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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分別與學生的學習投

入、體育態度與參與動機相互之間的關係和大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在體育教師的家

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與學生上課參與動機之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以本校的大學

生為施測對象。研究者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有效問卷 365 份，所得資料以 SPSS 21.0 與 AMOS 

21.0 統計軟體進行分析，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 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

風格與學生的學習投入與體育態度，達顯著正向影響 (p < .05)；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與交易型

領導風格與參與動機，未達顯著正向影響 (p > .05)，但轉換型領導與參與動機，達顯著正向

影響 (p < .05)；大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與參與動機，達顯著正向影響 (p < .05)。(二) 

大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在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與交易型領導風格與參與動機，具有完

全中介效果；在轉換型領導上，則呈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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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有關領導理論的研究，在華人家族式企業中，領導者會展現某些特殊的領導行為和風格，

與西方社會發展出的領導模式不盡相同，經透過一系列的研究建構出「家長式領導」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林姿葶、鄭伯壎、周麗芳，2014；Pellegrini & Scandura, 2008)。關於

「轉換型領導風格」是指領導者可使成員提高理想及道德價值觀，並激勵成員有更大的努力

與表現，而成員本身也會自許為組織中的一員、被支持、提升自信心，並有意願及承諾達到

領導者的願景 (Bryman, 1992)。關於「交易型領導風格」是指領導者與成員間的關係是建立

在一連串的交換與協定上，往往是立基在條件之間的交換。過去研究一致顯示領導者之領導

風格對於組織和成員都有重要的影響 (Chua & Murray, 2015)。根據上述的領導風格的類型，

似乎有些大學體育老師會不經意展現，例如：有些體育老師所散發出來的魅力，會改變學生

上體育課的態度或行為；相反的，有些體育老師會利用加分條件，來誘發學生上體育課的動

機。 



有關動機研究，近年來經常以Deci (1980) 的自我決定理論做為研究的基礎，由於自我決

定理論能充分解釋所有的動機類型，除了可深入了解參與者的不同動機類型外，也可以充分

運用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中。由於動機會影響個體參與活動的自我決定程度，進而影響其動機

型態，依照自我決定程度的不同，從自我決定程度最低的無動機到自我決定程度最高的內在

動機。Carroll 與 Alexandris (1997) 認為內在動機可能比外在誘因來得重要，因為內在動機能

為個體帶來更多的滿足感；而研究指出在四個外在動機中，外在調節的自主決定程度是最低

的，再來是內省調節、認同調節及整合調節。因此，本研究為了能充分表現出所有的動機型

態，以自我決定理論為基礎，編製適合大學生使用的體育課動機量表，同時作為瞭解體育教

師的領導風格對學生體育課參與動機影響情形。 

就體育而言，體育態度是影響學生參與體育活動重要因素，學校的體育課程包括控制信

念與知覺行為控制，在體育課程中，必須在教師指導下共同從事身體活動及運動技能學習，

才不至於缺乏同伴而降低對運動參與。Silverman 與 Subramaniam (1999) 認為學生對於學校

體育課的正面或是反面態度，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課堂外，日後參與體育活動的意願。

Ntoumais (2005) 運用自我決定理論模式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來瞭解學生體育課的認知

和情感體驗，發現教師的自主感支持會影響學生的需求滿足，透過需求滿足會影響學生的學

習自主動機，再對體育課的專注程度和未來選修意圖產生正面影響。因此，要如何提升大學

生正向積極的體育態度，增加日後主動參與體育活動意願，養成良好運動習慣，增進身心健

康，是當前重要的課題。關於學生體育態度研究，在體育教學中一直佔有重要的份量 (Carlson, 

1995)，研究指出它可以有效影響學生未來參與學校外的體育活動 (Ennis, 1996)，獲得更多體

育成就 (Subramaniam & Silverman, 2000)。根據上述論述，發現動機對學生在上體育運動的認

知、情意、行為的影響極為廣泛，在大學階段是大多數人完整接受體育課程的最後階段，這

對於將來是否能繼續保有持續規律運動的習慣將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大學生的

體育態度作為中介變項，瞭解體育態度是否對體育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體育課參與動機，具

