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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school gymnas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barrier factor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體操選手的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並比較不同背景

變項選手之間的差異情形。本研究以參與 2011 年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國小組低、中、高年級男女參賽選手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共計有

效問卷共 202 份，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法分析資料，獲得結



果如下： 一、國小競技體操選手在運動參與動機有「運動發展」、「環

境影響」、「滿足需求」、「重要他人」等四個因素；而阻礙因素有

「外在環 境」、「勝任能力」、「內在心理」、「重要他人」等四個因

素。 二、國小體操選手的參與動機由高至低依序為「運動發展」、「重

要他 人」、「滿足需求」及「環境影響」。 三、在比較參與動機的差異

情形時，不同性別的選手在「運動發展」、「環境影響」、「滿足需

求」、「重要他人」等因素上均達顯著差異；不同年級的選手在「運動

發展」、「環境影響」、「滿足需求」、「重要他人」等因素上均達顯

著差異；不同參加體操團隊年資的選手在「運動發展」、「重要他人」

因素上達顯著差異；不同每週訓練時數的選手在「運動發展」、「環境

影響」、「滿足需求」、「重要他人」等因素上均達顯著差異；不同最

佳成績的體操選手在「運動發展」、「重要他人」因素上達顯著差異。 

四、國小體操選手的阻礙因素由高至低依序為「勝任能力」、「內在心

理」、「重要他人」及「外在環境」。 五、在比較阻礙因素的差異情形

時，不同性別的選手在「外在環境」、「勝任能力」、「內在心理」、

「重要他人」等因素上均達顯著差異；不同年級的選手在「外在環

境」、「勝任能力」、「內在心理」、「重要他人」等因素上均達顯著

差異；不同參加體操團隊年資的選手在「外在環境」、「勝任能力」、

「重要他人」等因素上達顯著差異；不同最佳成績的體操選手在「勝任

能力」、「內在心理」、「重要他人」等因素上達顯著差異。 六、國小

體操選手運動參與動機與國小體操選手運動阻礙因素之間達顯著負相

關。 關鍵字：國小體操選手、參與動機、阻礙因素  

摘要

(英) 

The purpuse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constraint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ymnasts,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subject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hrough 202 valid 

questionnaires on the male and female gymnasts in the whole grades of elementary 

school in 2011 National Gymnastics Tournament.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ues to analyze these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the gymnas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cluded: spor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barrier 

factors include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mpetent capability, inherent psychology, 

significant others. 2.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the gymnas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ranged from high level to low level were: sports development, 

significant others,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3. The 

gymnasts of different gender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when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 gymnasts of 

different grad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who joined 

the gymnastic team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who had different training hours 

per week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with greatest 

performanc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4. The barrier factors on the gymnas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ranged from 

high level to low level were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inherent psychology, 

significant other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5.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arrier factors among the gymnasts of different gender 

included external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inherent psychology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of different grad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inherent psychology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who joined the gymnastic team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satisfied require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who had different training hours per week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d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ymnasts with greatest performanc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inherent psychology and 

significant others. 6.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barrier factors of the gymnas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gymnas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barrier 

factor.  

論文

目次 

目 錄 目錄 Ⅰ 表次 Ⅳ 圖次 Ⅶ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

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問題 4 第四節 研究假設 5 第五節 研究範圍 5 

第六節 研究限制 6 第七節 名詞釋義 7 第貳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體操運

動的發展概況 9 第二節 運動參與動機理論與相關研究 14 第三節 參與阻

礙之意涵與相關理論 28 第四節 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相關研究 34 第五

節 本章總結 36 第參章 研究方法 38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8 第二節 研究流程 

40 第三節 研究對象 41 第四節 研究程序 41 第五節 研究工具 42 第六節 研

究調查實施 54 第七節 資料處理 55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56 第一節 國小體

操選手參與狀況、運動參與動機及阻礙因素之現況 56 第二節 國小體操選

手背景變項在運動參與動機之差異比較 65 第三節 國小體操選手背景變項

在運動阻礙因素之差異比較 75 第四節 國小體操選手運動參與動機與阻礙

因素間之相關情形 83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84 第一節 結論 84 第二節 建議 

