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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在本研究之相關文獻的探討中，將分成一、領導理論與相關實證

研究；二、績效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三、領導行為與績效間之相關

實證研究；四、本章總結等四個部分來做探討。 

第一節  領導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 

一、領導的意涵 

雖說，領導者係指能夠影響他人而又同時擁有管理職權的人。但

並非所有的領導者皆具備其他管理功能方面的能力（吳慧卿，民 90）。 

事實上，管理者與領導者兩者之間是有實質上的差別。通常，『管

理者（manager）』是被指派來的，他們擁有合法權（legitimate）或職

權（position power），影響他人的權利是來自於正式的權威（formal 

authority）；而『領導者（leader）』可能是被指派來的，或是選擇性的

由團體中產生，影響他人的權利是來自於其個人的人格特質或專業知

識等（郭建志，民 86）。 

易言之，管理者與領導者在產生的方式及影響他人的權力來源皆

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因此為了能進一步釐清『領導』的意涵，以下就

針對國內、外學者為領導所下的定義，簡易列述之。 

在國外學者方面： 

Fiedler（1967）：『領導是個人在團體中指揮及協調相關工作的團

體活動之任務』（轉引自鄭松益，民 9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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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dgetts（1984）：『領導是引導組織成員努力朝向並完成某些特

定目標的一種影響力』（轉引自洪嘉文，民 86，頁 13）。 

Jago（1984）：『領導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性質，領導的過程是以

非強制性的影響力來引導及協調組織團體中成員的活動，以試圖達成

團體的目標』（轉引自郭建志，民 86，頁 164）。 

Koontz ＆ Weihrich（1988）：『領導是一種影響力、技巧或程序，

藉以影響他人，使其能自願熱心的致力於群體目標之達成』（轉引自

范文曦，民 90，頁 15）。 

Rauch ＆ Behling：『領導是一種影響組織團體朝項目標達成的過

程』（轉引自李文娟，民 87，頁 14）。 

Robins：『領導是影響團體達成目標的能力』（轉引自李青芬等，

民 83，頁 564）。 

在國內學者方面： 

洪嘉文（民 86）『領導是指在組織中，以影響力引導組織成員邁

向共同目標之交互作用歷程，是為一動態過程』（頁 14）。 

陳玉娟（民 84）『領導是指組織中，領導者領導和影響下屬的過

程，目的在使組織成員為達成組織目標而努力』（頁 6）。 

張潤書（民 84）『領導是指在一特定的情況下，經由組織人員的

交互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力』（頁 354）。 

張春興（民 82）『領導是團體中領袖對團體成員在行為上所產生

的影響及支配控制過程』（頁 621）。 

莊艷惠（民 86）『領導是指在一個有組織的群體為達成一個共同

目標，由領導者、被領導者和情境等三個因素，彼此交互作用的過程』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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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益，（民 90）『領導是組織中，運用各種影響力量，透過組織

成員交互反應的行為，以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種過程』（頁 8）。 

鄒春選（民 82）『領導者在團體情境中，藉影響力之發揮以引導、

指示、說明等方式，使成員能滿足個人需求及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

（頁 12）。 

謝文全（民 85）『領導是引導組織及成員的努力方向，並激勵成員

的士氣、集合全員的力量，以共同實現組織目標的一種過程』（頁 453）。 

吳慧卿（民 90）『領導是在組織團體中，為了有效達成組織目標，

所進行的指揮相關工作及影響成員去執行任務的動態過程』（頁 17）。 

綜觀以上學者所言，研究者嘗試為『領導』一詞下定義，本研究

將領導定義為：領導是個人為有效達成既定的目標與滿足成員自我，

所進行的引導及影響成員，去執行任務與相關工作等交互的動態過程。 

二、領導理論 

自 1954 年起，即有學者開始採以科學的方式與不同的方向，

投入於領導理論的相關研究。而今，情境理論與奇魅理論已同為目

前領導研究的主流（李青芬等，民 83；吳清山，民 80；吳慧卿，

民 90；范文曦，民 90；陳玉娟，民 84；郭進財，民 85；莊艷惠，

民 86；鄒春選，民 82；鄭志富，民 86）。 

（一）特質論（Trait Theories） 

特質論是領導行為研究中的先驅部隊（鄭志富，民 86b），在 1940

年以前多數的研究均假定：一位成功的領導者具有異於常人的人格特

質，並致力發現與歸納優秀領導者個人共同的人格特質，如聰明、果斷、

勇敢、堅強與自信等等。換言之，此之研究認為：領導者是天生的，是

生而為領導者的（吳清山，民 80；吳慧卿，民 90；陳玉娟，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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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領導者個人的人格特質不盡相同，且個人的人格特質亦

隨著情境而有所改變，所以後續相關研究皆因未能產生一致性的數據

結果來證實而宣告失敗（吳慧卿，民 90；陳玉娟，民 84；鄭松益，

民 90）。換言之，此些人格特質或許是與他們的有效領導有關，但並

非是絕對因素（吳慧卿，民 90）。 

（二）行為論（Behavior Theories） 

自 1940至 1960年代期間，領導理論的發展趨勢即轉向『行為

論』。其之意義在於區分領導者與非領導者之間，某些特定行為是

否有存在差異的理論（李青芬等，民 83；吳慧卿，民 90；范文曦，

民 90；陳玉娟，民 84）。其認為：假若這些行為特徵能被區辨出來，

則訓練課程可依此設計，使有心成為領導者的人可依此訓練課程培養

這些行為，以塑造一個優秀的領導者（王秉鈞，民 84）。Lewin, Lippitt 

and White（1939）更將領導者的行為分成：民主式、獨裁是與放任式

等三種。但，此一相關研究亦因同樣忽略了情境因素，無法成功地解

釋領導行為的型態與團體績效的一致性，而廣受批評（羅虞村，民

76）。 

（三）情境論（Situational Theories） 

自 1960 年以後，即又發展出另一套『情境理論』或稱『權變領

導理論』，而其亦為當今領導研究的主流，其論點為：『領導效能的

高低需視領導者行為與情境相互配合的程度而定。配合程度愈高，

則領導效能愈高，組織效能亦相對提昇；反之，組織的效能則無法

彰顯』（吳清山，民 84；吳慧卿，民 90；鄭松益，民 90）。 

 



 13

（四）奇魅領導理論（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ories） 

此論點認為：具有效能的領導者其之特定行為會讓被領導者歸因

為英雄式或非凡型的領導。而學者 House, Woycke ＆ Fodor亦提出：

奇魅型領導與高績效水準及跟隨者的滿意度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轉引自李青芬等，民 83，頁 602）。 

