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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之目的大致有以下幾點： 

（ㄧ）九年一貫制度實施後，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之現況。 

（二）探討員林國中學生背景變項（不同性別、年級、家庭狀況、父母

教育程度）對其休閒態度之影響。 

（三）探討員林國中學生背景變項（不同性別、年級、家庭狀況、父母

教育程度）對其休閒阻礙之影響。 

（四）依照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本章第一節將針對研究之目的，就研究之調查結果進行歸納，並提

出結果之發現；繼而於第二節中，針對研究結果及發現，以先前文獻探

討為原理原則，提出研究之建議與評估。 

一一一一、、、、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ㄧㄧㄧㄧ））））目前國中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阻礙之現況目前國中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阻礙之現況目前國中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阻礙之現況目前國中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阻礙之現況 

經本研究調查結果，九年一貫制度實施後，國中生的壓力並未減輕，

因課業壓力所帶來之時間匱乏感，依然是每一位國中生所共同面臨的問

題。 

經調查結果，在休閒態度方面，高達 92.39%的國中生表示願意撥出

時間從事休閒活動，也高達 92.39%的國中生，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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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增加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但是在與功課相比之下，或忙碌、沒時間

的情況下，他們還是選擇放棄休閒活動，生活重心以課業為主；換言之，

有 27.07%的學生，在與功課相比的情況下，會以功課為優先；甚至有

27.79%的學生，在忙碌的生活裡，還是選擇犧牲自己的休閒活動時間。

由此可見，課業壓力或時間是他們考慮是否從事休閒活動之重要因素。 

在個人內在阻礙層面，員林國中學生認為「因為家人反對」

（57.05%）、及「因為需要許多技能」（49.24%）是其從事休閒活動之主

要阻礙因素。在人際間阻礙方面，因同伴沒有時間（如：課業壓力），佔

39.05%，是人際間阻礙因素中第一名。在結構性阻礙方面，有高達 90.4%

的學生認為課業壓力是阻礙他們從事休閒活動的主要因素，有高達

85.7%的學生表示，因時間不足導致無法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由以上之數據結果，我們不難發現，九年一貫教改之結果，對地處

農業縣之員林國中學生並沒有減輕國中生普遍面臨功課壓力沈重之現

象。功課壓力、及因課業所帶來之時間不足，依然是影響國中生之休閒

態度及休閒阻礙之最主要因素。 

 

（（（（二二二二））））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態度之影響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態度之影響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態度之影響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態度之影響 

  針對個人背景（性別、年級、家庭狀況及父母教育程度）對國中

生休閒態度之影響，結果詳述如下： 

1. 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態度有顯著之差異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態度有顯著之差異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態度有顯著之差異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態度有顯著之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員林國中不同性別之學生對休閒態度沒有明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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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在此方面，本研究之假設未獲支持。此結果顯示，員林國中學生不

分性別，在休閒態度方面，均表現相當正向且積極，認同休閒活動是能

為自己帶來有益且健康之活動。此結果可以說明，因為所處之學習環境

與紛圍大致相近，又學生的休閒活動大多以個人休閒之電腦、電視為主，

因此，其所接觸之資訊大致相同，因此， 性別在休閒態度上，並沒有明

顯差異。針對此結果，我們欣喜於現代教育已經沒有過去傳統社會對女

性的種種約束，或男、女不對稱之訊息提供的現象，這該歸功於這些年

來，國中教育不斷努力「兩性平等教育」之功效。 

 

2. 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態度有明顯之差異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態度有明顯之差異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態度有明顯之差異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態度有明顯之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員林國中不同年級之學生對休閒態度有部分明顯

差異。在行為意向方面，一年級顯著高於三年級學生。此結果顯示，雖

然一年級至三年級的學生，在其認知、情感上，均肯定休閒活動之重要

性，但是，因三為年級有基本學力測驗之壓力，因此，在行為意向方面，

明顯低於學測壓力最低之一年級學生。對此結果，我們可以了解到，認

知、情感與行為意向三者在不受任何因素影響下，或許會相互影響，但

是，在青少年承受更大的休閒阻礙因素之際，即使休閒認知程度相當高，

但是還是會影響青少年從事休閒活動的意向。 

 

3. 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無明顯差異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無明顯差異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無明顯差異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無明顯差異 

        統計結果，員林國中不同家庭狀況之學生對休閒態度並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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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在此方面，本研究之假設亦未獲支持。此結果顯示，不論家庭狀況

