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9295 

狀態 G0496085048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體育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6085048  

研究

生

(中) 

蕭淑婷 

研究

生

(英) 

Shu-Ting Hsiao 

論文

名稱

(中) 

臺北縣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工作現況、工作壓力與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f School Sport Coaches Job Status, Job Stress and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陳鴻雁 

指導

教授

(英) 

Hung-Yan Chen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0.7.23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0.7.23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0.7.23 

檔案

說明 

論文封面 中英文摘要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中英文

文獻 附錄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學位

類別 
博士 

畢業

學年

度 

97 

出版

年 
98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工作現況 工作壓力 工作阻礙 

關鍵

字

(英) 

School Full-Time Accredited Coach Job Status Job Stress Job Barrier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北縣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工作現況、工作壓力及工

作阻礙的現況，以及不同背景變項在工作壓力、工作阻礙之間的差異情

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並輔以訪談法，以台北縣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61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4 份，回收率為 88.5

％，根據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



後比較、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進行分析。 本研究得以下結論： 一、專

任運動教練工作壓力、工作阻礙現況情形如下： （一）專任運動教練工

作壓力之「個人付出與法定制度」屬中上程度；「行政家長配合」屬中

下程度。 （二）專任運動教練工作阻礙之「法令制度與進修陞遷」屬中

上程度；「選手本身與生活輔導」屬中上程度；「學校經費與行政配

合」屬中下程度；「選手表現與家長支援」屬中下程度。 二、專任運動

教練工作壓力，男性教練整體部分高過於女性教練，有明顯的差異，在

「行政家長配合」方面不同收入的專任運動教練有顯著差異。 三、專任

運動教練工作阻礙，在不同運動成就的專任運動教練在「選手本身與生

活輔導」部分有顯著差異；不同服務績效專任運動教練在「選手表現與

家長支援」有顯著差異；不同收入的專任運動教練在「選手本身與生活

輔導」、「法令制度與進修陞遷」有顯著差異。 四、專任運動教練的工

作壓力與工作阻礙相關，除行政家長配合與法令制度無顯著相關，其餘

層面皆呈顯著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Sport Coaches』 working 

environment、situations and job stress、and the variation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may had influences on job stress、situation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ere adapted in this study. The significant of the study were sport 

coaches in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one-way 

ANOVA、Sheffe’s method、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 samples collected. The major 

founding was as follows: 1.Sport coaches』 job stress and job barriers were as 

follows: (1) Sport coaches』 self-devotion and legal system of job stress was above 

average while administrative and parental cooperation was under average. (2) Sport 

coaches』 legal system、the pursuit of further education and promotions were 

above the average. Trainees and their consoling were above the average. School 

subsidy and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were under average. Trainees and parents 

support was under average. 2.Male coaches faced more job stress than female 

coaches、and there was 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ifferent levels of incomes of the 

sport coaches also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arents 

support. 3.In the aspect of job barriers、sports coach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achievement had 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rainees and trainees』 consoling. 

Sport coach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job devotions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rainees』 performance and parents』 support. Sport coaches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mad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rainees and trainees』 consoling and as well 

as in legal system、pursuit of further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4.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sport coaches』 job stress and job barriers. Except that 

administration and parents support were found to be irrelevant、other aspects were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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