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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我國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隊在進行績效評估時所考量

之因素，以及瞭解教練對代表隊績效評估之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

之受測對績效評估考量各層面重要性之認知程度是否有所影響，以及教

練對績效評估現況是否會影響其背景變項而不同。 本研究以國內大專院

校之體育室（組）主任 122 人及代表隊教練 500 人為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以「我國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隊績效評估考量因素與教練自評現況調查

問卷」進行資料之蒐集。將所回收之有效問卷 439 份加以分析，所得結

果如下： 一、我國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隊績效評估考量層面分別為：「訓

練與比賽」、「行政運作」和「團隊互動」。 二、體育室（組）主任對



績效評估考量各層面重要性之認知依序為：「團隊互動」、「訓練與比

賽」和「行政運作」。 三、不同性別、有無教練經驗、所屬學校類別以

及是否招收運動績優保送生學校之體育室（組）主任對績效評估考量各

層面重要性之認同程度均無顯著差異。 四、不同任職年資之體育室

（組）主任對績效評估考量各層面重要性之認同程度無顯著相關。 五、

國、私立學校之體育室（組）主任對「行政運作」層面在構成績效評估

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有顯著差異。 六、代表隊教練對績效評估考量各

層面重要性之認知依序為：「團隊互動」、「行政運作」以及「訓練與

比賽」。 七、不同性別、所屬學校屬性之教練對績效評估考量各層面重

要性之認同程度無顯著差異。 八、不同「年資」以及「代表隊成立年

數」之教練對績效評估考量各層面重要性之認同程度無顯著相關。 九、

體育類學校之教練對績效評估考量各層面重要性之認同程度均顯著高於

非體育類學校。 十、有招收運動績優保送生學校之教練對「訓練與比

賽」層面在構成績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顯著高於沒有招收者。 

十一、不同「經費來源」代表隊之教練對「訓練與比賽」層面在構成績

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有顯著差異。 十二、不同運動屬性之教練

對「行政運作」層面在構成績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有顯著差

異。 十三、不同選手性別之教練對「行政運作」和「團隊互動」層面在

構成績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有顯著差異。 十四、不同「選手組

成」與「過去五年最佳比賽成績」之代表隊教練對「訓練與比賽」在構

成績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有顯著相關。 十五、「目前最佳比賽

成績」不同之代表隊教練對「訓練與比賽」和「團隊互動」層面在構成

績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有顯著相關。 十六、體育室（組）主任

對「訓練與比賽」層面在構成績效評估考量重要性之認同程度顯著高於

代表隊教練。 十七、代表隊教練對績效評估現況之評分之高低依序為：

「團隊互動」、「行政運作」和「訓練與比賽」。 十八、國立學校之代

表隊教練在「訓練與比賽」和「團隊互動」層面之績效現況自評顯著高

於私立學校之教練。 十九、體育類學校之代表隊教練在「訓練與比

賽」、「行政運作」和「團隊互動」層面之績效現況自評顯著高於非體

育類學校之教練。 二十、有招收運動績優保送生學校之代表隊教練在

「訓練與比賽」層面之績效現況自評顯著高於沒有招收者。  

摘要

(英)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gitating factor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collegiate athletic teams, and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tatues of collegiate athletic teams. Differences between/among the perceptions of 

cogitating factor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s and between athletic directors and 

coaches were also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aches’ 

demographics variables and their self-evaluation of current status were also 

examined.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22 athletic directors and 500 

coach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wan.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use of the “Cogitating Factor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Collegiate Athletic 

Teams and the Coaches’ Self-evaluation of Current Status Scal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on 439 valid respon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The cogitating factor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thletic teams wer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and “Team 



Interaction”. 2.Among the cogitating factors, “Team Interaction” was most 

recognized by the athletic directors,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being the 

second, and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the third. 3.Athletic directors’ gender, 

coaching experience, school-category and recruiting excellent athlete or not 

hadn’t affected on the recognition level of all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4.Athletic 

directors’ length of service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recognition 

levels of all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recognition level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tor between athletic 

directors of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colleges. 6.Among the cogitating 

factors, “Team Interaction” was most recognized by the athletic directors,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beign the second, and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the third. 7.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aches’, or coaches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colleges on the 

recognition levels of all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8.Coaches’ length of service 

and the age of the athletic team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heir 

recognition levels of all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9.Coaches who served in athletic 

universities/college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recognition levels of all of the three 

factors than those who served in not-athletic schools. 10.Coaches who were 

belonged to the universities/colleges which had recruited excellent athlete had 

significant higher recognition level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tors than 

those who were not. 1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coaches’ 

recognition level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tor among teams with 

different sources of funding. 12.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coaches’ recognition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factor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athletic teams. 13.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recognition levels of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and “Team Interaction” 

factors among coaches of male teams, female teams and teams with both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14.Coaches of the athletic team which had different kind of 

athlete, or had different achievement of the team in past 5 year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recognition level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tor. 15.Coaches of the athletic team which had different achievement in 2001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recognition levels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nd “Team Interaction” factors. 16.Athletic director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recognition level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tor than 

coaches. 17.Among the self-vealuation of current status by coaches, “Team 

Interaction” was the best,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being the second, and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the third. 18.Coaches who served in public 

universities/college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in the factors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nd “Team Interaction” than those who served in private 

schools. 19.Coaches who served in athletic universities/college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self-evaluation scores of all the three dimensions than those who served in 

not-athletic schools. 20.Coaches who served in the universities/colleges which had 

recruited excellent athlete had significant higher self-evaluation scores in the 

dimension of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than those who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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