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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運動代表隊選手社會支持、參與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

究-以新北市國小田徑選手為例。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新北市

國小田徑運動代表隊選手社會支持、參與動機與學習滿意度量表」為研究

工具，研究對象為新北市田徑運動代表隊選手。利用 PASW (Predictive 

Analytics Software) for Windows 17.0 中文版套裝軟體，以描述性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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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研究結果之分析。本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新北市田徑運動代表隊選手社

會因素構面得分高低依序為：「同儕支持」、「教練支持」、「級任老師

支持」、「家人支持」；參與動機因素構面得分高低依序為：「健康適

能」、「成就需求」、「社會需求」；學習滿意度因素構面得分高低依序

為：「健康與成長」、「教學與設備」、「同儕關係」、「自我表現」。

新北市田徑運動代表隊選手以男性比例為最高；就學年級以五年級選手為

主；每週的練習時間大多為 3~6 小時；參加代表隊年資以未滿 1 年者為居

多。 二、五年級選手在「家人支持」、「級任老師支持」及整體社會支持

之認知情形顯著高於六年級選手。 三、不同背景變項選手在參與動機因素

構面上均無顯著差異。 四、五年級選手在「教學與設備」之滿意度顯著差

異高於六年級選手。 五、新北市國小田徑運動代表隊選手之社會支持、參

與動機與學習滿意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國小田徑隊、成就動

機、學習成果 論文總頁數：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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