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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  

本章旨在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綜合討論，內容分為：一、台灣

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特性與績效表現之現況；二、台灣地區競技體

操女子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之現況；三、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

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之差異情形；四、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

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之解釋力等四個部分。 

第一節  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特性與績效表現
之現況 

一、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特性之現況 

在本次研究中共計有 94位受試者，從組別的分佈情形得知，以大

專組總參賽人數為最多，計有 42人次，其次是高中組 29人次，而以國

中組的參賽人數為最少，計有 23人次。 

換言之，今後相關單位若未能以實際的行動來積極運作與培養基層

選手，今後台灣地區競技體操錦標賽女子組的賽程將如同 91 年的全中

運國中女子組賽程一般，不僅無法再次舉行，且亦將使少數仍堅持崗位

的教練與選手們的權益受損，尤其是選手最為在意的升學保送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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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成績表現之現況 

就本研究對象在競技體操各個單項成績表現之平均值看來，選手

們的成績普遍偏低，研究者推論，此一研究結果應與現今競技體操新

規則的實施有直接的關係。隨著體壇日新月異的發展，體操動作技能

的不斷提升，為了能更為謹慎而明確的分出選手個人技能的優劣，國

際體操規則亦隨著不斷的翻修。從目前國際體操聯盟（FIG）的作業

實施流程看來，平均每四年競技體操規則即有重大的變革出現。換言

之，當該屆奧運會結束之時，亦是競技體操規則大翻修訂的開始。而

台灣地區對於此次新規則的頒布則是於民國 90 年七月中旬，透過中

華民國體操協會所承辦體操裁判之相關講習活動，將競技體操最新的

發展趨勢及相關規則介紹予台灣地區的教練與裁判；民國 90 年全運

會之競技體操錦標賽正是台灣地區首次以最新體操規則實施的第一

個賽會。因此，在多數選手與教練不甚熟悉規則，與動作技能不及培

養與編配的情況下，選手個人的成績表現終將不盡理想，所以選手們

在個人成績表現的得分上有較低的情況發生。 

（一）台灣地區各層級女子選手之『起評分』情形： 

由台灣地區所有教育層級選手之平均值看來：『大專甲組』選手為

8.09分；『高中組』選手為 8.03分；『國中組』選手為 7.30分；『大專乙

組』選手為 6.69分。大專甲組與高中組等二個教育層級的女子選手仍

是台灣地區動作技能最優的主力選手。 

但若由所有教育層級選手各單項成績之平均值來看，對所有教育

層級選手而言，高低槓項目是最具難度與挑戰性的項目之一。換言

之，對於台灣地區的選手而言，高低槓是目前競技體操項目中，最不

具國際競爭力的項目。針對此一現象，研究者認為：未來相關單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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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持續定期舉辦裁判研習活動之外，對於高難度等新技能動作之相關

訓練方法與輔助技巧，亦須透過教練相關研習活動提供彼此交流與相

互切磋的機會，並藉此刺激選手與教練向更高難度動作的挑戰，以達

到起評分提升的目標。 

（二）台灣地區各層級女子選手之『扣分』情形： 

由所有選手的扣分情形看來：『2001年東亞運』選手為0.81分；『大

專甲組』選手為 1.25分；『高中組』選手為 1.35分；『國中組』選手為

1.65分；『大專乙組』選手為 2.03分。 

整體而言，目前在台灣地區各層級選手動作技能的表現上，乃以

大專甲組選手的質量與穩定性為佳。但若與 2001 年東亞運層級的選

手相較，則台灣地區的選手在動作技能的質量與穩定性上仍有極大的

努力空間，尤其是在高低槓的項目中。因此，今後對於從事競技體操

女子選手教學、訓練、經營管理與有興趣從事的相關教師、教練，除

須在嚴格加強各單項的基本動作技能外，亦需搭配相關的輔助訓練，

加強選手相關部位的肌肉適能。唯有如此，方能減低選手有『力不從

心』的感受，與運動傷害意外事件的發生率，而能延續選手運動生涯

的生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專乙組選手在高低槓項目的比賽表現之

所以能較優於其之平衡木與地板項目的表現，係因賽會承辦單位為提

升參賽選手的成就感，並進而提升大專乙組的參賽人口，而另行調整

高低槓的結果。易言之，今後如欲提昇競技體操的運動參與人口，針

對體操學齡淺的選手舉辦簡易的賽制，並適度的調整競賽規定與相關

難度要求，的確是未來相關單位值得嘗試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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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地區各層級女子選手之『最後得分』情形： 

