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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學生選擇大學的因素，而接受高等教育亦屬於消

費行為，因此在本章第一節先行闡述消費者行為之理論，以及高等教育消

費者和高等教育市場之意涵。其次，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並非單一的決策過

程(Assael, 1987)，且 Hossler、Braxton 和 Coopersmith(1989)指出大學選擇

是複雜、多重階段的抉擇歷程，因此第二節即探討消費者決策過程與高等

教育消費者決策過程。最後，第三節則是探討國內外大學選擇之相關研究，

以充實本研究之內涵。 

第一節  高等教育市場及消費者行為之分析 

本節內容包括高等教育消費者及高等教育市場之意涵，與消費者行為

模式之探討。 

壹、高等教育消費者及高等教育市場之意涵 

教育消費是相對於教育服務而言，其係指人們有償地接受教育服務、

消費教育商品的行為或過程。教育消費與一般商品或服務消費的本質是相

同的，都是賣方向買方提供物品或服務，買方予以接受、加以利用並支付

相應費用的行為或過程（謝尊武，2008）。以下即先闡述消費者與市場之

意涵，並將其概念延伸至高等教育領域，說明高等教育消費者與高等教育

市場之意義。 

一、消費者與市場 

消費者是進行獲取、使用與處置各種產品、服務、理念或經驗的人。

消費者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實體，有時候可能只是一個單一的個人，但

有時也可能會包含一群人。當消費者只是單一個人時，目標消費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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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明顯集中，而當消費者是一群人時，所需掌握的資訊便複雜得多，這

群人之間的互動，也會影響最後的購買決策（林靈宏，1998）。消費者為

了維繫正常生計的運作，必須將一部份的所得用來從事產品與勞務的消費，

至於其所消費的產品與勞務可以是由政府部門所提供的公共財，或是由廠

商所生產的私有財（李又剛、林志鴻及賴錦璋，2003）。行銷學者將消費

者定義為選擇、購買、使用產品或服務，並從該產品或服務中得到利益的

個人(Kotler & Fox, 1995)。 

市場是由商品的實際消費者與潛在消費者所組成，這些消費者具有共

同的需求或慾望，並願意且有能力進行交換活動，以滿足這種需求和慾望。

因此，市場的規模有賴於需求的人數、是否擁有交換的資源、以及是否願

意提供資源進行交換（李又剛、林志鴻及賴錦璋，2003；鄧勝梁、許紹李

及張庚淼，2003；Kotler, 1994, 1997; Kotler & Armstrong, 1996; Perreault & 

McCarthy, 2000）。市場這個名詞最早是代表買方與賣方聚集之處，彼此交

換物品的場所，強調的是交易場所或地點。後來經濟學家將市場指稱為一

群人進行特定商品的交易，如：房地產市場、木材市場、穀物市場。現代

經濟利用勞動分工的原理，使勞動者分別從事生產、採購、出納等不同的

工作內容，因此市場指的是商品交換關係的總和。生產者到原料市場採購，

並將原料製成商品；消費者出賣勞力以獲得薪資報酬；政府亦形成另一個

市場，政府可以向原料市場、生產市場，甚至是中游廠商購買商品，扮演

的是消費者的角色，同時也可以是生產者的角色，為人民提供公共服務。

而商人則將市場的意義涵蓋了不同的消費群體，例如需求市場、生產市場、

人口市場、地理市場等(Kotler, 1994, 1997; Kotler & Armstrong, 1996)。 

簡言之，市場已不僅是一個商品交換的地點，而是一群擁有相同需求

的潛在消費者，願意用有價值的物品與賣方交換自己想要的商品，此一交

換活動，能滿足消費者與賣家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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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消費者與高等教育市場 

教育機構有許多的消費者，包括學生、教職員工、校友、捐贈者等其

他相關的利益團體(Kotler & Fox, 1995)，Youssef、Libby、Al-Khafaji 和

Sawyer(1998)指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非常分散，舉凡學生、教師、家長、

