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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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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蓬勃發展，國民所得大幅提升，加上科技的進步，勞力投入的減少，工作及家事時間的縮
減，人們充分享受物質生活之餘，也逐漸重視精神生活，而高齡少子化的結果，代間不再如往常般密不
可分，為了使高齡者延緩生理老化、促進休閒效益、提升生活品質，達到身、心、靈合一的目的，高齡
休閒教育逐漸受到重視；而國內外探討休閒教育的研究相當豐富，但大部分的研究僅侷限於量化的問卷
調查，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間的差異，而有關「高齡者休閒教育指標之建構」及「高齡者休閒教育評量
模式之檢證」卻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建構高齡者休閒教育之指標，及檢證高齡者休閒教育評
量模式之適配度。
本研究結論為(一) 建構驗證模式，貢獻學術研究；(二) 落實休閒觀念，培育專業人才；(三) 提昇休
閒覺知，延緩生理老化；(四) 強化休閒技能，提高生活品質；(五) 善用休閒資源，促進休閒效益；
（六）
重視休閒倫理，發展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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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世界潮流不斷演變，高齡少子化已然成為全球

隨著經濟蓬勃發展，國民所得大幅提升，加上

趨勢，其影響國內甚鉅，古訓「養兒防老」的觀念

科技的進步，勞力投入的減少，工作及家事時間的

已不合時宜，因此新時代的高齡者宜活出健康、活

縮減，人們充分享受物質生活之餘，也逐漸重視精

出自我，活出亮麗人生，本研究即以此目的來建構

神生活，而高齡少子化的結果，代間不再如往常般

與驗證高齡者優質的休閒教育模式。

密不可分，為了使高齡者達到身、心、靈合一的優
質生活境界，健康的休閒活動近年來如雨後春筍般

一、研究動機

蓬勃發展，根據學者專家的研究，適合高齡者的休
閒活動應視生理及心理狀況，符合高齡者的需求及

（一）延緩生理老化的需求

喜好，不宜太過激烈，宜偏向舒展筋骨、暢通循環

аϫᐂ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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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活動，及恬淡悠靜、抒發閒睱的靜態活動為

的研究僅侷限於量化的問卷調查，探討不同背景變

主，以延緩感官與身體機能之退化。

項之間的差異，而有關「高齡者休閒教育指標之建
構」及「高齡者休閒教育評量模式之檢證」卻付之

（二）休閒活動促進的效益
Iso-Ahola（1980）認為老人參與休閒活動可以
釋放能量，放鬆情緒，紓解潛藏壓力，增進身心健

闕如，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建構高齡者休閒教育之
指標，及檢證高齡者休閒教育評量模式之適配度。

二、研究目的

康，提升生活滿意，減少晚年危機，促進成功老化。
Ragheb & Griffith（1982）認為休閒活動可以使身

（一）蒐集並分析國、內外有關高齡者休閒教育理

心健康、生活滿意、個人成長。Kraus（2000）指

論及實證研究之相關文獻。

出老年人能從休閒活動參與中獲得自我表達、友誼
的維持、休閒權力的象徵、身心安全、心理補償、
社會服務、精神激勵、遠離孤獨等八種效益。因此，

（二）深入探討高齡者休閒教育之本質與意義、構
面與衡量指標之內涵，建構衡量量表。

高齡者藉由休閒教育的參與，可以改善身心狀況、
滿足個人需求，重建生活重心，消除潛藏壓力，得
到愉悅體驗，促進心理、生理及社會的效益。
（三）高齡生活品質之提升
Searle & Mahon（1993）建議老年人應參與休
閒教育課程，學習有效使用空閒時間；Perry（1995）

（三）檢定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適配度。
（四）根據不同背景變項對於高齡者休閒教育之實
證研究。
（五）基於模式建構與實證研究之結果，針對後續
研究者提出研究建議與未來研究方向。

認為高齡社會需重視「維護健康與生活自主性」
、
「提升高齡者生活品質」
、
「發展調適身心機制」與

貳、文獻探討

「避免疾病及延緩失能」等議題；Searle, lso-Ahola,
Adam and Van（1995）指出休閒教育可強化老年人

一、高齡者休閒教育理論與內涵

認知自我及獨立自主，增加心靈安全感；Searle
&Mahon（1998）認為休閒教育可檢視老年人的休

休閒教育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國內外許多學

閒能力、自尊及內外控傾向，改變心理層次，應用

者對於休閒教育亦有不同的看法，茲將休閒教育的

技巧於生活。我國內政部社會司亦針對高齡者規劃

定義、功能、及目標分述如下：

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生活照顧三大面向，積極規
劃長期照顧體系、建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昇老
人福利機構安養護服務品質，及推展行動式老人文
康休閒巡迴服務，可見老人休閒教育對於提昇高齡
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四）相關評量指標待建構
國內外探討休閒教育的研究相當豐富，也有許
多學者認為高齡者從事休閒活動將有助於延緩生
理老化、促進休閒效益、提升生活品質，但大部分

