研究採用比賽攝影分析法，透過主辦單位之協助取得轉播單位錄製比賽

之原始影像紀錄，取得原始影像後將比賽過程加以建檔保存，資料加以保存後

反覆觀察比賽之進行，分析本次參賽選手在比賽時之擊球方式及戰術策略，並

記錄於比賽得失分紀錄表中。 

三、資料處裡 

本研究資料以 2012 年 10 月 27 日所舉辦的台北海碩國際職業女子網球公開

賽，晉級單打四強內之選手比賽過程為範圍，紀錄時並以局數為單位，共計 79

局。利用比賽得失分紀錄表記錄各場比賽中的各項擊球方式，並分別歸納整理，

將彙整後之資料使用 SPSS 17.0 版統計分析系統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各項統

計考驗的顯著相關係數均訂為（α=.05）。 

（一）使用獨立樣本 t-test 進行分析，考驗發球技術與接發球技術對比賽勝負之

差異性。 

（二）雙變數相關分析，進行晉級四強之選手在發球與接發球技術中之策略。 

參、研究結果 

一、擊球技術對勝、負方之差異檢定 

由表 1 得知，勝負雙方在一發成功及一發接發球等兩種擊球技術皆達顯著

差異，負方之一發成功及二發成功之球數皆優於勝方，但從一發得分及二發得

分中得分之球數卻不如勝方，從發球贏球率之角度來看，勝方的發球贏球率較

優於負方的發球贏球率。表示負方發球之攻擊性較不如勝方，導致贏球率降低，

同時也表示勝方在接發球之擊球技術較優於負方之接發球技術。勝方之一發成

功數為 162 球負方為 201 球，負方足足多勝方 39 球，但在一發得分變項中勝方

一發得分球數為 124 球、負方為 121 球，勝負方間僅僅只有 3 球之差；張碧峰、

陳志榮（2009）參加 2009 年美網的男女選手共同之處，獲勝選手在愛司球、

第一發贏球率、第二發贏球率與接發球點勝明顯優於落敗選手。現今職業網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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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女選手無論是第一發球或是第二發球都必須提高球速，增加旋轉及更大的角

才能為自己製造出攻擊的機會。勝方之一發贏球率及發球總贏球率皆優於負

方，勝方一發贏球率為 76%、負方為 60%，優於負方一發贏球率 16 個百分比。

同時也表示負方在一發發球之擊球力道及發球策略皆不如勝方之發球技術。趙

曉涵、王鶴森（2008）在網球比賽中，發球是一分的開始，通常發球者在執行

發球時，必須適時的改變發球的方式、落點和速 ，以維持發球者所佔有的發

球優勢。網球比賽中發球是 重要的一環，好的發球能幫助自己保住發球局，

除了具有好的發球技術還要有靈活的戰術應用，才能達到先發制人的效果（趙

高政、麥吉誠、林志隆、賴呈茂，2006）。王鶴森（2006）研究發現指出保住發

球局 有密 關係的不外乎是第一發球進球率、第一發球贏球率及第二發球贏

球率等三個指標，保住發球局的 重要關鍵，除了發球技術本身之外，發球策

略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環。 

雖然發球技術是影響網球比賽之重要因素，但若是無法破對手發球局也難

保獲得比賽勝利，因此，想贏得比賽勝利除了擁有優異的發球技術之外，還必

須具備良好的接發球技術。Hung (1973) 提出：「即使你贏了所有的發球局，至

少也必須破對方一次發球局，才有機會贏得比賽」。從表 1 得知，勝負雙方在接

發球技術中，勝方在一發接發球、二發接發球、接發球得分等三種變項皆明顯

優於負方之表現。勝方在一發接發球進球數為 168 球、負方為 100 球；勝方二

發接發球進球數為 51 球，負方為 44 球；接發球得分方面勝方為 91 球、負方為

40 球；而一發接發球更是達到勝負方之顯著差異，同時也是負方的一發贏球率

僅有 60%的主要原因。林永安（1994）在實力相當的競賽中，除了保住發球局

外，更應該加強接發球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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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勝負方發球與接發球技術之差異檢定表 

 勝負方 局數 球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一發成功 
勝方 

負方 

40 

39 

162 

201 

4.05 

5.15 

2.395 

3.177 
.014* 

二發成功 
勝方 

負方 

40 

39 

62 

71 

1.55 

1.82 

1.117 

1.301 
.907 

一發得分 
勝方 

負方 

40 

39 

124 

121 

3.10 

3.10 

1.739 

1.821 
.329 

二發得分 
勝方 

負方 

40 

39 

31 

38 

 .78 

 .97 

 .744 

 .752 
.110 

一發接發球 
勝方 

負方 

39 

40 

168 

100 

4.31 

2.50 

2.556 

1.783 
.027* 

二發接發球 
勝方 

負方 

39 

40 

51 

44 

1.31 

1.10 

1.321 

1.033 
.160 

接發球得分 
勝方 

負方 

39 

40 

91 

67 

2.33 

1.68 

1.840 

1.492 
.070 

*p < .05 

 
表 2 勝負方發球與接發球贏球率之表現 

 勝方 負方 

一發贏球率 76% 60% 

二發贏球率 50% 54% 

發球總贏球率 69% 62% 

 

二、第一發球策略及第二發球策略之相關表現 

本次 2012 年台北海碩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前四強之選手，勝負雙方共計

16 盤賽事中發球表現及策略之相關統計如下所示： 

從表 3 得知，平均每盤比賽中有 32.06 次的發球機會，而在這 32.06 次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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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機會中，平均每盤一發進球數為 22 球，在 22 次第一發球的進球數之中，每

盤平均贏得 15 球；二發進球數為 9 球，每盤平均贏得 4.56 球。由表 4 得知，

在每盤發球發向正拍方向之平均球數為 12.19 球，一發發向正拍之平均球數為

9.56 球、二發發向正拍之平均球數為 2.5 球；每盤發球平均發向反拍為 18.69

球，一發發向反拍之平均球數為 12.88 球、二發發向反拍之平均球數為 5.75 球。 

表3 第一發球及第二發球策略統計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盤） 

發球總數 32.06 8.473 16 

一發進球數 22.00 5.877 16 

二發進球數  9.00 3.347 16 

一發贏球數 15.06 4.389 16 

二發贏球數  4.56 2.220 16 

 

表4 發球策略統計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盤） 

發向正拍 12.19 3.987 16 

發向反拍 18.69 7.463 16 

一發正拍  9.56 2.874 16 

一發反拍 12.88 4.951 16 

二發正拍  2.50 2.805 16 

二發反拍  5.75 3.856 16 

 

由表 5 及表 6 得知，在發球策略上在第一發球及第二發球之發球方向，第

一發球及第二發球在發向反拍的變項中達顯著相關，而第二發球發向正拍之變

項未達顯著相關。表示選手在選擇第一發球及第二發球時，傾向將球發向對手

之反手拍為主要進攻之選項。而發球總數對第一發球及第二發球之贏球數分析

中，一發贏球數達顯著相關，二發贏球數未達顯著相關，表示第一發球得分的

效果優於第二發球，故在網球比賽中，第一發球具有引領比賽戰術策略之關鍵，

同時證明第一發球在網球比賽中是影響比賽勝負之重要擊球技術，因此，選手

應把握第一發球之優勢，透過強勁的第一發球造成直接得分或間接得分的機

會，藉以幫助贏得比賽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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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一發球及第二發球策略相關表 

  
 一發 
進球數 

二發 
進球數 

一發 
正拍 

一發 
反拍 

二發 
正拍 

二發 
反拍 

1 .342 .588* .873** -.348 .468 
一發進球數 

Pearson
顯著性  .194 .017 .000 .187 .068 

.342 1 .139 .326 .313   .672** 
二發進球數 

Pearson
顯著性 .194  .609 .218 .239 .004 

.588* .139 1 .141 -.045 .134 
一發正拍 

Pearson
顯著性 .017 .609  .602 .867 .621 

  .873** .326 .141 1 -.384 .445 
一發反拍 

Pearson
顯著性 .000 .218 .602  .142 .084 

-.348 .313 -.045 -.384 1 -.456 
二發正拍 

Pearson
顯著性 .187 .239 .867 .142  .076 

.468   .672** .134 .445 -.456 1 
二發反拍 

Pearson
顯著性 .068 .004 .621 .084 .076  

*p < .05 **p < .01 

表5 發球策略相關表 

  發球 
總數 

一發 
進球數 

二發 
進球數 

一發 
贏球數 

二發 
贏球數 

發向 
正拍 

發向 
反拍 

Pearson  1 .888** .729** .661** .448 .353 .841** 發球總數 

顯著性  .000 .001 .005 .082 .180 .000 

Pearson  .888** 1 .342 .693** .164 .216 .815** 一發進球數 

顯著性 .000  .194 .003 .545 .421 .000 

Pearson  .729** .342 1 .349 .745** .355 .550* 二發進球數 

顯著性 .001 .194  .185 .001 .178 .027 

Pearson  .661** .693** .349 1 .099 .167 .593* 一發贏球數 

顯著性 .005 .003 .185  .716 .537 .015 

Pearson  .448 .164 .745** .099 1 .311 .317 二發贏球數 

顯著性  .082 .545 .001 .716  .241 .231 

Pearson  .353 .216 .355 .167 .311 1 -.200 發向正拍 

顯著性 .180 .421 .178 .537 .241  .459 

Pearson  .841** .815** .550* .593* .317 -.200 1 發向反拍 

顯著性 .000 .000 .027 .015 .231 .459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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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參加 2012 年台北海碩國際職業女子網球公開賽單打四強之選手比賽過

程中，針對擊球技術對比賽勝負之差異，經資料處理統計分析後所研究之結果

如下： 

（一）職業女子網球比賽在一發成功、一發發球贏球率及一發接發球為影響勝

負之主要因素，其中本次賽事中勝方之一發接發球技術為主要致勝原因。 

（二）本次賽事四強之選手，在第一發球及第二發球之發球策略上，皆傾向對

對手反手拍為主要攻擊方向。因此，提升第一發球之擊球技術，藉以增

加第一發球進球率及第一發球贏球率，以提升獲得比賽勝利之機會。 

二、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賽事統計中的一發球成功、二發成功、一發得分、二發

得分、一發接發球、二發接發球、接發球得分等七種變項，進而計算發球及接

發球贏率，藉以預測發球局及接發球局贏率；及探討國際職業級選手在發球上

之戰術策略，本研究期望能提供網球選手與教練在訓練上及比賽時運用，作為

調整發球策略之依據，並作為比賽後檢討發球及接發球表現之參考指標。 

本研究僅針對網球運動在比賽戰技上之技術分析，但影響網球比賽之因素

眾多，爾後在做相關研究時若能了解參賽選手之心理狀況、在不同場地材質之

球場進行之比賽加以分析；或增加各層級比賽及球技術之分析，如我國頂尖青

少年選手之賽事、我國全國排名賽之頂尖選手之賽事、職業級賽事加以分析，

盼能探討出在各個階段應具備之網球擊球技術間之差異，以提升我國網球選手

及教練在訓練上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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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ffects of Stroke Skill on the 
Outcomes in Tennis Tournaments in 2012 OEC 

Taipei WTA Ladies Open 

 

Lung Tung Chen-Wei Hsieh Cing-Shan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 Explore the tactics and strategy of the game of women's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Batting technical level to explo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outcome of 

the game. Method: In this study, I use the game photographic analysis, and 

repeatedly observed after the game. In the end, I use the 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for data processing. Result: The first return of serve technolog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winner. The strategy of first and second serve is tend to opponent's 

backhand as an attack.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first stroke skill can also increase 

the first scoring and serve winning rate then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winning 

possibility. 

 

Keywords : Stroke Skill, Tactics of Serve, First Serve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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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以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為例 

 

曹校章1 陳寶億2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醒吾科技大學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在探討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

與忠誠度，透過問卷進行調查。研究方法：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

相關、多元逐步迴歸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觀光客特性以中年已婚男性、

中高收入者為主，具有參與相似活動的經驗，多為第一次專程前往，並無安排

其他行程活動，透過親友獲知消息與朋友同行居多。在不同背景變項對參與動

機與滿意因素有顯著差異。在相關性分析中發現，娛樂性的參與動機越強，球

賽規劃之滿意度相對提高，而「球賽規劃」滿意度、「娛樂性」及「社交學習」

之參與動機對忠誠度具有預測力。結論：未來可增加娛樂效果規劃，透過賽程

編配及多媒體系統，將運動員的優異展現深刻呈現。取法香港七人制橄欖球錦

標賽運動觀光成功經驗，針對觀光客進行調查，建立資料，進行市場區隔，設

計更多娛樂及社交的活動，朝精緻賽會規劃，以達運動觀光推展效益。 

 

關鍵詞：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忠誠度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63~85 頁(2013.5)           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以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為例 

 

64 

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觀光是二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據 WTO 預測至2020年世界各國從事旅遊

之國際旅客將達16億人次（高俊雄，2003）。如此龐大的觀光人潮，將帶動相

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因此觀光產業對經濟之發展具有重要性之影響，也促使世

界各國政府重視觀光產業之發展。從運動和觀光間漸增的共生關係，觀光可以

說是運動發展的媒介，而觀光亦因運動投入而更具吸引力與附加價值（劉照金，

2003）。 

就球類運動賽事而言，橄欖球運動在臺灣仍屬冷門項目，但在國際間卻是

全球 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一，目前國際橄欖球總會  (International Rugby 

Football Board, IRB) ，共有100多個國家會員國。由於IRB的妥善行銷規劃，在

賽會辦理的盈利，已經成為繼足球世界盃和奥運會之後的世界第三大運動（舒

晶晶、張耀光，2004）。另外再觀察鄰近的香港，從1976年開始舉辦香港國際

七人制橄欖球賽至今，光在2011年的賽事即吸引約21,391名海外觀眾蒞臨，並為

香港帶來過2.82億港幣直接收益（香港橄欖球總會，2012）。香港橄欖球總會主

席Trevor Gregory表示，2012年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對推動香港經濟及國際

形像佔一重要席位，這兩萬多名海外觀眾不單止到香港旅遊，更與本地觀眾連

成一氣，體驗充滿嘉年華氣氛的比賽。換言之，經過多年的努力經營，「香港

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已經成為一個體壇盛事，更令香港成為亞洲國際都會的

一個表彰（香港橄欖球總會，2012）。也正因香港僅為彈丸之地，卻能透過七

人制橄欖球賽，創造令人稱羨的運動觀光效益，因此，也引起本研究對於運動

觀光客前往觀賞的動機，以及造成其滿意的原因與持續參與的忠誠度。援此觀

點，本研究以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為探討之核心。 

就運動參與的動機除了追求生理方面的身體適應能力之外， 主要的是運

動帶給他們的心理需求的滿足。在Deci and Ryan (1991) 的研究提出三種決定參

與運動行為的動機型式：（一）內在動機是根據所從事的活動中，所獲得的樂

趣及滿意而促使個體引發動機；（二）外在動機是指由外在的壓迫或物質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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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性動機而促使個體引發動機；（三）無動機。目前國內針對運動參與動機

的研究相當多（何燕娟，2000；張家銘，2005；蔡聰智、謝旻諺、曾淑平，2008）。 

另外在近年來針對運動觀光的發展於服務業中的市場趨於激烈，由於運動

觀光客對於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難以捉摸，因此，保持一致性的服務變的愈來愈

困難，因此，運動觀光客的滿意度被共同討論、研究以及整合 (Cronin & Taylor, 

1992;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94; Dobholkar, Shepherd, & Thorpe, 

2000) 。滿意 是遊客個人經歷活動之後的真實體驗，起源於個人與目的地互動

之後所產生的心理感覺與情感狀況  (Baker & Crompton, 2000) 。而Bigné, 

Sánchez., and Sánchez (2001) 則認為滿意 是遊客對遊憩歷程的整體評價；綜上

可知，觀光滿意度為觀光遊客對於景點體驗之後，評估其期望與實際感受後心

理知覺差距，而加以評斷的滿意程度。近年來因為人們開始注重生活品質，休

閒活動時間的提升，使得觀光產業蓬勃的發展（吳亮頤，2009）。人們對於觀光

地區管理者提供的環境、服務、交通、設施等的要求也相對提高，過去研究認

為如果能夠有效的提高觀光客的觀光滿意度，也能增加觀光客再次前往該場域

的機率（邱博賢，2002；吳亮頤，2009）。因此，觀光滿意度逐漸成為評估一個

觀光地區重要的指標之一。 

而在忠誠度的研究當中，Guest (1995) 指出觀光客的重遊意願是依據先前

旅遊經驗的認知而來。並在前往觀光目的地的所接觸到的人、事、物的經驗，

會影響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因此，對於觀光產業的經營管理與確知觀光客的需

求與重遊意願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如同侯錦雄（1990）針對觀光客的行為

研究顯示，運動觀光客的忠誠度會受到滿意程度、遊憩型態、個人屬性及觀光

動機等相關前置因素的影響很大，由此觀點延伸亦即要瞭解觀光客的忠誠度，

必須將掌握運動觀光客的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因此，本研究將忠誠度設為重要

的結果變項。 

綜上可知，若想要提升運動觀光客的忠誠度，藉以延續該地區的運動觀光

效益，其參與動機、滿意度將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綜觀過去針對觀光

的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陳水源，1988；魏弘發，1995）探討內容多從遊

憩資源環境、經營管理、遊憩服務、遊憩活動、解說服務、遊憩景點等方向來

探討個人特性、旅遊動機與認知、行前期望、實際體驗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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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鮮少透過觀光前往觀賞比賽的參與動機如尋求成就、社交性、身心放鬆、情

感交流、壓力與娛樂及有益的健康效果（范智明，1999；Beard & Ragheb, 1983; 

Fornell, 1992）等因素與滿意度之分析。故本研究以從臺灣前往香港觀賞香港國

際七人制橄欖球賽之運動觀光客的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加以探討，

期望透過臺灣運動觀光客對於國際賽事的參與動機及滿意度與忠誠度之感受，

做為未來爭辦國際大型運動賽會參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從臺灣前往香港觀賞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之運動觀光客

對於運動賽會觀光的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因素探討，根據問題背景，本研

究之具體目標如下： 

（一）分析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臺灣運動觀光客之特性。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對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差異。 

（三）瞭解運動觀光客的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相關性。 

（四）探討運動觀光客的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對忠誠度之預測力。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一）研究工具編製 

本研究工具根據相關文獻問卷（劉美稚，1999；王舜皇，2002；湯擷嘉；

謝金燕，2003）編製成「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量表」作為

預試問卷，內容分為：1.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2.運動觀光滿意度；3.忠誠度；

4.人口統計變項。 

（二）研究工具預試與信效度檢討 

預試問卷於2009年7月1日至月8日31日期間每周六日，於台北市百齡橋橄欖

球運動場，以便利取樣針對曾經前往觀賞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之運動觀光

客為預試對象，發放問卷110份，有效問卷97份，回收率為88.18%。 

預試問卷採用Cronbach’s α係數檢測問卷內部一致性，其結果在參與動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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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之α值為.900，滿意度因素分量表之α值為.843，忠誠度因素分量表之α值

為.889（如表1），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在效度檢討方面採用主成份分

析法來萃取因素構面，抽取特徵值大於1.00的因素，再依因素負荷量大於0.4之

標準選取各因素構面之問項，本研究量表共37題，結果在第一部份『參與動機』

量表抽取四個共同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66.54%；第二部分『滿意度因素』

量表抽取四個共同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60.18%；第三部分『忠誠度』量表

抽取一個共同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76.02%，各因素的名稱與題數，如表一

所示。調查問卷經預試程序信效度檢討後，使成為本研究之正式研究工具。 

表1 研究工具因素分析各構面命名與Cronbach’s α係數摘要表 

分量表 因素命名（題數） 特徵值 累積解釋變異量 α係數 

參與動機 

社交學習(4) 
放鬆壓力(5) 

娛樂性(3) 
周遭環境(4) 

6.791 
1.652 
1.197 
1.007 

66.54 .900 

阻礙因素 

球賽周圍便利性(4) 
膳宿與物價品質(5) 

球賽規劃(4) 
球員、教練及(3) 

        裁判表現 

5.106 
2.451 
1.459 
1.216 

60.18 .843 

忠誠度 忠誠度(4) 76.02 76.02 .889 

 

二、調查實施 

本研究正式施測日期為2010年3月26-28日、2011年3月25-27日、2012年24-26

日，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活動舉辦期間，透過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臺北

市巨人橄欖球俱樂部、建國中學橄欖球校友會、政治大學橄欖球校友會、新竹

長程橄欖球俱樂部等單位以及現場發放之方式，然本問卷採連續3年發放，為避

免填答者有重複填寫情形，於問卷發放之際，先行詢問是否填答過本問卷或相

關類似問卷，若有過填寫經驗者，將予以摒除。經連續3年發放問卷，共收集從

臺灣前往觀賞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之運動觀光客共321人，扣除廢卷39份，

後得有效問卷282份，回收率為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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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以 SPS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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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為統

計方法。本研究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均訂為 α=.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臺灣運動觀光客之特性分析 

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之運動觀光客特性分析發現，男性觀光客居多，

年齡以 46-55 歲、已婚、中高收入者為主要的觀光客群，在工作屬性上多為工

商業者，此結果與香港橄欖球總會（2012）委託全球知名研究公司 Synovate 針

對 606 名 2011 年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的現場觀眾，以一對一訪問的結果作

分析根據調查，所得之人口結構吻合，其調查結果顯示觀眾群多以專業人士或

管理階層為主，每年收入大概是 12.54 萬美元（海外觀眾）或每月 59,400 港幣

（香港居民），大部分是男性（74%），已婚（57%）及有子女（80%的已婚人

士）。這也顯示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前往觀賞者多屬於以就業人口，且皆

有薪資收入，且無家庭與經濟之壓力，因此具有較佳的消費能力來從事運動觀

光（曹校章，2005）。 

其次，本研究亦發現，運動觀光客來訪主要目的為專程前往觀賞比賽，大多

為第一次前往觀賞，而且都具有參與相似活動的經驗，此結果與香港橄欖球總

會（2012）調查結果相同，其結果顯示於 2011 年前往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

之運動觀光客有 73%曾參與以往的香港國際七人橄欖球賽事；而海外觀眾中，

有近 4 成（37%，即 7,915 人）是第一次觀賞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在前

來觀賞比賽的過程中並無安排其他行程活動，且與朋友同行居多，在消息管道

的來源中大多為親友告知的方式獲得。再者，有相同的活動經驗者，在累積相

似的活動經驗後，再次參與相同活動時，較會注重活動主題的特別性，更被活

動所展現的獨特性所吸引前來（葉茂生，2001；王舜皇，2002），並且和朋友一

起觀賞時則容易發洩出來 (Wenner & Gantz, 1989)，更能享受現場觀賞之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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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運動觀光客之特性分析 

 背景特性 人數 百分比  背景特性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女 

246 
36 

87.2 
12.8 

主要目的

專程前往觀賽 
順道前往觀賽 

其他 

250 
26 
6 

88.7 
 9.2 
 2.1 

年
齡 

12-25 
26-35 
36-45 
46-55 
56-65 

10 
61 
56 
74 
56 

 3.5 
21.6 
19.9 
26.2 
19.9 

重遊狀況
是 
否 

104 
178 

36.9 
63.1 

教
育
程
度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研究所以上 

0 
96 

137 
49 

0 
34.0 
48.6 
17.4 

參與相似

活動經驗

是 
否 

199 
83 

70.6 
29.4 

婚
姻
狀
況 

單身 
已婚，無小孩 
已婚，有小孩 

其他 

49 
114 
108 

11 

17.4 
40.4 
38.3 
 3.9 

有無安排

其他行程

是 
否 

129 
153 

45.7 
54.3 

月
收
入 

無 
19999 萬以下 
20000-39999 
40000-59999 
60000-79999 

8 萬上 

16 
19 
44 

109 
32 
62 

 5.7 
 6.7 
15.6 
38.7 
11.3 
22.0 

同行成員

家人 
朋友 
同學 
自己 
同事 

旅行團 

49 
178 
19 
15 
7 

14 

17.4 
63.1 
 6.7 
 5.3 
 2.5 
 5.0 

職
業 

學生 
軍公教 
服務業 
製造業 
工商業 
退休 
其他 

8 
53 
75 
18 
91 
18 
19 

 2.8 
18.1 
26.6 
 6.4 
32.3 
 6.4 
 6.7 

消息來源

報章雜誌 
傳播媒體 

網站 
文宣 

親友告知 
其他 

19 
35 
19 
9 

133 
67 

 6.7 
12.4 
 6.7 
 3.2 
47.2 
23.8 

 

二、不同背景項變參與者對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因素比

較 

由表3得知，不同背景項變項參與者對運動賽會觀光之參與動機情形，在不

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月收入、職業、主要目的、相似經驗、

安排其他行程、同行成員間呈現顯著差異存在 (p<.05)。 

在不同年齡層中發現青壯年在「放鬆壓力」、「娛樂性」、「周遭環境」

的動機上顯著高於12-25歲的觀光客，從結果中發現其年齡多屬於以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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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面臨工作、家庭、交友之間的壓力，因此，在多種因素刺激下，多數參與者

希望能在參與運動賽會觀光中放鬆心情、擺脫壓力。使平日工作的緊繃得到舒

緩（蔣正興等，2003）。 

在不同教育程度中，研究所以上學歷在「放鬆壓力」的動機中顯著高於高

中職及大專院校學歷者，與過去的研究（湯擷嘉，2003）指出教育程度在出國

觀賞運動期望因素上有顯著差異之結果相符。在不同婚姻狀態中對於「放鬆壓

力」、「娛樂性」的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與Backman, et al. (1995) 之研

究指出不同婚姻狀況的遊客具顯著差異之結果相同，湯擷嘉（2003）亦指出「娛

樂與解壓」因素為出國觀賞運動賽會 主要的因素。 

在不同月收入中發現月收入較高者在參與動機各因素中顯著高於月收入

19999萬以下及無收入者，這也顯示收入之高低會影響休閒活動的參與動機 

(Riddick & Stewart, 1994)，比賽參與程度則與尋求成就、壓力與娛樂及有益的健

康效果有關。 

在不同職業中，軍公教、服務業、製造業、工商業，相較於學生及退休人

員，平日忙於工作，有較高的工作壓力，渴望藉由出國觀賞運動賽會的到放鬆

與休息，再者，比賽的刺激性、國際活動魅力、不同文化體驗、歷史性意義、

熱鬧的儀式、教育體驗及遇至有名聲的運動員等因素 (Neirotti, 2001) 的誘因，

相對增強參與動機。 

在主要目的中，順道觀賞比賽在「週遭環境」因素中顯著高於專程前往觀

賽，經探討後瞭解，順道觀賞比賽者除觀賞賽會外，對香港購物天堂充滿興趣，

由此可知，如欲提昇遊客參與動機，相關舉辦地週邊服務措施與設備，必須相

互配合，與賽會內容本身相輔相成（林憶蘋、歐聖榮，2001；Jackson; Seaton, 

1997）。 

在相似經驗中，參加過者對於「放鬆壓力」的動機顯著高於不曾參加過者，

顯見參與過香港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者，親身體會現場加油吶喊的震撼力及心

情的放鬆，其參與動機相對提高。 

在其他行程當中有安排其他行程者在「週遭環境」動機中顯著高於無其他

行程安排者，這也顯示目的地有獨特的觀光遊憩資源，會使遊客產生想去進行

觀光遊憩行為的力量（王舜皇，2002），亦即旅遊目的地所提供的軟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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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符合大部分旅客之需求，則絕對會吸引旅遊者前往（廖友吟，2003）。 

而在不同同行成員當中與家人或朋友同行者在「社交學習」、「放鬆壓力」

動機中分別顯著高於自行前往及跟旅行團者，顯示參與者期望透過運動觀光來

增進社交關係，亦表示娛樂與解壓對出國觀賞比賽的運動觀賞者而言，是 主

要的動機因素（湯擷嘉，2003； Kwon & Trail, 2001; James & Ridinger, 2002）。

而在「週遭環境」 因素中與朋友同行者顯著高於自行前往者及跟旅行團者，由

此可知，其行程自主性高，可在觀賽之餘自由安排行程。 

綜觀上述結果可知社經狀況、個人特質、社會影響力及態度與價值觀會影

響到遊客的需求、動機及期望，進一步影響旅遊渴望到做決定的過程。 

表 3 不同背景變項參與者對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差異比較 

參與動機指標 
變異來源 

人數 
(n) 

社交學習

M (SD) 
放鬆壓力 
M (SD) 

娛樂性 
M (SD) 

周遭環境 
M (SD) 

年
齡 

12-25(1) 
26-35(2) 
36-45(3) 
46-55(4) 
56-65(5) 

66 以上(6) 
F 值 

事後比較 

 10 
 61 
 56 
 74 
 56 
 25 

4.10(.77) 
4.31(.45) 
4.41(.50) 
4.08(.42) 
4.23(.49) 
4.43(.35) 
4.29* 

3>4 

3.64(.49) 
4.41(.43) 
4.46(.42) 
4.41(.40) 
4.33(.39) 
4.58(.50) 
6.17* 

2.3.4.5.6>1 

4.26(.68) 
4.81(.34) 
4.75(.41) 
4.66(.38) 
4.56(.39) 
4.57(.46) 
5.10* 

2.3>1、2>5 

3.75(1.09) 
4.44(.47) 
4.37(.48) 
4.19(.51) 
4.17(.43) 
4.45(.40) 
5.34* 
2.3.6>1 

教
育
程
度 

高中職(1) 
大專院校(2) 

研究所以上(3) 
F 值 

事後比較 

 96 
137 
 49 

4.26(.50) 
4.21(.49) 
4.38(.42) 
2.14 

 

4.30(.54) 
4.37(.47) 
4.64(.38) 
7.96* 
3>1.2 

4.62(.42) 
4.67(.41) 
4.78(.40) 
2.40 

 

4.23(.54） 
4.27(.50） 
4.43(.53） 
2.39 

 

婚
姻
狀
況 

單身(1) 
已婚，無小孩(2)
已婚，有小孩(3)

其他(4) 
F 值 

事後比較 

 49 
114 
108 
 11 

4.28(.57) 
4.22(.51) 
4.25(.41) 
4.59(.39) 
1.96 

 

4.24(.79) 
4.42(.40) 
4.39(.41) 
4.85(.15) 
4.87* 
4>1.3 

4.62(.49) 
4.70(.37) 
4.62(.43) 
5.00(.00) 
3.20* 

4>3 

4.33(.73) 
4.25(.45) 
4.27(.46) 
4.59(.61) 
1.5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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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月
收
入 

無(1) 
19999 以下(2) 

20000~39999(3)
40000~59999(4)
60000~79999(5)
80000 以上(6) 

F 值 
事後比較 

 16 
 19 
 44 
109 
 32 
 62 

3.87(.50) 
4.13(.39) 
4.35(.48) 
4.23(.48) 
4.36(.59) 
4.33(.40) 
3.38* 
3.5.6>1 

3.72(.76) 
4.10(.68) 
4.45(.49) 
4.43(.38) 
4.50(.46) 
4.46(.40) 
9.66* 

3.4.5.6>1、5>2

4.39(.44) 
4.14(.50) 
4.74(.37) 
4.66(.39) 
4.78(.39) 
4.81(.30) 

11.27* 
3.4.5.6>2、6>1 

3.81(.71) 
4.03(.37) 
4.44(.58) 
4.26(.43) 
4.59(.41) 
4.25(.54) 
7.19* 

3.4.5>1、5>2 

職
業 

學生(1) 
軍公教(2) 
服務業(3) 
製造業(4) 
工商業(5) 
退休 (6) 
其他(7) 

F 值 
事後比較 

 8 
53 
75 
18 
91 
18 
19 

3.56(.11) 
4.23(.45) 
4.43(.49) 
4.20(.61) 
4.27(.42) 
3.97(.42) 
4.22(.47) 
6.02* 
2.3.5>1、

3>6 

2.80(.21) 
4.32(.39) 
4.48(.42) 
4.66(.32) 
4.53(.39) 
4.00(.41) 
4.42(.44) 

28.33* 
2.3.4.5.6>1、

3.4>6 

3.83(.30) 
4.66(.43) 
4.70(.39) 
4.85(.28) 
4.79(.32) 
4.42(.42) 
4.45(.48) 

10.94* 
2.3.4.5.6>1、

5>6 

3.18(.54) 
4.38(.41) 
4.39(.54) 
4.41(.58) 
4.30(.42) 
4.02(.42) 
4.11(.59) 
9.31* 

2.3.4.5.6>1 

主
要
目
的 

專程前往觀賽(1)
順道觀賞比賽(2)

其他(3) 
F 值 

事後比較 

250 
 26 
  6 

 

4.24(.50) 
4.40(.38) 
4.50(.00) 
2.05 

 

4.37(.51) 
4.54(.41) 
4.60(.30) 
1.83 

 

4.68(.41) 
4.58(.43) 
4.66(.51) 
.57 

 

4.24(.53) 
4.62(.30) 
4.66(.12) 
8.17* 

2>1 

相
似
經
驗 

參加過(1) 
不曾參加過(2) 

F 值 
事後比較 

199 
 83 

4.27(.47) 
4.24(.52) 
.20 

4.44(.44) 
4.29(.60) 
4.87* 
1>2 

4.68(.40) 
4.63(.46) 
.82 

4.29(.48) 
4.26(.61) 
.28 

其
他
行
程 

有安排(1) 
無安排(2) 