有中介作用。 

關於學習投入是指個體在學習歷程中表現持續行為與心理涉入程度，能伴隨正向情緒與

展現出多面向學習成果 (李宜玫、孫頌賢，2010)。相關研究顯示，學習投入會受到環境脈絡 

(如教師提供自主支持環境)、學習基本需求滿足 (能力感、自主感與聯繫感)、學習自主動機等

因素不同程度影響 (施淑慎，2008)。李宜玫與孫頌賢 (2010) 研究對發現大學生以個人內在

興趣 (內在動機) 或未來生涯目標 (認同調節) 等自主性動機作為選課的考量時，會表現較積

極的學習投入行為，這隱含著當個體抱持愈高的自主動機，則學習投入的程度也愈高。Perry、

Liu 與 Pabian (2010) 研究指出青少年以自我決定、自主的方式來探索未來的生涯目標時，個

體將更有動機去追求目標，而積極的學習投入是青少年實現生涯目標的方式之一。因此，本

研究將以大學生的學習投入作為中介變項，瞭解學習投入是否對體育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體

育課參與動機，具有中介作用。 

由於影響動機因素與領導者行為，在過去有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本研究主要根據自我決

定理論的觀點，認為影響大學生上體育課的動機，莫不以體育老師為最重要的關鍵。因此，

本研究將針對體育老師的領導行為進行了解其對學生上體育課動機的影響。同時，學生上體

育課的態度與學習投入應該要經常受關注，除了冀望學生上課的動機能具有較正向型態外，

也必須審慎關注體育教師的領導風格，可能對於學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以家長式、轉換

型和交易型的領導風格，做為是目前領導研究的新趨勢，將探討大學體育老師的領導風格與



大學生上體育課動機的關係，以及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是否具有中介作用，作為體育

教師上體育課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大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分別與大學生學習  

    投入、體育態度與參與動機之間的關係。 

(二) 探討大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在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與上

課參與動機之中介作用。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體育教師領導風格與參與動機之相關研究 

Hackman 與 Johnson (2004) 研究指出交易領導者倚重獎勵來激勵追隨者和預防表現不

加，使用負面回饋與批評。管理者甚至可能嘗試預先藉由外在報酬激勵下屬 (Conger, 1999)。

陳其昌與謝文娟 (2009) 研究指出體育教師交易領導的消極介入管理可正向預測學生的內射

調節與外在調節，消極介入管理可負向預測學生的內在動機。陳素青、詹俊成與鄭志富 (2013) 

研究指出體育教師個別關懷、魅力、智能啟發之領導風格，能正向影響學生自主性動機型態。

關於家長式領導研究發現仁慈和德行領導對於課堂和學生有正面影響，而威權則可能與負面

結果有關 (Cheng et al., 2014)。在體育課程的研究發現，自我決定程度較高的動機型態與正面

結果有關，如努力、興趣、自尊、活力，並可能進一步提升學習和課堂表現，自我決定程度

較低的外在調節和內射調節，會導致與負面結果，如不開心、無聊等 (Lonsdale, Sabiston, 

Raedeke, Ha, & Sum, 200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1：在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

及交易型領導風格對學生的參與動機，有正向影響。 

 

二、體育態度對領導風格與參與動機之相關研究 

體育態度的認同傾向可以界定為參與體育活動者，對體育所提供的教育價值和特殊貢獻

所產生的向心力 (陳鎰明，1994)。根據 Ajzen 與 Fishbein (1980) 的理性行動論指出，態度

在個人形成行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正確的運動態度能改善運動行為，態度與行為是相互影

響的關係，學習理論強調過去的行為經驗是形成態度的因素之一 (Mowatt, Depauw, & Hulac, 

1988)。蔡育佑與徐欽賢 (2006) 指出學生體育運動態度會影響其上體育課及運動參與行為，

態度的強度能堅固行為，要增強體育運動態度，須藉由思考以表達態度的行為，此直接經驗

與先前經驗及自身密切相關，而形成的態度，能促進運動態度與行為的一致性。黃文彬 (2013) 