由於組織面臨外在環境日益加劇的競爭，為能順利的求取生存空

間，多數學者開始轉向魅力領導、轉型領導以創造組織文化，使組織

轉型或再生，進行相關研究（鄭松益，民90）。 

由此可知，依據不同的情境應有不同的領導行為來因應（吳慧卿，

民 90）。相對的，不同階段的成長過程亦須由不同的領導行為模式來

管理。所以，身為教練更應充分瞭解自我及選手的特質，並配合團隊

組織內在與外在環境，發展出一套適合該團隊獨特的領導哲學，並採

取合宜的領導行為，藉此發揮團隊的最高績效。因此，該如何使領導

行為與情境之間達成一平衡協調的狀態，以提昇組織的效能，將是所

有教練今後所需努力奮鬥的目標。 

三、運動教練領導行為模式分析 

以現今運動教練領導理論的趨勢來說，運動情境理論仍是目前研

究的主流。美國運動領導理論專家 Chelladurai（1993）指出，近年來

在運動領導領域的研究上，發展出三個不同的情境領導模式，即多元

領導模式（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領導調節模式（The  

Mediational Model）及教練決策規範模式（The Normative Model of 

Decision Styles in Coaching）（吳慧卿，民 90；范文曦，民 90；陳玉娟，

民 84；鄭松益，民90），茲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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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領導模式（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多元領導模式主要的論點是：被要求的、實際的與被喜歡的等三

種教練行為之間的一致程度和運動的表現及選手滿意度呈正相關。換

言之，當三者教練行為的一致性高，則運動成績表現及選手滿意度均

高（劉一民，民 78）。 

此一論點係由 Chelladurai ＆ Carron（1978）提出。其融合了

Fiedler（1976）的領導效能權變理論（The 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House（1971）的路徑—目標理論（The 

Path-goal Theory）、Osborn 與 Hunt（1975）的適應反理論（The 

Adapt-reactive Theory）及 Yukl（ 1981）的領導差別模式（The 

Discrepancy Model of Leadership）等各個理論的特點，而提出所謂的

多元領導模式（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圖 2-1）。Chelladurai

不僅將這些變項抽離出來，並將其視之為領導效能情境中相當重

要的因素（吳慧卿，民 90；范文曦，民 90；鄭松益，民90）。 

在此模式的理論架構中，主要分成前因變項、領導者行為與結

果變項三大部分。而這三個前因變項（情境特質、領導者特質及團

隊成員特質）不僅影響了領導者行為，且亦間接影響到結果變項（成

績表現及滿意度），同時結果變項亦回饋地影響了領導者的實際行為

（吳慧卿，民 90；范文曦，民 90；陳玉娟，民 84；鄭志富，民 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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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多元領導模式（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資料來源：鄭志富（民 86a），運動教練領導行為模式分析，運動教練
領導研究。台北：師大書苑，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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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調節模式（The Mediational Model） 

此模式的理論係由 Smoll ＆ Smith（1978）提出，而其之理論架

構則由『教練領導行為』『選手的知覺與回憶』及『選手評價的反應』

等三個基本因素所構成。而這三個因素又個別或同時、間接或直接受

到情境因素、教練個別差異及選手各變項等三類變項所影響（鄭志富，

民 86b），其關係架構如圖 2-2。 

而由教練決策模式圖中，我們不難發現教練個別差異變項會影響

到教練行為及教練所知覺的選手想法；而選手個別差異變項則會影響

到選手們的評價反應及選手的知覺和回想；此外，情境因素會同時對

教練行為、教練所知覺的選手想法、選手的知覺和回想及選手們的評

價反應產生更大的影響（吳慧卿，民 90；范文曦，民 90；鄭志富，

民 86b；鄭松益，民90）。 

（三）教練決策規範模式（The Normative Model of Decision Styles in 
Coaching） 

此模式由 Chelladurai ＆ Haggery（1978）提出，其之論點為：

隨著運動情境的不同，達成決策的最佳方法亦有所差異。因為，教

練在每一次的決策制定過程均會面臨到時間壓力、決策品質之要

求、教練本身所能掌握的資訊、問題的複雜程度、團體的接受性、

教練權威及團隊整合等不同情境的問題所影響，因而制定出三種不

同的決策類型：專制型、參與型及授權型（吳慧卿，民 90；范文曦，

民 90；陳玉娟，民 84；鄭志富，民 86a；鄭松益，民90）。其結構如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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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個別差異變項 

1.訓練目標 / 動機 

2.行為意向 

3.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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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論選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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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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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競爭的特質焦慮 

7.運動員的自尊 

情境因素 

1.該運動項目本質 

2.競爭水準 

3.練習與比賽 

4.先前的成功 / 失敗 

（如截至目前的季紀錄） 

5.現在比賽 / 練習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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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的知覺和回憶 

教練所知覺的選手想法 

教練領導行為 選手們評價的反應 

圖 2-2  領導調節模式（The Mediational Model）

資料來源：鄭志富（民 86a），運動教練領導行為模式分析，運動

教練領導研究。台北：師大書苑，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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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多位學者的相關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情境論』仍

是現今領導理論與運動領導理論的研究主流。換言之，選手個人的運

動績效表現常受到運動情境因素所干擾。而教練與選手兩者間亦將受

到教練臨場的決策表現與處理模式而間接產生影響（吳慧卿，民 90；

范文曦，民 90；鄭志富，民86b）。 

表 2-1  三種運動情境領導模式之比較 

作者及年代 理論名稱及 

研究工具 

研究焦點 

Chelladurai et al., 
(1978) 

多元化領導模式 

運動領導量表

（LSS） 

◎ 列出影響教練領導行

為的因素，賦予各因素

相同之重要性。 
◎ 依領導模式包含之各元

素，探討選手知覺的、

喜歡的教練領導行為與

教練自我知覺的領導行

為三者間的關係。 

Smith＆Smoll, 

 (1978) 

領導調節模式 

教練行為評鑑系統

（CBAS） 

◎ 評估教練領導行為與

其運動員之間交互行

為的相關性。 
◎訓練教練改變其行為，

再評估這些改變對運動

員能否有實質的功效。 

Chelladurai ＆ 

Haggerty,  
(1978) 

教練決策規範模式 

◎ 教練決策的規範模式。 
◎在不同情境下，運動員

參與決策的程度，以及

教練允許選手參與決

策的程度。 

資料來源：陳玉娟（民 84）：台灣地區游泳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
成績表現及滿意度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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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練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 
自Chelladurai（1980）編定的運動領導量表（Leadership Scale 

of Sport ,LSS）問世以來，即廣受從事相關研究的國內外學者所喜

愛並延用之。而綜觀目前台灣地區運動領導行為的相關研究中，我們

亦不難發現Chelladurai ＆ Carron（1980）與Chelladurai（1994）

所編訂的運動領導量表亦是研究者編訂研究工具時的依據藍本。以下

即針對目前國內、外各家研究者之相關研究，作簡單敘述如后。 

吳國銑（民 88）以參加第三十屆大專運度會田徑、桌球選手共 247

名為研究對象，並採用鄭志富等人依據 Chelladurai（1994）所編定的『運

動領導量表（英文版）』且將之編訂成『運動領導量表（中文版）』為研

究工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選手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的差異情形。 

