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院校女子排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和運動

目標取向對運動動機的影響
 陳其昌
 王俊明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分析教練領導行
為和運動目標取向對運動動機的影響。參
與者為參加大專院校排球聯賽的女子選
手，人數總計有 205 位。本研究所使用的
工具包括運動目標取向量表、教練領導行
為量表、及運動動機量表等。蒐集的資料
以逐步迴歸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所得結
果如下：選手的工作取向與教練的社會支
持行為可有效預測選手的「內在動機」
；選
手的自我取向可有效預測選手的「認同調
節」
；教練的專制行為、選手的自我取向與
教練的訓練與指導行為可有效預測選手的
「內射調節」
；教練的專制行為與選手的自
我取向和工作取向可有效預測選手的「外
在調節」，但選手的工作取向是負向的預
測；選手的工作取向、教練的專制行為、
選手的自我取向與教練的正面回饋行為可
有效預測選手的「無動機」
，但選手的工作
取向與教練的正面回饋行為是負向的預
測。本研究除了對所得結果提出解釋外，
並對研究結果的應用加以分析討論。同
時，也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多面向領導模式、目標取向理論、
自我決定理論

壹、緒

論

自我決定理論是當代研究運動動機的
重要理論之一。此一理論涉及到社會情境
中人格的發展與作用，其假設個體是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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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體，與生俱來便有發展技能、追求
心理成長或發展的傾向，並會從事與學習
有 關 的 活 動 ， 可 是 社 會 背 景 脈 絡 (social
contextual) 會 促 進 或 阻 撓 這 種 傾 向 的 產
生。換句話說，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類是
主動的、會自然地成長及進化（並非僅由
社會認可、物質獎勵或懲罰所促成）
，也由
於每個人對自主性、勝任感及歸屬感具有
基本需求，因此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動機型
態(Deci & Ryan, 1985b, 1991)。根據自我決
定理論的觀點，完整的動機分析必須包括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和 無 動 機
(amotivation)。由於在不同自決性程度的條
件上會造成不同動機型態的序列，因此理
論所假設的序列是從高水準到低水準的不
同自決性上，會有從內在動機轉移到外在
動機甚至是無動機的改變。這其中，在外
在動機的部份也是依據自決性程度的高低
順序，將外在動機分為整合調節、認同調
節、內射調節，以及外在調節，這使得在
動機的研究上更趨於完整與精緻。由於運
動選手的動機會影響其本身的情意、運動
員精神、和運動的持續性，因此有關運動
選手動機的探索經常是教練及運動心理學
者關注的主題。至於運動員究竟會傾向於
何種動機的類型，根據 Deci and Ryan 的看
法，主要是會受到社會環境和個人因素的
影響。
其中，在社會環境因素中，自我決定
理論表示教練的行為是影響選手動機的因
素之一。Weinberg and Gould(2000)也曾指
出：在影響選手的動機上，教練扮演相當
關鍵的角色，尤其教練的行為經常與選手

的認知、情意、和行為有關。在運動教練
行為的研究當中，Challedurai (1978; 1993a;
Chelladurai & Carron, 1978)的多面向領導
模式經常是研究者所引用的理論。此一模
式提出影響領導者行為的因素（如：情境、
領導者和團隊成員的特性）以及領導者行
為所造成的結果（如：表現和滿意）
，其中，
教練領導行為由 Chelladurai 利用因素分析
分為五個向度，包含：訓練與指導的行為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behavior)、民主的行
為 (democratic behavior) 、 專 制 的 行 為
(autocratic behavior)、社會支持行為(social
support behavior)、和正面回饋行為(positive
feedback behavior)。在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
動機的關係中，馬君萍（1996）針對大專
女子排球選手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知覺教
練的社會支持行為與內在動機有正相關。
莊艷惠（1997）針對大專運動選手研究發
現：知覺教練的領導行為會影響選手的內
在動機。而李炯煌（2002）的研究發現：
高中男子手球選手知覺教練的訓練與指導
行為以及正面回饋行為可預測選手的內在
動機；高中女子手球選手知覺教練的民主
行為可預測選手的內在動機。此外，何全
進（1999）採用喜愛教練領導行為量表的
版本，發現籃球選手喜愛教練的專制行為
與無動機有負相關，而其他四種領導行為
皆與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有正相關。依國
內這些研究來看，有關教練領導行為與選
手動機的連結，仍針對動機的單一向度或
雙向度（如：僅只有內在動機或兼顧內、
外在動機兩者）進行調查。對於自我決定
理論聲稱不同自決性程度應有其不同的動
機型態，尚未受到國內普遍性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在動機的層面上將以多面向的
觀點作為本研究的重點，以提供教練的領
導行為與選手動機之間的關係多一些了
解。其次，Chelladurai and Doherty(1998)
為了了解教練做決定的形式，曾針對五種
領導行為進行調查各向度所潛藏的意涵，
結果發現：訓練與指導行為和正面回饋行
為是與工作和表現有關；社會支持行為是
與運動員的個別需求有關；而專制和民主