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大專甲組女子選手的跳馬、平衡木與地板等

三個項目之起評分，依序為8.56分、8.52分、8.31分；高中組女子選

手的跳馬、平衡木與地板等三個項目之起評分，依序為8.26分、8. 62

分、8.34分；而2001年東亞運選手之最後得分的平均值為8.40分。 

因此，若由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大專甲組與高中組等二個層級的女

子選手，跳馬、平衡木與地板等三個項目之起評分看來，約相當於2001

年東亞運選手之最後得分的平均值。換言之，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

女子選手若想要在國際間嶄露頭角，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四）台灣地區各層級女子選手之『得分總合』情形： 

由於選手在『個人全能』競賽項目中的排名依據，乃是取決於其

個人於四個單項的得分總合。因此，若以 2001 年東亞運選手之得分

總合的平均值30.82分，與台灣地區所有教育層級選手得分總合之平

均值相較，『高中組』選手 25.33分，『大專甲組』22.84分，『國中組』

選手 18.91 分，『大專乙組』17.64 分，則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

選手在個人全能的成績表現上，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因此，若想要在國際間爭取相關的獎項等嶄露頭角的機會，教練

除應配合選手個人的特性與長處，集中全力在該單項的發展上，更應

隨時蒐集、了解相關規則與競賽規程辦法，將其用於選手整套動作技

能的編配，以提升選手優質的競爭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大專甲組』選手在本次賽會之第一競

賽中，其於競技體操四個單項之起評分、扣分與最後得分的成績表現上

皆稍優於『高中組』選手，然在得分總合的成績表現上，卻較『高中組』

選手略遜一籌。針對此一競賽結果，研究者推論：此乃與整體選手該次

賽程之個人參賽項數有關。由於在本次研究對象中，能全程完成四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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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項目者的比例分別為：『大專甲組』選手為 69.2﹪、『高中組』選手則

為 86.2﹪。換言之，『大專甲組』選手在整體累計之得分總合的平均值

上，亦將顯著受到影響，而該組之平均值亦將隨之減低了許多。 

綜言之，目前台灣地區在競技體操等相關新資訊的獲取、蒐集、

整理與傳播的作業流程等效率上尚有較大的改善空間。然而，又因台

灣地區的單項運動協會是屬民間組織，在經費財源上較為拮据且又不

夠穩定，因此，若想單靠協會單方面的力量來提升選手的績效，研究

者認為其仍屬有限，亦緩不濟急。所以，台灣地區目前正從事於女子

競技體操選手教學、訓練、經營管理及相關愛好之所有人士，亦應積

極提升個人的語言能力，勇於走向國際。唯有如此，方能有效率的提

升選手個人的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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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滿意度之現況 

就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滿意度各構面之平均數而言，

選手『對教練的滿意度』的得分高於選手『對個人的滿意度』，且兩者

皆達中上程度的滿意。顯示目前台灣地區從事女子競技體操訓練的教

練的行為表現與選手們的期望頗為一致，因而有較為不錯滿意程度。

此外，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對教練指導與領導行

為的滿意度高過於選手對於成績表現的滿意度。此等研究結果亦與過

去研究（吳慧卿，民 90；陳玉娟，民 84；鄭松益，民 90）結果一致。

顯示目前台灣地區的競技體操女子選手仍有努力向上的榮譽心，對於

個人的成績表現仍有較高的期許。 

此外，研究者認為：若該教練能適時的引導選手將個人的心中『不

滿』，激發成選手個人努力向上的原動力，當可促使選手提升個人的績

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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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
行為之現況 

