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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 

後續參與意願之研究 

 

謝沛蓁1 

摘  要 

目的：探討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及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相關情

形。方法：採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以統計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s 24.0 作為

資料分析的工具，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為 Cronbach' α 信度考驗、描述性統計、皮

爾森積差相關、多元線性迴歸。結果：參與動機「知識因素」及「健康與適能因

素」與後續參與飛鏢運動呈顯著正相關。滿意度六個因素與後續參與飛鏢運動

呈顯著正相關。「知識因素」、「健康與適能因素」與後續參與飛鏢運動呈顯著正

相關，「教師能力素養」、「同儕關係」與後續參與飛鏢運動呈顯著正相關。結論： 

參與動機中的「知識因素」及滿意度中的「教師能力素養」與後續參與意願的三

個變項呈顯著正相關，故教師應將課程內容豐富多元化及充實教師個人專業素

養，將可提升學生後續參與飛鏢運動之意願。 

 

關鍵詞：飛鏢、多元線性迴歸、皮爾森積差相關 

 

                                                 
謝沛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體育室，hpcrystal@nutc.edu.tw 





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研究 29 

 

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大學體育為了創新課程，不再只有傳統的球類運動，各大專校院進

行多元化體育課程，除了長榮大學，臺中科技大學近幾年也將飛鏢運動帶進學

校教育中。張祐華與林貴福 (2013) 指出飛鏢運動除了可以舒展筋骨、增強注意

力及身體協調能力以外，也不需要專門的場地且設施簡易，運動量適宜，不受

年齡、性別及氣候的限制，適合現代都市快節奏，工作緊張的人們對健康生活

的需求。且飛鏢運動置於室內，可受許多不愛曬太陽的女性大學生喜愛，以及

飛鏢機台的娛樂性十足，可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及興趣。Siegenthaler (1997) 研究

發現娛樂的參與可防止壓力增加，或者，可以說人們參與更多娛樂是為了擺脫

壓力的增加。因此具有娛樂的運動，可帶給學生歡樂，使學生能有效排解課業

壓力。 

大學已是學生在校學習體育的最後階段，如何提升學生參與體育課的意願，

養成運動的好習慣，已是大學體育努力之方向。吳瑞士 (2008) 指出學校體育是

國家體育的搖籃和基石，體育教學的成效也是影響學生日後是否繼續從事運動

的關鍵因素，如果在國民義務教育的九年間，甚至到大學畢業的十六年教育歷

程中，尚無法養成學生的運動習慣，那麼日後要學生繼續從事運動，勢必事倍

功半。敬忠強 (2013) 也指出學校有著教書育人、培養人才的重要責任，在教學

中培養學生的終身體育的思想，使他們養成鍛鍊身體的良好習慣，不僅能夠促

進身體和心理的健康發展，還能提高學生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因此可見學校體

育的重要性，而體力即戰力，教育部體育署於 105 年推動全民愛運動，帶動國

家競爭力。培養運動的好習慣不僅可以排除壓力、增進健康、增進學習及專注

力，體力亦是生活之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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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參與一項活動時，動機是最常被提及的因素，先有動機才有參與意

願。徐彥祥 (2016) 研究指出對於學生，參與動機是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內部動

機，且良好的參與動機是學習知識、掌握技能的前提條件，它具有激活、引導、

維持和調整功能，與體育活動可以相互激發、相互加強，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

了學生參與某項體育活動的行為。蔡英美與王俊明 (2010) 認為參與動機是指參

與運動的行為是來自個體自動自發的意願。而動機是人類為了獲得心理滿足而

產生消費行為的原動力 (黃文星與張瓊化，2005) ，也是促進學習的趨力。而後

續參與意願 (future intention) 是一種行為意圖， Venkartaman (1990) 研究指出

若個人對體育的持久參與是根深蒂固的，且擁有強烈的興趣，會瘋狂的鍛煉，

則會持續不斷的參與。而陳薇先與邵于玲 (2006) 研究也指出，運動涉入與滿意

度呈正相關，而涉入程度與再參加意願呈正相關。相對來說若參與某項活動或

運動時，參與動機越強烈，較有可能持續參與活動。而陳明坤 (2005) 及李蕙貞

與陳美芳 (2010) 研究指出參與動機會影響後續參與意願。 

目前飛鏢課程於大專校院開課之學校普遍率偏低，僅長榮大學及臺中科技

大學有固定教師開設飛鏢課，因此本研究已將兩校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之飛鏢課

程學生全數納為研究對象，針對參與動機與後續參與意願，及滿意度與後續參

與意願之相關做統整分析。且近年來飛鏢運動盛行，各飛鏢協會也致力於讓飛

鏢運動走入大學體育課程中，因此本研究除了解學生之參與動機，藉以增進學

生後續對飛鏢運動參與意願之餘，更望能帶動飛鏢運動之風氣。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乃針對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專校院修習飛鏢課之學生，探討大

