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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168名休閒運動參與者對生活滿意度進行調查，而自編之滿意度調查量表其信度考驗採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855，信度極佳，建構效度獲得特徵值大於1.0的因素共有三個，其累積的解釋
變異量為76.14﹪，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企業員工在參與休閒運動對各生活因素滿意度的影響情形，根據研究結果
得知：全體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各因素的滿意度順序為，第一是【健康生活】因素；第二
是【心靈生活】因素；第三是【環境生活】因素；而且，對此三個因素皆達到滿意以上的程度。另外，
從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對各因素之滿意程度所呈現出顯著差異的結果而言，在不同婚姻情形，【環境生
活】因素呈現未婚者顯著高於已婚者；和家人共同參與情形，對於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皆呈現只要與家
人共同參與過者皆顯著高於從未陪家人共同參與過者；在每週不同運動次數者，對於生活滿意度三個因
素普遍呈現次數多者高於少者；在每次不同運動時數者，對於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普遍呈現時數多者高
於少者。

關鍵字：休閒、運動、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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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十餘年來，我國由於政治、經濟等環境的不良，亦直接或間接的導致社會環境的急遽改
變，並造成人們在生活上受到不良影響，其生活品質亦受到負面的衝擊。尤其，諸多各行各業
在職人員之身心健康、人際社交、家庭關係與工作等方面所遭遇到的壓力是猶勝以往，因此衍
生出諸多的負面問題，人們在緊張、壓力的生活中，又無法找到適當的紓解出口時，經常會導
致其生理、心理及社會等層面的發展有失調現象，更甚者亦有可能產生一些憾事的發生。
事實上，每個時代或社會在進步的過程中難免會衍生出一些危機，但若經由不同的視角分
析問題亦可看到危機中總會伴隨著轉機的存在。我國政府自民國八十七年一月正式實施隔週休
二日的制度起，台灣的休閒運動風氣即逐漸興盛，由於休閒運動乃是以透過身體運動方式所進
行的一種休閒文化，除了具備有一般休閒活動的功能外，更具有生理、心理、社會等層面的許
多正面功能（沈易利，1995；楊美貞，2003）；如彭淑美（1993）在其論著中指出：由於忙碌的
生活及工作壓力所造成生理與心理過度的負擔將危及到健康的品質，惟有保持身體的運動功能
才是追求高度生命熱能的原動力，而休閒運動正是可以提升個體身體的動力，包括獲得身體的
健康、促進血液循環、保持體能、達到身體的舒適與輕鬆及增進身體的適應能力；另外，吳松
齡（2003）也指出：藉由休閒運動的參與，可以促進參與者生理、心理的健康，並增加社會交
際機會與個人安全歸屬需求之滿足，經由參與休閒運動的過程中將使個人融入群體之歸屬感提
昇，亦可經由休閒運動的競技活動，使個人與群體提高生涯目標與競爭潛能。
諸如上述所言，休閒運動包含了休閒活動功能，再如Tinsley (1986) 指出休閒參與可以滿足
個體的心理需求，有助於維持和增進生、心理健康、生活滿意度和刺激個人成長；而Coleman (1993)
的研究結果也得知參與休閒活動除可以促進健康狀況，也可減輕壓力和疾病的發生；及房家儀
(2008)認為參與休閒活動可以從中獲取：生理、心理、教育、放鬆、社交、美學等許多正面效益
，同時還可以平衡身心的緊張狀態、幫助人們調適壓力以及提升內在生活品質。因此，倡導休
閒運動的參與實不失為一項能做為具體改善及提昇國人生活滿意度的可行良策；特別是在現今
社會環境的諸多壓力下，休閒運動的參與對企業員工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是如何，此即為研究者
欲藉由本研究探究之重點，亦期望經由本研究所獲得之結果，能提供予企業界作為未來在規劃
改善所屬員工生活滿意度甚至因而影響其工作效能上有所提升之參考資訊。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於透過受試者對本研究問卷的回答來探究企業員工休閒運動的參與對生活滿意
度的影響情形。據此，本研究提出具體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程度的影響情形。
（二）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之滿意度影響的差異情形。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的選取係以經常在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運動場從事休閒運動之各企業在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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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68人作為調查樣本，以瞭解休閒運動參與對企業員工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情形，作為本研究之
調查範圍。