校友、企業、政府等均屬之，因此不容易界定。Garbutt(1996)也認為在高

等教育領域中，消費者可以是政府和其他的利害關係人、企業、家長與社

會人士，而不僅僅只是學生與教師。由於高等教育所涉及的利害關係人相

當廣泛，任何特定的群體或個人，都有可能成為高等教育消費者。由於接

受高等教育的學生是高等教育的使用者與最直接的受益者，因此通常人們

認為學生就是高等教育市場中的消費者。 

在以往人們的觀念中，學生只是受教育者而不是消費者，學生到大學

來接受教育，其選擇權力是很有限的。所以，學生總是處在被動的地位，

需求得不到關注。但是，隨著市場體系的建立，高等教育應該將自身定位

為服務者，為所有學習者提供優質的服務，或者像超市一樣，提供各式各

樣的知識商品，等待顧客挑選（趙婷婷，2002）。 

市場是供給與需求兩者發生交換行為的場所，在教育上，如果將社會

大眾對於教育的需求與學校數量的提供這種互動行為視為市場交易，會有

許多人認為過於市儈，但是，將「市場」觀念用於解釋、預測某些教育現

象，應有其合理性，而且，依據市場機制來運作，亦是資源有效配置的方

式（蓋浙生，2004）。 

高等教育領域中消費者觀念的盛行在很大程度上是市場作用的結果，

是競爭觀念和效益觀念的延伸。因為競爭的最終目的是吸引更多的顧客和

資金，而效益的獲得最終也必須有消費者來認可。 

本研究所稱之高等教育消費者與高等教育市場之概念，分別係指台灣

地區高級中等學校之應屆畢業生，以及台灣地區之各所大專校院。 



-20- 

貳、消費者行為模式 

消費者行為主要是研究人們對於商品、服務及行銷策略的反應(Kardes, 

2002) ，由消費者所展現出的搜索、購買、使用、評價與處理某項能夠滿

足需求的商品或服務。消費者行為著重在消費者如何決策，使目前擁有的

資源能夠充分被運用，包括買了什麼、為什麼購買、何時購買、在哪裡購

買、購買的頻率、商品使用的頻率、購買後對於商品的評價與該評價對於

日後購買行為的影響、以及如何處置該項商品(Schiffman & Kanuk, 2004)。 

消費者行為係人們進行交換活動時，與情感、認知、行為與環境之間

彼此的交互作用。換言之，消費者行為是關於個人過去所經歷的想法與感

受，以及在消費過程中所展現的行為(Peter & Olson, 2002)。以下即從經濟

學、心理學、社會學及行銷學的角度，探討消費者的行為。 

一、經濟學 

經濟學理論假定大部分的消費行為是有理性的，對於經濟學者而言，

有理性的行為是指該行為合乎一個有系統的偏好集合，也就是說，消費者

有能力區分不同的商品、分辨商品之間的優劣、以及所選購的任何一組商

品絕對不會比自己的偏好差（林大侯，1983；謝登隆，2000；Niss, 1974）。

自 Adam Smith 出版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以來，經濟學者即認為每

個人都是根據自己的個性偏好，在自利動機的原則下，追求效用滿足的極

大化，也就是在一定的期間內，在有限資源的狀況下，獲得最大的滿足（黃

貴龍，1994）。為追求最大的滿足，消費者的消費行為會依據以下的模型

進行理性分析(Niss, 1974)： 

（1）設立預達成的目標：目標係指個人所欲滿足的需求。 

（2）設定限制：當個體想要達成目標時，在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所得、

時間的限制。消費者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個人的所得，收入越高，

越不需擔心售價、購買數量的問題；其次是時間，是指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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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投入在選擇商品、購買商品的時間，時間越緊迫，越無法

蒐集商品的相關資訊或進行比價。 

（3）蒐集資訊：由於商品的種類繁多，且每種商品的定價皆不相同，

個人無法在真空的情境下做出決策，因此，消費者若不考慮商

品的各種相關資訊，便無法做出最佳的決策。消費者所應蒐集

的資訊包括比價訊息、品質、與資訊來源。 

（4）制訂決策：依據商品的價位、品質，與購買商品後所能達成目

標的程度，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則，消費者會做出最適當的決定。 

二、心理學 

消費者行為的研究，必須要從個人開始，才有意義。為了瞭解及預測

消費者購買的行為、市場區隔及整個社會的趨勢，首先必須能夠解釋個人

的行為（鄭伯壎，1981）。而行為的心理基礎包含了知覺、學習、動機、

人格及態度等心理因素，心理學的理論為消費者行為研究提供了豐富的基

礎(Assael, 1987)。 

    認知是賦予感覺刺激意涵的過程，代表個人對刺激事物的印象，個人

只能接受到整個知覺場的一部份，而且是有選擇性的接受，個人會將此組

織起來，並賦予意義。至於個人所看到的內容（選擇性）及如何看到的（組

織性），則受刺激性質及個人特性的影響，因此每個人對刺激的知覺，是

不太一樣的（張春興，1994；陳智凱譯，2003；鄭伯壎，1981；Kotler, 1997; 

Kotler & Armstrong, 1996）。所有的消費者行為都是學來的，也就是說，個

人在類似的環境下，會以過去的行為基礎來做反應，而且如果消費者在購

買歷程中，形成了習慣，則可提高購物效率，節省時間；反之，當消費者

購買新產品時，由於沒有過去經驗做基礎，因此既費時又費力。雖然大部

分的消費行為都會形成習慣，但消費者為了滿足新奇性，往往有變換品牌

的情形，甚至嘗試著去購買新產品（鄭伯壎，1981；Kotler, 1997; Schiffman 



-22- 

& Kanuk, 2004）。 

    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

目標進行的內在作用（張春興，1994；Kotler, 1997; Kotler & Armstrong, 1996; 

Schiffman & Kanuk, 2004），亦即動機是一種主動、強而有力的驅力，可以

減低個人的緊張與不安，以保護個人並滿足個人的需求，因此，動機研究

的主要目的，是為了要瞭解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原因。人格是個人特性的綜

合體，透過這種特性，個人有自己一套具有統合性與持久性的適應環境方

式（張春興，1994；Evans, Jamal, & Foxall, 2006; Kotler, 1997），故人格是

從外在行為推測而得的，無法直接測量。因此，利用人格來預測消費行為，

結果的結果不太一致，對於人格特性與消費行為之間的關係，目前尚無定

論（鄭伯壎，1981）。 

近年來，消費者行為的研究與廠商特別注意消費者態度的探討。原因

在於假使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印象良好，則廠商會希望經由溝通系統的

設計，來維持並增強消費者的良好印象。反之，假使消費者對產品的印象

不佳，則改變態度的過程是必要的。對新產品而言，廠商必須面臨創造良

好態度的挑戰（鄭伯壎，1981）。 

三、社會學 

社會學聚焦於社會力量對於消費的影響，例如宗教與社會結構、社會

階級、種族地位、性別、生活形態等，都有助於瞭解社會脈絡對於個人或

群體消費產生之影響（陳智凱譯，2003）。社會學者認為，群體儘管是由

個體構成，但並不等於是個體的簡單加總，消費者做為社會群體的一員，

因此消費行為必然會受到相關群體、社會規範、群體壓力等的影響(胡旺盛、

張慶亮及陳宏軍，2008)。 

社會階級反映的不僅僅是個人所得，尚包含了職業、教育程度、居住

地區、生活型態與文化等差異，同時也有不同的品牌忠誠及消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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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el, 1987; Kotler, 1997)。人們習慣與同一社會階級內的成員互動，但是

個人的社會階級並非恆久不變，隨著全球化與社會變遷，因而可能導致向

上提升(upward mobility)或向下沉淪(downward mobility)。 

宗教是對最終實在與神的恐懼所產生的信仰與習慣。如同其他社會因

素一般，宗教對於消費者行為之影響，也會隨著個人對於宗教價值的認知，

以及確信強度與情勢而改變。但迄今消費者研究尚未廣泛探討宗教對於消

費者行為以及對於消費宗教產品與服務的影響（陳智凱譯，2003）。舉凡

伊斯蘭教的信徒前往麥加朝聖、日本神社販賣各式各樣的御守、台灣的媽

祖繞境等宗教活動的消費者行為極具有龐大的商機，確實相當值得深入調

查瞭解。 

四、行銷學 

Kotler 及 Armstrong(1996)提出的消費者行為模式，是一類似“刺激—

反應＂的架構，其認為消費者接受行銷刺激與環境刺激之後，受到消費者

特徵以及消費決策過程之影響，進而產生某種購買決策，如圖 2-1 所示。 

 