（一）休閒教育的定義
1.休閒教育能「持續終身學習」
Brightbill（1960）認為休閒教育是一種緩慢穩
定的技巧傳授與應用，可在家庭、學校、社區中去
發展的鑑賞力，能使人們終生持續應用；Mundy 和
Odum（1979）認為休閒教育著重的是過程而非內
容，能幫助個體認識自我，自決自主、自給自足和
積極向前，進而行使休閒、了解休閒價值、態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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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持續終身學習；Kelly（1996）認為休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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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休閒能力，培養休閒興趣。

教育密不可分，在非工作時間下的持續學習與教
育，可以改善工作績效與自我發展，是人生持續的
過程；余嬪（2000）認為休閒教育是生活的實踐學
問，是有系統的學習經驗；劉子利（2000）認為休
閒教育為個體終生的、持續的發展過程。
2.休閒教育能「提昇生活品質」

4.休閒教育能「多元自我實現」
Leigh（1971）認為休閒教育能增進個體自由
選擇的廣度；Dattilo 和 Murphy（1991）認為休閒
教育是不分種族、社經狀況、性別、膚色、宗教信
仰及能力，都應該擁有的人權，是一種自決，能幫
助個體能獨立選擇，使個體感到愉悅及滿足，對於

Mundy 和 Odum（1979）認為休閒教育能促

一般人及殘障、弱勢者的權力同等重視，朝多元化

進休閒品味及滿足，提升生活品質；Bender、

發展，並選擇低花費和易實施的核心活動；劉子利

Brannan 和 Verhoven（1984）認為休閒教育能了解

（2000）認為休閒教育能使個體可獲得充足的休閒

休閒價值、發展正向生活型態，建立休閒態度與興

資訊及多元的選擇機會，達到自我了解、自我肯

趣來提高生活品質；呂建政（1994）認為休閒教育

定、自我實現的目標。

能建立休閒倫理、豐富個人生活內涵，創造生活意
義；顏妙桂（1994）認為休閒教育為在教育的過程

綜上所述，休閒教育的定義為：「終其一生積

中，提供休閒機會，培養個體對休閒的認知、技能、

極努力、持續不斷、穩定發展的教育過程，指導個

價值和效率，對休閒行為自給自足，以提高休閒生

體培養休閒認知、休閒技能，休閒態度、休閒素養、

活滿意度；宋幸蕙（2000）主張休閒教育為教導人

休閒倫理，並透過自發學習及思考，來改變生活型

們善用休閒時間從事有意義的休閒活動、體驗休閒

態、提昇生活品質，滿足自我實現，促進社會安定，

心境，培養決定和行動能力，透過教育、思考、學

達成人我和諧。」

習來提升休閒和生活品質，獲致自我內在滿足。
（二）休閒教育之功能
3.休閒教育能「發展休閒能力」
Leigh（1971）認為休閒教育能增進個體實際
且有意義選擇休閒的能力；Mundy 和 Odum
（1979）
認為休閒教育能與自我需求、價值、潛能相結合，
發展個人潛能；Bender、Brannan 和 Verhoven（1984）
認為休閒教育能使個體有正確使用休閒時間的知
識與技巧，能自我發展和實現；Dattilo 和 Murphy
(1991)認為休閒教育是不斷提升個體休閒知識、技
巧及認知的動態過程；劉興漢（1991）認為休閒教
育是指導休閒活動知識、培養休閒活動意願、興趣
及增進休閒活動技能的教育；呂建政（1994）認為
休閒教育能協助人們認識休閒的意義、善用休閒的
時間，學習休閒的技巧，養成休閒的選擇能力；劉
子利（2000）認為休閒教育能評估自我休閒需求、
訓練休閒技能、增進休閒認知、改變休閒態度、累

