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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馬拉松參賽者之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與參與效益之研究 －以 2012 新北市

萬金石國際馬拉松為例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班 研究生：吳苑菁            

指導教授：陳鴻雁 博士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馬拉松參賽者參與動

機、涉入程度與參與效益之差異情形，並以參與 2012 年新北市萬金石國

際馬拉松之全程馬拉松參賽者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是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進

行問卷調查，共計發放 400 份問卷，剔除資料填答不全者，合計有效樣本

為 348 份，有效問卷率為 87％。根據分析結果，所得結論如下： 一、馬

拉松參賽者的參與動機之構面包括「心理需求」、「社交需求」、「成就

需求」及「運動體驗與挑戰需求」，以「心理需求」的認同程度最高；涉

入程度之構面包括「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現」，以「吸引

力」認同程度最高；參與效益之構面包括「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及

「心理效益」，以「生理效益」認同程度最高。 二、參與動機方面，不同

個人每月所得的參賽者在「心理需求」上有顯著差異；不同職業的參賽者

在「社交需求」上有顯著差異；不同職業、教育程度、個人每月所得的參

賽者在「成就需求」上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個人每月所得

的參賽者在「運動體驗與挑戰需求」有顯著差異。 三、涉入程度方面，不

同教育程度的參賽者在「吸引力」上有顯著差異；不同職業的參賽者在

「中心性」、「自我表現」上有顯著差異。 四、參與效益方面，不同性

別、年齡、個人每月所得的參賽者在「生理效益」上有顯著差異。不同性

別的參賽者在「心理效益」上有顯著差異。 五、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有典

型相關存在；參與動機與參與效益有典型相關存在；涉入程度與參與效益

有典型相關存在。 關鍵詞：動機、休閒涉入、休閒效益、馬拉松運動 論

文總頁數：158 頁 

摘

要

(英) 

Marathoner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volvement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Benefits- 

A Case Study of 2012 New Taipei City Wanjinshi International Marath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uthor: Wan-Ching, Wu 

Advisor: Dr. Hung-Yan Che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marathoners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volvement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benefits. The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participants in the 2012 

New Taipei City Wanjinshi International Marathon with a convenience samling 

method to represent the population. A total of 400 questionnaires were given out. 

After excluding the incomplete questionnaires, there were 348 valid ones, resulting 

in a valid response rate of 87%. This research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dimensions of a marathon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clude psychological 

demand, social demand, achievement demand and sport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deman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 rated the highest. The dimensions of 

involvement level include attraction, centrality and self-expression, with the first one 

rated the highest. As to the participation benefits, there are physical benefits, 



psychological benefits, as well as social benefits, also with the first rated the highest. 

2. On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monthly income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tial in psychological demand scores, while occupation was in social demand 

scores. Gender, education and monthly income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sport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demand scores. 3. On the level of involvement level, 

edu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tial in attraction score, while occupation was in 

both centrality and self-expression scores. 4. On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benefits, 

gender, age and monthly income are three variables tha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physical benefits scores. Gender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psychological 

benefits. 5. There were canon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involvement level. There were canon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benefits. There were canon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involvement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benefits. Keywords: motivation, leisure 

involvement, leisure benefit, Marathon Total pages: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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