研究大專學生在體育態度和學習動機之現況及相關研究變項之間關係，指出體育態度能有效

預測學習動機的滿足感、關聯性與自信心等三個變項。王慧雯 (2015) 研究指出國小體育教師

領導風格與學童體育態度達顯著相關。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H2：體育態度在體育

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與學生上體育課參與動機之間，有正向影響及有顯

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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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投入對領導風格與參與動機之相關研究 

在學習投入理論的行為投入，係指學生投入學習活動頻率愈高，投入時間愈長，學生的

學習表現愈佳 (Greene, Marti, & McClenney, 2008)。許多強調自主學習動機與自我調節的相關

研究，顯示動機對學習過程與結果有重要影響 (施淑慎，2008)。Weiner (2005) 由歸因歷程的

觀點來看，動機是行為的引發因素，可以清楚其因果關係，但是學習的成敗經驗也是影響下

個階段學習的趨向或逃避反應的動力。李宜玫與孫頌賢 (2010) 研究指出大學生學習投入上

受到自主性動機(興趣) 的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學習投入與學生上體育的參與動機是

有相關的。另外，施孟君 (2015) 研究指出教師教學風格會影響學生學習投入程度，教師教學

風格對學生學習投入之關係會產生調節效果。施淑津與黃德祥 (2015) 研究指出教師激勵風

格知覺較高，國中學生在學習投入較高，教師激勵風格與學習投入有顯著的相關，教師激勵

風格對學習投入，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H3：學習投入在體育

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與學生上體育課參與動機之間，有正向影響及有顯

著中介作用。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預試與正式量表以嘉義大學學生為施測對象。本研究問卷的填寫以學期最後三週，

徵求任課體育教師與學生同意，發放問卷讓學生填寫，第一部分為大學體育教師領導風格量

表填寫，第二部分為大學生上體育課參與動機量表填寫，第三部分為大學生體育態度與學習

投入量表填寫。由研究者親自發放問卷，以控制作答情境的一致性，施測時間是在 108 年 12

月 3~23 日，預試問卷 120 份，有效問卷 120 份。正式施測時間為 109 年 4 月 20～30 日，總

計發放問卷 352 份，有效問卷 352 份。男生 15 位 (42.9%)，女生 191 位 (57.1%)；在年級別

方面，大一學生 150 位 (42.6%)、大二學生 202 位 (57.4%)。 

 

二、研究工具 

(一) 大學體育老師之轉換型、交易型、家長式領導風格量表之編製 

本研究係參考 Bass 與 Avolio (1989) 的多因子領導問卷，將領導風格分為轉換型與交易

二種不同的領導風格，其中轉換型領導風格有四個分量表；交易型領導風格有三個分量表，

每個分量表都預先編製 10 道題目，初步完成的預試量表計有共 70 題，量尺以四點尺度計分

方式呈現，以 1 代表不符合至 4 代表符合。 

1.轉換型領導風格量：將 40 道預試題目，進行項目分析後，保留 CR 值達到顯著水準及相關

值均大於.40 者，進行因素分析，其中個人關懷因素，因為跨因素負荷量的題目甚多，以至於

最後無法完整形成一個因素，再將 30 道題目，進行因素分析，其中 Cronbach α 大於.60 以上

保留，結果僅保留激勵鼓舞(5 題)、智能啟發(4 題)、魅力(3 題) 等三個分量表，正式量表有

12 題，量表的整體解釋變異量達 77.02%。在本研究中上述三個因素之 Cronbach α 分別

為.93、.89、.80，具有良好的測量信度。 

2.交易型領導風格量表：將 30 道預試題目，進行項目分析後，保留 CR 值達到顯著水準及相

關值均大於.40 者，進行因素分析，其中 Cronbach α 大於.60 以上保留。結果發現可獲取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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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即權變酬賞 (7 題)、積極介入管理 (5 題)、消極介入管理 (7 題)，最後正式量表有 19 