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乃以『關懷行

為』之得分為最高，其次依序為『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專

制行為』，而以『獎勵行為』的得分為最低。而此研究結果亦再次驗

證過去國內幾篇相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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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目前

台灣地區多數的競技體操教練在從事指導女子選手時，能適時的給予

較多柔性的關懷與積極的正向回饋。同時，亦能隨著現今民主、自由

的時代潮流，容許選手能有較多的參與機會與自主的空間。此一研究

結果與吳慧卿（民 90）之研究結果頗為一致。 

國內學者鄭志富（民 86c）亦指出：置身於當今多元的社會中，

選手個人的自主性、價值觀及行為態度，皆逐漸趨於自由化與個人

化。換言之，在目前民主風氣盛行的台灣地區，多數的競技體操教練

在從事指導女子選手時，已較能屏棄『一言堂』式的領導風格，取而

代之的是較為民主、開放的領導風格。 

此外，若從選手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五個構面之平均數來看，

『關懷行為』、『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專制行為』與『獎

勵行為』等各構面平均數分別為：3.99、3.84、3.79、3.67、3.66。換

言之，各構面之平均數差距並不算太大。這是否亦意味著目前台灣地

區多數的競技體操教練在從事指導女子選手時，已較能適切的掌握當

時的訓練情境及不同階段的成長過程，而有不同的領導行為來因應，

值得後續從事相關研究的研究者再進一步的做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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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
行為之差異情形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到教練

較多的『關懷行為』，其他依序為『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

『專制行為』，而以『獎勵行為』為最低。此外，在選手『組別』、『年

齡』、『體操學齡』、『與教練相處年數』、『每週訓練時數』及『最高

成就』等六種不同背景變項中，亦皆有顯著差異存在。此外過去研

究（吳國銑，民88；吳慧卿，民90；涂志賢，民87；黃金柱，民79；

鄭志富，民86b；賴世堤，民89；蕭嘉惠，民88）結果頗為一致，上

述研究皆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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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別 

就組別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在教

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上，在『專制行為』、『獎勵行為』與『民主行為』等

三個構面，皆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經分析比較後發現：大專乙組的選手

在『專制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大專甲組以及高中組的選手；在『獎勵

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其他各組的選手；而在『民主行為』的得分，則

顯著高於高中組及國中組的選手。換言之，大專乙組選手在『專制行為』、

『獎勵行為』與『民主行為』等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上，明顯與其他各組

的選手不同。而，此一研究結果與陳玉娟（民 84）之研究結果部分有異，

其研究指出：就讀國中、受訓期間較短的選手，其所知覺到的教練領導行

為以『訓練與指導行為』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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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不一致，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目前大專乙組的體操校隊

乃多是採以社團的經營模式，選手來源多半來是教練經由體操等相關課程

覓尋而來，且本身亦對體操存有極大興趣者。換言之，大專乙組的選手多

數皆屬初學者。因此，教練在從事指導及相關之訓練時，仍較多傾向採取

『民主』及『獎勵』的方式，來誘使選手投入該團隊專心一意參與訓練，

並代表學校參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專乙組選手同時知覺到教練較多的『專制行為』

與『民主行為』，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此乃與運動項目的特性有關。

由於競技體操運動項目多元，各種技能動作變化萬千，所需注意之動作要

點與訣竅極多，所以，教練在面對技能成熟度較為不足的選手時，會顯得

較以個人專業為出發點，希望選手在從事相關訓練工作時，能更加專心投

入以避免運動傷害，因此，選手會知覺到教練較多的『專制』領導行為。

然而，亦因大專乙組的選手皆已步入成年階段，其有較多的自我主張、自

我意識亦較強。所以，教練在帶領此一層級的選手時，除了在動作技能的

指導時，會有較為顯著的『專制行為』行為出現，教練與選手在其他時刻

及情境的相處上，教練亦將提供選手較大的自主空間。以致選手會同時知

覺到教練有較多的『民主行為』出現。 

二、年齡 

就年齡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對於

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在『獎勵行為』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且經分析比較後發現，20歲以上年齡層的選手在『獎勵行為』的得分，