四、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休閒運動
在工作以外之閒暇時間，以個人的自由意願為基礎來自由選擇參與的活動，以動態性身體
活動為方式，依個體內在動機促發追求成就感、愉悅或興趣需求滿足並在合乎自願的情況下所
選擇參與的活動。（王薰禾，2004）
(二)休閒運動參與
本研究乃指受試者利用閒暇，依自我意願及需求從事有益身心健康且使其身心獲得滿足者
之動態性身體的體能性活動或運動的情形而謂之。
(三)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參考其它專家學者對生活滿意度所定義之內容，依較符合本研究之訴求後將之定義為：
個人衡量目前之情況，對己身生活現況的滿足感程度之主觀認定。
(四)不同背景變項
本研究參考有關生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後，將受試者之性別、婚姻狀況、年齡、職業、和家人
共同參與及運動之次數、時間及參與的項目等情形之不同而謂之。

貳、研究方法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敘述研究的架構、調查工具的編製、調查樣本的選取、研究調查的實施，
以及資料處理方法。

一、正式問卷製作程序
（一）編製正式問卷
在研究過程中，首先研讀並參考有關文獻再瞭解受試者之各項實際參與情形後，即發現楊
建隆（2013）所編製之【持續參與休閒運動影響因素及對生活滿意度之調查問卷】第四部分【
生活滿意度量表】相符，因此即採用此量表作為本研究問卷第三部分之有關生活滿意度的調查
題項，另結合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及第二部分個人休閒運動參與情形而成為本研究之正式調
查問卷，名稱為【休閒運動參與對企業員工生活滿意度影響之調查問卷】作為本研究之工具。
（二）正式問卷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問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即依個人實際情形勾選，至於第三部分【生活滿
意度量表】
，則由受試者對問卷題項之陳述句依個人的實際感受從五個可供選擇之答案中勾選一
個作答，且每題均須作答；其計分方式為：答「非常滿意」
、給5分、
「滿意」給4分、
「普通」給
3分、
「不滿意」給2分、「非常不滿意」給1分。

二、本研究【生活滿意度量表】之效、信度檢討結果
（一）項目分析結果
本研究量表之項目分析方法採獨立樣本t-test，考驗高低兩組在題項上的差異，經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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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本研究調查問卷之20個題目的t值皆達顯著，因此皆具有鑑別度。
（二）效度檢討結果
1.因素分析：
為了考驗本研究量表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
，因此將具有鑑別力的題項進行因素
分析並採「主成份因素分析」
，經「正交轉軸」後，獲得特徵值大於1.0的因素共有三個，其累積
的解釋變異量為76.14﹪（如表3-1），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3-1【生活滿意度量表】因素分析之統計量摘要表
因素
1
2
3

內含題數
10
5
5

特徵值
6.509
4.373
4.346

變異數的﹪
32.546
21.865
21.728

累積﹪
32.546
54.412
76.140

2.因素命名：
量表因素分析後即就題項內容的屬性，研究者將之命名並重新編定題號（如表3-2）
。
表3-2【生活滿意度量表】因素名稱及所包含之題項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包含題項
01.我覺得每一天都能發現好玩的事。
02.我覺得比較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
03.我覺得生活比其它未參與休閒運動的友人幸福。
04.我覺得朋友比較多了。
05.我覺得和他人都很容易相處與溝通。
06.我覺得對新奇的事情都容易產生興趣。
07.我覺得與家人相處融洽且容易溝通。
08.我覺得生活過的有幸福感。
09.我覺得對每一天都有新的期待。
10.我覺得肯定自我表現的情形增加。
11.我覺得比較能消除精神上的緊張。
12.我覺得比較能調整自己的情緒。
13.我覺得對各方面的思考都比較能朝向正面。
14.我覺得生活過的更愉快。
15.我覺得對生活中的壓力比較容易紓解。
16.我覺得生病的次數明顯變少。
17.我覺得身體的行動能力更好。
18.我覺得每天都生活的很有精神。
19.我覺得身體更健康。
20.我覺得生活品質較好。