                               

     

    

    

 

 

 

 

圖 2-1  消費者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p.172), P. Kotler, 1997,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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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刺激包括行銷組合與外在環境，前者有四種因素，即產品、價格、

管道和促銷，對於行銷人員來說，這些是可以控制的因素；後者包括各種

行銷的環境因素，即經濟、科技、政治、文化法律等，則是不可控制的因

素。由於消費者的內在心理是一個 “黑箱”(black box)，不同的消費者其內

在心理差距甚大，通常會因個人特徵及購買決策過程而有所差異，個人特

徵會受到文化因素、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及心理因素的影響，而在購買決

策過程中，各項活動的進行也不相同，如消費者所蒐集的資訊量、方案評

估的標準與偏好，都是因人而異的。由不同刺激的輸入，經過消費者的“黑

箱”，行銷人員會得到在不同刺激下消費者的穩定反應，即產品、品牌、賣

方選擇、購買地點、購買時間、購買方式等因素的決策規律（胡旺盛、張

慶亮及陳宏軍，2008；鄭伯壎，1981；鄧勝梁、許紹李及張庚淼，2003；

Kotler, 1994; Kotler & Armstrong, 1996）。 

Kotler 及 Armstrong(1996)指出，消費者購買行為主要是受到文化、社

會、個人及心理因素的影響，如圖 2-2。行銷人員無法控制這些因素，但

在進行銷售活動時，卻又不得不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以下即針對消費者

黑箱中的消費者特徵詳細說明（林靈宏，1998；胡旺盛、張慶亮及陳宏軍，

2008；鄭伯壎，1981；鄧勝梁、許紹李及張庚淼，2003；Evans, Jamal, & Foxall, 

2006; Kotler, 1997; Kotler & Armstrong, 1996; Kotler & Bloom, 1984; Lamb, 

Hair, & McDaniel, 2004; Peter & Olson, 2002; Schiffman & Kanuk, 2004），而

購買決策過程則留待下一節進行討論。 

（一）文化因素 

影響消費者行為最廣且最深的，就是文化因素，其可細分為文化、次

文化、及社會階級。 

1.文化(culture) 

文化是個人慾望及行為的基本條件和前提，個人成長過程中，文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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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價值觀、認知、偏好與行為，經過社會化的歷程學到了適應社會生

活之基本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高等教育行銷人員必須瞭解教育消費者的文

化背景，尊重不同的文化傳統，尤其在國際教育行銷中，更需要瞭解教育

消費者的文化價值觀所發揮的作用。 

 

 

 

 

 

 

 

 

 

圖 2-2  影響消費者行為之因素 
資料來源：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p.173), by P. Kotler, 1997,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次文化(subculture) 

每種文化都是由較小的文化群體所組成，提供群體成員更明確的認同

感與社會化過程。次文化可區分成四種類型：國家、宗教、種族、地理區

域。許多次文化可以組成重要的市場區隔，企業通常會設計不同的產品與

行銷方案以符合不同文化的需求。 

3.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幾乎每個社會都存在著某些形式的社會階級架構，在同一階級裡，社

會成員有相同的價值觀、利益與行為，其是一個社會中相當持久的層級化

現象。社會階級反應個人所得水準、職業、教育、居住地區等事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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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差異會表現在穿著、談話類型、娛樂偏好、休閒活動等行為，對於

產品品牌之偏好也會產生影響。 

同樣地，不同社會階級的消費者對高等教育服務內容有不同的要求，

高等教育機構要對目標市場和教育產品特色進行合理的定位，明確指出應

培養何種層次的人才。以國內高等教育的類型，科技大學係以培養高級的

技術人才為目標，而普通大學則培養民主社會裡心智能力健全的個人。 

（二）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包括參考群體、家庭、角色和地位。 

1.參考群體(reference groups) 

個人的行為會受到周遭群體的影響，而參考群體指的是對於消費者態

度或行為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所有群體，依其對消費者的影響程度不同，

可分為：團體成員，可直接影響消費者行為，是消費者所隸屬的團體；主

要群體，如家人、親友、鄰居、同事等，與消費者維持持續互動的關係；

次要群體則像是宗教、專業團體，在日常生活中接觸較少的群體。 

參考群體對個人行為之影響包含了：（1）參考群體對消費者展示出新

的行為與生活型；（2）參考群體的消費行為可能會引起個人的模仿；（3）

透過模仿，使消費者和參考群體的行為趨於一致。參考群體對於消費者的

影響程度視產品與品牌的差異而有所不同，例如在汽車與電視機的購買行

為上，參考群體會強烈的影響產品與品牌的選擇，在家具及服飾的購買行

為上，參考群體的意見僅影響品牌的選擇，而在香菸或啤酒的購買行為上，

參考群體主要影響的是產品選擇。 

2.家庭(family) 

家庭是消費者活動的重要場所，家庭成員是最具有影響力的參考群體。

消費者一生中所經歷之家庭可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為家庭教導(family of 

orientation)，由父母所組成，此階段會影響個人對於宗教、政治、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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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認識，並影響個人抱負、自我價值、愛與隸屬感，即使間隔一段時間

彼此沒有互動，仍然對個人行為影響深遠。第二階段為家庭繁衍(family of 

procreation)，成員包含配偶與子女，代表著具有血緣關係、情感聯繫和互

相負責的成員群體。而家庭成員的購買行為也會隨著國家、種族與社會階

級的差異，產生不同的消費行為。 

3.角色和地位(roles and statuses) 

每個人的一生中都會參與許多團體，如家庭、學校、企業等，角色與

地位即是界定個人在團體中之位置。角色是指個人被期望的一切行為，角

色也象徵某種地位，人們通常會選擇商品以展現其社會地位，如企業家總

是開著高級房車，享受頂級名酒。因此，行銷人員應該意識到產品和品牌

的地位象徵，方能塑造優良的品牌形象。 

（三）個人因素 

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也會受到個人特質的影響，包括年齡和生命週期、

職業、經濟狀況、生活方式、人格與自我概念。 

1.年齡和生命週期(age and life-cycle stage) 