題，量表的整體解釋變異量達 70.25%。在本研究中上述三個因素之 Cronbach α 分別為.90、.87、

80，具有良好的測量信度。 

3.家長式領風格導量表：本研究係參考湯慧娟與宋一夫 (2004) 研究家長式領導文化的三向度

模式，發展修訂運動領域適用之家長式領導量表，並具有實證研究的信、效度。本研究採用

上述所使用的家長式領導量表，並修正為體育課情境。總計有三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都預

先編製 10 道題目，初步完成預試量表共 30 題，以四點尺度計分方式呈現，以 1 代表不符合

至 4 代表非常符合。進行項目分析後，保留 CR 值達到顯著水準及相關值均大於.40 者。進

行項因素分析，其中 Cronbach α 大於.60 以上保留。結果僅保留才德 (4 題)、仁慈 (4 題)、威

權 (3 題) 等三個分量表，最後正式量表有 11 題，量表的整體解釋變異量達 69.29%。在本研

究中上述三個因素之 Cronbach α 分為.84、.97、.73，具有良好的測量信度。 

(二) 體育課參與動機量表 

    本研究係參考Deci 與 Ryan (1991) 的「自我決定理論」為架構，針對自我決定理論中每

種動機型態定義，編撰適合大學生上體育課的題目，初完成的預試題目有八種不同的動機形

式，每一因素皆依照原始理論的定義及教育的背景進行編製題目，總計有八個分量表，每個

分量表都預先編製5 道題目初步完成的預試量表計有共40題，採用四點量尺記分方式呈現，

1 代表很不同意至4 代表很同意。將40 道預試題目，進行項目分析後，保留CR 值達到顯著

水準及相關值均大於.40者，接著本研究進行因素分析，發現原本內在動機和認同調節之題項

聚合為同一因素，而內射調節和外在調節之題項也合為同一因素，無動機則不變。由於Deci 

與 Ryan (2008) 指出在自我決定程度高低的連續線上，認同調節、內在動機都屬於自我決定

程度較高的動機型態，且從事活動時都包含了自我意志和選擇的成分，而內射調節和外在調

節則是外在動機中自我決定程度最低的兩個型態。因此，本研究採用黃翰強與許雅雯 (2016) 

的作法，認為合併後之因素與題項仍符合理論模式，將其分別命名為高自我決定動機、低自

我決定動機及無動機三個向度，其中Cronbach α 均大於.60 以上保留，獲得高自我決定動機 

(9題)、低自我決定動機 (8題)、無動機 (5題) 等三個因素，都能各自組成一個代表性的因素，

共計有三個因素有22個題目。量表的整體解釋變異量70.35%。在本研究中的三個構面Cronbach 

α分別為.93、.91、90，具有良好的測量信度。 

(三) 體育課體育態度量表 

本研究係參考林本源 (2002) 編製「台灣地區中小學學生體育態度量表-小四至高三」為

研究工具，有三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都預先編製 10 道題目，初步完成預試量表計有共 30 

題，皆為正向題，採用四點量尺記分方式呈現，1 代表很不同意至 4 代表很同意。進行項目

分析後，保留 CR 值達到顯著水準及相關值均大於.40 者。進行因素分析，其中 Cronbach α

大於.60 以上保留。結果發現可獲取三個因素，即認知 (4 題)、情意 (4 題)、行動意向 (4 題)，

最後正式量表有 12 題，量表的整體解釋變異量達 66.41%。在本研究中的三個因素之 Cronbach 

α 分別為.84、.85、.77，具有良好的測量信度。 

(四) 體育課學習投入量表 

    本研究量表之學習投入分為行為投入與情緒投入兩個層面。行為投入是參考 

施淑慎 (2008) 的行為分量表，並選取涉入、堅持及參與三個成分，共計 10 題。情緒投入部

份，乃參考陳荻卿 (2005) 改編之學習動機量表中，選取與學習活動正向情緒感受有關之題

項，共計 5 題。以四點尺度計分方式呈現，以 1 代表不符合至 4 代表符合。進行項目分析



後，保留 CR 值達到顯著水準及相關值均大於.40 者，其中 Cronbach α 大於.60 以上保留，結

果發現二個因素，即行為投入 (9 題)、情緒投入 (6 題)，最後正式量表有 15 題，量表的整體

解釋變異量達 68.55%。在本研究中的二個因素之 Cronbach α 分別為.92、.93，具有良好的測

量信度。 

 

