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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運動除了是適合國人發展的運動項目外，還具備運動量充足、趣味、

具競技性、運動時間長短可自由調整等優點；以球館規模、分佈趨向、普

及性以及參與人數的比例來說，都偏重在消費能力較高、人口密度較集中

且較具有休閒意識的北部地區，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台北縣羽球運

動消費者的參與行為、參與動機以及參與滿意度，希望研究結果對羽球運

動的發展、推廣和普及有正面的幫助。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使用「台北

縣羽球運動消費者參與行為、參與動機及參與滿意度之調查問卷」針對台

北縣私人經營之蘆洲、高手、聯友、寰羽共四間羽球館之消費者為調查範

圍，共成功回收 320 份問卷。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

立樣本 t 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以及多元迴歸分析處理。經研究結果，得

到以下結論： 一、整體而言，羽球運動消費者以 26-35 歲者居多，學歷以

具大學(專)者居多、以已婚者居多、男性較多。職業以軍公教居多，收入

3-5 萬元者較多。 二、羽球運動消費者之球齡約介於 2-10 年，每週參與 2

次，每次 1-2 小時，選擇朋友為夥伴，約花費 11-30 分鐘到達球館，且未

來願意繼續參與羽球運動。 三、以男性、年齡愈大者、已婚、教育程度愈

低其參與動機較強。 四、以男性、年齡愈低者、未婚、教育程度愈低、服

務業、收入越高者，其滿意度較高。 五、整體而言，球齡短、持續時間未

滿 1 小時或超過 3 小時、每週參與 5 次、無特定夥伴、在工作/上課地點附

近從事羽球運動者，到達球館花費時間愈久者，其滿意度越高。 六、羽球

運動消費者的參與動機除「社會需求」層面僅對滿意度的「比賽活動」層

面有相關外，「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及「成就需求」與滿意度各層

面之間皆具有正相關。 七、在參與動機對滿意度的預測上，生理、心理、

社會及成就需求各層面因素可以預測滿意度，其中以生理需求的預測度最

高。 

摘

要

(英) 

Badminton is an appropriate sport for the people to get into and develop、because it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dequate amount of exercise、fun、

competitiveness、the adjustable length of time etc. And the ratio of the arena size、

arena distribution trends、popularity、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are higher 

towards the northern in Taiwan where is higher level of consumption、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people more focus on the leisure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find out the participants』 behavior、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badminton consumers in Taipei County. Hope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hav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badminton 

sport. The questionnaire of this research 「Participants』 Behavior、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badminton Consumers in Taipei County Survey」 wa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subjects of the survey were the customers of four private 

badminton arenas in Taipei County. And at last、researcher successfully retrieved 

320 questionnaires.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OVA、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Generally speaking、the most customers of badminton were in the age 

from 26 to 35 years old、married、male、or graduated from colleges/university. 

Mostly、their occupations related to solider、government functionary、and 

teacher. The range of salary was from 30,000 to 50,000 NTD. 2. The consumers had 

the experience of badminton playing for 2-10 years、spending 1-2 hours playing 

badminton for one time、two times a week and chose friend as their partner. 

Besides、the most of them spent 11-30 minutes to the arena for each time. 

Moreover、they were willing to take participate in badminton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3. Most of the consumers were willing to continue the playing of badminton. 

The elder male、who was married or had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owned the 

stronger motivation for badminton playing. 4. The consumers who were male、

younger、lower educated、business persons、or earning the higher income、held 

a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5. On the average、the consumer who had shorter 

age of playing badminton、spent less than 1 hour or more than 3 hours playing 

badminton for each time、went to the arena 5 times a week、had no specific 

partner、held a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Furthermore、the consumer whose 

workplace/study place was nearby the arena、or who needed to spend more time on 

transportation、also held a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6. In the motivation of 

badminton customers、the need of physiology、psychology and self-achievement 

were highly correlative with participant’s satisfaction except the social need that 

was relative with the factor of competition activities. 7. As we regard the forecast of 

motivations to satisfaction、all four needs we had mentioned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the satisfaction of consume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need was the most 

predictable in al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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