F 值 
事後比較 

129 
153 

4.28(.49) 
4.23(.48) 
.74 

4.39(.47) 
4.40(.52) 
.01 

4.66(.45) 
4.67(.38) 
.06 

4.36(.46) 
4.22(.56) 
5.61* 

1>2 

不
同
同
行
成
員 

家人(1) 
朋友(2) 
同學(3) 
自己(4) 
同事(5) 

旅行團(6) 
F 值 

事後比較 

 49 
178 
 19 
 15 
  7 
 14 

 
 

4.37(.45) 
4.31(.48) 
3.97(.48) 
3.8(.25) 
4.21(.22) 
4.14(.51) 
5.22* 
1.2>4 

4.54(.42) 
4.42(.45) 
4.37(.63) 
4.17(.46) 
4.34(.35) 
3.82(.81) 
5.61* 
1.2>6 

4.70(.43) 
4.66(.43) 
4.61(.37) 
4.82(.30) 
5.00(.00) 
4.47(.31) 
2.01 

 

4.22(.49) 
4.36(.48) 
4.42(.47) 
3.90(.52) 
4.21(.36) 
3.85(.79) 
4.93* 
2>4.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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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運動賽會觀光滿意度因素的情形中（如表 4），不同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月收入、職業、主要目的、相似經驗、安排其他行程、同行成員間

呈現顯著差異存在 (p<.05)。 

其中在不同年齡中，運動觀光客對於「球賽周圍便利性」及「膳宿與物價

品質」因素呈現顯著之差異，顯見提供便利、完善、親切的餐飲與住宿服務對

於觀光地區的經營開發有很大的幫助（高俊雄，1995）；而青少年族群在「球

賽規劃」滿意度因素中顯著大於壯年者，此結果顯示年輕者在運動觀光領域較

獲的滿足，且活動屬刺激、競賽等主題，則以學生、青少年等族群為主 (Nogawa, 

Yamaguchi., & Hagi, 1996)。 

在不同教育程度中，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在「球員、教練及裁判表現」滿意

度中顯著高於高中職及大專院校，過去針對賽會觀賞研究 (Shamir & Ruskin, 

1984) 發現對於賽會有相當程度了解者，越能深入享受其中樂趣，對於球賽規

劃之滿意度也相對提高。 

在不同婚姻狀態在「膳宿與物價品質」、「球賽規劃」因素中分別呈現顯

著差異，此結果與 Backman, et al. (1995) 之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遊客，對

活動刺激性構面的看法具顯著差異相同，此結果也說明了，提供良好的餐飲住

宿款待服務（高俊雄，1995；葉公鼎，1997）及球賽規劃，不但滿足了所有參

賽隊伍的需求，更提昇觀賞者對每一場球賽的觀賞滿意度（李鏡興，2002）。 

在不同月收入中，月收入較高者在「膳宿與物價品質」、「球賽規劃」、

「球員、教練及裁判表現」顯著高於月收較低者，而月收入為 19999 以下的運

動觀光客在「球員、教練及裁判表現」顯著高於無收入者，此結果證明影響遊

客滿意與否，與觀光產品與滿意因素有關係 (Swarkbrooke & Horner，1999)，

亦顯示有薪資收入，具有較佳的消費能力，來從事運動觀光（曹校章，2005）。 

在不同職業中，軍公教及製造業在「膳宿與物價品質」因素顯著高於學生，

而在「球賽規劃」因素中，軍公教、服務業、製造業分別顯著高於工商業及退

休者，顯見軍公教、服務業及製造業在工作穩定，生活無虞的情況下，擁有較

好的消費能力，因此對於「膳宿與物價品質」及「球賽規劃」的滿意度較為重

視。 

在不同主要目的中，順道觀賞比賽者在「球賽規劃」滿意度中顯著高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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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前往觀賽者，顯示有些觀光客參觀運動賽會之目的，主要並不是看比賽，而

是為了參與其週邊相關活動 (Mullin, 2000)，以運動為主題的觀光旅遊而言，賽

會為觀光的核心產品，具有觀光功能 (Gibson, 1999; Standeven & Knop, 1999)，

球賽規劃因素會提升觀光客前往競賽性活動之滿意度 (Neirotti et al, 2001)。 

有參加過相似經驗者在「球賽週圍便利性」滿意度因素中顯著高於不曾參

加過者，過去的研究（葉茂生，2001；王舜皇，2002）指出有相同的活動經驗

者，在累積相似的活動經驗後，再次參與時，對於週邊相關之設施及服務有所

了解，因此滿意度相對提升。 

在不同同行成員當中，與家人、朋友及同事前往者在「球賽週圍便利性」、

「膳宿與物價品質」、「球員、教練及裁判表現」分別顯著高於旅行團者，其

原因可以從香港橄欖球總會（2012）調查結果發現海外觀眾平均在香港逗留 6

天，並花費約 12,873 港幣在行程中的住宿、購物、飲食及交通等開支上。因此，

週邊環境的便利性與膳宿的價格與品質成為運動觀光客的首要考量。除此之

外，與親朋好友一起觀賞時，由於彼此熟識的原因，在欣賞比賽之際會有較誇

張和表現性的行為，情緒較容易發洩出來 (Gantz & Wenner, 1991)，更容易在生

理上產生興奮感（湯擷嘉，2003），進而提高對運動觀光之滿意度。 

表 4 不同背景變項參與者對運動賽會觀光滿意度差異比較 
滿意度因素指標 

變異來源 
人數

(n) 
球賽周圍 
便利性 
M (SD) 

膳宿與物價品

質 M (SD) 
球賽規劃 
M (SD) 

球員、教練

及裁判表現 
M (SD) 

年
齡 

12-25(1) 
26-35(2) 
36-45(3) 
46-55(4) 
56-65(5) 

66 以上(6) 
F 值 

事後比較 

10 
61 
56 
74 
56 
25 

2.85(.87) 
2.99(.68) 
3.19(.79) 
3.16(.46) 
3.08(.59) 
3.54(.55) 

3.24* 
6>2 

3.28(.54) 
3.58(.55) 
3.91(.56) 
3.66(.50) 
3.53(.55) 
4.03(.55) 

6.41* 
3.6>1.5、6>2 

4.70(.63) 
4.38(.44) 
4.35(.44) 
4.31(.44) 
4.11(.31) 
4.30(.49) 

4.39* 
1.2>5 

3.20(.42) 
3.48(.48) 
3.67(.52) 
3.41(.52) 
3.37(.64) 
3.34(.79) 

2.56 
 

教
育
程
度 

高中職(1) 
大專院校(2)  

研究所以上(3) 
F 值 

 96 
137 
 49 

3.07(.64) 
3.17(.61) 
3.17(.75) 

.79 
 

3.6(.58) 
3.66(.57) 
3.86(.49) 

3.06 
 

4.20(.43) 
4.30(.44) 
4.52(.41) 

8.48 
 

3.44(.61) 
3.43(.53) 
3.55(.59) 

.86* 
3>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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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婚
姻
狀
況 

單身(1) 
已婚，無小孩(2)
已婚，有小孩(3)

其他(4) 
F 值 

事後比較 

49 
114 
108 

11 

3.04(.58) 
3.25(.69) 
3.08(.64) 
2.95(.24) 

2.18 

3.33(.56) 
3.92(.51) 
3.58(.50) 
3.90(.66) 
17.35* 
2>1.3 

4.46(.51) 
4.33(.44) 
4.18(.39) 
4.54(.43) 

5.92* 
1>3 

3.44(.48) 
3.44(.58) 
3.46(.61) 
3.63(.50) 

.40 

月
收
入 

無(1) 
19999 以下(2) 

20000~39999(3) 
40000~59999(4) 
60000~79999(5) 
80000 以上(6) 

F 值 
事後比較 

16 
19 
44 

109 
32 
62 

3.17(.40) 
3.13(.77) 
3.12(.48) 
3.15(.72) 
3.28(.75) 
3.04(.57) 

.60 
 

3.45(.17) 
3.67(.54) 
3.46(.57) 
3.72(.53) 
3.95(.61) 
3.72(.61) 

3.50* 
5>3 

4.28(.43) 
4.18(.39) 
4.41(.49) 
4.22(.38) 
4.59(.46) 
4.29(.47) 

4.37* 
5>4 

2.95(.52) 
3.59(.21) 
3.46(.50) 
3.44(.56) 
3.76(.64) 
3.41(.60) 

4.80* 
2.5>1 

職
業 

學生(1) 
軍公教(2) 
服務業(3) 
製造業(4) 
工商業(5) 
退休 (6) 
其他(7) 

F 值 
事後比較 

8 
53 
75 
18 
91 
18 
19 

2.50(.77) 
3.34(.71) 
3.23(.60) 
2.77(.68) 
3.00(.61) 
3.31(.44) 
3.31(.49) 

4.91 
 

3.00(.37) 
3.89(.47) 
3.67(.75) 
3.90(.40) 
3.64(.50) 
3.57(.29) 
3.60(.32) 

4.00* 
2.4>1 

4.37(.69) 
4.49(.45) 
4.38(.51) 
4.58(.38) 
4.16(.26) 
3.97(.18) 
4.26(.59) 

6.96* 
2.4>5 

2.3.4>6 

3.33(.43) 
3.52(.76) 
3.48(.58) 
3.42(.52) 
3.49(.41) 
3.14(.68) 
3.43(.54) 

1.12 
 

主
要
目
的 

專程前往觀賽(1)
順到觀賞比賽(2)

其他(3) 
F 值 

事後比較 

250 
26 
6 

3.10(.67) 
3.38(.36) 
3.41(.51) 

2.70 
 

3.66(.56) 
3.83(.56) 
4.00(.61) 

1.98 
 

4.28(.44) 
4.50(.42) 
4.66(.51) 

5.05* 
2>1 

3.44(.58) 
3.53(.37) 
3.77(.86) 

1.25 
 

相
似
經
驗 

參加過(1) 
不曾參加過(2) 

F 值 
事後比較 

199 
83 

3.24(.63) 
2.88(.61) 

19.8* 
1>2 

3.68(.54) 
3.70(.62) 

.09 

4.31(.43) 
4.29(.49) 

.09 

3.43(.57) 
3.51(.57) 

.89 

不
同
同
行
成
員 

家人(1) 
朋友(2) 
同學(3) 
自己(4) 
同事(5) 

旅行團(6) 
F 值 

事後比較 

49 
178 
19 
15 
7 

14 
 
 

3.16(.52) 
3.19(.65) 
3.39(.68) 
2.76(.60) 
2.92(.57) 
2.50(.51) 

5.06* 
1.2.3>6 

3.81(.40) 
3.70(.62) 
3.81(.34) 
3.61(.61) 
3.48(.19) 
3.14(.24) 

3.61* 
1.2.3.>6 

4.26(.33) 
4.31(.48) 
4.36(.38) 
4.40(.47) 
4.21(.22) 
4.32(.54) 

.34 
 

3.45(.51) 
3.46(.60) 
3.75(.33) 
3.04(.37) 
3.71(.44) 
3.38(.59) 

2.9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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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三、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之相關性分析 

經相關分析後發現（如表5），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觀光參與動機與滿

意度因素之整體相關值為0.362，呈現顯著水準之正相關，顯示參與動機與滿意

度成正向關係。透過文獻分析發現，此結果與過去針對賽會之研究（王沛泳，

2001；黃仲凌、高俊雄，2005）指出滿足參與者之動機需求，其滿意度亦會提

升。亦即參與程度較深者，其對參與的滿意度較高（趙政諭，2000；王沛泳，

2001）。 

進一步從各構面相關係數分析發現，「娛樂性」的參與動機與「球賽規劃」

的滿意度之相關值 高 (r=.374, p<.05)；此結果與過去針對運動比賽觀眾觀賞動

機（劉美稚，1998；施致平，2001; Kwon & Trail, 2001; James & Ridinger, 2002）

的研究是一致的，James and Ross (2002) 更指出運動消費者在觀賞比賽之際，是

期望透過情感的連接或者與球隊有所關連來達到娛樂效果，並而把觀賞運動當成

一種享受，更是作為娛樂的來源。過去研究 (Kwon & Trail, 2001; Funk, Mahony 

& Ridinger, 2002; James & Ridinger, 2002) 指出，運動消費者觀賞動機，其原因

可能來自於他們對一項特定的運動感到興趣  (Funk, Mahony & Ridinger, 

2002) 、運動比賽具有娛樂效果 (James & Ross, 2002) 、戲劇性 (Kwon & Trail, 

2001; James & Ridinger, 2002) 、運動員的身體技術 (James & Ross, 2002) 以及

現場氣氛 (Funk, Mahony & Ridinger, 2002; James & Ridinger, 2002) 等多種因素

的影響；從另一角度思考，比賽就如同一場精湛的好戲，球員、教練與裁判是

競技舞台上的主角，而一場精彩的演出，並需具備刺激性、緊張性與精彩的性、

展現堅強的團隊戰力、塑造優秀運動員等多種重要元素，方能吸引球迷到現場

觀賽。而在施致平（2001）的研究指出球賽之精彩性、刺激與緊張度為影響觀

眾觀賞滿意度的正向因素。由此可知，在比賽的過程中激烈的對戰及互有領先

的刺激感可使運動消費者在觀賞的過程中享受樂趣。再者，在現場能參與場邊

球迷啦啦隊、與不同的球迷有所接觸，以及與球員之間產生互動，進而融入現

場歡呼、加油的氣氛中，這種現場觀賽的情境與臨場感，正是觀賞運動賽會

大的樂趣。同時，好的活動內容設計，將成為吸引遊客前往的主要因素（林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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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歐聖榮，2001），亦即娛樂性的參與動機越強，對於球賽的相關規劃之滿

意度相對提高。 

表 5 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之相關性摘要 

類別 
球賽周圍 
便利性 

膳宿與 
物價品質 

球賽規劃
球員、教練及 

裁判表現 
滿意度因素 

社交學習  .141* .246* .374* .145* .322* 

放鬆壓力 .064 .319* .334* .134* .304* 

娛樂性 -.063 .238* .389* .234* .253* 

周遭環境 .089 .225* .353* .220* .301* 
參與動機 .084 .318* .435* 213* .362* 

*p<.05 

四、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因素對忠誠度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以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參與動機、滿意度因素為預測變項，以

忠誠度為效標變項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如表 6），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選入「球

賽規劃」、「娛樂性」、「社交學習」，刪除其他變項，結果相關係數 R 為.568，

決定係數 R square 為.322，解釋變異量為 32.2%，達顯著之水準（F＝44.10, 

p<.05），其迴歸方程式如下： 

 

未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Y＝.414X1＋ .321X2 ＋.247X3＋-.242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Z＝.311z1＋.225z2＋.201z3＋.179 z4 

 

經多元逐步迴歸後，可預測的解釋變異量為32.2%，其中以「球賽規劃」、

「娛樂性」、「社交學習」等因素 具解釋力。這也顯示當運動逐漸成為觀光

旅遊活動中明顯的一部分時，運動旅遊蔚然成為趨勢，民眾不再只是參與純粹

性的休閒旅遊，而運動選手也不是單純前往參與競技比賽；而遊憩活動之滿意

度是取決於事前的期望與實際體驗的一致程度的比較  (Bulltena & Klessig, 

1969) 。亦即運動觀光客在他實際參與的過程中獲致良好的活動內容與相關服務

的同時，其所感受的價值相對的會提升，如此就會深刻的影響其對於香港國際

七人制橄欖球賽的滿意。因此如果要永續發展，就必須針對賽會活動時程與賽

會周遭相關設施進行周延的規劃。臺灣曾於1994年舉辦第一屆臺北國際七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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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球邀請賽，邀請十六國家代表隊參加，其實力皆屬一流隊伍（呂銀益、邱

裕新，1997），卻無法延續經營，來吸引全球橄欖球迷前來觀賞。反觀香港國

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平均每年為香港橄欖球協會賺進二千萬港幣，香港幾乎已

成為七人制橄欖球聖城，每年三月一到，世界各地喜愛橄欖球運動人士幾乎全

部湧入香港（李鏡興，2002）。滙豐集團贊助及項目總監Giles Morgan指出香港

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是香港 大型的體育及社交年度盛事，滙豐對於能夠再次

參與此盛事感到興奮。這個周末讓世界各地的橄欖球迷連成一線，而比賽本身

亦對香港旅遊業有推動作用（香港橄欖球總會，2012）。根據 Synovate 針對2011

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觀眾調查也顯示97%的觀眾會表示推薦這項活動予他

們的親人和朋友，亦有9成的人表示可能或肯定會參與2012年的香港國際七人制

橄欖球賽，可見賽事的魅力非凡。其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表 6 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滿意度因素對忠誠度之多元逐步迴歸摘要 

選入變項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 square 
標準誤 迴歸係數 B

標準化迴歸

係數 Beat 
F 值 

球賽規劃 .414 .311 

娛樂性 .321 .225 

社交學習 

.568 .322 .496 

.247 .201 

44.10* 

*p<.0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運動觀光客特性以中年已婚男性居多、中高收

入者為主，具有參與相似活動的經驗，多為第一次專程前往觀賞比賽，

並無安排其他行程活動，透過親友獲知消息，且與朋友同行居多。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運動觀光客在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因素皆有顯著差異。研

究結果顯示不同的背景對於參與動機與滿意度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與感

受，這也顯示不同受測者反映前往觀賞原因會因需求、動機及期望，進

一步影響旅遊的渴望。而受測者認為賽會本身與週邊的相關配合條件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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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越能使運動觀光客對比賽相關的規劃感到滿意。 

（三）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運動賽會觀光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因素具有一定

程度之相關性，亦即娛樂性的參與動機越強，對於球賽的相關規劃之滿

意度相對提高。換言之，運動觀光客前往觀賞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

主要是因為娛樂性的參與動機；而在參與的過程中對於主辦單位的球

賽規劃感覺 為滿意。 

（四）「球賽規劃」、「娛樂性」、「社交學習」對於忠誠度具有良好的預測

力，顯示運動觀光客在他實際參與的過程中獲致良好的活動內容與娛樂

的同時，相對的在活動的過程中，呼朋引伴，獲得社交的效果，讓其所

感受的價值相對的會提升，如此就會深刻的影響其對於香港國際七人制

橄欖球賽的滿意，進而吸引全球橄欖球迷猶如朝聖般的前來觀賞。 

二、建議 

香港國際七人制橄欖球賽官方單位應同背景變項之潛在客戶，將各消費群

對不同參與動機與滿意度的支持度，建立資料庫以利追蹤，透過運動觀光客特

性資料的建立及實際操作經驗的累積，進而進行市場區隔，以利主辦單位設定

賽會活動舉辦欲吸引之目標對象，達成運動觀光推展之效益。 

在舉辦的過程中，能增加娛樂效果的規劃，朝向球賽精彩度的提升、周邊

娛樂體驗設施建構、中場娛樂活動規劃、球員與球迷互動設計等具體行銷策略，

提供令運動觀光客感覺物超所值的運動賽會與更高度的滿意感受，以期提升運

動消費者再次參與之動機。 

未來臺灣若欲舉辦大型的國際橄欖球運動賽事，可取法香港七人制橄欖球

錦標賽運動觀光經營的成功經驗，朝完美精緻的賽會規劃、設計更多符合運動

觀光客需求的娛樂及社交的活動，藉以建立運動觀光客對於賽事觀賞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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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 Sport Event Tourism - As 

Exemplified by the Hong Kong Sevens 

 
Hsiao-Chang Taso1 Pao-Yi Chen2 

1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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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entitled “Question- 
naire on the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 the Hong Kong Sevens”. The 
answers collected were subjected to such analyses as ANOVA,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show that sport event tourist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being mostly middle aged 
married male with medium to high income, having previously attended similar 
activities, and for most of them this was their first time traveling specifically for the 
event and having no schedule for other activities, they had heard of the event through 
friends or relatives and mostly arrived with friends. All background variables show 
significant variance for motivations and satisfaction factors.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motivation for entertainment, the higher are the satisfaction 
with game planning, and that “game planning” among satisfaction,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learning” among motivation have good power of prediction for loyalty. 

In future it could be considered to add planning for entertainment, so that 
superior performance by sportspersons could be brought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depth.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uccessful sports tourism experience of the Hong 
Kong 7-Men Rugby Championship be reproduced, starting with studies on the sports 
tourists, setting up databases, dividing market niches, and designing mo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activities for them,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a 
refined event can be created, reaping the full profit of sports tourism. 

 

Keywords: sport event tourism, attendance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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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體育課參與情形與體適能 
現況調查之研究 

 
陳逸政 1 李俞麟 1 王傑賢 2 

1 淡江大學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摘要 

目的：瞭解 2010 年全國大專校院 84 所學校學生體育課參與情形與體適能

現況，並探討不同體育課必修制度的學校學生在體適能檢測之差異情形。方法：

以問卷抽樣調查方式搭配實際檢測，利用集群抽樣方式針對全國大專校院 84

所學校進行體適能檢測與問卷調查。結果：大專男、女生每週上體育課的時間

為 1-2 小時，男生有 48.6%、女生則是 36.1%喜歡體育課，學期中男生每週運動

時間以 2.5-3.5 小時最多、女生則是 1 小時以內最多，男女生主要的運動地點為

學校，男生以籃球項目、女生則是健走項目最多人參與；在體適能現況部分，

整體而言，2010 年大專學生的體適能比 1999 年大專常模呈現下降的現象，其

中以 4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體適能最佳，其次依序為 3 年必修、2 年必修、免

修體育課與 1 年必修體育課學校；在不同修課制度大專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上，不同修課制度大專男、女生在身高、體重、BMI、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

臥起坐、立定跳遠與 1600/800 公尺跑走部分有顯著差異，其中公立學校又顯著

優於私立學校。結論：體育課為大專學生規律運動的主要時間，藉由規律運動

進而維持學生基本體適能，建議從預防醫學角度而言，大學體育課應至少維持

3 年以上的必修制度，以便學生養成終身運動之習慣。 

 
關鍵詞：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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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背景 

隨著科技的發展，新世紀的來臨，體適能的重要性已受到世人重視，根據

文獻得知，適度的運動可以建立良好的體適能，且可減緩慢性病的威脅，並可

降低高血壓發生率、減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預防肥胖的效果，進而降低國

家醫療支出及財政負擔（蔡錦雀、陳麗華、玊俊明，1998；郭鍾隆、王俊權、

吳仁宇、吳明城，2011；陳全壽、劉宗翰、張振崗，2004；Bouchard, Shephard, 

& Stephens, 1994；Orzano & Scott, 2004；Ten & Maclaren, 2004）。因此，藉由

運動來提升體適能至為重要（施致平、黃蕙娟，2011），而體適能的項目根據

ACSM (1995) 認為應包含心肺適能、肌肉適能、柔軟度及身體組成等項目，爰

此，教育部於2000年起全面實施中小學生體適能護照計畫，旨在透過體適能護

照之介入，讓學生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在大專體適能部分，教育部於1999年委

託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從事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常模之研究，也是目前國內用來

比較的標準，其後亦陸續蒐集2001至2006年大專校院學生的體適能檢測結果，

結果發現大專校院男生之身體質量指數有逐年上升之趨勢，然大專男、女生在

體適能檢測之心肺適能、肌肉適能與柔軟度則呈現下降的趨勢（許振明，2008），

在政府不斷地提倡提升體適能的相關政策下，學生的體適能仍呈現逐年下滑的

趨勢，除了正規的體育課程實施全面體適能檢測之外，校園體適能風氣的帶動

亦是重要因素（陳建廷，2004），藉此，施致平、李俞麟、羅晨溦與謝靜瑜（2012）

則提出政府相關部門應重新審視體適能之推展活動與策略，並加強有效之追蹤

考核。方進隆（1999）更提出大專的體育教師必須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設計符合

學生的課程，旨在提升及維持學生的體適能，但大學的體育課程推行阻礙在於

1994年大學法頒布後，大學體育課不再是四年的必修，而是由各校制定體育課

程的必選修規定，現行大多數的學校將大三及大四的體育課程訂為選修課或是

通識課程，也因此影響了大學生的運動習慣及時間；大專校院學生是在全國少

數仍保有大一到大三體育課程為三年必修的學校，因此、本研究針對大專校院

84所學校，共檢測32,800位大一到大四的學生，瞭解學生對於體育課程參與情形

及體適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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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接續上述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 瞭解 20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體育課參與情形。 

二、調查 20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現況。 

三、 分析不同體育課必選修學校學生體適能之差異情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10 年 84 所大專校院學生大一到大四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每校

選取 400 名，分別大一至大四男、女各計 50 名，共計選取 32,800 名學生，經

過檢測過程，扣除學生因身體不適，共有 32,747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的檢

測率為 99.8%。 

二、抽樣方法與研究時間 

本研究以國內大專校院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抽樣問卷調查及檢測，

以集群抽樣 (cluster sampling) 方式進行取樣。共選取84所大專校院，每校抽取

大一至大四男、女學生各50名，每所學校計抽取400名，專科與二年制技術學院

分別取專四、專五、二技一、二年級男、女學生各50名，共計抽取200名，總計

抽取32,800名, 並於2009年9月15日至2010年1月15日於各大專校院運動場館進

行檢測。 

三、研究項目與方法 

研究項目分為「體育課參與情形」與「體適能檢測」兩部份。在體育課參

與情形部分參考沈連魁（2004）所擬的體育課參與問卷，依本研究目的而修訂

成7題問項；在體適能部分則依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00）編印之學生體適能護

照試辦意見調查表，及教育部1999大專院校學生體適能檢測計畫「台灣地區大

專院校學生體適能常模研究」（方進隆，1999）之體適能測驗方式辦理，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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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之研究項目如下： 

（一）身體組成：測量身高、體重，再換算成身體質量指數 (body mass index, 

BMI) 。 

（二）肌肉適能：測量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腹肌耐力）。 

（三）心肺適能：男生測量1600公尺跑走，女生測量800公尺跑走。 

（四）柔軟 ：測量坐姿體前彎。 

（五）瞬發力：測量立定跳遠。 

（六）體育課參與情形：是否參加運動性社團、主要運動地點、主要參與運動

項目、每週上體育課時數、每週自主運動時數、上體育課感受及對體育

課的喜好程度…等。 

四、資料處理方法 

（一）研究資料彙整後以PASW 18.0版軟體進行分析，數值呈現以平均值及標準

差表示。 

（二）以描述性統計及次數分配表顯示資料內容。 

（三）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t檢定判別不同修課制度和公私立大專校院之間學

生，在體適能檢測差異情形。 

肆、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一）體育課程開課情形現況調查 

臺灣在1994年大學法公布後，全國各大專校院對於體育課的開課制度則呈

現不一致的現象，不再由教育部制定四年體育課必修，而是由各校自主制訂，

根據教育部2010年體育統計年報顯示，全國接受調查的151所學校中，以84所學

校大學維持二年必修體育課 多占55.6%、其次為三年必修占23.2%、 少則以

免修體育課占0.2%，詳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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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體育課程必修現況調查 

體育課開課別 校數 百分比 

免修體育課  3  0.2 
一年必修 28 18.5 
二年必修 84 55.6 
三年必修 35 23.2 
四年必修  1  0.7 

（二）樣本基本資料 

本研究為了符合 20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必選修學校的實際狀況，依集群抽樣

的結果，茲將本研究對象樣本的基本資料統計如下，在免修體育課的人數共占

1.2%、一年必修的人數共占 13.2%、二年必修體育課的人數共占 56%、三年必

修體育課的人數共占 28.4%、四年必修體育課的人數共占 1%；在樣本就讀年級

部分以大一人數 多，共占 31.3%、 少則為二技一年級的學生，共占 0.5%，

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題目 選項 姓別 次數 百分比 
免修體育課 男   204  0.6 

 女   200  0.6 
一年必修 男 2,175  6.6 

 女 2,157  6.6 
二年必修 男 9,342 28.5 

 女 9,012 27.5 
三年必修 男 4,654 14.2 

 女 4,661 14.2 
四年必修 男   197  0.6 

體育課開課別

 女   145  0.4 
     

大一 男 4,915 16.0 
 女 4,685 15.3 

大二 男 3,826 12.5 
 女 3,846 12.5 

大三 男 3,306 10.8 
 女 3,317 10.8 

大四 男 2,871  9.4 
 女 2,879  9.4 

二技一 男   112  0.4 
 女    36  0.1 

二技二 男   107  0.4 
 女   238  0.8 

專四 男   157  0.5 
 女   151  0.5 

專五 男   102  0.3 

就讀年級 

 女   15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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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體育課參與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學生參與運動社團的情形，以男生參與人數

多，占全體男生 11.9%的比例，女生則僅 8.3%參與；每週上體育課的時間，

男女皆以 1-未滿 2 小時 多，分別占 76.3%與 78.1%；對上體育課多寡男、女

皆以感受普通 多，分別占 54.8%與 54.7%；對於體育課的喜歡程度，男生喜

歡程度則高於女生，分別為 37.5 與 30.0；學期中每週運動的累積時間，男生則

以 1-滿 2.5 小時 多占 29.9%，女生則以 1 小時以內 多，佔 33.2%；在主要的

運動地點部分，男女生皆以學校為主要運動地點，分別占 42.7%與 31.1%；主

要參與的運動項目部分，男生則以籃球 多占 24.7%，女生則以健走 多占

25.4%，詳如表 3 所示。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每週上體育課的時間、

每週運動累積運動時間與主要運動地點等，同於張世沛、黃素珍、張志銘、陳

弘順、施國森（2011）、陳逸政（2011）的研究，推測大部分學生每週僅利用體

育課的時間來進行運動，除此之外，男生每週會額外利用體育課再進行 1 個小

時的運動，女生則除了體育課之外，不會額外再利用時間運動，藉此說明，體

育課是維持學生每週規律運動的一門課程。 

表 3 大專校院學生體育課參與統計表 

男 女 
題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是  4,998 11.9  1,327  8.3 

您是否參與運動社團 否 10,684 88.1 14,715 91.7 

未上體育課  2,099 13.4 2,652 16.5 
1-未滿 2 小時 11,977 76.3 12,575 78.1 
2-未滿 4 小時  1,241  7.9   756  4.7 一週上體育課的時間 

4 小時以上   373  2.4   114  0.7 

非常不足夠 1,077  6.9   785  4.9 
不足夠 3,022 19.2 2,625 16.3 
普通 8,606 54.8 8,799 54.7 
足夠 2,304 14.7 2,908 18.1 

上體育課多寡之感受 

非常足夠   694  4.4   976  6.1 

非常不喜歡   272  1.7   370  2.3 
不喜歡   419  2.7   887  5.5 
普通 7,362 46.9 9,025 56.1 
喜歡 5,886 37.5 4,836 30.0 

體育課的喜歡程度 

非常喜歡 1,740 11.1   97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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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接上頁）

不運動   871  5.5 1,807 11.2 
1 小時以內 2,694 17.1 5,358 33.2 
1-2.5 小時 4,702 29.9 5,326 33.0 

2.5 小時-3.5 小時 3,057 19.4 1,863 11.6 
學期中，每週運動的累積時間 

超過 3.5 小時 4,399 28.0 1,765 10.9 

不參與運動   757  4.9 1,333  8.3 
家裡 1,951 12.5 4,642 29.0 
學校 6,637 42.7 4,979 31.1 

公園或社區運動場館 5,676 36.5 4,307 26.9 
主要的運動地點 

其它   525  3.4  730  4.6 
無   716  4.6 1,248  7.8 

健走 1,265  8.1 4,068 25.4 
跑步 3,079 19.7 2,460 15.3 

騎自行車 1,186  7.6 1,939 12.1 
跳舞   352  2.3  744  4.6 
籃球 3,862 24.7  989  6.2 
排球   551  3.5  802  5.0 
羽球 1,156  7.4 1,545  9.6 
桌球   730  4.7  384  2.4 

棒壘球   822  5.3   76  0.5 
游泳   992  6.4 1,057  6.6 
武術   121  0.8   59  0.4 

主要參與的運動項目 

其它   712  4.6  588  3.7 

 

三、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現況調查 

（一）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現況 

1.免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本次所調查的免修體育課的 204 位男生中，在身高部分 小值為 156 公分，

大值為 187 公分，平均身高為 172.5 公分；在體重部分， 小值為 43 公斤，

大值為 97 公斤，平均體重為 65.3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

小值為 17， 大值為 32，平均數為 21.9；在坐姿體前彎部分， 小值為 3 公分，

大值為 60 公分，平均為 27.7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 小值為

15 次， 大值為 60 次，平均為 40.9 次；在立定跳遠部分， 小值為 130 公分，

大值為 277 公分，平均為 203.6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 小值為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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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大值為 943 秒，平均為 545.7 秒，詳如表 4 所示。 

表 4 免修體育課學校男生體適能現況統計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204) 156 187 172.5  5.3 

體重 (n=204)  43  97  65.3 10.5 

BMI (n=204)  17  32  21.9  3.2 

坐姿體前彎 (n=204)   3  60  27.7 10.6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204)  15  60  40.9  7.7 

立定跳遠 (n=204) 130 277 203.6 24.2 

1600 公尺跑走 (n=204) 360 943 545.7 88.5 

 

2.一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一年必修體育課的 2,174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72.6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68.8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3.1；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27.7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38.8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98.8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604.9 秒，

詳如表 5 所示。 

表 5 一年必修體育課學校男生體適能現況統計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2166) 147  197 172.6  6.1 

