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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德霖技術學院四技部學生，共 160 名作為調查樣本；並以【臺灣地區大學體育課學生滿
意程度與再修習意願調查問卷】作為研究之工具，進行瞭解受試學生對體育課滿意程度與再修習意願之
有關情形，並比較不同變項學生之滿意程度的差異及滿意程度與再修習意願的相關。根據實際調查所得
資料，以次數分配、平均數、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分析方法處
理，結果發現：學生對體育課的整體滿意度趨向滿意，但未達到滿意的程度。至於對體育課各因素之滿
意程度的高低順序為：
【教師】因素、【體育目標】因素、
【課程】因素及【場地器材】因素；其中，除了
【教師】因素達到滿意的程度外，其餘因素皆未達滿意的程度。而不同性別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
度的差異性，除了【教師】因素之滿意程度，未達到顯著差異外，其餘的三個因素皆達到顯著差異。在
不同實施方式的體育課之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皆呈現顯著差異。另外，體育課不同運動態度的學生對
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性皆趨向：喜歡運動顯著高於、普通及不喜歡運動。還有，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
的滿意程度與再修習之意願皆呈現顯著相關。
關鍵字：體育課、滿意度、修習意願
關鍵字

A Study on the Satisfaction to Learn and Desire to Learn Again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hien-Lung Yang
Lectur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group

Abstract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160 students of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with“Questionnaire of
the satisfy to learn and Desire to Learn again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The
data obtained were processed wit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 Mean ,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sγ were utiliz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as the following: The trend of student's
satisfaction to who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satisfied with, but has not reached the satisfactory degree. As for
the level order to the satisfaction of every factor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Teacher”,“Course Objectives”,
“course”and“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mong them, except“Teacher”reaches satisfactory degree,
other factors have no reached the satisfactory degree . And the every factor satisfa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different sex students, except“Teacher”has not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ree other factors all reach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different modes all show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every factor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students of different movement attitud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ll ten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every factor satisfaction: Like sports to be higher than not like sports. And students
desire to learn again and every factor satisfa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ppear relevantly.
Key word: Physical Education, satisfaction, Desire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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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
臺灣地區的大學體育課，在過去所受到的重視與需求，可謂是大學生皆有的共識。尤其，
國內外大學生多數肯定參與體育課在社會的、情感的及身體上是具有正面的助益與價值（Bell,
Walters & Staff, 1953 ; Broer, Fox & Way, 1955 ; Brumbach & Cross, 1965 ; Campbell, 1968; Moyer,
Mitchem & Bell, 1966 ; Vincent, 1967a; Wessel & Nelson, 1964）
，例如Brumbach（1968）的研究結果
顯示，體育課有助於大學生體適能的改善；另外，從多位國外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也得知，
多數大學生都認同體育課是重要的課程，也認為學校應提供該課程（Mowatt, DePauw & Hulac,
1988 ; Pritchard, 1988; Stewart & Green, 1987）
。而國內早期的大學生，多數都認為參與該課程對於
促進身心健康的貢獻良多（王美珍，1978；阮如鈞，1973、1974；梁崑富，1975；葉憲清，1980）
；
因此，大學生在參與體育課的態度上都相當的積極（林清山，1990；徐煋輝，1985；楊裕隆，
1995）
。
然而，近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校院體育課的發展由於受困於諸多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從大學
法修訂後開設了選修體育課至今，多數大學校院對體育課之開設情形不一的現象，及將體育課
併入通識教育課程的一部份，而通識教育課程又受到了總量管制的影響，因而有部份學校的體
育課已受到了排擠效應的壓力；諸如此些情形，對大學校院體育課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實產生了
莫大的危機，尤其，近年來各大學校院的體育課又面臨著部分學生對修習意願的低落（陳景星，
1994；張思敏、黃英哲，1996；楊建隆，2001）
，如此，對該課程的發展更造成了莫大的負面影
響。因此，國內體育教育界的各專家、學者們亦莫不以此問題為研究的重點，並紛紛提出大學
體育課未來若想提昇學生的參與意願，則必得重視學生對體育課的需求，更要適時的瞭解其需
求的滿意程度；就如張躍騰（1996）的見解即指出，徹底探討大學生對於體育課的真正需求，
以及學習後的反應與滿意程度等根本核心問題，才是有效改善目前大學體育課問題之解決辦
法，如此大學體育課未來的發展才有希望。據此，研究者即嘗試瞭解大學生對體育課的學習滿
意情形與再修習意願的關係，並依此研究結果提出改善體育課之淺見，亦期望本研究結果對各
大學校院未來在改善體育課時，能具有參考之助益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學習滿意情形與再修習意願的關係，因此根據上述
問題背景，本研究提出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瞭解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
二、瞭解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高低順序。
三、比較不同性別之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四、比較體育課不同實施方式之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五、比較不同運動態度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六、瞭解體育課的滿意程度與受試學生再修習體育課之意願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德霖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四年制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
以瞭解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學習滿意度與再修習意願的情形，作為本研究的範圍。

第四節 研究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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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本研究，可瞭解學生對本校現行體育課實施情況的滿意程度及未來的再修習意願。
二、未來本校在從事改善體育課時，本研究結果即有實質的參考價質，並可依本研究結果所獲
得學生高滿意度的因素繼續的加以推廣，並積極改善低滿意度的因素，如此的體育課，相
信可獲得更多學生的肯定與青睞，進而提昇學生之學習滿意度。

第五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滿意度
滿意與否乃是一個連續的構面，是個人對其從事的環境中實際獲得的價值，與預期應
獲得的價值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小則滿意程度越高；反之，差距越大則滿意程度越低（許
士軍，1990）
。
二、普通體育課
係指本校所開設的體育課，其課程內容的實施方式為：每週排定一項運動項目作為教
學內容，其項目有籃球、排球、桌球、網球、田徑、體適能等項目，依序實施循環教學。
三、興趣選項體育課
係指本校所開設的體育課，其課程內容的實施方式為：每學年由學生以自行登記方式
選定一項運動項（以儘量配合學生真正之興趣為原則）
，作為學習內容，其組別計有籃球、
排球、桌球、網球、高爾夫球、保齡球、韻律舞蹈、國際標準舞及游泳等組別。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國內外各專家學者，對於有關大學校院體育課學生修習的滿意度與滿意度對學生
修習體育的影響等方面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及建議，進行有關之文獻探討。並將本章分成：第一
節、滿意度與顧客的消費意念或行為之關係；第二節、影響大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度之相關因
素；第三節、影響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或態度之相關因素；第四節、大學生體育課學習後之滿
意度情形；及第五節、本章總結等五個部分。