的行為則是與做決定有關。根據此一研究
的結果，可進一步連結教練領導行為與選
手動機之間的關係，例如，表現和工作的
持續性通常與內在動機和屬於較具有自主
性的外在動機有正面關係，可滿足選手需
求的行為亦會造成選手有較高的內在動
機，而有助於提高選手自我決定程度的民
主行為應與內在動機或屬於較具自主性的
外在動機有正面關係，反之，不利於選手
決定事務的專制行為應與較不具有自主性
的動機型態有關。因此，本研究假設教練
的訓練和指導行為、正面回饋行為、社會
支持行為、和民主的行為可正向預測較具
有自決性的動機型態（如：內在動機、認
同調節等）和負向預測較不具有自決性的
動機型態（如：無動機、外在調節）
。相反
的，教練的專制行為將可能負向的預測選
手較具有自決性的動機型態和正向的預測
較不具有自決性的動機型態。
除了教練領導行為可能會影響運動選
手的動機外，動機的研究亦不能忽略運動
選手的個別差異。根據目標取向理論學者
(Ames, 1984a ； Dweck, 1986 ； Maehr &
Boaskamp, 1986；Nicholls, 1984a, 1984b)的
看法，個人在成就的情境中，主要的目的
是在展現自己的高能力和避免展現自己的
低能力。基本上，有兩種方式用來建構或
判斷自己能力的高低。Nicholls(1984a)稱為
工作涉入(task involvement)和自我涉入(ego
involvement)。對於採取工作涉入的人而
言，對自己能力的知覺是與自己過去的表
現做比較，因此是著重在自己是否進步或
精熟，當自己的表現是比以前進步或精熟
時，即知覺到具有高能力，所以對於成功
的定義，是以精熟、學習或進步為依據。
相反的，對於採用自我涉入的人而言，其
對自我能力的知覺是根據社會比較或與標
準化的常模做比較，因此著重在勝過他人
或擊敗他人，當表現是優於他人或超越他
人時，即知覺到具有高能力。所以對成功
和失敗的定義是以客觀的結果（贏或輸）
為依據。根據過去實徵性的研究證據指
出：採取工作涉入的人在成就情境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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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如：歸因、知覺能力）、情緒（如：
內在動機、興趣、滿足、焦慮）
、和行為（如：
努力、工作選擇、持續性、表現）都有較
正面的結果，反之，採取自我涉入的人會
傾向於較負面的結果。至於個人為什麼會
採取工作涉入或者自我涉入的目標形式？
Nicholls(1989)認為個人的目標涉入主要是
受到個人的目標取向與環境中的動機氣候
所決定。目標取向是個人在成就情境中的
特質傾向，個人會採取工作涉入或自我涉
入，主要是會受到目標取向的個別差異所
影響。
有關目標取向與運動選手動機之間的
關係，Papaioannou (1995a)就曾表示工作取
向的目標觀點主要是關心個人的發展，在
成就情境事件中並不在乎外在報酬（外誘
動機）的多寡，而是重視實現自我（內在
動機）
。相反的，自我取向的目標觀點強調
要贏、要超越他人，並且在成就情境事件
中，希望他人能公開承認他們的優越表
現。所以，自我取向者會較偏重於外誘動
機來支撐他們對活動的參與。而 Williams
and Gill (1995)也表示：工作取向的目標觀
點會促使個人產生有能力的感覺，進而使
其提高內在動機。相反的，強調與他人競
爭的自我取向目標觀點是屬於一種外控
性，由於可能會造成個人無能力的感覺，
所以最後會降低內在動機。然而在實徵性
研究中，雖然多數研究（季力康、賴素玲、
陳美燕，1995；柯竺村，1996；莊鵬輝，
1995；Biddle & Fox, 1994; Duda, Chi, &
Newton, 1990; Duda, Chi, Newton, Walling,
& Catley, 1995; Vlachopoulos & Biddle,
1996）有一致性的支持工作取向者比自我
取向者有較高的內在動機，可是如果將所
有的動機向度（包括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和無動機）涵蓋在研究之中，尤其是採用
相關性和預測性的研究方法，並沒有獲得
比較一致的結果，例如：季力康、賴素玲、
陳美燕（1995）針對國內大專男女網球選
手進行運動目標取向與動機之間的相關研
究，結果發現：男、女選手的工作取向與
內在動機有正相關，而男、女選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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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也都與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有正相
關，此外，男選手的自我取向與無動機有
正相關，而男選手的工作取向和外在動機
也有正相關。而何全進（2001）採用預測
性的逐步迴歸分析方法，結果發現：工作
取向和自我取向都可正向的預測籃球選手
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且在預測無動機
方面，自我取向是正向的預測無動機，而
工作取向是負向的預測無動機。雖然上述
的研究結果大致上有發現：工作取向與內
在動機有正相關，自我取向與外在動機和
無動機有正相關，可是其中仍有部分發現
工作取向與外在動機、自我取向與內在動
機有呈現正相關的事實存在。這些結果對
照在有關動機的研究上，似乎仍有必要再
繼續進行了解。由於自我決定理論將外在
動機區別出不同的外在動機調節型態，因
此藉由這項理論來釐清上述所陳述的差異
問題似乎有其可能性，所以本研究將採用
這項理論，再進一步以排球選手的運動目
標取向當作預測變項來預測選手的運動動
機。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參與者是參加大專排球聯賽
的女子選手，依每一級參賽隊數進行叢集
抽樣，且為避免地域屬性所造成的抽樣誤
差，本研究也根據學校球隊所處位置，抽
取北、中、南各區的參賽球隊。所抽取樣
本中，合計共有十九支球隊，選手總計有
205 名。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計有「教練領
導行為量表」
、
「運動目標取向量表」
、和「運
動動機量表」等三種，以上三種量表的內
容和信、效度檢核分別敘述如下：
(一)運動教練領導行為量表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陳其昌（1993）參
考 Chelladurai (1984; Chelladurai & Carron,
1978)的多面向領導模式架構及 Chelladurai

