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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啦啦隊引進台灣已有二十餘年，在高中體總、大專體總以及中華民

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不遺餘力的推動下，已成為近幾年來校園中最熱

門的運動項目。然而，競爭日益激烈，教練領導的成功與否對運動成績

也有決定性的影響，進而研究教練領導行為有助於我國啦啦隊運動的發

展。本研究以擔任啦啦隊國家代表隊之五位優秀指導教練為研究對象，



以質的研究方法進行個別深入訪談。 本研究以下列五項主題進行研究： 

一、 探討啦啦隊教練的領導行為。 二、 瞭解啦啦隊教練對隊員及團隊

的訓練與管理方式。 三、 剖析啦啦隊教練領導隊員之團隊凝聚力。 

四、 探討啦啦隊教練對隊員運動傷害之預防與處理 五、 瞭解啦啦隊教

練帶隊成功經驗及歷程面臨之相關問題。  

摘要

(英) 

Abstract Cheerleading has been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ecause of the 

support from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so cheerleading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campus. However, the competition is very strong, so the coach leading 

behavior has a big impact on it. As the result, this research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heerleading sports. This research i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5 outstanding coaches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n: 1. The study of 

cheerleader leading behavior. 2. Understanding ways to train and manage the team. 

3. Details of how to lead the team. 4. The study of how the coach prevent and deal 

with the sports damages. 5. Understanding the coach successful leading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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