第一節 滿意度與顧客的消費意念或行為之關係
何謂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研究者綜合國外多位專家學者所下的定義為：顧
客決定於事前對產品的期望與使用產品之後，與實際結果是否一致的程度；它反映出預期和實
際結果的一種情感之感受程度的評估（Churchill & Surprenant，1982；Hempel，1977；Hunt，1977；
Kotler，1994；Miller，1977；Oliver，1981； Pfaff，1977；Tes & Peter，1988 ；Woodruff，1983；
Woodside & Daly，1989）
。而國內學者林陽助（1996）
、徐國勝（2000）
、葉晶雯（1997）等人則
指出：顧客對於產品的滿意程度乃受其對所購產品之「期望功能」與「經驗確認」二者交互作
用所決定的，並以兩者間的差距來表示滿意或不滿意，如果產品使用後的經驗確認不但能符
合，甚至能超過預期水準，則顧客將屬於滿意狀況；反之，則屬於不滿意狀況。
對於顧客滿意度的相關理論，是近年來行銷學界和服務業者所極為重視的課題，因為顧客
滿意度是影響消費者是否會再度購買的一個重要因素（林陽助，1996）
；從林恬妤（2000）的研
究結果也得知，顧客滿意度愈高，則再度消費的意願也愈高；因此顧客滿意度的探討實是各行
各業皆非常重視的問題。

第二節 影響大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度之相關因素
大學生對於體育課之滿意度，意指大學生在體育課程的學習中，對於經歷整體的學習經驗
後所反應的滿意情形（陳文長，1995a）
；而影響大學生對體育課之滿意與否的可能因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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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學生對於體育課之學習心理、行為傾向外，尚應重視學生對體育目標、場地器材、教師、
課程等各方面之問題的心理期待或心中的意願（張妙瑛，1987；楊建隆，1996）
。以下即逐項從
事探討。

一、體育目標因素
（一）體育目標之內涵
對於體育目標的內涵，張思敏（1995a）認為，大學體育目標無非在鍛鍊強健身體，使之有
足夠的體能、足夠的健康知識，能延續一生而達成終身運動的習慣，並能具有社交的能力，享
受到運動的樂趣，而且學到運動技巧，能參與不同的運動。而正之（1995）也指出，國際間學
校體育課程趨勢標準為：體適能及健康的養成、社會性的（或社交性的）發展、運動及遊戲知
識的養成、領導及合作才能的養成（尤其是運動員風度）及發展休閒活動。
由於學校體育課程一向為社會大眾所關切，亦為教育工作者所重視，畢竟學校體育課程發
展的好壞，直接影響學生之學習成效，更深遠者，甚至影響學生對體育課的重視與接受的程度。
而體育課程的設計受體育目標之影響甚巨，有鑑於此，我國體育課程系統化規劃研究小組
（1992）
乃收集諸多國家的體育目標，經彙整後認為體育目標應含：認知的發展、身體的發展、運動技
能的發展、社會行為的發展及善用閒暇。而教育部也明訂：高級中等以上各級學校體育，在適
應學生身心發展之實際需要，作合理之實施，以達成體育在教育中所負之使命，其目標為：鍛
練身體，使體格充分發展；培養良好品格與公民道德，發揚民族精神；養成愛好運動習慣，奠
定健全生活之基礎；培養運動技能，增進體能使用效率及安全自衛等生活之適應能力（教育部
體育司，1990）
。
呂碧琴（1990）則針對我國現行學校體育目標，歸納出六大主要目標，即：身體發展的目
標、運動技能發展的目標、社會行為規範的目標、認知目標、運動習慣目標及休閒生活目標。
而吳萬福（1987）就學校體育將來的可能發展，也提出了在二十一世紀，我國學校的體育目標
為了能充分發展學生身心能力，及適應未來社會的生活需要，學校體育目標似應包括：以各項
運動（包括play sports、體操、舞蹈等）充分發展身心的平衡發展、促進健康；並使在校學生能
學會各項運動技能、滿足身心需求，且從團體運動學習中體會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以及能將在
校所學到的體育或運動知識與技能，遷移至日常生活，以調劑工作，享受生活的樂趣；更能視
各項運動及舞蹈為人類文化活動之一，以便更加發揚光大。

（二）學生對體育目標之認同的情況
Weick（1975）以大學生為對象，調查對體育目標的認同傾向，結果發現：男、女兩性對於
體育目標的認同傾向沒有顯著差異。而Soudan ＆ Everett（1981）亦以大學生為對象，調查對
體育目標重要程度的認同傾向，結果發現：保持健康、規律運動、樂趣、增進自信心，為不同
性別學生共同認為是重要的目標；在社會發展與生理組織發展的重要性方面，在男、女學生間
均有顯著的不同，此亦說明男女學生在體育目標的認同上，仍有部分的差異。
許義雄（1988）在其研究中指出，大專學生在體育目標認同的差異上，男、女兩性未具顯
著差異，但肯定大專體育目標應以身心健康的獲得，列為優先考慮的重要目標，因此，在生理
方面「成長發育」
、
「身體發展」的目標，都有較強的認同傾向；而在心理或是情意方面，則以
「樂趣」
、「運動風度」
、
「合作精神」
、
「生活情趣」
、
「運動習慣」
、
「紓解緊張」等目標，亦有較
高的得分。而蔡欣延（1994）的研究結果指出：學生在體育目標的認同方面，最重視是否能滿
足其運動樂趣，其次以運動技能的獲得，第三則為獲得健康。另外，楊志顯等（1994）的調查
結果則指出，學生認為體育課應為必修時所認同的體育目標順位是：第一為獲得健康、第二為
養成運動習慣、第三為訓練基本體能。至於張春秀（1992）的研究也指出，學生對於體育目標
認同的順位為：增進身體健康、運動技能的獲得、調劑生活的壓力、運動欲望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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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體育課程規劃小組（1993）之專題研究結果獲知，我國各大專院校在體育目標的
認同傾向之前五項，依序為：建立運動習慣、身心均衡發展、培養運動技能、提昇休閒生活、
瞭解運動功能。而楊建隆（1996）亦曾從事過體育目標方面之研究，並從結果中獲得大學生所
認同的體育目標有：能獲得運動樂趣、學習運動風度、增進身體健康、體驗團隊精神、充實休
閒生活、學習運動技能、培養運動習慣、紓解某些壓力、增進身體適應能力、獲知較多的運動
術語及瞭解較多的運動比賽規則等十一個體育目標，至於對體育目標的重要性考量上則是男學
生高於女學生；另外，李文田（1997）的研究結果也獲知大學生所認同的體育目標有：增進身
體健康、充實休閒生活、學習運動技能、培養運動習慣、紓解壓力、增進身體適應能力、發揮
自己的運動潛能及增進運動能力，至於對體育目標的重要性考量上則是男學生高於女學生。

二、場地器材因素
場地設施的安全與否及器材是否經常維護等等安全上之問題，由於這些問題與學生切身的
安全有關，因此對於學生在修習體育課之意願的考量上而言，實可能成為重要的因素。

（一）場地器材安全之重要性：
鄭志富（1994）指出，運動場地設施在設計之初應考慮到所有安全上的問題，因此，必須
事先通盤規劃。所謂“安全始於設計”即是這個道理。另外，運動場地設施完工後，若能定期
檢查並維修，當能減少許多意外事件；至於運動器材之定期檢修與汰換亦相當重要，否則發生
例如羽球拍或壘球棒斷裂飛出傷人等事件，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運動場地設施與運動器材的安全性高，則學生使用的安心、活動的愉快，若體育課所使用
的運動場地設施與運動器材的安全性能保持如此之高，必能滿足學生運動安全性之需求，則對
於提昇學生修習體育課的意願必有幫助。