1.在個體方面
Mundy(1976、1979)認為休閒教育在（1）自我
認知方面，可使個體瞭解休閒興趣和期望，具備充
分休閒知識和技能，確認自我休閒品味，選擇適合
休閒行為；
（2）休閒認知方面，可使個體瞭解休閒
意涵，擁有豐富休閒體驗，結合休閒與自我生活，
確認休閒與生活品質、社會結構之關係；
（3）休閒
技能方面，可使個體規劃休閒生活方式，具備多元
活動入門技能，對選擇休閒活動擁有高度技能；
（4）
在休閒決定方面，可使個體蒐集各種休閒資訊及途
徑，選擇適合休閒活動，自我評估休閒行為；（5）
社交互動方面，能使個體透過溝通技巧達到休閒目
標，確認並選擇適合社交互動模式，運用其關係達
成自我實現。
（張偉雄、葉源縊、王瑞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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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ger & Kernan (1983)認為休閒教育活動能

過認識休閒的價值、覺察休閒與生活的密切關係，

帶給個人內在滿足感、自由、投入感、興奮感、精

進而學生培養休閒的態度與技能，追求更具深度與

進感、即興感等六種重要的心理體驗；Bloland(1987)

廣度的美好休閒生活，並與社會保持良好的互動，

認為休閒教育具有八種功能：有機會體驗成就和能

以提昇生活品質。故休閒教育是一種價值教育、生

力、促進創造力與自我表達、自我成長與自我定

活教育、行動教育、統整教育及終身學習教育，並

位、達成自我實現與發現人生的價值意義、發展個

會影響社會的整體文化素質。

人特質與人格、發展人際關係與社會技巧、達到或
維持心理健康、促進有效學習。

綜上所論，休閒教育的目標為透過休閒活動，
來增進個體對自我的瞭解，以認識休閒的意義，運

劉子利(2001) 認為休閒教育在個人性功能方
面，能引介大量休閒資訊，協助個人瞭解自我休閒

用休閒資源，培養休閒的技能，以追求美好的休閒
生活，來提昇生活品質，並影響至社會整體素質。

需求；舉辦多樣化休閒活動，增加個人休閒滿意
度；培養恰當休閒認知，充實個人休閒生活內容；

二、休閒教育的模式

提供特殊休閒技能，豐富個人休閒經驗；培養積極
休閒態度，促進個人高度自我實現；聯絡群己關
係，活絡個體與社會互動。
2.在群體方面

一般休閒教育模式分為「課程模式」與「系統
規劃模式」
，課程模式由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在
1975 年發展出休閒教育系列與廣度模式；系統規
劃模式由 Peterson & Gunn 於 1984 年提出休閒教育
內容模式，及 Mundy & Odum 於 1979 年、1998 年

劉子利(2001) 認為休閒教育（1）在社會性功

提出休閒教育模式，以下就此三種模式略加敘述：

能方面，可引導正確休閒價值觀，減少社會亂象，
提倡全民休閒，營造祥和社會；（2）在經濟性功

（一）課程模式—Florida State University（1975）

能方面，能能創造源源不絕的能量，提昇企業組織

的休閒教育系列與廣度模式（The Scope and

競爭力，加強休閒產業的規劃與開發，增進整體經

Sequence Model of Leisure Education）

濟繁榮；（3）在家庭性功能方面，能緊密家庭成
員關係，凝聚彼此向心力，促進親子溝通與夫妻情
感，營造美滿和諧家庭。
（三）休閒教育之目標

1975年美國佛羅里達州立大學發展出休閒教
育實施系列與廣度模式。Mundy 和Odum（1979）
認為其目標為：透過休閒教育，使個體能(1)提升
休閒生活品質；(2)了解休閒機會、潛能與挑戰；(3)
了解休閒對個人生活品質及社會結構之影響；(4)

高俊雄（1999）認為休閒教育是透過活動的方

具有廣泛休閒選擇所需的知識、技巧及正確評價。

式，有目標、有系統、有方法的提昇個人休閒能力
與認知休閒技能；其目標為透過休閒活動培養個體
的休閒能力，獲得有意義體驗。蔡文慈(2001)認為
休閒教育是在教育歷程中，增進個體對自我認知，
認識休閒活動價值，其目標在增進休閒技能發展、
運用休閒資源、休閒覺察、自我覺察等能力。
顏妙桂(2002)認為休閒教育的目標是：在從事
休閒教育的歷程中，增進學生對於自我的認知，透