體重 (n=2166)  43  140  68.8 13.9 

BMI (n=2166)  14   44  23.1  4.2 

坐姿體前彎 (n=2171)   1   60  27.7  9.8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2174)   5   70  38.8  9.7 

立定跳遠(n=2168)  60  300 198.8 32.2 

1600 公尺跑走 (n=2166) 300 1500 604.9 153.3 

 

3.二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二年必修體育課的 9,137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72.8 公分；在體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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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體重為 67.1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2.4；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27.9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40.3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208.2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540.8 秒，

詳如表 6 所示。 

表 6 二年必修體育課學校男生體適能現況統計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9137) 145  200 172.8  5.9 

體重 (n=9137)  35  137  67.1 12.1 

BMI (n=9137)  13   44  22.4  3.7 

坐姿體前彎 (n=9071)   1   60  27.9 10.1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9085)   2   71  40.3  9.1 

立定跳遠 (n=9050)  80  320 208.2 29.5 

1600 公尺跑走 (n=8799) 300 1365 540.8 114.5 

 

4.三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三年必修體育課的 3,797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72.8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66.5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2.2；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27.1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40.2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208.5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536.6 秒，

詳如表 7 所示。 

表 7 三年必修體育課學校男生體適能現況統計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3752) 147 192 172.8  5.8 

體重 (n=3752)  38 125  66.5 11.3 

BMI (n=3752)  15  39  22.2  3.4 

坐姿體前彎 (n=3786)   1  60  27.1 10.1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3797)   1  71  40.2  8.8 

立定跳遠 (n=3760)  95 327 208.5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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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公尺跑走 (n=3682) 300 900 536.6 92.1 

5.四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四年必修體育課的 3,797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72.3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62.5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1.1；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24.4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46.8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224.0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386.3 秒，

詳如表 8 所示。 

表 8 四年必修體育課學校男生體適能現況統計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197) 160 188 172.3  5.4 

體重 (n=197)  51  84  62.5  6.2 

BMI (n=197)  17  30  21.1  1.8 

坐姿體前彎 (n=194)   1  55  24.4 10.8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197)  27  77  46.8  8.8 

立定跳遠 (n=197) 145 292 224.0 22.9 

1600 公尺跑走 (n=197) 334 450 386.3 20.5 

 

（二）大專校院女生體適能現況 

1.免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免修體育課的 200 位女生中，平均身高為 160.2 公分；在體重部分，平

均體重為 51.9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2；在坐姿體前

彎部分，平均為 31.4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29.4 次；在立

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49.5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311.3 秒，詳如

表 9 所示。 

表 9 免修體育課學校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200) 146 179 160.2  5.7 

體重 (n=200)  36  90  51.9  7.6 

BMI (n=200)  15  30  20.2  2.6 

坐姿體前彎 (n=200)   5  60  31.4  9.8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199)  11  48  29.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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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跳遠 (n=199)  92 228 149.5 22.9 

800 公尺跑走 (n=200) 198 725 311.3 59.0 

2.一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一年修體育課的 2,154 位女生中，平均身高為 159.7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53.3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8；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31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29.9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44.8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347.9 秒，詳

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一年必修體育課學校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2141) 140 180 159.7 5.6 

體重 (n=2141) 33 99 53.3 9.7 

BMI (n=2141) 14 41 20.8 3.5 

坐姿體前彎 (n=2154) 2 60 31.0 10.1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2149) 1 62 29.9 8.2 

立定跳遠 (n=2143) 60 281 144.8 23.8 

800 公尺跑走 (n=2146) 181 699 347.9 84.2 

 

3.二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二年修體育課的 8,782 位女生中，平均身高為 160.1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53.0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6；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32.5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30.5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50.6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311.8 秒，詳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二年必修體育課學校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8782) 140 191 160.1  5.5 

體重 (n=8782)  35 128  53.0  9.1 

BMI (n=8782)  13  46  20.6  3.2 

坐姿體前彎 (n=8756)   1  60  32.5 10.1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8752)   1  65  30.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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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跳遠 (n=8692)  80 278 150.6 23.6 

800 公尺跑走 (n=8419) 180 694 311.8 60.8 

4.三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三年修體育課的 4,606 位女生中，平均身高為 160.1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53.1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7；在坐姿體

前彎部分，平均為 32.7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30.4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49.3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303.4 秒，詳

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三年必修體育課學校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4572) 140 185 160.1  5.3 

體重 (n=4572)  34 112  53.1  8.9 

BMI (n=4572)  14  40  20.7  3.2 

坐姿體前彎 (n=4606)   1  60  32.7 10.0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4594)   1  65  30.4 8.1 

立定跳遠 (n=4581)  80 270 149.3 22.2 

800 公尺跑走 (n=4494) 180 685 303.4 52.0 

 

5.四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體適能現況 

在四年修體育課的 145 位女生中，平均身高為 162.8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54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3；在坐姿體前

彎部分，平均為 29.9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39 次；在立

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64.6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236 秒，詳如

表 13 所示。 

表 13 四年必修體育課學校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145) 155 181 162.8  4.6 

體重 (n=145)  42  81  54.0  6.0 

BMI (n=145)  16  30  20.3  1.9 

坐姿體前彎 (n=145)   7  53  29.9 10.7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145)  20  62  39.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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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跳遠 (n=145) 116 220 164.6 21.5 

800 公尺跑走 (n=145) 169 400 236.0 32.8 

（一）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現況分析 

為了比較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的現況，因此，本研究綜合分析公私

立學校的男、女生體適能現況，其分述如下： 

1.公立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現況 

在公立大專校院 6,379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72.9 公分；在體重部分，平

均體重為 66.2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2.1；在坐姿體前

彎部分，平均為 28.1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41.2 次；在立

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211.4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517.9 秒，詳

如表 14 所示。 

表 14 公立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6379) 145 197 172.9  5.8 

體重 (n=6379)  35 125  66.2 11.0 

BMI (n=6379)  14  40  22.1  3.3 

坐姿體前彎 (n=6374)   1  60  28.1 10.3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6372)   5  77  41.2  9.1 

立定跳遠 (n=6344)  97 315 211.4 27.0 

1600 公尺跑走 (n=6273) 300 995 517.9 96.7 

 

2.私立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現況 

在私立大專校院 9,093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72.7 公分；在體重部分，平

均體重為 67.6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2.6；在坐姿體前

彎部分，平均為 26.9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39.4 次；在立

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204.5 公分；在 16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568.2 秒，詳

如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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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私立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9093) 145  200 172.7  5.9 

體重 (n=9093)  35  140  67.6 12.8 

BMI (n=9093)  13   44  22.6  3.9 

坐姿體前彎 (n=9033)   1   60  26.9  9.9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9046)   1   75  39.4  9.2 

立定跳遠 (n=8993)  60  327 204.5 31.2 

1600 公尺跑走 (n=8716) 300 1500 568.2 128.4 

 

3.公立大專校院女生體適能現況 

在公立大專校院 5,777 位女生中，平均身高為 160.4 公分；在體重部分，平

均體重為 52.9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5；在坐姿體前

彎部分，平均為 33.8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31.7 次；在立

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54.3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297.3 秒，詳如

表 16 所示。 

表 16 公立大專校院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5766) 142 188 160.4  5.4 

體重 (n=5766)  34 114  52.9  8.2 

BMI (n=5766)  14  44  20.5  2.9 

坐姿體前彎 (n=5777)   1  60  33.8 10.1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5759)   1  65  31.7  8.7 

立定跳遠 (n=5747)  90 270 154.3 22.4 

800 公尺跑走 (n=5630) 169 663 297.3 51.2 

 

4.私立大專校院女生體適能現況 

在私立大專校院 10,085 位男生中，平均身高為 159.9 公分；在體重部分，

平均體重為 53.2 公斤；在身體質量質數（BMI）部分，平均為 20.7；在坐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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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彎部分，平均為 31.4 公分；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部分，平均為 29.4 次；在

立定跳遠部分，平均為 147.3 公分；在 800 公尺跑走部分，平均為 321.5 秒，詳

如表 17 所示。 

表 17 私立大專校院女生體適能現況表 

研究項目 小值 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n=10085) 140 191 159.9  5.9 

體重 (n=10085)  35 128  53.2  9.5 

BMI (n=10085)  13  46  20.7  3.4 

坐姿體前彎 (n=10081)   1  60  31.4 10.0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n=10064)   1  65  29.7  8.1 

立定跳遠 (n=9929)  60 281 147.3 22.7 

800 公尺跑走 (n=8716) 180 725 321.5 76.0 

 

綜合上述得知，大專校院男學生體適能現況在身高及體重的部分均比 1999

年大專體適能常模來的較高及較重，主要原因可能來自於近些年來飲食西化的

原因，導致現在學生的身高、體重都能較 1999 年的學生較高及較重，此結果也

同於黃憲鐘、許銘華、許家得（2008）與林國威、蘇榮立、詹美玲、許富菁、

張世聰（2010）的研究結果；在體適能檢測部分在坐姿體前彎、立定跳遠、1600

公尺跑走均低於 1999 年的大專體適能常模，推論其原因主要在於網路科技的盛

行，導致許多大學生的生活型態偏於坐姿的靜態活動，缺乏動態的休閒活動，

以導致柔軟度及下肢瞬發力不佳（陳全壽、劉宗翰、張振崗，2004），此結果也

同於黃憲鐘、許銘華、許家得（2008）、鄭智仁、王志全、廖威彰（2011）的研

究結果，也說明近年來大專男生柔軟度及下肢瞬發力不足的普遍現象。除此之

外，公立學校學生的體適能明顯優於私立學校學生的體適能，此結果同於鄭智

仁、王志全、廖威彰（2011）與侯堂盛、邱思慈、張家銘（2012）的研究，再

從體育課修課別來做比較 4 年必修體育課的男生除了在坐姿體前彎項目外，在

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及 1600 公尺跑走均優於 3 必、2 必、1 必及免修體

育課學校的學生，其次，3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在立定跳遠及 1600 公尺跑走均

能優於 2 必、1 必及免修體育課的學校，代表體育課修課制度較多的學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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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能的現況會較佳，此結果更進一步提供體育課多寡會直接影響到學生體適能

提升的證據。然而，從表 18 整理發現，免修體育課的學校在一分鐘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1600 公尺跑走均優於 1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從運動次數與經驗而

言，屬於不合理的現象，然從研究對象的樣本數得知，免修體育課的學校僅 204

筆資料，1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則有 2,166 筆資料，為求資料完整性，建議可針

對免修體育課的學校，再進行補測，以求正確資訊，以利推論與比較。另在免

修體育課、1-4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在一分鐘仰臥起坐均能優於 1999 年大專

常模，推測其原因在體適能檢測已推行 14 年，一分鐘仰臥起坐可透過練習呈現

進步，加上國內從國小、國中、高中至大學，每個學年都需要檢測，無形中學

生容易習得此檢測技巧，而達到進步的現象，這也說明，定期的體適能檢測除

了讓學生瞭解自我身體健康狀況之外，尚可增加練習次數，以達健康體適能的

目的，詳如表 18 所示。 

表 18 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現況一覽表 

修課別 身高 體重 BMI 
坐姿 

體前彎 

一分鐘 

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 

1600 公尺 

跑走 

大專常模 172.8±5.1 64.8±8.2 21.9±2.9 32.1±9.3 37.6±3. 5 227.7±23.5 507.1±73.3 

免修體育課 172.5±5.3 65.3±10.5 21.9±3.2 27.7±10.6 40.9±7.7 203.9±24.2 545.7±88.5 

1 年必修 172.6±6.1 68.8±13.9 23.0±4.2 27.7±9.8 38.8±9.7 198.8±32.2 604.9±153.3 

2 年必修 172.8±5.9 67.0±12.1 22.4±3.7 27.9±10.1 40.3±9.1 208.2±29.5 540.8±114.5 

3 年必修 172.8±5.8 66.5±11.3 22.2±3.4 26.1±10.1 40.2±8.8 208.5±28.9 536.6±92.1 

4 年必修 172.3±5.4 62.5±6.2 21.0±1.8 24.4±10.8 46.8±8.8 224.0±22.9 386.3±20.5 

公立學校 172.9±5.8 66.2±11.0 22.1±3.3 28.0±10.3 41.2±9.0 211.4±27.0 517.9±96.7 

私立學校 172.7±5.9 67.6±12.8 22.6±3.9 26.9±9.9 39.4±9.2 204.5±31.2 568.2±128.4 

 

在大專校院女學生部分，其體適能檢測項目一分鐘仰臥起坐高於 1999 年大

專體適能常模之外，其他在坐姿體前彎、立定跳遠、800 公尺跑走三個項目均

劣於大專體適能常模，研究結果同於陳逸政（2011）、侯堂盛、邱思慈、張家銘

（2012）、陳偉瑀（2011），不同於蔡葉榮（2011）的研究，推測其原因在於生

活型態的改變，電腦網路的發展快速，讓學生養成坐姿的生活型態，亦是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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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下滑的原因，此外，從女生運動參與的情形得知，女學生除體育課之外，

每週自主運動時間平均每週低於 1 個小時，推測此現象亦形成女學生體適能下

降的因素。在不同修課別的大學校院女學生體適能現況中發現，公立學校的女

學生在坐姿體前彎、立定跳遠、一分鐘仰臥起坐、800 公尺跑走都優於私立學

校，其原因可能在於公立學校大部分維持 3 年必修體育課的制度，形成公立學

校學生每週會有比較多的時間來從事運動，反觀私立學校，在大學法公布後，

體育課變成學校自主性制定修課制度，大部分免修體育課、1 年必修體育課都

來自於私立學校，也形成學校在大學四年之中，有 3 年以上是不用修體育課，

然而此現象則造成學生養成不運動的習慣，自然體適能就呈現下降的現象；在

4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除了在坐姿體前彎項目之外，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

跳遠、800 公尺跑走測驗均優於 3 必、2 必、免修體育課、1 必的學校，其中，

發現免修體育課的學校在坐姿體前彎、立定跳逺、800 公尺跑走均優於 1 年必

修體育課的學校，推測其原因可能是 1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僅大一須修體育

課，和免修體育課的學校並無差異，學生在大二之後因不用再修體育課，也造

成規律運動習慣的中斷，以致後續體適能逐年下降，此外，另一因素可能在於

免修體育課的樣本數僅 200 名，1 年必修體育課的樣本數達 2,141 名，其樣本數

可能是造成數據落差的主因，建議可以針對免修體育課的學校，再行補測大一

至大四學生的體適能，以求得到更客觀精準的數據，以利比較分析，詳如表 19

所示。 

表 19 大專校院學生女生體適能現況一覽表 

修課別 身高 體重 BMI 
坐姿 

體前彎 

一分鐘

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 

800 公尺 

跑走 

大專常模 159.4±4.9 52.3±6.0 20.5±2.3 34.5±9.1 28.4±6.4 160.9±18.9 286.4±38.9 

免修體育課 160.2±5.7 51.9±7.6 20.2±2.6 31.4±9.8 29.4±7.5 149.5±22.9 311.3±59.0 

1 年必修 159.7±5.6 53.3±9.7 20.8±3.5 31.0±10.1 29.9±8.2 144.8±23.8 347.9±84.2 

2 年必修 160.1±5.5 53.0±9.0 20.6±3.2 32.5±10.1 30.5±8.5 150.6±23.6 311.8±60.8 

3 年必修 160.1±5.3 53.1±8.9 20.7±3.2 32.7±10.0 30.4±8.1 149.3±22.2 303.4±52.0 

4 年必修 162.8±4.6 54.0±6.0 20.3±1.9 29.9±10.7 39.0±8.2 164.6±21.5 236.0±32.8 

公立學校 160.4±5.4 52.9±8.2 20.5±2.9 33.8±10.1 31.7±8.7 154.3±22.4 297.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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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 159.9±5.5 53.2±9.5 20.7±3.4 31.4±10.0 29.7±8.1 147.3±22.7 321.5±76 

四、不同修課制度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一）大專男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在不同修課制度大專校院男生體適能差異分析中發現，不同修課制度男生

在體重、BMI、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與 1600 公尺跑走部分

有顯著差異，其中四年體育課必修的男生在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與 1600

公尺跑走均顯著優於三年、二年、一年與免修體育課學校的學生，然而，四年

必修體育課的男生在坐姿體前彎部分反而顯著劣於免修體育課學生的男學生，

詳如表 20 所示： 

表 20 不同修課制度大專男學生於體適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構面 

1.免修 

體育 

2.1 年 

必修 

3.2 年 

必修 

4.3 年

必修 

5.4 年

必修 
F 值 

事後 

比較 

身高 
M
SD

172.5 
  5.3 

172.6 
  6.1 

172.8 
  5.9 

172.8
  5.8

172.3 
  5.4 

 1.12  

體重 
M
SD

 65.3 
 10.5 

 68.8 
 13.9 

 67.0 
 12.1 

 66.5
 11.3

 62.5 
  6.2 

 20.87＊ 2>1,5 

BMI 
M
SD

 21.9 
  3.2 

 23.0 
  4.2 

 22.4 
  3.7 

 22.2
  3.4

 21.0 
  1.8 

 25.14＊ 2>1 

坐姿體前彎 
M
SD

 27.7 
 10.6 

 27.7 
  9.8 

 27.9 
 10.1 

 26.1
 10.1

 24.4 
 10.8 

 24.55＊ 1,2,3>5 

一分鐘仰臥

起坐 
M
SD

 40.9 
  7.7 

 38.8 
  9.7 

 40.3 
  9.1 

 40.2
  8.8

 46.8 
  8.8 

 38.95＊ 5>2,3,4,1 

立定跳遠 
M
SD

213.6 
 24.2 

198.8 
 32.2 

208.2 
 29.5 

208.5
 28.9

224.0 
 22.9 

 65.93＊ 5>4,3,1,2 
1,4,3>2 

1600 公尺 

跑走 
M
SD

545.7 
 88.5 

604.9 
153.3 

540.8 
114.5 

536.6
 92.1

386.3 
 20.5 

248.96＊ 2>1,3,4,5 

＊p <.05 

（二）大專女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在不同修課制度大專校院女生體適能差異分析中發現，不同修課制度女生

在身高、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與 800 公尺跑走部分有顯著

差異，其中四年體育課必修的女生在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與 800 公尺跑

走均顯著優於三年、二年、一年與免修體育課學校的學生，然而，四年必修體

育課的女生在坐姿體前彎部分反而顯著劣於免修體育課學生的女學生，詳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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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不同修課制度大專女學生於體適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構面 

1.免修 

體育 

2.1 年

必修 

3.2 年

必修 

4.3 年

必修 

5.4 年

必修 
F 值 

事後 

比較 

身高 
M 
SD 

160.2 
  5.7 

159.7 
  5.6 

160.1 
  5.5 

160.1 
  5.3 

162.8 
  4.6 

10.55＊ 5>1,3,4,2 

體重 
M 
SD 

 51.9 
  7.6 

 53.3 
  9.7 

 53.0 
  9.0 

 53.1 
  8.9 

 54.0 
  6.0 

1.60  

BMI 
M 
SD 

 20.2 
  2.6 

 20.8 
  3.5 

 20.6 
  3.2 

 20.7 
  3.2 

 20.3 
  1.9 

2.85  

坐姿體前彎 
M 
SD 

 31.4 
  9.8 

 31.0 
 10.1 

 32.5 
 10.1 

 32.7 
 10.0 

 29.9 
 10.7 

13.30＊ 4>2,1 

一分鐘仰臥起坐
M 
SD 

 29.4 
  7.5 

 29.9 
 8.2 

 30.5 
  8.5 

 30.4 
  8.1 

 39.0 
  8.2 

40.79＊ 5>3,4,2,1 

立定跳遠 
M   
SD 

149.5 
 22.9 

144.8 
 23.8 

150.6 
 23.6 

149.3 
 22.2 

164.6 
  21.5

41.97＊ 5>3,1,4,2 
3,1,4>2 

800 公尺跑走 
M 
SD 

311.3 
 59.0 

347.9 
 84.2 

311.8 
 60.8 

303.4 
 52.0 

236.0 
 32.8 

251.32＊ 2>3,1,4,5 
3,1,2>4 

＊p <.05 

 

綜合上述資料顯示，4 年必修體育課的男、女生在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

臥起坐、立定跳遠、1600/800 公尺跑走均顯著優於 3 必、2 必、1 必與免修體

育課的學生，除此之外，3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男、女學生在立定跳遠、1600/800

公尺跑走顯著優於 2 必、1 必與免修體育課的學校學生，說明體育課的修課制

度與學生的體適能呈現正向關係，修體育課的年數愈多，學生體適能則較佳，

此研究結果與方進隆、黃泰諭（2011）研究結果相同，我國學生每週體育課程

的時間已相對較少，要改善此現象，則須從體育課程先著手，增加學生體育課

的時間，從體育課中培養學生運動技能，並提供每週固定運動的習慣，以利養

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三）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1.公私立大專校院男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在不同修課制度公私立大專校院男學生在體適能差異分析中發現，在體

重、BMI、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1600 公尺跑走上具有顯

著差異存在，其中，公立學校男學生在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

遠與 1600 公尺跑走部分顯著優於男學生，私立學校男學生在體重及 BMI 則顯

著高於公立學校學生，詳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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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公私立大專男學生於體適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構面  1.公立 2.私立 t 值 事後比較 

身高 
M 
SD 

172.9 
5.8 

172.7 
5.9 

2.14  

體重 
M 
SD 

66.2 
11.0 

67.6 
12.8 

-7.06＊ 私立>公立 

BMI 
M 
SD 

22.1 
3.3 

22.6 
3.9 

-8.57＊ 私立>公立 

坐姿體前彎 
M 
SD 

28.0 
10.3 

26.9 
9.9 

6.82＊ 公立>私立 

一分鐘仰臥起坐 
M 
SD 

41.2 
9.0 

39.4 
9.2 

11.45＊ 公立>私立 

立定跳遠 
M 
SD 

211.4 
27.0 

204.5 
31.2 

14.15＊ 公立>私立 

1600 公尺跑走 
M 
SD 

517.9 
96.7 

568.2 
128.4 

-26.18＊ 私立>公立 

＊p <.05 

2.公私立大專校院女學生體適能差異分析 

在不同修課制度公私立大專校院女學生在體適能差異分析中發現，在身

高、BMI、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立定跳遠、800 公尺跑走上具有顯

著差異存在，其中，公立學校女學生在身高、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

立定跳遠與 800 公尺跑走部分顯著優於私立學校女學生詳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公私立大專女學生於體適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構面 

1.公立 2.私立 t 值 事後比較 

身高 
M 
SD 

160.4
  5.4

159.9 
  5.5 

  5.12＊ 公立>私立 

體重 
M 
SD 

 52.9
  8.2

 53.2 
  9.5 

-2.02  

BMI 
M 
SD 

 20.5
  2.9

 20.7 
  3.4 

-4.48＊ 私立>公立 

坐姿體前彎 
M 
SD 

 33.8
 10.1

 31.4 
 10.0 

14.27＊ 公立>私立 

一分鐘仰臥起坐
M 
SD 

 31.7
  8.7

 29.7 
  8.1 

14.96＊ 公立>私立 

立定跳遠 
M 
SD 

154.3
 22.4

147.3 
 22.7 

18.68＊ 公立>私立 

800 公尺跑走
M 
SD 

297.3
 51.2

321.5 
 76.0 

-21.20＊ 私立>公立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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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公立學校男、女學生，在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

坐、立定跳遠、1600/800 公尺跑走等項目，均顯著優於私立學校，此研究結果

同於侯堂盛、邱思慈、張家銘（2012）、蔡葉榮（2011）、鄭智仁、王志全、廖

威彰（2011）、謝榮豐、張惟淳、郭琮彬、王日旻（2011）的研究，不同於林國

威等（2010）與陳逸政（2011）的研究，進一步分析其原因，大部分公立大專

校院仍保持 3 年體育課必修的修課制度，因此，在男、女學生體適能則保持較

佳的現況，然林國威等（2010）與陳逸政（2011）針對私立大學做體適現況的

調查，其研究對象體育課的修課制度仍為 3 年必修體育課的私立學校，推測其

原因在於體育課修習年數的多寡才是影響學生體適能的主因，並非學校公私立

之差別，因此，建議要提升學生體適能從體育課修課制度著手，才是解決體適

能下滑的有效方法。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政府推行體適能檢測已達十幾年，從建構檢測指標到推行檢測制度，然從

過去研究發現，體適能已呈現下降的趨勢，如何提升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才是

政府要努力的方向，從本研究得知，提出下列三點結論： 

（一）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大專學生每週運動的時間介於 1-2.5 小時，仍不足

政府推行的 210 分鐘的目標，培養學生在學校具有運動技能，並達成終

身運動習慣的養成。 

（二）增加大學體育課程：大學體育課必修制度會影響到學生的體適能，增加

學生在大學的體育課程，可以提高學生運動的時間，並能直接給予技術

指導。 

（三）體適能追綜檢測：定期舉辦學生體適能檢測可隨時讓學生瞭解身體健康

狀況，並在體育課程中針對體適能結果做調整。 

二、建議 

（一）體育政策建議：從本研究發現，大學體育課程至少維持 3 年必修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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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體適能的 佳方法，建議大學評鑑可將大學體育課程訂定 3 年必修

為基本門檻，增加學生在大學四年的運動時間。 

（二）後續研究建議：本研究僅針對 2010 年全國 84 所學校大一至大四學生做

運動參與情形及體適能現況調查，建議後續研究可追蹤不同修課制度學

校學生，在大學畢業後運動習慣調查，可以更深入瞭解體育課修課制度

影響到終身規律運動養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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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Participation and Fitness 

 

I-Cheng Chen1 Yu-Lin Lee1 Chieh-Hsien Wang2 
1Tamkang University 

2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o underst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tending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and the condition of physical fitness in the 84 universities 
of Taiwan in 2010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that 
students taking different compulsor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Method: uses 
questionnaire sample survey and the actual testing for the research methods. Results: 
the average time of university boys and girls attend PE classes is 1 to 2 hours per 
week. 48.6% of boys and 36.1% girls like PE classes. The average exercise time of 
the most boys is 2.5 to 3.5 hours and exercise time for girls is under 1 hour. The 
main exercise location is school. Boys choose basketball and walking for the girls. 
In present time of physical fitness situation, overall,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physical fitness in 2010 decline ove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physical fitness in 
1999. The data shows that who took 4 years compulsor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got the best rate in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second one took 3 years compulsor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third one took 2 years compulsor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last one took one year compulsor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or non.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difference analysis in 
different course system,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eight, weight, BMI, sitting forward bending, one-minute sit-ups, standing long 
jump and 1600/800m running. An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ublic school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rivate schools. Conclusi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is the regular exercise tim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t can keep basic physical fitness 
by regular exercise. In the medical aspec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tudents should 
take at least 3 years or mor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o keeping lifelong exercise 
habits.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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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調查之研究 

 

許富淑 黃美雪 
輔仁大學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體育課參與情形及分析不

同背景變項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之差異情形。方法：以「大專校院學生運動

參與情形問卷」進行調查，並利用集群抽樣方式，針對輔仁大學 600 名大一到

大四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 587 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輔仁大學學生僅

11.5%的學生參與學校運動社團，未參與運動社團的主要原因為「沒時間」；在

運動參與時間部分，無論學期、寒假與暑假期間，大部份的學生均未能每週運

動超過 210 分鐘，且以每週運動一天最多，有 38.6%的學生認為每週的運動是

不足夠的；在體育課參與現況上，54.2%的學生喜愛體育課程，其中又以 22.9%

的學生認為體育課節數不足夠；在運動參與現況部分，26.69%的學生參與「跑

步」運動最多、44.1%的學生都是與朋友一起從事運動、支持參與運動的主要

原因為「身體因素」占 26.8%、阻礙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為「時間不足」占 46.6%；

不同性別、年級對體育課是否足夠與喜歡程度具有顯著差異存在。結論：體育

課為學生喜愛的課程，然輔仁大學體育課程僅制定為 2 年必修，壓縮學生運動

的時間；除此之外，礙於學生課業壓力造成運動時間的不足，體育課勢必成為

學生的主要運動時間，建議提升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情形，需先增加體育課

的數量，才能整體提升運動風氣。 

 

關鍵詞：大專學生、運動參與、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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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臺灣在 70 - 80 年代屬於勞力密集的社會，人們對於運動與休閒並沒有正確

的觀念，隨著社會的進步，政府於 2001 年開始實施週休二日，增加民眾運動休

閒的時間，經過十幾年來的研究發現，有關運動參與或休閒運動的許多研究報

告指出，國人具有規律運動之運動習慣仍少數（謝偉雄、葉麗琴，2008）。大部

分會主動積極的去運動都是因為社交的需求，忙於工作之餘把部分運動也納入

工作之一，就是為了社交。另一個因生理需求去做規律運動的就屬老年人或健

康亮紅燈的人，為提升身體的適能與健康改善新陳代謝、血液循環等，都不是

因預防而開始的運動，而是因不得已的因素促使自己一定要去運動，但都已造

成社會的成本。運動休閒在社會層面上可以減少社會問題、降低社會成本、直

接或間接的為全民製造財富，並減少國家醫療資源的浪費（方進隆、黃泰諭，

2011）。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待，運動與休閒是預防醫學的開端，可為政府每年省下

許多的醫療成本，且可以預防慢性疾病的發生 (Ten & Maclaren, 2004)。蔡芬卿

（2008）認為休閒運動的目的包括身體健康、促進發育調劑身心、提昇工作效

率。在生活中忙碌及工作壓力造成生理與心理的過度負擔，將會導致健康受到

威脅，唯有保持身體的運動功能，才能追求生命的原動力（彭淑美，2003；黃

振紅，2004）。現在文明病越來越多，肥胖也是疾病的源頭，規律的運動可消耗

能量並增加肌肉提高代謝而降低體重，達到生心理上的自信與健康（陳全壽、

劉宗翰、張振崗，2004）。然而，陳逸政（2011）指出國內大專學生每週自主運

動時間為 1-2.5 小時，且每週平均運動 2 天（張世沛、黃素珍、張志銘、陳弘

順與施國森，2011），但大專學生的體適能則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侯堂盛、邱

思慈、張家銘，2012），其原因則是許多人無法持久保持運動，且缺乏從事具有

提升體適能的休閒運動，因此，藉由教導大專學生從事具有提升體適能的休閒

運動是很重要的（陳偉瑀，2011）。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民眾不喜愛運動的原因來自於「沒時間」、「沒場地」、

「沒有特定的運動樂趣」等，然而，檢視國內的體育政策，從國小到高中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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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必須於每週規律去上體育課，而現今的大學自主，許多大學紛紛取消大

學生每週規律的體育課，因此也造成大學生的生活不正常，無規律的運動習慣，

方進隆（1999）研究指出，成年人運動休閒的習慣其實是由大學生涯來培養的，

且大學生仍是社會 重要的人力資源，同時也是國家未來的競爭力，所以在大

學時期應好好培養規律的運動。在大專校院的體育課程中，學生就是教師的顧

客，而學生們的滿意度，就是學生們喜不喜歡修習體育課程的重要關鍵（謝宗

達、李淑芳、李麗晶，2010）。然而，輔仁大學從 2009 年將一般體育課從 3 年

必修改制成 2 年必修，壓縮到學生運動的時間，加上大部分運動場地皆為室外

空間，容易受到天侯因素而造成無運動空間的窘境，導致許多教師需要在課程

上做調整，甚至利用行銷學概念來吸引學生的修課意願，到底學生運動參與情

形是否會因為體育課減少而產生變化？本研究藉由問卷瞭解學生為何喜歡或不

喜歡本校所開設的體育課程，也瞭解學生 常從事的運動項目種類，來探討所

開設的體育科目是否能迎合學生之需求，以達培養終身運動的效益。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之問題背景，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之情形。 

（二）分析輔仁大學學生體育課與運動參與情形。 

（三）比較不同背景變項輔仁大學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之差異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12 年輔仁大學大一到大四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選取 600 名，

經過檢測過程，扣除漏填的學生，共有 587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的檢測率

為 97.8%。 

二、抽樣方法與研究時間 

本研究以 2012 年輔仁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抽樣時間為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利用集群抽樣 (cluster sampling) 方式針對普通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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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學生進行抽樣，依輔仁大學普通體育課大一與大二必修課程、大三與大四

選修課程，每年級開課序號前 3 號的班級進行抽樣，其每班體育課上課人數約

為 50 名，共選取 12 個班級進行抽樣，每班學生人數計 50 名，總共抽取 600

名學生。 

三、研究項目與方法 

研究項目分為「運動參與現況」、「體育課喜愛程度」與「運動支持與阻礙」

三個部份。在運動參與情形部分參考（沈連魁 2004；張世沛、黃素珍、張志銘、

陳弘順與施國森，2011）所擬的運動參與問卷，依本研究目的而修訂成 7 題問

項；在體育課喜愛程度與運動支持與阻礙，則參考教育部 2012 年委託國立政治

大學 100 年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問卷編制而成，其詳細之研究項目如下： 

（一）運動參與情形：是否參加班上或系上活動、是否為學校運動代表隊、主

要運動地點、陪伴運動對象、主要參與運動項目、每週上體育課時數、

每週自主運動時數、上體育課感受及對體育課的喜好程度…等。 

（二）體育課喜愛程度與運動支持與阻礙：體育課喜愛程度包括對於體育課平

均每週上的節數、對於體育課是否足夠感受、對體育課之喜愛程度；運

動支持與阻礙包括支持從事運動的主要原因、阻礙從事運動的主要原因。 

四、資料處理方法 

（一）研究資料彙整後以 PASW 18.0 版軟體進行分析，數值呈現以平均值及標

準差表示。 

（二）以描述性統計及次數分配表顯示資料內容。 

（三）以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判別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體育課喜愛

