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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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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排球特優級選手之家長式領導、團隊凝聚力與團

隊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以 312 名大專排球特優級選手為研究對象，並以

「家長式領導量表」、「團隊凝聚力量表」、「團隊滿意度量表」為研究

工具，進行問卷調查。再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雪費法事後比較及皮爾森積差相關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之主

要發現如下： 一、大專排球特優級選手家長式領導、團隊凝聚力與團隊滿

意度之現況。在教練家長式領導行為感受程度以「才德領導」得分最高

(3.28)，其次為「仁慈領導」(3.26)，而「威權領導」之得分最低(3.22)。在

團隊凝聚力以「團隊目標達成」向度得分最高(4.15)，其次為「團隊人際關

係」(4.00)，「團隊合作默契」向度之得分最低(3.99)。在團隊滿意度得分為

（5.15）。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排球聯賽特優級選手家長式領導有顯

著差異。男、女特優級排球選手在「威權領導」上男性選手之得分顯著高

於女性選手。不同年級之選手在「才德領導」及「仁慈領導」兩向度上皆

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兩向度上，大三的選手得分都高於大一的

選手，而在「才德領導」向度上大四的選手得分明顯高於大一、大二的選

手。不同訓練天數之選手在「威權領導」向度上，訓練 6 天以上的選手得

分明顯高於訓練 4~5 天以下的選手。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排球聯賽特

優級選手對團隊凝聚力未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排球聯賽

特優級選手對團隊滿意度未達顯著差異。 五、大專排球聯賽特優級選手家

長式領導、團隊凝聚力與團隊滿意度三者之間有顯著相關。 關鍵詞：大專

特優級排球選手、家長式領導、團隊凝聚力、團隊滿意度  

摘

要

(英

) 

Abstract This study at probing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Team Cohesion and Team Satisfaction of the Advanced-level college volleyball 

players、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the 312 Advanced-level colleges volleyball 

players、with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Team Cohesion」 and 「Team 

Satisfaction」 for study tool、carried on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the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variant wit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percentage、independent-sample t test、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and 

scheffe` method and pe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ain discovery of this 

research was as follows: 1.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f Advanced-level volleyball 



players parents type leadership、Team Cohesion、and Team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experience degree with 「moral leader」 receive the highest 

rating (3.28) in coach、secondly was 「benevolence leader」 (3.26)、and 

「authoritarianism leader」 score was the lowest (3.22). (4.15) in team cohesion with 

「group goal reach」 receive the highest rating to degree cohesiveness、it was 

「group'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4.00) secondly、the score to degree of 「the 

team unity tacit understanding」 was the lowest (3.99). Must be divided into 5.15 in 

team satisfaction. 2. The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f college volleyball 

Advanced-level players not changing one with the background show significant 

variance. Ladies and gentlemen excellent grades of volleyball player male score of 

player apparent to higher than woman player on 「authoritarianism leader 

「specially. The players of different grades all had difference of showing to degree 

two times in just leader of moral leader and 「benevolence leader」、relatively 

found after thing that on degree in two、the player of big three scores and was all 

higher than the player of a big one、in 「just Germany leader」 heavy four player 

must was it higher than heavy one、heavy 2 player to show clearly to degree. Train 

the player on day to train the player of more than 6 days to show and higher than 

training the player under 4 days differently clearly to degree in 「the authoritative 

leadership」. 3. Advanced-level college volleyball players not changing one with the 

background had not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variance to Team Cohesion. 4. Team 

satisfaction of Advanced-level college volleyball players not changing one with the 

background has not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variance. 5. Advanced-level college 

volleyball players parents type show significant variance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Team Cohesion and Team Satisfaction. Key word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team cohesion、team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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