（二）系統規劃模式
1.Mundy & Odum（1979）的休閒教育系統模式
（Leisure Education Model）
Mundy 和 Odum（1979）將 Florida 休閒教育模
式修正，發展出「休閒教育系統模式」，重視持續
發展，強調輸入及輸出的過程，即應培養學生具體

顏童文 郭乃禎

的自我覺察、休閒覺察、休閒態度、休閒技能、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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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之研究構面

閒決定、社會互動等六種休閒能力；隨後修正此模
式，將休閒態度併入自我覺察，簡化為五個向度。

自古以來，人與自然共生，和平相處了幾千
年，但近年來由於人為因素破壞大自然，使得環境

2.Peterson & Gunn（1984）的休閒教育內容模式

汙染日益嚴重，人們逐漸意識到環保的重要性，因

（Leisure Education Content Model）

此，本高齡者休閒教育指標建構的參酌Mundy &
Odum（1998）之「休閒教育系統模式」其中之 「休

Peterson & Gunn(1984)認為休閒教育注重發展

閒覺知、休閒技能、休閒資源」三個要素外，更融

與取得與休閒有關的技巧、態度和知識，其涵蓋範

入對環境、人文及社會的關懷，所以增加了第四個

圍包含「休閒覺知」「社會互動技巧」「休閒資源」

要素「休閒倫理」，構成本研究構面，茲說明如下：

「休閒活動技巧」，如果對休閒體驗與決策技巧具
有正向的態度，並且應用相關的資源與知識，將會

（一）休閒覺知

讓休閒參與者感到滿意(Mundy，1998)。
能應用休閒的定義、休閒與生活的關係等「休
3.Mundy & Odum（1998）休閒教育系統模式修訂

閒知識」，及個體之能力、興趣、動機、態度、自
由、責任等「休閒經驗」來了解休閒概念，作出休

Mundy於1998年針對1979年提出的模式做了
第三次修正，將「社會互動」與「休閒決定」，合

閒決策，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以提升生活品質及休閒
效益。

併至「休閒技能」中，並增加「休閒資源」，所以
內容包括「自我察覺」、「休閒察覺」、「休閒技

（二）休閒技能

能」、及「休閒資源」等四個部分，摘要如下：
能培養思考、區辨、選擇、設計、規劃、評估、
（1）休閒察覺(leisure awareness)的運用—能夠應

決策、問題解決、價值澄清、社會互動、行為改變

用興趣、能力、經驗、態度、動機、負責等知識，

等休閒技能，在生活中體驗休閒，在休閒中享受生

分析、調整、覺察、選擇並解決自己實際的休閒狀

活，使個體對休閒生活感到適切與滿意，並達到自

況，以提升休閒品質及休閒效益。

我實現的目標。

（2）自我察覺(self awareness)的增進—能利用對自

（三）休閒資源

我瞭解有關的知識與覺察、決策、責任等休閒經
驗，瞭解休閒概念，作出休閒決策，並應用於生活
中以提升生活品質。

能運用個體之動機、興趣、經驗、能力、態度、
責任等內在資源，並整合社區之產品、軟硬體設
備、環境等外在資源，充分發展休閒技能，以提升

（3）休閒技能 (leisure skill)的培養—培養決策、

休閒品質，豐富休閒體驗，涵養休閒生活。

評估、規劃、問題解決、價值澄清、社會互動、行
為改變等休閒技能，來引導生活與休閒體驗而產生

（四）休閒倫理

滿意感與勝任感，以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能重視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能與大自然和平
（4）休閒資源 (leisure resources)的整合—整合休

共處；能維護生理健康，關心自我及他人，並表達

閒資源以充實個體、經驗、產品、設備、環境資源。

對於社會關懷之情，強調人與自己、人與自然、人
與社會三位一體，以自己為中心，推己及人，至民
胞物與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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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設計
一、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探索與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為「建構階段」
；第三階段為「檢
證適配度階段」，流程圖如下：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確立研究主題與目的

【階段一】

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探索與發展階段

文獻回顧與探討

建立初步休閒教育衡量指標

完成「高齡者休閒教育衡量量表」

【階段二】

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建構階段

高齡者休閒教育衡量模式建構完成

檢證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

【階段三】
確立相關研究變項

檢證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

實證問卷設計與樣本選取

模式適配度指標之選取

問卷發放與回收

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之選取

資料分析與驗證假設

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適配度檢證

結論與建議
圖1 研究流程圖

二、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各階段之研究流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可以用圖2來加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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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方法
一般休閒教育模式
高齡者休閒教育衡量模式
模式建構研究

