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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城市居民中有偿体育锻炼参与者的满足感、参与选择、个人投资、社会约束和

社会支持等 5 个因素对于运动承诺的预测情况，并探讨运动承诺对于后继的体育锻炼坚持行为的

预测情况。结果发现：较高的满足感、较少的参与选择、较多的个人投资、较低的社会约束以及

较高的社会支持，若通过较高的想要的承诺，将带来较高的体育锻炼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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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prediction of sports commitments by such 5 factors as the sense of satisfac-

tion, choice of participati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social restraint and social support in relation to rewarded physi-

cal exercise doers in urban residents, and into the prediction of sports commitments on follow-up physical exercis-

ing adhering behaviors, and revealed that a stronger sense of satisfaction, fewer choices of participation, more indi-

vidual investment, less social restraint and stronger social support will bring a higher degree of adherence of physi-

cal exer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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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参与行为问题一直是体育社会学和体育

锻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从锻炼心理学角度来说，

影响人们体育锻炼行为和持续参与的动力来源与其动

机的强弱有极大的相关，因此，了解人们参与体育锻

炼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意图，才能进一步了解如何帮助

体育锻炼者避免中断运动计划并持续规律锻炼，这对

于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开展，有效的体育人口保持策

略，促进人们坚持体育锻炼而言是重要的一环。本研

究基于运动承诺理论，以杭州和无锡两地城市居民参

加体育锻炼俱乐部的付费会员为研究对象，期待了解

持续参与行为的动机因素或可能中断参与的原因。 

    1993 年 Scanlan 等[1]将承诺的概念引入体育运动参

与动机的研究领域，用于研究青少年运动员持续参与

体育运动的动机，将运动承诺定义为“渴望和决心继

续参加体育运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基于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成果，Scanlan 等构建了以识别运动承诺的影响因

素为目的的理论模型，除参与选择是负向影响外，其

他 4 个因素都是正向影响。认为：运动承诺由运动乐

趣、参与选择、个人投入、社会约束、参与机会 5 个

因素决定，其中，运动乐趣被定义为“对体育运动经

历的积极情感反映，表现为快乐、喜欢和有趣等一般

化的情绪”；参与选择被定义为“相对于继续参与当前

的体育运动，首选的替代活动的吸引力”；个人投入被

定义为“投入到体育运动中且停止体育运动不能得到

恢复的个人资源”；社会约束被定义为“一种社会期望

和规范，它能产生继续参与体育运动的责任感”；参与

机会被定义为“只能通过继续参与才能获得的宝贵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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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lan 构建的模型中假设社会约束可使青少年