程度之差異情形。 

參、結果與討論 

依據研究目的與架構之脈絡及資料調查彙整之結果與討論，依序分為：一、

背景變項調查；二、輔仁大學學生體育課與運動參與情形；三、不同背景變項

學生在體育課喜愛程度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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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樣本背景變項調查 

本受試樣本如表 1 所示，在性別方面，男生 249 人(42.8%)、女生 333 人

(42.8%)。在年級方面，大一 147 人(25.3%)、大二 156 人(26.8%)、大三 135 人

(23.2%)、大四 144 人(24.7%)，顯示各年級比例分配相當平均。但此調查為一般

科系學生共有 573 人(98.5%)、體育系學生 9 人(1.5%)。在學校運動社團參與方

面，參與運動性社團之比例占 11.5%，未參與者高達 88.5%。未參加運動社團

的原因比例顯示，沒有興趣者占 37.6%，沒有時間者占 54.7%，想參加，但沒

開設的社團占 2.9%，其他不明原因占 4.8%。目前參加的社團比例方面，排球

(22.2%)、棒壘球(12.5%)、籃球(9.7%)、游泳(9.7%)、舞蹈類(9.7%)為較多的前

五名。覺得符合運動社團開設項目符合需求的比例方面，非常符合占 3.8%、符

合占 26.4%、覺得普通的占 62.7%、不符合 6.0%、非常不符合占 1.0%。顯示一

半以上都因沒時間而沒有參加運動性社團，所開設之項目大致認為普通，但團

體項目的運動社團排球占 22.2%居首，個人項目的運動社團籃球、游泳、舞蹈

類均占 9.7%。從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生並未參加學校的運動社團，此研究結

果同於張世沛等；陳逸政（2011）的研究，主要的原因為「沒有時間」 多，

推估學生從事運動主要仍藉由體育課來從事規律運動，會自己安排時間運動的

學生仍為少數，為了增加學生的運動習慣與規律運動的養成，當體育課為大學

生每週的固定課程時，學生則不會以沒時間運動為主要不從事運動的理由，除

此之外，方進隆（1999）提出體育課除建立學生規律運動習慣之功能外，又具

備指導學生運動技能的效果、輔導運動的正確觀念，顯示，大專體育課存在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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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背景變項調查表 

題目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 

男 249 42.8 
性別 

女 333 57.2 

大一 147 25.3 

大二 156 26.8 

大三 135 23.2 
年級 

大四 144 24.7 

是   9  1.5 
是否就讀體育相關科系 

否 573 98.5 

是  67 11.5 
是否參加學校運動社團 

否 515 88.5 

沒有興趣 194 37.6 

沒有時間 282 54.7 

想參加，但沒開設  15  2.9 

未參加運動社團的 

原因為何 

其他  25  4.8 

網球   2  2.8 

羽球   4  5.6 

籃球   7  9.7 

足球   1  1.4 

排球  16 22.2 

桌球   5  6.9 

棒壘球   9 12.5 

游泳   7  9.7 

登山   3  4.2 

田徑   1  1.4 

舞蹈類   7  9.7 

滑輪運動   3  4.2 

技擊運動   3  4.2 

你目前參加的運動社團為 

其它   4  5.6 

非常符合  22  3.8 

符合 153 26.4 

普通 363 62.7 

不符合  35  6.0 

你覺得運動社團開設的項

目符合您的需求嗎 

非常不符合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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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仁大學學生體育課與運動參與情形 

（一）體育課參與情形 

由表 2 統計顯示，在輔仁大學規劃二年體育課必修從 2009 開始實施 4 年

來，學生每週體育課程參與比例方面，認為非常足夠占 4.7%、認為足夠占

25.5%、覺得普通占 38.3%、但有 22.9%認為不足夠、也有 8.6%認為非常不足

夠。對於喜歡體育課的學生比例方面，非常喜歡占 12.5%、喜歡的占 54.2%、

認為普通的占 29.8%、不喜歡的占 3.1%、非常不喜歡的占 0.5%。顯示，有一半

以上的學生認為喜歡，可能跟輔仁大學體育課程大一、大二都採用興趣選項有

關，而少部分認為不喜歡的同學可能沒辦法選到自己喜歡的課程有關。在每週

參與運動的時間是否足夠比例方面，有 15.7%與 38.6%的學生認為非常不足夠

與不足夠、也有 29.6%認為普通、而認為非常足夠及足夠各占 2.5%和 13.7%。

顯示，超過半數的學生認為運動時間是不夠的。本研究結果與陳逸政（2011）

研究相符，從學生對於每週體育課節數超過 30%的人感到不足夠，另超過 50%

的學生喜愛體育課及感覺每週運動時間不足的現象推論，增加學生每週體育課

的時數可解決目前學生每週運動量不足的現況。 

表 2 體育課參與情形統計表 

你覺得你每週的體育

課節數足夠嗎 

你對體育課的喜歡程

度如何 

你覺得目前每週的運

動時間是否足夠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足夠/喜歡 27 4.7 72 12.5 14 2.5 

足夠/喜歡 148 25.5 313 54.2 78 13.7 

普通 222 38.3 172 29.8 168 29.6 

不足夠/喜歡 133 22.9 18 3.1 219 38.6 

非常不足夠/喜歡 50 8.6 3 .5 89 15.7 

 

（二）運動時間調查 

由表 3 調查顯示學生每週有累計運動達 210 分鐘以上之比例，分別在學期

中占 41.8%、寒假占 32.4%及暑假占 46.3%。顯示，暑假期間學生有更多時間能

夠參與運動。每週運動的天數比例，學期當中，每週運動 1 天的學生占 30.2%

多、其次為運動 2 天的占 25%、沒有運動的占 20.6%、運動 3 天占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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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大部分學生每週運動 1 天的居多，有可能學期中是因為上體育的因素；

寒假期間，每週運動 1 天的學生占 29.9% 多、其次為「沒有運動」的占 27.8%、

運動 2 天的占 18.8%、運動 3 天占 12.8%；暑假期間，每週運動 1 天的學生占

26% 多、其次為「沒有運動」的占 20.9%、運動 2 天的占 20.7%、運動 3 天占

20.7%，因此，根據資料顯示仍有 20%以上學生沒修體育課程也不運動的。綜

合在學期中、寒假、暑假期間的運動天數與每週是否累積運動 210 分鐘之研究

結果與王鍵慰、徐美惠、與黃素珍（2011）結果相符，則與張世沛等；陳逸政

（2011）相異，主要原因可能為校園運動風氣的營造，本研究僅針對輔仁大學

的學生施測，但學校針對體育修課制度由原本的 3 年必修改成 2 年必修，造成

大三、大四的學生因沒有體育課程而中斷運動習慣，導致每週運動時間下降，

甚至根本不運動，Orzano & Scott （2004）提到若養成規律運動，則可以建立

良好的健康體適能，並達到預防疾病之目的，建議可從制訂教學目標與達加體

育課程二方面著手，教育體育老師在大一、大二體育課時以建立學生終身運動

習慣為主，另一方面可增加學生的修課年限，增加大三或大四體育課，讓學生

可以增加時間運動。 

表 3 運動時間調查表 

學期中 寒假 暑假 
題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是 242 41.8 187 32.4 267 46.3 你每週
是否累
積運動

210 分鐘
以上 

否 337 58.2 391 67.6 310 53.7 

0天 119 20.6 160 27.8 120 20.9 

1天 175 30.2 172 29.9 149 26.0 
2天 145 25.0 108 18.8 119 20.7 
3天 80 13.8 74 12.8 88 15.3 
4天 32 5.5 28 4.9 45 7.8 
5天 21 3.6 26 4.5 28 4.9 
6天 5 .9 3 .5 7 1.2 

你平均
每週運
動幾天 

7天 2 .3 5 .9 18 3.1 

 

（三）運動參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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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顯示，學生 常運動的地點，在學期中以學校為主占 58.2%、學期

中的假日以公園或社區運動場館為首占 30.7%其次是學校占 27.6、寒假及暑假

期間主要運動場所以公園或社區運動場館為首分別占 34.8%及 37.5%，其次是

無固定場所。 常從事的運動項目前五名於學期中、學期中假日、寒假及暑假

之比例，於學期中依序為：跑步(26.69%)、籃球(15.68%)、游泳(12.13%)、自行

車(10.14%)、排球(7.54%)；於學期中假日依序為：跑步(28.36%)、籃球(16.36%)、

自行車 (11.62%)、游泳 (10.16%)、羽球 (6.58%)；於寒假期間依序為：跑步

(28.43%)、籃球(16.29%)、自行車(13.13%)、游泳(9.58%)、羽球(6.12%)；於暑

假期間依序為：跑步(26.76%)、籃球(15.84%)、自行車(13.28%)、游泳(12.71%)、

羽球(5.88%)。顯示個人項目或單人及雙人能夠完成的運動項目普遍受歡迎，而

不管在任何期間跑步運動都居首，由此可見不受場地及器具限制的運動，學生

容易去做。主要是跟誰一起運動比例中，各期間都是以跟朋友一起運動為主要

對象其比例占 44.1% - 47.7%，其次都是自己獨自完成運動的比例占 20.2% - 

26.5%。並且每天的運動量無法累計 30 分鐘以上各期間各占 61.6% - 72.5%。研

究結果與（王鍵慰、徐美惠與黃素珍；張世沛等；陳逸政，2011）結果相符，

說明大專學生 常運動的地點為學校且與朋友一起運動 多，因此，學校扮演

著提供運動場地的角色，建議學校要提升校園運動風氣除了從體育課程著手之

外，另須加強運動場地的興建與維護，才可營造出良好的運動空間。 

表 4 運動參與調查表 

學期中  學期中假日  寒假  暑假 
題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學校  337 58.2 159 27.6  95 16.5  96 16.5 

家裡   55  9.5  79 13.7 105 18.3  79 13.6 
公園或

社區運

動場館 

 89 15.4 177 30.7 200 34.8 218 37.5 

無固定

場所 
 91 15.7 153 26.5 163 28.3 173 29.7 

常
運
動
的
地
點 

其他    7  1.2   9   1.6  12  2.1  16  2.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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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跑步  308 26.69 293 28.36 288 28.43 282 26.76 
羽球   79  6.85 68  6.58  62  6.12  62  5.88 
籃球  181 15.68 169 16.36 165 16.29 167 15.84 
足球    6  0.52 4  0.39   5  0.49   4  0.38 

棒壘球   44  3.81 34  3.29  30  2.96  27  2.56 
桌球   42  3.64 32  3.10  31  3.06  29  2.75 

自行車  117 10.14 120 11.62 133 13.13 140 13.28 
游泳  140 12.13 105 10.16  97  9.58 134 12.71 
舞蹈   52  4.51 38  3.68  35  3.46  37  3.51 
登山   32  2.77 45  4.36  41  4.05  47  4.46 
滑輪    9  0.78 8  0.77   8  0.79   7  0.66 
技擊    4  0.35 6  0.58   6  0.59   6  0.57 
網球   10 0.87 8  0.77  10  0.99  10  0.95 

高爾夫    6  0.52 3  0.29   4  0.39   4  0.38 
排球   87  7.54 55  5.32  51  5.03  53  5.03 
其他   37  3.21 45  4.36  47  4.64  45  4.27 
跑步   60 10.4 100 17.4 128 22.3 133  23.2 
朋友  255 44.1 274 47.7 247 43.0 259  45.1 
同學  143 24.7 71 12.3  40  7.0  37   6.4 
無  117 20.2 125 21.7 152 26.5 136  23.7 

常
從
事
的
運
動 

其他    3   .5   5   .9   7  1.2   9   1.6 

是  178 30.9 160 27.9 158 27.5 220  38.4 
平
均
每
天
累
積

三
十
分
鐘
以
上 

否  398 69.1 414 72.1 416 72.5 353  61.6 

 

（四）運動支持與阻礙 

由表 5 統計顯示，支持你從事運動的 主要原因比例依序前三種原因為，

身體因素占 26.8%、時間充足占 24.4%、同伴鼓勵占 14.7%。阻礙你從事運動的

主要原因比例依序前三種原因為，時間不足占 46.6%、場地不便占 18.6%、

同伴較少占 13.1%，顯示，在兩項調查項目中於前三名中都出現的都有同伴的

陪伴與鼓勵，因此可見運動參與度如能有同伴共同參與是能提高的，此研究結

果同於陳逸政（2011）的研究，在阻礙從事運動的因素則同於王鍵慰、徐美惠、

黃素珍（2011）的研究，但不同於王志全、連惟昱、連建勝（2011）的研究主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11~126 頁(2013.5)                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調查之研究 

 

  121 

要原因在於研究對象的不同，比起高中職學生可支配的時間則相異，顯示，時

間與場地仍是阻礙大學生從事運動的主因；在運動支持的結果則與張世沛等研

究相符，代表學生在時間允許且身體狀況佳的情況下，會主動積極參與運動。 

表 5 運動支持與阻礙調查表 

題目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家長贊同 23 4.0 

場地許可 54 9.3 
時間充足 141 24.4 
同伴鼓勵 85 14.7 
增進技術 43 7.4 
有成就感 63 10.9 
身體因素 155 26.8 

支持你從事運動的 主要原因為 

其他 15 2.6 
家長反對 5 .9 

場地不便 108 18.6 
時間不足 270 46.6 
同伴較少 76 13.1 
技術不佳 29 5.0 
無成就感 23 4.0 
身體因素 42 7.2 
經費因素 2 .3 

阻礙你從事運動的 主要原因為 

其他 25 4.3 

 

三、不同背景變項輔仁大學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之差異情形 

在不同性別的輔仁大學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之差異分析發現，不同男女

在對體育課是否覺的足夠上呈現顯著差異(p <.05)，尤其女生認為體育課是否足

夠較低於男生，顯示，女生對於學校體育課的需求仍比男性同學來較高，除此

之外，男、女同學對於體育課的喜愛程度則呈現無顯著差異，其中，又以男性

同學較於女性同學對於體育課的喜愛程度較來的高，值得注意則是女性同學對

於體育課的喜愛度呈現較兩極化，產生標準差高達 1.92 的現象，除此之外，男、

女學生對體育課是否覺的足夠的平均分數僅 2.22 與 2.12 屬於徧低的現象，代表

學生對於體育課感受到不足夠，支撐學校須多增加體育課來符合學生的需求。

另在男、女在體育課覺得是否足夠結果不同於謝偉雄（2009），其可能的原因為

輔仁大學的女學生比男學生重視體育課，因此，女學生才顯著覺得體育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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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性別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之差異分析表 

題目 性別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男 2.22 .63     1.34 .003
對體育課是否覺的足夠 女 2.12 .52  

男 3.14 1.00 .47 .524
對體育課喜愛程度 女 3.08 1.92  

*p<.05 

在不同年級學生對體育喜愛程度之差異分析中發現，不同年級學生對體育

課是否足夠及對體育課喜愛程度呈現顯著差異，其中，在對體育課是否覺得足

夠上，大一、大二、大四的學生顯著比大三學生覺得不足，其中又以大一學生

覺得體育課 不足夠；在對體育課喜愛程度上，以大一學生 喜愛體育課，且

大一學生顯著高於大二學生，然而，從研究中發現，大一學生對於體育課喜愛

程度亦呈現兩極化的現象，產生標準差高達 1.682，且大一到大四學生對於體育

課是否覺得足夠的平均得低呈現徧低的現象（小於 3），代表輔仁大學學生覺得

應增加體育課的時數或節數，藉此建議輔仁大學應注重學生對於體育課的參與

情形進行課程調整，全面檢視體育課程可否增加的必要性，詳如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年級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之差異分析表 

題目 年級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一 2.01 .165 

二 2.04 .308 

三 2.51 .871 
對體育課是否覺的足夠 

四 2.20 .586 

24.74* 三＞四、二、一 

一 3.43 1.682 

二 2.87 .948 

三 3.10 .999 
對體育課喜愛程度 

四 3.03 .978 

  3.24* 一＞二 

*p <.0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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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體育課程內容：輔仁大學學生對於運動的參與並不普遍，大部分學

生是藉由體育課來養成規律運動習慣，為解決此現象，可從體育課教育

學生運動的優點及技能，以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為主。 

（二）校園運動風氣建立：為提升學生運動習慣，務必先建立校園運動風氣，

除了定期舉辦比賽增加學生運動參與的機會，另必須再從運動場館整修

與興建著手，提供學生有個安全且完善的運動空間，以便增加運動參與

動機。 

（三）增加體育課程：結果顯示，輔仁大學學生對於體育課普遍感覺不足，張

世沛等人（2011）與陳逸政（2011）指出，體育課 3 年必修的學生具有

較佳的運動風氣與體適能，因此，建議輔仁大學可增加體育課程時數或

節數，符合學生對於校園運動參與的需求。 

二、建議 

（一）對學校建議 

1.運動場館整建：運動場館的規劃會影響學生的運動參與情形，且校園運動風

氣的營造亦需要完備的運動設施，建議輔仁大學可針對運動場館做整體規

劃，以提升學生運動參與與校園運動風氣。 

2.體育課程增加：本研究檢視，輔仁大學學生對於體育課的感受呈現喜愛，然

而輔仁大學從 2009 年實施 3 年必修調整成 2 年必修，學生對於體育課已感受

不足夠的現況，為提升校園運動風氣與學生體適能，建議至少將體育課維持 3

年必修，以符合學生的需求。 

（二）對後續研究建議 

1.擴大研究樣本：本研究僅以抽樣方式做調查，為求更符合母群體的意見，建

議可以擴大研究樣本，或以普查方式，正確瞭解輔仁大學學生體育課參與情

形與感受，以求更精確的研究結果。 

2.增加體適能數據比較：體適能的檢測可以顯示出學校學生的健康情形，建議

未來可以針對學校體育課學生運動參與情形，並配合標準化的體適能檢測，

針對學生加強體適能不足的課程。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11~126 頁(2013.5)                  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調查之研究 

 

124 

參考文獻 

方進隆（1999）。大專概念導向的體適能教學。大專概念導向的體適能教學中華

體育，中華體育，12(5)，112 -116。 

方進隆、黃泰諭（2011）。我國學生體適能政策分析。中華體育季刊，25(3)，

451-461。 

王志全、連惟昱、連建勝（2011）。嘉義市高中職學生運動參與阻礙因素之研究。

交大體育學刊，1，49-58。 

王鍵慰、徐美惠、黃素珍（2011）。大專學生休閒運動參與現況及阻礙因素之研

究。蘭陽學報，10，74-80。 

侯堂盛、邱思慈、張家銘（2012）。國立嘉義大學學生健康體適能之研究。嘉大

體育健康休閒期刊，11(1)，146-157。 

張世沛、黃素珍、張志銘、陳弘順、施國森（2011）。大學生運動參與行為調查

研究：以中臺科技大學體育分項教學為例。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10(3)，

99-109。 

陳全壽、劉宗翰、張振崗（2004）。我國體適能政策指標之建議。運動生理暨

體能學報，1，1-11。 

陳偉瑀（2011）。樂趣化體適能課程設計對大學生健康體適能與教學滿意度之研

究。休閒保健，6，47-54。 

陳逸政（2011）。淡江大學學生運動參與情形及體適能現況調查之研究。淡江體

育，14，25-37。 

彭淑美（2003）。十三週塑身計畫對職場女性體適能與生化指標之影響。大專體

育學刊，5(1)，269-278。 

黃振紅（2004）。淡水地區大學生休閒運動參與及幸福感之研究。大專體育學

刊，6(3)，43-57。 

蔡芬卿（2008）。運動休閒產業之定義與範圍－從運動、休閒及產業角 。運動

健康與休閒期刊，8，178-185。 

謝宗達、李淑芳、李麗晶（2010）。大學生運動參與程度、自尊心及身體意象。

臺大體育學報，18，1-14。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11~126 頁(2013.5)                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調查之研究 

 

  125 

謝偉雄（2009）。不同背景因素之大學生、運動參與行為在健身運動自我呈現、

社會體態焦慮之差異比較。雲科大體育，11，107-122。 

謝偉雄、葉麗琴（2008）。大學生正向心理、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行為之研究。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7，105-121。 

Orzano, A. J., & Scott, J. G. （2004）.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besity in adults: 

An applied evidence-based review.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Family Practice, 17(5), 359-369. 

Ten, S., & Maclaren, N. (2004). 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 in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89(6), 2526-2539.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11~126 頁(2013.5)                  輔仁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調查之研究 

 

126 

A Study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Fu-Shu Hsu Mei-Hsueh Hua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 
movement involved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and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ackground of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cluster sampling, questionnaires for 600 freshmen to senior students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ollected 587 points vali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s only 11.5% of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sports clubs, no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no tim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ssociations; sports participation part, regardless of the semester, winter break 
during the summer, most students are unable to weekly exercise more than 210 
minutes, and the day of exercise per week, 38.6% of students think a week is not 
enough movement;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54.2% 
students favorite sports courses, among which 22.9% of the students believe that not 
enough physical education sessions; part of the movement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26.69% of th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running movement up, 44.1% of 
the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sports with friends, support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hysical factors" accounted for 26.8%, 
hindering the main reaso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movement for "lack of time" 
accounted for 46.6%; different gender, grade physical education adequacy liking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Conclusion: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students’ 
favorite courses, and students' academic stress caused by lack of exercise time,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movement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se, it ne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ports culture. 

 

Keywords : university stud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sport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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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專項技術與體能訓練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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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羽球比賽中，選手必須要有高體能的身體負荷，才能在比賽中維持靈活

的步法，敏捷的移動性及技術的全面性，比賽時選手除了要力求前後左右場的

快速移動外，攻擊和防守又需有極快的反應與判斷能力。我國羽球選手的訓

練，一般以技術訓練為重點，對專項體能訓練持著輕視的態度，在比賽技術水

準與對手差不多時，卻常常輸在體能不足的狀態，國內多數羽球選手，仍然缺

乏所謂「專項體能」的科學化訓練。為此，本文欲就羽球的專項體能結構做一

文獻探討，瞭解羽球選手具體的專項體能項目為本研究動機之一，然後依各項

專項體能，尋求羽球選手專項體能內容並分析其優劣，藉以提供給各級羽球教

練及相關人員在訓練實務上之幫助是為本研究目的。結論：從檢視選手對於專

項體能的水準，進一步的監控選手身體機能狀態，才能夠合理的配置技術與戰

術的訓練課表，這樣訓練才會是合乎科學化的。 

 

關鍵詞：羽球、專項體能、科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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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運動員的選材與訓練，大概歷經了四個階段，從 1920 年代以前的自然發展

階段，到 1920-50 年代的技術革新階段，然後 1950-70 年的大訓練量時代，到

近的科學化訓練階段（吳慧君，2001）。羽球運動是一項競技性很強的比賽項

目。在羽球比賽中，選手必須要有高體能的身體負荷，才能在比賽中維持靈活

的步法，敏捷的移動性及技術的全面性。比賽時選手除了要力求前後左右場的

快速移動外，攻擊和防守又需有極快的反應與判斷能力，張博、邵年（1999）

的研究提到羽球選手有良好的身體素質，不僅能促使技術、戰術提高得快，而

且到達高水準後維持的時間也長。我國羽球選手的訓練，一般以技術訓練為重

點，對體能訓練持著輕視的態度，因此，在國際比賽尤其以單打選手 為明顯，

在比賽技術水準與對手差不多時，卻常常輸在體能不足的狀態，國內多數羽球

選手，仍然缺乏所謂「專項體能」的科學化訓練，長久以來，我國運動員在國

際重大比賽成績表現，時好時壞，無法達到持久穩定的高水準狀態，主要是目

前國內羽球環境仍為各球團各自訓練選手，較不注重將科學的訓練運用在羽球

運動上。 

而相對的，近年來在羽球競賽裡，對抗性及競技強度與日俱增，現代羽球

女子選手的平均身高也從過去約 165 公分提高到 172 公分；而男子選手則由 175

公分提高到 182 公分，隨著落地得分的賽制改變，這樣的變化讓選手的訓練起

點提高，選手承受訓練的強度也隨之提昇（王保成、王川，2005）。許多國外年

輕好手體能狀態愈來愈佳，從快速移位、強韌肌力、球速、肌耐力、爆發力等

表現，可以說是競技羽球的 佳寫照，也說明運動以體能為基礎之競爭更明顯，

當然這也是勝敗重要因素。 

在國內研究專項體能對競技運動成績的提昇有紀世清、王榮照、連惟昱

（2005）提昇專項體能成績來研究程文欣、簡佑旬及簡佑修等三位優秀羽球運

動員，參加雅典奥運羽球項目之研究。了解羽球選手具體的專項體能項目為本

研究動機之一，為此，本文欲就羽球的專項體能結構做一文獻探討，然後依各

項專項體能，尋求羽球選手專項體能內容並分析其優劣，藉以提供給各級羽球

教練、相關人員在訓練實務上之幫助，達到所謂科學化的訓練，為本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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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羽球運動專項體能文獻探討 

一位優秀運動員的競技能力，必須具備體能、技能、心理能力及運動智能

等四項本領，否則難以參加訓練和比賽，也因為具備這些能力，才能在競賽中

綜合地表現在專項比賽過程裡（鐘添發、田發久、王路德，1994）。呂芳陽、盧

正崇（2005）提到世界羽球戰術發展正朝著拉吊突擊進攻、守中反攻、發球搶

攻、變速突襲及全面下壓等五種戰術應用。Cabello Manrque and Gonzalez-Badillo 

(2003) 發現羽球選手在比賽時的 大心跳率可高達每分鐘 186 ± 20 次，這顯示

羽球比賽的過程中，選手的心血管系統承受著相當大壓力。Lei, Deng, and Lu 

(1993) 指出羽球選手在進行一場正規的比賽時，約有 60-70%能量來源為有氧

系統提供，其餘 30-40%則由無氧系統供應。由此可以了解到，羽球是一項高強

度的運動項目（鍾承融、陳忠慶、陳信良，2006），由上述文獻中可以了解到羽

球選手平日訓練除專項技術之外，專項體能訓練方面應著重於有氧及無氧的耐

力訓練。陳信良、陳忠慶、吳昶潤（2007）測試 18 名大學甲組選手 12 分鐘跑、

跑步機 VO2max、羽球 3、6、9 拍間歇有氧能力，結果顯示羽球 6 拍間歇有氧

能力測驗皆優於 3 拍及 9 拍。戴金標（1995）指出羽球專項體能訓練應著重在

於下肢的訓練，包含力量、速度、耐力及柔韌等素質，以保有羽球選手在場上

所需的爆發力、長時間的奔跑、蹬跳及跨步等連續擊球動作。呂芳陽、周財勝

（2008）針對羽球的體能訓練提出應採全面性和專項性原則、漸進性原則、反

覆性原則及週期性原則的訓練方式。田麥久等 9 人（1990）則對不同運動項目

競賽中所反映出的戰術重要程度進行了 5 顆星作用等级判别，等級越高表示戰

術重要程度越高，羽球歸納在技能主導的隔網對抗性之需求類別裡，在此類別

中形態、機能、知識判別在兩顆星的重要作用等級，其他的素質、協調、技術、

戰術、心理等五項，則歸類在三顆星的作用等級；從此部份文獻看來，羽球這

種屬於隔網對抗性的運動，在專項體能需求中，素質與協調是相當重要的。 

林正常（1990）認為運動員的體能，包括形態、身體機能和精神機能三方

面，亦即包括身體有形及無形的力量，當然如身高、體重等，依身體特質區分

有一、能量的質與量：包含肌力、動力、耐力三項；二、能量的發揮：包含柔

軟性、協調性、敏捷性、時機、平衡、放鬆、集中力等七項，詳如表 1 所示：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27~136 頁(2013.5)                        羽球專項技術與體能訓練之探討 

 

130 

表 1  運 動 員 體 能 要 素 表  

取 自 林 正 常 （ 1990）  

綜觀上述文獻，運動訓練的目的乃在提昇運動表現，而運動表現則必須建

立在雄厚的體能，技、戰術的基礎上。針對實際比賽情境，進行對選手體能的

監測，是擬訂運動訓練處方的一項重要的科學依據，設定訓練的質與量是教練

需要掌握的重點。 

參、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依上述文獻結果及研究者多年從事羽球訓練工作，來擬定羽球專項

的體能訓練內容，可從專項球技體能、專項重量訓練及專項體能等三大類討論，

分別如下： 

一、專項球技體能類 

（一）固定球路訓練 

羽球的固定球路練習是指把幾項基本技術根據戰術要求組織起來，按固定

球路進行反覆的練習基本球路的訓練，經過反覆的練習能幫助選手提高動作的

連貫性和提高擊球質量，除了要讓選手對於場地的空間大小更為熟悉外，一方

面可以培養選手在場上控球的穩定性，及腳步移動可以練的更順暢，在練習固

 

肌 力 (s trength)  

動 力 (power)  能 量 的 質 與 量 --有 關 的 體 能  

耐 力 (endurance)  

 

柔 軟 性 ( f lexibi l i ty)  

協 調 性 (coordinat ion)  

敏 捷 性 (agi l i ty)  

時 機 ( t iming)  

平 衡 (balance)  

放 鬆 (re laxat ion)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能 量 的 發 揮 --有 關 的 體 能  

集 中 力 (concentrat ion)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27~136 頁(2013.5)                        羽球專項技術與體能訓練之探討 

 

  131 

定球路訓練時同時也可以練習到控制球的速度，另一方面因屬固定球路，訓練

時較沒有變化，藉此，也同時訓練選手在場上擊球的耐心與專注力；固定球路

的訓練其缺點為選手都已知道下一拍打擊的位置，且練習方式較不具挑戰性，

因此在練習時常常有流於形式的練習，選手容易鬆懈練習，達不到練習的強度

與訓練的效果。 

（二）多球訓練 

多球訓練可針對不同程 ，提供不同的訓練內容，由於反覆送球的頻率由

發球者調整，可以隨時依練習者的體能狀態加快或放慢發球的速度，程 愈高

者可加快供球的速度及數量，增加訓練的組數，提高練習者揮拍、反應及步法

移動的速 ，以及強化羽球選手專項素質的體能，同時亦符合在比賽中判斷快、

啟動快、反應快、變化快的要求，以及增加其耐力、速 、力量等身體素質；

程度較差者，利用多球訓練可提高的擊球次數，進而掌握正確的動作要領。因

此，多球訓練可以增加練習的密 ，提高學習效果，減少執行組合動作或球路

練習時，因控球不穩而沒有連貫性的多拍來回擊球。同時，多球訓練可配合戰

術的練習，擬定戰術及發球路線，也可強化戰術攻擊或防守的意識性， 後，

多球訓練反覆訓練的效果，也可以針對某技術或動作不斷的糾正與重複練習，

達到掌握基本技術，增加運動負荷，以提高訓練效果及心肺功能。多球訓練其

缺點為練習時需仰賴發球者的經驗給予發球的時機與發球的速度，若發球者沒

有針對練習者的速度與體能狀態來調整發球，常常會看到練習者在練習時容易

放棄追球的意願；又或者因為發球者速度太快，練習者為了追球完全忽略移位

時的步法，顯的在場上亂跑，而失去練習真正的意義。 

（三）多人訓練 

多人訓練指排定不同對打人數與擊球區域等限制，提供練習者模擬擊球路

線與移位腳步，因為羽球運動多屬單人或是雙人的比賽，多人的訓練，可以促

進選手間合作的默契，且經過與不同選手的對練，選手間也能彼此了解對方球

路的優缺點，達到相互的學習，因為多人訓練由打擊者藉由控球速度來調整練

習者在場上的移動速度，透過不同選手的不同球路練習，讓選手能適應不同的

戰術及球路風格，這樣在比賽時選手也可以很快的適應比賽的節奏與多變化的

球路。不但可以練習到多拍的來回，同時也訓練到選手在場上擊球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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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訓練其缺點為由多人組合練習，若場上有一位選手不夠專注於訓練或與其

它選手程度差異大時，就容易造成失誤，且練習時因場上人數多，常常於訓練

時變成玩樂性質，而無法達到訓練的效果。 

二、專項重量訓練類 

成為優秀羽球選手重量訓練的練習是不可少的，一場激烈的羽球競賽，固

然需要耗費許多體力，但是若本身有頑強的力量做後盾是非常重要的，重量訓

練必須配合訓練週期及階段性目標來實施，訓練週期包括賽前期、比賽期和賽

後期。在賽前期，選手距離 重要的比賽還有很長的時間，應致力於發展基礎

能力，此時期，從事肌耐力的訓練，這樣可以為日後的訓練奠定基礎；賽前期

的後期則開始發展 大肌力和爆發力，藉著基礎開始發展與競賽有關的能力。

在距離比賽只差數週的賽前期，訓練的重點將改為專項化的練習，重量訓練的

型態要盡可能接近比賽的體能需求，將長期發展的肌力結合到運動技術上；進

入比賽期之後，只要維持先前的成果，因為這時候做過多的重量訓練會造成疲

勞，不利於比賽；比完賽後的賽後期，則應實施放鬆恢復練習。 

由此可知，重量訓練的訓練型態，必須跟週期各階段緊密結合，不同的階

段會有不同的訓練，選手若在賽前期實施肌肉生長的訓練，則會耽誤了發展專

項肌力的時機，若在比賽期持續賽前期的專項肌力訓練，份量又不加以調整的

話，就可能會在疲勞尚未緩解的狀況下出賽。唯有確切掌握各階段訓練重點，

才能整合技術戰術和體能，以發揮 好的表現。本文之專項重量訓練參考內容

如下： 

（一）摃鈴訓練（練習應注意負荷及強度） 

挺舉、蹲舉、負重垂直高跳、抬腿交互跨步、仰臥推舉、全（半）蹲、彎

腰舉槓鈴至胸、交互蹲跳、雙手側平舉、站立頸前/後推舉。 

（二）啞鈴訓練 

持啞鈴做揮拍動作肌力訓練、持啞鈴做胸前開合訓練、持啞鈴做上擺、

持啞鈴做手腕正/反握肌力訓練。 

（三）其它負重訓練 

沙包負重步法訓練、沙坑步法訓練、持壁球拍、網球拍或負重球拍做揮

拍打擊、持藥球做各項肌力訓練、背人跑或背人做半蹲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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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項體能類 