顯著高於 17-19 歲以及 16 歲以下年齡層的選手。換言之，目前台灣

地區 20歲以上的選手較 19歲以下的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獎勵

行為』。同時，吳慧卿（民 90）亦指出：不同年齡層的選手，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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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態度及判斷力，均有顯著的階段差異。因此，本研究結果亦

再次驗證過去的研究（陳玉娟，民 84；蕭嘉惠，民 88）。 

針對此一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目前 20 歲以上的選手全數皆為大

專選手，已較其他年齡層的選手年長且趨於社會化。此外，在青春期階

段會顯得較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意識亦較強（黃慧真譯，民 78）。其

除了有較重的課業壓力與相關活動外，亦須開始為未來步入社會做最好的

計畫與準備，因此，其練習時段較難固定。以研究者本身的經歷而言，過

去在中等教育階段，校隊的練習時段可經由教練與校方協商，透過相關課

程的調整與安排，校隊常可在下午二點過後前往訓練場館參與訓練工作，

而其他校外活動的參與亦在教練的要求下減至最低，因此，隊員們能有較

多的共同與固定的時段參與訓練工作。相較之下在大專階段，校內有許多

課外學習及研習活動需參與，所以，多數的練習時段，常於晚間六點過後，

當選手經歷過白天各項學習活動的盡力表現後，至晚間時分其之生理狀態

多已呈『力不從心』的疲憊狀態。換言之，20歲以上的選手在生活多元

且又無升學之保送甄試權的壓力，因此，其個人參與訓練的動機將顯

得較其他年幼選手來的薄弱。所以，教練在帶領該年齡層的選手時，會顯

得較以『獎勵』的行為方式來提升訓練的附加價值，以誘使選手能持續專

心一意投入訓練工作。 

三、體操學齡 

就體操學齡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

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在『專制行為』、『獎勵行為』與『民主行為』

等三個構面上，皆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經分析比較後發現：體操學齡

在 4 年以下的選手在『專制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體操學齡在 10 年

以上的選手；在『獎勵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其他各組的選手；而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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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行為』的得分，則顯著高於體操學齡在 5-9 年的選手。換言之，目前

台灣地區體操學齡在 4年以下的競技體操女子選手，在『專制行為』、

『獎勵行為』與『民主行為』等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上，明顯與其他

各組的選手不同。而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吻合（陳玉娟，民 84；

Chelladurai ＆ Saleh，1978）。Chelladurai ＆ Saleh（1978）指出：運

動員個人的運動學齡將影響其個人的知覺與偏好之教練領導行為。

而，本研究結果與Wu（2000）的部分研究發現不一致，其研究指出：運

動學齡在 1-3年的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

行為』與『獎勵行為』。鄭松益的研究則指出：運動學齡愈長者，將知

覺到教練較多的『獎勵行為』。 

造成此不一致的原因，研究者認為：此與本研究發現之『組別』的研

究結果推論相當吻合。由於體操學齡往往會牽涉到其他變項的影響，例

如：年齡、個人認知、技能成熟度等（吳慧卿，民 90），且體操學齡

在 4 年以下的選手，正處興趣與認知培養初期，對於競技體操運動的認

知極為有限，且又多是自發性的參與校隊較難有約束力，因此，在個人參

與訓練的意志上較不穩定。同時，體操訓練的過程極為辛苦，不僅考驗著

人體生理的極限，更考驗著人類心理狀態。為誘使選手能勇於長期並專心

的投入訓練工作，教練會同時展現出較為顯著的『獎勵』與『民主』行為

表現。 

此外，競技體操運動項目的動作技能與發展，永無止盡、千變萬化，

且遇高難度動作訓練時，其危險性亦相對提高。因此，在面對體操學齡初

期的選手，教練為避免運動傷害事件的發生，亦會展現出較為顯著的『專

制』行為表現。換言之，教練於訓練過程中往往會採取恩威並施、剛柔並

濟的領導方式，以提高學習者之學習意願，並保護學習者在訓練過程不致

因個人疏失，而導致傷害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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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教練相處年數 