吳慧卿（民 90）以 227名大學院校甲、乙組桌球選手為研究對象，

並採用鄭志富（民 85）與陳其昌（民 82）等人所編訂的運動領導量表

LSS為研究工具，探討台灣地區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

為、團隊衝突、團隊凝聚力及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邱聯榮（民 87）以台灣中部地區 51名五專男子籃球選手為研究

對象，並以自編之『大專籃球聯賽球員意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

探討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及選手滿意度之關係。 

涂志賢（民 87）以三所體育學院運動代表隊選手共 568名為研究

對象，並以自編之『運動教練領導風格與選手滿意度問卷』為研究工

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所知覺的教練領導風格與選手滿意度的

差異情形。 

莊艷惠（民 86）以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五專及三專之籃球、排球、

手球、足球、及曲棍球選手共 185名為研究對象，並使用陳其昌所設

計之『教練領導行為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

聚力及內在動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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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娟（民 84）以台灣地區 13歲以上就讀國中、高中級保送至

大專院校的游泳選手共310名為研究對象，並根據Chelladurai＆Carron

（1980）的 LSS領導量表將之改編成『台灣地區游泳教練領導行為與

選手成績表現及滿意度調查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台灣地區游泳教

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成績表現及滿意度關係。 

陳其昌（民 82）以參加 81學年度高中與大專之排球聯賽的男子選

手共 194名為研究對象，並採用自編的『教練領導行為量表』與『團隊

凝聚力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排球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的影響。 

黃金柱（民 79）以左營國家訓練中心的選手共 78名為研究對象，

並參考 Chelladurai＆Saleh（1980）所編的 LSS領導量表為研究工具，

探討國家級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滿意度的相關性。 

楊純碧（民 87）以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的運動選手共 587名為研究

對象，並使用陳其昌所設計之『教練領導行為量表』為研究工具，探

討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氣氛與教練-選手關係滿意度的影響。 

鄭志富（民 86b）以 441名大專男女足球選手為研究對象，並採

用黃金柱所翻譯的運動領導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選

手對教練領導行為的看法。 

鄭志富（民 86c）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國中、高中、大專及社

會組（國家級）選手共 800名為研究對象，並採用 Chelladurai（1994）

所編的運動領導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對教練領

導行為的看法。 

鄭松益（民 90）以台灣地區高中排球選手共 436名為研究對象，

並使用『台灣地區高中排球運動教練領導行為及選手滿意度調查量

表』為研究工具，探討台灣地區高中排球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滿意度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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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敏雄（民 81）以大專田徑及排球選手共 421名為研究對象，並

參考黃金柱所編的 LSS領導量表，外加 20道題目將之改編成本土化

的運動領導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大專院校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員滿

足感之關係。 

蔣憶德、陳淑滿、葉志仙（民 90）以 530名大專籃球、排球、足

球、及棒球選手為研究對象，並採用教練領導行為量表與團隊情境量

表為研究工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所知覺與喜好的教練領導行

為及團隊凝聚力的差異情形。 

賴世堤（民 88）以 222名大專田徑選手為研究對象，並以自編之

『大專院校之田徑教練領導行為調查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不同背

景變項的選手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的差異情形。 

賴世堤（民 89）以 291名高中（職）田徑選手為研究對象，並以

自編之『高中（職）田徑教練領導行為調查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

選手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的差異情形。 

蕭嘉惠、黃明玉（民 87）以花蓮地區大專院校二年級以上之學校

代表隊選手共 228名為研究對象，並採用鄭志富等人依據 Chelladurai

（1994）所編定的『運動領導量表（英文版）』並將之編訂成『運動

領導量表（中文版）』為研究工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其偏好

與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程度上的差異。 

蕭嘉惠（民 88）以 230名參加台灣地區八十一年度大專排球聯賽

第一級的排球選手為研究對象，並採用自編的『排球運動教練領導行

為與成績滿意度之關係問卷』為研究工具，探討選手所知覺與偏好的

教練領導行為的差異情形及選手成績表現與滿意度之關係。 



 23

Wu（2000）以參加第三十一屆大專運動會選手共 247 名為研究

對象，並採用鄭志富（民 86b）所編製的『運動領導量表（中文版）』

為研究工具，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所知覺與喜好的教練領導行為

之差異。 

目前在台灣地區有關運動教練領導行為的研究趨勢中，其研究

工具大多仍是以國外學者 Chelladurai 所編定運動領導量表為藍本

（吳國銑，民 88；吳慧卿，民 90；陳玉娟，民 84；黃金柱，民 79；

鄭志富，民 86b；鄭志富，民 86c；鄭敏雄，民 81；蕭嘉惠、黃明玉，

民 87；Wu, 2000）。以下則將各學者所探討的相關研究，將其相關的

研究結果整理製表，如表2-2與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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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外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Horne＆Carron 
(1985) 

74 名大學籃球、
排球、田徑、 
游泳選手與 9 名
教練 

1.教練的『獎勵行為』能有效激勵選
手，且對於選手的成績表現亦有所

助益。 
2.當教練表現的『教學與訓練行
為』、『正面回饋行為』、『關懷行為』

與選手知覺的一致性愈高，則選手

的滿意度亦隨之提高。 

Dwyer＆Fischer 
(1988) 

38名摔角教練 教練在『獎賞行為』有較高的分數，
而在『專制行為』上則得分較低。 

Salminen, 
Liukkonen 
＆ Telama   

(1990) 

97名芬蘭教練 
女性教練較男性教練更具『訓練與

指導行為』、『社會支持行為』及『獎

賞行為』。 

Serpa, Pataco ＆
Santos    
(1991) 

164 名參加世界
盃手球賽教練

與選手 

1.選手較喜歡的教練行為有『訓練與
指導行為』及『獎賞行為』。 

2.獲勝與獲敗的運動團隊其之教練
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而教練與選

手所知覺到的亦有所差異。 

Salminen ＆
Liukkonen 

(1996) 

68 名芬蘭教練
與 400名選手 

1.『民主行為』與被觀察出的教練行
為有顯著相關。 

2.觀察出的教練『情緒行為』與『領
導型態』有顯著相關。 

資料來源：轉引自范文曦（民 90）：台北市國民小學運動代表隊教練

之參與動機與領導行為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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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運動團隊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吳國銑 
(民 88) 

274 名參加 31
屆大專田徑、桌

球選手 

選手的背景變項將影響其對教練領導行

為的知覺。 

吳慧卿 
(民 90) 

227 名大學院校
桌球選手 

1.選手知覺到教練的領導行為依序為：『獎
勵行為』、『民主行為』、『訓練與指導行

為』、『關懷行為』及『專制行為』。 
2.不同的組別、性別、學校類別與訓練頻
率的選手，知覺其教練的領導行為有顯

著差異存在。 

邱聯榮 
(民 87) 