三、資料處理 

本研究將所得資料，透過SPSS 21.0 統計，進行項目、因素與相關分析，使用AMOS 21 

版，進階統計分析則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型來檢驗各測量工具之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並以路徑模式檢驗各個潛在變數間的理論關係與中介效果。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參數係以最大

概似估計法進行估計，中介效果之檢定係採用Bootstrap 自訂參數法，進行中介效果值的顯著

性考驗與計算信賴區間。 

 

參、結果與討論 

一、各觀察變項相關係數 

在進行結構方程分析前，本研究先檢視各觀察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從表 1 中可以發現，

領導風格、體育態度、學習投入與參與動機各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顯示

研究變項之間具有一定程度之關聯。並且，從相關係數的正負號中可以發現各研究變項具有

相同的變動方向。 

 

表 1 各觀察變項相關係數摘要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1                 

2 .66* 1                

3 .36* .51* 1               

4 .54* .64* .46* 1              

5 .52* .45* .47* .75* 1             

6 .44* .38* .36* .45* .50* 1            

7 .37* .55* .31* .49* .45* .51* 1           

8 .55* .42* .29* .43* .53* .33* .31* 1          

9 .44* .36* .36* .47* .38* .33* .36* .25* 1         

10 .33* .20* .43* .50* .45* .34* .40* .29* .56* 1        

11 .18* .28* .42* .26* .19* .28* .26* .02 .30* .50* 1       

12 .36* .51* .23* .49* .34* .29* .23* .28* .35* .31* .08 1      

13 .58* .39* .40* .65* .56* .47* .42* .44* .50* .50* .26* .52* 1     

14 .37* .38* .32 .51* .44* .28* .44* .27* .54* .54* .26* .37* .57* 1    

15 .40* .37* .36* .54* .42* .43* .33* .23* .52* .55* .29* .62* .60* .55* 1   

16 .35* .27* .29* .43* .31* .23* .35* .21* .47* .43* .30* .49* .40* .49* .65* 1  

17 .26* .21* .20* .29* .22* .10 .08 .25* .35* .28* .14* .36* .24* .27* .37* .42* 1 

*p＜.05 (註：1=認知；2=情意；3=行動意向；4=行為投入；5=情緒投入；6=高我決定；7=低



自我決定；8=無動機；9=才德領導；10=仁慈領導；11=威權領導；12=激勵鼓舞；13=智能啟

發；14=魅力；15=權變酬賞；16=積極介入管理；17=消極介入管理) 

 

表 2測量模式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潛在變項 1 2 3 4 5 6 

1.家長式領導 1      

2.轉換型領導 .55* 1     

3.交易型領導 .58** .73** 1    

4.體育態度 .54** .56** .46** 1   

5.學習投入 .51** .67** .52** .67** 1  

6.參與動機 .45** .55** .43** .63** .65** 1 

**p < .01 

 

二、多變量常態性的假設驗證 

檢視偏態與峰度係數大小可判斷觀察變項是否符合常態分配之假設前提，偏態的絕對值

需小於 3，峰度的絕對值需小於 20 (黃芳銘，2007)。本研究之觀察變項的偏態係數介於-.72~.41

之間，峰度係數介於-.68~.60 之間，表示無違反 SEM 常態分配的假設前提。 

 

