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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中生休閒活動之現況，進而探討影響高中生休閒活動之

家庭相關因素，以檢驗家庭休閒參與經驗對其休閒活動之影響。 本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桃園四所公立學校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取立意抽



樣，共抽取有效樣本 864 人。 研究工具為「家庭休閒參與經驗對高中生休

閒活動影響之研究調查問卷」，而包含「休閒態度量表」、「休閒活動量

表」、「個人及家庭基本資料」三個部分。施測所得之資料採用 SPSS 

10.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含

描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後檢定、皮爾森積差相

關、多元?歸等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高中生知覺

父母休閒態度均趨於正向。 二、高中生家庭休閒參與經驗與其休閒活

動，兩者之間均呈現顯著相關性。 三、家庭和高中生最常參與休閒活動

構面亦是「消遣性」;而最少參與休閒活動構面均為「技藝性」。 四、高

中生個人、家庭背景因素及家庭休閒參與經驗對其休閒活動，均有顯著的

影響力，但以家庭休閒活動最具影響力。  

摘要

(英)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understanding leisure activitie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family related factors and family leisur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that 

affect their leisure participation. A 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completed by 

students of four government senior high school of Tauwing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by using purpose sampling.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ere 864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 packets for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Leisure Attitude Scale, 

Leisure Participation Scale, and person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Data 

analysis using SPSS version 10.0 and results obtained on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cheffe metho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other significant values were obtained using 

analytical devic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1.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parents’ leisure attitude tend to 

be more positive. 2.There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eisure activi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leisur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3.Family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pastime activity more frequently;but skill 

activity less frequently. 4.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shown in person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family leisur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And family 

leisure activity were the main forecast of leisure activity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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