51 名五專男子
籃球選手 

選手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在『民主行

為』與『專制行為』有顯著差異。 

涂志賢 
(民 87) 

三所體育學院

運動代表隊選

手共 568名 

1.訓練年資『7-9年』者較『3年以下』者
知覺到較多教練的『理想化影響選手』；

而訓練年資『7-9 年』者較『4-6 年』者
知覺到較多教練的『個別化關懷行為』。 

2.不同運動項目的選手在知覺教練的『理
想化影響』、『個別化關懷』及『主動例

外管理』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莊艷惠 
(民 86) 

185 名五專及三
專之籃球、排

球、手球、足球、

及曲棍球選手 

1.大專科系選手不喜歡教練採取『權威』
的領導行為。 

2.選手所喜愛的與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
皆有顯著差異。 

陳玉娟 
(民 84) 

310 名國中、高
中及保送大學

之游泳選手 

1.男選手較女選手喜歡教練的『民主行為』
與『專制行為』，並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

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關懷行

為』及『獎勵行為』。 
2.就讀國中、受訓期間較短的選手知覺教
練表現以『訓練與指導行為』為多。 

3.選手所喜愛的與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
除了『專制行為』外，皆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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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運動團隊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陳其昌 
(民 82) 

194 名高中及大
專排球選手 

1.高中輸贏球隊在教練的『訓練與指導行
為』上有顯著差異；而專科輸贏球隊在

教練的『讚賞行為』及『獎勵行為』上

有顯著差異。 
2.大學及體育系輸贏球隊與教練的領導行
為無顯著差異。 

黃金柱 
(民 79) 

78 名左訓中心
的選手 

1.男生較女生知覺到教練有較高的『關懷
行為』。 

2.大專選手喜歡並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
練與指導行為』與『關懷行為』；高中選

手較喜歡教練的『民主行為』。 
3.射箭、桌球與羽球選手比現代五項選手
更喜愛教練強調『訓練與指導行為』。 

楊純碧 
(民 87) 

587 名大專院校
甲組的運動選手 

選手所喜歡與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均有

顯著差異存在。 

鄭志富 
(民 86b) 

441 名大專足球
選手 

1.大專男子足球選手知覺其教練表現較多
於『專制行為』，而女子選手則知覺其教

練表現較多於『民主行為』、『社會支持

行為』及『獎賞行為』。 
2.17歲以下年齡層的大專足球選手知覺到
教練的『獎賞行為』顯著高於 21-23歲年
齡層的足球選手。 

3.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與其所知覺的教練
領導行為，均有顯著差異存在。 

4.選手的性別對教練領導行為的預測力最
大，其次是年齡與學校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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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運動團隊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鄭志富 
(民 86c) 

800 名國中、高
中、大專及社會

組選手 

1.選手所喜愛的與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
除了『專制行為』外，皆有顯著差異。 

2.大專選手較偏好教練的『民主行為』、『關
懷行為』與『獎勵行為』；國中選手則較

偏好教練的『專制行為』。 
3.區中運級的選手較偏好教練的『訓練與
指導行為』與『關懷行為』，國家級選手

則較偏好教練的『關懷行為』。 
4.曾獲國光獎章的選手較偏好教練的『關
懷行為』。 

5.角力、柔道、田徑、桌球、跆拳道與游
泳選手較偏好教練的『民主行為』，壘球

選手則較偏好教練的『關懷行為』。 
6.男選手較女選手偏好教練的『專制行
為』、『關懷行為』及『獎勵行為』。 

鄭松益 
(民 90) 

436 名高中排球
選手 

1.選手知覺到教練的領導行為程度的高低
依序為：『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

為』、『民主行為』、『獎勵行為』及『專

制行為』。 
2.男性及年紀較長的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
的『專制行為』；男性及球齡較長的選手

知覺到教練較多的『獎勵行為』；成就較

高、球齡較長、團隊年資長及高三的選

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

為』；團隊年資長及高三的選手知覺到教

練較多的『民主行為』。 

鄭敏雄 
(民 81) 

421 名大專田徑
及排球選手 

1.男生較女生喜愛教練的『回饋』、『關懷
行為』與『專制行為』；也較滿意教練的

人際領導能力與選手個人的成績表現，

女生則較男生喜愛教練的『民主行為』

與『公私分明行為』。 
2.國家級大專選手較喜歡教練的『民主行
為』；區運級選手較偏好教練的『專業能

力行為』；縣市級選手則較偏好教練的

『回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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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運動團隊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蔣憶德 
陳淑滿 
葉志仙 
(民 90) 

530 名大專籃
球、排球、足

球、及棒球選手 

1.女選手較男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練
與指導行為』及『關懷行為』；而男選手

較女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專制行為』。 
2.男選手較女選手喜愛教練的『專制行為』。 
3.籃球選手較足球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訓練與指導行為』，而排球選手較足

球、棒球與籃球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專制行為』；棒球與籃球選手較排球選

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關懷行為』；棒球

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獎勵行為』。 

賴世堤 
(民 88) 

222 名大專田徑
選手 

1.男選手較女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
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及『獎勵

行為』；而女選手較難選手知覺到教練較

多的『民主行為』。 
2.五專組選手較大專甲、乙組選手知覺到
教練較多的 『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
行為』、『關懷行為』及『獎勵行為』。 

3.選手的組別、性別、及練習天數能有效
預測選手之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其中又

以『組別』的預測效力最大。 

賴世堤 
(民 89) 

291名高中（職）
田徑選手 

1.高中（職）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依序
為：『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民

主行為』、『獎勵行為』及『專制行為』。 
2.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與學校別）在『訓
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民主行

為』、『獎勵行為』及『整體領導行為』

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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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運動團隊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蕭嘉惠 
黃明玉 
(民 87) 

228 名花蓮地區
大專院校二年

級以上之學校

代表隊選手 

1.男選手較女選手、開放式較閉鎖式運動項
目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專制行為』。 

2.籃球選手較桌球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訓練與指導行為』。 

3.排球選手較桌球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關懷行為』。 

4.男選手較女選手、開放式較閉鎖式運動
項目選手偏好教練的『專制行為』。 

5.訓練頻率達 2天以上的選手較 1天訓練頻
率的選手偏好教練的『訓練與指導行為』。 

蕭嘉惠 
(民 88) 

230 名參加 87
年大專排球聯

賽第一級的排

球選手 

1.選手所知覺的與偏好的教練領導行為有
顯著差異。 

2.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隊齡及訓
練頻率）的差異，與其所知覺的與偏好

的教練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 

Wu 
(2000) 

247 名大學運動
選手 

1.男選手較女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
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關懷行

為』及『獎勵行為』。 
2.訓練年數在 1-3 年者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及『獎

