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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國小教師參與休閒運動之現況，以及不同背

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休閒運動參與行為與阻礙因素的差異情形。本研究

採問卷調查法，以宜蘭縣核心家庭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計發出問



卷 335 份，回收 284 份，回收率為 84%，所得資料經整理後，以描述性統

計、卡方檢定、及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茲分述本研究的結

論如下： 一、宜蘭縣國小教師休閒運動參與方式依序為「親自參與」、

「陪同參與」及「觀賞比賽或表演」；休閒運動參與夥伴多以「家人」

為主，其次依序為「獨自」、「同事」及「朋友」；每週參與休閒運動

頻率以「1 至 2 次」、參與時間以「1-2 小時」最多。 二、不同「性

別」、「年齡」、「家庭生命週期」之宜蘭縣國小教師的休閒運動參與

方式有所差異。 三、宜蘭縣男、女國小教師的休閒運動參與夥伴有所差

異。 四、宜蘭縣國小教師休閒運動參與阻礙因素依序為「家庭生活」、

「場地設施」、「可即性」及「個人內在」等四項。 五、性別及家庭生

命周期在休閒運動參與時間上有顯著之交互作用。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on status and constraints of Yi-Lan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collect data. A total of 335 

copies of the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ere mailed to Yi-La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nuclear families, with 284 copies returned (84%).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and two-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method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1. Ways for 

Yi-La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recreational sports were, 

in a descending likelihood, “to participate in person”, “to be present with 

others”, and “as a spectator”; “family members” were the most often replied 

company in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on with the remainder being “myself”, 

“colleagues” and “friends”, in a descending likelihood; and, most of the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recreational sports “1 to 2 times a week” for “1 to 2 

hours each time”.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on status among Yi-La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f different 

gender, age or family life cycle.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ng compan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eachers. 4.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 for Yi-La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in a descending degree of perception, “Family Life”, “Facility and 

equipment”, “accessibility” and “Personal concerns” factors.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family life cycle on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on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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