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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縣國小桌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滿意度及

其相關情形。以參加臺北縣 98 學年度中小學暨教育盃桌球錦標賽國小

四～六年級選手為研究對象，並以自編的「臺北縣國小桌球選手知覺教

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將所蒐集之

資料經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與積差相關等方

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感受

程度高低依序為：「訓練與指導」、「獎勵行為」、「關懷行為」、

「民主行為」及「專制行為」；而在選手滿意度方面：「教練領導行

為」的滿意度高於「成績表現」。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所知覺的教



練領導行為，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以「性別」、「每週訓練天數」與

「參與桌球訓練年數」之背景變項在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上有顯著差

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在滿意度上，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以

「每週訓練天數」與「參與桌球訓練年數」的背景變項在「教練領導行

為」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四、知覺教練領導行為與選手滿意度間呈顯

著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perceived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Table Tennis athletes in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The athlete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the 

Perceive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able Tennis Athletes’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tudy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data analysis were computed by one-way MANOVA, Scheffe’s 

post-hoc comparison,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1) athletes perceived their coaches with high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and positive feedback dimension values, with intermediate social 

support and democratic behavior dimension values, and with the lowest autocratic 

behavior values; besides, athletes revealed more satisfied with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than their performances; (2) athletes with different gender, 

practice time, and experienc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erceive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3) athletes that displayed different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ime had relatively different athletes’ satisfaction of coach’s leadership 

behaviors;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was positive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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