勵行為』。 
3.甲組選手較乙組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專制行為』；而乙組選手較甲組選手知

覺到教練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為』、『民

主行為』、『關懷行為』及『獎勵行為』。 
4.桌球選手較田徑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
『權威行為』；而田徑選手較桌球選手知

覺到教練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為』、『民

主行為』、『關懷行為』及『獎勵行為』。 
5.訓練天數在 6 天以上 3 天以下者知覺到
教練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

行為』及『獎勵行為』。 
資料來源：吳慧卿（民 90）：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衝突、團

隊凝聚力及滿意度關係之實證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

育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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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目前在台灣地區有關運動教練領導行為的研究趨勢中，研究工具

大多以國外學者 Chelladurai 所編定運動領導量表為藍本 （吳國銑，

民 88；吳慧卿，民 90；陳玉娟，民 84；黃金柱，民 79；鄭志富，

民 86b；鄭志富，民 86c；鄭敏雄，民 81；蕭嘉惠、黃明玉，民 87；

Wu, 2000）。而情境因素雖為當今領導行為研究的主流，不過，對於

領導者個人的人格特質為領導行為所帶來的影響力，亦不容忽視 

（吳慧卿，民 90）。 

且經由相關的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選手所知覺與喜愛的教練

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莊艷惠，民 86；楊純碧，民 87；蕭嘉惠，

民 88），其中以『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及『獎勵行為』為

多（陳玉娟，民 84；黃金柱，民 79；鄭志富，民 86c；鄭松益，民 90；

蔣憶德、陳淑滿、葉志仙，民 90；賴世堤，民 88；賴世堤，民 89；

蕭嘉惠、黃明玉，民 87；Serpa, Pataco ＆Santos, 1991；Wu, 2000）。

此外，選手個人的背景變項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之影響甚巨 

（吳國銑，民 88；吳慧卿，民 90；涂志賢，民 87；鄭志富，民 86b；

賴世堤，民 89；蕭嘉惠，民 88）。 

所以，瞭解教練在面對各種不同的選手與情境因素下的領導行

為，對於運動成績的提昇及增進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具有實質的意

義（吳國銑，民 88）。此外，一位良好的教練應依選手之個別差異，

並配合實際的情境適時的調整個人的領導行為模式，方能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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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績效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 

一、績效的意涵 

績效的內涵因各家學者的看法有異，因此顯的較難界定。其可能

指的是效果（即解決問題、滿足需要，達成預定目標之程度），可能

指的是效率（即投入資源與產出成果之比率），可能指的是數量（即

工作成果之數目、範圍、內容之多寡），可能指的是質量（即工作之

素質、精細期望狀態水準之高低），可能指的是時效（即在時間、時

限、時宜、進度方面之適切性），可能指的是表現（即個人、單位或

組織的工作成果與態度印象之好壞），可能指的是偏好（即計畫進行

對象主觀判斷之稱心滿意與否）（盧心雨，民 90；戴文隆，民 87）。

易言之，『績效』並非是單純的一個概念，而是較為複雜的構念。以

下即針對國內、外學者為績效所下的定義列述如后。 

在國外學者方面： 

Etzioni（1964）：『績效是組織努力以實現的一種狀態或獲利的結

果』（轉引自李怡貞，民 83，頁 24）。 

Szilagyi（1981）：『績效是組織活動的結果』，同時其更認為：績

效的涵蓋範圍較效率與效能更為廣泛；換言之，效率與效能只是績效

的「次組成份子」（subcomponents）（轉引自李怡貞，民 83，頁 27）。 

在國內學者方面： 

丁文玲（民 89）：『績效是組織運用資源的有效程度 -效率

（ efficiency），與組織資源運用達成組織目標的程度 -效能

（effectiveness）』（頁 33）。 

李怡貞（民 83）：『績效是對組織目標達成程度的一種衡量』（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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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文（民 89）：『績效是組織經營與業務推動的結果』。它不僅包

含了客觀的具體數據，同時亦有個人內在滿意程度的主觀評斷（頁 34）。 

徐國耀（民 89）：『績效是組織達到其既定目標的程度』（頁 47）。 

賴士葆（民 78）：『績效是效率加上效能的結果；而效率指的是投

入與產出的比率關係，效能則是指目標的達成率』。 

戴文隆（民 87）：『績效是指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種表現，其之目標

亦須符合組織成員及外在環境所認同』（頁 7）。 

彭懷真（民 87）更針對績效（performance）的 11個字母為首，

將其整理出 11個英文單字來傳達團隊高績效的核心意義（頁 12），其

認為： 

1. P：purpose  團隊組成『目的』的確定。 

2. E：empowerment  團隊能『增加』與『擴展』成員的能力及
團隊的力量。 

3. R：relationship 成員『關係』間的重視。 

4. F：friendly 『友善』的成員。 

5. O：opportunity 在大家的合作下，創造更多的『機會』。 

6. R：recognition  對任務對彼此有充足的『認知』。 

7. M：morale  高昂的『士氣』。 

8. A：appreciate 『欣賞』和『讚美』。 

9. N：negotiation  保持『妥協』的空間。 

10. C：communication 更多而有效的『溝通』。 

11. E：effectiveness  做出優質的成果。 

羅英豪（民 89）：『績效是所追求的目的與所達成的結果之間的關

係』（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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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內外學者對績效所下的定義，我們更可藉此得知績效的意

義並非一成不變，基於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它可以不同的立場或角度

去詮釋『績效的意義』（丁文玲，民 89）。因此，本研究將『績效』定

義為：績效是先前預設的既定目標與之後的實作表現兩者之間的關係。 

二、影響選手績效表現的因素 

隨著不同領域與角度的探討，影響選手的績效表現可謂是包羅萬

象、五花八門。而國外學者 Chelladurai＆Saleh（1980）指出：教練領

導行為的五個向度，對選手個人的滿足感及運動目標的達成會有所影

響（盧俊宏，民 83）。而這五個向度分別為：訓練與指導行為（training 

and instructional behavior）、民主行為（democratic behavior）、專制行

為（autocratic behavior）、關懷行為（social behavior）與獎勵行為

（positive behavior）（莊艷惠，民 86；吳慧卿，民 90）。如表 2-4： 

表 2-4  教練領導行為向度 

領導向度 行為描述 
訓練與指導行為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al behavior 

係指運動教練在訓練與技能指導過程中，以

改進選手運動能力表現為導向的行為。 

民主行為 
democratic behavior 

係指運動教練在平日及比賽時，允許選手參

與決策及表達個人意見的行為。 
專制行為 

autocratic behavior 
係指運動教練在平日及比賽時，做決定時的

獨立性和個人權威的行為。 

關懷行為 
social behavior 

係指運動教練以滿足選手人際需要為導向的

行為，亦稱社會支持行為（ social support 
behavior）。 

獎勵行為 
positive behavior 

係指運動教練認同及獎賞選手的優良表現，

所給予的正增強回饋與行為。 

資料來源：轉引自吳慧卿（民 90）：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衝
突、團隊凝聚力及滿意度關係之實證研究。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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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 Davide（1984）亦認為：當員工的工作滿足感高時，員

