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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台北縣國小足球隊選手知覺教練領導

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依不同背景變項統計變數對所知覺的教練領

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進行差異的分析，來描述分析台北縣國小足球選手

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的現況與特性。並以「國小足球選手知

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量表」為研究工具對台北縣國小足球隊選

手共 167 位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一、 台北縣國小足球選手知覺教練

領導行為之現況分析，以「訓練與指導行為」之得分最高，其次為「學

習支持行為」、「民主行為」，而以「專制行為」的得分最低；而團隊

凝聚力之現況分析則以「團隊合作」之得分最高，其次為「人際吸



引」、「團隊適應」，而以「人際親和」的得分最低。 二、 台北縣國

小足球選手不同背景變項在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上的差異分析中，以「年

級」在「民主領導行為」；「訓練頻率」在「訓練與指導行為」；「與

教練相處時間」在「專制行為」等三個變項達到顯著水準。 三、 台北

縣國小足球選手不同背景變項在團隊凝聚力上的差異分析中，以「年

級」在「團隊合作」與「團隊適應」；「訓練頻率」在「團隊適應」；

「正式比賽下場頻率」在「人際吸引」等三個變項達到顯著水準。 四、 

不同的教練領導行為會造就不同的球隊團隊凝聚力，其中「專制」的領

導行為在團隊凝聚力各構面相關值最低，影響最深遠的便是足球運動所

最重視的「團隊合作」。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ohesion of soccer play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of Taipei County. We can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ohesion from number of variables that we can describe the 

state of play and characterization. To research the 167 soccer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using the table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ohesion) that we 

can find: 1.The analysis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of the soccer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We can find that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Behavior” get the 

highest score; secondly, “Learn and Countenance Behavior” and “Democratic 

Behavior”; “Autocratic Behavior” gets the lowest score. The analysis of team 

cohesion that we can find “Teamwork” get the highest score; secondly, 

“Interpersonal Congeniality” and “Team Adaptation”; “Interpersonal 

Congeniality” gets the lowest score. 2.The analysis of the diverseness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from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occer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that we can find “Grade” in “Democr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equency of Training" in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Behavior”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ength with the coach” in 

“Autocratically Behavior”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 The analysis of the 

diverseness of team cohesion from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occer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that we can find “Grade” in “Teamwork”; “Team Adaptation” 

Frequency of training" in “Team Adaptation”; “ the frequency of formal 

contest" in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4. Different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can make different team cohesion. “Autocratic 

Behavior” has the lowest correlation to the team cohesion.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is “Teamwork” which is valued by soccer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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