就選手與教練相處年數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

操女子選手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在『專制行為』與『關懷行為』

等二個構面上，均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經分析比較後發現：與教練相

處年數在 4年以下的選手在『專制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其他各組的選

手；在『關懷行為』的得分，則顯著高於與教練相處年數達 5-7年的選手。

換言之，目前台灣地區與教練教練相處年數在 4年以下的選手，在『專

制行為』與『關懷行為』等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上，均顯著與其他各組

選手不同。而本次研究結果與過去吳慧卿（民 90）部分的研究論點一

致。吳慧卿（民 90）指出：隨著選手個人與教練相處年數的不同，其

個人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亦會有所差異。尤其是在教練與選手彼此

接觸初期第一年時，選手將知覺到較多的『專制行為』。 

此外，在本研究的對象中，與教練相處年數在 4 年以下的所有選手

中，有 62﹪是『體操學齡在 4年以下』的選手。換言之，與教練相處年

數在 4年以下的選手多數皆為技能培養初期的選手，因此當教練在訓練的

過程當中，將顯得較以個人專業的角度為出發點，而有較為顯著的『專制』

行為表現。而在非技能訓練的指導過程中，則會有較為顯著的『關懷』行

為表現。 

五、每週不同訓練時數 

就每週訓練時數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

選手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在『訓練與指導行為』、『專制行為』、

『獎勵行為』與『民主行為』等 4個構面上，皆有顯著差異存在。經

分析比較後發現：每週訓練時數在 9小時以下的選手在『訓練與指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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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得分，顯著高於每週訓練時數在 20小時以上的選手；在『專制

行為』的得分，顯著高於每週訓練時數在 10-19小時的選手；在『獎勵

行為』及『民主行為』等 2個構面的得分，則分別顯著高於其他各組

的選手。換言之，目前台灣地區每週訓練時數在 9小時以下的競技體操

女子選手，在『訓練與指導行為』、『專制行為』、『獎勵行為』與『民

主行為』等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上，皆與其他各組選手有顯著的差異。

而本研究結果與過去吳慧卿（民 90）的研究發現不同。吳慧卿      

（民 90）的研究發現：每週訓練頻率在 6天以上者在『專制行為』的

得分，顯著高於每週訓練頻率在 4-5天與3天以下者的選手。 

造成此不一致的原因，研究者認為：由於每週訓練時數在 9小時以下

的選手有 96﹪皆為大專選手。在大學課業與活動多元的發展下，各校

（隊）的訓練頻率已不若中等教育階段來的密集。而教練為了訓練工

作能較有效率地推動，訓練進度能如期的達到既定的要求，在事前訓

練計畫的訂定將顯得更加嚴謹。所以，能給予選手自主的空間與機會

便大大的降低。因此，教練將展現出較為顯著的『訓練與指導』與『專

制』行為表現。但又因顧及選手多為成年成熟的個體，且又擔憂辛苦

的訓練過程會造成選手的卻步，所以教練亦會適時的展現『獎勵』及

『民主』行為，藉此刺激選手參與訓練的動機與提升於賽會中個人的戰

鬥力。 

六、最高成就 

就最高成就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

對於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在『專制行為』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經分析比較後發現：學校代表隊級的選手在『專制行為』的得分，顯

著高於其他各組的選手。換言之，目前台灣地區學校代表隊層級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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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專制行為』的教練領導行為的知覺上，與其他各組的選手有

