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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妻
目的：本邛究以淡江大學署期游泳訓練班之消蕢者為研究對象，調查不

同背景消費者對游泳訓練班滿意度現況；比較不同背景消費者對滿意度之差
異情形；再檢視游泳諜程實際再購者之闊鐽因素構面。方法：本研究以自編

「淡江大學帚期游泳訓練班再購消蕢者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8 日採合目標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

間卷共 200 份，資料以描述性統計 "1~ 立楳本 t 檢定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及邏輯斯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鑄杲：一丶消費者以距離泳池路程
6 至 10 分鐘、與家人同行參與的 8 至 9 歲女性居多; .::..、消費者對整體滿意

度之評價為滿意偏向非帝滿意的水準，尤以「教練教學」的解釋變異量百分
比最高；三丶不同性別、年齡、參與形式與路途時間對滿意度之評價具有傾

箸性差異；因丶「服務積極性」構面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關鐽性影零因素。
最後，建蟻經營業者應改善軟殃體服務品質丶強化教學效能、建置意見回饋
系統、提供多樣化閒課期程董增進教練與服務人員溝通技巧丶實拖策略化招

生與課程蕢用方案，並以創造尊榮威服務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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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生休閬運勵蕙震之踝究
隠瑞晨．、鼩Jl~ 丶廎這玹／逸~*-學黷方事若裏

諴妻
大學生良好的休閒運動態度，將彩響其身心狀息興社交行為，進而影事國家未來的經濟力與國

力，因此，完整探究休間運動息反多月戾丶多面向的街量構面有其重妻性。走畝，本文目的在探討
臺灣大島校茨學生休間運動態度之衡量構面。趼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透過 Google 學術搜專引擎｀

EBSCOhost , ProQuest 及華藝線 J:. 圖書館兎尋相間文獻，以輪入關鐽字：休閒理論｀休閒運動寸木
閒逞勛態度、休閒運動行為｀休閒運動參興等，並參閱休閒逕動～休閒活動等棹關書籍與鑰文，採
用大款統計方式，針對 19 撝實徵性梓關珝究論文，進行休閒理論｀休閒違動類別與效益、人口統
計燮項之休開運動嬉度影亭因素、休間逐動蔥度衡量繕面等口佩部分約歸納墊瑄、操討與綸述。結
果發現休間運動態度衡量構面可歸納出生理成長、心重成長 4土會成長、認知成長 4青戚投入與行
為傾向等六構面來進行衡量。此文獻楳討之鑄杲，於學術領域，可做為專家學者後續衡量大島校院
學生休閒逞動崽度之參據；於實務領域，可做為性育教師、實務工作者改善與提升教學內容之參據。
闢鹹祠：休閒理論、休閒運動行為碩向丶休開運動參興

年至 2014 年。是故，本研究將實徵性硏究｀一般
論述文章與相關書籍，迴行歸納、分析、綜整與

士丶前言
正向積極的休閒運動態度與規律的休閒運動

行為，對所有年齡層的民眾將產生正向的快樂戴
受與愉悅心情 (Bailey, Kang,

& Schmidt, 2016) 。此

外，大學生若擁有良好休閒運動態度，將影響其
自我的身心靈與社會行為，對國家而言將可提升
國家中堅份子的健康水平，促進國家未來發展的

競爭力·因此，本文以休閒運動態度為主題，並
以大專校院學生為研究對象，於 2015 年 U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間，利用 Google 學術搜尋引擎丶
EBSCOhost 、 ProQuest• 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等資

料庫，造行休閒運動態度相關論文與實徵性研究

的蒐尋，經由關鍵字（休閒理論、休閒運動｀休閒
運動態度、休閒運動行為｀休閒運動參與）的搜
尋，共有 19 篇實徵性硏究論文，其年代分布為 1986

探討。發現大專校院學生休閒運動態度調査硏究

探討面向擴及休閒理論｀休閒運動類別、休閒運
動效益、人口變項之休閒運動態度影響因素與休

閒運動態度之衡量構面。從過去研究發現大學生
的休閒運動態度將會影響其參與休閒運動的意願

以及參與情形，而大學生休棚運動態度的養成，
係透過個體生活的演造以及求學歷程的學習·影

響其對身體性休閒活動參與的認知、情厰與行為
饋向，並影響該生於日常非約束時間的休閒運動

參與情形（楊亮梅、顧毓群， 2004: 蔡貞雄， 1998) 。
此外，擁有正向｀良好囑積極的休閒運動態度，

將會獲得諸多效益，例如生理效益｀心靈效益｀
社會效益｀認知效益、家庭效益、美學效益，以
及國家效益（翁志成， 2010; 蔡熙銘、鄭文卿，

2007 ; Ajzen, 1991; Bammel & Bammel,

1992) 。因

此，大學生若養成良好休閒運動態度將會誘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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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體育課程的教育緒杲，將影零國家未來棟樑的體力，進而影響國家未來的競爭力與經濟力，因此，

