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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新北市專任運動教練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關

係，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專任運動教練在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

之間的差異及相關情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90 位新北市專任運

動教練為研究對象。所得資料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獨立

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事後比較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

計方法處理，經分析與討論後得到如下結論： 一、本研究在樣本現況以

「男性」教練居多，年齡以「30 歲以下」、「未婚」之「大學」學歷教練

為最多，並多以執教過「學校代表隊」及持有行政院體委會「初級」證照

之「球類」教練居多，任職情形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編制內教練」，學

校屬性為「國小」，教練年資為「5 年以下」，每週訓練時間為「21~30 小

時」及每月教練平均收入為「30,001~40,000 元」之教練為本研究之樣本特

性。 二、工作壓力之差異情形方面，在工作壓力部份女性教練在「專業成

長」高於男性教練;年齡 30 歲以下教練在「選手訓練」及「專業成長」高

於 41 歲以上教練;每週訓練時間 31 小時以上教練在「工作負荷」高於 10

小時以下教練;薪資 30,001~40,000 元教練在「法令束縛」高於 50,001 以上

教練。 三、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在工作滿意度部份女性教練在「升

遷」及「整體感受」高於男性教練;年齡 30 歲以下教練在「升遷」及「同

儕關係」高於 41 歲以上教練;年資 5 年以下教練在「同儕關係」高於 6~15

年教練;每月教練平均薪資 20,001-30,000 元教練在「升遷」高於 50,001 元以

上教練。 四、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情形，新北市專任運動教練之

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除了升遷構面與學生升學壓力構面呈現正相關但

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構面都具有負相關存在，意即當工作壓力越高時，

工作滿意度則越低。  

摘

要

(英)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sport coaches an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job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based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sport coaches in New Taipei City. 

Ninety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sport coaches in New Taipei City. Item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along with Scheffe’s post hoc tests,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le, aged below 30 years old, single, and with bachelor degree. 

Additionall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have coached school team and possessed basic 

licenses issued by Sports Affairs Council Moreover, most of them were elementary 

school-level coaches regula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th less than 5years 

experience, 21-30 training hours per week, and 30,001-40,000 monthly income per 

month. 2.Female coaches revealed greater “expertise improving ’’than male 

coaches. Furthermore coaches aged below 30 years old demonstrated greater 

“Athlete training’’ and “expertise improving” than coaches aged above 41 



years old In addition, coaches with 31 training hours and above per week showed 

higher “work loadings” than coaches with 10 training hours and less. Coaches 

with monthly income between 30,001 to 40,000 tended to indicate greater 

“regulation restriction” than those with 50,001 monthly income and above. 

3.Female coaches revealed higher “promotion” and “overall perception” than 

male ones. Coaches below 30 years old demonstrated higher “promotion” and 

“peer relations” than those above 41 years old. Moreover, coaches with less than 

5 years experience indicated greater “peer relations” than those with 6~15 years 

of experience. Additionally, coaches with 20,001-30,000 monthly income revealed 

greater “promotion” than those with 50,001 and above monthly income. 4.All 

sub-dimensions of job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were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indicating the higher job stress, the lower job satisfaction. However, 

“promotion” and “students entrance exam stress”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but failed to reach the level of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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