顯著的差異。而本研究結果與國外學者（Gaeland ＆ Barry, 1988；

Cordon,1986；Serpa, Pataco, ＆ Santos,1991）研究的部分論點一致，

其認為：運動技能水準對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均有一定程度的影

響。 

此外，研究者認為：由於學校代表隊級的選手在個人選手技能成熟

度較為不足，同時運動經驗及臨場的應變能力亦較為缺乏。為促使選手能

順利如期的達到團隊任務，並預防運動傷害事件的發生，教練將更為積極

的主導平日的練習狀況，因此，學校代表隊級的選手會知覺到教練較為

顯著的『專制』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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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的教練領導
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之解釋力 

本研究乃是以簡單相關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來探討台灣地區競

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之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兩者之間的相關

性。以下即根據本研究結果，將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的教練

領導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各變項間之解釋力敘述如下。 

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所知覺到的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績

效表現之解釋力，經分析結果得知：在簡單相關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

之結果頗為一致，選手所知覺到的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之

間，二者之相關係數達到顯著水準。易言之，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

選手所知覺到的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績效表現之間確實有相關性存

在。而此種相關關係主要是由選手知覺之教練領導行為『訓練與指

導』、『專制』、『關懷』、『獎勵』、『民主』等五個變項，透過第一個典

型因素，會影響選手績效表現之『對教練』與『對個人』的滿意度等

二個變項，而此一研究結果亦再次驗證過去的研究（吳慧卿，民90；

黃金柱，民 79；Horne ＆ Carron,1985），對於教練領導行為與績效

表現二者關係的論證。其次是，選手所知覺的教練『訓練與指導』、『獎

勵』與『民主』領導行為，透過第二個典型因素則會影響選手績效表

現之『最後得分』、『排名積分』與『對個人的滿意度』等三個變項。 

綜合上述典型相關分析可知，台灣地區競技體操女子選手所知覺

到教練領導行為的五個變項，與選手績效表現之間確實有相關性存

在。其解釋的總變異量之解釋力為 27.1﹪。此與過去學者所做過的相

關研究之結果（吳慧卿，民 90；林郁文，民 90；黃金柱，民 79；

黃慈雅，民87；黃金柱，民79；Campbell,1977；Horne ＆ Carron,1985；

Schliesmsn, 1987）頗為一致。且值得注意的是，由第一組典型相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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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項係數之正負號關係可以發現，當競技體操女子選手所知覺教練

較多的『關懷』行為時，其個人對『教練訓練與領導行為』的滿意度，

亦相對提昇。而由第二組典型相關中，各變項之正負號關係，則可以

清楚得知，當競技體操女子選手知覺到教練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

為時，其對『個人成績表現』的滿意度，亦相對提昇。換言之，當教

練展現較多非專制式的領導行為風格時，選手將有較高的滿意度，且

對於選手的成績表現也將有所助益。而此一結果亦再次驗證與過去學

者（吳慧卿，民 90；邱聯榮，民 87）所做過之相關研究。 

此外，在過去相關研究（吳慧卿，民90；黃金柱，民79； Horne

＆ Carron, 1985 ）亦指出：教練領導行為確實與選手滿意度有顯著

的相關性。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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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洪嘉文（民

89）亦提及：績效不僅包含客觀的具體數據，亦包含個人內在滿意程

度的主觀評斷。易言之，本研究結果再次證實：『教練領導行為』與

『選手績效表現』確實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簡單相關分析的結果看來，雖然選手成

績表現之『得分總合』與『排名積分』等二個構面有相關性。且選手

滿意度之『對教練訓練與領導行為』與『對個人成績表現』等二個構

面有相關性。然而，在選手的『成績表現』與『滿意度』兩者構面間，

卻未發現有任何的相關性存在。針對此一不一致的現象，研究者推

論：此應與競技體操運動特性有關。由於在競技體操運動的訓練過程

中，有許多高難度動作嘗試的機會，相對的，運動傷害發生的機率亦

較高。所以，研究者認為：選手個人的意志力與參訓動機應將更直接

的影響選手的成績表現。由於目前台灣地區尚無相關的研究得以佐

證，因此，此一研究結果就留待後續相關研究再進一步進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