專項體能指在運動訓練中以專項本身的動作以及與運動特點和結構相似的

練習，羽球專項運動在訓練時著重於有氧和無氧的訓練，其主要是提供選手在

場上所需要的特殊力量、速度、耐力、靈敏性與柔軟度，其中力量是基礎，速

度是核心。如何在羽球競賽中作出 快反應及 佳技術動作，得以主動攻擊對

手達到致勝，通常需要不間斷的專項體能訓練才能達到其身體在場上的敏捷反

應。本文之羽球專項體能訓練參考內容如下： 

（一）提高跑步及速 能力 

1.長跑訓練（12 分鐘跑、5000 公尺、10000 公尺跑，於指定時間內完成）。 

2.衝刺跑（30 公尺、50 公尺、100 公尺，反覆練習）。 

3.間歇跑（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每趟需於指定時間內完成）。 

4.變速跑（200 公尺或 400 公尺直道衝刺，彎道慢跑）。 

5.固定腳步練習（米字步法不同定點的固定位置，每次跑 8-12 步伐，跑 20 次）。 

（二）敏捷性訓練 

1.上下階梯跑 

2.折返跑（5 公尺來回跑、10 公尺來回跑、15 公尺來回跑）。 

3.障礙跑（於 3-5 公尺設立障礙物，跳過或繞過障礙物）。 

4.跳馬背（5-10 公尺距離做連續性的跳馬背練習）。 

5.不固定米字步法練習（由一人指揮另一人練習米字步法不同定點腳步，每次

跑 8-12 步伐，跑 20 次）。 

（三）協調性訓練 

1.移動（高抬腿跑、左右抬腿跑、跨步跑、交叉跑、側併跑、側併加轉身跑、

蛙跳、跑跑跳等）。 

2.原地（原地抬腿、弓身跳、蹲俯起立、彈跳碰胸、垂直跳、十字跳、左右轉

身、上下擺腰等）。 

3.各種球類活動（足球踼球、持籃球托籃板、網球對牆擊球、排球發球等）游

泳及舞蹈（長泳練習及跳有氧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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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在高度羽球競技環境中，選手承載著超乎其年齡所應該有的壓力，專項體

能訓練的內容應該要依每位選手不同的特性與球風來擬定，且不間斷的存在於

日常訓練的課表中，身為選手及教練必須要有這樣的認知與知識，至於專項體

能訓練的配置、型態、質與量等問題，也都必須建立在一個長期監控的機制中，

隨時被檢視與檢討，且配合選手的訓練期、比賽期與賽後期做調整與修正，從

檢視選手對於專項體能的水準，進一步的監控選手身體機能狀態，才能夠合理

的配置技術與戰術的訓練課表，這樣訓練才會是合乎科學化的且符合身體機能

的，也才能達到訓練的效果，此為研究者多年從事羽球訓練的體認，也是本研

究所要達到的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為尋求羽球選手專項體能內容並分析其優劣，藉以提供給各

級羽球教練、相關人員在訓練實務上之幫助，達到所謂科學化的訓練，經分析

與討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各項專項體能皆有其優缺點，教練在擬定選手的專項體能訓練時除依照

賽前、賽中與賽後三個時期給予不同課表外，也要注意選手的個人特質

與個人球路風格給予專項體能的加強課表，不應該只是集體訓練方式，

而忽略選手本身真正需要的專項體能。 

（二）專項體能是運動技術的基礎，訓練應建立在長期的監控機制，才能有效

率的掌握選手運動能力，教練才能進一步預測選手的運動表現。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27~136 頁(2013.5)                        羽球專項技術與體能訓練之探討 

 

  135 

參考文獻 

王保成、王川（2005）。球類運動員體能訓練理論與方法。北京，北京體育大

學出版社。 

田麥久等 9 人（1990）。項群訓練理論及其應用。體育科學，6，29-35。 

吳慧君（2001）。運動訓練法－強化運動成績的生理學方法。臺北：中華民國

體育學會。 

呂芳陽、周財勝（2008）。羽球運動體能訓練之探討。大專體育，98，7-12。 

呂芳陽、盧正崇（2005）。羽球單打戰術與專項體能訓練結合之分析。大專體育，

76，14-18。 

林正常（1990）。運動科學與訓練。臺北：銀禾。 

紀世清、王榮照、連惟昱（2005）。提高「羽球特優選手」專項運動成績之研究

－以羽球選手（程文欣、簡佑旬、簡佑修）為例。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6，

103-114。 

張博、邵年（1999）。羽毛球。臺北：國家出版社。 

陳信良、陳忠慶、吳昶潤（2007）。大學男子羽球選手專項有氧動力測驗方式的

評估。運動生理暨體能學報，6，71-80。 

戴金標（1995）。羽毛球主要基本技術在戰術中的作用。中國體育教練員崗位

培訓教材。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 

鍾承融、陳忠慶、陳信良（2006）。羽球運動的體能評估方式之初探。中華體育

季刊，20，66-74。 

鐘添發、田發久、王路德（1994）。運動員競技能力模型與選材標準。北京：

人民體育。 

Cabello Manrique. D., & Gonzalez-Badillo. J. J. (2003).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 badminton.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37, 62-66. 

Lei, R. R., Deng, S. X., & Lu, L. F. (1993). Study on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hysical quality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badminton players. 

Chines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9, 28-38.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27~136 頁(2013.5)                        羽球專項技術與體能訓練之探討 

 

136 

Exploration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Physical Strength in Badminton 

 

Yu-Ling Jou1 Yen-Chung Lin2 

1Takmiug University of Science of Technology  
2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badminton contests, the contestants should possess high fitness in order to 

maintain flexible footwork, agile mo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techniques. In contests, 

the contestants should not only quickly move around the court but also react and 

judge extremely fast in terms of attack and defense. Generally, the training of the 

badminton players in Taiwan is only focused on technical training, and the specific 

fitness training of the players is usually ignored. Therefore, the players often lose the 

games due to insufficient fitness although their techniques are equivalent to the 

techniques of their competitors. Most of the badminton players in Taiwan still lack 

the scientific training of so-called specific fitness. Consequently, the specific fitness 

structure of badminton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fitness items of badminton players, which was one of the research motives in this 

paper. Then, the content of each exclusive specific fitness item of badminton players 

was discover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badminton coaches and relevant 

personnel with practical assistance in training. It was found that techniques and 

tactics will be reasonably arranged in the training, and the training will be scientific 

only when the specific fitness of a player is examined, and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are 

further monitored. 

 

Keywords: badminton, specific fitness,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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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網前球動作之樂趣化教學─ 
以挑球與放小球為設計 

 

蘇榮立 1 呂子平 2 呂芳陽 3 
1 中原大學 
2 靜宜大學 
3 輔仁大學 

 

摘要 

羽球網前球動作包括輕放球、戳球、挑球、刷球、推球、勾球、撲球（亦

稱網前殺球）等。學生要在短時間內掌握網前球的技巧實屬不易，但透過教材

的設計、改良器具、修正規則等方法，引起學生對羽球的樂趣及加深對網前球

動作的概念。本文搜集以往的練習方法：如揮空拍、掛上拍套揮空拍、持球投

擲，懸掛羽球、對牆練習等方式，筆者將多年的教學心得與訓練經驗，針對挑

球與放小球設計幾種教學方式，藉以增進學生對動作技能的認知與學習，不僅

為教師提供更多的教學內容，亦可提升學生對羽球課的學習興趣。 

 

關鍵詞：羽球、前場動作、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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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在大專校院的體育興趣選項中，羽球是非常受學生喜愛的運動項目之

一（蔡欣延，1994、許素琴，1998）。羽球運動的特色是球小、速度快、變化

多，而且球網較高（張博、邵年，1999）。但要增進擊球技巧或提昇擊球品質，

需接受有效地指導，以及反覆擊球練習來作為動作技能的改進與適應。張思敏、

黃英哲（1995）提出，對體育課建議是教師應於上課帶動學生學習興趣，增進

教學的親和力，引導學生學習動機。當今的體育課，在內容及教學的方法上，

應該是要隨著時代的腳步來創新，有創新才有樂趣，也使得學生感受到上課的

樂趣（唐吉民，1998）。張世忠（2002）指出，一個好老師 大的威脅就是滿

於現狀，沒有產生任何創意或改變。More and Franks (1996) 提到有效的教學法

是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學習與達到教學目標之重要因素，體育教師應針對學生需

求設計以不同的教材與教學形式來增進教學之效果。因為學生才是教學的主要

對象，以學生為中心的間接教學方式是未來教學的趨勢（張春秀、黃月嬋，

2004）。趙坤景（2002）指出，活潑有趣的上課方式相當受到學生的喜愛，而

樂趣化、遊戲化的體育課程不但可以吸引學生的參與，更能增進師生間的互動，

達到良好的教學目標。 

體育課樂趣之探討上也提出一個重點：體育需具備「樂趣」來能永保清新

（劉一民，1991）。許義雄、莊美玲（1993）提出，樂趣化教學的要領上可有

種實施的方法：一、增加學生主動參與的時間。二、減少管理與等待的時間。

三、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法。四、教學生步驟循序漸進。五、變化情境，以增

加趣味性與挑戰性。六、器材設備的彈性運用。利用輔助器材以提升運動教學

及訓練效果，是體育學者及實務人員都極重視的一個課題（許宏哲、蘇耿賦，

2006）。陳東韋（2009）認為，藉由器材輔助在教學的策略上，幫助初學者減

輕學習障礙，並透過趣味競賽的設計，產生愉快的情緒，提升整體上課成效及

學生學習樂趣。此外，教具的使用可協助學生們學習，並且也可使學生集中注

意力在學習上。研究顯示，利用各種設備或方法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有助於學

習 (Chilcoat, 1992)。教師要達到有效教學就必須設計並使用教學器材或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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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引起學生們在感官上的注意；或者運用新奇的教具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基於以上之理念，本文係擬透過相關文獻與筆者的教學經驗加以彙整設計具體

可行、趣味的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使學生能夠在羽球課程中享受學習與運動的

樂趣，亦希望能提供教師教學之參考。 

貳、網前球動作（前場）之要領 

網前球動作應該包括輕放球、戳球、挑球、刷球、推球、勾球、撲球（亦

稱網前殺球）等。上列擊球有一特色，無論正反手擊球，都是執拍手的那隻腳

在前，另隻腳在後的動作去擊球（程嘉彥，1991）。肖杰、騫子（2005）指出，

前場擊球技術擊球力量和動作弧度較小，主要以肘為軸，在前臂的帶動下靠手

腕、手指發力擊球。同後場擊球技術相比，要求手法更靈活細膩。要掌握好前

場擊球技術，首先要求握拍靈活、鬆緊適宜；其次，擊球時出手動作要快，擊

球點要高，手指、手腕控制球要靈活。彭美麗（2004）表示，前場擊球技術動

作小，所需力量也較小，特別要講究細膩的技巧，以巧取勝。以下就挑球與放

小球的擊球觀念、步法要領與錯誤動作說明如下： 

一、挑球動作 

擊球觀念 步法要領 錯誤動作 

1.握拍要靈活，以手指用

力為主。 

2.要同手同腳，引拍幅度

要小，擊球動作要小。 

3.擊球時，重心要低要

穩，身體不可晃動。 

4.擊球時，擊球點要在前

方的觀念。 

1.視距離的遠近，可運用

併步、交叉步、蹬跨步等

步法向前移動。 

2.注重起動的加速，要跨

大步且腳尖要向前。 

3.先腳跟著地，再腳尖著

地，有助於回防。 

4.避免腳尖往內，此動作

會造成腳踝扭傷。 

1.握拍動作以西式握拍

法會影響反拍挑球動作。 

2.擊球時出現手腕內縮

或出現軟式網球的抽球

動作。 

3.擊球時身體重心未

蹲，易發生腰部受傷以及

球拍觸地的情形。 

4.未做出同手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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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小球動作 

擊球觀念 步法要領 錯誤動作 

1.要腳到手到及同手同

腳的觀念。 

2.手臂要直，球點要高動

作要小，手肘要鬆。 

3.球路要弧線低，貼網墬

落。 

1.與挑球動作相同，差異

在身體重心的不同。 

2.放小球的重心要高。 

3.上網擊球跨步時腳尖

應朝跨步方向，可防止腳

踝扭傷。 

1.握拍太緊，動作僵硬。 

2.手臂未伸直。 

3.擊球點太低。 

4.未做出同手同腳。 

參、教學設計 

學校體育教學的目標讓學生學會運動技能之外，培養學生運動的樂趣，同

時也希望學生能夠享受運動的樂趣，讓學生能夠漸進養成終身的運動習慣，充

實其休閒生活。即使在某些運動的項目無法展現其非常純熟的技巧，也能參與

活動，更能夠樂在其中，所以，體育教學是一個培養健康快樂身心的歷程（周

宏室，2001）。洪嘉文（1995）認為，有效的體育教學是藉良好的教學設計，

充實學生的學習經驗，進而增加或改善學生的學習。詹宏基（2007）指出，羽

球運動發展越來越精緻化、細膩化，教師如何透過課程設計、動作分析來讓學

習者在有效的學習下達到目的一直是我們要追尋的解答。本文除搜集以往練習

方法：如揮空拍、掛上拍套揮空拍、持球投擲，懸掛羽球、對牆練習等方式，

筆者將多年的教學心得與訓練經驗，針對挑球與放小球設計幾種教學方式，藉

以增進學生對動作技能的認知與學習。規劃十三種教學方案提供參考，其教學

設計、練習目的與練習方法說明如下（本文動作示範以右手持拍為例）。 

一、節奏式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培養良好的揮拍節奏，將節拍器設定適合自己的節奏開始播

放，引拍時將重心移至右腳，結合揮拍動作及重心轉移到左腳的過程，

讓動作更流暢，並提升擊球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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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練習方法：將節拍器設定二拍的聲音，感覺過快或過慢，可調整節拍器，

以符合自己的節奏，並反覆練習到熟悉（圖 1、圖 2、圖 3）。 

（三）練習方式：1.自己餵球自己擊球。左手持球，右手持拍，以穩定良好的動

作節奏，練習三個球路與六個點的變化。2.二人一組，一人替球，另一人

發球，以節奏方式練習挑球動作。 

（四）練習的過程中若發生揮拍落空或擊球觸網，請不要中斷動作節奏，持續

練習設定的球數。 

   
圖 1 節拍器            圖 2 引拍              圖 3 揮拍 

二、步行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以一邊步行一邊揮動球拍的練習方式體會重心轉移的觀念。 

（二）練習方法：1.先左腳後右腳的步法次序，練習挑球的揮拍動作。2.學習同

手同腳的觀念及平衡揮拍的感覺。3.此練習方法僅適合挑球動作（圖 4、

圖 5、圖 6）。 

   
圖 4 準備           圖 5 左腳引拍          圖 6 右腳揮拍 

三、反彈方式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學習引拍動作要小，及體會球頭往下掉的時間是擊球時機。 

（二）練習方法：1.左手持球往地上丟，利用球反彈的時間與空間，練習擊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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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2.練習重心低，引拍小，揮拍快，拍面穩、球點準及身體要正面的

動作要領。3.此練習方法僅適合挑球動作（圖 7、圖 8、圖 9）。 

   

圖 7 持球            圖 8 丟球              圖 9 擊球 

四、桌球拍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運用桌球橫拍握法加深羽球手握菜刀的概念，練習重點準備

動作要快、雙手放於胸前，引拍動作要小，揮拍要快及擊球點要準。 

（二）練習方法：1.可對空、可對牆、可對打、可比賽。2.從單一動作開始練習，

也可正、反拍同時練習，目的加強正拍與反拍的交互擊球能力。3.此練

習方法僅適合挑球動作（圖 10、圖 11、圖 12）。 

   
圖 10 正拍             圖 11 反拍             圖 12 對牆 

五、閉眼擊球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專注於揮拍動作、體會動作的次序以及傾聽擊球聲音。 

（二）練習方法：1.首先做好引拍動作後閉上眼睛，然後往擊球方向揮拍。2.

以定點方式自行執球練習挑球動作。3.此練習方法適用於挑球與發球動作

（圖 13、圖 14、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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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閉眼           圖 14 放球           圖 15 揮拍 

六、以坐姿或單腳跪姿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為改善揮拍過程中身體不能隨意擺動的現象。設計坐姿或單

腳跪姿的動作，目的提升身體的穩定度與平衡感，以及手擺動的動作要

領。 

（二）練習方法：1.坐在椅子前端，上身挺直，面對球網一段距離。2.左手持球

放置右前方，右手做出引拍動作後，將球擊向球場。3.以餵球方式將球拋

至正拍或反拍（圖 16、圖 17、圖 18）。 

   
圖 16 坐姿             圖 17 反拍            圖 18 跪姿 

七、對空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培養對動作的認知、加強球感的練習以及對力量的控制與掌

握有助益。 

（二）練習方法：1.從單一動作開始，先正手拍、再反手拍，或兩面交互運用。

2.進階者正手拍與反手拍的交互擊球練習。增加擊球的難度與握拍靈活

性。3.可整合挑球與放小球動作練習。增加擊球的複雜性與學習力量控制

（圖 19、圖 20、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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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準備           圖 20 正拍             圖 21 反拍 

八、對牆擊球法 

（一）練習目的：多做連續揮拍練習，或多球半蹲快打練習，打完前一拍之後，

立刻準備打第二拍，提高反應速度（彭美麗，2004）。 

（二）練習方法：1.首先面對牆約 3 至 5 公尺處劃一直線。2.不可側面面對牆，

膝蓋微彎，腳跟微微浮起，不可腳跟著地。3.此動作有挑球，有防守，與

有發球相關性動作，亦可以訓練動作反應與腳步的靈活性（圖 22、圖 23）。 

  

圖 22 正拍                        圖 23 反拍 

九、排球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運用排球的重量產生對比效應（用力的感覺），使學生進一步

體會動作技巧與力量傳遞的感覺，以建立的羽球基本技能與觀念。 

（二）練習方法：1.練習拍面的穩定性，以及瞬間爆發力與手指用力的感覺。教

學中注意步法（同手同腳）及重心低的動作觀念。2.利用排球落地後的高

度與節奏感，配合口訣（1 拍 2 停 3 用力的動作次序）練習挑球的動作（圖

24、圖 25、圖 26）。3.可定點練習，可對牆練習，可隔網練習，亦可變化

不同方向，如直線與對角的練習（亦可結合步法練習）。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37~150 頁(2013.5)    羽球網前球動作之樂趣化教學─以挑球與放小球為設計 

 

  145 

   

圖 24 拍球              圖 25 停球            圖 26 用力 

十、阻力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透過水的重量，讓學生體會手掌中寶特瓶的水是呈現均衡狀

態（手臂需伸直），而不是往下掉的感覺。運用水在寶特瓶的移動，注意

寶特瓶的位置（是略微水平位置）以及水的穩定（引拍過程中，水的變

化是呈流暢現象），只在揮拍的瞬間會感受到水是由下往上及往前衝到又

高又遠的方向。 

（二）練習方法：1.球套套拍子，以空揮拍方式練習，（圖 27）。2.利用寶特瓶內

的水，讓學生體會在引拍定位時，水的位置若能呈現均衡狀態，有助於

揮拍時拍面的穩定。寶特瓶為 600cc ，盛水 300cc 的寶特瓶為教學的器

材（蘇榮立，2002）（圖 28）。3.運用紙箱或其他可替代之重物，用球拍

去抵住重物，以作用力的原則去體會手指用力的感覺（圖 29）。 

   

圖 27 球套            圖 28 礦泉水           圖 29 紙箱 

十一、鏡子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可清楚看見自己的動作，可瞭解動作是否正確。 

（二）練習方法：1.可面對著大鏡子做空揮拍或不持拍做徒手定型練習。2.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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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會動作要領，觀察動作正確與否（張博、邵年，1991）。 

十二、口訣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將動作口訣融入學習的次序，使學生能容易記住，達到教學

效果。 

（二）練習方法：1.挑球動作口訣：「1 左腳 2 右腳 3 挑球 4 回；或 1 墊步 2 跨

步 3 挑球 4 回。」2.放小球動作口訣如上，僅有「3」部分口訣改為放球。 

十三、目標練習法 

（一）練習目的：練習挑球重心要低，放小球重心要高的動作觀念。 

（二）練習方法：1.運用網子下方的空間視為一個目標區，在擊球時球拍必須越

過網子下方，目的是練習挑球過程重心轉移的重要性，以及體會重心低，

跨右腳，球點前的動作要領（圖 30、圖 31、圖 32）。2.運用網子上方的

空間視為一個目標區，在擊球時拍框必須與網子上方對齊，目的是練習

放小球的擊球點要高，以及體會重心高，跨右腳，手臂直的動作要領（圖

33、圖 34、圖 35）。3.可交互練習，先挑球後放小球，或先放小球後挑球。 

   
圖 30 準備            圖 31 引拍           圖 32 揮拍 

   
圖 33 準備             圖 34 引拍            圖 35 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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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優秀的老師示範， 好的老師啟發」，體育教師的教學不只是示範而已，

教學者須因學習者經驗的不同而調整教學方式，因環境不同而靈活、彈性調整

教學技巧、理性之教室及常規管理（黃金柱，1988）。羽球是一項技術高的運

動項目，學生要在短時間內掌握網前球的技巧實屬不易（約三至四週的課程設

計），但透過教材的設計、改良器具、修正規則等方法，提升學生對羽球的樂

趣（深刻的印象），讓修完羽球課、離開教室或學校，還願意繼續再練習或運

動。 後從以上的教材教法設計期望對羽球教學而言：一、充實教學的內容，

二、提升學生的學習樂趣，三、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四、進一步掌握動作

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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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sing Teaching Design of Badminton 
Front-court Motions – Focusing on Lob Shot 

and Drop Shot 
 

Li-Jung Su1 Tzyy-Pyng Leu2 Fang-Yang Lu3 
1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2Providence University 
3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Badminton’s net shot motions include net shot, push shot, flat, het shot, smash, 

net kill and so on. Grasping net shot skill in a short time isn’t easy for students. 

However, through designing teaching materials, improving instruments and 

modifying net shot rules, teachers can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badminton and 

deepen the impression of net shot motions. This article gathers old practicing 

methods previously used: swing racket, swing racket with racket suit, hold shuttle 

and throw it, hang shuttle, and practice striking shuttle against the wall. With my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for many years, I focused on lob shot and drop shot 

in badminton and designed several ways of teaching badminton. From these 

teaching materials,I want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laying badminton. 

It not only provides with teachers more teaching experiences,but also increases 

students’interests in learning badminton. 

 

Keywords: badminton, front-court motions, teaching design.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51~162 頁(2013.5)                        我國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之探討 

                                                                                   

劉志偉 輔仁大學 0911-863895 jamesliu1231@hotmail.com 

 

151 

我國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之探討 

 
劉志偉 1 倪子翔 2 

1 輔仁大學 
2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從發展現況中找尋體育班目前

可能面臨的問題，並試著對於問題提出意見，期以得到解決及改善。研究者本

身從小就對於運動有深厚的興趣，高中時也就讀體育班，並接受運動專長訓練，

藉由運動專長的升學制度考上大學，由於親身經歷過，所以更能夠瞭解體育班

的相關問題，本文所探討的是我國高中體育班的發展現況，主要分析體育班的

發展沿革、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高中體育班面臨的困境。體育班發展沿革主

要分為重點發展時期、實施體育班時期、體育班競技時期，每段時期頒布的法

令皆不同，重點也不盡相同。並對於目前的人口統計調查、體育績優升學管道、

課程實施與規劃進行整理，提出可能面臨之困境。其中招生所面臨的挑戰，12

年國教的實施，對於高中體育班可能造成招生的困難；課業問題也為體育班的

詬病之一，但對於 2008 年提出的「高級中學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對高中體育

班改善是相當期待的；高中體育班學生太過仰賴體育績優升學管道，因而忽略

學業上的學習。此探討所提出之問題，希望能得到解決並且改善。 

 

關鍵詞：發展沿革、體育績優升學、12 年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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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育班的成立，對於我國競技運動扎根有相當的幫助，不僅能推動國家體

育的基礎，更能培養學生從事運動。我國的體育政策分為兩大目標：一是以全

民健康為福祉，增進國民健康，充實國民生活為依歸的全民運動；二是培養優

秀運動員，提高運動水準，提升運動競技成績、奪取金牌為導向（翁志成，1992；

蔡崇濱，1996）；且學校體育為社會體育及國家體育之基石，是落實競技運動與

全民運動的橋梁，更為體育運動發展的基礎（洪嘉文，2001）。因此，對於體育

班的成立是必要的，有效落實競技運動，提升運動競技之成績，對體育運動發

展也相對有幫助。本文為我國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之探討，其目的就是了解體

育班從 1997 年成立發展至今，體育班的演變過程與發展現況，透過現況所面臨

的問題加以探討，希望能夠有效改善高中體育班的問題。 

貳、體育班的發展發展沿革 

早期體育班制度尚未實施完善，主要是以運動代表隊的形式存在，接著發

展項目模式、體育班實驗班，發展到現今的體育班，以下針對體育班的發展沿

革分為三個時期：重點發展時期、體育班實施時期、體育班競技時期。 

一、重點發展時期 

「體育班」的概念則是在 1971 年依據「發展全民運動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

施方案」以及教育部「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所訂

定「臺灣省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班計畫」，成為培訓學校優秀運動人才的重要機

制之一（國立教育資料館，2010）。1973 年教育部成立體育司負責推展學校體

育工作，並積極培育優秀運動人才為重點工作計畫之一。1975 年教育部頒布「重

點發展學校單項運動辦法」，由省市政府教育廳局遴選運動成績優良之中等學

校，實施計畫性之長期訓練，以發展其優異專長技術（曾瑞成，2000）。1979

年 7 月教育部頒發「長期培育中小學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規定中小學得配

合學校環境與師資條件，選擇二至三項重點運動項目，並選出具有運動潛能的

學生，長期培養訓練，造就國家級選手為目標（徐元民，1985）。1983 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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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頒布「長期培養大專院校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遴選大專院校優秀運動人

才，實施計畫性培育，提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亦必再參加國際性賽事中能爭

取佳績。 

1984 年教育部公布「特殊教育法」，學校體育班正式納入資賦優異教育範

疇，並訂定「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辦理中等學校運動績優生保送

甄審與甄試（詹俊成，2003）。 

二、體育班實施時期 

前期談到主要是重點發展，以培養運動人才及訓練身心均衡發展為優先，

而 1988 年漢城奧運會 61 位選手參與 84 個項目並未獲得獎牌，僅在跆拳道表演

賽中獲得 2 金 3 銅的成績（中央社，2012），因此教育部於 1989 年頒布「國家

體育建設中程計畫」，計畫為培訓重點項目之優秀人才，並建立專任教練制度，

為了能在奧運會和亞運會等重要賽事上爭取成績，以開拓優秀選手的出路及保

障優秀教練級運動員生活（教育部體育司，1990），更在 1990 年教育部頒布「國

民中小學體育班實施計畫」，對於體育班的設置、時數、內容及評鑑都有詳細之

規定。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逐於 1997 年頒布「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實施計

畫」，並於 1998 年修訂「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試辦體育班實施計畫」及訂定「臺

灣省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成績考查試辦計畫」，於 1998 及 1999 年度皆挹注大筆

經費補助體育班學校訓練及設備；惟自 2000 年度起，因省府業務功能與組織調

整，前述相關補助逾萬不再編列。也由於經費短缺，間接影響中學生競技運動

發展，直到 2001 年 1 月 10 日後，教育部與行政院體委會協商後決議，高級中

等學校體育班發展及經費補助事宜，以評估後由教育部統籌規劃，政策得以延

續。 

三、國家體育政策發展時期 

政府除了重視全民體育外更是以競技體育為國家重要體育政策之一，於行

政院體委會於 2002 年召開「國家競技運動發展會議」，在「加強運動員培訓，

有效提升競技實力」方面，提及：請教育部配合體委會重點發展項目，於國小、

國中及高中（職）整體規劃設置體育班，並輔導大專院校建立發展特色運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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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輔導區以系統化銜接運動訓練任務。隨後在 2002 年的教育部施政報告第五

屆第一會期中提到為配合「國家競技運動發展會議」之結論，而積極辦理「規

劃設置各級學校體育班」、「建置學校運動教練制度」、「研議『專科以上學校體

育類科教師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促成體育學院與國家訓練中心

結合」、「重視學生運動選手之課業輔導」、「結合運動科學支援選手培訓」、「建

立選手培育之銜續制度」。並修正「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六條之一，同

時，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依前述辦法規定擬定「高級中等學校成立體育班注意事

項」，於 2004 年 3 月 16 日公布實施。據此，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成立之法源依

據得以確立，並配合國家政策培養中學生優秀運動選手。 

教育部於 2004 至 2006 年度分別辦理「93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工作檢

討會」、「9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發展計畫研討會」、「95 年度高級中學學

校體育班經營策略研討會」，共同研擬具提策略以強化高中體育班之未來發展。

並推展「挑戰 2008 黃金計畫」。 

綜合上述所說明的體育班發展沿革之過程，如表 1： 

表 1 體育班發展沿革表 

發展時期  年代  相關法令及會議 

重點發展時期  1971 發展全民運動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 

   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 

  1975 重點發展學校單項運動辦法 

  1979 長期培育中小學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 

  1983 長期培養大專院校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 

  1984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實施體育班時期 1989 國家體育建設中程計畫 

  1990 國民中小學體育班實施計畫 

  1997 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實施計畫 

國家體育政策 

發展時期 

2002 國家競技運動發展會議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2004 高級中等學校成立體育班注意事項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工作檢討會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發展計畫研討會 

  2006 高級中學學校體育班經營策略研討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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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 

以下是針對高中體育班發展現況之人口統計調查、體育績優升學管道、課

程實施與規劃進行探討，內容如下： 

一、人口統計調查 

高中體育班是自 1998 年教育部公布「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試辦體育班實施

計畫」後開始發展並且設置，1999 年公私立高中（職）共有 30 所學校開設體

育班（李坤培，2003），發展至今已有 132 所高中（職）有設置體育班。根據「99

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的資料得知，高中體育班佔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

校的百分比為 26.88%，高中體育班分布來說，北部 57 所，中部 30 所，南部

39 所，東部含離島 6 所，由上述得知，高中體育班成立迄今的有明顯提升，以

開設的區域來說北部地區較多，整體高中體育班的人數總共為 9526 人，其中男

生為 6980 人，女生則為 2546 人（教育部，2011）。 

二、體育績優升學管道 

建立體育保送制度 早於 1966 年，教育部為加強學校體育之實施，奠定青

年體態之良好基礎，並鼓勵普遍推行體育運動之風氣，乃特別訂頒「各公私立

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也是從此開始有體育專班的出現

（黃保東，2003）。國內高中體育班主要透過運動績優升學的管道共有：甄審、

甄試與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各校採訂標準）。以下為各項升學管道進行說明（王

光輝，2007） 

（一）甄審：學生依該辦法檢具過去參加世界、亞洲等優秀競賽成績，按志願

分發的方式，不須參加考試，由委員會審查，並依照學生所填選的志願、

運動及學業成績分發進入大學就讀。 

（二）甄試：學生需要提出全國性以上的競賽成績（其運動項目屬團體競賽者

需要參加專長術科檢定），經由學科考試，依照學科成績的高低、運動等

級及志願順序進行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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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獨招生：招生事務由招生學校單獨或聯合組成委員會辦理，訂定招生

辦法及簡章，各校依各自不同入學管道提供名額參加招生，因此各校多

由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訂定。 

三、課程實施與規劃 

公私立高中（職）體育班，除了一般國民教育的基本學科，更是要求能夠

增進身心健康及提高運動相關知識，希望能夠提升教育的素質，並在 2008 年由

教育部頒布「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能夠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生