（三）信度檢討結果
量表的信度考驗採Cronbach's α係數求取問卷的內部一致性，其結果為α＝.9855。（各因素
之Cronbach's α值請參考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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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生活滿意度量表】因素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估計值
因素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總量表

內含題數
10
5
5
共20題

Cronbach's α係數
.9586
.9119
.9300
.9702

根據學者Gay（1992）的觀點，任何測驗或量表信度的α值如果在.90以上，表示測驗或量表
的信度甚佳；另外，學者DeVellis（1991）
、Nunnally（1978）等人則認為α值在.70以上是可接受
的最小信度值。據此，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甚佳的信度。

三、調查樣本的選取與實施
本研究之調查樣本的選取，係以經常於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運動場從事休閒運動人士，共168人作
為本研究之調查樣本。而本研究問卷之調查工作於中華民國108年05月01~31日進行施測與回收
（親自實施）
，回收率為100﹪。根據Babbie（1990）的觀點，認為調查資料要能分析和報告，其
回收率須達50﹪始算適當；60﹪視為良好；70﹪或以上則視為非常良好。因此，本研究之問卷
回收率屬非常良好，故可進行分析與統計。

四、資料處理
一、本研究之資料使用SPSS for Windows 10.0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以α=.05為顯著水準
進行統計考驗
二、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用的統計分析為：
（一）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α係數，來檢定本研究問卷之信度與效度。
（二）以平均數之數值、t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來瞭解受試者休閒運動
參與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差異性，若呈現顯著差異部份，則以薛費法（Scheff'e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

叁、結果與討論
一、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的滿意情形
(一)全體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的滿意情形
1.結果
由表4-1所示，本研究之全體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的滿意順序為：第一是【健康生
活】因素；第二是【心靈生活】因素；第三是【環境生活】因素；而且，對此三個因素皆達到
滿意以上的程度。
表4-1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全體受試者持續參與休閒運動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統計值表
人數
168

最小值
29
14
14

最大值
50
25
25

平均數
40.23
20.53
20.68

包含題數
10
5
5

註： 5-非常滿意、4-滿意、3-普通、2-不滿意、1-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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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平均數
4.02
4.11
4.14

標準差
3.91
2.16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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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全體受試者對於三個因素的滿意度是達到滿意以上的程度，此結果
可謂是符合多位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或見解，即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之間有正向顯著的關
係（Iso-Ahola, 1980；朱坤連，1995；沈易利，1995；楊美貞，2003；蔡長清、劉修祥，2001；王
治平，2005；房家儀，2008）
。對於三個因素之排序，從結果判斷是多數受試者感受獲得到該因
素之多寡的情形才會有如此的結果，至於【健康生活】因素的滿意度是排序第一的結果而言，
或許是該因素的感受較易體現才會有如此的結果，例如：休閒運動參與可以促進健康狀況和減
少疾病的發生(Berger，1988；Coleman，1993)，及可以提升個體身體的動力，包括獲得身體的健
康、促進血液循環、保持體能、達到身體的舒適與輕鬆及增進身體的適應能力（彭淑美，1993）
；
而根據楊建隆（2006）的研究指出，休閒運動參與者對各項休閒運動功能因素的認同高低順序
為：最高極是促進生理機能因素，此結果亦頗符合本研究之【健康生活】因素的滿意度是排序
第一的結果。
(二)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
1.不同性別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2所示，不同性別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中皆未
達到顯著差異（p＞.05）
。並由表4-2得知，在此三個因素，不同性別的受試者皆達到滿意以上程
度認為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能有正面的助益。
表4-2

