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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從運動賽會管理之觀點瞭解臺北縣國民小學全校運動會的實施

現況，探討學校在舉辦全校運動會之差異情形、體育組長對運動會辦理重

要性認知之差異情形，以及運動會辦理實施現況與運動會辦理重要性認知



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臺北縣國民小學體育組長為研究對象，以問卷普

查方式，總計發出 211 份問卷，收回問卷 175 份，回收率 82.9％，有效問

卷 156 份，有效問卷率 89.1％。所得資料經整理後，以描述性統計、t 考

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茲將本研究之發

現歸納成結論分述如下：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舉辦全校運動會的實施現

況大致上是符合運動賽會管理觀點的。 二、不同學校規模、所在區域、

所屬城鄉之臺北縣國民小學在全校運動會舉辦並無明顯差異。 三、女性

體育組長在「計畫管理」、「財務管理」及「風險管理」構面的重要性認

知程度均高於男性體育組長。 四、大學畢業的體育組長在「風險管理」

構面的重要性認知程度高於研究所畢業的體育組長。 五、運動相關科系

畢業之體育組長在「重要性認知整體」、「計畫管理」及「行銷管理」構

面的重要性認知程度均高於非運動相關科系畢業之體育組長。 六、在運

動會承辦次數 0~2 次的體育組長在「行銷管理」構面重要性認知程度高於

承辦次數 3~4 次的體育組長。 七、臺北縣國民小學體育組長對運動會辦

理重要性認知程度愈重要，則運動會辦理現況符合程度也愈高。  

摘要

(英)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ports meeting practice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in terms of sports events management.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schools、school PE leaders』 

recognitions while holding their sports meetings、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actice and cogni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sports meetings. This study used the 

method of survey questionnaires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PE leaders as subject. 

211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released、in which 175 ones were retrieved 

(82.9%).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156 copies (89.1%) after deleting the non-

effective ones. The data was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One-Way 

ANOVA、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1.The overall practice of elementary school sports meeting in Taipei 

County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s of sports meeting management. 2.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chool size、location and region on the holding of 

elementary school sports meeting in Taipei County. 3.Female PE leaders』 

importance cognition level is higher than male PE leaderson 「Project 

Management』、「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 4.On 「Risk 

Control」、the importance cognition level of PE leaders with a bachelor degree is 

higher than those with a master degree. 5.The importance cognition level of PE 

leaders with sports related majors degree a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 non-sports 

related degree on 「Importance cogni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6.On、「Marketing Management」、the 

importance cognition level of PE leaders with 0~2 experiences of holding sports 

meetings a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 3~4 experiences. 7.The higher the importance 

cognition level of elementary school PE leaders、the better their sports meetings 

prac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agement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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