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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竹市高中職學生休閒活動參與行為與阻礙因素之現況，

以及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新竹市高中職學生休閒參與行為及阻礙因素之差

異性，以供相關單位推廣參考。本研究以新竹市共 12 所高中職學校為範

圍，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之搜集與分析，共發出 1100 份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為 1085 份，回收率為 98.6%。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新竹市高中職

學生休閒參與行為與其阻礙因素之研究問卷」。統計分析方法係以描述性

統計、卡方檢定、t-test 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新

竹市高中職學生每週參與休閒活動在 1-2 次，每次參與 31-60 分鐘，大都

在放假日參與，每月休閒花費在 100 元以下，以同學或朋友為主要同伴，

參與動機大都為「興趣因素」，休閒活動參與類型前三名為「電腦遊戲

類」、「球類活動」及「戶為活動類」。 二、高中職參與阻礙前五大因素

依序為：沒有足夠時間、自己個性因素、休閒場地交通不便、缺乏休閒的

場地以及課業壓力太大的因素。 三、不同性別在休閒參與次數、參與時

數、參與時段、參與同伴及參與動機上達顯著關聯。 四、不同年級在休閒

參與次數、參與時數、參與時段及參與動機上達顯著關聯。 五、不同學校

類別在休閒參與次數、參與時數、參與時段、參與花費、參與同伴及參與

動機達顯著關聯。 六、不同學校屬性在休閒參與次數、參與時數、參與時

段、參與花費、參與同伴及參與動機達顯著關聯。 七、不同學校所在地在

休閒參與時數、參與時段及參與花費上有顯著關聯。 八、不同背景變項休

閒阻礙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在結構性阻礙明顯高於男性；高中在結構

性阻礙也明顯高於高職、完全中學及綜合高中；公立學校在個人內在阻礙

及結構性阻礙明顯高於私立學校；東區在結構性阻礙明顯高於北區及香山

區。 九、不同休閒參與行為在休閒阻礙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參與次數、參

與時數及參與同伴在阻礙三個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參與時段在在人際間阻

礙上有差異；參與花費在結構性阻礙有上有差異；參與動機在個人內在阻

礙上有顯著差異。  

摘

要

(英)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tatus of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factors of obstruction in 

participation; meanwhile、i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on obstruction 

factors in regard to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students from Hsinchu City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which 

becomes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departments to make public. The research took 12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Hsinchu city as example、and analyzed 

information after collection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11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1085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are valid with a return rate of 98.6%. The 

research tool of this study is 「Questionnaire on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students from Hsinchu City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nd factors of 

participation obstruction」.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descriptive statistic、



chi-square test、t-test and one way ANOVA were used. The study results find out: 

1. Students from Hsinchu City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ake part i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1-2 times each week、31-60 minutes each time and most on 

holiday. They spend less than 100 dollars on recreation monthly. Classmates or 

friends are the major companions during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Interest」 is the 

main motive for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 Regarding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types、the top three are 「computer games」、「ball sport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2. The top five participation obstructions for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tudents are listed in the order: without enough time、one’s personality、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o recreation place、lack of recreation place and heavy 

schoolwork pressure. 3. Different genders have obvious connection with 

participation times、hours、time intervals、partners and motives. 4. Different 

grades show remarkable relationship with participation times、hours、time 

intervals and motives. 5. Different school type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relation with 

participation times、hours、times intervals、expenses、partners and motives. 6. 

Different school categories indicate notable relationship with participation times、

hours、time intervals、expenses、partners and motives. 7. Different school 

locations have strong connection with participation hours、time intervals and 

expenses. 8. The result of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on obstructions 

based o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hows: in terms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

femal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e; senior high school is also obviously greater 

than vocational senior high、comprehensive junior-senior high and comprehensive 

high. Public school i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private school concerning 

intrapersonal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 East District is notably higher in structural 

constraint than North District and Hsiang-Shan District. 9. The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on obstructions based on different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concludes: Participation times、participation hours and partners in 

participation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ree constraints; time interval of 

participation is of difference on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 participation expense has 

difference on structural constraint; motive for participation achieves difference on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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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85089 2008.7.14 11:57 140.136.97.123 new 01 495085089 2008.7.14 11:57 

140.136.97.123 new 02 

異

動

記

錄 

C 495085089 Y2008.M7.D14 11:53 140.136.97.123 M 495085089 Y2008.M7.D14 

12:05 140.136.97.123 M 495085089 Y2008.M7.D14 12:07 140.136.97.123 M 

phed3282 Y2008.M7.D14 12:24 140.136.97.123 M 495085089 Y2008.M7.D14 

13:28 140.136.97.123 M phed3282 Y2008.M7.D14 14:13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14 14:13 140.136.97.81 I 030540 Y2008.M7.D14 16:09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8.M8.D11 14:44 140.136.20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