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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北縣中等學校跆拳道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研究生：

許子庭 指導教授：張宏亮博士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中等學校跆

拳道知覺的教練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北縣

中等學校跆拳道選手為研究對象，採用普查方式，針對 320 位台北縣中

等學校跆拳道選手做調查，共發出 320 份問卷。利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套裝軟體，以描述統計說明各變項分佈之情形，並針對研究假

設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及皮爾森

積差相關等方法進行統計。經分析與討論結果得到如下結論： 一、 在選

手所知覺教練領導行為現況中依序「關懷行為」、「獎勵行為」得分最

高，其次「民主行為」、「訓練與指導行為」、而「專制行為」最低。 

二、 在團隊凝聚力現況中依序「團隊合作」得分最高，其次「團隊適

應」、以「人際關係」最低。 三、 不同背景變項之選手所知覺教練領導

行為在性別、是否為學校老師、不同參與訓練年數、不同最高成就、不

同參與訓練天數等變項上無顯著差異，僅在不同就讀學校顯著差異。 

四、 訓練地點不是在學校練習的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的「訓練與指導

行為」、「獎勵行為」顯著高於在學校練習的選手。 五、 不同背景變項

之選手團隊凝聚力在不同就讀學校、不同訓練地點、是否為學校老師、

不同參與訓練天數等變項上達顯著差異而在性別、不同參與訓練天數無

顯著差異。 六、 台北縣中等學校跆拳道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

力之呈現正相關。 關鍵詞：跆拳道、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  

摘要

(英) 

A Study o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ohesion for Teakwondo 

Atheletes of Taipei County Middle School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Hsu Tzu Ting 

Advisor:Dr.Chang Hung-Li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tudy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ohesion for 

taekwondo athletes of Taipei county middle school. The subjects was a group of 

320 Taipei County Middle school taekwondo players with a survey. The SPSS 

12.0 for Windows statistics software was used for i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s method and Pearson Correlation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In the perception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for players, concern behavior and encouragement 

behavior had higher scores than democracy behavior, training instruction behavior, 

and the autarchy behavior had lower scores than any other ones. 2. In the team 

cohesion, team work had higher scores than team adapt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3. The perception on the team cohesion and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of 

coaches for play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occasion, different training time, different achievements, and different 

training days, but made a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chool. 4. The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in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behaviors, and encouragement behavior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at was at exterior training place was higher than school 

training place. 5. The player team cohesion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chools, different training place, occasion, and 

different training day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6. The related 

circumstances i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ohesion for taekwondo 

athletes of Taipei county middle school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Keyword: 

taekwondo,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team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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