如何之國中生，對休閒活動都是持正面、積極且肯定之態度，樂於從事 

休閒活動，肯定休閒活動之有益於個人健康、幫助個人自我成長、放鬆

身心的愉悅經驗。只要時間允許、功課壓力不沈重，均相當樂於投入休

閒活動。此現象與前面文獻探討中所討論之「個人的休閒比重增加」、「子

女參與的家庭休閒減少」有關，現代父母忙於事業工作，孩子沈迷於電

視、網路之遊戲及聊天室，因此，青少年在休閒態度上，受家庭狀況之

影響的情況則不明顯。 

3. 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亦有明顯之差異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亦有明顯之差異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亦有明顯之差異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其休閒態度亦有明顯之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員林國中不同年級之學生對休閒態度大部分明顯 

差異。在休閒態度中之認知層面，父母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及大專或大 

學之學生，都明顯高於父母教育程度國小之學生。另外，父母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者，也明顯高於父母教育程度國中者。此結果顯示，父母教 

育程度較高之學生，其對休閒態度之認知層面，較父母教育程度低之學 

生有更積極且正面之態度傾向。 

   在休閒態度之情感方面，父母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之學生，也明顯高

於父母教育程度國小及國中之學生。此結果顯示，對休閒活動之認知將

影響對休閒活動之情感層面，父母教育程度較高之學生，因對認知有更

正向且積極的態度，因此，在從事休閒活動的同時，也較能自休閒活動

中，感受到自我與愉悅的感覺，進而肯定休閒活動對其自身事有益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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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從前面之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了解，此結果與國、內外多數學者

之研究結果相符，父母社經地位越高，孩子對休閒活動之態度將越正面

與積極，也較願意投入新的技能之學習。(徐浦玲、游家政、張文禎，

2001:48)  

 

 

（（（（二二二二））））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阻礙之影響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阻礙之影響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阻礙之影響個人背景對國中生休閒阻礙之影響 

        針對個人背景（性別、年級、家庭狀況及父母教育程度）對國

中生休閒阻礙之影響，結果詳述如下： 

1. 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顯著之差異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顯著之差異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顯著之差異國中青少年之性別差異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顯著之差異 

       統計結果顯示，員林國中不同性別之學生對休閒阻礙有部分明顯

差異，對此研究假設獲得部分支持。研究結果顯示，在結構性阻礙方面，

女生之阻礙程度明顯高於男生。從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在從事休閒活動

時，女生較男生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此現象可以說明，整體而論，

女生較男生重視學校功課或老師交代的功課，也較男生願意花更多的時

間在課業上，因此，容易比男生有課業壓力沈重或時間不足的感覺，進

而影響其休閒活動之參與。另外，因為學生於填答的過程中，會以其經

常從事之休閒活動類型為填答基準，如前所述，青少年受到個人休閒化

的影響，女生從事沒有時間空間限制之「觀看電視」及「使用電腦」的

休閒活動相當普遍與頻繁，因此，在個人內在與人際間之阻礙，則與男

生相同，並無任何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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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阻礙並無顯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阻礙並無顯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阻礙並無顯不同年級國中學生之休閒阻礙並無顯著之差異著之差異著之差異著之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青少年所面臨之休閒阻礙並不因年級之差

異而有不同。此結果可以說明，員林國中學生在一樣的教育體制下，其

所面對的校園氛圍、學校目標、及教師的要求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學

生所感受到之升學壓力也是相近的，因此自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所感受

到來自校園之「功課」與「時間不足」壓力，應該是相同的。如果將研

究母群體擴大到一個縣市、或全國，此研究假設可能會出現不同之結果。 

 

3. 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明顯之差異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明顯之差異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明顯之差異家庭狀況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部分明顯之差異 

統計結果顯示，員林國中學生之家庭狀況不同對休閒阻礙有部分明

顯差異，在人際間阻礙方面，與親戚居住之學生較與祖父母居住之學生

之阻礙程度大。此結果顯示，與親戚居住之學生往往是越區就讀、學期

中轉學，或父母無暇照顧託親戚友人代為照顧的學生，因此，國小之同

伴好友往往住得比較遠，或有交通上之困難，因此，人際間之阻礙容易

較一般學生高。至於與祖父母居住之隔代教養學生，在人際間阻礙之平

均數為 2.52，是所有家庭狀況中最低者，此現象也顯示，與祖父母同住

之學生尋找同儕的支持與協助的傾向較一般學生高，其阻礙程度也較小。 

 