生命週期會塑造消費行為，在不同生命週期所購買之產品與品牌選擇

也不同。例如在單身階段，經濟方面較沒有負擔，通常擁有較多可自由支

配的收入，消費型態可能傾向於追求流行、喜好娛樂；到了壯年期，結婚

之後且擁有小孩，養育孩子使家庭負擔增加，大部分的支出是花費在家庭

用品及教育費。生命週期的概念幫助行銷人員注意到不同年齡層的消費情

形，且行銷人員會選擇某一年齡層的消費者做為目標市場。 

2.職業(occupation) 

職業會影響個人的消費型態，例如藍領階級穿的是工作服、工作鞋，

午餐吃的是便當；白領階級則是穿名牌西裝、皮鞋，到世界各地旅遊，成

為高級俱樂部的會員。行銷人員應深入瞭解不同行業工作者的需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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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某項職業研發產品。 

3.經濟狀況(economic situation) 

經濟狀況影響產品的選購，個人經濟狀況包含了可支配所得、儲蓄與

資產、償還貸款能力，與對於消費及儲蓄之態度。業者應該隨時注意經濟

指標，瞭解消費者的經濟狀況，對於某些“收入敏感＂的商品要多加留意

消費者的購買趨勢，例如在景氣衰退時期，賣方需要對商品重新設計、再

次定位與重新擬定價格。 

4. 生活方式(lifestyle) 

即使人們擁有相同的次文化、社會階級和職業，也很可能會產生迥異

的生活方式，其是個人生活的型態，表現在工作、習慣、活動、興趣與意

見等方面，並且可以展現個人與環境互動的全貌。 

5. 人格與自我概念(personality and self-concept) 

人格是一個人獨特的心理特質，對生活環境抱持的一致性與持久性之

反應，其是分析消費者行為的有效變項，能夠提供某種人格類型與產品或

品牌之間的關連性。自我概念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態度，自我概念的形成相

當複雜，由許多要素組成，包括人格、智慧、外表、理想與實際形象間的

差異等。理想的自我概念指理想上個人應該如何看自己，他人的自我概念

是個人認為別人會如何看他，不同自我概念之間會有差距，由於不確定性

的存在，自我概念在預測消費者對品牌形象上的成效目前尚未明確。 

（四）心理因素 

心理因素包含了動機、認知、學習、信念與態度。 

1.動機(motivation) 

動機是一種強烈的壓力而迫使人們尋找滿足需求的方法，也就是引起

個人行為，維持該行為，並將此行為導向某一目標的過程（張春興，1994）。

瞭解消費者的動機，就是瞭解消費者為何做出此種消費行為的原因，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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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瞭解消費者的需求，以及需求存在的原因，才能使消費者自發性的產

生消費行為。 

2.認知(perception) 

具備動機的個人會準備採取行動，然而個人採取行動的方式則依認知

而不同。認知是個人選擇、組織、詮釋訊息，以創造出有意義的外界事物

圖像之過程，其會受到物理刺激、外在環境及內在心理狀態的影響。人們

對於同樣的情境可能產生不同的認知，原因來自於個人對於外界資訊的知

覺歷程之差異，包括選擇性注意、選擇性扭曲，及選擇性保留。 

3.學習(learning) 

學習是個人因為經驗所產生永久性的行為改變，這種經驗不一定要自

己經歷，也可能是觀察別人的經驗。大多數的行為都是經由學習而來，透

過驅使、刺激、提示、反應與強化，最後產生了學習。由於人類具有學習

的能力，行銷人員可以藉由消費者學習理論，瞭解到利用強烈的驅使、鼓

勵性的提示、提供正增強以及模仿，可以建立消費者對於商品的需求。 

4. 信念與態度(beliefs and attitudes) 

個人透過學習和經驗建立起信念與態度，影響其購買行為。所謂信念

係指個人對於某些事物所抱持的整體想法，以知識、意見、情緒或忠誠度

為基礎，對於產品或品牌的信念構成了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影響消費

者的購買行為。而態度則是個人對於某些客體或觀念存在的一種持久性評

價、情緒性的感覺以及行動傾向，是個人內心喜歡或不喜歡、接近或遠離

的判斷依據。 

參、高等教育消費者行為模式 

對於高等教育機構而言，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瞭解所服務的對象，包

括要認識所服務的對象，瞭解服務對象的行為，從而瞭解服務對象在消費

行為方面有哪些特點，以及他們如何做出消費決策等問題(Braxt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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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五種高等教育消費者的行為模式。 

一、經濟學模式(economic models)（胡旺盛、張慶亮及陳宏軍，2008；Braxton, 

2000; Jackson, 1980, 1982; Paulsen, 1990; Southerland, 2006） 

成本效益分析的概念構成大學生入學的經濟學模式基礎。也就是說，

個人會依據所獲得的資訊來評估各所大學，並以預期效益最大者為最後決

定。從效益的角度分析高等教育消費者的消費行為時，應注意高等教育服

務的價值對於消費者效益的滿足程度，以及家庭收入和教育成本的問題。 

二、心理學模式 (psychological models) (Braxton, 2000; Paulsen, 1990; 

Southerland, 2006) 

心理的特質與歷程可區分為個人層面與環境層面。個人特質舉凡是人

格、動機、意願、成長背景、個人發展、家庭背景、對環境的反應、適應

力等心理因素，均會反映在學生選校的過程中。校園風氣則是屬於環境特

質，友善校園、凝聚力、群體認同對於學生選校也有相當的重要性。 

三、社會與環境模式(soc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dels) (Braxton, 2000; 

Jackson, 1980, 1982; Paulsen, 1990; Southerland, 2006) 

社會與環境模式和經濟學模式互補，說明了不同的社會與個人因素對

於教育與就業志向的影響，諸如社經地位、種族、受教機會、大學聲望等

其他社會因素在個人選校過程所產生的社會壓力，而個人的教育程度就是

未來的志向與現實生活的限制兩者交互作用之結果。除此之外，家長、教

師、同儕、升學輔導員等重要他人的影響力，亦為社會與環境模式探討的

環節。 

四、組織與互動模式(organiza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models) (Braxton, 2000; 

Southerland, 2006) 

組織特性會影響學生的抉擇，相較於社會與環境模式關注整個外在環

境的影響，組織互動模式則著重於組織對個人選校的影響力，尤其個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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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互動在選校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組織特性涵蓋了組織架構與組

