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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阻礙之研究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彰化縣立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之研究問卷調查表彰化縣立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之研究問卷調查表彰化縣立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之研究問卷調查表彰化縣立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之研究問卷調查表 

 

各位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研究員林國中學生有關休閒態度與休閒阻礙之學術性

調查問卷，其目的在了解青少年在課業壓力之餘，對休閒活動的態

度，以及家人、學校對青少年從事休閒活動支持的程度。您的填答將

做為本研究量化的分析基礎，也是此份研究成功的關鍵。請不要漏寫

了任何題目，並誠摯地感謝您花時間完成此份問卷。 

     本問卷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為個人資料；第二部分為青

少年對休閒之態度調查；第三部分為青少年休閒阻礙之因素探討。個

人資料僅作為本研究分析，不對外公開，請您安心作答。 

     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沒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只要依

照您自己真實情況及想法填答即可。 

敬祝 

平安、健康、喜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黃人傑  博士 

                                 研 究 生：賴慧思  敬上 

 



 178 

附錄一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說明：以下是關於您個人的基本資料，請您填答或勾選出最符合您個人的情形，在

□內『ˇ』。 

1、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2、性別： □男     □女 

3、家庭狀況：□與父母同住 □只與父或母同住 □與祖父母同住 □其他 

4、父母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或大學□研究所以上 (擇最高者)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休閒態度休閒態度休閒態度休閒態度 

說明：以下題目是想請教您於國中時期對休閒活動的認識與想法，及您目前從事休

閒活動的現況，請您依照自己對休閒的認知及參與狀況進行填答。 

                                                            非不有有同非 

                                                            常  點點  常 

                                                            不同不   

                                                            同  同同  同 

                                                            意意意意意意 

1、 從事休閒活動能增加自己讀書效率。……………………………□□□□□□   

2、 從事休閒活動是種正當的時間運用方式。………………………□□□□□□ 

3、 休閒活動有助於個人健康。………………………………………□□□□□□ 

4、 休閒活動可以幫助個人的自我成長。………………………….. □□□□□□ 

5、 休閒活動是與社會接觸的好機會。…………………………….. □□□□□□ 

6、 休閒活動可以幫助個人身心放鬆。…………………………….. □□□□□□ 

7、 從事休閒活動時，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 

8、 我的休閒活動提供令我愉悅的經驗。……………………………□□□□□□              

9、 我重視自己的休閒活動。…………………………………………□□□□□□ 

10、 在休閒活動中，我可以感受到自我………………………………□□□□□□ 

11、 我覺得休閒對我是有益的。………………………………………□□□□□□ 

12、 我的休閒活動能使我全神貫注………………………………..…..□□□□□□ 

13、 我願意撥出時間去從事休閒活動。………………………………□□□□□□ 

14、 如果可以選擇，我會增加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 

15、 和功課相比，我會優先考慮休閒活動。…………………...…….□□□□□□ 

16、 我願意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來提高自己的休閒活動技能。..….□□□□□□ 

17、 如果我的經濟能力允許，我會購買休閒活動所需的用具或器材□□□□□□ 

18、 即使很忙碌，我也會去從事休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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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員林國中學生休閒態度及休閒阻礙之研究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休閒休閒休閒休閒阻礙阻礙阻礙阻礙 

說明：以下題目是想請教您平日會阻撓您從事休閒活動得因素有哪些，請您依照自

己的真實情況進行填答。 

 

                                                      非不有有同非 

                                                            常  點點  常 

                                                            不同不   

                                                            同  同同  同 

                                                            意意意意意意 

1、 我生性害羞，以致無法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               

2、 我從事休閒活動會受到家人的影響。 ………………………..…□□□□□□ 

3、 我從事休閒活動會受到朋友的影響。……………………..……..□□□□□□ 

4、 我可能從事令我無法感受自我價值的休閒活動 。…………..…□□□□□□ 

5、 我傾向從事不需要太多技能的休閒活動。……………………....□□□□□□ 

6、 我的同伴都因居住地離我太遠，而無法與我一同從事休閒活動□□□□□□ 

7、 我的同伴都因沒有時間（課業壓力）與我一同從事休閒活動....□□□□□□ 

8、 我的同伴都缺乏足夠技能可以和我一同從事休閒活動。…..…..□□□□□□ 

9、 我的同伴都因父母反對，而無法與我一同從事休閒活動。..…..□□□□□□ 

10、 我的同伴都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和我一同從事休閒活動。……....□□□□□□ 

11、 如果我有交通工具，我可能會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 

12、 如果我有時間，我會願意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13、 如果我有錢的話，我會願意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 

14、 如果我需使用的設備不甚完善，我可能不會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15、 如果課業壓力不重，我會願意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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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瑞莫瑞莫瑞莫瑞莫（（（（Raymore））））休閒阻礙量表原文休閒阻礙量表原文休閒阻礙量表原文休閒阻礙量表原文 

 

Leisure Constraints Statement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X1 I am too shy to start a new leisure activity. 

X2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that my family would think is alright. 

X3 I am un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that makes me feels uncomfortable. 

X4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that my friends thought was alright. 

X5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that is in keeping with my religious beliefs. 

X6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that doesn’t make me feel self- conscious. 

X7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that doesn’t require a lot of skill. 

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 

Y1 The people I know live too far away to start a new activity with me. 

Y2 The people I know usually don’t have time to start a new leisure activity with me. 

Y3 The people I know usually have enough money to begin a new leisure activity with me. 

Y4 The people I know usually have too many family obligations to start a new leisure activity with 

me. 

Y5 The people I know usually know that new leisure activities they could do with me. 

Y6 The people I know usually don’t have enough skill to start a new leisure activity with me. 

Y7 The people I know usually don’t have transportation to get t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with m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Z1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the facilities I need to do the activity are not 

crowded. 

Z2 I am un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I had other commitments. 

Z3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I have transportation. 

Z4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I know what is available. 

Z5 I am un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the facilities I need to do the activity aren’t 

convenient. 

Z6 I am un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I don’t have time. 

Z7 I am more likely to do a new leisure activity if I have money.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引自梁玉芳引自梁玉芳引自梁玉芳引自梁玉芳，，，，2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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