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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分析台北市高中生休閒活動參與之現況，採用問卷調查法，

問卷內容包括休閒活動參與現況，休閒活動參與動機、參與休閒活動阻礙

因素以及個人基本資料等四大部分。抽取台北市高中 500 名學生，問卷回



收率達 94%。回收資料利用 spss 1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以百分等

比描述統計說明各變項分布之情形，並針對研究假設進行卡方檢定、獨立

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以及皮爾森積差相關等

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台北市高中生主要參與的休閒活動為

「上網」、「看電視」、「聊天、即時通」、「閱讀報章雜誌」以及「看

漫畫、小說」。「靜態活動」參與頻率明顯高於「動態活動」。 二、台

北市高中生休閒動機以「刺激－逃避性」之動機最高，其次「智力性」，

「社交性」排第三，最後為「勝任－熟練性」。 三、台北市高中生參與

休閒活動阻礙因素「外在因素」較「內在因素」影響大。 四、不同性

別、年級、零用錢數量、是否補習及每天準備課業時間之台北市高中生參

與休閒活動現況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性別、零用錢數量、每日準備課

業之時間之台北市高中生休閒活動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六、不同性

別、年級之台北市高中生參與休閒活動阻礙因素有顯著差異。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Question naive analyses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question naive includ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motivations of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impeding factors of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and personal data.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choused 500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94% data were useable. Us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12.0 for Windows to illustrate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variant wit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percentag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was also 

aimed at hypothesis to do chi-square test,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scheffe’ method and pe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as follow: 1. The major activities were “surf on internet”, 

“watch TV”, “chat, live messenger”, “read magazines and news paper”, 

and “read comic and navel’. The participate frequency of motionless activity was 

more then dynamic activity significantly. 2. The motivations were as follow: 

stimulus-avoidance,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competence-mastery. 3. The outside 

leisure constraints factors were more impact then inside. 4. Among the gender, 

grade, the amount of allowance, and how much time in studying showed significant 

variance to predict of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5. Among the gender, the 

amount of allowance, and how much time in studying showed significant variance 

to the motivations of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6. Among the gender, grade 

showed significant variance to the impeding factors of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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