不同性別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t考驗摘要表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不同性別受試者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男性（133人）
女性（35人）
40.12/4.01
40.63/4.06
20.51/4.10
20.60/4.12
20.65/4.13
20.80/4.16

t值
-.68
-.22
-.35

*P＜.05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不同性別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的感受程度皆
達到滿意以上程度顯示能有正面助益的影響，而且其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中皆未呈現顯著差異
。此結果可謂是符合多位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或見解，即Iso-Ahola(1980)研究指出，參加休閒活
動與生活滿意之間有正向顯著的關係；由於休閒運動乃是以透過身體運動方式所進行的一種休
閒文化，除了具備有一般休閒活動的功能外，更具有生理、心理、社會等層面的許多正面功能
（沈易利，1995；楊美貞，2003），而王治平（2005）的研究更指出休閒運動參與程度也與生活
滿意度呈現正相關。誠如此些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或見解，受試者對於在三個因素中的滿意度
之感受情形並未受到不同性別的影響，皆顯現有高滿意的感受度，所以兩性間才會呈現無顯著
差異。
2.不同婚姻情形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3所示，不同婚姻情形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中
，除了【環境生活】因素達到顯著差異（p＜.05）外，其餘兩個因素皆未達到顯著差異（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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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表4-3得知，在達到顯著差異的【環境生活】因素，其滿意情形呈現未婚者顯著高於已
婚者。
表4-3 不同婚姻情形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t考驗摘要表
不同婚姻情形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未婚（33人）
已婚（135人）
41.97/4.20
39.80/3.98
20.67/4.13
20.50/4.10
20.79/4.16
20.66/4.13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t值
2.87*
.40
.30

*P＜.05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雖無相關研究結果做比較，但如同多位專家學者的見解可知，實際的休
閒參與是個體在自由時間依自我意願及需求經由身體力行參與活動，並感受及獲得休閒對參與
者個體所帶來的助益性而謂之。(高俊雄，1996；蘇廣華，2001；謝清秀，2004；蔡祈賢，2006
；蘇瓊媚，2009）
；因此，研究者推測，在【環境生活】因素比較偏向較多外界環境影響到自主
性的感受，而未婚者的的自主性顯然高於已婚者，所以在此因素的滿意度才會顯示未婚者顯著
高於已婚者。至於在【心靈生活】及【健康生活】等兩因素未呈現顯著差異之結果，或許是此
兩個因素都較屬於不受外界環境干擾而可獨立自主的感受，所以不同婚姻情形之影響較輕微，
才會呈現無顯著差異。至於在推測的部分是否如此，需待進一步探討。
3.不同年齡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4所示，不同年齡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中，皆
未達到顯著差異（p＞.05）
。
表4-4 不同年齡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摘要表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不同年齡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1（19 人）
2（40 人）
3（75 人）
4（34 人）
40.95/4.10
40.55/4.06
39.77/3.98
40.44/4.04
20.89/4.18
19.85/3.97
20.55/4.11
21.09/4.22
21.00/4.20
19.93/3.99
20.80/4.16
21.15/4.23

F值

事後比較

.67
2.31
2.32

*P＜.05 註：1-24 歲(含)以下、2-25~35 歲、3-36~45 歲、4-46 歲(含)以上。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不同年齡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的認同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不同年齡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的認同情形皆未呈
現顯著差異。而在各因素的感受程度除了25-35歲對【心靈生活】因素及36-45歲對【環境生活】
因素是幾乎達到滿意的程度外，其他則都呈現滿意以上的認同度，此亦顯示休閒運動參與對不
同年齡受試者的生活滿意度皆能有正面助益的影響。對於此結果即如同楊美貞（2003）綜合多
位學者專家之看法所提出休閒運動具有如紓解壓力、促進健康、提升工作效能、促進人際關係、
提昇生活品質、滿足高層次心理需求等等的功能，而些功能的感受情形亦未見有受到年齡不同
的影響，再者，又如多位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或見解所指出，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之間有
正向顯著的關係（Iso-Ahola, 1980；朱坤連，1995；沈易利，1995；楊美貞，2003；蔡長清、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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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祥，2001；王治平，2005；房家儀，2008），所以，從結果的推測，多數不同年齡的受試者是
獲得了此三個因素較正面的感受才會顯示如此的結果。
4.不同職業領域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5所示，不同職業領域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中
，皆未達到顯著差異（p＞.05）。
表4-5

