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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宜蘭縣國中學生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研究生：陳旭君 指導

教授：張宏亮 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一、瞭解國中學生休閒運動參

與動機之現況。二、瞭解國中學生休閒運動滿意度之現況。三、比較不同



人口統計變項之國中學生在休閒運動參與動機的差異。四、比較不同人口

統計變項之國中學生在休閒運動滿意度的差異。五、探討國中學生休閒運

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收集所需資料，

問卷包含：一、休閒運動參與動機量表，二、休閒運動滿意度量表。本研

究以宜蘭縣國中生為調查對象，採叢集抽樣方式發放問卷，共 1100 份問

卷有效問卷 1041 份，資料處理採敘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經分析與討論後，本研究得到如下結論： 

一、休閒運動參與動機： (一)宜蘭縣國中學生整體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良

好。其參與動機依序為 「健康體能」、「壓力紓解」、「社會需求」及

「自我成長」。 (二)男生在整體運動參與動機，以及「健康體能」、「自

我成長」、「社會 需求」及「壓力紓解」等因素，顯著高於女性。 (三)七

年級學生在「自我成長」及「社會需求」等因素顯著高於九年級 學生；

八年級學生在整體運動參與動機及「健康體能」、「自我成 長」、「社

會需求」及「壓力紓解」的因素顯著高於九年級學生。 (四)有參加社團的

學生在整體運動參與動機，以及「健康體能」、「自我 成長」、「社會

需求」及「壓力紓解」等參與動機因素，顯著高於未 參與者。 二、休閒

運動滿意度： (一) 國中學生休閒運動滿意度良好，休閒運動滿意度依序為

「健康體 能」、「紓解壓力」、「教育學習」、「自我了解」、「社

交」及「環境美 觀」。 (二) 男生在整體休閒運動滿意度，以及「自我了

解」、「教育學習」、「社 交」、「紓解壓力」、「健康體能」及「環

境美觀」等滿意度因素顯著 高於女生。 (三) 七年級學生在整體休閒運動

滿意度及「自我了解」、「社交」、及「紓 解壓力」等因素均顯著高於

九年級學生；八年級學生在整體休閒運 動滿意度及「自我了解」、「教

育學習」、「社交」、「紓解壓力」、「健 康體能」及「環境美觀」等

滿意度因素顯著高於九年級學生。 (四) 有參加社團的學生在整體休閒運動

滿意度，以及「自我了解」、「教 育學習」、「社交」、「紓解壓

力」、「健康體能」及「環境美觀」等因 素，顯著高於未參與者。 關鍵

詞：休閒運動、參與動機、滿意度、國中生  

摘要

(英) 

A Study on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Leisure Sports in Junior 

High School of Yilan Graduate Student : Chen, Hsu-Chun Advisor : Dr. Chang, 

Hung-Liang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nt motiv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b)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c)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their participant motiv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the satisfac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and (e) the 

relationship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nt motiv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t included a participant motivation scale of recreational sports and a 

satisfaction scale of recreational sports. By using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Yilan County were the subjects. A total of 11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104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A. On the participant motiv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Yilan County had high participant motivation in recreational 

sports. The sequence of the participant motivation from high to low was "physical 

fitness,” "stress relief,” “social needs,” and "self growth". (b) Males had 

higher participant motivation than female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physical 

fitness,” “self growth,” “social needs,” and "stress relief.” (c) Seventh-

grade students had higher participant motivation than ninth-grade student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self growth,” and “social needs." Eighth-grade students had 

higher participant motivation than ninth-grade student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physical fitness,” "self growth,” “social needs,” and "stress relief.” (d) 

Those who joined school clubs had higher participant motivation than those who 

didn’t join school club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physical fitness,” “self 

growth,” and “social needs,” and “stress relief.” B. On the satisfac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Yilan County had high 

satisfac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The sequence of satisfaction from high to low was 

"physical fitness,” "stress relief,” “educational learning,” “self 

understand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b) 

Males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than females in “self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learning,” “social interaction,” “stress 

relief,” “physical fitness,”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c) Seventh-grade 

students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ninth-grade student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self understand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ress relief.” 

Eighth-grade students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ninth-grade student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self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learning,” “social 

interaction,” “stress relief,” “physical fitness,”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d) Those who joined school clubs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who didn’t join school clubs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self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learning,” “social interaction,” “stress 

relief,” “physical fitness,”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Keywords: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nt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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