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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ducation Section Chiefs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相的台北縣國中體育組長對於專業能力的

認知程度、具備程度及其相關性。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共

計發出 96 份，有效回收 80 份。根據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 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

析。研究結論如下： 一、台北縣國中體育組長以「男性」居多（62.8

％），年齡以「31-40 歲」為最多(佔 59％)，學歷分佈情形以「大學或大

學以下」為最多，共有 47 人，佔全體的 60.3％，畢業科系分佈情形以

「體育相關科系」為最多，共有 59 人，佔全體的 75.6％，服務年資分佈

情形以「6-10 年」為居多，學校性質分佈情形以「公立」為居多，學校位

置分佈情形以「市區」為居多。 二、臺北縣國中體育組長專業知能的

「認知程度」之現況，最高為「運動場地設施管理」，最低則為「體育教

學及研究」。 三、臺北縣國中體育組長專業知能的「具備程度」之現

況，最高為「體育活動舉辦及競賽參與」，最低則為「體育行政運作」。 

四、不同「畢業科系」的臺北縣國中體育組長對專業知能認知之 「認知

程度」之分析有顯著性的差異。 五、不同「學歷」及不同「畢業科系」

的臺北縣國中體育組長對專業知能「具備程度」之分析有顯著性的差異。 

六、臺北縣國中體育組長專業知能的認知程度及具備程度之分析中， 均

呈現顯著性相關。  

摘要

(英) 

The research aimed to probe into how section chief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pei 

County’s junior high schools、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perceive 

degrees of cognition、skills possession and correlation. The means of this research 

mainly depended on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Ninety-six copies were distributed 

and eighty copies were effectively retrieved.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derived from 

the following: descriptive count、factor analysis、t-test、single-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male gender』 dominates the PE section chief position (62.8%)、 mostly aging 

31-40 (59%). Forty-seven participants have had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or below 

(60.3%). Fifty-nine of them graduated from PE-related departments (75.6%). Most 

of these male section chiefs have had six to ten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n 

urban cities』 public schools. 2. Regarding perception of degrees of cognition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y、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athletic facility 

management』is best perceived while 『spor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least 

perceived. 3. Concerning perception of skills possession in professional mpetency、

『hosting sports activities and contests』 is best perceived while 『sports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is least perceived. 4. Speaking of degrees of cognition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y、the finding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PE section chiefs graduating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5. Speaking of degrees of 

skills possession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y,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PE section chiefs graduating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holdi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degrees. 6. 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degrees of cognition and degrees of skills po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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