and Saleh(1980) 所 編 製 的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Leadership Scale for Sports, LSS)改編成適
合國人使用的版本。量表題目總計有三十
五題，可測量選手知覺教練五個領導行為
向度，其中在「訓練與指導行為」分量表
上有九題；「民主的行為」有五題；「專制
的行為」有六題；
「社會支持行為」有八題；
「正面回饋行為」有七題。量表的記分是
以四點量尺的方式呈現。量表除透過探索
性因素分析獲得上述五個向度外，並以項
目分析選擇具有鑑別力和符合決斷值的題
目，同時考驗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分別為訓練與指
導行為是.8864；民主的行為是.7530；專制
的行為是.7952；社會支持行為是.8547；正
面回饋的行為是.7751。
(二)運動目標取向量表
本研究是採用季力康（1993，1994）
所修訂的運動目標取向量表，此量表主要
在測量運動選手的目標取向特質。量表題
目計有 13 題，可測量兩個目標取向。其中
「工作取向」有七題；
「自我取向」有六題。
量表的計分是以五點量尺的方式呈現。該
量表經由季力康的信、效度分析和驗證性
因素分析，已證實有相當好的信度與效
度。為配合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將每一
題目的開頭語均修訂為「在排球運動中感
覺最成功的時候是……」
，經探索性因素分
析後，同樣獲得兩個因素，各因素的組成
題目與原來量表相同。兩個分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係數分別是工作取向分量表
為.8041，自我取向分量表為.7496。
(三)運動動機量表
本研究是採用林季燕、季力康（2003）
修訂 Pelletier, Fortier, Vallerand, Tuson, and
Blais(1995) 所 編 製 的 運 動 動 機 量 表 (Sport
Motivation Scale, SMS)，量表主要在測量運
動員在運動情境中的動機型態。量表計有
32 題，可測量運動動機的五種型態，其中
在「內在動機」有十三題；
「認同調節」有
四題；「內射調節」有五題；「外在調節」
有三題；
「無動機」有七題。量表計分是以
七點量尺的方式呈現。量表經由林季燕、

