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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官方網站的經營現況、

其使用者背景變項之特徵及分佈情形，並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使用者在「使

用者滿意度」及「瀏覽後行為」上是否有差異存在，最後找出影響使用者

「瀏覽後行為」之重要影響因素。 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調查法，以「中華民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官方網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調查大

專體總網站的使用者滿意度情形。本研究共回收 405 份問卷，並以描述性統

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所得之研

究結果如下： 一、大專體總網站使用者以男性、非會員、21~25 歲、學生、

大學學歷、每月平均收入 15,000 元以下、每日上網時數 1 小時~3 小時及每

週瀏覽大專體總網站 1~2 次者為主。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使用者在「使用者

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使用者在「瀏覽後行

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專業提供」為影響使用者「瀏覽後行為」

的最主要影響因素。  

摘

要

(

英

) 

The study was intended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Taipei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ficial website’s general situation、user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and under 

the different user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whether does towards users』 

satisfaction and the behavior after browsing website has different? Finally、this study 

found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of user’s behavior after browsing website.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user’s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Taipei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ficial 

website」 w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numbers of valid questionnaire were 405. 

Descriptive statistics、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was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s、the results were: 1. Website users was mostly male、

student、between 21~25 years old、university educational background、month 

income were under 15,000、daily online hours were 1~3hours、weekly browsing 

Chinese Taipei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ficial website times were 1~2. 2. The 

different user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were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 

user’s satisfaction 」 . 3. The different user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were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 user’s behavior after browsing website 」. 4.」

Specialization」 was the most effective influence factors of user’s behavior after 

browsing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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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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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存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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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86083 2008.6.22 15:21 61.228.190.188 new 01 495086083 2008.6.22 15:21 

61.228.190.188 new 02 495086083 2008.6.22 15:21 61.228.190.188 new 03 

495086083 2008.6.22 15:22 61.228.190.188 new 04 495086083 2008.6.22 15:22 

61.228.190.188 new 05 495086083 2008.6.22 15:22 61.228.190.188 new 06 

495086083 2008.6.22 15:22 61.228.190.188 new 07 495086083 2008.6.22 15:22 

61.228.190.188 new 08 495086083 2008.6.22 15:22 61.228.190.188 new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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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8.190.188 ne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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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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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95086083 Y2008.M6.D22 15:16 61.228.190.188 M 495086083 Y2008.M6.D22 

15:32 61.228.190.188 M 495086083 Y2008.M6.D22 15:38 61.228.190.188 M 

phed3282 Y2008.M6.D22 15:42 61.228.190.188 M 030540 Y2008.M6.D23 13:00 

140.136.209.54 M 030386 Y2008.M6.D23 13:22 140.136.208.35 M 030386 

Y2008.M6.D23 13:27 140.136.208.35 M 030418 Y2008.M6.D23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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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08.M6.D23 15:05 140.136.208.35 M 030386 Y2008.M6.D23 15:05 



140.136.208.35 M 030386 Y2008.M6.D23 15:08 140.136.208.35 M 030386 

Y2008.M6.D23 15:37 140.136.208.35 I 030386 Y2008.M6.D23 15:42 140.136.208.35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08.M8.D11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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