有效瞭解大學生體育課程的滿意程度有其重要性，然而，體育課程滿意度周延的衡量構面為何，相形重要。

本文之目的在探討臺灣大專校院體育課程滿意度的衡量構面。以體育課程理論、體育教學構成要素、體育課
程滿意度相關研究、體育課程滿意度衡量構面等四個部分，進行文獻分析。經由體育課程理論、相關研究與
一般論述的探討，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衡量構面可歸納出教師能力、課程內容、教學策略、同儕關係、硬體

設施、教學行政、課程評量與學習效果等八構面來進行衡量。此文獻探討之結果，可提供後續調査大專校院
體育課程滿意度之衡量構面的基礎背纍。
關鍵詞：體育教學、體育教學構成要素、衡量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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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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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灃大學生髖育餜程滿熏震丶休閬運勳

蔥度興休閬運勳．與觸係之撲究
隠蠵晨丶鼩皇字丶；會定均 /5.llt~大學 11.'k 事若虞

諴奚
大學生擁有正向積極的休閒運動參與，將提升國家未來的國力丶魷爭力與經濟力· 而休閒運動

參與主要受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的影零，因此，有效差清此三變項間約影響闢係有其必

晏性。本文之目的在操討臺灣大專校浣學生體育諜釋滿逸度、休閒運動息度、休閒運動參與的桂關
情形。可究方法以體育諜程滿惹度與休閒運動態度的關係；體育諜稈滿悉度與休閒運動參與的關
係；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句關係；髖育課程滿逸度、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的關係

等因個部分，進行文獻分析。所得結語如下：透過體育諜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
棓關實瘋性研究與一般綸述的探討，痊現經由所究者不同研究路徑的設計，此三變項妁關係包挂：
正棓闊澶負棓關，以及 Jl. 為因果。此文獻探討之結果，可提供後續調查大專校院學生羆育諜程滿途
度、休閒運動態度丶休閒運動參與的研究路很設計之論點暴礎。
鬪鹹祠：休閒活動、休閒運動行為

2014;

廖主民丶林章榜， 2008; 鍾志強， 2005;

Biddle, 200 I)

壹丶前言

大學生的休閒運動態度將會影響其參與休閒

世界先進各國皆重視全民於非約束時間的休
閒運動參與狀況，因為，休閒運動的參與對個體
最直接的回饋即為—健康（黃振紅、呂碧琴，

2012) 。而大學生積極地參與休閒運動，對社會與
國家未來的行動力 1 創造力與經濟力，有絕對影
響性（吳萬福， 1997; 康正男 l 黃國恩｀連玉輝，

2008;

。

陳皆榮， 2004) 。因此，面對國家社會未來

的重要人物，探討影響其參與休閒運動的因素，
對提升大學生身心健康與國家未來競爭力面向，

有其必要性。而影響大學生休閒運動參與的因
素，可從體育課程的教育結果，以及學子內在既

存的休閒運動態度等變項，逕行探討（李建霖，
201 即陳東韋， 2008; 陳俊民， 2002; 陳瑞辰，

運動的意願以及參與情形，而大學生休閒運動態度
的養成，係透過個體生活的演進以及求學歷程的學
習，影響其對身體性休閒活動參與的認知·情戲與
行為顔向，並影響該生於日常非約束時間的休閒運

動參與清形（楊亮梅｀顧毓群， 2004; 蔡貞雄，

1998) 。因此，大學生積極汪E 向的休閒運動參與，
將可為其帶來生理｀心理｀社會·認知·家庭與美
學等諸多效益，對國家而言更可提升圉家未來棟樑

的競爭力與國力（翁志成， 2010; 蔡熙銘｀鄭文卿，
2007) 。而影響大學生休閒運動參與的因素包括體
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等二變項。本文就課

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休閒運動參與等三變項

之間的關係作一探討，以釐清其因果關係，並作為
未來相關領域硏究的基礎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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