不同職業領域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摘要表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不同職業領域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1（24 人）
2（43 人）
3（75 人）
4（26 人）
40.67/4.07
39.49/3.95
40.15/4.02
41.27/4.13
20.96/4.19
20.44/4.09
20.55/4.11
20.23/4.05
21.29/4.26
20.47/4.09
20.76/4.15
20.27/4.05

F值

事後比較

1.24
.50
1.08

*P＜.05 註：1-表商業類、2-表工業類、3-表服務業類、4-軍公教類。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不同職業領域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的滿意情
形皆未呈現顯著差異，而在各因素的感受程度除了工業類的受試者對【環境生活】因素是幾乎
達到滿意的程度外，其他則都呈現滿意以上的認同度，此亦顯示休閒運動參與對不同職業領域
受試者的生活滿意度皆能有正面助益的影響。對於此結果亦如同楊美貞（2003）綜合多位學者
專家之看法所提出休閒運動具有如紓解壓力、促進健康、提升工作效能、促進人際關係、提昇
生活品質、滿足高層次心理需求等等的功能，而些功能的感受情形也不見會受到不同職業領域
的影響，亦如多位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或見解所指出，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之間有正向顯
著的關係（Iso-Ahola, 1980；朱坤連，1995；沈易利，1995；楊美貞，2003；蔡長清、劉修祥，
2001；王治平，2005；房家儀，2008），所以，從結果的推測，多數不同職業領域的受試者是獲
得了此三個因素較正面的感受才會顯示如此的結果。
5.受試者和家人共同參與休閒運動情形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6所示，受試者和家人共同參與休閒運動情形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
中皆達到顯著差異（p＜.05）。經事後比較得知，三個因素皆呈現只要與家人共同參與過者皆顯
著高於從未陪家人共同參與過者。
表 4-6

受試者和家人共同參與休閒運動情形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摘要表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和家人共同參與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1（79 人）
2（34 人）
3（55 人）
37.92/3.79
41.74/4.17
42.60/4.26
19.65/3.93
21.03/4.21
21.49/4.30
19.66/3.93
21.29/4.26
21.78/4.36

F值

事後比較

37.97*
15.11*
20.38*

經常、偶爾>沒有
經常、偶爾>沒有
經常、偶爾>沒有

*P＜.05註：1-沒有、2-偶爾、3-經常。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受試者和家人共同參與休閒運動對生活滿意度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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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沒有與家人一起參與者。此結果亦符合幾位專家學者的見解，即若與家人一起參與休閒活
動，則可藉由參與的過程，增加家人的互動與溝通，來增進家人彼此間的感情，而達到幸福美
滿的家庭（謝政諭，1989；王福生，2003；張惠敏；2003），如此可見只要與家人共同參與休閒
運動者對本研究之三個生活因素之滿意度皆具有較高的正面感受。
6.每週不同運動次數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7所示，每週不同運動次數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
素中，皆達到顯著差異（p＜.05）。經事後比較得知，在【環境生活】因素的滿意情形為每週運
動3次者顯著皆高於2次及1次以內者，而每週運動2次者亦顯著皆高於1次以內者；另外，在【心
靈生活】及【健康生活】個等兩因素之滿意情形皆呈現每週運動2次(含)以上者顯著皆高於每週
運動1次以內者。
表 4-7

每週不同運動次數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摘要表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不同運動次數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1（46 人）
2（96 人）
3（26 人）
36.65/3.67
40.33/4.03
46.15/4.62
18.65/3.73
21.18/4.24
21.46/4.29
19.00/3.80
21.27/4.25
21.50/4.30