季力康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
分析已獲得良好的效度檢測，在信度方
面，各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在「內
在動機」是.95；
「認同調節」是.71；
「內射
調節」是.78；
「外在調節」是.64；
「無動機」
是.85。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於大專排球聯賽預賽結束後，
隨即以郵寄方式進行量表施測。在施測
前，均事先與受試球隊的教練進行聯繫，
經獲得許可後，同時請求各受試球隊的其
他體育老師代為執行量表的施測，以避免
教練在場的情形下，造成受試者作答時的
顧忌。全部量表共發出 220 份，回收 210
份，其中有 5 份因作答不完整而列為廢卷。
因此，總計回收有效量表 205 份。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用逐步迴歸分析方法分析教
練領導行為和運動目標取向對運動動機的
預測情形。統計考驗顯著水準定為 α=.05。

參、結果
一、教練領導行為和運動目標取向對運
動動機的影響
表一是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
與內在動機的相關矩陣。表二是教練領導
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內在動機」的
逐步迴歸分析結果。由表二的結果得知，
只有工作取向與社會支持行為達顯著水
準。工作取向是最先投入變項，其決定係
數(R2)是.42。社會支持行為是第二投入變
項，其決定係數(R2)的增加量是.06。結合
這兩個預測變項的決定係數是.47，亦即選
手的「內在動機」有 47%是受到工作取向
與社會支持行為這兩個變項所影響。此
外，由於這兩個變項的迴歸係數均呈現正
值。因此，選手本身的工作取向與知覺教
練的社會支持行為愈高，則選手的「內在
動機」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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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及內在動機的相關矩陣(N=205)
教練領導行為
運動目標取向
變項
訓練與
社會
正面
工作
自我
民主
專制
指導
支持
回饋
取向
取向
1.00
訓練與指導
.62
1.00
民主
-.27
-.26
1.00
專制
.83
.68
-.32
1.00
社會支持
.71
.61
-.38
.73
1.00
正面回饋
.24
.18
-.37
.30
.26
1.00
工作取向
.11
.16
.07
.08
.09
-.03
1.00
自我取向
.35
.28
-.34
.42
.38
.64
.01
內在動機

表二 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內在動機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決定係
F值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2 增
投入變項
多元相
2
數R
加量
迴歸係數 迴歸係數
順
序
關係數 R
.64
.42
144.10*
1.41
.57
1.工作取向
2.社會支持

.69

.47

.06

21.14*

.70

.25

內在
動機

1.00

t值
10.67*
4.60*

*P＜.05
表三是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
與認同調節的相關矩陣。表四是教練領導
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認同調節」的
逐步迴歸分析結果。由表四的結果得知，
只有自我取向達顯著水準。自我取向是唯

一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R2)是.27，表示
選手的「認同調節」有 27%是受到自我取
向所影響。此外，從自我取向的迴歸係數
是正值的情形來看，選手本身的自我取向
愈高，則選手的「認同調節」也愈高。

表三

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及認同調節的相關矩陣(N=205)
教練領導行為
運動目標取向
變項
訓練與
民主
專制
社會
正面
工作
自我
指導
支持
回饋
取向
取向
1.00
訓練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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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62

1.00

專制

-.27

-.26

1.00

社會支持

.83

.68

-.32

1.00

正面回饋

.71

.61

-.38

.73

1.00

工作取向

.24

.18

-.37

.30

.26

1.00

自我取向

.11

.16

.07

.08

.09

-.03

1.00

認同調節

.12

.12

.07

.09

.07

.0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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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
調節

1.00

表四 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認同調節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投入變項
多元相關
決定係
F值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2 增
2
順
序
係數 R
數R
加量
迴歸係數
迴歸係數
.52
.27
75.83*
.56
.52
1.自我取向

t值
8.71*

*P＜.05
表五是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
與內射調節的相關矩陣。表六是教練領導
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內射調節」的
逐步迴歸分析結果。由表六的結果得知，
專制行為、自我取向以及訓練與指導行為
等三個變項達顯著水準。專制行為是最先
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R2)是.09。自我取
向是第二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R2)的增加
量是.06。訓練與指導行為是第三個投入變
表五