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
量化與質化方法

高
齡
者
休
閒

背景變項

教
育

年

齡

婚姻狀況

最高學歷

高齡者

結

休閒教育

論

模

與

式

建

建
構

休閒教育與相

與

關變項之探討

議

指標建構
休閒資源

休閒資源

休閒技能

休閒倫理

實
證
模式實證研究

檢證休閒教育模式

模式適配度

休閒教育

休閒教育模式

指標之選取

模式選取

適配度檢證

模式適配度檢證

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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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
H1：根據二階段因素分析高齡者休閒教育衡
量模式適配度良好。
H2：不同年齡之受試者對於高齡者休閒教育
模式有顯著差異。
H3：不同婚姻狀況之受試者對於高齡者休閒
教育模式有顯著差異。
H4：不同最高學歷之受試者對於高齡者休閒
教育模式有顯著差異。

四、模式建構與實證之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與整理
本研究從理論基礎、問題解決方法及實際應用
方面，分析、整理所蒐集之相關資料，並加以歸納
比較，釐清觀念，選擇適當之研究方法。
（二）問卷調查
本研究以「樂齡學習中心」
、
「樂齡大學」
、
「長

休閒教育量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經模式修
正後（將 ε3＆ε4；ε5＆ε6；ε9＆ε10；ε13＆ε14；ε15
＆ε16；ε17＆ε18 等測量誤差間設定有共變關係），
模式參數估計結果與適配度指標如表 1 及圖 3。
（一）在整體適配度指標方面
本模式之 χ

2

＝228.06，p<.05，雖達到顯

（125）

著水準，但卡方自由度比NC＝1.82＜3，具精簡適
2

配度；加上χ 值常隨樣本人數波動，一旦樣本人數
很大，幾乎所有模式都可能被拒絕。因此，本研究
尚需參著以下其它指標來評估結構模式適配情形。
1.RMR為0.051，略高於0.05，適配度尚可接受。
2.RMSEA為0.062，小於0.08，具合理適配程度。
3.GFI為0.89，大於0.50以上，具合理的適配程度。
（二）在比較適配度指標方面
1.NFI為0.96，大於0.90以上，具較良好適配程度。

青學苑」
、
「關懷里民中心」之高齡者為研究對象，
尋找合適之研究樣本，寄發問卷，以利實證研究。

2.NNFI為0.98，大於0.90以上具較良好適配程度。

（三）二階段驗證性因素分析

3.CFI為0.98，大於0.90以上，具較良好適配程度。

本研究利用線性結構模式（Linear Structural

4.IFI為0.98，大於0.90以上，具較良好適配程度。

Relation Model，LISREL），進行二階段驗證性因
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四）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透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不同背景變項（不
同年齡、婚姻狀況及最高學歷）之受試者對於高齡
者休閒教育模式之差異性。

5.RFI為0.95，大於0.90以上，具較良好適配程度。
（三）在精簡適配度指標方面
1.卡方自由度比NC＝1.82＜3，具精簡適配程度。
2.PNFI為0.78，大於0.50以上，具精簡適配程度。
3.PGFI為0.65，大於0.50以上，具精簡適配程度。

肆、研究結果
4.理論模式的CAIC值為314.48，小於獨立模式的

一、休閒教育量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
式之結果

CAIC值5739.13，且小於飽和模式的CAIC值。
342.00，表示具有精簡的適配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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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內在適配度指標方面，R2值均為正的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方面

實數，顯示本研究模式之內在適配度良好。
由表1可知研究誤差變異數介於0.27～0.64且
達顯著水準。因素負荷量介於0.61～0.95，符合0.50

綜合上述，「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二階驗證

～0.95標準，並未產生違反估計，基本適配度良好。

性因素分析模式之結果均符合所要求標準。因此，
本研究之結構模式，和研究資料之適配情形良好。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方面
表 1「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二階因素分析模式適配情形分析摘要表
適配指標