F值

事後比較

117.45*
33.33*
23.40*

3次>2次>1次
3 次、2 次>1 次
3 次、2 次>1 次

*P＜.05 註：1-每週運動次數在 1 次以內、2-每週運動 2 次、3-每週運動 3 次以上。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每週運動次數越多的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各因素之滿
意程度皆顯著高於較少者。此結果亦頗符合Topp and Stevenson(1994)研究結果，即運動參與較高
者，在其生活感受上亦有較高的滿意度；及蔡長清、劉修祥（2001）的研究結果提出，不論何
種休閒活動類型，參與頻率較高者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還有楊建隆（2008、2012）的研究結
果也得知，每週運動次數越多者對對體育功能效果的認同上亦皆顯著高於較少者。
7.每次不同運動時數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8所示，每次不同運動時數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
素中，皆達到顯著差異（p＜.05）。經事後比較得知，在【環境生活】因素的滿意情形呈現每次
運動時數1小時以上者顯著皆高於1小時以內者；另外，在【心靈生活】及【健康生活】個等兩
因素之滿意情形皆呈現每次運動2小時以上者顯著皆高於1-2小時及1小時以內者，而每次運動1-2
小時者亦顯著皆高於1小時以內者。
表 4-8

每次不同運動時數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差異的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摘要表

不同運動時數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1（42 人）
2（78 人）
3（48 人）
環境生活
36.93/3.69
40.87/4.09
42.06/4.21
心靈生活
18.19/3.64
20.41/4.08
22.77/4.56
健康生活
18.05/3.61
20.65/4.13
23.04/4.61
因素名稱

F值
28.18*
125.69*
177.67*

事後比較
2 小時以上、1-2 小時>1 小時以內
2 小時以上>1-2 小時>1 小時以內
2 小時以上>1-2 小時>1 小時以內

註：1-每次運動時數在1小時以內、2-每次運動時數在1~2小時、3-每次運動時數在2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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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每次運動時數越多的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各因素之認
同程度皆顯著高於較少者。此結果亦符合蔡長清、劉修祥（2001）的研究結果，即休閒參與量
較高的人，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及楊建隆（2012）的研究結果顯示每次運動時間越多者對體
育功能效果的認同上亦顯著高於較少者。
8.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受試者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程度的差異
(1)結果
由表4-9所示，參與不同運動項目受試者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情形，在三個因素中皆未達到
顯著差異（p＜.05）
。並由表4-9得知，在此三個因素，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的受試者皆達到滿
意以上程度認為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能有正面的助益。
表4-9

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受試者對生活滿意度各因素之認同差異的t考驗摘要表

因素名稱
環境生活
心靈生活
健康生活

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在各因素的平均數/每題平均數
個人項目（41人）
團體項目（127人）
40.63/4.06
40.09/4.01
20.39/4.08
20.57/4.11
20.78/4.16
20.65/4.13