（二）運動場地缺失及影響（田文政，1991）：
1.數量供不應求：依陳文長（1995b）的研究中即指出，大多數的大學校院中，其體育教學場
地仍嫌不足。雖然影響體育教學因素甚多，然體育教學具有身體活動、動態教學之特性，
因此，缺乏教學場地，體育教學勢難進行，更遑論教學效果與教育理想之達成。
2.缺乏經營理念：場地設施與器材設備的管理，意指對附著於土地上的各類固定場地設施或
建築物，以及隨場地設施配置的器材設備和空間等之管理（黃金柱，1993）
。場地器材維護
之疏失的情況，在實際的現況中仍屢屢可見於各大學中，此即缺乏經營管理理念。
3.場地內外在因素的缺失，如排水不良、採光不良、動線不佳，人員出入不便、浴廁不足或
不清潔或衛生條件差等。
4.運動場地用途本末倒置。原應該以體育教學為主，學生比賽活動或課餘運動為輔，然而少
部分以商業利益為優先或有特權使用者，使學生失去使用的機會。
對於學生在上體育課時，若感受到以上的缺失時，將會對體育課感到失望，因為場地的不
足或管理不當，將無法滿足學生的運動慾望及樂趣，而缺乏經營理念將使學生缺乏安全感；如
此對學生從事修習體育課的意願將產生負面的影響。誠如劉田修（1986）指出，許多學校運動
場地不足之現象甚為普遍，導致學生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運動時間從事喜愛之運動，不是場邊
觀望，就是過多的人同擠一面場地，無法達到應有之效果；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不但無
法滿足學生之需要，更令許多有志於運動健身或參與體育活動的學生望之怯步。而葉憲清
（1987）
亦提出，在擴大學生自由選擇運動教材，以及強調學校體育教材多樣化的大學體育課，其場地、
器材等因素將影響課程實施的效果；如此的因素也將影響學生學習或選修的意願。

（三）場地器材因素對學生體育課修習態度之影響
場地、器材乃是體育教學中最基本的硬體設施，因此對於支援體育教學活動有絕對之貢
獻，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若能在平日維護、保養、更新、添購皆應有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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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俾使該等設施在提供教學時，能發揮最完美的功效，亦可滿足學生於上課時，不乏無器材
可用，並可用的安心且無危險之顧慮。若場地設施與器材設備的管理能至如此，相信學生上體
育課時，亦能經由如此的感受而上的安心、上的盡興；這樣的情形，對於增強學生修習體育課
的意願將有所助益。例如：張思敏等人（1994）對大學體育教師上課時能否充分運用學校的體
育設施及器材的調查結果得知，受訪的大學生認為滿意（含以上）者僅佔24.38％；由此可見該
校學生認為教師運用學校運動設施及器材的情況並不甚理想，這或許就是該研究之受訪者對體
育教師的教學方法感到滿意者只過半數，而對教學課程內容感到滿意者未過半數的原因之一。
另外，從楊建隆（1996）的研究結果獲知：大四學生在選修體育課之考量上將運動場地器
材設施列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至於不同性別對該因素的重視程度，則顯著呈現男學生高於女學
生。而在李文田（1997）的研究結果中也指出：運動場地器材因素是影響大四學生修習體育課
意願的首要因素。還有，張妙瑛（1986）
、蔡欣延（1994）的研究調查結果皆指出：運動場地、
器材的充足，是學生對體育感到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亦是影響學生選修意願的重要考量因素。

三、師資及課程因素
依Figley（1985）的研究指出，影響大學生體育態度的因素中，發現體育教師與課程內容是
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以下即以此兩項因素，來探討對體育課的影響。

（一）體育教師對學生學習體育課之影響
在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教育革新已從理念的溝通，進而落實於實際的教學工作中，以教師
為中心的傳統觀念，也被以學生為中心的觀念所取而代之。面對如此的教育改革浪潮，體育教
師應調整對教師角色與職責的傳統認知，並掌握優良體育教師的特質等因素，以便從容的迎接
教育革新轉變（李坤培，1994）
。
體育教師主要的工作是體育教學，體育教學乃是在教育目標下，一個有計劃、有目的的師
生互動歷程，教師依據學習的原理，透過各種具教育價值的運動項目與運動設施或媒體為媒
介，以有效的教學策略為方法指導學生學習，以期達成承先啟後的薪火相傳，及培養健康、快
樂的身心。而教師是主導整個教學成敗的關鍵，特別是在強調專精、分工的時代裡，體育教師
依其專長進行分站教學（station teaching）
，應是未來之趨勢（鄭志富，1990）
，由此可見，
「師資
品質」對教學成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亦可能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意願。例如，從學生在評量體
育課之優缺時，在諸多的研究結果得知：皆將師資因素列入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李文田，1997；
陳顯宗，1992；張宗昌，1995；張躍騰，1996；鄒碧鶴，1997）
。而許義雄（1988）的研究也指
出：「師資品質」因素對於不運動的學生影響較大，尤其對於女學生在運動樂趣的感受上之影
響大於男學生。另外，張妙瑛（1986）的研究結果指出：教師之運動技術、為人品德，對於學
生在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選組時，有顯著的影響。而楊建隆（1996）的研究結果也得知：大四
學生將師資因素列為考量選修體育課的首要因素；此結果更可確信教師因素對學生的選修意願
必具有重要的影響性。

（二）體育課程因素對學生學習體育課之影響
大學體育課，可說是步入社會前的最後學校體育課程，它最能顯現體育的功能，也提供了
寬廣的目的，如體能的鍛鍊、身體運動能力、技巧的學習及個人社交能力的拓展，但要達成這
些目的就必須要注意以下幾點（張思敏，1995b）
：即課程的內容設計須涵括將身體的活動融入
生活的模式中、增進運動技巧、發展體能、加強社交能力的功能及發展終身活動的基本知識。
至於，體育課程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從楊建隆（1996）的研究結果得知：學生將課程因素
列為考量選修體育課的重要考量因素；而楊志顯等（1994）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學生對於體育
課程較支持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方式，此結果實意謂著學生希望體育課程的設計，能滿足學生
的興趣與需求。另外，吳惠櫻（1993）對學生進行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參與動機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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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課程之時間、教學內容，為學生參與的重要動機。還有，阮如鈞（1982）從事大學體
育教學的反應調查，結果發現：體育課程內容設計能否使學生滿意，為學生相當重視的因素。
由於課程因素是學生學習時相當重視的因素，因此楊宗文（1992）指出，良好的體育課程
應具備的特徵如下：1.應是整個學校教育的一部分；2.應兼顧學生認知與情意及技能還有體適
能的成長與發展；3.應兼顧學生的需求與生理及心理發展階段，使得各發展階段不同需求的學
生都能得到最佳的成長機會；4.應與生活相結合，啟發學生愛好運動的興趣，促進運動生活化；
5.應透過恰當的設施、時間分配、器材和領導來鼓勵及提供廣泛而有利的學生活動。