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及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相關情形。藉以了解動機

為何以增進學生後續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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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專校院開設飛鏢課程之學校學生為研究對

象，長榮大學開設大學二年級兩班 120 人，四年級一班 35 人，共 155 名學生，

以及臺中科技大學開設大學三年級一班 35 人，四年級一班 35 人，共 70 名學

生。兩校上課學生總共 225 名作為受試樣本，受試學生完全以匿名方式並自願

接受問卷填答，於 2017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12 日學期末體育課上課結束前進行

施測，委請該班任課老師協助進行問卷施測，長榮大學共發出問卷 155 份，有

效問卷 135 份，有效問卷率 87 %，臺中科技大學總共發出問卷 70 份，有效問

卷 52 份，有效問卷率 74 %。 

二、研究工具 

本問卷以研究者自編「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

之研究問卷」為研究工具。內容包含第一個部分：「個人背景資料」；第二部分問

項 24 題，內容為「飛鏢運動參與動機量表」參考楊仁仁與陳健隆 (2011) 之研

究。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因素，分成五個構面，「知識因素」、「自我成就因

素」、「健康與適能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第三部分問項 25 題，內

容為「飛鏢運動滿意度量表」參考陳春安 (2006) 之研究。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

萃取因素，分成六個構面，「場地與器材」、「教師能力素養」、「體育教學效果」、

「身體與能力發展」、「同儕關係」、「體育教學行政」；第四部份問項 6 題，內容

為「飛鏢運動後續參與意願量表」參考郭子寧 (2012) 、陳明坤 (2005) 之研究。

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因素，分成三個構面，「推薦他人參與」，「繼續參與活

動」、「參與次數」。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量表為採李克特五點尺度計分量表

(Likert-type)，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沒意見」3 分、「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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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及「非常不同意」1 分。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統計套裝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s 24.0 版作為資料分析的工具，

並在顯著水準為 (α=.05) 下進行各項統計分析。所採用的統計方法： 

(一) Cronbach' α 信度考驗：以Cronbach' α係數衡量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二) 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採用次數分配、百分比瞭解學生之個

人基本資料。 

(三) 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為探討大學生飛

鏢運動參與動機及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關係，本研究將會以皮爾森

積差相關探討各構面其相關情形。 

(四) 多元線性迴歸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以多元迴歸檢驗瞭

解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預測情形。 

參、研究結果 

一、信度與效度分析 

參與動機量表與滿意度量表及後續參與意願量表分別求算 Cronbach' α 係數， 

「飛鏢運動參與動機量表」在分成五個構面，其 α 值分別為知識因素 . 769、自

我成就因素 . 759、健康與適能因素 .726、心理因素 .737 及社會因素 .640，整

體的 α 值為 .772 ；「飛鏢運動滿意度量表」在分成六個構面，其 α 值分別為

場地與器材 .927、教師能力素養 .914、體育教學效果 .900、身體與能力發

展 .903、同儕關係 .905 及體育教學行政 . 909 皆達到高度內部一致性，整體的

α 值為 .924；「飛鏢運動後續參與意願量表」在分成三個構面，其 α 值分別為

推薦他人參與 .777、繼續參與活動 .752 及參與次數 .828，整體的 α 值為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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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效度檢驗面，參與動機量表是參考楊仁仁與陳健隆 (2011) 之研究問卷，滿

意度量表是參考陳春安 (2006) 之研究問卷，後續參與意願量表是參考郭子寧 

(2012) 、陳明坤 (2005) 之研究問卷，因此本研究問卷由以上數據顯示及專家理

論基礎與實證經驗，本研究是具有合理之內容效(Content Validity)。 

二、樣本背景特性分析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大學生飛鏢運動人口統計變項資料表如 (表1)。研究對

象：男生70人 (37.4%)、女生117人 (62.6%)，性別以女性居多。年級：大學二年

級106人 (56.7%)、三年級16人 (8.6%)、四年級64人 (34.2%)、其他1人 (0.5%)，

年級以大學二年級居多。 

 

表1 

大學生飛鏢運動人口統計變項資料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生 

女生 

70 

117 

37.4 

62.6 

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其他 

106 

16 

64 

1 

56.7 

8.6 

34.2 

0.5 

 

三、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和後續參與意願之相關分析 

為瞭解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間的關係，本

研究使用皮爾森 (Pearson) 積差相關考驗其相關程度 (如表2)。參與動機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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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因素」與後續參與意願三個因素皆達顯著水準 (p<.01)。參與動機中「自我成