t值
.77
-.47
.32

*P＜.05
(2)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
的感受程度皆達到滿意以上程度顯示能有正面助益的影響，而且其認同情形在三個因素中皆未
呈現顯著差異。雖然從諸多的研究結果都曾指出，參與休閒運動時有較多人會選擇團體項目(張
文禎，2001；鄭順聰，2000）
；然而，亦如諸多研究指出，參加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之間有正向
顯著的關係（Iso-Ahola, 1980；朱坤連，1995；沈易利，1995；楊美貞，2003；蔡長清、劉修祥，
2001；王治平，2005；房家儀，2008），因此，受試者對於在三個因素中的認同度之感受情形卻
未受到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的影響，皆顯現有高滿意的感受度，且呈現無顯著差異。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全體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各因素的滿意順序為：第一是【健康生活】因素；
第二是【心靈生活】因素；第三是【環境生活】因素；而且，對此三個因素皆達到滿意以
上的程度。
二、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之滿意度認同情形：
（一）在性別方面，對生活滿意度的三個因素中皆未達到顯著差異，而且對此三個因素皆達到
滿意以上的程度。
（二）在不同婚姻情形，除了【環境生活】因素呈現未婚者顯著高於已婚者，其餘兩個因素皆
未達到顯著差異。
（三）在不同年齡，對生活滿意度的三個因素中皆未達到顯著差異，其中除了25-35歲對【心靈
生活】因素及36-45歲對【環境生活】因素是幾乎接近滿意的程度外，其他年齡層則都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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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因素皆達到滿意以上的程度。
（四）在不同職業領域，對生活滿意度的三個因素中皆未達到顯著差異，其中除了工業類對【
環境生活】因素是幾乎接近滿意的程度外，其他職業類則都對此三個因素皆達到滿意以上
的程度。
（五）在和家人共同參與情形，對於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皆呈現只要與家人共同參與過者皆顯
著高於從未陪家人共同參與過者。
（六）在每週不同運動次數，對於【環境生活】因素呈現3次者顯著皆高於2次及1次以內者，而
2次者亦顯著皆高於1次以內者；另外，在【心靈生活】及【健康生活】等兩因素皆呈現2
次(含)以上者顯著皆高於1次以內者。
（七）在每次不同運動時數，對於【環境生活】因素呈現1小時以上者顯著皆高於1小時以內者
；另外，在【心靈生活】及【健康生活】等兩因素皆呈現2小時以上者顯著高於1-2小時及1
小時以內者，而1-2小時者亦顯著皆高於1小時以內者。
（八）在參與不同休閒運動項目，對生活滿意度的三個因素中皆未達到顯著差異，而且都對此
三個因素皆達到滿意以上的程度。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期望能提供予企業界作為未來在規劃改善所屬
員工生活滿意度甚至在提升工作效率等兩方面能有所助益。
(一)一般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就全體受試者在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各因素的滿意情形皆達到滿意以上
的程度，此情形也符合諸多學者專家們的研究結果或見解，即認為休閒運動參與對生活滿意度
能有正面的助益，據此，研究者認為，在企業界應要積極推廣休閒運動並鼓勵所屬員工利用閒
暇時間多多參與休閒運動；至於如何能營造出休閒運動參與的機會與氛圍，其實各企業單位可
選擇方便辦理之休閒運運動項目，並能定期舉辦休閒運動的賽事或聯誼活動，相信將能吸引及
提升所屬員工的參與的熱忱，若能再蒐集並透過適合的管道（如公司的公佈欄、電子看板或設
立網站）提供從事休閒運動參與的效益之有關的資訊，如此相信，對於促進參與休閒運動的意
願亦必能有大幅提昇。另外，從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對各因素之滿意程度所呈現出顯著差異的
結果而言，建議在休閒運動的參與上：已婚者或可提早做好規劃，如此在環境生活的因素必可
獲得更高的滿意度；在參與過程中若能多選擇和家人共同參與，對於生活滿意度的提升亦有所
助益；而在每週的運動次數及每次的運動時數，若能漸進的增多，其生活滿意度也必能隨之提
升。
(二)未來研究課題之建議
經由本研究透過諸多文獻的探討發現及研究結果顯示，休閒運動參與的情形對人們生活滿意度
實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作用，因此，如何能夠促使國人願意參與休閒運動，實是重要的課
題之一。而對於企業界而言，此課題未來的努力方向或可從兩方面來進行建議，其一是如何創
造及提供各種適合所屬員工適合參與的休閒運動項目，使之能順利推廣；其二是探究休閒運動
場地之各項設備、環境能否有效激發參與意願並提升其生活滿意度的效果之研究。若未來，各
企業單位能在制度上參考本研究之結果及建議再增設相關的獎勵辦法來進行改善或推展所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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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休閒運動參與的習性，相信能有更大的機會提高休閒運動參與者在生活上的滿意度，其具
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感受亦或許能從而引發較高的工作效率，進而提升其工作產能，若能如此，
實可謂是企業主與所屬員工的雙贏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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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urveyed life satisfaction with 168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nts. The reliability test of the self-made
satisfaction survey scale uses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0.9855, and the reliability is excellen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hat obtain the eigenvalues greater than 1.0 for the construction validity.The cumulative explanatory
variation is 76.14%, which shows that the scale has good construction validit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sports on the
satisfaction of various life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the satisfaction sequence of all participants'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is: The first is the [healthy life] factor; the second
is the [spiritual life] factor; the third is the [environmental life] factor; And all three factors are satisfactory to the
above extent. In addition,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ct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 different marriage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marriage situations, [Environmental
life] factors are unmarried peopl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rried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family, For the three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those who have participated with the famil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with the family; In each different sports hours, In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sports per week, For the three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 number of times is higher than
the lower ones; For the three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 number of hours is higher than the low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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