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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之家長對親子休閒阻礙與參與之現況及其相關

因素，並比較不同性別之家長、教育程度、職業別及家庭收入對親子休

閒的差異情形，瞭解家長參與親子休閒阻礙的因素，以及其對於親子休

閒參與的預測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以臺北縣國小高年

級學童之家長為母群體，研究工具計有兩項，分別為「親子休閒阻礙量

表」及「親子休閒量表」。以次數分配表之統計方式得知國小高年級學

童之家長參與親子休閒頻率偏低，家長之親子休閒阻礙亦偏低。以變異

數、平均數 t 檢定得知家長親子休閒之參與及親子休閒阻礙會因家長背

景因素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顯著差異。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得知，家長之親



子休閒阻礙與家長之親子休閒參與有顯著負相關。用多元迴歸之統計方

法可得知家長背景因素、親子休閒阻礙對家長之親子休閒參與具有預測

力。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arents in Taipei county whose the parent-child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participation.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factors and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between the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variables when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parent-child leisure,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of the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factors on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e 

study included “Parent-Child Leisure Constraints Scale”, and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Scale”.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the 

elementary school parents get low scores in parent-child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participation.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t-test (independent), one-way 

ANOVA (independent) analysis find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in the 

variable of the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on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The parent-child leisure constraints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parent-child leisure constraints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parent-child leisure participa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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