三、違反估計檢驗 

    由於各模式內各個變項並未違反 SEM 常配分配之基本假設，故接著進一步檢查模式內

的參數是否為不良參數估計值。本研究檢查不良參數估計值之指標有三項：(1) 標準化係數超

過 1、(2) 過大的標準誤、(3) 誤差變異量等於或小於 0。本研究的觀察變項的標準化係數因

素負荷量數值介於.47~.89 之間，均高於.45 且小於.95 均符合門檻值 (黃芳銘，2007)。誤差

變異數介於.22~.82 之間，並沒有負值存在且全部顯著 (黃芳銘，2007)，各個潛在變數之平均

變異抽取量介於.36~.76，組合信度介於.63~.86，皆符合 Hair、Black、Babin、Anderson 和 Tatham 

(2006) 建議之標準，測量模式結果顯示本研究工具具有良好的信度與效度，後續結構模式驗

證不致受到測量誤差的嚴重影響。此外，潛在預測變數、潛在中介變數以及潛在效標變數之

間的相關係數也皆達顯著水準 (p < .01)，測量模式詳細數據如圖 1~圖 6 所示。可以進行整體

模式適配檢定，如圖 1~圖 6 所示。 

 

四、結構模式與中介效果檢驗 

    本研究之整體模式度指標，綜合判斷模式的整體效果，卡方檢驗指標說明，模式 χ²達顯

著水準，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 的數值模式為，未小於 3 之標準外。另外，RMSEA 顯示不錯

適配。檢驗其他指標值作綜合判斷，指標 GFI、CFI、NFI、RMR 結果顯示均達標準，測量模

式詳細數據如圖 1、圖 2、圖 3、圖 4、圖 5、圖 6 和表 5、表 6 與表 7 所示。整體而言，符

合整體模式之適配標準。 

(一) 學習投入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家長式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學習投入與潛在效標變 

數參與動機，進行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² = 56.582、df =17、GFI 

= .945、CFI = .947、NFI = .927、RMSEA = .076、RMR = .017)，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模式成立。



所有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 (p < .01)，家長式領導對學習投入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63，學

習投入對參與動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75。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

家長式領導透過學習投入做為中介對參與動機之間接效果為.47，其 95％ CI 介於.32~.63 之

間，並未包含 0 在內，顯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 (p < .05)。直接效果.18 未達顯著 (p > .05)，

其 95％ CI 介於-.06~.50 之間，並包含 0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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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家長式領導、學習投入及參與動機之完整模式圖 

  

    本研究以轉換型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學習投入與潛在效標變 

數參與動機，進行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² = 62.547、df =17、GFI 

= .946、CFI = .945、NFI = .928、RMSEA = .078、RMR = .015)，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模式成立。

所有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 (p < .01)，轉換型領導對學習投入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82，學

習投入對參與動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60。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

轉換型領導透過學習投入做為中介對參與動機之間接效果為.49，其 95％ CI 介於.20~.79 之

間，並未包含 0 在內，顯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 (p < .05)。直接效果.31 達顯著 (p < .05) ，

其 95％ CI 介於-.06~.66 之間，並包含 0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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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轉換型領導、學習投入及參與動機之完整模式圖 

 

    本研究以交易型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學習投入與潛在效標變 

數參與動機，進行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² = 77.039、df =17、GFI 

= .930、CFI = .954、NFI = .948、RMSEA = .072、RMR = .017)，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模式成立。

所有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 (p < .01)，交易型領導對學習投入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63，學

習投入對參與動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79。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

交易型領導透過學習投入做為中介對參與動機之效果為.50，其 95％ CI 介於.31～.64 之間，

並未包含 0 在內，顯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 (p < .05)。直接效果.10 未達顯著 (p > .05)，其 95

％ CI 介於-.13~.32 之間，並包含 0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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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易型領導、學習投入及參與動機之完整模式圖 

 

表 3 家長式、轉換型、交易型領導之結構模式之標準化效果量及中介檢定摘要表   

家長式領導 轉換型領導 交易型領導 

學習投入 學習投入 學習投入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γ11 β1 γ11*β1 95% CI γ11 β1 γ11*β1 95% CI γ11 β1 γ11*β1 95% CI 