項，其決定係數(R2)的增加量是.02。結合
這三個預測變項的決定係數是.16，亦即選
手的「內射調節」有 16%是受到專制行為、
自我取向和訓練與指導行為這三個變項所
影響。此外，根據這三個變項的迴歸係數
均呈現正值來看，選手知覺到教練表現較
高的專制行為及訓練與指導行為，以及選
手本身有較高的自我取向，則選手的「內
射調節」也愈高。

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及內射調節的相關矩陣(N=205)
運動目標取向

教練領導行為
變項

訓練與
指導
1.00

民主

民主

.62

1.00

專制

-.27

-.26

1.00

社會支持

.83

.68

-.32

1.00

正面回饋

.71

.61

-.38

.73

1.00

工作取向

.24

.18

-.37

.30

.26

1.00

自我取向

.11

.16

.07

.08

.09

-.03

1.00

內射調節

.08

.05

.29

.02

-.05

-.19

.26

訓練與指導

專制

社會
支持

正面
回饋

工作
取向

自我
取向

表六 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內射調節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F值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2 增
投入變項
多元相
決定係
加量
迴歸係數
迴歸係數
順
序
關係數 R
數 R2
.29
.09
19.21*
.38
.32
1.專制行為
.38
.15
.06
13.72*
.30
.22
2.自我取向
.40
.16
.02
4.08*
.16
.14
3.訓練指導
*P＜.05
表七是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
與外在調節的相關矩陣。表八是教練領導

內射
調節

1.00

t值
4.68*
3.42*
2.02*

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外在調節」的
逐步迴歸分析結果。由表八的結果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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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行為、自我取向以及工作取向等三個
變項達顯著水準。專制行為是最先投入變
項，其決定係數(R2)是.22。自我取向是第
二 投 入 變 項 ， 其 決 定 係 數 (R2) 的 增 加 量
是.09。工作取向是第三個投入變項，其決
定係數(R2)的增加量是.07。結合這三個預
測變項的決定係數是.38，亦即選手的「外
在調節」有 38%是受到專制行為、自我取

向與工作取向這三個變項所影響。此外，
根據專制行為與自我取向的迴歸係數呈現
正值，而工作取向的迴歸係數呈現負值的
情形來看，亦即選手知覺到教練表現較高
的專制行為與本身有較高的自我取向及較
低的工作取向時，則選手的「外在調節」
也愈高。

表七

教練領導行為、成就目標取向及外在調節的相關矩陣(N=205)
運動目標取向
教練領導行為
變項
訓練與
民主
專制
社會
正面
工作
自我
指導
支持
回饋
取向
取向
1.00
訓練與指導
.62
1.00
民主
-.27
-.26
1.00
專制
.83
.68
-.32
1.00
社會支持
.71
.61
-.38
.73
1.00
正面回饋
.24
.18
-.37
.30
.26
1.00
工作取向
.11
.16
.07
.08
.09
-.03
1.00
自我取向
-.13
-.06
.46
-.18
-.24
-.42
.34
外在調節

表八 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外在調節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投入變項
多元相
決定係
F值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2 增
2
順
序
關係數 R
數R
加量
迴歸係數 迴歸係數
.46
.22
55.64*
.35
.34
1.專制行為
.55
.31
.09
26.83*
.34
.30
2.自我取向
.62
.38
.07
22.97*
-.31
-.29
3.工作取向
*P＜.05
表九是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
與無動機的相關矩陣。表十是教練領導行
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無動機」的逐步
迴歸分析結果。由表十的結果得知，工作
取向、專制行為、自我取向以及正面回饋
行為等四個變項達顯著水準。工作取向是
最先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R2)是.21。專
制行為是第二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R2)
的增加量是.09。自我取向是第三個投入變
項，其決定係數(R2)的增加量是.03。正面
回饋行為是第四個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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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
調節

1.00

t值
5.65*
5.41*
-4.79*

(R2)的增加量是.02。結合這四個預測變項
的決定係數是.35，亦即選手的「無動機」
有 35%是受到工作取向、專制行為、自我
取向與正面回饋行為這四個變項所影響。
此外，由於專制行為與自我取向的迴歸係
數呈現正值，而工作取向與正面回饋行為
的迴歸係數呈現負值，因此，選手知覺到
教練表現較高的專制行為與本身有較高的
自我取向，以及有較低的工作取向與知覺
教練較低的正面回饋行為時，則選手的「無
動機」也愈高。