87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89 二、英文部分 94 附錄 國小體操選手參與動

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問卷 96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丁嘉輝(2008)。臺北縣、市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

休閒運動參與現況及 阻礙因素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

北縣。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網站（2011 年 11 月 20 日）

http://www.ctga.net/xoops2/modules/tinyd1/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2001~2011)。

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秩序冊。臺北市：中華民國體操協會。 王振宇

(2009)。臺北市國小資優生休閒運動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 之研究。未

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王克先(1987)。學習心理

學。臺北市：桂冠。 王文科(1999)。教育研究法。臺北市：五南。 王智

賢(2008)。臺北市國小田徑運動代表隊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 研究。未

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李旭旻(2005)。臺北縣立



國小運動代表隊選手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 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

市立師範學院，臺北市。 江彥德(2010)。高雄市柴山登山健行者參與動

機與阻礙因素之調查 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吳佳鴻(2004)。台灣韻律體操發展概況與中小學韻律體操選手參與動 機

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北市立體育學院，臺北市。 吳文忠(譯) 

(Willis,J,D.&Campbell, L.,1997)。運動心理學。臺北 市：五南 。 俞繼英

(2001)。奧林匹克體操。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 胡文琪(2010)。基隆高

中職學生課後運動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 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陳月琴(2009)。高雄市國小學生課後運動社團

參與動機及阻礙因素 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

東市。 陳寶琳(1990)。25 屆體操世界錦標賽的特點和當前體操發展趨向

的 探討。武漢體育學院學報， 82(2)，46-48。 陳文長(1995)。大學生運動

性休閒參與動機與興趣分組體育課滿 意度之相關研究。未出版碩士論

文，國立體育學院，桃園縣。 陳慶宜(2011)。臺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在

樂樂棒球的參與動機與阻 礙因素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

育大學，臺北市。 袁之琦、游恆山(1990)。心理學名詞辭典。臺北市：

五南。 馬啟偉、張力為(1996)。體育運動心理學。臺北市：東華。 許樹

淵 (1999)。如何提昇大專學生競技運動能力水準。大專體育雙 月刊，

43，7-11。 許樹淵 (2000)。運動心理學，臺北市：師大書苑。 張春興

(199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市：東華。 張榮勳(1998）。國民小學學

童課餘運動參與動機之研究。國立體育 學院，未出版碩士論文，桃園

縣。 張豐盛(2004)。臺南市國小民俗體育團隊學童參與動機之研究。 未

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臺南市。 張伯謙(2005)。臺北市國

小學校運動代表隊學童參與動機之研究。未 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

育大學，臺北市。 莊武龍(2009)。臺北市國小籃球選手參與籃球動機與

阻礙因素之研 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單繩

武(1994)。心理與教育。臺北市：今古文化。 溫世頌(1983)。教育心理

學。臺北市：三民。 楊語芸(編譯)(1994)。心理學。臺北市：桂冠。 廖燕

燕(2006)。臺北市國小扯鈴運動代表隊選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 之研

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廖文偉(2009)。臺

北縣國小學童對民俗體育舞龍活動參與動機與阻 礙因素之研究。未出版

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鄒瑞嬋(2007)。臺北市國小羽球運

動員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臺北市。 蔡宗信(2004)。臺南市國小民俗體育團隊學童參與動機之

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南師範學院，臺南市。 蔡特龍(2001)。

休閒運動的推展。休閒活動。臺北市：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 鄭黎暉、吳

福明(2002)。論女子體操之選材。大專體育，63， 39-45。 錢家慧(2007)。

臺北市內湖區國小高年級學童參與學校運動社團動機 研究。未出版碩士

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盧俊宏(1995)。運動心理學。臺北

市：師大書苑。 薄云霄、崔紹梁(1992)。世界優秀體操運動員年齡、身

高、體重的變 化與運動成績的關係。北京體育學院學報，2，43-48。 鄧

瑞芳(2008)。國小排球運動代表隊選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 究。未

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謝源隆(2003)。臺北市國

小學童課後運動之參與動機、知覺運動障 礙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北市。 羅湘晴(2010)。激勵理論應用的探討。未

出版碩士論文，實踐大學， 臺北市。 二、英文部份 Alderfer, C. P. (1972). 

