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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練家長式領導與團隊凝聚力的現況，及不同

選手背景變項在教練家長式領導與團隊凝聚力上的差異，並瞭解教練家

長式領導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情形，最後分析教練家長式領導對團隊凝

聚力之預測作用。 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以參加臺北縣九十

六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錦標賽之籃球代表隊選手，問卷共發出 633 份，

回收 568 份，有效問卷 550 份，有效率為 87﹪。資料採用 SPSS 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次數分配、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

積差相關、簡單線性迴歸以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分析，獲得下列

結果：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教練家長式領導行為屬中上程度，其中以



「才德領導」得分最高，「仁慈領導」得分次之，「威權領導」得分最

低。 二、臺北縣國民小學籃球選手在團隊凝聚力上屬良好程度，其中以

「團隊適應」得分最高，「人際親和」得分最低。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

選手在知覺教練家長式領導行為上大部份具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

變項的選手在團隊凝聚力上大部份具有顯著差異。 五、教練家長式領導

與團隊凝聚力具有顯著正相關。 六、教練家長式領導對團隊凝聚力具有

預測力，整體而言以「才德領導」對團隊凝聚力的預測力最高。 根據上

述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體育行政主管機關、國民小學教練及後續研究

提出具體建議。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the group cohes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group cohesion were analyzed. Furthermore, it tri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group cohesion. Finally, this study 

tried to verify these factors for prediction.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main research method. The subjects were the play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basketball tournament in 2007-8 academic year in Taipei County. 633 formal 

questionnaires were released, among which 568 were taken back with valid 550. 

The response rate was 87%.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b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simple liner regress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The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medium level, the highest is “moral ”, the second is “ benevolence ”, while 

the lowest is “authoritarianism”. 2.The basketball players’ group cohesion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high level, the 

highest is “ team adaptation ”, while the lowest is “ interpersonal 

affiliation ”. 3.Different players’ background variables did impose parti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pon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4.Different 

players’ background variables did impose al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pon 

group cohesion. 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group cohesion”. 6.The coach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s notably predictable to the group cohesion. On the whole, 

“moral” hold the highest predictable ability on group cohe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for administ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ache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future study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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