表十

教練領導行為、運動目標取向及無動機的相關矩陣(N=205)
教練領導行為
運動目標取向
變項
訓練與
民主
專制
社會
正面
工作
自我
指導
支持
回饋
取向
取向
1.00
訓練與指導
.62
1.00
民主
-.27
-.26
1.00
專制
.83
.68
-.32
1.00
社會支持
.71
.61
-.38
.73
1.00
正面回饋
.24
.18
-.37
.30
.26
1.00
工作取向
.11
.16
.07
.08
.09
-.03
1.00
自我取向
-.23
-.23
.44
-.27
-.33
-.46
.20
無動機

表十一 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目標取向預測無動機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F值
原始分數
標準化
投入變項
多元相
決定係
R2 增
2
加量
迴歸係數 迴歸係數
順
序
關係數 R
數R
.46
.21
52.97*
-.55
-.31
1.工作取向
.54
.30
.09
25.24*
.42
.25
2.專制行為
.57
.32
.03
7.94*
.34
.18
3.自我取向
.59
.35
.02
7.31*
-.38
-.17
4.正面回饋

無動機

1.00

t值
-5.05*
3.85*
3.17*
-2.70*

*P＜.05

肆、討論
以下分別就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目標
取向預測選手的運動動機結果進行討論。
就預測「內在動機」部分，內在動機
是指個體參與運動是為了本身的樂趣，以
及從參與中獲得樂趣與滿足。在成就目標
理論的觀點中，工作取向主要在重視個人
的發展，並不在乎外在的報酬，且重視自
我實現，強調個人的進步與精熟，因此對
於內在動機會有正面的影響。就本研究的
結果而言，工作取向是內在動機第一個投
入變項，且可解釋 42%的變異量，此一結
果 與 過 去 學 者 (Papaioannou, 1995a;
Williams & Gill, 1995)的觀點與實徵性的研
究（季力康、賴素玲、陳美燕，1995；柯
竺村，1996；莊鵬輝，1995； Duda, Chi,
Newton, Walling, & Catley, 1995;
Vlachopoulos & Biddle, 1996）符合，這可