4. 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明顯之差異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明顯之差異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明顯之差異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學生對其休閒阻礙有明顯之差異 

統計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程度國小之學生者，在個人內在阻礙方面，

休閒阻礙程度明顯高於父母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者；也明顯高於父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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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大專或大學者。此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程度國小之學生，較父母

程度大專或大學以上之學生容易感到來自家人反對、缺乏技能、對參與

活動感到不自在、朋友的不認同、及害羞的個性，此結果與陳皆榮探討

父母親的學經歷對青少年參加休閒動的影響，其結果顯示「父母親的教

育程度對於青少年參加休閒活動的態度有直接影響」(引自張文禎，

2001:46)、及莊裴瑜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高的青少年，其整體的休

閒學習狀況較低社經地位者好。(引自張文禎，2001:45)是相符合的。針

對此結果，本研究於第三章第三節中曾提到，高貝的研究指出，自尊較

低的青少年通常會遇到遭遇較大的內在阻礙。此結果與高貝的研究是相

符合。高貝進而指出，自尊較低的人可能有自我排斥、不滿意或妄自菲

薄的傾向，也缺乏對自我的尊重。這樣的自我形象讓他們感到不愉快，

甚至不想成為自己。因此，協助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的青少年學生建立自

尊與自信，是未來父母與教育工作者的應該更加關切與注意的方向。 

 

二二二二、、、、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結果，與國內其他研究學者所得之結果大致相

同。在休閒態度方面，員林國中學生在認知、及情感方面，正向得分均

相當高，因此，員林國中學生在休閒態度方面，是相當積極且正面，對

休閒活動是持相當肯定與支持的態度。此結果與白家倫的研究結果一

致。（白家倫，2005:58） 

至於阻礙方面，員林國中學生在結構性之阻礙程度最大，個人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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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次之，人際間之阻礙程度最小。在結構性阻礙中，研究發現，

課業壓力及時間不足是國中生結構性阻礙中最主要之兩項因素，以上結

果與張玉玲、余嬪、白家倫等人之研究結果亦相符合（白家倫，2005:58）。 

另外，本研究發現，與親戚居住之學生較與祖父母居住之學生，在

休閒活動參與上，存在著較高之人際間的阻礙。這些因素包括同伴缺乏

時間、同伴居住太遠、同伴缺乏交通工具、同伴父母反對、及同伴缺乏

技能等，此研究結果頗值得未來教育工作者多加注意與關心，應多給予

與親戚同住之學生多一點人際關係方面之協助與關懷，以減緩青少年因

人際間因素所造成之休閒阻礙情況。 

關於父母教育程度對青少年休閒阻礙之影響，游家政的研究發現，

在休閒態度的「情感層面」上，家長教育程度與職業等級較高的兒童高 

於較低的兒童。(引自張文禎，2001:45)與本研究之結果發現稍有不同，

本研究發現，在個人內在阻礙方面，父母教育程度國小之學生，其阻礙

程度明顯高於父母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者；也明顯高於父母教育程度大

專或大學者。至於在人際間阻礙及結構性阻礙方面，與其他學生則沒有

明顯差異。此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程度國小之學生，較父母程度大專或

大學以上之學生容易感到來自家人反對、缺乏技能、對參與活動感到不

自在、朋友的不認同、及害羞，自信心的不足可能會影響其從事休閒活

之選擇與參與，此現象值得學校教育工作者多給予注意與協助，以彌補

社經地位較低之家長，對子女休閒教育之不足與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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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評估研究建議與評估研究建議與評估研究建議與評估 

 

一一一一、、、、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本研究經過統計分析及結果發現，擬對家長、教育機關及未來研究

方向提出以下建議與評估： 

 

（（（（ㄧㄧㄧㄧ））））對家長的建議對家長的建議對家長的建議對家長的建議 

1. 家長應先建立自我正確的休閒態度與正向之休閒習慣家長應先建立自我正確的休閒態度與正向之休閒習慣家長應先建立自我正確的休閒態度與正向之休閒習慣家長應先建立自我正確的休閒態度與正向之休閒習慣。。。。 