第三節 影響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或態度之相關因素
對於影響大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或態度之相關因素的研究，歷年來都是國內、外體育專
家、學者們致力於瞭解的重點，因此以下即就相關的研究結果來從事探討。
從國外的研究中，Vincent（1967b）的研究發現，體育活動的成就感與其參與態度有顯著的
相關。而Tolson & Chevrette（1974）針對用以評量大學生對身體活動的態度改變所設計的體育
課程，結果顯示，由於有計劃的體育課程使學生們對健康體適能、追求興奮感、休閒與放鬆和
艱苦奮鬥的經驗等各因素的學習態度都有顯著的改善。Iso-Aholo & Allen（1982）的研究也指出，
影響大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競賽之動機為：人際關係的轉變與控制、瞭解或表現個人的能力、逃
避日常雜務、積極的人際參與、可轉換成輕鬆的態度、人際關係的建立及可遇見異性或與異性
相處等七個因素。Figley（1985）在探討大學生對體育態度的傾向決定因素之研究中，提出了六
個影響因素，即：課程因素、教師因素、同儕行為因素、氣氛因素、學生自覺因素及其它。另
外，Aicinena（1991）以探討文獻的方式上，發現體育教師能夠影響學生對體育產生正面學習的
態度，而此影響的重要關鍵即在於教師與學生的互動。
至於，國內對影響大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或態度之相關因素的研究中，黃彬彬（1986）的
研究結果即發現大學生從事運動的主要理由是：鍛鍊身體、消遣愉樂、怕運動不足、透過運動
以達修身養性、可感受到運動的愉快、可透過運動而結交新朋友及可以學到新的運動技術。而
楊志顯等人（1994）的研究結果亦指出，大學生在考慮修習體育課時，除了受到本身的意願、
興趣、運動能力、運動經驗和時間的配合等因素所影響外，對於體育課是否能有助於個體的身
心發展、增長運動知識或運動技能、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等因素也影響到學生的修習意願。
而楊建隆（1996）對於大學生修習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研究結果得知，影響大學
生修習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意願有幾個因素，即：是否為喜愛的組別、是否能選上喜
愛的組別、是否能選擇喜愛的教師、是否能選擇喜歡的時段、選修過程的手續是否很方便，至
於這些因素對男學生的影響程度高於女生。
張宗昌和莊清泉（1995）的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學生對體育課之好惡的態度因素可歸納出
六項，包含：課程教材因素、教師行為因素、教學方法因素、學生自覺因素、同儕互動因素及
場地設備因素；此六項影響因素與黃振興（1995）所提的大學生對體育課滿意度偏低的原因亦
有所契合，即：大學体育課之教學未能使學生滿意並達預期效果之理由在於忽略學生個人在先
天體質之差異，造成學習成之挫折感，教法陳舊，未能因材施教，未能重視學生的學習滿意度
與內心反應，未能適時營造體育學習之樂趣化、休閒化及運動設施未能適時配合學生之需求。

第四節 大學生體育課學習後之滿意度情形
對於大學生在體育課各相關因素之滿意度情形，阮如鈞（1982）的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
對於修習體育課後較滿意的因素有體育教學因素及教師因素，並給予很高的評價。
張躍騰（1996）在從事大專學生對體育課滿意度偏低原因之探討的研究結果指出，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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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體育課滿意度偏低的原因為：教學行政因素（包括上課時間的安排、授課教師專長之安
排、電腦作業與分發志願、能力分級與開課項目）、場地器材因素（場地設施設備之數量與品
質、器材的品質與數量）、課程的學習效果（包括運動技能的獲得、滿足運動與學習樂趣、身
心健康之獲得）
、教師教學（包括教學態度與教學技巧、專長項目、成績評量方式）。
鍾志強（1997）在大學生選修體育運動相關課程動機及滿意度的研究得知：教師及教務兩
個因素在滿意度上，獲得學生的肯定。而鄭金昌（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對體育課相
關因素的滿意度由高至低依序為：教師教學因素、課程的學習效果因素、教學行政、場地設施。
歐陽金樹（1997）在大專學生從事體育課滿意度之調查研究研究結果得知，學生最為滿意
的因素是：教師個人因素，其中以教師上課時心情表現輕鬆愉快最令學生滿意；次滿意的因素
為：學生個人因素，其中以能透過運動而享受愉快的運動經驗令學生感到滿意；第三則為：課
程的學習效果因素，在此因素中較令學生滿意者是教師的測驗方法與評量方式以及教材的選
擇；最後，尚覺滿意的因素則為場地設施因素。另外，王宗進（1999）針對大學生進行大四學
生選修體育課動機及教學滿意度之調查研究的結果得知：教師教學因素在學生的認知上獲得很
高滿意度。
還有，楊建隆（2001）的研究指出，大學生對於體育課學習後之整體的滿意度未達滿意的
程度，而各項因素（體育目標、場地器材、教師、課程）的滿意情形亦皆未達到滿意的程度，
至於對各項因素的滿意度排序，由高至低為：教師、體育目標、課程、場地器材；另外，不同
性別學生對各因素的滿意情形及差異，僅在體育目標因素上有產生差異，且是男學生的滿意度
高於女生。

第五節 本章總結
綜合上述相關之文獻探討，結果發現：
一、對於近年來，「顧客滿意度」之調查研究方式被應用於從事大學體育課學生修習滿意度的
研究上，實對大學體育課未來的改善與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二、影響大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或態度之相關因素，大致上皆與以下各因素有關，即：體育目
標因素、場地器材因素、師資因素與課程因素等。
三、大學生修習體育課後所反應出滿意與否的感受，就整體而言，大致上可歸納出幾個相關因
素，即：課程目標的學習成效、配合課程實施之場地器材的充足與否及安全性、授課教師
的專業能力及教學方式與態度、課程編排方面之行政措施與場地器材之運用等因素。

第叁章

研究方法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敘述研究的架構、調查工具的編製、調查樣本的選取、研究調查的實
施，以及資料處理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程序（如圖 3-1所示）
確定研究主題
問卷施測與回收

二、研究架構

收集與研讀顧客滿意度與體育課之相關資料
分析資料

彙整結果

圖3-1 研究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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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受試者對體育課學習後之滿意度與再修習的意願。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擬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2）
。
大學生背景資料
性

別

課程實施方式
運動態度

平均數、次數分配
體育課修習 積差相關
之滿意度

t 考驗

再修習意願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圖 3-2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工具
一、研究問卷來源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方式實施，而問卷則採用楊建隆（2001）自編的【臺灣地區大學體育
課學生滿意度與再修習意願調查問卷】
，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二、問卷內容
本研究問卷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大學生對體育課
的滿意程度；第三部分為：大學生對體育課之再修習意願。
（詳細內容請參考附件）

三、問卷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問卷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試者依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大學生對體育課的
滿意程度之陳述句，就個人的感受從五個可供選擇的答案中（「非常滿意」
、
「滿意」
、
「普通」
、
「不
滿意」
、
「非常不滿意」）勾選一個作答，且每題均須填答；其計分方式為：答「非常滿意」者給
5分、答「滿意」者給 4分、答「普通」者給 3分、答「不滿意」者給 2分、答「非常不滿意」
者給 1分。第三部分為大學生對體育課之再修習意願。