.63** .75** .47 .32～.63 .82** .60** .49 .20～.79 .63** .79** .50 .34～.67 

**p < .01 

  

    綜合本研究結果可知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交易型領導對學習投入的關係為正向，

兩者之間確實具有顯著相關，本研究發現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是學習投入

的基礎與前提，此即說明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與學習投入之間具有影響的

方向性。此與李宜玫與孫頌賢 (2010) 研究指出大學生學習投入上受到自主性動機的正向影

響相符合。此與施淑津、黃德祥 (2015) 研究指出教師激勵風格與學習投入有顯著的相關，

教師激勵風格對學習投入亦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相符合。此與施孟君 (2015) 研究指出教師教

學風格會影響學生學習投入程度相符合。由於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交易型領導的增

值，會隨之提升學習投入。至於學生的學習投入與參與動機的關係明確，也就是說，個體擁

有愈多的學習投入體驗與來源，便愈能提升參與動機的傾向。本研究結果家長式領導、交易

型領導對參與動機的關係未達顯著，本研究與 Bono 與 Judge ( 2003) 與 Zhang 與 Bartol 

(2010) 研究發現領導風格會透過影響成員的動機型態，進而影響其主觀康寧、創造力和滿

意度等不符合；與陳素青、詹俊成與鄭志富 (2013) 研究指出體育教師個別關懷、魅力、智

能啟發之領導風格有助於正向影響學生的自主性動機型態不符合；與陳其昌與謝文娟 

(2009) 研究指出體育教師互易領導的消極介入管理可正向預測學生的內射調節與外在調

節，消極介入管理可負向預測學生的內在動機不符合，與過去的研究不一致，但轉換型領

導，與上述過去的研究一致。 

(二) 體育態度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家長式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體育態度與潛在效標變 

數參與動機，進行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² = 119.111、df =24、

GFI = .936、CFI = .979、NFI = .955、RMSEA = .079、RMR = .025)，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模式

成立。所有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 (p < .01)，家長式領導對體育態度之標準化結構係數

為.61，體育態度對參與動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80。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

表 4 所示。家長式領導透過體育態度做為中介對參與動機之效果為.49，其 95％ CI 介

於.32~.72 之間，並未包含 0 在內，顯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 (p < .05)。直接效果.18 未達顯

著 (p > .05)，其 95％ CI 介於-.10~.42 之間，並包含 0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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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家長式領導、體育態度及參與動機之完整模式圖 

      

    本研究以轉換型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體育態度與潛在效標變數參與動

機，進行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² = 73.867、df = 24、GFI = .939、

CFI = .939、NFI = .913、RMSEA = .080、RMR = .017)，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模式成立。所有

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 (p < .01)，轉換型領導對體育態度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74，體育

態度對參與動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75。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4 所示。

轉換型領導透過體育態度做為中介對參與動機之效果為.56，其 95％ CI 介於.36~.62 之間，

並未包含 0 在內，顯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 (p < .05)。直接效果.24 達顯著 (p < .05)，其 95

％ CI 介於-.04~.53 之間，並包含 0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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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轉換型領導、學習投入及參與動機之完整模式圖 

 

    本研究以交易型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體育態度與潛在效標變 

數參與動機，進行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² = 93.980、df = 24、

GFI = .928、CFI = .950、NFI = .942、RMSEA = .082、RMR = .018)，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模式

成立。所有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 (p < .01)，交易型領導對體育態度之標準化結構係數

為.56，體育態度對參與動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86。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

4 所示。交易型領導透過體育態度做為中介對參與動機之效果為.48，其 95％ CI 介

於.31~.63 之間，並未包含 0 在內，顯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 (p < .05)。直接效果.11 未達顯

著 (p < .05)，其 95％ CI 介於-.11~.35 之間，並包含 0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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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交易型領導、學習投入及參與動機之完整模式圖 

 