工對於該組織與該領導者的忠誠度亦相對提高。同時，其將更主動的

參與及完成自身的工作；且當組織遭遇瓶頸困境之時，員工亦能共體

時艱、共渡難關（轉引自李文娟，民80，頁1-2）。易言之，當組織成

員內在的滿足感充分被滿足時，其個人的參與意願及熱誠亦相對提高。 

因此綜觀上述各家學者的觀點，我們更可清晰得知，選手個人的

滿意度不僅會影響其個人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同時更將左右選

手個人的行為表現。 

三、績效的構面 

一般說來，目標的存在對於各組織與團體而言，具有（1）提供個

人及群體的努力方向、（2）將影響到組織規劃及活動的方式、（3）可

提供評估及控制的功能等三種意義（引自李怡貞，民 83，頁 26）。因

此，其之構面亦將隨著該組織與團體性質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若簡

以言之，則可將其視為某一團體或組織，就其先前所預設的目標與之

後實做表現相較的衡量系統。以下就針對國內、外學者為績效所衡量

的構面列述如后。 

在國外學者方面： 

Campbell（1977）從過去的相關研究中，一共整理出十九種不同

的標準，而其中使用率較為頻繁之財務性評估有：（1）獲利率或投資

報酬率、（2）生產力；而非財務性評估則有：（1）員工流動率、（2）

員工滿足、（3）全面績效（引自黃慈雅，民87，頁40）。 

Simons＆Dvorin（1977）則認為績效衡量的構面，在非財務性評

估方面應包含：（1）創新、（2）衝突、（3）效能、（4）效率、（5）工

作滿足（6）員工士氣等六種（引自李怡貞，民83，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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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ilagyi（1981）認為績效衡量的構面，在財務性評估方面應包含：

（1）獲利率、（2）生產力；而非財務性評估則有：（1）市場、（2）

資源、（3）創新、（4）社會責任。 

Kast（1979）認為績效衡量的構面，在非財務性評估方面應包含：

（1）效能、（2）效率、（3）參與者之滿足等三種（引自李怡貞，        

民83，頁27）。 

在國內學者方面： 

李明芳（民 82）認為績效衡量的構面，在財務性評估方面應包含：

（1）獲利力、（2）成長力等二種（引自黃慈雅，民87，頁41）。 

吳司華（民 68）認為績效衡量的構面，在財務性評估方面應為獲

利率；在非財務性評估方面則應包含：（1）目標達成率、（2）市場佔

有率之改善、（3）規模成長（引自李怡貞，民83，頁26）。 

陳天賜（民88）則將『球隊績效』衡量的構面訂定為：球隊總教

練帶領球隊於前二季期間的勝率表現。（頁 3） 

陳正男（民 74）認為績效衡量的構面，在財務性評估方面應包含：

（1）獲利力、（2）成長力；在非財務性評估方面則為：分散風險力

（引自黃慈雅，民87，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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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績效評估構面指標 

研究者 評估構面與績效指標 

財務性 獲利率或投資報酬率、生產力 Campbell 
(1977) 非財務性 員工流動率、員工滿足、全面績效 

Simons＆Dvorin 
(1977) 非財務性 

創新、衝突、效能、效率、工作滿足、 

員工士氣 

財務性 獲利率、生產力 Szilagyi 
(1981) 非財務性 市場、資源、創新、社會責任 

Kast 
(1979) 

非財務性 效能、效率、參與者之滿足 

李明芳 

(民 82) 財務性 獲利力、成長力 

吳司華 

(民 68) 非財務性 
目標達成率、市場佔有率之改善、 

規模成長 

陳天賜 

(民88) 
非財務性 

球隊總教練帶領球隊於前二季期間的 
勝率表現 

財務性 獲利力、成長力 陳正男 

(民 74) 非財務性 分散風險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上述國內、外學者所做過的相關研究發現，一般企業在衡量

員工的績效表現時，大多仍跳脫不了『財務性』與『非財務性』等兩

種指標來評斷。因此，本研究係將『選手績效表現』界定為：選手經

由教練個人的領導行為，所引發的個人內在滿意程度，以及經由賽會

競賽規程制定的相關規則所呈現的個人數據成績。而其之評估構面，

在選手成績表現為：（1）得分總合、（2）排名積分；在選手滿意度為：

（1）選手對教練訓練與領導行為的滿意度、（1）選手對個人績效表

現的滿意度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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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現實當中，績效的內涵因各家學者看法有異，因此顯的較難界

定。且基於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可以不同的立場或角度去詮釋『績效

的意義』（丁文玲，民 89）。換言之，因組織性質的不同，其績效的指

標及評估的標準亦隨之有異。 

從目前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一般企業在衡量員工的績效表現

時，大多仍跳脫不了『財務性』與『非財務性』等兩種指標來評斷。

然而，競技運動的成就，即是取決於競賽中的實作成果來表現其之績

效（張榮顯，民 90）此外，個人內在的滿意程度亦將影響個人的參與

意願及熱誠（Davide，1984）。因此，研究者認為：競技運動的績效

表現，除了最顯而易見的競賽成績表現外，亦應涵蓋組織成員內在的

滿意程度。 

事實上，競技運動是極為現實的。有了具體的成績表現才會受到

世人的肯定與各項的支援與支持。而有了各界的支持與各項經費等的

支援亦方能繼續推動各項運動等相關活動。俗語說：『業精於勤而荒

於嬉』，團隊若想要有好的戰果，皆不容懈怠，亦唯有如此才可順應

各種不同的情境，持續保有良好的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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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領導行為與績效表現之相關實證研究 

教練的領導行為影響選手的一切動態過程，而選手的種種表現亦

影響教練平日的領導方式。該如何讓教練與選手兩者之間共同攜手朝

向目標前進，以提昇選手的競技能力，並持續不斷的超越自我、挑戰

極限，亦將是未來運動團隊所應努力的方向。以下就針對國內、外學

者所做過的相關研究，將其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等，做

一簡單的整理並列述如下： 

在企業主管的領導型態方面： 

在Burress的相關研究中，其結果發現：具有教導式領導型態的

主管（提供建議給員工、重視員工自我管理、授權並鼓勵團隊的精神）

與員工的績效表現成正相關。此外，偏向於領導型態的主管其工作績

效愈高（轉引自李文娟，民 80，頁 22）。 

Campbell（1997）針對醫療機構的員工，探討主管運用技術

（technique-oriented）或仁慈（kindness）領導方式是否激發員工

在工作中的自我興趣、提高組織承認與品質績效。其結果發現：若主

管採取仁慈的領導方式，對員工關心、照顧與尊重，會同時增加員工

對於工作的自我興趣、對該組織的承諾與產生高績效的個人表現（轉

引自李文娟，民 86，頁 22）。 

Bennett 針對香港美商銀行的菲籍與港籍的中階層經理人，以

Fiedler 的 LPC 量表作為測量工具，進行領導情境與組織績效兩者間

之關係的相關研究。其結果發現：『體制型』的菲籍經理人具有高績

效表現；而港籍的華人經理則以『體諒型』的經理人具有較高的績效

表現（引自李怡貞，民83，頁32）。 

 