命教育及運動競技中提升體育班素質。 

「高級中學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指出，必選修上限為 198 學分，畢業

低學分為 160 學分，其中必修學分為 146 學分，選修則為 20-52 學分，必修科

目可分為 10 大領域，分別為：（一）語文領域：國文、英文。（二）數學領域。

（三）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四）自然領域：基礎物理、基礎

化學、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五）藝術領域：音樂、美術、藝術生活。6

（六）生活領域：家政、生活科技、資訊科技概論。（七）健康與體育：健康與

護理、體育。（八）運動專業學科：運動學概論。（九）體育專項術科：專項運

動體能訓練、專項運動技術。（十）全民國防教育，必修一般科目需修習 80%

及格，必修專業科目學分則需修習 85%及格，始得畢業；選修科目則是增加英

文聽講、英文閱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英文文法、生涯規劃，其中藝術與人文、

生活、科技與資訊、運動與休閒、全民國防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至少需

修習 8 學分及格，始得畢業（教育部，2008）。 

綜上所述，體育班的設置及人數有明顯的提升，且北部設置體育班的數目

多。體育績優升學管道來說，以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為主要的升學管道，

但未必所有學生都能利用這些管道升學，至於升學的問題則還有待釐清並改

進。在課程的規劃上也有較明確的專業課程，對於體育專業方面的提升，並且

銜接得上大學的課程，不像以往的術科大於學科的模式，體育班學科上也增加

「英文聽講」、「英文閱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英文文法」等選修課程，以

增進英文閱讀、寫作的能力，也增加「生涯規劃」的課程，藉由此課程瞭解個

人發展，增進生涯規劃的能力，對於之後升學及就業都有幫助，不像以前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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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練的練習，而是提升學科能力並提早規劃自己未來的出路。 

 

肆、高中體育班發展之困境 

高中體育班至 1997 年開始實施迄今已有 15 年的時間，其中修改法令，其

核心目標主要能提升競技水準、孕育術德、培養升學之能力、提升學校形象（李

坤培，2005），為了就是希望體育班的發展都是有計畫、有組織且有銜接性的，

其重要的是為了配合國家重點運動發展。但學校體育班的實施仍然有影響發展

之因素，以下針對高中體育班發展之困境進行探討。 

一、面臨招生的困難 

「99 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中提到，99 年度國中體育班畢業生的升學狀

況，總共人數為 5040 人，其中「進入普通高中職體育班」有 1912 人，「進入普

通高中職普通班，繼續訓練」有 954 人，「進入普通高中職普通班，未繼續練習」

有 2129 人，「無升學」有 45 人（教育部，2011），上述所描述，大多的國中體

育班學生選擇進入高中職普通班就讀以及就讀高中職體育班，蘇秦玉（1999）

提出，學校教練在招募選材時所面臨的困擾，在於學校本身對運動發展項目的

興趣及家長支持度，以及學校在升學主義和講求文憑的現行社會中，都有可能

對家長及學生本身的選擇性其加入代表隊的意願。推論可能造成這種現象的原

因可能是與學生本身選擇就讀體育班的意願低，加上家長的支持度不足因此影

響學生選擇。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方案，入學

方式來說免試入學能達到 75%，特色招生則是 25%，目的為舒緩過度升學壓力

並且提供多元入學管道，也因為免試入學的實施，使得國中體育班的學生有更

多的選擇，可以不用經由考試而就讀高中職，這可能是未來對於高中體育班招

生面臨的挑戰之一。 

二、學業問題 

課業上都一直是體育班的詬病，選手平日除了上課外也要接受體能及專長

訓練，訓練時間可能為早自習及專長時間，早上練習的疲累感導致選手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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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法專心甚至想睡覺，有些選手為了追求運動成就，而造成學業荒廢的情況，

加上外出比賽可能導致正課的耽誤，陳龍雄（1989）認為，學校代表隊大部份

的時間及精力全投入於訓練及運動活動，而影響課業的專注力；詹俊成（2003）

進一步指出，運動選手在訓練過程中必須耗費時間與體力，特別是高中階段，

除了接受嚴格的訓練之外，更面臨升學壓力。選手可以利用訓練之餘的時間進

行課業上的加強，而師長、同學及家人應該共同協助，並利用自習或補救課程

來加強選手學業上的問題。 

三、仰賴體育績優升學管道 

99 年度高中體育班畢業生的升學狀況，總人數為 2848 人，進入「大專院

校普通科系」有 946 人、「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科系」有 1517 人（教育部，2011），

體育績優升學管道主要為甄審、甄試、單獨招生以及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學校

推薦、個人申請、大學指定科目考試（體育類：術科檢定），高中體育班學生大

多所採取的升學管道主要以體育績優及單獨招生的方式進入大學，黃保東

（2003）指出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辦法中的「甄審」、「甄試」名額越來越少。

其中能取得資格的選手大部份都是成績優異，其餘的體育班學生則利用單獨招

生的方式升學，但並不是每位都能夠順利考取，而導致沒學校；相對於大學多

元入學，主要是透過學業成績及術科考試的加總考取學校，在學業成績好的前

提之下，才有條件選擇學校就讀，張榮升（2010）認為，目前高中體育班升學

種類是很多元化的，問題在於體育班學生對於課業上沒有信心，使得只追求運

動績優生升學的問題越來越多。體育班學生因對於學業上的沒信心，而造成基

本學科能力的缺乏，高中體育班設立選修生涯規劃的課程，期望高中體育班學

生能盡早瞭解自己，並為未來升學做準備。 

伍、體育班未來之展望 

近年來所推動的十二年國教，目標係以國家、社會及學生各人多元角度之

觀照，訂定總體目標與分階段具體目標，主要是採用五大理念，一、有教無類：

高級中學教育階段是全體 15 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教育機會一律平等。二、因

材施教：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學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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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不同課程與分組教學方式施教。三、適性揚才：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

我的性向與興趣。四、多元進路：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

適合自己進路以便升學或順利就業。五、優質銜接：藉由高中職學校優質化，

均衡城鄉教育資源，使全國都有優質教育環境，使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並終生

學習。除此之外，全面實施免試入學，希望免試入學能夠達到 85%以上，目的

也是能夠降低升學所帶來的壓力，對於體育班亦可能帶來些許影響。 

因應即將到來的十二年國教，有意願進入高中體育班就讀之學生，可能面

臨更多元的升學管道，且往後升學或就業的機會亦較以往增加許多，因此，多

面向的興趣探索與更長遠的生涯規劃，便成了莘莘學子們需要努力思考及參與

的事前準備。另一方面體育班課程與訓練的安排，應該採取學科與訓練並重較

為適宜，除了訓練課程上需要講求績效之外，在學科能力及品德上應強化，朝

文武兼備的方向發展。如此一來，以往體育班學生往往依照自身專長升學，並

仰賴專長項目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升學途徑，可能將不再是唯一的路。 

陸、結語 

體育班發展是從重點發展開始，中小學得配合學校環境與師資，選擇二至

三項重點運動，培養優秀人才，以提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並在國際性賽事中

爭取佳績，隨後在 1997 年開始高中體育班實施，提供經費補助體育班學校訓練

及設備經費，政府以競技體育為國家重要體育政策，於國小、國中及高中規劃

設置體育班，並輔導大專院校建立發展特色運動以系統銜接運動訓練任務。高

中體育班發展至今有明顯的成長，但近年來成長的比例逐漸下滑，隨著 12 年國

教的來臨，免試入學方案的實施，不用經由考試入學，學生的選擇性就多，如

果家長又不支持那對於之後高中體育班的招生會有影響。高中體育班課程實施

與規劃，除了基礎學科外，更是增加英文及生涯規劃等選修課程，以提升英文

能力，瞭解個人發展並增進生涯規劃的能力，但學業仍是體育班的詬病，訓練

導致上課成效差， 加上選手只追求運動成就，而荒廢學業，這是體育班長久以

來的問題。高中體育班學生大部分以體育績優升學為主，至今升學管道相當多，

除了體育績優外還有大學學力測驗、學校推薦及指定考試，因為學業低落，造

成高中體育班學生沒信心，一味的追求運動成就，如果能夠提升學業成績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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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為未來做準備，相對能改善問題。若能落實體育班評鑑與訪視，由政府派專

業人員去關心及了解，解決實質上招生及課業上的問題，並提供改善方案。學

業低落並非選手的責任，班導、教練、專科教師及家長都有相當大的關係，共

同建立課業輔導機制，利用練習外的時間來進行課業補救，提升學生學科，並

提升家長支持度，有效的規劃高中體育班的課程，並提供良好的升學管道，都

是目前體育班所要去正視並且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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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in Taiwan Senior High School 

 

Chih-Wei Liu1 Tzu-Hsiang Ni2 

1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l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s Physical Education (PE)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existed difficulties. 
Secondly, this study wish to propose approachable solutions that may help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researcher of this thesis has shown great interests 
in sporting since he was a child, therefore, he himself had studied in a PE class 
during his senior high school life, where he receiv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sporting, 
and which also helped him getting into the university.Because of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researcher will be able to recogniz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PE class 
thoroughly.This study will discuss current situation of PE class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alyzing their historical changes, 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PE class is composed by several training periods, including targeted 
development, practicing training and PE class league. Each stage has different 
criteria and different goals.Furthermore, a integrated summary of current population 
censu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and difficulties 
existed in those stages, and thereby provide possible solutions accordingly. The 
difficulties of attracting students to choose PE class under the Twelv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how students of PE class perform in other subjects can 
be argued as the toughest challenge right now.However, the Summary of PE Class 
Program in Senior High School that presented in 2008 may improve the high 
school's PE class.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PE class students may be too dependent 
on their sporting performance to focus on other subje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sh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historical changes, college entrance, Twelve-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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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術治療到帕拉馬術（殘障者馬術） 

 
李佩穎 周俊良 

國立體育大學 
 

摘要 
 

藉由運動提升身心障礙者身體活動、認知能力到增進其自我認同感，是日

前在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裡逐漸受到重視的方式，而馬術更是其中一種能夠讓身

心障礙者克服挑戰獲得更大自信的一個項目。國內馬術治療雖離盛行還有一段

需要努力的空間，但在近幾年已較為人知；這當中有些騎者可接受難度較高的

治療性騎乘訓練，進而參與馬術比賽，這也成為騎者的一個目標與夢想，能夠

更激發騎者生命的動力。這些以身心障礙者為參賽選手所舉辦的馬術比賽項目

中，其中一個項目為帕拉馬術，主要參與對象為肢體障礙。本文目的主要在於

探討台灣馬術治療的發展以及介紹帕拉馬術比賽，期許台灣未來會有更多的肢

體障礙騎者從接受治療到完成參與帕拉馬術的夢想，當然更難能可貴的是練習

過程中這些騎者的自我成長。 

 

關鍵詞：馬術治療、帕拉馬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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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馬術治療是一種相當多元的治療方式，除了 直接的肢體活動上的改善、

增進騎者的本體覺、肌肉張力的進步等，也包含了如同動物治療所能帶來的助

益，讓身心障礙者在跟馬匹接觸的時候，從中獲得親密感、責任感，尤其是「我

也有能力照顧如此龐大的生物」的滿足感；再者，當治療的功用延伸到騎者騎

術的躍進，到治療性騎乘的部份，更是難以從其他經驗複製到的成就感。對騎

者而言，要繼續精進自己的騎術，是需要一個目標的，參與馬術比賽便是一個

方式，不是要騎者去跟別人比賽輸贏，而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對國內肢體障

礙騎者而言，帕拉馬術比賽便是騎者 希冀能夠達到的夢想，「一個人的殘疾

不應該妨礙到他參加比賽的機會」更是帕拉馬術運動的理念！ 

貳、馬術治療起源及發展史 

馬術治療的起源甚早，根據中華民國傷健策騎協會（1998）的資料顯示，

綜合來說 早可追溯到希臘神話中，醫神 Aesculapius 將無法治癒的病人放在馬

背上以振奮其精神；西元前五世紀，在希臘就利用馬來為傷的士兵作復健。而

在馬術治療的發展中，Mrs. Liz Hartel 占了重要的地位角色，她原本就是一位騎

術愛好者，在小兒麻痺手術後，仍決定重回馬背進行騎馬活動，發現自己的背

肌肌力及下肢的協調性明顯改善，並於 1952 年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馬場馬術的

銀牌，其後騎馬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益處便引起了英國人的注意。自 1957 年至

1970 年，大家漸漸重視騎馬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好處及成效，全英國有 80 個殘友

的馬術中心；1969~1986 年，在北美有超過 350 個認可的治療性騎馬中心；全世

界已有 24 個國家有馬術治療的發展。而臺灣於 1998 年成立了中華民國傷健策

騎協會，正式開始在臺灣推動馬術治療（張玉麟、黃于芳、王挽華，1998）。 

在臺灣的馬場多是以一般騎乘教學為主，有些會收身心障礙者為學生，但

實際上並不是專門以馬術治療的方式進行課程，在臺灣專門以身心障礙者為對

象的馬術治療中心隸屬於桃園啟智技藝訓練中心，專收身心障礙者進行馬匹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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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育活動，這裡所謂的馬匹輔助教育，係指一切以馬匹為媒介的活動，除了

偏向以功能的改善為目標而設計的馬術治療活動、和治療性的騎乘技巧教學，

另外也包含了馬房照護等。除了提供個別課程、團體課程外，也接受各學校安

排至中心進行校外教學、於寒暑假舉辦各類營隊，以及為培訓更多治療性騎乘

教練而邀請國外講師至臺灣辦理研討會，並於 2005 年開始每年辦理「希望盃國

際身心障礙者馬術邀請賽」，邀請各國的身心障礙騎者來臺比賽，至今已舉辦

八屆，除了提供一個舞台讓身心障礙者展現才能外，也促進國際間的經驗交流，

更期許將馬匹輔助教育發揚推廣，使更多身心障礙者受益。 

參、身心障礙者接受馬術治療之相關研究 

馬在慢走時其骨盆的律動與人走路時三個平面的骨盆運動是相似的，Straus

在 2000 年指出馬術治療是使馬的獨特的三維運動運用在一個步行運動的反應

中，以協助患者的姿勢 (引自 Debuse, Chandler, & Gibb, 2005, 頁 219)。有一些

研究也顯示出由於馬匹步態與人行走相似，藉由馬的步態可提供騎手如同步行

運動的模式，進而改善姿勢控制；如 Bertoti 在 1988 年以 11 位痙攣的個案為受

試者，經由馬術治療後，再以姿勢評定量表 (Posture assessment scale) 評估，結

果發現其姿勢控制的改善達顯著；因此馬術治療可以提供身心障礙兒童如腦性

麻痹患者等有錯誤的動作模式或是從未有走路經驗的患者體驗一個接近正常人

類走路的模式，而協助其姿勢的改善。Debuse et al (2005) 也在文獻資料中皆列

出了一些研究所呈現馬術治療在生理上的效果，整理如下：調節肌肉張力、提

高軀幹控制、運動模式的改正、步態的改善、改進平衡、協調和感覺統合。 

然除了在生理效益外，由馬術治療擴及到現在統稱的馬匹輔助教育，也為

身心障礙者帶來心理上的助益；在過去的 10 年左右的時間，特別是在德國，也

將馬用於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上。人有尋求危險刺激的內在需求，而騎馬本身為

具有挑戰性且不普遍的運動，可激發參與者的鬥志，自信來源來自於當騎者坐

上馬背，可以不必依賴他人，而有獨立的感覺。且以馬匹做為媒介的同時，會

產生許多與馬匹的互動，通過觸摸愉悅的感覺、撫摸、梳理，給予口頭命令等，

會獲得彼此幫助的力量以及溫暖、信任、接受的感覺 (Borioni et al., 2012)。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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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性騎乘 

上藉由照顧馬匹、清理馬房等活動，讓身心障礙者由平時多由他人照顧的身份

轉為照顧比自己身形大好幾倍的馬匹，這所帶來的成就感可增加他們對自己的

肯定與自信。  

另外，以參加騎馬課程與夏令營的障礙孩童家長為對象問卷調查的方式調

查，發現治療性騎乘使孩子嘗試新的活動，學習新的技能，讓孩子體驗更大的

自由和獨立，無論是作為夏令營或是定期的課程方式，對孩子而言都是有利的。

所謂治療性騎乘，是比馬術治療多增加了習得騎乘技巧的目標，根據 Heipertz

在 1977 年所建立的模型，治療性騎乘在不同的專業內可能是某種程度的重疊，

例如在特殊教育上的目標和心理學上的目標皆包含有提供騎者自我肯定的成

效，如圖 1，每個區域皆有其有目標，再由受過專門訓練的專業人員，針對其者

的能力現況及需求訂定不同區域的目標 (引自 Debuse et al., 2005, 頁 220)。 

 

 

 

                                 運動 

 

                   體育/馬術治療           特殊教育 

                                心理學 

                               精神病學 

 

  圖1 治療性騎乘圖解 

肆、Para-equestrian 帕拉馬術的起源和發展 

先從國際馬術聯盟 (FEI) 說起，雖然帕拉馬術的推廣是在 2006 年才從帕拉

奧運馬術委員會 (IPEC) 轉入 FEI 的，但第一位身心障礙騎者-來自丹麥的 Lis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163~173 頁(2013.5)                   從馬術治療到帕拉馬術（殘障者馬術） 

 

  167 

Hartcl 所參與的馬術比賽便是在 1952 年由 FEI 所舉辦的國際奧運會，她是一位

小兒麻痺患者，在這場比賽中一舉得馬場馬術銀牌，那場比賽也是第一次允許

女性騎士參加馬術比賽，開啟了性別平等的先河， 終成為馬術運動和國際馬

聯的價值觀之一。 

2006 年，國際馬聯開始組織殘疾人運動項目，在原先的 7 個馬術項目的基

礎上，又加入了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賽和殘疾人駕車賽，帕拉馬術成為了 FEI

的第八項運動項目，帕拉馬術的推廣從帕拉奧運馬術委員會 (IPEC) 轉入 FEI，

而 FEI 也變成首個同時管理一般選手及殘障選手的國際運動單項協會。再回頭追

朔 1952 年至 2006 年間的身心障礙馬術比賽發展，列表如下： 

表 1 身心障礙馬術比賽發展表 
 

年代 
 

地點 
 

比賽 

1952 芬蘭的赫爾辛基 
FEI 所舉辦的國際奧運會 

有首位身心障礙騎者參加 

1970 英國及斯堪地那維亞 身心障礙者馬場馬術比賽 

1987 瑞典 第一屆馬場馬術世界競標賽 

1991  

帕拉奧運委員會(IPC) 於年開始承認帕拉馬術這項

比賽，並指定帕拉奧運馬術委員會(IPEC)負責推廣

肢體障礙者馬術運動及舉辦比賽。 

1996 亞特蘭大 帕拉馬術馬場馬術項目首次出現於帕拉奧運會上 

2006  
帕拉馬術的推廣從帕拉奧運馬術委員會(IPEC)轉入

FEI，帕拉馬術成為了 FEI 的第八項運動項目。 

 

因為這些歷程，讓帕拉馬術成為肢體障礙騎者的一個指標、一個夢想，希

望能讓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並給肢體障礙騎者克服了生理上的障礙成功挑戰

馬術比賽更多的掌聲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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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帕拉馬術比賽規則介紹 

一、項目 

帕拉馬術的比賽項目分為馬場馬術及馬車駕駛。 

二、體位分級 

因為殘障類別很多，為了公平起見，帕拉馬術選手分為有五個體位，由一

到四級的等級，這五個體位等級分別是 Grade 1a、Grade 1b、 Grade 2、Grade 

3、Grade 4；一級是殘障程度 嚴重的選手，四級則是 輕的，根據 FEI 網站

資訊，駕駛馬車的選手則分為 Grade 1、Grade 2 兩種等級。 

參加國際比賽之前，每位選手必須要經由兩位不同國籍分級師做檢定，判

定其體位等級，而合格的分級師名單都會公佈在 FEI 的網站上，以供大家查詢。

重要的賽會現場都會有分級師駐場監督考核，以便選手能夠當場接受檢定。檢

定之後，選手會拿到一張帕拉馬術的身分證，上面會註明他被允許使用哪一些

輔具，如：兩個馬鞭、特殊韁繩、特殊馬鞍…等等。殘障馬術選手要參加一般

馬場馬術比賽時也要把這張身分證拿給裁判看，才能夠使用這些輔具（林嫵

恬，2009）。 

三、路線 

就臺灣馬術治療中心（2013）資料所呈現，在馬場馬術方面，每一個等級

都有七個路線，從簡單的到難度很高的及「自由演藝」。路線的設計在人馬的

考驗上主要是測試人的能力；圖形設計則著重於美觀及流暢。帕拉馬術的路線

相較於一般選手比賽路線的安排上擁有較多的慢步，因為肢體障礙者騎快步及

跑步時較容易疲倦。整個路線會含有許多的移行及圖形來測試騎士的騎術及正

確度。帕拉馬術的裁判要評分馬的步伐、服從性以及騎手的技術、正確性和儀

態。帕拉馬術的比賽路線可參考 FEI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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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由接受治療到參加比賽 

2008 帕奧 1a 級金牌得主 Sophie Christiansen 的教練 Clive Milkins 專門

訓練 1a, 1b 及 2 級的選手，也就是殘障程度 嚴重的選手；他研究發展出一種

經過五個階段的訓練方式，在 2009 香港傷健策騎協會舉辦的第三屆亞太會議中

分享，由臺灣馬術治療中心的林嫵恬（2009）教練記錄如下： 

第一個階段：基礎訓練。 

在這個階段課程是物理治療師主導且有志工協助的。馬匹需要有相當好的

慢步，且必須適合騎士；馬匹要正直及容易控制，速度不用太快。場地選擇室

內馬場，主要的目標是安全及建立平衡和自信。Mr. Milkins 認為腦性麻痺的個

案 好無蹬騎乘，因為踩馬蹬容易使肌肉張力升高，無蹬騎乘反而會訓練騎坐。

這個階段韁繩接在龍頭套上。 

第二階段：學習騎乘。 

在這個階段有教練接管，場地選 20 x 40 米 的標準場地，而且把場地邊 20 

米輪乘的點標出來，因為從這個階段開始已經要訓練圖形的精準度，另外也以

慢步立定的移行，開始發展跟馬匹的溝通技巧。韁繩用彈性的韁繩（類似側韁）。 

第三階段：選手負起訓練責任。 

在這個階段選手本身要開始負起訓練的責任，而教練則要設法增加騎手有

關馬術的知識。騎士要開始了解馬匹的教育，也要要求自己該如何做出這個動

作。可以讓選手多看錄影帶或請程度高的選手給一些建議，因為他們比教練更

容易了解生理上出現的問題。韁繩用普通韁繩，馬匹另配帶胸甲。  

第四階段：訓練參賽。 

這時選手應該是主導的角色，而教練是協助他。這時候，選手不只要找機

會換場地騎，也要常常騎不同的馬匹。 

第五階段：參賽取勝。 

到第五階段就是要將一到四階段的努力呈現出來了，準備參與賽程取得勝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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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國內騎者參與帕拉馬術現況 

自從 2006 年帕拉馬術列入國際馬術聯盟之後，帕拉馬術在國內納入中華民

國馬術協會，也有正式的發展管道。2007 年中華民國馬術協會第一次派裁判協

助臺灣馬術治療中心舉辦一年一度的希望盃-身心障礙者馬術比賽；臺灣馬術治

療中心於 2005 年開始每年辦理「希望盃國際身心障礙者馬術邀請賽」，邀請各

國的身心障礙騎者來臺比賽，至今已舉辦八屆，除了提供一個舞台讓身心障礙

者展現才能外，也促進國際間的經驗交流，更期許將馬匹輔助教育發揚推廣，

使更多身心障礙者受益。2012 年的希望盃更邀請帕拉馬術國際裁判  Nick 

Rodgers 擔任裁判長，並邀請亞太地區的國家如日本、新加坡和澳洲派選手參

賽，以促進亞太地區身心障礙者馬術活動的交流。 

在 2007 年第三屆的希望盃中，兩位脫穎而出的腦性麻痺選手-孫育仁和楊雨

晨，在前一年 2006 年他們先參與了日本橫濱身心障礙馬術協會每年所舉辦的橫

濱盃，橫濱盃的比賽項目包含了心智障礙者和肢體障礙者的比賽項目，兩位個

別在肢體障礙組的馬場馬術組和團體式馬術比賽中皆得到了銀牌；接著日本身

心障礙馬術協會舉辦亞太地區的馬術錄影比賽，但因選手無法在短期內熟悉比

賽路線，所以馬術治療中心的選手並沒有參加，只有澳登堡馬場的謝孟學—同

年「希望盃」跑步級的冠軍參加，也同樣拿到了跑步級的冠軍；特別提及這個

比賽是因為林嫵恬在 2007 年的馬訊-亞運專刊中提到，雖然叫帕拉馬術，不過因

為亞太地區能獨立騎乘比賽路線的肢體障礙者實在還太少，所以每一個等級都

另設開放組給心智障礙者參加，但即便如此，參賽選手人數仍偏少，表示亞太

地區的身心障礙馬術還要努力推廣；同時也建議有意參加身心障礙馬術比賽的

選手們加入馬協，可獲得更多比賽資訊累積經驗（林嫵恬，2007）。隔年 2007

年希望盃之後，他們也參加了在英國舉辦的帕拉馬術青少年馬場馬術比賽，有

不錯的表現； 其中一位選手孫育仁，在 2008 年至廣州參加北京帕奧的資格賽，

只少了 0.933 個百分點與帕奧擦身而過；另外為了爭取 2010 年在肯德基舉行的

世界馬術全運會的資格（這一次世界馬術全運會第一次包含帕拉馬術)，更於

2009 年再度參加奧地利舉辦的帕拉馬術比賽，這是帕奧之外 高等級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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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未進前三名拿到資格，但也得到了第四名光榮回國（吳佩玲，2009）；接

著他又在 2010 年加拿大舉辦的帕拉馬術比賽中，得到團體賽第二名、個人錦標

賽第二名、自由演繹賽第二名。2011 年赴香港參加帕奧資格賽，雖未爭取到資

格但替實力的增長又多累積了一次經驗，相信這每一次的經驗都在奠定他夢想

成為帕奧選手的基礎；2012 年又再度赴香港參加邀請賽。 

當然除了育仁之外，有一些選手也曾遠赴國外參與比賽，只是臺灣對於身

心障礙馬術選手的培育與訓練尚未足夠系統化，在這些過程裡他們所能得的支

持較少，但這些並不減少他們對於騎馬與突破自我的熱忱。目前臺灣已有心智

障礙騎者拿到特奧資格參與特奧的馬術比賽，相信有朝一日也會有肢體障礙騎

者突破身體上的限制，拿到帕奧資格參與帕奧的帕拉馬術比賽，能夠在國際上

表現更加出色，讓大家看到他們的努力與堅持。 

捌、結語 

我們一直在嘗試各種多元化的方式來教導身心障礙者，相信每一種都有它

的益處，而馬術治療所帶來的改變更是一種特別的經驗，如果從接受馬術治療

到學習騎乘技巧進而參與比賽，更為身心障礙者帶來莫大的挑戰與成就；而在

這裡要強調的一點是，參與比賽不是要讓騎者對輸贏患得患失，而是讓騎者有

一個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並且在每一次的比賽中要學習的是與自己比較。看了

幾場國內的比賽，在比賽時騎者皆希望能夠盡力表現、能夠贏對手更多分數，

然而下了比賽，騎者彼此之間卻是正向的交流和互動，惺惺相惜且成為好友的

不在少數，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更是一個與世界接軌的管道。希望臺灣的身心障

礙騎者能得到更多的重視與支持，更希望能夠有政府單位的協助，投入更多資

源，再加上選手們的潛力和努力，必定能為自己也為臺灣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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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ippotherapy to Parra-equestrian 
(Handicapped-equestrian) 

 

Pei-Ying Lee Chun-Liang Cou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To raises the physical activity, cognitive ability and self-identity of handicapped 

person by campaign, gradually be taken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in education of the 

handicapped.The equestrian is a way to le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gain greater 

confident by overcoming challenges.Although domestic hippotherapy is away from 

the prevalent, but it has became more and more known in recent years.Some of the 

handicapped riders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a higher degree of difficulty therapeutic 

riding training and then participate in equestrian races.It also becomes the goals and 

dreams for riders, which motivates the handicapped riders to have a positive life.Para 

-equestrian is one of the equestrianisms for handicapped which is especially for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hippotherapy and to introduce Parra -equestrian.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more and more physical disable riders receiving treatment and then 

attend in Parra-equestrian.The most valuable thing of all is to see those riders 

self-growth during the process. 

 

Keywords : Hippotherapy, Para - equest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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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師的教學倫理在教師專業發展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層面，而倫理學是研

究人生中道德行為之學理，且教育是由教育者透過內在啟發與外在陶冶的方

式，進行所有的教育活動，並潛移默化的引導學生朝向正向發展。而「畢馬龍

效應」意指不論以正面或負面的態度對待他人，皆會造成他人在行為或心理上

的轉變，因此教師可以藉由「畢馬龍效應」顯示出對於學生之期待與關愛，進

而透過教學行為引導學生達成教學目標。 

 

關鍵詞：教學倫理、體育課程、期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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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師的專業倫理在教師專業發展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層面（梁福鎮，

2005），而倫理學的目的則是研究人生中道德行為之學理（詹棟樑，1996）。故

當我們在談教育時，總是少不了提及教師之教學倫理層面，因為其涵蓋的倫理

原則，除了可作為評斷師資良窳的標準外，亦會影響教育整體環境的發展。 

「畢馬龍效應」意指個人在行為或態度上的轉變是依據被他人對待的方

式。以目前的教育理念探討，多數教師希望以愛與正向鼓勵的方式為教育的出

發點，如林淑芬（2013）指出國小教師對於零體罰政策實施多採肯定與支持的

態度，且在理想層面上以教育愛為 高價值展現的態度，而李蕙如（2009）則

以績優教師的角度說明對於正向管教多採肯定的態度，透過正向思考、同理心

等，落實對學生的正向管教。因此研究者有鑑於此，試想若適度地將「畢馬龍

效應」之特性運用在教學現場上，透過正向與鼓勵的方式，循序漸進的引導學

生改變舊有需要改進之學習模式，並接受教師精心設計與安排的學習典範，則

可使之更為努力與堅持的完成教師期望之教學目標。 

許立宏（2001）曾說明各種特定的行業會有特定的倫理德行，因此可以想

見一位好的教師除了要有教學必備之專業知識外，其特定德性之涵養更是教師

專業的表現，藉此促進對於教學工作之熱忱與投入，以求教育專業上的突破和

卓越。當然，體育教師本身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專業職務，其教授範疇涵蓋了

各大領域，從健康知識到預防醫學，從身體活動到品德教育等，皆是對人類來

說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體育教師必須掌握在課堂上或會對學生產生影響之

處的專業倫理，透過課程設計與畢馬龍效應的執行，使之更容易達到在體育課

程當中期望被完成之教學目標，且要清楚體育課程之獨特性與其專業價值是無

法任由其他課程所取代，如此一來體育教師之專業倫理才得以貫徹。 

而本文的目的在於藉由體育教師教學倫理與畢馬龍效應的探討，以瞭解其

中體育教師在教學現場上實行畢馬龍效應之意義與價值，並獲得體育教師對於

自身模範與課程教學時應要秉持的教學理念與倫理準則。藉由探討之內容提供

現任或未來的體育教師作為教學課程設計與專業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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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畢馬龍效應與教師期望行為 

 在教學現場上，教師可以藉由「畢馬龍效應 (Pygmalion effect)」顯示出對

於學生之期待與關愛，進而透過教學行為引導學生達成教學目標。故以下段落

將對畢馬龍效應以及教師期望行為做進一步之說明。 

一、畢馬龍效應 (Pygmalion effect) 之由來 

 相傳古代有一位年輕國王，名字叫做畢馬龍，他精心雕刻出一位美麗少女

的石像，並且愛上了她，每日含情脈脈的望著她，真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真實

的陪伴自己並且成為終身伴侶。後來也許是國王的用心與專情打動了天神，結

果石像果真動了起來，像個花樣年華的少女般地動人，從此少女便與國王幸福

快樂的過日子（詹棟樑，1996）。以上這段美麗的神話即是畢馬龍效應的寫照。

簡單來說「畢馬龍效應」意指不論以正面或負面的態度對待他人，皆會造成他

人在行為或心理上的轉變（李弘暉、吳瓊治，2003）。 

 「畢馬龍效應」1948 年由 Merton 提出後，至今發展也有了六十餘年（魏

明愷，2009），在應用方面也多以教育情境為研究背景，但隨著研究資料的累積

與運用，其方向也逐漸走向工商組織及軍事情境等其他專業領域 （王俊智，

2008）。Jussim (1986) 的研究當中企圖從文獻當中推論出「畢馬龍效應」的歷

程：第一階段為老師期望，是由典型反應、名聲和其他相關因素所衍生之初步

期望；第二階段以教師針對個別學生所產生之期望，引起的不同之處理方式，

學生也會因此有不同的察覺，導致後來結果的差異；第三階段則是學生會對不

同的處理方式做出不同反應，如有心理的反應（價值與自尊）或是行為上的反

應（努力、參與和表現）（魏明愷，2009）。 

 總而言之，教師對學生能力表現的培養與期望可藉由「畢馬龍效應」驗證，

使之在學習的過程中與教育資源的應用上是被重視的。 

二、畢馬龍效應與教師期望行為之關係 

奧國教育家海特格 (Marin Heitger) 曾說養成「有定性的行為」是學生學習

的目標。「有定性的行為」意指個人能做出正確的決定並有力的堅持；而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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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則是以成熟人的角度為未成熟的人定立目標並促使成功，以獲得所期望之

行為（詹棟樑，1996）。換句話說「教師期望行為」就是教師透過理性的、計畫

性的一個教育過程，引導學生循序漸進地達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標。鄧悅曾（2006）