Existence, relatedness, and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Crawford, D. 

W.&Godbey,G. C.(1987).Reconceptualizing barriers to family leisure.Leiure 

Sciences,9,119-127. Crawford, D. W., Jackson, E. L., & Godbey, G. (1991).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leisure constraints. Leisure Sciences,13,309-320. Drucker, P. 

F.(1954).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NY：Harper and Row. Deci, E. L., & 

Ryan, R. M. (1991). A motivational approach to self:Integration in personality.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38,237-288. Harter, S. (1978).Effectance 

motivation reconsidered.Toward a developmental model.Human 

Development,21,36-64. Landry, J. B., & Solmon, M. A. (2004). African American 

women self-determination across the stages of change for exercise.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26,457-467. Lewin, K.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Maslow, A. H. (1970).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Y:Harper & Row. Nicholls, J. G. (1984).Achievement motivation: 

conceptions of ability, subjective experience,task choice,and 

performance,Psychological Review,91,328-346. Smitch, R. E., (1986).Toward a 

cognitive-afective model of athletic burnout.Jownal of Sport Psychology,8,36-50. 

Jackson, E. L. (1988).Leisure constraints: A survey of past research. Leisure 

Sciences,10,203-215.  

論文

頁數 
99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6/18 

轉檔

日期 
2012/06/19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025269 2012.6.18 11:28 163.20.242.194 new 01 499025269 2012.6.18 11:28 

163.20.242.194 new 02 499025269 2012.6.18 11:28 163.20.242.194 new 03 

499025269 2012.6.18 11:28 163.20.242.194 new 04 499025269 2012.6.18 11:29 

163.20.242.194 new 05 499025269 2012.6.18 11:29 163.20.242.194 new 06 

499025269 2012.6.18 11:29 163.20.242.194 new 07 499025269 2012.6.18 11:29 

163.20.242.194 new 08 499025269 2012.6.18 11:31 163.20.242.194 new 09 

499025269 2012.6.18 11:31 163.20.242.194 new 10 499025269 2012.6.18 11:31 

163.20.242.194 new 11 499025269 2012.6.18 11:42 163.20.242.194 del 09 

499025269 2012.6.18 11:42 163.20.242.194 del 10 499025269 2012.6.18 11:42 

163.20.242.194 del 11 499025269 2012.6.18 11:42 163.20.242.194 del 07 

499025269 2012.6.18 11:42 163.20.242.194 del 08 499025269 2012.6.18 11:43 



163.20.242.194 new 07 499025269 2012.6.18 11:43 163.20.242.194 new 08 

499025269 2012.6.18 11:43 163.20.242.194 new 09 499025269 2012.6.18 11:43 

163.20.242.194 new 10 499025269 2012.6.18 11:43 163.20.242.194 new 11 

499025269 2012.6.18 11:51 163.20.242.194 del 09 499025269 2012.6.18 11:51 

163.20.242.194 del 10 499025269 2012.6.18 11:51 163.20.242.194 del 11 

499025269 2012.6.18 11:51 163.20.242.194 new 09 499025269 2012.6.18 11:52 

163.20.242.194 new 10 499025269 2012.6.18 11:52 163.20.242.194 new 11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07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08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09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10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11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05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06 030540 2012.6.19 8:08 140.136.208.244 del 04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del 03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3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4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5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6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7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8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09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10 030540 2012.6.19 8:10 140.136.208.244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9025269 Y2012.M6.D14 12:31 163.20.99.238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24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26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32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37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37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38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38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39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41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41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42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44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47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51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51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52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1:53 163.20.242.194 M 

phed3282 Y2012.M6.D18 11:53 163.20.242.194 M 499025269 Y2012.M6.D18 

12:06 163.20.99.238 M phed3282 Y2012.M6.D18 18:08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12.M6.D18 18:08 140.136.120.14 M 030540 Y2012.M6.D19 7:59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19 7:59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19 8:01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19 8:02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19 8:10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19 8:15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6.D19 8:15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