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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一、暸解中華職棒選手運動生活品質及運動表現之現

況。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中華職棒選手背景變項在運動生活品質之差

異情形。三、探討中華職棒選手運動生活品質及運動表現之關係。四、探



討中華職棒選手運動生活品質對運動表現之預測情形。 研究對像以中華

職棒選手為母群體，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來收集所需資料，資料處理採敘述

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及皮爾遜積差

相關。 本研究主要結論為： 一、中華職棒選手運動生活品質量表得分的

情形屬於中上程度。 二、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職棒年

資之中華職棒選手 運動生活品質達顯著水準。 三、中華職棒選手運動生

活品質及運動表現達顯著正相關。 四、中華職棒選手在運動生活品質可

有效的預測運動表現，其中以「生 理」的預測能力最強；其次依序為

「心理」、「環境」與「社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es of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performance among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players in 

Taiwan；(b)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items between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players quality of working life；(c)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performance.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needing informa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one-way 

ANOVA、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comput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players was good. (b)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t ages 、

education degree 、family life cycle 、excellent age and service seniority of duty 

for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players in Taiwan. 

(c)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performanc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d) 

Findings show that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players empowerment about 

Physiology is the most powerful preditor among other variables fo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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