运动员感受到家人或朋友的期许而产生一种渴望或义

务持续参与运动的承诺感，但很多研究中社会约束和

运动承诺两者呈现无或负相关，而对承诺也没有显著

的预测效果。这样不一致结果，被认为社会约束似乎

会降低其运动承诺，原因之一是可能与青少年知觉压

力因素有关。相对于成人，青少年知觉他人所给予的

约束力量和迫使其参与运动的压力敏感度较高，此外，

过多的社会约束很可能使青少年产生排斥，而非属于

自愿参与运动。由此证明在原始运动承诺模型中有其

它额外的因素在干扰着运动承诺，而假如排除压力因

素，是否社会约束的预测情况将有所不同？ 

在 Wilson 等人[2]以运动承诺模型对体育锻炼者所

做的研究中，额外纳入社会支持作为对运动承诺的预

测变量之一，同时也针对原先运动承诺模型中，社会

约束模棱两可的问题，做一个新的检验，以原来的运

动承诺量表为基础，发展了一个适用于体育锻炼情景

的“体育锻炼承诺量表”，以此探究体育锻炼情景中，

体育锻炼者运动承诺的相关情况。然而，在此量表的

修订时，Wilson 等人[2]将原运动承诺模型中的运动乐趣

改回原来的满足感，原因由于过去的文献中提出，无

论在何种情境条件下，长时间上满足感的增加是一个

能增加承诺较为稳定的因素，甚至比乐趣涵盖更多层

面的正向情绪反应，因此，Wilson 等人[2]对于体育锻炼

行为的研究中，满足感取代运动乐趣。而乐趣原有涵

义纳入参与选择的题目内涵中。 

在运动承诺模型原始的概念中，承诺包含的是多

层面的情绪态度。其中关于承诺的本质，有两个必须

要理清的要素，个体的坚持与否有两个主要原因：第

一是因为想要参与，第二是因为必须参与；因为想要

参与而坚持努力(决心)和因为必须参与而持续(义务)。

“想要持续”可反映出个体由于在人际关系或活动中，

所获得的满足感和自我认同，而“必须持续”是具有

来自社会压力或限制的意味。虽然这两者为复杂的综

合体，但从这样的概念中，可以了解到承诺的主要来

源归因于个体的自我知觉与自我选择性，无论是两者

原因同时存在，或任何其中的一者存在，若个体知觉

“想要”和“必须”的程度高，则承诺水平将提高，

而个体承诺水平的高低，也对后续的自我选择有很大

的影响，可反映出其本身愿意付出多少精力来持续从

事某件事物[3]。 

因参与动机、目的以及参与环境的不同，竞技运

动参与者和体育锻炼参与者的各种心理状态虽然有相

异之处，但认为运动承诺在体育锻炼情景中应亦为重

要的预测因素。承诺是否同样对体育锻炼行为及持续

力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运动承诺模型为主

轴，并融合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社会、

家庭、他人对自己参加体育锻炼的支持和鼓励）的概

念，来探讨运动承诺的组成因素及运动承诺和体育锻

炼参与频率、知觉体育锻炼强度及体育锻炼坚持的相

关机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主要是杭州和无锡城市居民比较喜欢的

游泳、乒乓球/羽毛球、健美、网球等项目的 9 所俱乐

部会员。按照会员卡卡号随机抽取 260 人，男性 63

人，女性 197 人，其中会员年龄介于 20～56 岁。发放

问卷量表 257 份，回收 251 份，有效问卷 236 份。参

与者加入运动俱乐部的时间，1~149 个月，平均入会

时间为 24.16 个月(约 2 年)。参与者 近一个月内参与

锻炼的频率为每周平均锻炼 3 次的居多，占 30.9%。

知觉锻炼强度则以中等强度的居多，占 61.0%。本研

究以 7 周作为体育锻炼坚持的时间(记录表上标记好第

一阶段问卷施测时间，回收时间为 7 周后)。第二阶段

锻炼记录表回收的情况，实际回收为 191 份，有效为

183 份，回收率为 76.25%。 

1.2  问卷调查 

本研究的背景资料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填答，问卷

必须加以编码并标记填写日期，以便在回收锻炼记录

表时作为对照用。个人背景变量包含性别、年龄、入

会时间、锻炼参与频率，选项均为 5 点计分，以天为

单位，由每星期参与 1 次(以上)～5 次(以下)。知觉锻

炼强度选项均为 5 点计分，由非常弱至非常强。 

1.3  量表编制与检验 

本研究量表改编 Wilson等[2]的体育锻炼承诺量表，

包含体育锻炼承诺的决定因素量表。为使量表的题意

更符合于体育锻炼俱乐部的人群，将原题目作适当修

改，并增加题数。可区分两种承诺特性的量表：想要

的承诺 6 题、必须的承诺 5 题；以及承诺 6 个决定因

素的量表：满足感 5 题、参与选择 5 题、个人投资 4

题、社会约束 5 题、参与机会 6 题、社会支持 5 题，

共 41 题。量表采用 5 级 Likert 量度。1 分是非常不同

意至 5 分是非常同意。 

用 SPSS11.5软件将承诺特性的量表及承诺决定因

素的量表各自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先进行 KMO 和

球形检验，再以方差 大旋转抽取共同因素。在承诺

特性的量表方面，KMO 值为 0.90，球形检定的 X2 值

为 1137.49(P＜0.05)，可知变量间有共同因子存在，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 2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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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承诺决定因素的量表方面，KMO 值为 0.85，球

