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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台北縣慢跑俱樂部會員參與動機與滿意度的差異

及其相關情形。本研究採方便抽樣做問卷調查，針對台北縣已立案的 30

家慢跑俱樂部會員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共發出 500 份問卷，回收 478

份，回收率為 95.60%，剔除填答不全之問卷 118 份，有效問卷共為 360

份，有效率為 75.31%。所得資料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皮爾遜積差相

關等統計方法處理，經分析與討論後所得結論如下： 一、台北縣慢跑俱

樂部會員各構面的參與動機，以「精神需求」的動機最高，而以「生活

能力」的動機最低，其它依次為「體能養成」、「意志養成」、「社會



需求」。 二、台北縣慢跑俱樂部會員各構面的參與滿意度，以「宏觀視

野」的滿意度最高，而「體能發展」的滿意度最低，其它依次為「挑戰

極限」、「抗壓效果」、「人際關係」。 三、不同年齡、婚姻、職業、

薪資背景的台北縣慢跑俱樂部會員之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性別與每週

練習時間並不影響會員之參與動機。 四、不同年齡、婚姻、職業、薪資

背景的台北縣慢跑俱樂部會員之參與滿意度有顯著差異，性別與每週練

習時間並不影響會員之參與滿意度。 五、台北縣慢跑俱樂部會員參與動

機與滿意度間有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參與動機、滿意度、慢跑俱樂部 

論文總頁數：117 頁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Taipei county 

Jogging club members. A questionnaire was set to use as a tool for convenient 

sampling.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all the members from 30 registered 

jogging clubs in Taipei county.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78 were 

returned, and the rate of return was 95.60%. Excluding 118 uncompleted ones, 

there were 360 valid questionnaires which create 75.31% valid rate. All resources 

were analyzed by different items, factor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Scheffe’s method posterior 

comparison and Pearson cumulative deviation correlation of statistical process. 

Aft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e conclusion was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from 

every aspect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jogging club of Taipei county, the 

highest motivation was from mental needs while the lowest motivation was the 

living capability. The rest in sequence were the physical adaptation, will 

adaptation, and social provision. Secondly, from every aspect of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of jogging club of Taipei county, the macroscopic prospect had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Physical development ha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the rest in sequence were the extremity of challenge, anti-pressure 

effec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irdly, differences in the background of 

age, marriage, occupation, and income of the members affect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while gender and weekly practice time had no effect on 

their motivation. Moreover,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 of age, marriage, 

occupation, and income of the members affect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remarkably; however, gender and weekly practice time had no effect 

on their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Final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the 

Taipei county jogging club members. Key word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degree 

of satisfaction, jogging club Total pages: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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