      本研究發現，不同家庭狀況與父母教育程度對子女之休閒態度與

休閒阻礙有部分顯著之影響，由此可見，家庭父母對子女休閒態度之

影響是相當深遠。因此，父母必須體認到現代休閒的意義，並建立起

自我正向之休閒態度與休閒習慣，才能為子女樹立良好的典範，進而

引導子女建立正向之休閒概念。 

           

2. 宜多宜多宜多宜多關心子女的休閒態度與休閒活動之參與情形關心子女的休閒態度與休閒活動之參與情形關心子女的休閒態度與休閒活動之參與情形關心子女的休閒態度與休閒活動之參與情形。。。。 

       本研究發現，單親父母或學經歷較低之父母，其鼓勵孩子從事休

閒參與之程度往往低於双親家庭及學經歷較高之家庭，希望單親親家庭

或經濟力較薄弱之家庭的父母，也能在工作壓力之餘，協助並鼓勵子女

從事花費較低甚至免費，但卻相當正向之休閒活動。 

 

3. 家長除了重視學科課業外家長除了重視學科課業外家長除了重視學科課業外家長除了重視學科課業外，，，， 應多安排自由時間應多安排自由時間應多安排自由時間應多安排自由時間，，，，提供青少年學習獨提供青少年學習獨提供青少年學習獨提供青少年學習獨

立自主的機會立自主的機會立自主的機會立自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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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不分性別、年級、家庭狀況，目前國中生所面臨之補

習壓力與課業壓力是相同的，渴望更多自由的時間與空間是他們共同的

心聲，希望家長能注意孩子全方為的發展，而非只是智能方面的成就。 

 

4. 家長應多加關心孩子從事電腦遊戲之類型與情況家長應多加關心孩子從事電腦遊戲之類型與情況家長應多加關心孩子從事電腦遊戲之類型與情況家長應多加關心孩子從事電腦遊戲之類型與情況，，，，避免淪為暴力血腥避免淪為暴力血腥避免淪為暴力血腥避免淪為暴力血腥

遊戲下的受害者遊戲下的受害者遊戲下的受害者遊戲下的受害者 

    古羅馬時期觀賞暴力及血腥節目的大眾休閒模式，導致人民的迷

失，與不再投入生產活動，進而造成古羅馬帝國的衰敗與滅亡。對於羅

馬的暴力休閒，值得現代的我們引以為鑑，盱衡現今社會因為商業導向，

市面上充斥暴力、血腥的電動遊戲軟體，電影、電視節目充斥色情與暴

力，這些殘害青少年身心之不良節目與遊戲，只會慢慢讓我們的青少年

失去理性、創造力、及自我學習智慧的能力。因此，家長應該多多關注

青少年從事電腦遊戲與觀看電視節目之情況，為青少年篩選有益身心之

節目與遊戲類型。 

 

（（（（ㄧㄧㄧㄧ））））對學校教育機關的建議對學校教育機關的建議對學校教育機關的建議對學校教育機關的建議 

1. 學校及教育機關宜針對不同背景之國中生學校及教育機關宜針對不同背景之國中生學校及教育機關宜針對不同背景之國中生學校及教育機關宜針對不同背景之國中生，，，，提供適當之休閒教育提供適當之休閒教育提供適當之休閒教育提供適當之休閒教育，，，，培培培培

養學生正向之休閒態度養學生正向之休閒態度養學生正向之休閒態度養學生正向之休閒態度。。。。 

為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休閒態度，可針對同性別、年級、家庭狀況之學

生設計不同之休閒課程，一方面考慮孩子的差異性，一方面顧及學生不

同之身心發展狀況，以增加學生之休閒概念，彌補家庭教育對休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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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足。尤其針對不與父母、祖父母居住之越區就讀或轉學學生，及

父母教育程度較低之學生，給予更多的關懷與協助，尤其是人際關係

與自尊心建立之協助，與休閒技巧之教導，以學校教育之力量，彌補

家庭教育不足之缺憾。 

 

2.2.2.2. 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設計各類型之課外活動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設計各類型之課外活動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設計各類型之課外活動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設計各類型之課外活動，，，，供學生做選擇供學生做選擇供學生做選擇供學生做選擇，，，，協助學協助學協助學協助學