織行為，提供兩種影響學生選校的不同方式。組織架構的特性包括了科層

結構、學校規模、師生比、學校資源、願景；組織行為特徵則有校長與行

政人員的風格、組織溝通、組織公平、學生參與校務等。 

五、融合模式(combined models) (Jackson, 1980, 1982; Southerland, 2006) 

融合模式為上述各單一模式的彈性運用，每一種模式或多或少會有不

足之處，在研究學生複雜的選校過程時，組合不同取向的觀點可以使理論

模式更加完整。 

肆、本節小結 

消費者行為是一門跨領域的學科，其融合了經濟學、心理學、社會學、

行銷學等不同領域的知識，若單以某一學科的觀點，勢必無法瞭解消費者

行為的全貌。在高中生選擇學校的過程中，高中生就是高等教育的消費者，

彙整學者之研究，可將高等教育消費者行為模式歸納為：經濟學模式、心

理學模式、社會與環境模式、組織與互動模式、以及融合模式，因此高等

教育消費者行為模式可說是消費者行為之應用，而理論模式之探討更可形

塑高等教育消費者行為之雛形，做為本研究後續結果分析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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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選校之決策過程理論 

學生選擇大學也是一種消費者行為，在選填就讀的學校時，往往伴隨

著一些風險，從開始考慮到最後入學，面臨的是一個長期、謹慎且複雜的

決策過程。因此本節先行說明消費者決策過程理論的五階段決策模式及複

雜決策模式，再針對消費者行為在教育上的應用進行探討，包括 Jackson

三階段模式、Hossler 和 Gallagher 三階段模式、Govan 資訊處理模式、Kotler

和 Fox 高度複雜決策過程。 

壹、消費者決策過程理論 

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並非單一的決策過程(Assael, 1987)，因為產品

價格、購買頻率的不同，而在時間與金錢上的投入程度會產生差異，同時

也會有不同的決策過程。以下即說明兩種消費者決策過程理論：五階段決

策模式與複雜決策模式。 

一、五階段決策模式(five-stage model of the buying process) 

消費者決策過程可用五個階段來表示：確認問題、資訊蒐集、方案評

估、購買決策及購後行為（林靈宏，1998；胡旺盛、張慶亮及陳宏軍，2008；

榮泰生，2005；鄧勝梁、許紹李及張庚淼，2003； Kotler, 1994, 1997; Kotler 

& Armstrong, 1996; Lamb, Hair, & McDaniel, 2004; Schiffman & Kanuk, 

2004），如圖 2-3 所示。 

 

 
 

圖 2-3  五階段決策模式 
資料來源：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p.28), by P. Kotler, 1994,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確認問題 資訊蒐集 方案評估 購買決策 購後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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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模式包含了消費者在高度介入購買行為當中的全盤考量，並且可以

發現早在實際的購買行為發生之前，消費的決策歷程已經開始啟動，因此，

賣方有必要瞭解完整的消費決策過程，而非僅著眼於購買決策單一環節。 

（一）確認問題 

    購買過程始於消費者對某種需求的確認。有需求才會產生購買的動機，

而需求是由內部與外部刺激所引發的。內部刺激是人的本能需求，如餓了

就想到食物，渴了就想到水；外部刺激主要是需求的觸發誘因，引發潛在

於內部的需求，如一個人並不感覺飢餓，但是聞到剛出爐的麵包香味，就

可能會引發食慾，而產生進食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消費行為亦是如此。高等教育消費者產生教育的需求，其

可以是由個人自身的需求所引發，如人有自尊需求、求知需求、自我實現

需求；也可以是受到外部條件的刺激，如工作單位對高學歷者在薪水待遇

等方面的獎勵。當然，有時候教育消費者的需求，可能是內部和外部刺激

同時作用的結果。 

（二）資訊蒐集 

當消費者產生需求時，便開始蒐集商品的相關資訊，而所需蒐集的訊

息量，則是依個人的慾望強度、開始時手中握有的訊息量、方便獲得資訊

的程度、獲得訊息後的滿意度等而有所不同。一般來說，消費者的資訊來

源通常有四種管道：一是個人來源，例如從家庭、親友、鄰居、同事、陌

生人等人際交往中得到訊息；二是商業來源，這是消費者獲得資訊的主要

管道，其中包括廣告、業務銷售員、展示會等；三是公共來源，由大眾媒

體、消費者基金會等所提供的資訊；四是經驗來源，係消費者在親身接觸

的過程中所得到的訊息。 

在此階段中，高等教育人員需要瞭解消費者資訊的來源並評估其影響

力，例如商業管道具有宣傳學校的作用，是最為普遍的資訊蒐集方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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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個人管道所獲得的訊息是最具有效益的，因為口碑具有驗證與

再評估的作用。 

（三）方案評估 

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通常使用的評估過程為認知導向模式，係指消費

者主要以意識和理性為判斷基礎。首先，消費者會嘗試著滿足需求，其次

從產品組合中尋求某項利益，接著依產品的利益屬性與滿足需求程度的不

同來評估可行的方案，最後決定是否購買該項產品。 

高等教育消費者對各種教育服務所進行的評價，主要有以下步驟：（1）

分析高等教育服務特性，如學校的教學水平、師資、學術產出、畢業生就

業率、硬體設備等；（2）建立屬性等級，是指高等教育消費者依據自己的

偏好、印象、經驗，對於產品有關的屬性賦予不同的重要性權數；（3）確

定品牌信念，亦即根據品牌的屬性，建立各種品牌的不同信念，形成對各

種教育服務的綜合性看法；（4）形成“理想教育服務”，利用效用函數表明

高等教育消費者要求產品屬性所應達到的最低水平；（5）做出最後評價，

將實際的高等教育服務與自己理想中的高等教育服務進行比較。 

（四）購買決策 

消費者從偏好的品牌組合中選擇一個最具購買意圖的品牌，並採取購

買行動。但是在消費者形成購買意願後，能否發生實際購買行為，還要受

到兩個因素的影響：他人態度及不可預期因素。前者係指受到他人對產品

的負面態度，態度越強烈，越能夠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後者則可能是

失業、增加額外支出、付款方式改變、產品瑕疵等。 

由於不同的高等教育消費者有不同的決策標準，對於決策內容細部的

關注程度也不盡相同，因此高等教育人員要特別在消費者感興趣的內容進

行宣傳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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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購後行為 