 



 39

林郁文（民 90）以台灣營建類別的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主管領

導風格、員工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之關係，其研究發現：1.員工工作

績效與主管的領導風格有相關性。2. 員工溝通滿足與主管的領導風格

有相關性。3.員工工作績效與工作滿足有相關性。4.員工工作滿足與離

職傾向呈現負相關。5.員工溝通滿足與離職傾向呈現負相關。 

李文娟（民 86）針對台灣某幫浦製造公司內的 170名員工，探討

『領導型態』、『組織氣候』、『工作士氣』與『工作績效』等四者之間

的關係，並以生產力、獲利力與成長力作為績效探討的構面。其研究

發現：1.主管的領導型態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尤其是高體恤的

領導型態下，員工的整體、薪資、升遷、與上司之間及與同事之間的

關係的滿意度為最高；而在高結構的領導型態下，員工對於工作內容

的滿意度為最高。且主管的領導型態對於員工的工作績效並無影響。

2.員工對於工作滿意度的認知會影響其工作績效。3.員工的個人屬性

會影響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 

黃慈雅（民 87）針對台灣地區金融業女性經理人為研究對象，探

討『領導風格』與『部屬績效』兩者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發現：不同

的領導風格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有顯著的相關性。此外，當部屬的『工

作滿足』愈高時，『團隊向心力』更強，部屬的績效表現更佳。 

綜觀上述各家學者的相關研究，更了解領導者個人的領導行為及

風格確實與部屬的績效表現有顯著得相關性（林郁文，民 90；黃慈雅，

民 87；Burress,1996；Campbell,1997）。以下即將上述研究之相關研

究結果整理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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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企業主管的領導型態與績效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Burress 
(1996)  

1.具有教導式領導型態的主管（提供建議給

員工、重視員工自我管理、授權並鼓勵團

隊的精神）與員工的績效表現成正相關。 

2.偏向於領導型態的主管其工作績效愈高。 

Campbell 
(1997) 

醫療機構 

員工 

若主管採取仁慈的領導方式，對員工關

心、照顧與尊重，會同時增加員工對於工

作的自我興趣、對該組織的承諾與產生高

績效的個人表現。 

Bennett 
(1977) 

香港美商銀

行的菲籍與

港籍的中階

層經理人 

1.『體制型』的菲籍經理人具有高績效表現。 
2.而港籍的華人經理則以『體諒型』的經
理人具有較高的績效表現。 

林郁文 
(民 90) 營建業 

1.員工工作績效與主管的領導風格有相關性。 
2.員工溝通滿足與主管的領導風格有相關性。 
3.員工工作績效與工作滿足有相關性。 
4.員工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呈現負相關。 
5.員工溝通滿足與離職傾向呈現負相關 

李文娟 
(民 80) 

170 名台灣
某幫浦製造

公司內部的

員工 

1.主管的領導型態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滿意
度，尤其是高體恤的領導型態下，員工

的整體、薪資、升遷、與上司之間及與

同事之間的關係的滿意度為最高；而在

高結構的領導型態下，員工對於工作內

容的滿意度為最高。且主管的領導型態

對於員工的工作績效並無影響。 
2.員工對於工作滿意度的認知會影響其工
作績效。 

3.員工的個人屬性會影響工作滿意度與工
作績效。 

黃慈雅 
(民 87) 

台灣地區金

融業女性經

理人 

1.不同的領導風格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有顯
著的相關性。 

2.當部屬的『工作滿足』愈高時，『團隊向
心力』更強，部屬的績效表現更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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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練領導行為方面： 

在吳慧卿（民 90）所探討的研究中，其研究發現：1.國內大學院

校的桌球選手在滿意度方面，是以『團隊內部』的滿意度為最高。2.

不同的組別、性別、與教練相處年數、學校類別的選手，其滿意度具

有顯著差異存在。3.教練的領導行為與組織成員的滿意度具有顯著的

相關性。 

邱聯榮（民 80）以參加民國 79 年職棒賽的四支隊伍之所有球員

共 70 名為研究對象，並以自編之『職業棒球現況調查問卷』為研究

工具，探討職棒球員之環境知覺、工作滿意度與教練團領導行為對成

績表現之影響，其研究發現：1.教練的『體恤』因素對選手滿意度最

具預測力。2.教練的『體恤』因素對工作滿意度最具預測力。 

在涂志賢（民 87）的研究中，其研究發現：1.訓練年資在『7-9

年』者對於教練領導的滿意度顯著高於訓練年資『4-6 年』及『3 年

以下』者。2.不同運動項目的選手在對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度上有顯

著差異。3.教練的領導風格對於選手的滿意度有預測效力。4.不同學

齡與運動項目類別的選手對團隊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存在。 

陳玉娟（民 84）其研究發現：1.教練的『訓練與指導行為』、『專制

行為』、『獎勵行為』及『關懷行為』能有效預測選手對成績表現與教練

領導行為的滿意度，僅只有『專制行為』的預測值為負。2.較年輕、就

讀國中、學齡較短的男子選手對教練的領導行為有較高的滿意度。 

黃金柱（民 79）則發現：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的滿意度之間具相

關性。 

莊艷惠（民 86）的研究結果則為：教練的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全

體選手及偶而下場選手的內在動機，但對於經常下場及沒有下場的選

手則無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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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純碧（民 87）則發現：『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社

會支持行為』及『獎賞行為』能有效預測教練-選手關係滿意度。 

鄭松益（民 90）的研究結果則為：1.選手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滿

意度高於成績表現。2.國家級、球齡較長及團隊年資長的選手對教練

領導行為的滿意度較高；男性、團隊年資長及高二的選手對成績表現

的滿意度較高。3.教練的『關懷行為』、『獎勵行為』及『專制行為』

能有效預測選手對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度；其中，『專制行為』的預測

力為負值；而『訓練與指導行為』及『專制行為』能有效預測選手對

成績表現的滿意度。 

鄭敏雄（民 81）的研究結果則為：1.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其滿足感

有顯著差異。2.教練領導行為上的差異能有效預測選手的滿意度。 

蕭嘉惠（民 88）則發現：選手所知覺的與偏好的教練領導行為有差

距時，能有效預測選手的成績表現及其對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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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績效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吳慧卿 
(民 90) 

