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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家長其社團活動教育功能、對子女參與校內社團

活動的教育期望之現況，並比較不同家長性別、家長年齡、家長教育程

度、家長職業、家長社團經驗、子女年級對其社團活動教育功能、對子女



參與校內社團活動教育期望的差異情形，瞭解影響家長社團活動教育功

能、對子女參與校內社團活動教育期望的因素，以及其對子女參與校內社

團活動教育期望的影響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查蒐集資料，以桃園縣有參

與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國小的學童家長作為研究母體，研究工具計有兩項，

分別為「家長對社團活動教育功能認知量表」及「對子女參與校內社團活

動教育期望量表」。以次數分配表之統計方式得知國小家長對社團活動教

育功能認知頗高，家長對子女參與校內社團活動的教育期望亦頗高。以變

異數、平均數 t 檢定得知家長對社團活動教育功能認知及對子女參與校內

社團活動的教育期望會因家長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顯著差異。以皮爾森

積差相關得知，家長之社團活動教育功能認知與家長對子女參與校內社團

活動的教育期望有顯著正相關。用多元迴歸之統計方式可得知家長之社團

活動教育功能認知對子女參與校內社團活動的教育期望具有顯著影響。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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