就因素」與後續參與意願三個因素皆未達顯著水準，參與動機中「健康與適能

因素」與後續參與意願三個因素皆達顯著水準 (p<.01)，參與動機中「心理因素」

與後續參與意願三個因素皆未達顯著水準。參與動機中「社會因素」與後續參

與因素中的「推薦他人參與」、「參與次數」達顯著水準 (p<.01) 與「繼續參與」

達顯著水準 (p<.05)。而滿意度方面，滿意度六個因素與後續參與三個因素皆達

顯著水準 (p<.01)。 

表2 

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和後續參與意願之相關矩陣 (N=187) 

        後續參與 

參與動機(1~5)   

滿意度(6~11) 

1推薦他人參與 

 

2.繼續參與 3.參與次數 

1.知識因素       .48**       .44**       .51** 

2.自我成就因素       .04       .04       .13 

3.健康與適能因素       .46**       .36**       .51** 

4.心理因素       .08       .10       .14 

5.社會因素       .20**       .18*       .34** 

6.場地與器材       .43**       .34**       .35** 

7.教師能力素養       .65**       .56**       .50** 

8.體育教學效果       .59**       .51**       .51** 

9.身體與能力發展       .52**       .46**       .48** 

10.同儕關係       .52**       .53**       .41** 

11.體育教學行政       .50**       .42**       .43**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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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意願之迴歸分析 

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迴歸分析，探討參與

動機以及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願之相關。以後續參與意願之三變項「推薦他人

參與」、「繼續參與活動」、「參與次數」為依變項，並以參與動機五個構面「知

識因素」、「自我成就因素」、「健康與適能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

素」以及滿意度六個構面「場地與器材」、「教師能力素養」、「體育教學效

果」、「身體與能力發展」、「同儕關係」、「體育教學行政」為自變項，進行

多元迴歸分析，各預測變項對大學生飛鏢運動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與意

願之相關情形，根據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分析如下： 

 

 

 

 

 

 

 

 

 

                                                      *表示達0.05之顯著水準 

圖 1 參與動機預測後續參與意願迴歸圖 

 

 

 

健康與 

適能因素 

知識因素 

推薦他人參與 

後續參與意願 

參與次數 

0.33* 

0.39* 

0.31* 

0.34* 

0.28* 

R2=.283 

R2=.220 

R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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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達0.05之顯著水準 

圖 2 滿意度預測後續參與意願迴歸圖 

肆、討  論 

一、討論 

(一) 參與動機與後續參與飛鏢運動之相關分析 (如表 2)，以「知識因素」及「健

康與適能因素」最為顯著 (p<.01)，依序為「社會因素」、「心理因素」、

「自我成就因素」。此結果與黃政堯 (2005) 探討高雄市銀髮族太極拳運動

參與動機、詹唐光 (2009) 調查南投縣社區公園太極拳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

李蕙貞與陳美芳 (2010) 探討游泳訓練班學員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對後續參

與意願之研究等人研究相似，結果皆發現參與者在參與動機因素上較重視

健康與適能需求。接著蔡鋒樺 (2011) 研究發現，參與動機因素中身心健康

動機、刺激避免動機與知識需求動機成高度正相關。另外在滿意度方面，滿

意度六個因素與後續參與三個因素皆達顯著水準  (p<.01)。與陳甲霖 

教師能力素養 

同儕關係 

推薦他人參與 

後續參與意願 

參與次數 

0.52* 

0.35* 

0.31* 

0.24* 

R2=.451 

R2=.350 

R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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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吳挺宏 (2011) 及丁怡楓 (2014) 等人研究類似，結果皆發現滿意