再次的証實工作取向是有利於個體參與運
動的內在動機。其次，教練的社會支持行
為是指教練會關心每位運動員的福祉、建
立正面的團體氣氛以及與成員維繫溫暖的
人際關係。依教練表現出這項行為時，將
會促使選手感受到被關注，也容易觸發選
手的情感反應，所以當選手知覺到這項行
為時，有可能會將這項情感付諸在運動的
參與上，進而提高選手參與運動的內在動
機。在相關的研究（何全進，1999；馬君
萍，1996）中也發現教練的社會支持行為
是與選手的內在動機有正相關。
就預測「認同調節」部分，認同調節
是指個體認為參與運動的原因是因為個體
經判斷和評價後，認為這項運動對他而言
是重要的。由於自我取向者經常採取與他
人競爭、與他人比較的態度，並對於這類
競爭的行為相當投入，當選手認同比賽的
結果是其參與運動最具有價值的目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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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可能會藉由轉化比賽的過程而認定運
動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在獲勝後所擁有
的價值感。所以對自我取向者而言，他們
是有可能會導致這項動機的形成。雖然認
同調節是屬於外在動機中較正向的調節形
式，但它並非完全出自於內發性的動機參
與運動，它主要是認為這項運動可幫助他
達到個人有價值的目標。由於自我決定理
論的實徵性研究是最近興起的主題，以至
於所獲得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尤其是外
在動機所組成的調節形式部分仍有待釐清
的空間，所以在上述認同調節有關分析推
論的部分仍必須有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釐
清。
就預測「內射調節」部分，內射調節
是指個體是為了社會的認可或避免不被認
可，或者避免自我輕視而參與運動，其內
在的心理過程是出自於內在的獎賞和懲
罰。由於教練表現出專制的行為時，通常
會讓選手感到負面的壓力，並由於來自權
威式的態度，使教練不會適時表達對選手
的認同或關懷，以至於會讓選手對教練產
生疏離感，進而讓選手經常處於猜測教練
對自己行為的肯定，當選手為了獲得教練
的認同，反覆的想要取得教練的認可時，
無形中可能也會助長這類動機調節型態的
發展。其次，選手的自我取向特質主要在
強調勝過他人、超越他人，以證明自己的
能力，因此對於受到社會的認可有極強烈
的需求，同樣的，當自我取向的人面對中
等困難的工作時，他們會選擇逃避，以避
免被發覺到自己的低能力，因此自我取向
會對內射調節造成影響是較容易清楚解釋
的。在國內的研究中，蔡祐慈(2004)也發現
自我取向可正面影響高中選手的內射調節
動機型態。最後，關於教練的訓練與指導
的行為會對內射調節造成正面影響，此一
結果與本研就預先的假設並不符合，可能
是因為教練透過訓練來教導選手的技術與
技能時，選手為了想要了解自己進步的程
度，必然會關注到教練所給予的正面或負
面的評價，如此一來也可能間接助長選手
在這項動機調節型態的發展。此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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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ladurai and Doherty(1998)表示教練的
訓練與指導行為是與選手的表現有關，這
是否因此增強選手過於強調表現且關注教
練的認同，因而形成類似自我取向的效
果，惟此一推論仍須在未來的研究做進一
步的檢驗。
就預測「外在調節」的部分，外在調
節是指個體參與運動是為了外在報酬與避
免懲罰。它是屬於外在動機中最不具有自
主性的型態，也是屬於外在動機中最負向
的調節型態。首先，當教練是以專制的行
為對待選手時，他們對於團隊事務的決定
並不會與選手進行協商，完全是由教練依
自身的看法進行決定，因而選手皆是受到
教練的驅策來進行活動，一旦完全聽命於
教練的決定，則選手並無法對於活動的參
與具有自主性，因此教練專制的行為可能
會對選手的外在調節造成影響。其次，自
我取向主要是在強調社會比較，並希望在
超越他人或勝過他人時獲取利益，在實徵
性的研究中，Duda(1989c)曾表示自我取向
是與相信運動能獲取外在的利益（如：提
高社會地位）以及實質的獲利（如：金錢）
有正面的關係。再者，若選手認為在社會
比較中並無把握擊敗對手，則他們通常會
選擇避免這類競爭的發生，這除了可逃避
被看作是低能力者，也可避免來自於教練
的責罰。因此，自我取向是可能會影響選
手外在調節這項動機型態的發展。最後，
關於工作取向上所獲得的結果是會負向的
預測外在調節的動機型態，主要是工作取
向者參與運動並非是要來自於外在的獎勵
或酬賞，Duda 也表示工作取向者是相信運
動是在教育人們盡力而為、與他人合作和
精熟動作的技巧，並且對於獲得地位等外
在的獎勵形式有負相關存在，因此工作取
向是會對外在調節產生負面的影響。
就預測「無動機」部分，無動機是指
個體完全沒有參與運動的目的，也就是
說，在參與運動時並不知所為何來，它是
屬於整個自我決定理論中完全不具有任何
自主性的型態。首先，就工作取向與教練
的正面回饋行為會負面影響無動機部分做

一可能的分析與解釋，由於工作取向者通
常在運動的參與中會產生良好的適應性行
為，他們抱持在運動中學習、進步與精熟
為主要的目標，這必然與完全無目的參與
運動的無動機型態會有負面的關係，因此
會對於無動機造成負向的影響。蔡祐慈
(2004)的研究也發現工作取向是負向影響
無動機的因素。就教練的正面回饋行為而
言，這項行為主要在強調教練認同和獎勵
運動員的良好表現，一旦選手感受到教練
這項行為時，他們會形成技能上的自我肯
定，提高自己的知覺能力，這對於讓選手
產生無動機的型態必然有負面的影響。其
次，就教練的專制行為與自我取向會正向
影響無動機方面，主要是教練的專制行為
會導致與選手產生疏離感，當選手無法與
教練進行溝通團隊的事務時，或者在訓練
上或日常生活上遭遇困難時，並無法取得
教練的協助，必定會讓選手覺得無所適
從，甚至在團隊中沒有目標可供追尋，於
是逐漸會覺得在團隊中感受到冷漠，因此
教練的專制行為會正向影響選手的無動
機。最後，自我取向著重在與他人比較，
然而在實際的運動情境中，獲勝者往往僅
有少數一些人，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都會
經歷失敗的經驗，由於自我取向只認定勝
過他人是成功的唯一因素，所以他們對於
預期成功的機率都相對較低，最後可能導
致對該項運動減少努力，或是對該項運動
失去興趣或貶低該項運動的價值，如此一
來，自我取向是有可能會對無動機產生正
面的影響。蔡祐慈(2004)同樣也發現自我取
向是正向影響無動機的因素。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結論為：
選手的工作取向與教練的社會支持行為可
有效預測選手的「內在動機」
；選手的自我
取向可有效預測選手的「認同調節」
；教練
的專制行為、選手的自我取向與教練的訓
練與指導行為可有效預測選手的「內射調
節」
；教練的專制行為與選手的自我取向和
工作取向可有效預測選手的「外在調節」，
但選手的工作取向是負向的預測；選手的
工作取向、教練的專制行為、選手的自我