曾提出教師期望效應在教學現場上具有的三個作用： 

（一）激勵作用 

 教育心理學指出教師以激勵的教育方式誘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內在

驅力，進而使之內化為自覺行為，促進學生獲得正向發展。 

（二）調節作用 

 教學是一個協同過程，在教與學當中不斷相輔相成的為師生關係做進一步

的協調，使學生在學習過程裡可以感受到被教師關愛與指導的用心，進而形成

更完美的教學情境。 

（三）支持作用 

 學習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瓶頸，倘若教師可以適時的伸出援手，則可以使之

在迷途當中獲得一盞明燈般的得到心理支持與安慰，進而促進學習動機。 

 再者，郭生玉（1980）曾針對四位數學教師及一百六十名國中七年級學生

進行一項研究，欲由教師期望與教師行為來預測對學生學習狀況所產生的影

響，透過問卷與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後，發現教師期望中的預言作用的確會讓學

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產生不同的動機強度及自我觀念，且其教師對於學生之熱

忱、溫暖會與學生之學業成績呈現正向關係。 

 由上述教師期望行為之作用後瞭解，「畢馬龍效應」與「教師期望行為」

時常同時被談論著，是因為二者之間有著共同的目標，皆是期望他人能夠在行

為過程當中被有意的改變。然而這樣的期望行為對師生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有

了期望與憧憬，教師對教學才會產生熱情，而熱情又是我們實際行為時的主要

內在動力。再者形成教師期望行為是基於教師對學生的信任，相信學生具有某

種教師期待的能力，相對的學生也會因為教師的信任與肯定，願意付出更多心

力完成某種任務，所以教師期望行為裡也還有一項內涵：教師期望效應的形成

是由師生之間的良性心理互動所完成（鄧悅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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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體育教師與教學專業倫理之內涵 

一、教育專業倫理之內涵 

 教育是一連串改變個人的動態過程，是教育者透過內在啟發與外在陶冶的

方式，進行所有的教育活動，並潛移默化的引導學生朝向正向發展 （梁福鎮，

2003）。而「專業倫理」經常是由該專業人員和團體出於自律精神所建構，藉由

進行討論、形成共識、再予以執行之，其內涵是一套有系統且具指導性的行為

規範（蔡淑婷、陳冠名，2005）。而吳清山（1998）在建構教師專業倫理之內涵

時，曾提出了五個構面 ：（一）基本原則；（二）教師和學生關係；（三）教師

和學校同仁之關係；（四）教師和學生家長之關係；（五）教師和社會（社區）

之關係。梁福鎮（2003）也針對教師專業倫理內含提出了六個內涵 ：（一）教

師之基本道德；（二）教師之專業觀念；（三）教師之教育關係；（四）教師之教

學倫理；（五）教師之輔導倫理；（六）教師之校園倫理。由此可知，教師專業

倫理的內涵首要為重的皆是教師自身的道德原則，而其他教育專業的涵養與教

育關係的建立則是奠定在教師倫理之上。 

 研究者鑑於教育乃是透過各種教學活動進而影響學生學習，故本文以教師

在教學中的專業倫理方面以及與學生關係之建立為主要探討重點。詹棟樑

（1996）曾在《教育倫理學》一書中提到，在教學活動中的專業倫理相當重要，

有以下五點方式需注意： 

（一）教師應以採取民主的方式領導 

 民主不代表放任，但絕對尊重學生的合理要求，因此給予民主的選擇空

間，使之提出建設性的解答，反而能讓學生學習自律的能力。 

（二）教師應善用專業權威 

 教師經常會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必須要能妥善的處理，才不至使情況

失衡。因此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專業權威力量，指導學生或家長一起選擇出可

被合理接受的解決之道，以求群體之合諧。 

（三）教師應主導師生之間的互動 

 學生在一般學習情境下是較為被動的，因此需要由教師來主導教學活動的

進行。教師針對學生之間的個性以及群性的了解，做出適當的教育模式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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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師生間互動的理想型態。 

（四）教師應掌握教學時的各種因素 

 在教育環境中的各種因素皆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影響，因此，教師不能不

注意隨時有可能發生的問題，並積極將其危機化為轉機。 

（五）教師應掌握在教學活動中的目標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必須要盡心盡力，以達成目標為教育宗旨，因此要相信

有播種必定會有收穫。而教學活動亦是一種生活體驗，從中培養學生之道德意

識，以養成健全之人格。 

 以上論述為教學活動進行時的教師教學倫理內涵，在教育專業發展裡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對於學生， 重要的還是必須以正向態度作為教育之根基，

建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進而使之教育活動可以更順利。倘若根基沒有掌握好，

則對衍生出之教育成果會產生不良影響，甚至反其道而行。總而言之，教師專

業倫理不只是師資上素質的好壞，也是學校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有必

要將教師專業倫理的內涵做仔細分析，並且探討教師專業倫理之養成途徑，如

此一來才可使教師的專業有效發展，提高教育的效果，以達成辦學之目的（梁

福鎮，2005）。 

二、體育課程之教育功能 

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al Kamte) 認為體育包含三方面：保育、管束及

教化。保育意指順乎自然；管束即防止任性；教化則是鍛鍊體力、技巧、信心

和膽量，進而培養道德習慣。而英國滑鐵盧之役英雄－威靈頓將軍曾說過：「滑

鐵盧戰場的勝利，是伊頓公園操場的勝利。」（許樹淵、許梓宜，2005）。這也

顯示出運動對人類身體鍛鍊與應變能力的培養有相當的重要性。 

體育課程相較於其他學校課程而言，能夠給予學生的不僅是體能上的提

升，更有學校強調五育理念（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及美育）均衡發展的每

一環節。例如體育課程中的分組練習可進行小組合作達到群育功能；體育競賽

之策略應用可刺激智育的發展；體育活動規則之遵守以及運動家精神可培養德

育素養；欣賞運動好手的靈活協調身手時，可使之產生美育涵養；而體育更不

用說，對於健康的維持、體能的鍛鍊都是備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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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現代社會對於體育的定義仍尚待釐清，不過有學者認為由體育原理

學者威廉斯 (Jesse Feiring Williams) 所詮釋的「體育乃是透過身體的教育」較

能為大眾所接受，強調個人透過身體活動來達到認知與情意方面的學習，將對

生活有所貢獻（胡天玫，2003）。所以體育課程為學生帶來的效益並非能由其他

課程所替代。 

三、體育教師之教學倫理 

然而體育教師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專業職務，且不可否認體育教師是運動

專業的實踐者，也是運動專業 佳的研究者（許樹淵、許梓宜，2005）。因為其

教授範疇涵蓋了各大領域，從健康知識到預防醫學，從身體活動到品德教育等。 

吳萬福（1992）表示身為體育教師，要獲得學生愛戴與敬仰，必須具備以

下五項條件：（一）強壯健康的體魄，（二）具有良好的社會性，（三）一定水準

的運動技能，（四）具有運動專業知識，（五）高尚的品德素養（周宏室，2002）。

詹棟樑（1996）在教育倫理學一書中曾提及：「專業知識的獲得有助於倫理觀念

的建立。」體育教師在培訓過程當中，的確也有必須學習的體育相關倫理課程，

以要求體育教師人格之完善。因此從教師與學生互動這層面的表現，即可看出

教師對於學生的教育重點與期望價值。 

透過體育課程之設計，亦可以顯現出一位體育教師對於課程的負責態度。

林顯宜（2006）也針對現代教育改革提出體育教師在教學上的建議作為：（一）

「體育」概念的確立：對於體育教學教材的選擇以及對學生的指導都會影響日

後的發展。（二）屏除「體育課」的迷思：體育課不僅是在運動技能的提升，更

重要的是培養「帶著走」的能力。（三）創意與活潑的課程設計：藉由創意活動

課程，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四）有效的教學策略：正確的教學可以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促使教學目標的完成。（五）多元的評量方式與回饋：透過各種

不同方式的評量，檢視學生全方面的學習成效，並適時給予回饋，使之有進步

空間。（六）積極參與進修：藉此進行自我檢視與精進，亦是自我成長的肯定及

動力。 

再者提到「教育」即是人類用以改變現實狀況的特有行為（詹棟樑，1996），

期望透過體育教師之教學行為，帶領學生改善現況並朝向更完美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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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師之教學行為目的也是如此，蘇格拉底曾經說過：「假定美德即知識，那

麼無可懷疑美德是由教育而來的」，因此更能確信了學生的行為與倫理觀是可以

由教師之專業教育引導且修正的。況且由於時代快速的遷移、社會不斷的改變

以及教育制度的革新，現今學生的價值觀與學習方式早已與往日不同，這現象

呈現出教師本身應當持續進修之必要性，不只是在本業上的專業進修，更重要

的是如何將習得之新知融會貫通地運用在教學上，教師藉此與學生共同成長、

相互學習，也是社會大眾所樂見的。 

肆、畢馬龍效應與體育教師教學倫理之實踐 

將「畢馬龍效應」運用在教學成效上，老師對個別學生之態度或期望，會

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李弘暉、吳瓊治，2003）。

「畢馬龍效應」與「自我實現的預言」二者之間有著相輔相成之功能，「比馬龍

效應」是以教師立場談論，教師透過教學行為影響學生之學習動力，進而達成

目標；而「自我實現的預言」則是以學生的角度瞭解在教師期望底下所產生之

學習反應，舉例來說倘若教師對特定學生存有既定的負面印象，則會使學生也

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或是放棄，反之教師若能夠給予學生無私的關愛及信

任，則能使學生在面對學習困境時可以更有信心，甚至會願意接下挑戰突破自

我。 

過去曾有一項研究對一群學童做出了「發展預測」，給教師們一份在未來

可能會有傑出表現的學童名單，並提醒其優異的表現不是指現在的階段，而是

未來。經過八個月後，專家學者又對這群學童進行複測，結果在成績進步的名

單裡，大半皆是八個月前給教師的那份名單學童（詹棟樑，1996）。這樣的研究

結果代表了一件事，縱使學生名單只是隨機取樣，並非全部都像教師們所聽見

的具有優秀潛質，但由於教師們在被暗示後仍舊難掩心中對那些名單的堅定信

任，因此在教學行動、師生互動上透露出對那些學生的獨特看法，且不自覺的

給予這群學生較多的關懷及鼓勵，促使學生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關注，成績表

現也更為之亮眼。 

藉上述研究結果沿用到一般的體育課程裡，我們都知道並非是所有學生在

體能或是運動能力上皆可容易達到要求或標準，因此教師在規劃課程時應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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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好學生的個別差異與投入程度，透過師生之間的交互作用，利用溝通或者對

話進行課程之協調或彈性調整內容。就鄧悅曾（2006）為體育教師應用教師期

望效應的關鍵處敘述之：（一）努力創造出一個民主且和諧的教學環境。（二）

教師對學生的期望目標要有適度調整的空間。（三）教師期望應該用暗示的方式

表達。（四）教師對不同學生之期望應要調整，真正實行因材施教。 

 從文獻參考中提到由商場上畢馬龍效應的使用，的確也能激勵了員工的工

作效率。雖然畢馬龍效應的定義是指個人的轉變是依據被他人對待的方式，而

其方式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態度（李弘暉、吳瓊治，2003）。但只要將比馬龍效

應與期望行為運用在正向的動機上，相信之後產出的行為是可以提升效益且有

意義的。 

 每一位學生都有自我存在的價值，如同有的人天生語文好或者數理好，而

在體育課程上，必定會出現體能較為資優的學生，因此教師必須依據個別程度

差異給予學生個別可期望之標準，但不宜過高或使進步停滯的目標。又「隨風

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影響學生，以信任、正向、勉勵、關懷與耐

心的方式引導學生進入體育世界，且給予充分的信任與期待，讓學生得到完善

的學習環境，進而了解運動的重要性並積極參與，甚至可以樹立終生規律運動

的好習慣，這也可顯示出體育教師充分展現了在專業領域上的敬業，進而延伸

影響學生學習的動機，與主動探究更深入的精神倫理層面。 

伍、結語 

教學過程中每一位學生都有平等的機會學習，教師應有教無類地對所有學

生提供適合的教育方式，並以鼓勵、支持代替處罰，以肯定、信任代替責罵。

然而，體育教師自身的專業倫理也必須穩定且紮實的建立起來，體育領域涵蓋

的專業範疇是無法由其他科目代替。「畢馬龍效應」即是一項很重要的影響因

素，因為它會為學生帶來肯定與讚美，而這些細微的情緒及心理狀態皆可以增

強學生學習的自信心，使之更有勇氣面對挑戰與經歷挫敗，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達成教師所設立之目標。因此從體育活動中除了為學生培養出健康的身心之

外，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學生在教師的用心指導下，逐漸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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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ethic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a teacher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Ethics is the study of human morality, and the education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through internal enlightenment and external edification to guide students 

towards positive development. Pygmalion Effect means no matter the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it will end up having an effect on either others’ behavioral 

or psychological aspect. Therefore, teachers can apply Pygmalion Effect on the students 

with expectations and caring, and through teaching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s. 

 

Keywords: ethics of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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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運動文化資產數位典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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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摘要 

保存運動文化對於國內體育組織而言本身就是相當重要的任務，最能盡到

此責任的應當屬於運動博物館，但可惜的是在許多原因的考量下，國內目前尚

未有一座完整的運動博物館。然而近年我國不斷發展數位典藏，運動文化資產

與數位典藏也有了結合的契機。因此，本文想探討目前我國運動文化資產數位

典藏的情形，藉由文獻整理的方式發現目前國內所擁有的運動文化數位典藏主

要散落在體育署與國科會之中，尤其國科會的典藏資料大多是由圖書館或圖書

館相關學系擔任執行單位，顯示出體育相關單位或科系並未能利用這次機會去

保存我們的運動文化資產。其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典藏工作向來都是圖書館

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而數位典藏也是近來圖書館的重點發展之一。另外體育相

關單位一直以來都沒有培養數位典藏或是相關資訊的人才，導致許多數位典藏

資料與執行單位不太契合的情況出現。由於目前許多運動資產散落在民間之

中，因此，若能有一個機構負責將相關資產集中數位化，並積極培育數位典藏

的相關人才，或採用跨領域的合作模式，將體育、資訊、典藏等相關人才與資

源整合在一起，才能使我國運動文化資產數位典藏發展走的較為長遠。 

 

關鍵詞：數位典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運動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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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保存運動文化資產，對於國內的體育組織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而

能盡到此責任的應當屬於運動博物館，但可惜的是在許多原因的考量下，國

內目前尚未有一座完整的運動博物館，而保存運動資產的這項工作也沒有相關

單位能夠落實，導致許多資產散落在民間機構或私人收藏家。然而，隨著資訊

科技的進步，許多產業已紛紛邁向科技化，將過去的重要資產利用數位化的方

式保存下來，隨著數位媒體設備與儲存裝置的進步，數位典藏檔案容量也開始

擴增。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推動數位產業相關政策，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在缺

乏一座運動博物館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將運動文化資產的保存利用數位化的方

式進行典藏。因此筆者想藉由文獻整理的方式，探討目前國內運動文化資產數

位典藏的情形。由於目前國內的運動文化數位資產集中在體育署及國科會之

中，其他相關文獻較難集中整理，因此本文將特別針對此兩單位所擁有的數位

典藏進行探討，並試圖了解未來運動文化資產數位典藏的趨勢與阻礙，並在

後提出結論以及具體建議做為往後研究者的參考依據。 

貳、何謂數位典藏 

一、數位典藏之定義與功能 

隨著時代的進步，世界許多已開發的國家針對數位產業投入相當多的資

源，其中數位典藏的發展，不僅代表了一個國家在數位產業上的競爭力，也代

表該國特色文化的整體發展與生活水準。 

（一）數位典藏之定義 

數位典藏有許多類似的名稱，如數位化典藏、數位博物館、典藏數位化、

數位圖書館。主要是利用電腦多媒體技術，將各項文物古蹟或文史資料加以數

位化，同時結合資料庫的串連，將數位化後的檔案放置在網路上，提供使用者

查詢及欣賞或作為資訊研究和藝術教育的教材(何慧儀，2011)。其主要目的是

確保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及智慧整合性。 

所謂數位典藏是將圖像、字元、影像、語音、創意文化、休閒旅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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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典藏品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

而「數位化」簡單來說就是一種行為模式，利用這樣子的行為模式將典藏品進

行做長期的儲存、維護並檢索利用即是「典藏」。而根據我國國科會出版之《數

位典藏技術彙編 2007 版》對「數位典藏」一詞之定義，是指：「將所有保存價

值之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技術予以保存及應用。」（行政院國科會，

2007）。 

（二）數位典藏之功能 

    數位典藏之發展過去以來除了文化資產的保存外，尚有其他功能，而目前

的學者對於數位典藏的功能也有一致的共識，主要包含以下幾點（陳百薰，

2002）： 

1.典藏功能： 

針對一個特定的典藏主題，一個數位典藏需要一個高品質的數位典藏庫，

並且須要有方便且容易使用的檢索系統，藉由數位化和典藏資訊管理，提供典

藏品在展示、教育與研究之功能的運用。 

2.展示功能： 

運用適合的數位展示科技，將數位典藏品的內容及特色有系統地呈現出來

並吸引使用者的興趣，縮短使用者與數位典藏品之間的距離，以達到教育與研

究之目的。 

3.教育功能： 

主要分為教學與學習兩個部分，其內涵是藉由數位展示功能，提供教學者

運用數位典藏的輔助教學資源做為學習者的學習工具，以達到自我學習、終身

學習的功能。 

4.研究功能： 

    數位典藏品的品質與完整性，將會影響研究者之研究。一般而言，數位典

藏的檢索功能對於研究者有 大的影響，容易使用的檢索系統可使研究者在搜

尋資料上能有更大的助益，倘若數位典藏檢索系統能結合一般網路的搜尋引

擎，對於研究者而言，能更方便且迅速的蒐集資料。 

    而數位典藏除了上述的幾項功能之外，張嘉彬（2006）也整合了許多學者

的意見並針對數位典藏提出以下幾個優點，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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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位典藏之優點 

數位典藏之優點 

1 可隨時隨地提供資訊 

2 可將年代久遠易受時間摧殘的文物永久保存 

3 展示物皆顯示在科技用品(如電腦、手機)上，縮短了展示的距離 

4 無空間限制，展覽可依主題資源擴展延伸，具有擴展性與延伸性 

5 提供數位化、多媒體館藏、且經過組織管理與分析 

6 瀏覽者可藉由鏈結自行決定觀賞的方式，較具自主性 

7 易與學術活動結合 

資料來源：張嘉彬（2006）。數位典藏支援數位學習之探討。 

二、我國數位典藏之發展與現況 

人類文明發展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科技發展也是日新月異的進步中。人

類的資訊保存與傳播的媒介，由過去的口語傳播、文字、印刷、攝影圖像演進

至現今的數位方式。近年來，各國政府都將數位內容產業視為是知識經濟下提

升國家競爭力必須發展的產業，所以皆投入大量的資金、資源、政策和人力下

去。而我國政府向來在電子產業上都具有一定的實力，為了讓數位內容產業能

順利落實發展，行政院特別將該產業列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與

「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中，並整合各部會將有關數位內容產業的相關計畫

納入國家型計畫之中，其中就包括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我國數位典藏發展來自於臺灣大學於 1996 年推動的「臺灣大學數位圖書館

計畫」，由於當時成果豐碩，因此國科會在 1998 年推動了「數位博物館專案計

畫」，並在 2001 年分別推動了「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與「國際數位圖書館合

作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13）。而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2 年開始執行，是承襲行政院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計

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

重新規劃而成。隨著典藏計劃內容的發展進行，共可分為兩期： 

（一）第一期（2002 年~2006 年） 

此期的計畫架構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計畫辦公室，計畫辦公室之

下設了五個分項計畫，分別為內容發展、技術研發、應用服務、訓練推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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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管理；第二部分為機構計畫，參與的機構包括了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國

史館台灣文獻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大學、國

家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等；第三部分為公開徵選

計畫，此部分主要是為了讓外界能夠參與數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的內容包括

了內容開發、技術研發、創意加值及創意學習四類。 

（二）第二期（2007 年） 

    在經過第一期的計畫辦公室的領導與參與機構的努力，第二期將目標設為

三個主要方向，包括了呈現台灣文化與自然多樣項；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

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建立國際合作網路等。

而參與機構則多增加了國家電影資料館、檔案管理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等三個單位。希望能永續經營「臺灣數位典藏」。 

2008 年將該計畫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加以整合，成為「數位典

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再整合之後共有八個分項計畫分別為：拓展臺

灣數位典藏、數位技術研發與整合、數位核心平台、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

社會應用推廣、數位典藏與學習之產業發展與推動、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語

文數位教學、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等。然而，此國家型科技

計畫於 2012 年結束，為了使台灣的數位成果能持續經營下去，國科會目前也正

在籌備「臺灣數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之中。 

參、我國運動文化資產數位典藏之現況 

由於文化資產保存意識的抬頭，使體育界人士也發現維護運動文化資產是

相當重要的事情，但由於國內尚無一座運動博物館，因此體育署及部分教育單

位利用數位典藏的方式進行文化保存，讓運動文化資產與數位典藏有了第一類

接觸。 

一、何謂運動文化資產 

近年來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提倡，各界積極尋求文化與創意結合的可能

性。因此，文化創意這塊新興產業也逐漸受到政府關注，2009 年內政部所提出

的六大新興產業中即包含了「文化創意」。其發展策略是以華文市場為目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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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視、電影、流行音樂、數位內容、設計及工藝等六大旗艦產業。文創產業

以文化為根源之創意產業，而數位典藏近年來典藏之豐厚成果，不僅為創意人

才提供豐富的文化內涵，典藏的內容更常常成為文創產業應用的 佳素材資

源。因此，文創產業得以透過數位典藏庫所提供多元而豐富的素材進行運用，

產生高附加價值與高水準的加值產品 (莊育振、楊東翰，2010)。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定義，文化資產是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

等價值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

物、古物、自然地景等，而運動文化資產就是其中的一部份。前體委會主委許

義雄(2006)認為運動文化資產可以是有形的物質文化，如運動場館、設備、衣

物、器材、用具等；也可以是無形的非物質文化，如群體或個人的各種實踐、

表演、表現或精神。從運動文化的市場角度來看，運動是具有較大群體向心力

的社會公共活動，更是新經濟時代充滿活力的產業，能充分表現運動文化資產

之市場競爭力，如奧林匹克的品牌價值即具備強大的資本滲透能量，充分展現

運動文化在文化體系中之重要性(李嵐、張繼峰、常鳳榮，2007)。 

二、我國運動數位典藏之現況 

我國目前所擁有的運動數位典藏除了來自體育署所架設的體育數位博物館

與臺灣高爾夫球數位文物館之外，大多是來自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之內，然而根據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在 2013

年出版的《數位遊臺灣：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網站資料庫手冊》一書中所紀錄

的 442 筆數位典藏資料中，分類在運動類別的只有 10 筆而已(見表 2)。在這十

筆資料中，我們發現執行單位大多是圖書館或圖書館相關學系，這其中的問題

可能是因為典藏工作向來都是圖書館 重要的任務之一，而數位典藏也是近來

圖書館的重點發展之一。另外體育相關單位一直以來都沒有培養數位典藏或是

相關資訊的人才，導致這次國家型計畫中，運動類的數位典藏資料與執行單位

不太契合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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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數位典藏資料 

執行 

年度 

計畫 

名稱 

執行 

單位 
計畫簡介 典藏內容 

2007 年 

│ 

2008 年 

臺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淡 江 大 學

資 訊 與 圖

書館學系 

本計畫是「臺灣棒球運動

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

建置計畫」的衍生成果，研究

小組以 Wiki 開放協作方式供

大眾對新聞報導外的相關資

料加以彙整，充實我國棒球發

展的歷史紀錄。 

主要典藏棒球相關之人

物、球隊、賽事、及相關組

織等，透過文字與圖片的方

式呈現，並有部分的人物影

音資料。 

2004 年

│ 

2007 年 

臺
灣
棒
球
新
聞
數
位
典
藏
計
畫 

淡 江 大 學

資 訊 與 圖

書館學系 

本計畫與聯合知識庫合

作，將聯合報系統的臺灣棒球

運動相關之新聞，包括剪報、

文字、圖像、照片等資料進行

數位化工作，並透過分類、歸

納，始其成為更有價值的數位

典藏資料。 

典藏臺灣棒球的相關新

聞 ， 包 括 文字 及 新 聞 照片

等，另設有多媒體展示區，

以動畫的方式呈現相關主題

之照片。 

2007 年

│ 

2010 年 

臺
灣
棒
球
數
位
文
物
館 

淡 江 大 學

資 訊 與 圖

書館學系 

本計畫為「臺灣棒球運動

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

建置計畫」計畫之延續。除了

持續充實歷史新聞外，希望能

藉由棒球界的文物收藏者合

作，將分散各處的棒球文物進

行數位化工作，並加註適當的

後設資料，始其成為具參考價

值的數位典藏庫。 

除了以圖片及文字的方

式介紹臺灣棒球史外，並蒐

藏了許多相關文物，可依照

年代、賽事或文物類型來搜

尋相關的典藏文物。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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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2010 年

│ 

2012 年 

運動與

棒球文

化資產

之數位

典藏與

資源整

合 

淡 江 大 學

資 訊 與 圖

書館學系 

本計畫將過去棒球數位

典藏之成果，拓展至運動文化

資產之保存與整合，包括奧

運、省運、田徑、籃球等相關

領域。 

典藏 1954 年~1991 年臺

灣所舉辦的國內賽事之相關

新聞。 

2009 年

│ 

2010 年 

排
球
運
動
在
台
發
展
文
物
資
料
館 

淡 江 大 學

體育室 

本計畫將日治時期以來

的排球運動在臺發展的文物

分類歸納，進行老照片、紀念

章、紀念旗、秩序冊等文物進

行數位化，並建置「排球運動

在臺發展文物館資料」，以網

頁型態呈現文物內容及後設

資料。 

典藏臺灣排球相關的文

物及刊物，另蒐藏相關的紀

念旗、紀念章等，典藏資料

以圖片的方式呈現。 

2006 年

│ 

2010 年 

全
齡
育
樂
博
物
館 

國 立 臺 北

教育大學 

本計畫將收藏的《鵝幻彙

編》(又名中外戲法圖說)、《圖

繪游戲全書》等傳統近失傳之

中國古典戲法益智藏書，挑選

擷取與益智戲法相關內容建

置「遊藝多寶格-遊藝數位資

料博物館」。該網站目前以關

閉，相關內容移至「全齡育樂

博物館網站」。 

內容為兒童益智遊戲相

關的玩具及介紹等，並以圖

片及文字的方式呈現，典藏

資 料 收 錄 及網 站 更 新 只至

2010 年為止。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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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2010 年

│ 

2011 年 

體
育
新
聞
剪
報
資
料
庫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圖書館 

本資料庫是以平面媒體

有 關 體 育 之 報 導 為 蒐 集 對

象，收錄了各層面的體育新聞

史料。目前收錄民國 73-99 年

的新聞，內容包含約二十萬則

體育新聞。 

除了典藏民國 73 年-99

年的體育新聞外，另蒐集國

立體育學院的學位論文、期

刊及著作等。 

2009 年

│ 

2010 年 

民
俗
特
技
文
物 

國 立 臺 灣

戲 曲 學 院

通 識 教 育

中心 

本計畫是將臺灣戲曲學

院校內保存的民俗特技相關

文物如戲服、道具、學習過程

照片、演出照片、演出影片、

老藝人的口述歷史等歷史資

料保存下來。 

除了以文字方式介紹民

俗特技的歷史、類型、本質

外，另典藏了相關文物的圖

片以及相關人物的簡史。 

2007 年

│ 

2008 年 

民俗彩

衣網-

臺灣民

俗技藝

數位文

化村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圖 文 傳 播

藝術學系 

本計畫是與中華民國民

俗體育運動協會、基隆市中正

國中民俗班及台北藝術大學

團隊的合作，以數位典藏的方

式達到保存、傳承、傳播台灣

民俗技藝文化及推廣應用此

文化價值的目的。 

本站典藏跳繩、扯鈴、

陀螺及民俗舞蹈的知識外，

並 以 圖 文 方式 介 紹 相 關器

物，另有影音動畫教學以及

互動遊戲區。 

2006 年

│ 

2007 年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太
極
拳
數
位
典
藏 

國 立 體 育

學院 

本網站收藏有關太極拳

之善本古籍與影片紀錄等歷

史，並重新拍攝陳氏與楊氏傳

統四方位拳架動作掩飾之紀

錄影片，以及利用高速攝影機

配合動作捕捉系統轉成 3D 動

畫影片。 

典藏太極拳相關資料及

古籍謄本，另設有影片區及

3D 動畫區做為線上教學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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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13）。 

事實上，體育相關政策與數位典藏真正的結合是源自於 2000 年，當時體育

署陸續進行系列性的文物整理，包括舉辦特展等工作，並配合籌設「體育博物

館」，輔導高爾夫協會成立「臺灣高爾夫文物館」，直到 2004 年與國立科學工藝

館合辦第一次「運動科學特展」，因此體育運動與數位典藏才有較密切的合作型

態出現 (吳永祿，2010) 。在體育相關單位中，運動數位典藏已有「體育文物

數位博物館」與「臺灣數位高爾夫文物館」。分別敘述如下： 

（一）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 

此數位博物館網站直接架設於體育署的網頁之中，於 2010 年開始正式啟

用，典藏內容除了各項運動的體育用品、紀念章、秩序冊與人物畫像等，以圖

文或影音方式呈現，是目前國內架設 完整、資料 齊全的典藏資料。 

1.典藏精品：本區展示台灣體壇過去至今羅列之珍品文物，共計 108 件、照片

118 幅。 

2.3D 文物賞析：本區展示之文物精品，以 3D 互動瀏覽方式呈現，讓瀏覽者可

任意拖曳、縮放、旋轉的瀏覽方式，典藏資料共計 17 件。 

3.體育名人傳：本區收藏體壇名人的經典故事、傳奇人物及口述歷史，以電子

書的方式呈現，共計 22 筆資料。 

4.運動攝影比賽：本區收藏該會 97-98 年辦理運動攝影比賽作品，提供精采攝

影畫面，共計 101 幅。 

5.體壇百年史：本區收藏體育署出版的相關著作，包括建國一百年體育專輯、

百年體育人物誌、臺灣棒球記憶等相關書籍，以電子書的方式呈現。 

（二）臺灣數位高爾夫文物館： 

此數位文物館是由臺灣高爾夫球協會架設而成，典藏內容依主題可分為高

爾夫介紹、臺灣高爾夫球發展史、臺灣高爾夫球場重點介紹、臺灣高爾夫名人

堂、臺灣高爾夫名將、臺灣高爾夫組織、重要賽事、典藏文物、影像資料館等，

以圖片及文字的方式呈現各項資料，將臺灣高爾夫球的發展與現況整理的非常

完整，是各個單項協會將來有機會成立數位博物館非常好的參考資料。 

臺灣的運動數位典藏目前尚處於成長階段，除了體育署及高爾夫球協會所

設立的典藏資料堪稱完整外，國科會所擁有的典藏資料相對過於陽春，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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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12 年結束，許多典藏網站也跟著

停擺。其中主要的問題在於經費來源不足，加上國內運動產業在文化資產保留

這塊領域並沒有專業的人才，而且並沒有利用跨領域合作的方式結合，導致許

多數位典藏資料只是短暫呈現，而無法永續經營，這對於運動文化資產保存是

非常可惜的。目前國內現有的實體運動文物館並不多，館藏物品也非常稀少，

尤其大部分運動資產皆散落在民間之中，因此要向這些私人收藏家或是民間團

體蒐集並不容易，因此常常只能利用借展的方式呈現。然而在未來，數位典藏

已是各個先進國家的重點發展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藉由科技的進步，將許多散

落在民間的運動文化資產進行數位化，一來可以讓收藏者安心的擁有自己的資

產，二來也能透過數位典藏的方法將運動文化資產保留，這才是我們保留運動

文化資產 迅速有效的方式。 

肆、運動文化資產數位典藏發展趨勢與阻礙 

由於資訊的快速發展，我們只要花費短短的時間，就能掌握許多的知識領

域。資訊爆炸之後，知識累積的程度、以及內容領域之繁雜，已經迫使每個人

在學習行為朝向專精化發展（梁應權，1999）。數位典藏計畫中的工作者都能感

受到資訊科技進展所帶來的重大社會變革。例如執行人文領域知識研究的工作

者，除了原本各自的人文學科專業領域外，還必須盡速熟稔資訊科技領域的脈

動（劉錚雲、洪一梅，1996）。 

一、運動文化資產數位典藏發展趨勢 

    在資訊的年代，如何掌握數位典藏發展的趨勢，讓學術研究與知識傳播更

加便利。對此，廖彩惠（2009）也針對數位典藏未來的趨勢提供看法： 

（一）透過網路技術所帶來內容、工具與服務三者之間的整合 

透過網際網路，將原本深藏於圖書館、檔案館與資料庫的歷史知識內容放

入到網路世界。透過網路上所提供的學術研究工具，如搜尋引擎、網站與資料

庫，甚至是討論區、Blog 或是即時通訊軟體，使用者都能夠快速查找自己所想

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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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時代所帶來的知識管理變革 

