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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灣地區獲得教育部租借社區遊泳池經費補助之學校學生在

游泳課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的現況。抽取公私立學校各 10 所學校，採取

郵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 800 份，回收 695 份，有效問卷 650

份，有效回收率為 81.25%。以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ｔ考驗（t-test）

及單因子變異數（one-way ANOVA）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分析資料，研究發現： 一、本研究受試者中，

男性人數要略低於女性人數；以中高級為主；私立學校 受試者要多於公立

學校受試者；受試者大部分都可以漂移 5 公尺以上；分 段學習人數遠高於

集中學習人數。 二、台灣地區獲得教育部租借社區池游泳經費補助學校之

學生游泳學習整體滿 意度普遍良好，以「教師教學」滿意度得分最高，而

「場地器材」滿意度 最低。 三、在「教師教學」「同學關係」之學習滿意

度上，中年級與低年級、高年 級與低年級之間都存在顯著差異性；不同游

泳能力的受試者，在「同學關 係」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接受不同教學時

間的受試者在「學校行政」、 「教師教學」、「場地設施」、與「同學關

係」等各層面滿意度均呈現顯 著性差異。 四、台灣地區獲得教育部租借社

區池游泳經費補助學校之學生游泳學習成效普 遍良好；在學習成效各構面

得分高低依序為「認知」、「情意」和「技 能」。 五、男、女受試者在認

知、情意和技能之學習成效均呈現顯著差異；不同游泳 能力的受試者在認

知和技能上呈現顯著差異；接受不同游泳課教學時間的受試者在認知、情

意和技能上均呈現顯著差異。 六、 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整體及各構

面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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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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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wimming instruction of students from high school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subsidizing swimming pool rent. A total of 8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20 high schools (public=10, private=10). Among the 

returned 695 copies, 650 were valid (81.25%).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s,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echniqu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A 

typical subject in this study was female, a junior or senior grader, from a private 

school, had the ability of floating for more than 5 meters, and taking several 



swimming classes at different times rather than an intensified course with extended 

time. 2.There was an above moderate level of swimming less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ubjects, with “Instruction from the Teachers” showing the highest score and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s” the lowest. 3.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atisfaction levels of “Instruction from 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 Relations” 

between juniors and freshmen and between seniors and junio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Classmate Relations”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wimming abilities;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atisfaction 

level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struction from the Teacher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s”, and “Classmate Relations” between students 

taking several swimming classe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ose taking an intensified 

course with extended time. 4.There was an above moderate level of swimming less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subjects, with “Perceptions” showing the highest 

score, “Attitudes” the second, and “Skills” the lowest. 5.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Skil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Perceptions” and “Skills”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wimming abilities;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Skills” between students 

taking several swimming classe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ose taking an intensified 

course with extended time. 6.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ubscales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subscales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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