判斷規準

檢定結果數據

模式適配判斷

RMR

＜0.08

0.051

具有合理的適配程度

RMSEA

＜0.08

0.062

具有合理的適配程度

GFI

＞0.50

0.89

具有合理的適配程度

NFI

＞0.90

0.96

具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NNFI

＞0.90

0.98

具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CFI

＞0.90

0.98

具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IFI

＞0.90

0.98

具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RFI

＞0.90

0.95

具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NC

1＜NC＜3

1.82

具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PNFI

＞0.50

0.78

具有精簡的適配程度

PGFI

＞0.50

0.65

具有精簡的適配程度

314.48

具有精簡的適配程度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三、精簡適配度指標

CAIC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誤差變異數

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0.27-0.64之間且達顯著水準

具有良好的適配程度

參數間相關的絕對植

不能太接近1

沒有接近1

具有良好的適配程度

因素負荷量（λ值）

介於.5～.95之間

λ值介於0.61-0.95之間

具有良好的適配程度

R2

正的實數

正的實數

具有良好的適配程度

所有估計參數

實數

達顯著水準

具有良好的適配程度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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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0.81
0.86
0.70

第一題

0.43

第二題

0.34

第三題

0.27

第四題

0.50

第五題

0.50

第六題

0.56

第七題

0.54

第八題

0.47

第九題

0.49

第十題

0.52

-0.13

休閒覺知

0.71
0.67
0.68
0.72
0.71
0.69

0.77
休閒技巧
0.92
休閒教育

0.21

0.17

0.95
休閒資源

0.61
0.69
0.75
0.60

0.83

第十一題

0.62

第十二題

0.52

第十三題

0.44

第十四題

0.64

第十五題

0.47

第十六題

0.34

第十七題

0.44

第十八題

0.53

-0.16

休閒倫理
0.73
0.81
0.75
0.69

0.05

0.18

圖3「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標準化參數圖

二、不同背景變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
之差異性分析
（一）不同年齡之高齡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
之平均數差異

3.992，p<.05）等二個因素，其平均數達顯著性差
異。
在「休閒覺知」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後比較發現：「年齡」為「50-60歲」（M＝15.9091）
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平均數，高於「年齡」為

研究者以「年齡」為自變項，以「高齡者休閒
教育量表」所得分數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

「61-70歲」（M＝14.3704）及「年齡」為「70歲
以上」（M＝14.8302）之高齡者。

分析。茲將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在「休閒倫理」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由表2可以發現，不同「年齡」之高齡者所知

後比較發現：「年齡」為「50-60歲」（M＝16.3864）

覺之「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各因素，以「休閒覺

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平均數，高於「年齡」為

知」（F＝6.736，p<.001）、「休閒倫理」（F＝

「61-70歲」（M＝15.2407）之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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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不同年齡之高齡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之各因素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
因素

休閒覺知

休閒技巧

休閒資源

休閒倫理

年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50-60歲

88

15.9091

2.58037

61-70歲

54

14.3704

2.72858

70歲以上

53

14.8302

2.35940

50-60歲

88

23.7386

4.00142

61-70歲

54

23.1296

3.16255

70歲以上

53

22.4906

3.36053

50-60歲

88

15.3977

2.52591

61-70歲

54

14.7222

2.79093

70歲以上

53

14.5849

2.23119

50-60歲

88

16.3864

2.66278

61-70歲

54

15.2407

2.75363

70歲以上

53

15.3962

2.49106

*p<.05 ***p<.001
（二）不同學歷之高齡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

F值

Scheffe’

6.736***

1＞2
1＞3

2.000

2.128

3.992*

1＞2

研究者以「學歷」為自變項，以「高齡者休閒
教育量表」所得分數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

之平均數差異

分析。茲將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表3 不同學歷之高齡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各因素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

休閒覺知

休閒技巧

休閒資源

休閒倫理

***p<.001

學歷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大學以上畢業

17

16.4118

3.06306

高中職畢業

59

15.5254

2.84881

國中畢業

55

15.0909

2.34341

其他

64

14.6406

2.46478

大學以上畢業

17

24.5882

4.03204

高中職畢業

59

23.6610

3.95496

國中畢業

55

23.1818

3.26650

其他

64

22.5156

3.43646

大學以上畢業

17

16.7059

2.73324

高中職畢業

59

15.4407

2.54796

國中畢業

55

14.4182

2.40902

其他

64

14.6094

2.37458

大學以上畢業

17

16.5882

2.71705

高中職畢業

59

16.2034

2.77787

國中畢業

55

15.4182

2.62249

其他

64

15.5469

2.60604

F值

Scheffe’

2.658*

1＞4

1.922

4.881**

1.506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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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以發現，不同「學歷」之高齡者所知