形检定的 X 2 值为 3916.47(P＜0.05)，故变量间也有共

同因子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 5 个特

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为了能够理清因子之间的关系，

确立因子间 简单的结构，再使用直接斜交旋转进行

因子转轴；对照原始量表的因素结构，并以下列原则

筛选题目，若题目只有在某一因子负荷量绝对值≥

0.04，且数值和该题目在其他因子上的个别因子负荷

量绝对值相差大于 0.10 以上时，则保留此项。 

根据上述的原则，每次删除题目后都再进行一次

因子分析，经反复分析后， 后保留 33 题。承诺特性

部分，6 题落在因子一，其特征值为 3.94，解释变异

量为 43.76；3 题落在因子二，其特征值为 2.20，解释

变异量为 24.45；这两个因子累积的解释变异量为

68.21，因子一与因子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2。第 7、

8 题必须的承诺由于因子负荷量绝对值小于 0.40，因

此被删除。承诺决定因素部分，5 题落在因子一，其

特征值为 3.93，解释变异量为 16.39；5 题落在因子二，

其特征值为 3.55，解释变异量为 14.79；5 题落在因子

三，其特征值为 3.39，解释变异量为 14.13；5 题落在

因子四，其特征值为 3.28，解释变异量为 13.66；4 题

落在因子五，其特征值为 3.06，解释变异量为 12.73，

5 个因子累积的解释变异量为 71.71，5 个因子之间，

除因子一与因子四的相关系数为 0.05，较为偏低外，

其余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在 0.22~0.38，具有中等的相

关。而参与机会部分由于跨因子的问题，及题目与理

论的结构不符，且负荷量都小于 0.40，所以参与机会

的题目全部删除。 

对照原始量表的因素结构可知，承诺特性部分的

因子一是“想要的承诺”；因子二是“必须的承诺”。

承诺决定因素部分的因子一是“满足感”；因子二是“社

会支持”；因子三是“参与选择”；因子四是“社会约

束”；因子五是“个人投资”。在信度分析上，承诺特

性量表中想要的承诺和必须的承诺的 Cronbach a 值分

别为 0.76 和 0.88，承诺决定因素量表中满足感、社会

支持、参与选择、社会约束和个人投资的 Cronbach a

值分别为 0.91、0.90、0.89、0.84 和 0.88，显示各量表

都具有相当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4  数理统计 

运用 SPSS11.5软件对收集数据进行皮尔逊积差相

关分析和路径分析检验假设。 

 

2  结果与分析 

2.1  锻炼者年龄、入会时间、锻炼参与频率、知觉锻

炼强度与运动承诺的相关 

由表 1 可知，年龄与想要的、必须的承诺均无显

著相关。入会时间只与想要的承诺有显著相关。锻炼

参与频率与想要的、必须的承诺都呈显著正相关。知

觉锻炼强度与想要的、必须的承诺也都呈现显著相关。

其中以知觉锻炼强度与必须的承诺相关程度 低，而

锻炼参与频率、知觉锻炼强度与想要的承诺的相关程

度 高。因此锻炼参与频率越高以及知觉锻炼强度越

强者，其运动承诺将可能会越高。 

 

 

表 1  体育锻炼参与者背景变量与运动承诺的相关矩阵 

变量名称 年龄 入会时间 锻炼参与频率 知觉锻炼强度 想要的承诺 必须的承诺 

年龄 1.00      

入会时间  0.311) 1.00     

锻炼参与频率  0.281)  0.151) 1.00    

知觉锻炼强度 -0.11  0.261)  0.351) 1.00   

想要的承诺 0.11  0.181)  0.351)  0.351) 1.00  

必须的承诺 0.04 0.06  0.151)  0.141)  0.421) 1.00 

1)P＜0.05。 

 
2.2  运动承诺的决定因素对运动承诺的预测 

在想要的承诺部分，除了参与选择和社会约束以

外的 3 个决定因素，都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为社会支

持的相关 低，满足感的相关 高。在必须的承诺部

分，与承诺的 5 个决定因素都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以

参与选择、社会约束与必须的承诺之间相关较低，满

足感的相关 高(见表 2)。从简单相关的结果中可发

现，参与选择、社会约束与想要的承诺之间并无相关，

只与必须的承诺达到显著正相关，且只有低度的相关

性。想要的与必须的承诺两者之间，达到显著正相关。 

在运动承诺的 5 个决定因素中，除了满足感与社

会约束之间无相关存在以外，其余的因素彼此间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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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正相关，其中为满足感与参与选择的相关

低，满足感与个人投资的相关 高。与锻炼坚持的相

关部分，想要的、必须的承诺都达到显著相关，另外

与满足感、个人投资也呈显著正相关，然而参与选择、

社会约束、社会支持与锻炼坚持则无显著相关。

 

表 2  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矩阵 

变量名称 想要的承诺 必须的承诺 满足感 参与选择 个人投资 社会约束 社会支持 锻炼坚持

想要的承诺 1.00        

必须的承诺  0.421) 1.00       

满足感  0.551)  0.521) 1.00      

参与选择 0.02  0.171)  0.141) 1.00     

个人投资  0.441)  0.311)  0.381)  0.311) 1.00    

社会约束 -0.02  0.171) 0.05  0.311) 0.281) 1.00   

社会支持  0.361)  0.341)  0.331)  0.251) 0.331)  0.221) 1.00  

锻炼坚持  0.401)  0.191)  0.281) -0.01 0.381) 0.00 0.13 1.00 

1)P<0.05。 

 

在预测想要的承诺上，经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3)

可知五个承诺的决定因素都达到显著预测水平，其共

同解释的变异量为 42%。由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可得知，

满足感、个人投资、社会支持都与想要的承诺呈正相

关系，而参与选择和社会约束则呈负相关系，即当个

体知觉所获得的满足感越高、参与选择越少、投入的

资源越多、社会约束力越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时，

则其想要的承诺也相对的越高。 

而在预测必须的承诺上，经分析结果可知满足感、

社会支持两者都达到显著预测水平，其共同解释的变

异量为 34%。由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可得知，此两个变

量都与必须的承诺呈正向关系。即当个体知觉所获得

的满足感与社会支持越高时，则其必须的承诺也相对

的越高，然而，参与选择无法负向预测必须的承诺。

个人投资无法正向预测必须的承诺，只有呈显著正相

关。另外，社会约束也同样无法正向预测必须的承诺。

 

