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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調查國中生運動社會支援、運動參與行為及生活滿意度。研究

者依據文獻內容，自編「運動社會支援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作為

研究工具，並以臺北巿立龍門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問卷調查。共計



回收有效問卷 630 份，其中七年級學生 219 人，八年級學生 211 人，九年

級學生 200 人。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卡方檢

定、費雪爾正確概率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點二系

列相關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一、臺北巿立龍門國中學生運動社會支援

以「學校組織支援」為最高；運動參與行為以每週 2 次、每次 16~30 分

鐘、中強度者為最多；生活滿意度以「外部關係」為最高。 二、性別、

年級、自由運用的時間及學業表現等個人背景變項，分別對整體或部分運

動社會支援層面有顯著之影響作用。 三、性別、年級、學業壓力、生活

壓力、自由運用的時間及學業表現等個人背景變項，分別對運動參與行為

有顯著之影響作用。 四、性別、年級、學業壓力、生活壓力、準備課業

的時間、自由運用的時間及學業表現等個人背景變項，分別對整體或部分

生活滿意度層面有顯著之影響作用。 五、運動次數、運動時間、運動性

社團經驗、運動代表隊經驗及運動同伴等運動參與行為因素，分別對整體

或部分運動社會支援層面有顯著之影響作用。 六、運動社會支援與生活

滿意度之各層面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七、運動次數、運動時間、運動性

社團經驗、運動代表隊經驗及運動同伴等運動參與行為因素，分別對整體

或部分生活滿意度層面有顯著之影響作用。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support、behavi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the 「Social Support 

Inventory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Inventory」. This study surveyed 219 seventh 

graders、211 eighth graders、and 200 ninth graders; all the returned 630 

questionnaries were valid.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Chi-Square Test、Fisher Exact Test、one 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methods、and Point-biserial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 1. In Taipei City Long-men Junior High 

School、the higher frequency of student exercising was sixteen to thirty minutes for 

each time、two times a week. Most students took exercise with moderate intensity. 

Among the investigated factors、「Social support of school organization」 and 

「extrinsic life satisfaction」 were the most recognized ones. 2.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sex、grade、available free time、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dividuall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or some of the 

social support factors. 3.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sex、grade、

available free time、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dividuall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or some of the behavi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factors. 4.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sex、grade、available free time、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dividuall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or some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factors. 5. The overall or some of the social support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exercise time、exercise duration、the experience 

of sports club、the experience of interscholastic teams、and exercise companies. 6.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7. Exercise 

time、exercise duration、the experience of sports club、the experience of 

interscholastic teams、and exercise companies individuall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or some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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