由表4可以發現，不同「婚姻狀況」之高齡者

覺之「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各因素，以「休閒覺

所知覺之「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各因素，以「休

知」
（F＝2.658，p<.05）與「休閒資源」
（F＝4.881，

閒覺知」（F＝3.249，p<.05）、「休閒技巧」（F

p<.01）等二個因素，其平均數達顯著性差異。

＝7.187，p<.001）
、
「休閒資源」
（F＝7.316，p<.001）
與「休閒倫理」（F＝3.370，p<.05）等四個因素，

在「休閒覺知」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其平均數達顯著性差異。

後比較發現：學歷為「大學以上畢業」
（M＝16.4118）
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平均數，高於「學歷」為「其
它」（M＝14.6406）之高齡者。

在「休閒覺知」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後比較發現：婚姻狀況為「已婚」（M＝15.4851）
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平均數，高於「婚姻狀況」

在「休閒資源」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為「已婚喪偶」（M＝14.3922）之高齡者。

後比較發現：學歷為「大學以上畢業」
（M＝16.7059）
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平均數，高於「學歷」為「國

在「休閒技巧」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中畢業」（M＝14.4182）及「其它」（M＝14.6094）

後比較發現：婚姻狀況為「已婚」（M＝23.8209）

之高齡者。

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平均數，高於「婚姻狀況」
為「已婚喪偶」（M＝21.6275）之高齡者。

（三）不同婚姻狀況之高齡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
量表」之平均數差異

在「休閒資源」方面，經由Scheffe’平均數事
後比較發現：婚姻狀況為「已婚」（M＝15.3358）

研究者以「婚姻狀況」為自變項，以「高齡者

及「其它」（M＝16.9000）之高齡者，其所知覺之

休閒教育量表」所得分數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

平均數，高於「婚姻狀況」為「已婚喪偶」（M＝

異數分析。茲將分析結果說如下：

13.8824）之高齡者。

表4 不同婚姻狀況之高齡者在「高齡者休閒教育量表」各因素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
因素

休閒覺知

休閒技巧

休閒資源

休閒倫理

*p<.05

婚姻狀況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已婚

134

15.4851

2.58897

已婚喪偶

51

14.3922

2.38393

其它

10

15.3000

3.83116

已婚

134

23.8209

3.66214

已婚喪偶

51

21.6275

3.29825

其它

10

23.5000

2.50555

已婚

134

15.3358

2.47071

已婚喪偶

51

13.8824

2.41369

其它

10

16.0000

2.62467

已婚

134

16.0075

2.65991

已婚喪偶

51

15.0392

2.71264

其它

10

16.9000

2.13177

***p<.001

F值

Scheffe’

3.249*

1＞2

7.187***

1＞2

7.316***

1＞2
3＞2

3.370*

3＞2

顏童文 郭乃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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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熱情；在社會適應方面，宜讓高齡者追求自我價