取向與教練的正面回饋行為可有效預測選
手的「無動機」
，但選手的工作取向與教練
的正面回饋行為是負向的預測。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在應用上建
議：一、為增加選手的內在動機，教練可
培養選手的工作取向特質與表現較多的社
會支持行為。根據成就目標理論的觀點，
選手的工作取向特質可藉由強調團隊的精
熟氣候所培養，例如：根據個別選手的情
況訂定目標、獎勵個別選手的進步程度，
並以強調努力是代表達到成功的重要途
徑，如此一來將有助於選手工作取向特質
的發展。此外，教練也需經常表現出關心
選手，不論是在訓練中或日常生活中也儘
量展現出社會支持的行為。二、為避免增
強選手負面的動機型態（如：外在調節與
無動機）
，教練應表現正面回饋的行為，並
減少塑造選手自我取向特質的情境以及表
現出專制的行為。教練的正面回饋行為有
助於選手在技能上獲得自我肯定，強化選
手的信心，對於降低負面的動機型態有其
一定的效果。但專制的行為通常會讓選手
無所適從，且在訓練上或生活上的問題不
敢與教練商量，長久之後，會形成教練與
選手間的疏離感，因而會增加選手的負面
動機型態。其次，避免強調選手間的相互
比較，避免主張能力是選手成功的因素，
以及避免制定比賽獲勝的目標，這些都可
減少塑造選手形成自我取向特質的機會。
三、為強化選手的工作取向特質，教練應
表現出較具正面的領導行為和避免表現出
負面的領導行為。正面的領導行為，如訓
練與指導的行為有助於運動員的技能學
習，民主的行為有助於選手做決定的機
會，社會支持行為有助於與選手發展良好
的人際關係，以及正面回饋行為有助於建
立選手的信心，這些都有助於選手的工作
取向特質的發展和強化選手的運動自主
性。相反的，專制的行為會降低選手成長
的機會，且反而不利於發展選手的工作取
向特質和建立選手的運動自主性。
在未來研究的建議上，本研究發現：
雖然運動動機量表（林季燕、季力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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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製具有嚴謹的過程和建立良好的信、
效度，並逐漸已受到國內研究的使用，可
惜在各分量表的建立上並未能完全充分表
達出自我決定理論中所有的調節型態，例
如在外在動機的部分，並無法在整合調節
上顯現出來。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再嘗試
進一步擴充這份量表的組成因素。此外，
雖然自我決定理論對於外在動機的不同調
節型態有充分的說明，可是在國、內外的
研究之中仍發現有許多歧異之處，尤其是
介於在自決性程度中間的調節型態往往產
生不同的研究結果，所以應有進一步的研
究來釐清這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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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ollege Female Volleyball Player’s
Perceived Coach’s Leadership and Goal Orientation on
Sport Motivation
1

Chi-Chang Chen1
Junn-Ming Wang2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coach’s leadership and
goal orientation on sport motivation. There were 205 participants drawn from College
Volleyball League Game. The instruments administered to the subjects were leadership scale for
sport, sport goal orientation inventory, and sport motivation inventor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players’ task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coach’s social support behavior could predict players’ intrinsic motivation effectively;
players’ ego orientation, perceived coach’s autocratic behavior and training/instruction behavior
could predict players’ introjected regulation effectively; players’ ego orientation, task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coach’s autocratic behavior could predict players’ external regulation effectively;
players’ task orientation, ego orientation, perceived coach’s autocratic and positive behavior
could predict player’s amotivation effectively. Explanations of the findings were offered,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study were discuss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port leadership, achievement goa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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