生認識更多元之休閒類型生認識更多元之休閒類型生認識更多元之休閒類型生認識更多元之休閒類型、、、、技能與領域技能與領域技能與領域技能與領域。。。。    

                            例如，學校可以利用寒假或暑假，多安排各式各樣之知識性或技

能性之夏令營活動，提供學生自由選擇參加，以彌補家長必須工作賺

錢無法安排子女從事休閒活動之遺憾。利用夏令營的學習，取代傳統

式的學科補習教育，以避免過度地強調學科教育，導致學生的學習意 

願低落。 

 

3.3.3.3. 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充實學校休閒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充實學校休閒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充實學校休閒學校及教育機關宜多充實學校休閒活動之設備及資源活動之設備及資源活動之設備及資源活動之設備及資源，，，，以充實學生從以充實學生從以充實學生從以充實學生從

事休閒活動之內容事休閒活動之內容事休閒活動之內容事休閒活動之內容。。。。    

                         建議政府應該多多重視各鄉鎮國中小休閒設備明顯不足的問

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許多需要高度技能之休閒活動，設備

的完善是很重要的，一個設備不完善的教育環境，當然無法發展出健

全且完備之休閒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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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教育單位應該重新省思授課內容與上課時間的問題教育單位應該重新省思授課內容與上課時間的問題教育單位應該重新省思授課內容與上課時間的問題教育單位應該重新省思授課內容與上課時間的問題，，，，給予青少年更多給予青少年更多給予青少年更多給予青少年更多

之空白課程之空白課程之空白課程之空白課程，，，，引導國中生在空白課程中引導國中生在空白課程中引導國中生在空白課程中引導國中生在空白課程中，，，，學會做自己時間的主人學會做自己時間的主人學會做自己時間的主人學會做自己時間的主人。。。。    

                 本研究發現，國中生雖然具有積極的休閒態度，也多具有正確之休

閒觀，無奈因升學主義盛行的壓力，造成許多學生之自由時間遭到剝

奪，進而影響休閒活動之參與。父母與學校老師為了學測壓力，聯手

以考試與補習的方式，將學生之自由時間填滿，導致國中生成為父母

及師長所擺佈之考試機器，這種教育之目的只在升學，卻不重視學生

是否能成為一個會思考、會對自己生命負責的個體的教育體制，長期

下來，對國家人才之培育成效絕對是一大傷害。 

二二二二、、、、研究評估與省思研究評估與省思研究評估與省思研究評估與省思    

             本研究礙於研究者之智慧不足、時間與精力之不足，導致此份  

研究有諸多缺漏與不完美之處，以下之評估與反省，乃針對本研究不足 

之處，提出反省與批判，希望能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些許參考。 
 

（（（（ㄧㄧㄧㄧ））））在研究對象方面在研究對象方面在研究對象方面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彰化縣立員林國中為研究對象，因同質性較高，因

此較無法解釋其他縣市之青少年情況，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將研

究之母群體擴大至不同區域或範圍，以了解不同地區之青少年休閒態

度與休閒阻礙之情形，以減少研究結果推論上之困難。 

（（（（二二二二））））在研究工具方面在研究工具方面在研究工具方面在研究工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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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參考過去專家學者之理論，自編之「國中學生休閒態度

與休閒阻礙之研究問卷」，建議將來可以加入對家長休閒態度之問卷或

是教師對學生從事休閒教育之態度之問卷，彼此交互分析，將可更加

了解家庭或學校從事休閒教育之真實狀況及內涵。 

另外，青少年在填答問卷的過程中，通常以其平日最常參與之休

閒活動類型為填答之依據，因此，建議將來之研究者在設計問卷時，

可以考慮將問卷題目針對休閒活動之類型加以分類，俾使青少年在填

答過程中，更加了解施測者之施測目的，以提高問卷之信度與效度，

同時也能協助研究者能更加了解青少年在各種類型休閒活動中，所抱

持之休閒態度，及所遭遇之休閒阻礙情況。 

（（（（三三三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雖然能簡便的獲得許多量化

的統計資料，但本研究所欲獲得之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涵蓋之層面非

常廣泛，許多現象與事實均無法以量化的填答方式取得。例如：研究

者在收回之問卷，赫然可以發現數張有文字描述的問卷，例如：「請給

我自由！」、「我要下課，不要再罰我罰寫了！」「請不要禁止我下課打

籃球！」等字眼，以上來自國中生之內心想法，是無法以量化方式取

得，因此建議未來之研究，可配合晤談、實地觀察、或實地訪查的方

式，以獲取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資料，使研究結果得到質量並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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