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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瞭解臺北縣國小樂樂棒球選手參與動機與團隊凝

聚力之現況，透過不同背景變項分析比較其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差

異，並探討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情形。以「臺北縣國小樂樂棒

球選手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問卷」為研究工具，對參加臺北縣九十八

學年度國民小學樂樂棒球錦標賽之參賽選手共 477 位進行問卷調查，以

描述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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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資料處理，經分析與討論後得到如下結論： 

一、 臺北縣國小樂樂棒球選手參與動機之現況，以「滿足需求」之動 

機最高，其次是「訓練情境」與「人際關係」，再次是「自我成 就」，



而以「獎賞稱讚」的動機最低；臺北縣國小樂樂棒球選手 團隊凝聚力之

現況，以「團隊適應」之凝聚力最高，其次為「團 隊合作」與「人際親

和」，而以「人際吸引」之凝聚力最低。 二、在臺北縣國小樂樂棒球選

手參與動機之差異比較中發現： （一）不同「性別」、「每週訓練時

數」、「加入球隊時間」的選手在「訓練情境」、「滿足需求」、「獎

賞稱讚」、「自我成就」 及「人際關係」上達到顯著差異。 （二）不

同「年級」的選手在「自我成就」、「人際關係」上達顯著 差異；不同

「運動成績表現」的選手在「獎賞稱讚」上達顯著差異。 三、在臺北縣

國小樂樂棒球選手團隊凝聚力之差異比較中發現： （一）不同「性

別」、「加入球隊時間」的選手在「團隊適應」、「人 際親和」、「團

隊合作」及「人際吸引」上均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每週訓練時

數」的選手在「團隊適應」、「團隊合作」 及「人際吸引」上達顯著差

異。 四、臺北縣國小樂樂棒球選手的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間有正相 

關，顯示其參與動機愈強其團隊的凝聚力也愈高。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primary school tee ball 

play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the present team cohesion level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some comparisons about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team 

cohesion.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background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se play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team cohesion level.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417 play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2009 Taipei 

Cup Tee Ball Championship.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The analysis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the tee ball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was that need 

of fulfillment got the highest score. The second were training contex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hich were followed by self-achievement. Rewards and 

complements get the lowest score. The analysis of team cohesion of the tee ball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shows that team adaption gets the highest score. The 

second wew teamwork and interpersonal affil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gets the lowest score. 2.Through the comparisons of the divers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of the tee ball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Players of different sexes, and with different needs of fulfillment, 

and the join-in span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raining context, need of 

fulfillment, rewards and complement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2)Players in 

different grad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achievement and interpersonal 

affiliation. Players with different award-records in sports competition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wards and complements. 3.Through the comparisons of 

the diverse team cohesion of the tee ball players in Taipei County,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Players of different sexes and with different join-in 

span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am adaption, interpersonal affiliation, 

teamwork,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2)Players with different weekly training 

hou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am adaption, teamwork,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4.The analysis of tee ball play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team 

cohesion wer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the mor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 



students have, the greater the team cohesion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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