四、問卷效度
本研究量表採「主成份因素分析」
，並經「正交轉軸」後，獲得特徵值大於1.0的因素共有
四個，其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62.925%，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其因素名稱及因素解釋
變異量數、累積變異量數等，如表3-1。
表3-1 大學體育課學生滿意度量表之因素名稱及解釋變異量數、累積變異量數
因素名稱
體育目標因素
場地器材因素
教師因素
課程因素

解釋變異量數
19 .186
17 .445
15 .363
10 .930

累積變異量數
19 .186
36 .631
51 .995
62 .925

五、問卷信度
本研究量表採Cronbach’s α係數求取問卷的內部一致性，其結果為α＝.9445。（各因素之
Cronbach’s α值請參考表3-2）

表3-2 大學體育課學生滿意度量表內部一致性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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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名稱
內含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體育目標因素
12
.9269
場地器材因素
7
.9263
教師因素
8
.7790
課程因素
5
.8539
總量表
32
.9445
根據學者Gay（1992）的觀點，任何測驗或量表的信度係數如果在.90以上，表示測驗或量
表的信度甚佳；另外，學者DeVellis（1991）
、Nunnally（1978）等人則認為在.70以上是可接受的
最小信度值。據此，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第三節

調查樣本的選取

本研究之調查樣本的選取，係以德霖技術學院四技部修習普通體育課的學生80名及修習興
趣選項體育課的學生80名，共計160名學生，作為本研究之調查樣本。

第四節 研究調查的實施
本研究問卷之調查工作皆由研究者親自施測。正式問卷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至六月實
施調查工作，回收率為100﹪（如表3-3）
。根據Babbie的觀點，認為調查資料要能分析和報告，
其回收率須達50﹪始算適當；60﹪視為良好；70﹪或以上則視為非常良好（王文科，1995；鄭志
富，1988）
。因此，本研究之問卷回收率屬非常良好，故可進行分析與統計。

第五節 資料處理
一、資料處理：問卷回收後，立即加以編碼整理，計得有效問卷160份。
二、本研究之資料使用SPSS for Window 10.0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以 α=.05為顯著水準
進行統計考驗。
三、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用的統計分析為：
（一）以次數分配的統計方法，來瞭解不同變項學生的人數及所佔百分比。
（二）以平均數之數值的統計方法，來瞭解受試學生對所學習之體育課的滿意程度。
（三）以平均數之數值，來描述受試學生對所學習之體育課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高低順序。
（四）以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比較不同變項之受試學生對體育
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五）以積差相關分析，探討受試學生對體育課滿意度與未來再修習體育課意願的相關性。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陳述本研究根據實際資料分析所獲得的研究結果，內容共分成七節：第一節、有
效樣本的分析；第二節、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第三節、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
意程度的高低順序；第四節、不同性別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第五
節、體育課不同實施方式之受試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第六節、不同運動態度的
受試學生對體育課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第七節、體育課滿意度與未來再修習體育課意願的相
關情形。並依本研究結果再行討論之。

第一節 有效樣本的分析
本節將回收問卷之有效樣本，透過次數分配的描述性統計方法，以瞭解不同變項之受試學
生的人數及所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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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4 得知，本研究之有效樣本總數為 160 人，依性別統計：男學生共 80 人（佔總數
50.0％），女學生共 80 人（佔總數 50.0％）；依不同實施方式別統計：普通體育課學生共 80 人
（佔總數 50.0％）
，興趣選項體育課學生共 80 人（佔總數 50.0％）。而不同性別學生於運動態
度情形為，男生：不喜歡的有 4 人（2.5﹪）
、普通的有 13 人（8.1﹪）
、喜歡的有 63 人（39.4
﹪）
；女生：不喜歡的有 6 人（3.8﹪）
、普通的有 29 人（18.1﹪）
、喜歡的有 45 人（28.1﹪）
。
另外，不同實施方式別學生於運動態度情形為，普通體育課：不喜歡的有 7 人（4.4﹪）
、普通
的有 27 人（16.9﹪）
、喜歡的有 46 人（28.7﹪）
；興趣選項體育課：不喜歡的有 3 人（1.9﹪）、
普通的有 15 人（9.3﹪）
、喜歡的有 62 人（38.8﹪）
。
表 4-1 有效樣本統計量表表
不同性 不同實施 不同運動
別學生 方式學生 態度學生
有效的樣
160
160
160
本總數
遺漏值
0
0
0

表 4-3

4-2 性別與不同實施方式別之統計量表
實施方式
╲
性別
男學生
女學生
總和

性別與不同運動態度別之統計量表

不同運動態度別
運動態度
╲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性別

不同實施方式別
普通
體育課

興趣選項
體育課

總和

30（18.8﹪）50（31.2﹪） 80（ 50.0﹪）
50（31.2﹪）30（18.8﹪） 80（ 50.0﹪）
80（50.0﹪）80（50.0﹪） 160（100.0﹪）

表 4-4 不同實施方式別與不同運動態度別之計量表

總和

男學生

4（2.5﹪）13（ 8.1﹪）63（39.4﹪） 80（ 50.0﹪）

女學生

6（3.8﹪）29（18.1﹪）45（28.1﹪） 80（ 50.0﹪）

總和

10（6.3﹪）42（26.2﹪）108（67.5﹪）160（100.0﹪）

運動態度
不同運動態度別
總和
╲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實施方式
普通
7（4.4﹪）27（16.9﹪）46（28.7﹪） 80（ 50.0﹪）
體育課
興趣選項
3（1.9﹪）15（ 9.3﹪）62（38.8﹪） 80（ 50.0﹪）
體育課
總和 10（6.3﹪）42（26.2﹪）108（67.5﹪）160（100.0﹪）

第二節 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
一、結果
由表 4-5 得知，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之情形為：非常不滿意者有 0 人，佔 0.0﹪；
不滿意者有 0 人，佔 0.0﹪；普通者有 154 人，佔 96.2﹪；滿意者有 6 人，佔 3.8﹪；非常滿意
者有 0 人，佔 0.0％。（總人數為：160 人）
。
另外，由表 4-6 得知，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趨向滿意，但整體的滿意度仍未達到
滿意的程度（每題平均數值為：3.65）
。
表 4-5 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之百分比摘要表

32 題勾選總得分

人數

32-63 （非常不滿意） 0
64-95 （非常不滿意） 0
96-127 （普通）
154
128-159（滿意）
6
160
（非常滿意）
0

所佔百 累積百
分比
分比
0
0
0
0
96.2
96.2
3.8
100.0
0

表 4-6 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整體滿意程度之摘要表

實施方式 人數 個別總和 平均數

每題
平均數

總和
160 18664.00 116.65
3.65
註：每題平均數之數值，5：非常滿意、
4：滿意、3：普通、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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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由 4-5~6 得知，就整體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而言，並未達到滿意的程度，但大多
數的學生其滿意程度則趨向滿意的程度。此研究結果與楊建隆（2001）的研究結果相似，如此
的結果，研究者推測：兩個研究的受試樣本在人數上雖然差距很大，但是在本質上皆是大學生，
因此其學習滿意度的感受可能相近，也或許是近年來，各大學校院體育課的實施模式大致雷同，
所以學生的修習滿意情形之差距不大；至於確實情形，則有待進一步的瞭解。