表 3  以想要的承诺和必须的承诺为效标变量的路径分析表 

想要的承诺 必须的承诺 
预测变量 原始分数 

回归系数 b 
标准分数

回归系数 β t 值 F 值 
原始分数

回归系数 b
标准分数 

回归系数 β t 值 F 值 

满足感 0.44 0.40 7.151) 0.71 0.42 6.97 

参与选择 -0.09 -0.14 -2.58 0.07 0.07 1.22 

个人投资 0.18 0.30 5.161) 0.08 0.09 1.45 

社会约束 0.08 -0.12 -2.221) 0.10 0.11 1.84 

社会支持 0.14 0.18 3.281) 

33.001)

0.23 0.18 3.081) 

22.871)

解释变异量 R2 0.42 0.34 

     P<0.05 

 

2.3  运动承诺对体育锻炼坚持的预测 

在运动承诺对锻炼坚持的预测上，只有想要的承

诺具有其预测力，其共同解释的变异量为 16%，并由

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可得知，想要的承诺与锻炼坚持呈

正向关系，然而必须的承诺却无法有效预测锻炼坚持

(见表 4)。由此可知，只有当个体想要的承诺越高时，

则锻炼坚持也才会越高，若个体只有必须的承诺却没

有想要的承诺时，将无法使其锻炼坚持的程度增加。 

表 4  以体育锻炼坚持为效标变量的路径分析表 

原始分数 标准分数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b 回归系数 β 
t 值 F 值 

想要的承诺 7.29 0.38 5.231)

必须的承诺 0.91 0.07 1.00 
17.481)

解释变异量R2 0.16    

  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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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运动承诺的决定因素通过运动承诺对体育锻炼

坚持的预测 

以路径分析法验证模型的适合度后，可得知各个

承诺的决定因素通过运动承诺对体育锻炼坚持的预测

情况(见图 1)。结果表明在间接效果部分，满足感、参

与选择、个人投资、社会约束、社会支持都可通过想

要的承诺来间接影响锻炼坚持。并以结果的正负号可

得知其影响的关系，较高的满足感、较少的参与选择、

较多的个人投资、较低的社会约束以及较高的社会支

持，若通过较高的想要的承诺，将带来较高的体育锻

炼坚持。 

 

1)路径水平系数 P＜0.05；虚线为无显著预测 

图 1  运动承诺的决定因素通过运动承诺影响体育锻炼坚持的路径图 

 

3  结论 
首先，有的承诺对于个体是否能持续规律地参与

体育锻炼是相当重要的。其中满足感在承诺中有重要

的影响程度。个体若知觉体育锻炼后，带来正向情绪

反应，获得与其付出相当等值的回馈，将提高想要锻

炼的承诺，同时对从事规律锻炼有较高把握和自信心。

因此，在促进体育锻炼行为的策略上，应注重如何能

使锻炼者有 大的满足感，进而降低其中途退出的机

率。 

其次，增加体育锻炼的多元性、可变性，使参与

者觉得锻炼有趣并吸引人，除对生理上有实质利益外，

还在心理层面上产生正向的情绪反应。这样使锻炼者

知觉到更多锻炼带来的附加利益和价值，从而提高内

在动力，降低其它参与选择的吸引力。 

在影响坚持锻炼的障碍因素中，环境因素是 强

的。而在个人投资中，时间被归类为环境因素中的重

要影响因素[4]。在给锻炼者的应对策略上，使用自我监

控及善用时间管理方式，将时间问题排除，增加锻炼

者投入的时间，制定其投入程度目标，使参与锻炼决

心增加，并更难以轻易退出。 

若个体从事活动只是趋于被规范或义务性的，将

可能使其参与锻炼的内在动机削弱，转而成为外在动

机，若是如此，将无法使锻炼参与长久持续。因此，

在促进锻炼坚持的策略中，应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负

面约束力，改为正向的鼓励或支持，如此才有可能诱

发出参与者自发性锻炼的动力。 

社会支持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被视为一

种社会强化作用，在个人动机不足的情况下，对促进

体育锻炼行为非常有效，同时对运动承诺也有相当的

影响力。因此，家人的支持与鼓励、教练或领导者的

口头赞扬和肯定的动力，伙伴的参与，都能增加锻炼

者持续锻炼的欲望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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