係指購買產品後，消費者對產品的滿意感受程度所形成的購後行為。

當該產品符合或甚至超過消費者的期望時，消費者會感到滿意，可能會有

再次購買的行為；反之，消費者將採取行動，向商家要求退貨、損失賠償，

或者不再購買該產品，甚至是向親友告誡不要購買。因此在消費者購買產

品之後，賣方仍然不能大意，有必要瞭解顧客的滿意度，並提供妥善的售

後服務。 

高等教育機構進行招生宣傳時應該實事求是，避免利用虛假宣傳使學

生有很高的心理預期，但學生就讀之後發現與想像有很大的差距，結果出

現適應不良或退學的情形。事實上，有些保留服務優點的學校，反而使高

等教育消費者產生了高於期待的滿意度，從而樹立良好的學校形象。 

二、複雜決策模式(a model of complex decision making) 

當消費者採取高涉入(high involvement)購買行為，表示他們願意投入

更多的購買努力，換言之，高涉入消費者是指願意付出較多的時間與金錢，

對於目標刺激的注意力增加，廣泛搜尋與個人相關的產品與品牌資訊，在

做出最後選擇決策之前，有意識地評估各項選擇方案，並做出更細緻的比

較，因此消費者所涉入的購買流程相對複雜（陳智凱譯，2003；Assael, 1987; 

Kotler, 1997）。在 Assael(1987)的複雜決策模式中，消費者會蒐集更多的相

關訊息，並且比較更多的品牌，以審慎、整合的態度對商品進行評估。學

生面對問題時，其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有五個步驟：認識問題、蒐集資料、

評估選擇方案、進行選擇、方案執行結果，這些步驟可以轉換成複雜決策

模式：引發需求、消費者資訊處理、品牌評估、購買行為、購買後評估(Assael, 

1987)，如圖 2-4 所示。 

（一）引發需求(need arousal) 

消費行為始於消費者對品牌的知覺與態度，消費者的需求會受到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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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在因素的影響，包括消費者的過去經驗、消費者個人特質、消費動機、

環境影響、過往的行銷策略（如價格低廉、促銷方案、廣告文宣等），以

及消費者的心理狀態，使其在面對產品資訊的刺激，如廣告宣傳、朋友推

薦、商品擺放在的明顯架位，會再次確認自己的需求。 

 

 

 

 

 

 

圖 2-4  複雜決策模式 
資料來源：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ing action (p.28), by H. Assael, 1987, 

Boston: Kent. 

 

（二）消費者資訊處理(consum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消費者資訊處理包含了暴露、注意、理解、接受和保留等歷程。為了

要影響消費者的心理定向(psychological set)，行銷刺激首先要有宣傳的管

道，使消費者接近行銷訊息，消費者的感官才會被啟動；當消費者集中他

們的感官知覺在某種資訊上時，就是注意，消費者會選擇性的注意那些符

合需求、希望或興趣的事物，也會特別注意新奇的、不尋常的或獨特的資

訊，甚至進一步解釋這個訊息，並將其賦予某種意義。接受是指資訊能被

消費者所接受，或同意其所表達的觀點，改變了消費者目前的信念、態度。

最後，資訊若能保留在記憶裡一段時間，即表示行銷策略具有一定程度的

重要性，可能會影響最後的購買決策。 

 
引發需求 

消費者 
資訊處理 

 
品牌評估 

 
購買行為 

 
購後評估 

回饋 



-37- 

（三）品牌評估(brand evaluation) 

尋求更多的資訊會使消費者心理定向產生變化。將新的品牌納入考慮

時，品牌的評估標準可能會有些更動，或者是對於品牌的信任也可能會改

變，這是因為消費者希望品牌能夠更符合個人的需求。 

（四）購買行為(purchase) 

由購買意願發展成為實際購買行為，需要一個關鍵的行動，而選擇商

家就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為有時消費者的決策與購買幾乎是同時進行的。

舉例來說，消費者在超市看到一個罐裝商品，在沒有品牌忠誠的情形下，

消費者會比較價格、成份及廠牌，以決定所欲購買的商品。因此，研究影

響消費者購買行為的因素與購買後滿意程度，便是相當重要的部份。 

（五）購後評估(postpurchase evaluation) 

在購買商品之後，消費者會評估商品的效用如何，若是該商品符合消

費者的期待，回購率便提升。行銷領域有一句格言：成功並非來自第一次

購買，而是消費者的回購。事實上，任何品牌的成功都是依賴品牌忠誠度。

相反地，消費者的不滿則會產生負面的評價而阻礙銷售量。 

貳、高等教育消費者決策過程理論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選擇學校是一個複雜、發展性的歷程(Braxton, 

1990; Briggs, 2006; Cabrera & La Nasa, 2000; Chapman, 1981; Hossler, 

Braxton, & Coopersmith, 1989;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Kotler & Fox, 

1995; Litten, 1982; Maringe, 2006; Moogan & Baron, 2003; Raposo & Alves, 

2007; Soutar & Turner, 2002; Spaulding, 2001; Whitehead, Raffan & Deaney, 

2006)，因此有許多學者試圖發展出學生選擇大學的模式，以更加瞭解學生

選校的過程與選校時所考慮的各項因素。以下即分別說明 Jackson、Hossler

和 Gallagher、Govan、Kotler 及 Fox 之高等教育消費者決策過程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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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ackson 三階段模式 

Jackson(1980, 1982)將學生選擇學校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如圖 2-5 所

示。該理論結合了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觀點，屬於融合模式(combined model)，

茲將三個階段詳細說明如下。 

 

圖 2-5  Jackson 三階段模式 
資料來源：”Public efficiency and private choice in higher education,” by G. A. 

Jackson, 1982,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4(2), p.239. 
 