第三節 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高低順序
一、結果
由表 4-7 得知，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高低順序為：
（一）教師因素（每題
平均數：4.19）
；
（二）體育目標因素（每題平均數：3.75）
；
（三）課程因素（每題平均數：3.27）；
（四）場地器材因素（每題平均數：3.12）
；而各因素之滿意度，除了教師因素達到滿意的程度
外，其餘因素皆未達滿意的程度。

因素名稱

表 4-7 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的滿意程度摘要表
平均數
題數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每題平均數

標準差

體育目標因素

12

160

31.00

60.00

44.98

3.75

4.29

場地器材因素

7

160

14.00

27.00

21.84

3.12

3.10

教師因素

8

160

26.00

39.00

33.50

4.19

3.38

課程因素

5

160

13.00

22.00

16.33

3.27

3.09

註：每題平均數之數值，5：非常滿意、4：滿意、3：普通、2：不滿意、1：非常不滿意

二、討論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教師因素是四個因素中唯一令學生感到滿意的因素。事實上，教師因
素在國內外體育界的專家、學者們的研究中，有諸多的研究結果皆指出：該因素是學生較滿意
的因素（王宗進，1982；阮如鈞，1982；鄭金昌，1997；歐陽金樹，1997；鍾志強，1997）。
從本研究結果可看出，該因素與各學者所獲得的結果相同，即達到滿意的程度，也是本研究中
滿意度最高的因素，因此，研究者推測，多數的受試學生對此因素所期望的效果有達成。
在體育目標因素方面，學生對其滿意的程度之排序為第二，且介於普通程度與滿意程度之間，
未達到滿意的程度。然而，此因素確是近年來諸多研究結果所指出可能是影響體育課程規劃的
重要因素，例如，根據黃彬彬（1986）和楊志顯等（1994）的研究結果皆發現，大學生從事運
動或考慮修習體育課時的主要理由是：個體的身心發展、增長運動知識或運動技能、消遣愉樂、
鍛鍊身體、透過運動以達修身養性、可感受到運動的愉快、可透過運動而結交新朋友，從這些
理由即可看出，每項都是體育課所欲達成的課程目標。至於，如此重要的因素，為何無法讓多
數的學生達到滿意的程度，對此問題，研究者推測，有可能是近年來，因為體育運動場所的林
立，而學生把在這些運動場所所獲得的感受與學校體育課的感受相比較而造成的結果，也或者
是透過發達的資訊已滿足其部份的需求，因此降低了對體育目標因素的滿意度，當然也不能排
除可能是體育目標的不明確。
在課程因素方面，學生對其滿意的程度之排序為第三，且僅達到普通程度以上的程度。對
此因素，李文田（1997）
、阮如鈞（1982）
、張思敏和黃英哲（1996）
、楊建隆（1996）及 Figley
（1991）等人的研究結果皆得知，體育課程內容及修習的相關條件能否滿足學生需求，是學生
對體育課感到滿意與否的原因之一。因此，對於課程因素未能使學生滿意的原因，依研究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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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乃近年來，大學生自主意識的高漲，所以不論在課程或任課教師的選擇上或上課時段、選
課手續及課程內容等種種條件無法多數配合其所需求時，其滿意度便無法提昇所致。
另外，學生對場地器材因素的滿意程度之排序為第四，且僅達到普通的程度，此研究結果
與鄭金昌（1997）對大學生體育興趣分組教學滿意度與修課態度之研究結果相似，即：學生對
場地設施因素的滿意度排序落在第四。對於此因素，根據張躍騰（1996）對大學生體育課滿意
度偏低原因之探討的研究結果指出，不良的場地設施因素（場地設施設備之數量與品質、器材
的品質與數量）即是影響大學生對體育課滿意度偏低的原因之一；而劉田修（1986）指出，許
多學校運動場地不足之現象甚為普遍，導致學校學生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運動休閒時間從事喜
愛之運動，不是場邊觀望，即是過多的人同擠一面場地，無法達到應有之效果，在這個講求效
率的時代裡，不但無法滿足學生之需要，更令許多有志於運動健身或參與體育活動的同學望之
怯步；葉憲清（1987）也提出，在強調學校體育教材多樣化的大學體育課，其場地、器材等因
素將影響課程實施的效果，如此的因素也將影響學生學習或選修的意願；至於張思敏等人
（1994）的研究結果指出，學生對於教師不能充分的運用學校體育的設施及器材，則對教師的
教學課程內容感到不滿意；另外，李文田（1997）、楊建隆（1996）及蔡欣延（1994）在有關
的研究結果中也指出：運動場地器材因素是影響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上述
的各項研究結果得知，場地器材因素是受到學生的重視，因此若無法滿足其需求，則無法使其
感到滿意，尤其若如田文政（1991）所指出，數量供不應求、缺乏經營理念、場地有所缺失及
運動場地用途本末倒置，則學生更難感到滿意，因此，對於本研究之場地器材因素未能使學生
滿意的原因，依研究者推測，除了受到目前社會上各種設備良好的消費性運動場所的衝擊外，
對於校內運動場館及器材數量未能滿足學生的需求更可能是主因之一。

第四節 不同性別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一、結果
由表 4-8 所示得知，不同性別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比較如下：
（一）男、女學生對【體育目標】因素之滿意程度，達到顯著差異（P < .05）
，從每題平均數之
數值得知，男學生對此因素之滿意程度顯著高於女學生。
（二）男、女學生對【場地器材】
、
【課程】等兩個因素之滿意程度，達到顯著差異（P < .05）
，
從每題平均數之數值得知，女學生對此因素之滿意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
（三）男、女學生對【教師】因素之滿意程度，未達到顯著差異（P > .05）
。
表 4-8 不同性別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差異的 t 考驗之摘要表
因素名稱
體育目標因素
場地器材因素
教師因素
課程因素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平均數
47.10
42.86
21.20
22.49
33.66
33.34
15.64
17.01

註：*（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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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4.36
2.99
3.14
2.94
3.53
3.23
3.07
2.97

t 值
7.17*
-2.68*
.61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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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由表4-8得知，男、女學生在體育課的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感受上，除了教師因素外，在體
育目標因素、場地器材因素及課程因素等三個因素的滿意程度，皆達到顯著差異；此結果，研
究者推測，可能是大學男、女生對於體育目標的達成程度、場地器材的數量與可使用情況及課
程安排是否符合其需求等情況的感受皆屬於臨場的經驗感受，所以滿意與否的感受程度受性別
不同的認知落差之影響，因此在滿意度的認定上呈現顯著差異。至於在教師因素的滿意程度上
則無顯著的差異；由於學生對體育課的評量上，教師為重要的因素（楊忠祥，1989）
，學生也將
此因素列為考量選修體育課的首要因素（楊建隆，1996）
，由此些結果更可確信教師因素對學生
的修習意願必具有重要的影響性；因此，研究者推測，由於教師因素的成效皆達到不同性別學
生的肯定與認同，故對此因素的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第五節 體育課不同實施方式之受試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一、結果
由表 4-9 所示得知，體育課不同實施方式之受試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比較如下：
（一）普通體育課及興趣選項體育課之學生對【體育目標】
、
【教師】等兩個因素之滿意程度，
達到顯著差異（P < .05）
。從每題平均數之數值得知，興趣選項體育課的學生對此因素之
滿意程度顯著高於普通體育課的學生。
（二）普通體育課及興趣選項體育課之學生對【場地器材】
、
【課程】等兩個因素之滿意程度，
達到顯著差異（P < .05）
。從每題平均數之數值得知，普通體育課的學生對此因素之滿意
程度顯著高於興趣選項體育課的學生。
表 4-9 學生對不同實施方式之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差異的 t 考驗之摘要表
因素名稱
體育目標因素
場地器材因素
教師因素
課程因素