度越高後續參與意願也隨之提高。 

(二) 根據圖 1 中發現，參與動機因素中的「知識因素」與後續參與的三個變項

呈顯著正相關，與「推薦他人參與」、「後續參與意願」、「參與次數」皆達顯

著水準(p<.05)。長榮大學於 104 學年度開始於運動競技學系開設飛鏢課程，

而臺中科技大學於 106 學年度開始於大三大四選修課程開設飛鏢課程，因

飛鏢課程與傳統體育課程較為不同。在國高中時期，學生較少接觸飛鏢相

關課程，因而對此課程產生新鮮及挑戰性。林岑怡 (2005) 的研究指出參與

動機係指吸引個體從事活動並持續活動強度之原因，其決定因素包括個體

生理上的原始驅力，以及個體對社會與周遭環境獲得回應與需求的所有動

機。因此推測學生如果在飛鏢課程中獲得飛鏢的相關技能與知識，相對對

學生後續參與飛鏢運動的行為有較多的影響力。「健康與適能因素」與後續

參與的變項中「推薦他人參與」、「參與次數」皆達顯著水準(p<.05)。上述結

果與吳兆欣、包怡芬、吳兆昌 (2012) 及林忠程、陳建勳、張弘文、陳智明 

(2016) 研究相符，顯示出健康需求為學生主要的參與動機。另外張春興 

(2013) 指出，動機是指引起個體的行為，維持已引起的行為，並促使該行

為朝向某一目標持續進行的內在作用。因此學生的參與動機如注重健康與

適能需求，經由課程提升其健康需求及飛鏢技能，對於學生而言，相對較願

意推薦他人參與及影響其參與次數。 

(三) 根據圖 2 中發現，滿意度因素中的「教師能力素養」與後續參與的三個變

項呈顯著正相關，與「推薦他人參與」、「後續參與意願」、「參與次數」皆達

顯著水準(p<.05)。林志成 (2011) 研究顯示指導員有良好的教學態度與完善

的學習課程，對於學員持續參與意願，有較強再度參與的動力。因此教師對

教學的熱忱及專業度影響學生後續參與飛鏢運動的意願。另外「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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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續參與意願」達顯著水準(p<.05)。陳盈位與黃瑞榮 (2009) 研究指出

影響個人持續參與活動的因素有成就感獲得、同儕互動、家人支持、紓解壓

力、運動健身、技術精進等六項，這些參與利益與回饋是使受訪者持續參與

行為最大的原動力所在。因此飛鏢運動若多人參與，可讓此運動更具有樂

趣化，並且因同儕之間互相鼓勵及一起參與飛鏢運動，會影響學生後續參

與飛鏢運動之意願。「同儕關係」與「推薦他人參與」未達顯著水準。推測

因飛鏢運動於近年興盛，少部分的人可能接觸過飛鏢運動，但飛鏢技能需

由專業人士教導後，才學習到正確的知識及動作，由於本研究施測對象在

課程前大多數未曾接受過指導，因此在同儕互相學習指導上較少，故推論

為無法預測原因之一。另外陳素君 (2014) 研究顯示青少年的同儕關係會影

響其從事休閒運動。青少年時期在學校與同儕關係較密切，且相處時間多，

受同儕影響較大，而大學已進入成年期自主性較高較容易展現獨立的自我。

因此推測學生於課程中學習飛鏢運動後，課後較不會刻意推薦其他同學參

與。 

二、研究與建議 

(一) 參與動機因素中的「知識因素」與後續參與的三個變項呈顯著正相關，林志

成 (2011) 研究指出參與動機對持續參與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因此大部

分學生動機在於課程中獲得知識及樂趣，對教師教導的內容能夠充分了解，

這些使學生能繼續參與飛鏢運動，因此建議教師豐富課程內容，使用多元

化、數位化教學，提升學生後續參與飛鏢運動之意願。 

(二) 滿意度因素中的「教師能力素養」與後續參與的三個變項呈顯著正相關，與

黃振紅與呂碧琴 (2013) 研究相似，滿意度對持續涉入有顯著正向影響。因

此教師應多吸收新的飛鏢資訊，建議教師可利用課餘時間，持續進修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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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各項飛鏢研習會，充實教師個人專業素養，望能將其知識傳授給學生，提

升學生後續參與飛鏢運動之意願。 

(三) Burke與 Ray (2008) 提及現今學生的專注力不足，且難以維持，但專注力

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林韋儒、洪聰敏、黃崇儒 (2009) 提及飛鏢投

擲運動需流暢經驗與高專注力。持續的飛鏢運動有助於專注力的提升，因

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將專注力練習帶入課程中，有助於學生的專注力提升，

對學習也有幫助。 

(四) 本研究因收集的學校有限，因此性別比例有些微差距，可持續追蹤，也可做

為未來研究之議題。且國內關於飛鏢教學上的研究比較少，建議未來可將

其研究範圍擴大，例如：選修及必修比較、不同性別差異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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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follow-up willingness in darts sport, then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satisfaction and follow-up willingness. Methods: 

Utiliz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while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24.0 was used as the tool for data analysis.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were Cronbach' α reliability tes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Participation in motivation 

"knowledge factors" and "health and fitness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in darts. The six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in darts. 

"Knowledge factor" and "health and fitness factor" are the main predictors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for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in darts. "Teacher's ability 

literacy" and "peer relationship" are the main predictors of satisfaction for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in darts. 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factor" in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teacher ability literacy" in the satisfaction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three variables of follow-up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diversify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enrich the teacher's personal professional quality, which will 

improv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arts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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