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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欲探討我國航空警察局基層員警在休閒運動態度與休

閒運動效益的現況、不同樣本屬性與不同休閒運動行為之員警於休閒運

動態度與休閒運動效益的差異性以及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效益的相

關性。本研究共蒐集 421 份有效問卷，並以敘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相關分析等方法進行問卷分析。本研究的結

果如下： 一、我國航空警察局基層員警對休閒運動具有正向的態度與高

度效益。 二、我國航空警察局基層員警在休閒認知、休閒情意、心理效

益、社會效益方面，特別明顯。 三、不同年齡、不同年資、不同月薪以

及不同工作地點之航警局員警，其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效益具有明



顯的差異。 四、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效益具有正向關係，其中，休

閒意向對休閒運動效益具有高度的正相關。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basic-level policemen at th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in Taiwan on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ttitude and effects on leisure activities 

across difference sample policemen with different leisure action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isure attitude and leisure effects. There were 421 vali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and follow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OVA, Chi-square test and other related tools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The basic-level policemen at th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in Taiwan have the positive attitude and effects on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2) As far as the basic-level policemen at th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are concerned, there i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on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parts on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3) There is a notable 

difference in the attitude and effects on the leisure activities of the policemen at 

th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with different age groups, work experiences, salaries 

and work places. (4)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ttitude and effects 

of the leisure activities, especially leisure intention ha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on the effects of the leisu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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