實施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普通體育課

80

43.43

2.85

興趣選項體育課

80

46.54

4.90

普通體育課

80

22.61

2.55

興趣選項體育課

80

21.08

3.40

普通體育課

80

31.19

2.47

興趣選項體育課

80

35.81

2.47

普通體育課

80

19.09

1.82

興趣選項體育課

80

13.56

.69

t 值
- 4.91*
3.23*
- 11.87*
25.44*

註：*（P < .05）

二、討論
由表 4-9 得知，普通體育課與興趣選項體育課的學生對體育課的體育目標、場地器材、教
師及課程等四個因素之滿意程度的感受上，皆達到顯著的差異。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普通體育課學生在體育目標因素及教師因素上的滿意度顯著低於興趣
選項體育課學生，而在場地器材因素及課程因素上則顯著高於興趣選項體育課學生。此結果，
研究者推測，造成顯著差異的原因，可能是興趣選項體育課乃是學生依自己興趣所選擇的體育
課，故對於該課程所設定的體育目標之達成率的感受度較高，而學生在興趣選項體育課的選課
時，教師因素也是其考量的重點，所以對此兩個因素的滿意度才顯著高於普通體育課的學生。
至於，普通體育課學生在場地器材因素及課程因素則是顯著高於興趣選項體育課學生，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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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許如吳惠櫻（1993）對學生進行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參與動機的調查研究結果所
指出的：課程之時間、教學內容安排為學生參與的重要動機；還有，阮如鈞（1982）從事大學
體育教學的反應調查結果的發現：體育課程內容設計能否使學生滿意，為學生相當重視的因素
及楊志顯等（1994）的研究結果，即：學生對於體育課程較支持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方式，此
實意謂著學生希望體育課程的設計，能滿足學生的興趣與需求；另外，楊建隆（1996）的研究
結果也指出，影響大學生修習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意願有幾個因素，即：是否有喜愛的
組別、是否能選上喜愛的組別、是否能選擇喜愛的教師、是否能選擇喜歡的時段、選修過程的
手續是否很方便。依據這些研究結果，研究者推測在本校興趣選項體育課的上課器具乃是規定
學生自備，如此造成學生的額外支出，而該課程的時段乃由校方排定，選課手續又是必需親自
到場辦理，這樣的情形，使修習該課程的學生感到不方便；反而修習普通體育課學生不論在場
地器材皆由校方提供或課程上皆已排定好，雖然沒有選擇性，但也沒有額外的負擔，所以對此
兩個因素的滿意度才會呈現普通體育課的學生顯著高於興趣選項體育課的學生。

第六節 不同運動態度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一、結果
由表 4-10 所示得知，體育課不同運動態度的受試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比較如下：
（一）不喜歡、普通及喜歡等三組不同運動態度之學生對【體育目標】因素之滿意程度，達到
顯著差異（P < .05）
。從每題平均數之數值得知，喜歡運動的學生對此因素之滿意程度顯
著高於、普通及不喜歡運動的學生。
（二）不喜歡、普通及喜歡等三組不同運動態度之學生對【場地器材】因素之滿意程度，達到
顯著差異（P < .05）
。從每題平均數之數值得知，喜歡運動及普通的學生對此因素之滿意
程度顯著高於不喜歡運動的學生。
（三）不喜歡、普通及喜歡等三組不同運動態度之學生對【教師】因素之滿意程度，達到顯著
差異（P < .05）
。從每題平均數之數值得知，喜歡運動的學生對此因素之滿意程度顯著高
於不喜歡運動的學生。
（四）不喜歡、普通及喜歡等三組不同運動態度之學生對【課程】因素之滿意程度，未達到顯
著差異（P > .05）
。
表 4-10 學生之不同運動態度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修習意願
人數 平均數
不喜歡
10
40.50
體育目標因素
普通
42
42.57
喜歡
108
46.33
不喜歡
10
18.80
場地器材因素
普通
42
21.52
喜歡
108
22.25
不喜歡
10
30.60
教師因素
普通
42
32.76
喜歡
108
34.06
不喜歡
10
17.90
課程因素
普通
42
16.71
喜歡
108
16.03
註：*（P < .05）
；………（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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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

事後比較

22.04*

喜歡＞普通、不喜歡

6.39*

喜歡＞不喜歡；普通＞不喜歡

6.57*

喜歡＞不喜歡

2.16

………

德霖學報

第二十一期

二、討論
由表 4-10 得知，不同運動態度之學生對體育課的體育目標、場地器材及教師等三個因素皆
達到顯著的差異；此結果，如同 Figley（1985）在探討大學生對體育態度的傾向決定因素有課
程因素與教師因素，另外 Aicinena（1991）從探討文獻的方式上發現體育教師能夠影響學生對
體育產生正面學習的態度，及黃彬彬（1986）的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從事運動的主要理由是期
望達成體育課的目標和楊志顯等人（1994）的研究結果亦指出大學生在修習體育課時除了考慮
到本身的意願、興趣、運動能力、運動經驗和時間的配合等因素外，對於是否能有助達成個體
的體育目標、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等因素也影響到學生的修習意願。依此些研究結果，研究者
推測學生對於該課程的接受程度或許如同學生之不同運動的態度，喜歡運動的學生對此三個因
素有較高的期待，而本校的體育課在此三個因素上亦皆能提供諸多的需求，因此喜歡運動的學
生也能感受到較高的滿意度，而不喜歡運動的學生則較無期待與感受，故滿意程度才呈現喜歡
運動的學生顯著高於不喜歡運動的學生。至於課程因素呈現無顯著差異，研究者推測，因為不
同運動態度之學生對該因素皆感到較低的滿意度，故呈現此結果。

第七節 體育課滿意度與再修習體育課意願的相關情形
一、結果
由表 4-11 得知，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整體滿意程度與再修習體育課之意願的相關性呈現中
度正相關（.48）
，且達顯著水準。
就各因素而言，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體育目標、場地器材、教師及課程等四個因素的滿意
程度與再修習體育課之意願的相關性均呈現顯著相關（其相關係數分別為：.46、.25、.27、-.16）
。
表 4-11 體育課滿意度與未來再修習體育課意願之積差相關摘要表
修習意願╲因素
Pearson 相關
再修習意願 顯著性(雙尾)
人數

