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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跆拳道道館經營理念、困難因素與因應策略，以中

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登記有案之 560 家跆拳道道館負責人為對象，透過研

究者自編之「跆拳道道館經營理念、困難因素與因應策略之調查問卷」

進行調查。獲致以下結論： 一、我國跆拳道道館經營負責人以男性、31-

40 歲、五段、大學學歷及已婚者居多；其所經營之道館以成立 6-10 年、



31-40 坪、為無租金之自宅、學員人數在 31-40 人間、聘請助教及未聘請

行政人員者居多。 二、我國跆拳道道館經營者最重視教學理念，對市場

因素最感困難，且以教學策略為最主要之因應考量。 三、年紀較輕、段

位較低、高學歷、未婚、道館成立時間較短、坪數較大、租金較高、學

員人數較多、無聘請助教與有聘請行政人員之負責人在經營理念之感受

程度分別顯著高於年紀較高、段位較高、低學歷、已婚、道館成立時間

較長、坪數較小、租金較低、學員人數較少、有聘請助教與無聘請行政

人員之負責人。 四、男性、年紀較輕、段位較低、高學歷、未婚、道館

成立時間較短、坪數較大、租金較高、學員人數較少、有聘請助教與有

聘請行政人員之負責人在經營困難之感受程度分別顯著高於女性、年紀

較高、段位較高、低學歷、已婚、道館成立時間較長、坪數較小、租金

較低、學員人數多、未聘請助教與未聘請行政人員之負責人。 五、男

性、年紀較輕、段位較低、高學歷、未婚、道館成立時間較短、坪數較

大、租金較高、學員人數較多、無聘請助教與有聘請行政人員之負責人

在因應策略之感受程度分別顯著高於女性、年紀較高、段位較高、低學

歷、已婚、道館成立時間長、坪數小、租金較低、學員人數少、有聘請

助教與無聘請行政人員之負責人。 六、我國跆拳道道館經營負責人對經

營理念、困難因素與因應策略之認知程度兩兩間，均呈顯著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anagement concepts、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aiwan’s Tae Kwon Do clubs. A total of 560 managers 

from Tae Kwon Do clubs registered by the Chinese Taipei Tae Kwon Do 

Association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 researcher self-developed 

instrument、「Management Concepts、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aiwan’s Tae Kwon Do Clubs Survey」、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The study 

found: 1. A typical Tae Kwon Do Club’s manager was male、aging 31-40 years 

old、was certified the fifth rank、holding a bachelor’s degree and was married; 

most clubs were 6-10 years old、1116-1440 square feet in space、self-owned、

with an enrollment of 31-40 members、employed teaching assistants、and did not 

hire administrative clerks. 2. Among the managing concepts、「Ideals in 

teaching」 were most valued by the mangers; 「Marketing Factors」 were 

viewed as the most troublesome aspect; and 「Instruction Strategies」 were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running a Tae Kwon Do Club. 3. 

Managers who were younger、lower in rank、higher in educational degree、

unmarried and worked in clubs that were more recently established、smaller in 

space、paying higher rents、with more members、did not hire teaching 

assistants、and did hire administrative clerk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ecognition level on the managing concept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4. Managers 

who were male、younger、lower in rank、higher in educational degree、

unmarried and worked in clubs that were more recently established、larger in 

space、paying higher rents、with less members、did hire teaching assistants and 

administrative clerk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ption level on the managing 

difficulti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5. Managers who were male、younger、lower 

in rank、higher in educational degree、unmarried and worked in clubs that were 

more recently established、larger in space、paying higher rents、with more 



members、did not hire teaching assistants、and did hire administrative clerks had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perception level on the managing strategi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6.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managers』 

perceptions on managing concepts、managing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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