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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桃園市國中學生體育課教學效能知覺、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為

研究主題，主要在探討其現況及不同背景變項之受試者對教學效能知覺、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同時分析依變項兩兩間的相關情形。

研究對像係以 96 學年度就讀於桃園市縣立國中學生為主，採用問卷調查

法，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及皮爾森積差相

關等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桃園市國中學生體育課

教學效能知覺、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現況為中上程度。 二、男學生

在教學效能知覺構面「教學策略」、「班級氣氛」、「教學評量」因素，

以及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構面的各因素皆顯著高於女學生。 三、七年

級學生在教學效能知覺「教材內容」因素與學習態度之「認知」因素中皆

顯著高於八年級學生。 四、女性體育教師在教學效能知覺構面「教學策

略」、「班級氣氛」與「教學評量」因素以及學習態度構面「認知」因素

皆顯著高於男性體育教師。 五、曾參與運動校隊學生在教學效能知覺、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各因素中皆顯著高於未曾參與運動校隊學生。 

六、教學效能知覺與學習態度、教學效能知覺與學習滿意度、學習態度與

學習滿意度之間有高度的相關。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oyuan city. It also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as well a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The subjects wer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oyuan ci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one-way ANOVA、scheffe、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comput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d: 1.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oyuan were between 

middle and high levels. 2.The male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than the 

female ones in teaching strategy factor、classroom climate factor、and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factor of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 and every factor of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3.The seventh grader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than the eighth graders in material content factor of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 and cognition factor of learning attitude. 4.Students instructed by chose 

taught by femal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than 

male ones in teaching strategy factor、classroom climate factor and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factor of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 and cognition factor of learning 

attitude. 5.Students who joined school team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than 

students who never joined school team in every factor of 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6.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teaching efficacy cognizanc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and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we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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