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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陸軍專科學校學生運動認知、體育課程需求與學習滿意度為主

題，主要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運動認知、體育課程需求與學習滿

意度之差異情形。研究對像為陸軍專科學校二年制專科班第三、四期的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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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不同

性別、年級、科別及入學管道的學生在運動認知程度上無顯著差異；運動

代表隊學生平均運動認知程度顯著高於非運動代表隊學生。 二、在體育

課程時段安排方面，有 51.8％的學生希望體育課程能安排在 7-8 節（15:30-

17:30 時）之時段。 三、學生對體育課程之整體需求達中上程度（4.17

分），需求程度最高為「學習方式」因素；男學生在「場地器材」、「教

師教學」及「整體課程需求」因素中，顯著高於女學生；二年級學生在

「學校行政」、「場地器材」、「教師教學」及「整體課程需求」因素

中，顯著高於一年級學生；機械工程科的學生在「場地器材」及「教師教

學」課程需求因素中，分別顯著高於電腦暨通訊工程科及動力機械工程科

的學生；推薦入學的學生在「學校行政」、「學習方式」、「教師教學」

及「整體課程需求」因素中，顯著高於甄試入學的學生；運動代表隊學生

在「學校行政」、「場地器材」、「教師教學」及「整體體育課程需求」

因素中，顯著高於非運動代表隊學生。 四、學生在整體學習滿意度達中

上程度（3.67 分），滿意度最高為「教師教學」因素；男學生在「教師教

學」、「班級氣氛」及「整體學習滿意度」因素中，顯著高於女學生；二

年級學生在「教師教學」、「班級氣氛」因素中，顯著高於一年級學生；

機械工程科的學生在「教師教學」因素中，顯著高於車輛工程科及動力機

械工程科學生，機械工程科的學生在「班級氣氛」學習滿意度因素中，顯

著高於動力機械工程科的學生，機械工程科的學生在「整體學習滿意度」

因素中顯著高於化學工程科及動力機械工程科的學生；推薦入學的學生在

「教師教學」、「班級氣氛」學習滿意度因素中，顯著高於甄試入學的學

生；運動代表隊與非運動代表隊學生在學習滿意度未達顯著差異。 五、

運動認知與體育課程需求程度、運動認知與學習滿意度、體育課程需求程

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均具有顯著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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