（一）偏好(preference) 

此階段反映了社會學的觀點，說明了不同的社會與個人因素對於教育

家庭背景  社會背景

學業成就 

未來志向 

資源 

選項組 

評分機制 

選擇 

階段一： 

偏好 

階段二： 

排除 

階段三：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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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就業志向的影響(Braxton, 2000; Jackson, 1980, 1982; Southerland, 2006)。

高中生對於未來的規劃，與學術成就有強烈的關連性，其次是社會背景與

家庭背景，例如：家長教育程度越高，越有能力提供升學相關的資訊及建

議，並且在課業方面經常給予孩子鼓勵(Litten, 1982; Schmit, 1991)。 

（二）排除(exclusion) 

在基本花費、入學條件、未來就業考量的範圍之內，幾乎每一所大學

都能符合大部分學生的要求。但是將地理位置納入考慮之後，學生需要額

外支出交通費用或住宿費用，便會影響學生選擇學校的決定。因此對於都

市地區的學生，市區內的每一所大學都有相同的機會被納入考慮。 

大部分人們期望學生能夠考慮所有的大學，刪除一些不合適的學校，

如學費過於昂貴、入學標準過高、與學生的興趣不相符，之後再彙整其他

相關的資訊，以進行評估與比較(Chapman, 1981;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Jackson, 1980, 1982)。然而，大學可能提供了錯誤或不足的訊息，使學生

刪除了原本應該納入評估的學校(Briggs & Wilson, 2007)。在這個階段，學

生會依據地理位置、是否能獲得正確資訊、家庭背景與學業表現等因素，

做為刪除學校的標準，以形成選項組(choice set)。 

（三）評估(evaluation) 

在排除階段所形成的選項組，是由數所大學以及升學之外的其他選擇

所組成，之後學生會將個人偏好搭配刪除學校的標準，針對選項組進行排

序。影響評估階段的重要變項包括大學的特性與學費支出，家庭背景和求

學經歷也是影響評分的因素，最後學生將以第一順位做為入學決定。 

二、Hossler 和 Gallagher 三階段模式 

    擷取 Litten(1982)和 Jackson(1980)的理論架構，Hossler 與 Gallagher 

(1987)提出了選擇學校的三階段模式。當學生尋找合適的高等教育機構時，

在這三個階段當中，對於各校的資訊會有越來越多的瞭解，因此 Ho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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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allagher 的三階段模式可說是一種具有發展性的架構。在每一個選擇學

校的階段，個人與組織的因素會進行交互作用，最後產生特定結果，亦即

選擇進入某一所大學，如表 2-1 所示。以下即針對三個階段分別詳細介紹。 

（一）意願與傾向階段(predisposition phase) 

在三階段模式當中，意願與傾向階段受到的關注是最少的。在此階段，

學生要決定中學畢業之後，是否願意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繼續接受教育，若

不願意進入大學，便離開選擇學校的歷程；倘若願意上大學，即進入下一

個階段。 

 

表 2-1  Hossler 和 Gallagher 三階段模式 

選校階段 
影響因素 

學生行為 
個人因素 組織因素 

意願與傾向階段 

(predisposition phase) 

個人背景 

重要他人 

在校經驗 

學校特色 尋求：校方意見 

其他意見 

資料蒐集階段 

(search phase) 

價值觀 

蒐集資料活動 

大學搜尋人才 蒐集：選項組 

其他意見 

決定階段 

(choice phase) 

選項組 大學徵才活動 入學決定 

資料來源：“Study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A Three-Phase Model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by D. Hossler & K. S. Gallagher, 1987, 
College and University, 62(3), p.208. 

 

在意願與傾向階段，個人背景、重要他人、在校經驗，以及學校特色

是影響學生傾向的重要因素。有些個人背景與入學意願呈現正相關，日積

月累之下，對於學生選擇學校會產生影響，如圖 2-6 所示。其中，最重要

的個人背景之一，就是社經地位(Chapman, 1981; Hamrick & Stage, 2004;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Muhammad, 2008)。來自不同社經地位家庭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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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不僅是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例上有所差異，學校的類型（公立或私立；

大學或技術學院）也會有很大的不同(Braxton, 1990; Chapman, 1981)。除此

之外，個人能力亦是一項與入學意願有正相關的因素。研究指出，學生個

人的能力或學習成就越高，其入學意願也越高(Braxton, 1990; Chapman, 

1981; Hearn, 1984; Hossler & Gallagher,1987)。Litten(1982)發現學生個人能

力越強，會提早開始思考進入大學或選擇大學的問題。 

雖然個人背景在意願與傾向階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家長與同儕的

意見也會影響學生的入學傾向。Murphy(1981)的研究指出，對於學生選擇

學校的“影響者”，家長與學生皆認為父母是最重要的影響人物，並且有將

近五成的受試者認為是父母最先提出升學的討論；同時，朋友是否就讀該

所大學或朋友的看法，說明了同儕是影響學生升學規劃的次要影響者。 

除了個人因素會影響選擇學校的過程，組織因素也會與個人因素產生

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學校的選擇，例如：在校經驗、學校特色等。Hearn(1984)

發現學生若在求學期間參與自治社團、辯論社、戲劇演出、期刊編輯等活

動，未來有較大的可能性去選擇更有競爭力的大學；同時，Hearn 亦說明

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其子女所就讀的中學水平較高，擁有更多的期待及

資源以進入高等教育。Muhammad(2008)指出參加課外活動如：藝文活動

及體育競賽等，可以感受到較多的文化支援，對於升學意願與傾向有很大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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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意願與傾向階段 

資料來源：“Study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A three-phase model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by D. Hossler & K. S. Gallagher, 1987, 
College and University, 62(3), p.210. 

 
 

當學生決定繼續升學，意願與傾向階段即告完成，並準備進入下一個

階段，開始建構理想中的大學形象。值得注意的是，Rosen、Curran 和

Greenlee(1988)提及學生在此階段尚未形成確定的學校評估標準，各校若能

在此時期提供入學資訊，有助於形塑學生的正面印象，以增進學校招生與

行銷成效。 

（二）資料蒐集階段(search phase) 

當學生產生繼續就學的意願之後，即開始著手尋找各大學的資訊，因

此，個人與學校會產生更多的互動，如圖 2-7 所示。Chapman(1981)的選校

模式指出，大學會採用溝通的方式以物色學生，除了吸引優秀學子就讀之

外，少數族群或升學意願較低的學生，亦為大學行銷的對象。因此在這個

階段，不只是學生會蒐集大學的資料，同時，大學也會廣泛蒐集各類學生

的資訊。 

學生依據所獲得的升學資訊，會形成一份考慮清單，稱為選項組，並

針對清單上的學校做進一步的瞭解，再從中挑選最佳者為最後決定

(Jackson, 1980, 1982)。然而，由於學生對於大學的期待與嚮往通常是不切

個人背景 

學校特色 

重要他人 

在校經驗 

升學意願 

蒐集資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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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往往會忽略正確且關鍵的訊息，因此僅依賴資料的蒐集，並不能