三、結論

值，從中找尋生命意義，具有良好的社會參與感。

（一）建構驗證模式，貢獻學術研究

（三）提昇休閒覺知，延緩生理老化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編製而成的「高齡者休閒

隨著時代變遷，生活型態逐漸轉變，以往「日

教育模式評量量表」，經二階段驗證性因素分析，

出而作，日落而息」的農業社會，逐漸過渡到「以

求取模式適配度指標與參數估計值建構而成，因此

機器取代勞力」的工商業社會；並再次逐漸轉型到

內部一致性信度、建構效度及內容效度上均相當嚴

資訊科技時代。如此時代交替，帶動經濟的蓬勃發

謹，其結構模式適配良好；並根據不同「背景變項」

展，也使得國民所得大幅提昇，因此人們除了滿足

對於「休閒教育模式」之差異性進行分析，以了解

物質生活之外，也逐漸重視精神層面，如同馬斯洛

不同背景變項之受試者對於高齡者休閒教育模式

的需求理論，在生理、安全需求滿足之後，會提昇

是否有顯著差異，推論其差異可能原因。

為社會、尊重需求，再提昇為自我實現。

因此，本研究已建構與驗證之「高齡者休閒教

由研究結果可知，50-60 歲、大學以上畢業、

育結構模式」，可作為一般研究高齡者休閒教育的

已婚三種類型的老人，比其他類型的老人，在「休

參考，並作為與其他變項之相關或因果關係之研

閒覺知」方面，有顯著差異，可能年輕些、學歷高

究，例如與「活躍老化」、「健康促進」等相關或

些、婚姻幸福較能使他們以「休閒知識」及「休閒

因果關係之研究，提供相關單位在推展高齡休閒教

體驗」來了解「休閒概念」
，因此應鼓勵其他類型

育學術研究及實際活動時，能有其立論依據，並能

老人，依照興趣及需求，配合生理機能，瞭解休閒

將理論與實務結合。

活動的型態，分析休閒活動的功能，在具有正確的
休閒概念後，選擇適合的休閒活動；並與他人分享

（二）落實休閒觀念，培育專業人才
本研究過程嚴謹審慎，參與的人員除了能提昇
專業學術能力外，也因為深入老人服務機構，了解

交流，拓展人際關係，以積極正向的態度面對人
生，延緩生理老化，活化生理機能。
（四）強化休閒技能，提高生活品質

其醫療服務、資源運用、社群活動、健康照護等運
作情形，所以能拓展高齡領域視野，在妥善照顧高

現代人生活忙碌，雖然明白休閒的重要性，但

齡者身心外，更能融入休閒教育的觀念，以「健康

每天總是忙得焦頭爛額，廢寢忘食，為了公司事務

照顧」及「關懷生命」為基礎，
「卓越創新」及「精

忙碌，為了交際應酬忙碌，為了家庭生計忙碌，早

緻服務」為導向，培育高齡專業人才，讓老人服務

出晚歸，忙得喘不過氣來，更別提有什麼心思進行

事業能備受重視，符應中國文化「頤養天年，老有

休閒活動；長期過度勞累下，與家人相聚時間縮

所終」的精神。

減，夫妻親子之間疏離感與日俱增，及至晚年退休
後，面對不忙碌的生活，反而無所適從，且身心積

在運用專業能力從事休閒教育時，應注意高齡

壓許多疲憊，潛藏的家庭及健康危機一觸即發。

者身心及社會適應問題：在生理方面，宜考慮高齡
者生理功能的衰退，應避免設計負荷量過大的休閒

由研究結果可知，已婚類型的老人，比其他類

活動，以達到安全健康的宗旨；在心理方面，宜考

型的老人，在「休閒技能」方面，有顯著差異，可

慮高齡者失落及不安全感，所以應建構友善安全的

能婚姻生活較能擁有共同的休閒體驗，較能發展休

環境，讓高齡者感受自主與尊嚴，引導其充滿活力

閒技能，以結合休閒與生活，因此應鼓勵其他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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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依據自己的價值觀，正確評估休閒活動的適

由研究結果可知，50-60 歲、其它(婚姻)二種

切性；將理想融入實際，妥善規劃休閒生活；若遭

類型的老人，比其他類型的老人，在「休閒倫理」

遇困難，能澄清價值，解決問題；能使自我行為改

方面，有顯著差異，可能年輕些較能融入環保議

變，與社會達成和諧互動；在良好的休閒生活體驗

題，無婚姻牽絆較能以自我推及他人，因此應鼓勵

下，能激發自我潛能，增加自我滿意度，以提高生

其他類型老人，維護生理健康，尊重他人權益，關

活品質，達成自我實現。

懷社會弱勢，推動生態保育；並建立正確的休閒價
值觀，養成良好的休閒習慣，提昇休閒生活品質，

（五）善用休閒資源，促進休閒效益

增加休閒生活樂趣，使情緒能有適當的抒發管道，
既能實踐個人休閒責任，保障他人休閒權益，亦能

民國草創時期，民生物資缺乏，家家戶戶三餐
不繼，努力打拚，只求三餐溫飽；及至經濟起飛，

強化人際互動，建立和諧的社會關係，更能享受自
我實現的樂趣，使休閒資源的價值能永續發展。

臺灣成為亞洲四小龍之一，生活情形改善，先滿足
食、衣、住、行後，才著重育、樂；但早期教育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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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national incom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coupled with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the reduction of labor inputs, reduce the work and family time, the full enjoyment of material life while also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spiritual life of elderly low birth rate, intergenerational no longer inseparable, as
usual, in order to delay the physiological aging and promote recreational benefit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chieve the body so that the elderly, the heart, the spiritual unity of purpose,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gradually
be taken seriously; At home and abroad to explore leisure education is quite rich, but most of the research is
limited quantitative survey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while leisure
related of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indicators Construction "and" elderly but few educational assessment model
validated, this study, hoping to construct the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indicators, and Verify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assessment model fi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 to construct the authentication mode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research;
(b)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isure concepts,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c) enhance the leisure awareness,
slow the physiological aging; (d) to strengthen leisure skill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 use of recreational
resources, promote leisure effective; (vi) emphasis on leisure ethics,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value.

Key words: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model,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measure Scale,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elderly leisure educ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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