227 名大學院校
桌球選手 

1.國內大學院校的桌球選手在滿意度方
面，是以『團隊內部』的滿意度為最高。 

2.不同的組別、性別、與教練相處年數、
學校類別的選手，其滿意度具有顯著差

異存在。 
3.教練的領導行為與組織成員的滿意度具
有顯著的相關性。 

邱聯榮 
(民 80) 70名職棒球員 

1.教練的『體恤』因素對選手滿意度最具
預測力。 

2.教練的『體恤』因素對工作滿意度最具
預測力。 

涂志賢 
(民 87) 

三所體育學院

運動代表隊選

手共 568名 

1.訓練年資在『7-9年』者對於教練領導的
滿意度顯著高於訓練年資『4-6年』及『3
年以下』者。 

2.不同運動項目的選手在對教練領導行為
的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3.教練的領導風格對於選手的滿意度有預
測效力。 

4.不同學齡與運動項目類別的選手對團隊
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存在。 

陳玉娟 
(民 84) 

310 名國中、高
中及保送大學

之游泳選手 

1.教練的『訓練與指導行為』、『專制行為』、
『獎勵行為』及『關懷行為』能有效預測

選手對成績表現與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

度，僅只有『專制行為』的預測值為負。 
2.較年輕、就讀國中、學齡較短的男子選
手對教練的領導行為有較高的滿意度。 

黃金柱 
(民 79) 

78 名左訓中心
的選手 

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的滿意度之間具相

關性。 

莊艷惠 
(民 86) 

185 名五專及三
專之籃球、排

球、手球、足球、

及曲棍球選手 

教練的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全體選手及

偶而下場選手的內在動機，但對於經常下

場及沒有下場的選手則無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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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績效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楊純碧 
(民 87) 

587 名大專院校
甲組的運動選手 

『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社會

支持行為』及『獎賞行為』能有效預測教

練-選手關係滿意度。 

鄭松益 
(民 90) 

436 名高中排球
選手 

1.選手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度高於成
績表現。 

2.國家級、球齡較長及團隊年資長的選手
對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度較高；男性、

團隊年資長及高二的選手對成績表現的

滿意度較高。 
3.教練的『關懷行為』、『獎勵行為』及『專
制行為』能有效預測選手對教練領導行為

的滿意度；其中，『專制行為』的預測力為

負值；而『訓練與指導行為』及『專制行

為』能有效預測選手對成績表現的滿意度。 

鄭敏雄 
(民 81) 

421 名大專田徑
及排球選手 

1.不同背景變項的選手其滿足感有顯著差異。 
2.教練領導行為上的差異能有效預測選手
的滿意度。 

蕭嘉惠 
(民 88) 

230 名參加 87
年大專排球聯

賽第一級的排

球選手 

選手所知覺的與偏好的教練領導行為有

差距時，能有效預測選手的成績表現及其

對教練領導行為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吳慧卿（民 90）：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衝突、團
隊凝聚力及滿意度關係之實證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

育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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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績效的意義基於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可以不同的立場或角度去解

釋（丁文玲，民 89）。相對的，因組織性質的不同，其績效的指標及

評估的標準亦隨之有異。因此，領導者在擬定相關標準時，亦需多方

考量，以求最佳的適用性。 

此外，選手個人的滿意度與個人內在的參與動機將隨著教練的領

導行為表現產生不同的影響。當選手所期望的教練領導行為與教練實

際的領導行為一致或差距愈小時，則選手的滿意度亦隨之提高。而當

滿足感提升時，其個人對該組織與該領導者的忠誠度亦相對提高

（Davide , 1984）。 

透過過去的研究中亦發現：教練領導行為確實與選手的滿意度有

顯著的相關性（吳慧卿，民90；黃金柱，民79；Horne＆Carron, 1985）。

而領導者的『關懷行為』對組織成員的滿意度，最具預測的效力    

（邱聯榮，民80；涂志賢，民87；陳玉娟，民84；楊純碧，民87；

鄭松益，民90；蕭嘉惠，民88）。此外，教練的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

選手對成績表現的滿意度（陳玉娟，民84；鄭松益，民90；蕭嘉惠，

民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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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總結 

一、領導行為的研究目的莫不在追求一個卓越而有效的領導成果。而

競技運動的成就，即是取決於競賽中的實作成果來表現其之績效

（張榮顯，民 90）。再者，一個組織的優劣，不能全數推託於領

導者個人；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成功的領導將有助於組織效能

的提昇（蕭嘉惠、黃明玉，民 87）。 

二、國外學者Chelladurai ＆ Saleh（1980）認為教練領導行為的五

個向度對選手個人的滿足感及運動目標的達成會有所影響。而這

五個向度分別為：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專制行為、關懷

行為與獎勵行為（吳慧卿，民 90；陳玉娟，民 84）。 

三、綜觀過去各家學者的相關研究中，我們亦不難發現：選手所知覺

與喜愛的教練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莊艷惠，民 86；楊純碧，

民 87；蕭嘉惠，民 88），其中以『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

及『獎勵行為』為多（陳玉娟，民 84；黃金柱，民 79；鄭志富，

民 86c；鄭松益，民 90；蔣憶德、陳淑滿、葉志仙，民 90；賴世堤，

民 88；賴世堤，民 90；蕭嘉惠、黃明玉，民 87；Wu, 2000）。此

外，選手個人的背景變項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之影響甚巨

（吳國銑，民 88；吳慧卿，民 90；涂志賢，民 87；鄭志富，

民 86b；賴世堤，民 90；蕭嘉惠，民 88）。 

四、教練領導行為確實與選手的滿意度有顯著的相關性（吳慧卿，    

民90；黃金柱，民79； Horne ＆Carron，1985）。而領導者的『關

懷行為』對組織成員的滿意度，最具預測的效力（邱聯榮，民80；

涂志賢，民87；陳玉娟，民84；楊純碧，民87；鄭松益，民90；

蕭嘉惠，民 88）。此外，教練的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選手對成績

表現的滿意度（陳玉娟，民84；鄭松益，民90；蕭嘉惠，民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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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言之，教練的領導效能對於運動團隊亦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

響。同時，高績效的運動教練亦應隨著選手的個別差異，並配合

實際的情境適時的調整個人的領導行為模式（吳國銑，民 88）。

畢竟，選手的績效表現正有如選手的培訓過程般是有階段性的。 

六、績效的意義基於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可以不同的立場或角度詮釋

（丁文玲，民 89）。相對的，因組織性質的不同，其績效的指標

及評估的標準亦隨之有異。因此，領導者在擬定相關標準時，亦

需多方考量，以求最佳的適用性。 

七、目前國內的有關運動教練領導行為的研究中，仍未見針對體操教

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做深入的探討。而在少數的體操相關

研究的文獻中，亦多以體操動作技能分析與體操相關規則的分析

為主，因此研究者嘗試藉此研究，期能找出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

操運動團隊最高績效的教練領導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