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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進行新竹縣高中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滿意度相關情

形之研究。本研究以自編擬「新竹縣市高中職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滿

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以親自或透過各級學校體育組長或相關負責

人，進行問卷調查。最後將問卷結果進行資料彙整，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 10.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工作，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事後比較、多元逐步迴歸及皮爾森積差相關作為

資料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研究結果如下：一、選手對教練整體表現滿意

度最高，依序為團隊整體表現及個人整體表現。二、不同運動項目及與教

練相處時間選手期望的教練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三、不同運動項目、性

別、年級、是否為體育班生、每次訓練時間、與教練相處時間及成績表現

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四、不同運動項目、每週訓練次

數、每次訓練時間及與教練相處時間選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五、選手期

望與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有顯著相關。六、選手知覺教練關懷行為、獎勵

行為、民主行為及專制行為對選手滿意度具有效預測力。本研究針對以上

結果進行相關討論後，並依據此結果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新竹縣市高中職

運動教練以及未來後續研究參考之用。 

摘

要

(英)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situa- tion between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of exercise coach of senior 

high school in Hsinchu County. In order to reach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related 

literature regarding exercise coach lead- ership behavior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was investigated so as to be us- ed as theoretical base of this study and to be used for 

the editing of formal survey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the self-prepared 「Survey 

questionn- aire for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for 

coach- es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in Hsinchu Coun- 

ty」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 After expert’s examination and pretest 

measurement table analysis、it was made a formal survey questionnaire. Then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done personally or through sports leader or related 

responsible personnel in the school. Finally、the survey questionna- ir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and statistical software of SPSS for Window 10.0 was used for 

analysis. Then descriptive statistic、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One Way ANOVA 

and Scheffe’s Method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were used as data analysis method.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1. Athlete’s highest satisfactions on the 

entire performance of coach were respectively: the entire group performance and the 

entire personal per- formance. 2. For different exercise item and the time of staying 

with the co- ach、the athlete’s expectation on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 was 

signi- ficantly different. 3. Athlete’s perception on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different exercise item、gender、class level、



whether the student was from a sports class、duration for each training、time of 

staying with the coach and performance. 4. Athlete’s satisfaction show- 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different exercise item、test frequency in each week、

duration for each training and time of staying with the coach. 5. Ath- lete’s 

expectation and perception on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 showe- 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6. Athlete’s perception on coach’s social beha- vior、positive 

behavior、democratic behavior and autocratic behavior had predictive power on 

athlete’s satisfaction. After related discussions were done by targeting at the above 

results in this study、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se results so as to 

be used as reference by the exercis- e coaches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s of Hsin- chu County and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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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2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11/17 

轉

檔

日

2009/12/30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085144 2009.11.17 14:20 163.19.70.25 new 01 495085144 2009.11.17 14:20 

163.19.70.25 new 02 495085144 2009.11.17 14:20 163.19.70.25 new 03 495085144 

2009.11.17 14:20 163.19.70.25 new 04 495085144 2009.11.17 14:20 163.19.70.25 

new 05 495085144 2009.11.17 14:20 163.19.70.25 new 06 495085144 2009.11.17 

14:21 163.19.70.25 new 07 495085144 2009.11.17 14:21 163.19.70.25 new 08 

495085144 2009.11.17 14:21 163.19.70.25 new 09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1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2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3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4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5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6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7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8 495085144 2009.11.17 14:24 163.19.70.25 del 

09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1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2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3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4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5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6 495085144 2009.11.17 

14:26 163.19.70.25 new 07 495085144 2009.11.17 14:27 163.19.70.25 new 08 

495085144 2009.11.17 14:27 163.19.70.25 new 09 

異

動

記

錄 

C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00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01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11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12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14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14 163.19.70.25 M phed3282 

Y2009.M11.D17 14:33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34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35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38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38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39 163.19.70.25 M 495085144 

Y2009.M11.D17 14:41 163.19.70.25 M phed3282 Y2009.M12.D30 15:09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12.D30 15:09 140.136.120.14 I 030540 

Y2009.M12.D30 15:20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