網路與資訊科技的進步，除了對傳統知識使用與管理者的角色造成衝擊之

外，典藏內容經過數位化之後所帶來更進一步的資料創新，甚至是資訊與知識

管理、執行、運作、應用的整體數位化，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上所述，現今的數位典藏不再只是將典藏品進行數位化這麼簡單而已，

而是更強調與資訊系統的結合，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的透過網際網路來尋找

自己需要的資料。我國運動文化資產的保留上也有不少相關人士在極力推動，

像是棒球博物館曾於 2003 年展開規劃，預計在小巨蛋成立臨時館，待大巨蛋完

工之後再正式遷入，棒球博物館的設立似乎出現了一絲曙光，但後因經費不足，

臨時館的計畫被迫取消（陸銘澤，2005），未來能否順利於大巨蛋設立棒球博物

館仍是未知數。 

運動博物館雖是保存運動文化資產的基礎建設，但在人力、物力、財力花

費皆的現實考量下，並非一蹴可幾。因此，在尚未有一個國家級的運動博物館

作為集中典藏場所之前，可先建立一套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功能的數位化運動文

物管理系統，不但能對運動文物進行數位化管理，也能在網路上規劃一系列的

數位文物展示。數位文物館未來不但可以成為博物館的相關網站，也可以成為

博物館營運的推手，透過網路推廣及行銷並達到教育等目標，數位化的線上系

統與實體博物館的關係是相輔相成並非互相抵觸的（林信成，2007）。 

二、阻礙因素 

雖說數位典藏發展已是時代發展重要的產業之一，在這背後仍有一些阻礙

值得探討，筆者針對這點提出以下三點阻礙因素： 

（一）社會因素 

由於我國運動史並不長，與歐、美、日等擁有豐富運動史的國家相比還有

一大段距離，且我國運動風氣仍有進步的空間，加上職業運動寥寥無幾，這些

種種因素都是運動文化資產保存的一大難題。唯有持續不斷的發展各項運動，

促使運動風氣盛行，並且找出我國運動的特色，才能使我國運動文化能夠更多

元並擁有更豐富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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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因素 

目前國內業者對於數位典藏如果要發展成一個產業，應該是要將資料容易

使用和重複利用，並且還要再做數位典藏內容上的管理，目前國內數位典藏幾

乎都是數位化後就呈現出來，幾乎都是曇花一現。且現在臺灣每間公司的數位

規格都不近相同，再加上時代的變遷太過於快速，使得每間公司的數位內容格

式，都只能在自己的領域內使用。就算有一種好的平台出現，也會因為數位資

料格式的不同而難以互通有無（馬立懿，2008）。 

（三）法律因素 

著作權問題是數位典藏中所會遭遇的 大問題。首先要確認的是該收藏之

文物是否還受著作權法保護，如果保護期間已經屆滿，固然無著作權問題，但

是如果仍然在著作權保護期間內，則著作權之問題勢必要先予以釐清。在受著

作權法保護之情形，如果數位化之結果只是要單純典藏起來，而不做其它利用，

固然只會涉及重製的問題，此種情形，著作權法第 48 條容許圖書館、博物館、

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等文教機構，得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重製其收藏

之著作，但是如果數位化之後還要進一步提供公眾近用或進行加值利用，則會

涉及的著作權問題就複雜許多。所以在進行數位化之前，有必要對該典藏文物

的著作權之保護與權利歸屬狀態加以釐清（謝銘洋、趙義隆、陳曉慧，2008）。 

伍、結語 

依照目前我國的科技來說，將典藏品數位化並非一件困難的事，一個產業

的發展 需要的是國家政策的支持，雖說政府將數位產業列為國家型計畫之

一，但對於其規格上並沒有明文的規定，使得許多典藏品在不同領域上較難相

互應用，倘若政府能在這方面可以統一規格，以國內的技術而言，整合並不困

難。然而對於運動文化資產的保存而言，我國並不像國外一樣擁有國家級的運

動博物館進行典藏保存，而就國內目前的情況來說，想要一時之間擁有運動博

物館是較困難的事情，而其 大的問題在於相關資產皆散落於不同的單位之

中，其所屬的產權也歸各單位所擁有，而實體博物館在各項資源，如人力、財

力上都需要有相當大的成本。因此，若能有一個機構負責將相關資產集中數位

化，對於我國運動文化的保存來說，絕對能夠更方便更省成本的經營。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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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體育相關單位必須積極培育數位典藏的相關人才，或採用跨領域的合作模

式，將體育、資訊、典藏等相關人才與資源整合在一起，才能使我國運動文化

資產數位典藏發展走的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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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ve the sports culture for the domestic sporting organization itself is a very 
important task, can best do this duty should belong Sports Museum, unfortunately 
many reasons considerations in the domestic is not yet a complete sports museum.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digital archives, sports 
and cultural assets and digital archives als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ombin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movement of cultural assets 
of the situ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by way of literature hav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domestic sports culture digital archives are mainly scattered in the Spor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mong, data collection mostly by 
library or related disciplines as executive unit, shows sports related units or 
departments fail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save our sport and 
cultural assets. The biggest reason is probably because archiving work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a library, and a library of digital archives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Another sports-related units has been no 
training or information on digital archives of talent, resulting in many digital 
archives and execution units do not fit the situation. Due to the current assets are 
scattered in many sports folk, hence, if there is a centralized agency responsible for 
digitizing the underlying assets and actively cultivate talent related digital archives, 
or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ode, sports, information, archives, etc. 
Related talent and resources together in order to make our sport develop digital 
archives of cultural assets to go long. 

 

Keyword: Digital archive,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Sports 

culture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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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運動會比賽項目─飛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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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飛盤為現今體壇發展的新一代運動項目，也是目前仍持續在推廣的體育競

賽。世界各國對於飛盤運動的狂熱程度也非筆墨足以形容，這方面可以從世界

錦標賽以及每年度各地區各國家舉行俱樂部比賽看到；然此，我國卻絲毫沒有

感受到這股飛盤熱潮？本文目的主要在於探討臺灣飛盤的發展及豐富的比賽項

目，期望臺灣未來在飛盤運動的發展能夠日益茁壯與日臻成熟。	

	

關鍵詞：體育競賽、飛盤、全民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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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民運動會為我全國性運動賽事，開始於 2000 年，每兩年舉辦一次，與全

國運動會交錯舉辦，比賽項目為非奧運、亞運的運動項目。飛盤在 2006 年加入，

成為全民運動會比賽項目之一。全民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沙灘手球、輕艇水球、巧固球、健力、拔河、蹼泳、飛盤、水上

救生、滑輪溜冰、原野射箭、滾球、合球、慢速壘球、柔術。 

第二類：傳統體育（民俗體育、太極拳、元極舞）、槌球、木球、室內運動

（室內曲棍球、室內划船）、龍獅運動、舞蹈運動、劍道。 

全民運飛盤原先有兩個比賽項目分為爭奪賽和飛盤高爾夫，在 2010 年取消

飛盤高爾夫，僅剩下爭奪賽；國人對此運動似乎有點陌生，但公園裡又隨處可

見玩飛盤的人口，2012 年 11 月 5 至 7 日在南投舉行全民運動會，全民運為非

購票入場觀看之運動，因此吸引許多民眾前往參觀。此項運動融入了競技運動

的特質，超越大家的想像，並非如公園裡所見之遊戲，所以筆者冀求透過此篇

之簡略介紹，讓大家對飛盤項目有初步了解，期望將來會有更多人參與這項運

動。 

貳、飛盤起源及發展史 

飛盤的由來，可追朔至 1920 年，一群美國康州耶魯大學學生，在食用烤餅

後，將盛裝東西的錫製烤盤，作為他們休閒活動的一種器材；1940 年加州洛杉

磯建築檢查官弗列勒.毛里森（Walter Frederick Morrison）見此情景，靈機一動

即首創金屬飛盤，但因不利飛行，且較具危險性。直到 1948 年弗列勒.毛里森 

(Walter Frederick Morrison) 和威廉.范休定(William)共同研究發明改用塑膠製

作飛盤，由於早期製造的飛盤，質料過硬且容易碎裂，因此又經一再研究改良，

終於發現了質料堅固、飛行效果良好且耐用並且流傳至今；隨著飛盤質料與構

造不同，至今已發展出許許多多不同飛行特性的飛盤（熊文宗、朱峯亮，1997)。 

參、飛盤種類與規則介紹 

飛盤比賽分為兩大類：一、個人賽，共分八種比賽項目：擲準賽；擲遠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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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計時賽；投跑接賽；高爾夫賽；越野賽；雙飛盤；花式賽。二、團體賽，

可分兩種比賽項目：爭奪賽；勇氣賽。 

下為詳細說明各種比賽規則及場地介紹（中華民國飛盤協會，1998）。 

一、個人賽比賽項目 

（一）擲準賽 (Accuracy) 

擲準架為離地 1 公尺之 1.5 公尺正四方形目標。場地為正面三站（13.5 公

尺、22.5 公尺、31.5 公尺），左右兩面各二站（13.5 公尺、22.5 公尺），共七站。

每站投擲四片飛盤，滿分 28 分。 

（二）擲遠賽 (Distance) 

比賽選手須在 2 分半鐘內投擲五盤，以 遠的一盤計算成績；飛盤要擲的

遠，除了要使用專用擲遠盤外，且要善用風力，大部份選手都採用反手投擲法，

也可助跑加上轉身將飛盤擲出，可以增加投擲飛盤的爆發力。 

（三）回收計時賽 MTA (Maximum Time Aloft) 

將飛盤往與逆風方向成約 30~45 度的夾角與仰角之方向投擲，待飛盤飛至

高點後順風飄下時，以單手將飛盤接住。成績計算是以飛盤離手開始計時，

一直到用單手接住飛盤停錶，以時間較久的為優勝。 

（四）投跑接賽 TRC (Throw Run Catch) 

和回收計時比賽方式要領有點類似，只不過回收計時是以時間多寡算成

績，投跑接賽是以距離長短算成績。 

（五）高爾夫賽 (Disc Golf)： 

比賽方式與一般高爾夫球賽相似。高爾夫球是以球桿將球打進洞，飛盤高

爾夫則是以手運用各種投擲方法將飛盤擲進高爾夫籃架內，以投擲次數 少者

為優勝。 

（六）越野賽 (Discathon) 

比賽選手須準備三片飛盤(至少兩片)，在主辦單位設計的路線上(全程約

1000 公尺~1200 公尺)運用各種投擲方法以 短時間，一面投擲一面跑、一面拾

盤第二次以後之投擲，須在前一次飛盤之停點後方一公尺內投擲才算合法，投

擲後再將前一次投擲之飛盤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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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雙飛盤賽 (Double Disc Court, DDC) 

每邊兩人為一隊，每隊各持一片飛盤作互相擲接攻擊比賽。比賽時利用擲

快慢盤的配合，來控制對方，利用時間差，製造對方有雙飛盤的情況，而能得

兩分；單一失誤、出界、只失一分，若雙方同時各得一分或失誤、出界、不予

計分。每次雙方兩位選手要輪流發盤，比賽中為了避免被對方造成雙飛盤，在

未接盤之前可利用拍、頂飛盤，使飛盤在一次短暫的在空中停留；之後再接飛

盤，避開與另一位隊有同時接觸飛盤，而有先後之別。投擲時飛盤落地與地面

之角度不可大於 45 度角。 

（八）花式飛盤賽 (Freestyle) 

以兩人或三人為一組，配合音樂的節奏，在限定時間內，利用各種投擲後

之旋盤，表現各種技巧動作與接盤動作，是可看性相當高的一項比賽。 

二、團體賽比賽項目 

（一）爭奪賽 (Ultumate) 

爭奪賽為目前多種飛盤運動中發展 蓬勃的一項，自 2001 年世界運動會起

與飛盤高爾夫共同成為正式比賽項目。爭奪賽是飛盤比賽中 激烈的項目，考

驗隊伍及選手的體力、團隊默契、技術的一種比賽。結合了籃球、足球、美式

足球的特點，再加上飛盤特性融合而成的一項新朝運動，每隊七人。 

1.場地 

(1)正式比賽場地是由長 100 公尺，寬 37 公尺的場地構成；左右兩個 18*37 公

尺的得分區，以及 64*37 的爭奪區所組成。 

 

 

 

 

 

 

 

圖 1 爭奪賽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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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地名詞說明： 

a.Playing Field 比賽場地 

b.Playing Field Proper 區  

c.End Zone 得分區 

d.Brick Mark 出界罰盤點 

e.Perimeter Line 邊線 

f.Goal Line 得分線 

(3)器材：標準的飛盤以塑膠製成，直徑寬約 20 到 25 公分。 

2.規則 

(1)飛盤爭奪賽是一種非肢體接觸，自我裁決的運動，基於公平競爭，深信應

該沒有選手會故意破壞這個規則因此並沒有嚴厲的罰則，寧可透過溝通方

式模擬上一盤犯規時的情況再繼續比賽。 

(2)不可帶著飛盤跑。 

(3)得分後才可換人。 

(4)場上沒有裁判，如有爭議，雙方必須協調。 

(5)人數：每隊上場 7 人，比賽進行前各隊 7 人面對面站於得分線上，由防守

方開盤給進攻方。 

(6)得分：進攻隊進行傳盤，到達得分區則稱得分。 

(7)犯規：當一位選手與另一位選手產生肢體接觸，選手必須立即喊犯規，並

中斷比賽，如果對方選手不同意犯規，則重新進攻(盤權回到喊犯規時持盤

的手上)。 

(8)「二守一」超過一個以上的防守者距離持盤者的軸心腳三公尺內且離其它

所有進攻隊對手遠於三公尺 

(9)飛盤沒有透過完整離手的傳盤而是進攻隊選手將飛盤交給隊友（遞盤），此

行為稱為犯規，盤權交由防守方。 

3.投擲方法：常見下列八種方法 

(1)反手（反手直盤、反手左彎、反手右彎） 

(2)正手（正手直盤、正手左彎、正手右彎) 

(3)顛倒盤、短距顛倒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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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盤方法：爭奪賽常見 

(1)三明治夾接 

(2)上手接 

(3)下手接 

(4)單手接 

(5)撲接 

5.攻守策略： 

(1)攻擊： 

a.V cut  

 

 

圖 2 V cut 跑位 

b.L cut 

 

 

圖 3 L cut 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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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守： 

a.force forehand：讓進攻方丟正手   

b.force backhand：讓進攻方丟反手 

 
       圖 4 防守一                             圖 5 防守二 

c.force mid：讓進攻方往中間丟 

d.cup 

 
        圖 6 防守三                            圖 7 防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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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勇氣賽 (Guts) 

兩隊雙方距離 14 公尺，每邊 5 人一字排開。攻擊方由一人以 拿手速度

快投擲法擲出，防守方應將此有效盤以單手接住，如果漏接，攻擊方得一分，

勇氣賽顧名思義，就是要拿出相當大的勇氣以單手接飛盤，具有相當的挑戰性

及危險性。 

肆、國內現況 

我國飛盤運動，在 1975 年起就有少數運動人口。到了 1979 年嘉義蔡報先

生赴美探子，無意間發現這項新運動，返國後組了梅花俱樂部，成立了第一個

地區性的嘉義縣飛盤委員會。1981 臺北市飛盤委員會成立。第一所成立飛盤社

團之學校為徐匯中學，並將飛盤列入體育課程。於是在多位熱心的同好，與各

縣市委員會的支持、響應下，經近半年的籌備，終於在 1988 年 2 月 28 日成立

全國飛盤協會，由國大代表劉炳森先生當選第一任理事長，同時也正式以國家

名稱加入世界飛盤聯盟 (WFDF) 成為會員國之一，林副理事長秀明先生又經日

本飛盤協會推薦當選為當時國際飛盤聯盟規則委員會委員之一。1992 年我國正

式組團參加世界飛盤團體賽，結果表現不俗，榮獲青少年組爭奪賽、勇氣賽冠

軍；公開組勇氣賽季軍；女子勇氣賽亞軍，並且在國際飛盤舞台上立下一席之

地。目前我國 熱門的兩項飛盤項目是爭奪賽和飛盤高爾夫，飛盤爭奪賽的發

展目前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是一項結合籃球、足球、橄欖球的一項團體運動，

需要高度的團體精神也是一項刺激度相當高的一項運動，適合年輕學子參與。

自 2007 年起已舉辦六年的全國大專盃爭奪錦標賽，參賽隊伍的人數逐漸增加，

這也顯現國內玩飛盤的人口越來越多的趨向。飛盤高爾夫的年齡層分布較廣，

適合各年齡層，需要較高的傳盤技巧、技術性、穩定性、判斷能力及應變能力，

不需和爭奪賽一樣較多的體力，這也是一項相當具挑戰的運動項目，每年中華

民國飛盤協會舉辦全國飛盤高爾夫總決賽。從 2006 年全民運動會開始，飛盤爭

奪賽及高爾夫成為其中兩個正式比賽項目，但在 2010 年全民運動會取消了飛盤

高爾夫這比賽項目，這樣會失去一些運動人口，因為爭奪賽項目適合年輕學子

在場上奔跑，中老年人比較適合靜態的運動，希望之後飛盤高爾夫能再重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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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但這幾年來也快速提升了這兩項運動人口的普及，國際賽已有亮眼成績，

但參賽隊伍未見增加詳見表 1、表 2。 

表 1 中華隊 2006~2012 年出賽成績與比賽地點 

舉辦時間 舉辦國家 名次 備註 

2006 新加坡 9  

2007 臺灣 3      亞洲錦標賽 

2008 日本 3 夢幻盃 

2008 

2008    

韓國 

加拿大 

5

8

濟州島 

2009 日本 2 夢幻盃 

2009 臺灣 6 高雄世運會 

2011 臺灣 2/3 亞洲錦標賽 

2012 愛爾蘭 20 U19 青少年 
 

表 2 全國大專飛盤錦標賽男女生參賽隊伍數 

  舉辦時間 舉辦地區 隊伍數（男/女） 

2007 臺中 9/3 

2008 臺北 7/3 

2009 

2010      

高雄 

臺中 

8/3 

7/3 

2011 新竹 6/3 

2012 高雄 8/3 

 

伍、未來研究方向 

飛盤運動具多樣性，有各種不同的比賽項目，目前國內對於飛盤運動的研

究尚待開發，希望之後有機會透過體育教學研討會來推廣這項運動，也不仿從

更低的年齡層開始推展，今年開始申辦全中運飛盤項目，參賽隊伍數多達 15

隊，看得出有漸漸往下推廣，在低年級可以試玩躲避飛盤，是一項具有團隊精

神比賽的項目，類似正規躲避球，躲避飛盤玩起來也比較安全，國內也正朝向

這方面發展，先從低層年齡推展，奠定基礎，有興趣了，再來玩更多其他飛盤

的項目，另一方面可使小朋友產生興趣，對運動、團隊、合作上更近一步的瞭

解；一方面從小就可以在玩樂中打好基礎。期望未來飛盤運動可以發展出更多

的理論，並成為許多專業學者共同研究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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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Games Sporting Events –  
Introduction of Frisbee 

 
Wen-Jun Wang Zhang-Rong Che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Ultimate Frisbee is a new generation event developing in the sporting world 

nowadays, and it is a sport competition that is still kept promoting at pres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and bountiful 

sporting events of Frisbee in Taiwan. And we can look forward to the sport 

development in Taiwan’s Frisbee in the future grows stronger and becomes more and 

more mature. 

 
Keywords: Sports competitions, Frisbee, World Champ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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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性運動產業承載量之推估與應用 
─以南部 K 游泳俱樂部為例 

 

賴慶霖 葉耀中 黃淼湘 陳儷勻
 

輔仁大學 

 

摘要 

參與性運動產業是運動核心產業之一，強調消費與生產同時進行的一種經

營模式。而承載量可以控制該參與性運動產業的服務品質，可以避免產生使用

空間擁擠或是服務品質下降的情況；也能夠為經營管理者提供定價、決定服務

人數上限以及人力資源分配之參考。本文以南部 K 游泳俱樂部為例，推估其最

大承載量、最適承載量，再以營利的角度切入探討其收支情形，最後將評估其

回收建造成本之時間。由於礙於技術上的問題，資料取得困難，因此本文僅以

佔該俱樂部營業項目相對收入較高的門票收入為探討重點，並將所得結果提供

給該俱樂部做為實務上制定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參與性運動產業、承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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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承載量概念源自於牧場經營，指一個牧場所畜養牲畜不斷增加而超過土地

供養糧草所能供養隻數時，牲畜的營養與健康會受到影響，土地生長力也因而

受到破壞，即「在維持資源永續生長前提下，所能豢養的 適牲畜數」（林晏

州，2005）。Summer (1942)、LaPage (1963)為 早就戶外遊憩領域提出「遊憩

承載量」(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觀念的學者。Lime & Stankey (1971)進而

將其定義為一遊憩區在能符合既定經營管理目標、環境資源及預算，使遊客獲

得 大滿足前提下，於一段時間使用後，能維持一定遊憩品質，而不致對生態

環境或遊憩體驗造成破壞或影響之使用量。 

參與性運動產業是運動核心產業之一（葉公鼎，2001），為提供顧客直接參

與各項運動所需的服務，包括環境、設施或技術指導等。而服務提供的特性是

消費與生產同時進行，也就是顧客必須在運動設施的現場，服務才能夠進行（高

俊雄，2002），例如：保齡球館、高爾夫球場、游泳池、羽球館、網球場等。因

此，現場顧客流量的控制與運動設施的使用品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以游泳池

為例，它是屬於淡、旺季尖峰期間，容易出現供不應求、現場擁擠或服務作業

混亂，而造成品質下降、顧客流失或抱怨等現象；在淡季離峰期間則又產生供

過於求、人力或設備閒置的現象。因此，在參與性運動產業的經營管理上，若

能善用承載量的推估技術，不僅可以預估損益平衡所需的服務人次和招收的會

員人數上限，甚至還可當作淡、旺季促銷策略（價格折扣）的定價參考。有鑑

於此，本文將以某游泳俱樂部所提供的資料為例，藉由承載量的推估技術，來

應用在技術性的經營分析與經營策略的短期效果上。 

貳、何謂承載量 

承載量 (carrying capacity)，又稱產能，是現有運動服務作業系統可以提供

有品質良好服務的 大容量，也是定價、業務目標設定、目標市場選擇，以及

現場服務作業管理重要的參考資訊，也是評估整體設施服務使用績效的基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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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雄，2004）。因此，在參與性運動產業中是以人次為承載量的衡量單位，可分

為 大承載量和 適承載量（高俊雄，2000）。 

一、 大承載量 

就供給面而言，是指有效營運的時間內，在適度使用人次密度與保有服務

品質的使用狀況下，運動設施服務可以提供的 大服務人次，稱為 大承載量。

其推算公式為：客觀瞬間 大容量（人數）×在開放時段內設施使用 大週轉

次數（設施服務可用 長時數÷消費者單次使用設施服務時間）＝每天 大承

載量（使用人次）（高俊雄，2000）。 

二、 適承載量 

適承載量是基於 大承載量並考慮實際需求的狀況來推算，也就是將實

際營運的時間區分為「尖峰」和「離峰」時段，因此適合作為經營管理績效目

標設定的基礎（高俊雄，2000）。 

參、承載量之推估與應用 

一、個案背景 

該個案是位於台南縣的一家游泳俱樂部（以下簡稱為俱樂部），是以集資方

式設立而成，占地面積包含停車場約 1 千坪，整體造價將近 3 千萬元。人力方

面共有 12 人，屬於小規模組織，另外還設有假日工讀生。營業時間為：平常週

一至週五 5：30 ~ 22：00、週六、週日則為 5：30 ~ 12：00。經營主體為游泳

池（25M×30M），並附設水療池、按摩池、蒸氣室、烤箱等。門票收費為：全

票 150 元、半票 50 元（身高低於 120 公分以下、60 歲以上老人）、軍警學生票

80 元。 

二、技術性經營分析 

經營分析是透過有目標、有系統的邏輯或技術，針對經營相關情形，進行

一連串的評估，並對現況與未來做必要的決策（高俊雄，2002），一般可分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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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效果（結構性決策）和短期效果（技術性決策）。而礙於該俱樂部資料取得

的限制，因此只針對技術性的短期效果來分析。 

（一）推估承載量 

1. 大承載量 

該俱樂部在客觀保有服務品質的推估下，瞬間 多的容納人數為 60 人（游

泳池 30 人、水療池 15 人、按摩池 5 人、蒸氣室 5 人、烤箱 5 人），而每天平均

開放 13.6 小時（816 分鐘），每人次使用時間平均約 2 小時（120 分鐘），套用

運算公式後，可推估出該俱樂部一天的 大承載量為 408 人次（如公式一）。 

2. 適承載量 

若依顧客使用該俱樂部的時間特性，一天當中的使用時間以早上 6：00 ~ 

8：00、中午 1：00 ~ 4：00 及晚上 7：00 ~ 9：00，7 個小時為尖峰時段，其餘

則為離峰時段。因此，在尖峰時段（7 小時），使用人數平均達（60 人次）；離

峰時段（6.6 小時），使用人數平均達（20 人次），則該俱樂部一天 適承載量

可以訂在 276 人次至 408 人次之間（如公式一）。不過，當顧客使用時間的改變，

或者離峰時段使用人數的改變，都會影響整個承載量的推估。 

 

公式一  承載量的推算過程 

大承載量 

60 人×13.6 小時÷2 小時＝408 人次/天 

適承載量 

尖峰時段  60 人×7 小時÷2 小時＝210 人次/天 

離峰時段  20 人×6.6 小時÷2 小時＝66 人次/天 

 

3.會員人數上限 

設定會員人數上限的目的是為了維持運動設施的使用品質，和減少會員等

候時間。根據該俱樂部的統計，會員平均一個星期有三天會到俱樂部運動，而

該俱樂部一年開放 354 天；換句話說，該俱樂部一年開放 51 週，會員每週使用

三次，即一年使用 153 次。因此，該俱樂部招收會員人數的上限應該設定在 944

人（如公式二）。而當會員使用天數和時間減少或是增加時，都會影響或改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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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數的招收上限。 

公式二  會員人數上限的推算過程 

大承載量×一年開放天數＝一年 大承載量 

408 人次×354 天＝144,432 人次 

一年 大承載量人次÷使用設施服務的頻次＝可招收會員人數上限 

144,432 人次÷153 次＝約 944 人（會員） 

 

4.收入預估（單以門票收費來算） 

當該俱樂部門票收費平均為 93.3 元時，以 適承載量 276 人次來算，一年

的服務人次為 97,704 人，則該俱樂部一年的門票收入預估金額為 9,115,783 元；

若以 大承載量來算，一年的服務人次可達 144,432 人，則該俱樂部一年的門

票收入預估金額 高為 13,475,506 元（如公式三）。 

 

公式三  門票收入的推算過程 

一年 適承載量人次×平均每人門票收費=一年門票收入 適金額 

97,704 人次（年）×93.3 元（平均每人）=9,115,783 元（年） 

一年 大承載量人次×平均每人門票收費=一年門票收入 高金額 

144,432 人次（年）×93.3 元（平均每人）=13,475,506 元（年） 

 

也 就 是 說 ， 該 俱 樂 部 一 整 年 的 門 票 收 入 預 估 金 額 約 在 9,115,783 ~ 

13,475,506 元之間。當然，該俱樂部如果增加泳具販賣、餐飲銷售或會員招收

的話，則營業收入將會再提高。如果要推估損益，則必須將營運管理相關費用

統計並扣除。 

（二）財務收支分析 

推算該俱樂部的財務收支，包括損益平衡(break even point，簡稱 BEP)以及

資金收支，也就是推算要維持參與性運動產業運作之財務收入與支出平衡，至

少必須創造多少的營業額、銷售數量，以及資金收入與支出的時機與金額（高

俊雄，2002）。因此，根據該俱樂部的資金收入與支出成本，可進一步推算出該

俱樂部的損益平衡點（如公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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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金收入 

單以門票收入來看 

2.資金支出 

支出部分包括：訪談該俱樂部員工後得知，每天平均固定成本（fixed cost）

約 14,000 元（每月共計 420,000 元），例如：人事費、水電、租金、廣告和利息

等；每人次變動成本(variable cost）約為 10 元，則每天平均約 2,760 元（每月

共計 82,800 元），例如：保險和清潔等。共計 16760 元。 

3.損益平衡點分析 

該俱樂部的單位銷售毛利為 83.3 元，則每個月的損益平衡服務人次為 5,042

人；則每個月的損益平均門票收入為 470,325 元。 

 

公式四  財務收支的推算過程 

單位銷售毛利 

每人次的收入－每人次的變動成本＝單位銷售毛利 

93.3 元（每人次）－10 元（每人次）＝83.3 元 

損益平衡服務人次 

固定成本÷單位銷售毛利＝每月的損益平衡服務人次 

420,000 元÷83.3 元（每人次）＝約 5,042 人次 

損益平衡門票收入 

固定成本÷（1－每人次的變動成本÷每人次的收入）＝每月的損益平

衡門票入 

420,000 元÷（1－10 元÷93.3 元）＝約 470,325 元 

 

也就是說，該俱樂部每月的服務人次只要到達 5,042 人次（每天平均約 168

人），每月的門票收入達到 470,325 元（每天平均約 15,678 元），就能達到損益

平衡，超過的就為該俱樂部的利潤。因此，經營者可以根據損益平衡點來設定

營業額和控制營運成本。 

（三）成本回收推估 

該俱樂部的建造投資成本約為 30,000,000 元，以 適承載量（27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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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推估，每月平均營業 29.5 天（每年營業 354 天），則門票收入約 759,649 元，

扣除每月的支出成本 501,420 元，可得知每月的門票收入所產生的利潤為

258,229 元，每年則為 3,098,748 元。再進一步推算，就可得知該俱樂部如只以

門票收入來推算，則需營運約 9.7 年才能回收建造的投資成本（如公式五），但

這還不包括折舊或維修的費用。 

 

公式五  成本回收的推算過程 

門票收入（月） 

適承載量（天）×門票收費×每月營業天數＝每月總收入 

276（人次）×93.3（元）×29.5（天）＝759,649 元（月） 

總支出（月） 

固定成本＋變動成本＝每月總支出 

420,000＋（276×10×29.5）＝501,420 元（月） 

門票利潤（年） 

（每月總收入－每月總支出）×十二個月＝每年門票利潤 

（759,649 元－501,420 元）×12（月）＝3,098,748 元（年） 

回收年數 

建造投資成本÷每年門票營收＝回收年數 

30,000,000 元÷3,098,748 元＝約 9.7（年數） 

 

（四）促銷運用 

由於 K 俱樂部是淡、旺季營運業績差異明顯的行業，因此，在促銷運用上，

可透過價格折扣的策略，來調節淡、旺季時顧客人次的流量控制。例如：該俱

樂部想於目前淡季採取價格折扣的策略，就訂定每週一和週三為「折扣日」，當

日收費一律以回饋價 80 元入場。因此，我們可透過價格折扣的分析，來評估該

促銷策略的可行性。當以 適承載量的 276 人次來看，門票收費在 93.3 元時，

每天的門票收入約 25,751 元，每當門票收費價格折扣在 80 元時，則門票收入

為 22,080 元，扣除每天支出成本 16,760 元，該俱樂部折扣當天還是可以有 5,320

元的營收（如公式六）。因此，該俱樂部在淡季透過價格折扣的促銷策略，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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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適承載量的服務人次，則是可行的經營策略。 

 

公式六  價格折扣的推算過程 

折扣後總收入 

適承載量×門票折扣價＝折扣後總收入 

276（人次）×80（元）＝22,080 元（天） 

折扣後營收 

折扣後總收入－（固定成本＋變動成本）＝折扣後營收 

22,080（元）－（14,000＋2,760）元＝5,320 元（天） 

肆、結語 

由於 K 俱樂部的營業項目並非只有門票收入一種，但基於部分資料的取得

有技術上的困難，因而本文僅能以佔該俱樂部營業項目相對收入較高的門票收

入為探討重點，並將所得結果提供給該俱樂部做為實務上制定決策時的參考依

據。總之，對於以運動設施指導為核心的參與性運動產業而言，承載量是許多

決策的基礎，例如：定價、業務目標、設施容量規劃、損益評估、人力資源安

排等。因此，如何推算 大承載量，決定 適承載量，並進行運動設施績效評

估，是中高階運動管理者必備的能力（高俊雄，2002）。有鑑於目前運動管理學

的蓬勃發展，能透過科學方法來分析參與性運動產業經營績效的優劣，遠較過

去之憑個人的經驗或靈感，而無較科學的方法來判斷者更為具體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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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stimating and Application in Carrying 
Capacity of Participating Sport Industry – An 
Example for the K Swimming Club in South 

Taiwan 
 

Ching-Lin Lai Yao-Hong Ye Mao-Xiang Huang Li-Yun Che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ng sport industry is one of the core sport industries, emphasizing 

a kind of business model that consume and produce in the meantime.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can control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sport industry, 

avoiding to cause hustling in usage space or the service quality descend; it can also 

allow the executive manager for example to decide the price, to set the upper limit of 

the service number and to allocate human resources. This study takes the K 

swimming club in south Taiwan for an example, estimating its biggest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op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en, exploring its revenue, 

expenditure, and profit, and evaluate the length of time to cover its building cost. 

Due to the technical problem in collection data, this study only explored the 

admission ticket revenue since it was higher than any other club business item. The 

resul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s to the club for policy-waking. 

 

Keywords: Participating sport industry, Carrying capa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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