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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鐵人三項運動參賽者之社會支持、涉入程度與參與效益

之情形，以 2013 百事特盃小鐵人錦標賽為例，採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

調查，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 332 份。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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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費法事後比較及皮爾遜積差相關分

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小鐵人三項運動參賽者在



性別方面以「男性」居多；就學年級以「五年級」為主；每週練習時間

以「未滿 3 小時」較多；參賽次數以「2-4 次」最多。社會支持各構面得

分高低依序為「教練支持」、「家人支持」、「隊友支持」、「級任老

師支持」；涉入程度各構面由高低依序為「吸引力」、「生活中心

性」、「自我表現」；而參與效益各構面由高低依序為「生理效益」、

「心理效益」、「社交效益」。 二、不同練習時間的參賽者在「家人支

持」、「隊友支持」、及「教練支持」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不同完賽

次數的參賽者在「家人支持」及「級任老師支持」的得分上有顯著差

異；有、無相關配備的參賽者在「家人支持」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練習時間或完賽次數的參賽者在「吸引力」及「自我表現」的

得分上有顯著差異；有、無相關配備的參賽者在「吸引力」的得分上有

顯著差異。 四、有、無相關配備的參賽者在「心理效益」及「社交效

益」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 五、小鐵人三項運動參賽者在社會支持、涉

入程度與參與效益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social support, involvement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benefits of small triathlon competitors of the 2013 BEST Pals 

Ultrakids Championship. A total of 33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s 

method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data.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 small triathlon 

competitors were mostly 5th grade and male students with less than 3 hours weekly 

training time, and had previously participated for 2-4 times;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factors from high to low were: "Coach Support", "Family Support", 

"Teammate Support", and "Teacher Support"; the scores of involvement level 

factors from high to low were "Attraction", "Self-performance", and "Importance in 

Daily Life"; the scores of participation benefits from high to low were "Physical 

Benefit", "Psychological Benefit" and "Social Benefit"; (b)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cores of “Family Support”, “Teammate Support” and 

“Coach Support”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training tim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cores of “Family Support” and “Teacher 

Support”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previous participation tim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core of “Family Support” between 

participants with and without apparatus of their own; (c)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cores of “Attraction” and “Self-performance”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training tim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core of “Attrac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with and without apparatus of their 

own; (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Benefit” and “Social Benefit” between participants with and without apparatus 

of their own; (e)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involvement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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