全量表

體育目標因素 場地器材因素 教師因素

課程因素

.48*

.46*

.25*

.27*

-.16*

.00

.00

.00

.00

.04

160

160

160

160

160

P < .05

二、討論
由表 4-11 得知，就體育目標、場地器材、教師及課程等四個因素的滿意程度與再修習體育
課意願，呈現顯著相關，其中對於體育目標、場地器材及教師等三個因素的滿意程度與再修習
體育課意願，是呈現顯著正相關，因此，研究者推測，此結果如同顧客滿意度的相關理論所提
及：因為顧客滿意度是影響消費者是否會再度購買的一個重要因素（林陽助，1996）
，而林恬妤
（2000）的研究結果也得知，顧客滿意度愈高，則再度消費的意願也愈高；因此，在此三個因
素的滿意度愈高則學生未來再修習體育課的意願就會隨著提昇。至於課程因素則呈現顯著負相
關，由此情況研究者推測，或許學生雖然對此因素的滿意度不高，但是由於對體育課仍具有學
習的興趣，所以呈現此結果，至於確切原因仍有待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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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本研究之有效樣本總數為 160 人，在性別所佔人數皆為各 80 人及不同實施方式所佔人數亦
為各 80 人，而不同運動態度為，不喜歡的有 10 人、普通的有 42 人、喜歡的有 108 人。
二、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之情形為：普通者有 154 人，佔 96.2﹪；滿意者有 6 人，佔
3.8﹪。另外，對體育課的整體滿意度趨向滿意，但仍未達到滿意的程度。
三、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高低順序為：
【教師】因素、
【體育目標】因素、
【課
程】因素及【場地器材】因素；而各因素之滿意度，除了【教師】因素達到滿意的程度外，
其餘因素皆未達滿意的程度。
四、不同性別的受試學生對體育課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性，除了【教師】因素之滿意程度，
未達到顯著差異外，其餘的三個因素皆達到顯著差異，其差情形為：在【體育目標】因素
的滿意度，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而【場地器材】及【課程】等二因素，其滿意度則皆
為女學生顯著高於男學生。
五、體育課不同實施方式之受試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性為：在【體育目標】及【教師】
等兩個因素的滿意度為：興趣選項體育課學生顯著高於普通體育課學生；而【場地器材】
及【課程】等兩個因素的滿意度為：普通體育課學生顯著高於興趣選項體育課學生。
六、體育課不同運動態度的受試學生對各因素滿意程度的差異性皆趨向於：喜歡運動的學生顯
著高於、普通及不喜歡運動的學生。
七、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整體滿意程度與再修習體育課之意願的相關性，除了【課程】因素呈
現顯著負相關外，其餘的【體育目標】
、
【場地器材】及【教師】等三個因素皆顯著呈現中
度正相關。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提出下列幾項建議，期望對本校及各大學校院今後在提昇學生
對體育課的滿意度及再修意願之規劃上能有所助益。

一、一般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就受試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而言，雖然趨向滿意的趨勢，但未
達到滿意的程度；另外，對於體育目標、場地器材及教師等三個因素的滿意程度與再修習體育
課意願，都是呈現顯著正相關；此結果即表示若能再提昇學生對此三個因素的滿意度，則再修
習體育課的意願也會隨之增高。由此實可看出，提昇學生的學習滿意度是大學體育課程不可忽
視的要事，至於要如何才能提昇體育課的滿意度，研究者認為：訂定符合大學生需求的體育目
標、加強體育教師的專業能力、正確的規劃出能滿足學生需求的課程、滿足課程內容所需要的
場地器材並定期從事場地器材的安全維護及保養；如此，對學生在修習體育課的滿意度相信必
能大幅提昇。

二、未來課題之建議
由於近年來，學生的學習情況受到社會潮流轉變的影響甚巨，因此，其需求亦會有隨著流
行趨勢而轉換現象，所以，未來對於進行大學生體育課的學習滿意度與意願有關的研究時，不
但需要多瞭解各大學校院體育課之實施現況及學生對體育課的需求，更應留意時下社會流行的
運動項目之傾向；如此，相信對於日後各大學校院在從事規劃高滿意度、高再修意願之體育課
時必能獲得最大的助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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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地區大學體育課學生滿意程度與再修習意願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請依您個人的情況，在每一個題目的勾選欄裡勾選「V」符合您情況的
答案（單選題）
。
1. 性
別：□男
□女
2. 所修習之體育課方式：□普通體育課
□興趣選項體育課
3. 對體育課的修習態度：□不喜歡
□普通
□不喜歡
第二部份 體育課之滿意程度
針對您大學所修習過體育課至今的感覺，您認為下列各題目您所感到滿意的程度是如何？
請您在最適當的空格內打「V
V」
。
（皆單選）
非 滿 普 不 非
常
常
滿 不
滿
滿
意 意 通 意 意
體育目標因素
5 4 3 2 1
1.能提升運動能力。………………□ □ □ □ □
2.能增進身體健康。………………□ □ □ □ □
3.能培養運動習慣。………………□ □ □ □ □
4.能充實休閒生活。………………□ □ □ □ □
5.能促進同學間人際關係。………□ □ □ □ □
6.能獲得運動樂趣。………………□ □ □ □ □
7.能獲知較多的運動知識。………□ □ □ □ □
8.能滿足運動慾望。………………□ □ □ □ □
9.能紓解壓力。……………………□ □ □ □ □
10.能有機會表現自我。……………□ □ □ □ □
11.課程能養成終身的休閒運動。…□ □ □ □ □
12.課程的規劃能符合時代潮流。…□ □ □ □ □
場地器材因素
13.有足夠的場地可使用。…………□ □ □ □ □
14.可充分使用運動場地。…………□ □ □ □ □
15.可充分使用運動器材。…………□ □ □ □ □
16.有足夠的器材可使用。…………□ □ □ □ □
17.運動器材能經常汰舊換新。……□ □ □ □ □
18.運動器材安全性高。……………□ □ □ □ □
19.運動場地安全性高。……………□ □ □ □ □

非 滿 普 不 非
常
常
滿 不
滿
滿
意 意 通 意 意
教師因素
5 4 3 2 1
20.教師的表達能力能使我瞭解。…□ □ □ □ □
21.教師對待學生方式能使我喜歡。□ □ □ □ □
22.教師的教學方式能使我喜歡。…□ □ □ □ □
23.教師能示範所講授的技能。……□ □ □ □ □
24.教師會適時從事個別指導。……□ □ □ □ □
25.成績評量方式很客觀。…………□ □ □ □ □
26.成績能合理的反映我的表現。…□ □ □ □ □
27.課程內容能滿足我的需要。……□ □ □ □ □
課程因素
28.能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 □ □ □ □
29.能選擇自己喜歡的上課時段。…□ □ □ □ □
30.能選擇自己喜歡的任課教師。…□ □ □ □ □
31.選課過程手續很方便。…………□ □ □ □ □
32.課程內容是我所喜愛的。………□ □ □ □ □

第三部分 體育課之再修習意願
依您個人對體育課的滿意程度，若能自主的選擇，您是否會再繼續選擇修習「體育課」嗎？
（請在下列兩個勾選欄裡勾選「V」出您的決定，單選題）
1.□會
2.□不會
※本問卷到此結束，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並請再檢查有無漏答之處。
並請再檢查有無漏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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