表 4 家長式、轉換型、交易型領導之結構模式之標準化效果量及中介檢定摘要表   

家長式領導 轉換型領導 交易型領導 

體育態度 體育態度 體育態度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γ11 β1 γ11*β1 95% CI γ11 β1 γ11*β1 95% CI γ11 β1 γ11*β1 95% CI 

.61** .80** .49 .32～.72 .74** .75** .56 .33～.80 .56** .86** .48 .31～.63 

**p < .01 

 

    綜合本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是體育態度的基礎與前

提，此即說明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與體育態度之間具有影響的方向性。從

本研究結果可知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對體育態度的關係均為正向，兩者之

間確實具有顯著相關，本研究發現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與體育態度之間具

有影響的方向性。本研究與王慧雯 (2015) 研究指出體育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體育態度達顯

著相關相符合。由於家長式領導、轉換型領導及交易型領導的增值，會隨之提升體育態度。

至於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參與動機的關係明確，也就是說，個體擁有愈多的體育態度體驗與來

源，便愈能提升參與動機的傾向，本研究與黃文彬 (2013) 研究主指出體育態度能有效預測

學習動機的滿足感、關聯性與自信心等三個變項相符合。本研究發現體育態度對家長式領導

及交易型領導對參與動機的關係未達顯著，此與學習投入對家長式領導及交易型領導對參與

動機的關係未達顯著相同，可見學習投入與體育態度之間具有不低的相關聯。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整體上，家長式領導及交易型領導均強調個體本身的

優勢和正向心理狀態中所蘊藏的力量，但它對參與動機傾向的提升卻絲毫沒有幫助，反而是

透過體育態度育與學習投入扮演完全中介作用的角色，才可以達到大幅提升參與動機傾向之

可能性。而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在轉換型領導與參與動機之間，扮演部分中介作用的角色，

可見體育教師的領導風格會因不同型態，產生不同的效果。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體育教師的家長式及交易型領導風格對學生參與動機沒有顯著影響，但轉換型領

導對學生參與動機有顯著影響；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領導風格對學生體育態

度與學習投入，均達顯著正向影響；大學生的體育態度與學習投入與參與動機，均達顯著正

向影響。 (二) 學習投入在體育教師的家長式及交易型的領導風格與學生體育課參與動機之

間有完全中介作用，而學習投入在轉換型領導與學生體育課參與動機之間為部分中介作用。

(三) 體育態度在體育教師的家長式、轉換型及交易型的領導風格與學生上體育課參與動機

之間有完全中介作用，而體育態度轉換型領導與學生體育課參與動機之間為部分中介作用。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學習投入與體育態度扮演體育教師的交易型、轉換型、家長式的領導風格與

學生上體育課參與動機之間的中介角色。因此，提升學生的學習投入與體育態度，才能提升

上體育課的參與動機，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建議體育教師發展提升學升上體育課的興



趣，必要時可採用的團體方式或個別介入方案，並持續追蹤一段時間，請學生每日撰寫身體

活動日記，以確實掌握學生運動後的心理狀態的變化，達成逐次提升學生參與動機的效果。

對未來研究建議，本研究所蒐集到的只是單一時間點的資料，在因果關係的推論上，仍需保

守推論才好。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上，可以進行全國性的調查，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投入與

體育態度情如何在體育態度扮演體育教師的交易型、轉換型、家長式的領導風格與學生上體

育課參與動機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及其細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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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ructors’ Leadership Styles and Stude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

- Using Sports Attitud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s Mediating Variables 

 

Chun-Ying Hou 

 

Abstract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structors’ leadership styles 

(parental,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and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sports attitude, and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udents’ sports attitud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on leadership styles and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is research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and collected questionnaire from 365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via SPSS 21.0 and AMOS 21.0. The study finds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positive 

effect (p < .05) of leadership styles (parental,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p > .05) of the 

leadership styles (parental and transactional)   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p < .05) of the leadership styles (transformational) 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p < .05)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ports attitud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p < .05) and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dership styles (parental and transactional) and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n sports attitud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but transformational i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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