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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在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青少年撞球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

支持之差異；並探討新北市青少年撞球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相關情

形。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撞球場館運動之在學國、高中職學生，以新北市青



少年撞球運動參與動機及社會支持量表為研究工具，依場館比例採分層抽

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 400 份問卷，回收 386 份有效問卷。研究方

法以相關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為主。以 SPSS For Windows 17.0 統計套裝程

式，以及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é 法事後比較等

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出研究結論如下： 一、 

在參與動機部分依序為技術需求、心理需求、成就需求、同儕友誼、健康

適能。社會支持則為同儕支持、師長支持、家人支持。 二、 不同背景變

項在參與動機的差異分析方面，在性別、年級、持續參與時間等背景變項

上，皆發現有顯著差異之情況。 三、 不同背景變項在社會支持的差異分

析方面，在性別、年級、持續參與時間等背景變項上，皆發現有顯著差異

之情況。 四、 新北市青少年撞球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有顯著正相

關。 關鍵詞：青少年、撞球運動、參與動機、社會支持  

摘要

(英) 

This study aims to make the difference in teenager billiard sport participation’s 

motivations and their social supports in this activity between various backgrounds in 

New Taipei City; and to discus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motivations in such 

sport. The experiment object is the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ever 

played in billiard stadium in New Taipei City. The study tool uses stratified 

sampling survey, a total of 400 questionnaires and collected 386 valid 

questionnaires about teenager billiard sport participation’s motivation and social 

supports on the basis of the proportion of venues conducted. Research Methods are 

to use relative documents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Using SPSS on Windows 17.0 

statistics package program,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alysis and Scheffé post hoc comparison procedure to analyz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as follows: 1. Participation’s 

motivations are demands for skill, mind, peers’ friendship, and health by turns. 

Social supports are their peers, teachers, families. 2.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volved i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s, wer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background variables like gender, grade,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time. 3.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volved i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s, wer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background variables like 

grade,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time. 4. Teenagers billiards sport participation’s 

motivations and social suppor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Keywords: 

Youth、Billiard Sport、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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