保證做出理性、最佳的選校決定(Chapman, 1981;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Jackson, 1980, 1982; Moogan & Baron, 2003)。 

Briggs 和 Wilson(2007)的研究指出，大學可能提供了錯誤或不足的訊

息，導致學生在學費、獎補助金、學校特色等方面產生誤解，因而做出不

當的決定。因此，有些研究便提出中學輔導員在資料蒐集階段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Chapman & DeMasi, 1984; McDonough, 2005; Muhammad, 2008; 

Ray, 1992)，藉由輔導員提供的建議與資訊管道，可以減少誤解的發生，使

學生能夠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大學，充分發揮個人潛力。 

 

 

 

 

 

 

 

圖 2-7  資料蒐集階段 
資料來源：“Study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A three-phase model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by D. Hossler & K. S. Gallagher, 1987, 
College and University, 62(3), p.213. 

 

（三）決定階段(choice phase) 

在最後一個階段，學生要對選項組的每一所學校進行評估，該校能否

符合自己的能力、興趣和需求，以及是否與理想中的大學形象一致

資料蒐集活動

大學搜尋人才

價值觀 

選項組 

其他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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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llum, Glover, Queen, & Riggs, 2007; Maguire & Lay, 1981)。接著，將選

擇縮小至特定的一所或數所大學，由於學生同時可以申請多所大學，因此

學生的最終決定可以不只一所學校。決定階段如圖 2-8 所示。 

學生做決定時，會從兩個角度進行評估，其一是以經濟學角度，評估

各所學校所能提供的經濟與社會利益，包括學費、獎學金、助學金、生活

支出等等(Braxton, 1990; Cabrera & La Nasa, 2000;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Maringe, 2006; Murphy, 1981; Spaulding, 2001)；其二是社會學角度，

檢視學生自身的社經背景及學術表現能夠符合哪些學校的入學標準

(Braxton, 1990; Cabrera & La Nasa, 2000; Dembowski, 1980;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Jackson, 1980, 1982; MacAllum, Glover, Queen, & Riggs, 2007)。

影響學生選校因素的重要性，依學生的特性與喜好而有所差異，學術表現

佳的學生認為大學的學術聲望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則將學費及獎學金列為首要考慮因素(Braxton, 1990)。 

 
 

圖 2-8  決定階段 
資料來源：“Study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A three-phase model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by D. Hossler & K. S. Gallagher, 1987, 
College and University, 62(3), p.217. 

 

透過 Hossler 和 Gallagher 提出的選擇學校階段，在每個過程當中，學

生、家長與大學之間有越來越多的互動，在充分瞭解學校的教學品質、支

出費用、課程之後，學生可以理性地決定所要就讀的大學。 

選項組 選校決定 

大學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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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ovan、Patrick 和 Yen 資訊處理模式 

1990 年代以降，學生申請的大學越來越多，希望能藉此提高入學的機

會。Dey、Astin 和 Korn 於 1991 年指出，三十年前的高中畢業生有五成只

申請一所大學，僅有百分之八的學生申請的學校超過五所；到了 1990 年，

剩下百分之三十三高中畢業生只申請一所學校，而百分之三十七的學生申

請的學校有四所以上 (引自 Kinzie, Palmaer, Hayek, Hossler, Jacob & 

Cummings, 2004)。由於有太多的選擇，學生對於各所大學的入學訊息難以

完全消化(Galotti, 1995)。除此之外，學生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蒐集資料和

決定申請的學校(Govan, Patrick & Yen, 2006)，因此無法有效率的比較大學

之間的差異，或者是發展一套決定策略以篩選符合個人需求的學校。職是

之故，Govan、Patrick 和 Yen(2006)便提出資訊處理模式，試圖以一套較為

精簡的模式，幫助學生在資訊不足或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完成選校決定。 

Govan、Patrick 和 Yen 的理論架構是源自於 Simon(1955)理性決定模式

的「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念。Simon 認為，由於決策者無法獲

得所有與決定相關的情報，並且對於每個選擇方案的可能後果難以全盤瞭

解，也就是說，並不是每一個可行方案都經過仔細的評估，相反地，決策

者一旦認為某一方案足夠令人滿意，則中斷繼續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因

此，只可能達成價值的「次大化」。 

資訊處理模式可以協助校方決定應該提供哪些資訊給學生？如何提

供資訊使學生在決定的過程中理解與整合相關訊息？此一模式中，學生要

擔任資訊處理者的角色，在選校資訊和判斷能力有限的情況下，建立一套

決定的策略，並且在問題空間裡，學生運用擬定的決定策略以完成選擇任

務，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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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資訊處理模式 
 
資料來源：“How high school students construct 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 for 

choosing colleges,” by G. V. Govan, S. Patrick, & C.Yen, 2006, College 
and University, 81(3), p.21. 

 

四、Kotler 和 Fox 高度複雜決策歷程(highly-complex decision making) 

高度複雜決策歷程是複雜決策模式的延伸，Kotler 和 Fox(1995)將其應

用在學生選擇高等教育機構的過程，如圖 2-10 所示。高度複雜決策歷程的

核心概念在於逐漸縮減選項與決定評估標準，並善用評估標準篩選出最後

的結果，以下即說明決策過程之重要步驟。 

（一）形成選項組 

如同一般的消費者行為，消費者不可能仔細考慮每一個品牌與商品，

在選擇過程中，學生亦無法將每一所大學皆納入考慮，因此會依據自己的

偏好、過去的訊息等因素來篩選學校，形成個人的一組大學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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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高度複雜決策歷程 
資料來源：Strategic marketing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p.251), by P. Kotler & K. 

F. A. Fox, 1995,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二）蒐集資訊 

在資訊蒐集的階段，高等教育消費者需要的訊息量與訊息種類是因人

而異。大學招生行銷人員最關心的課題是學生在做出選校決定之前所需要

的訊息多寡，以及最重要的訊息管道為何。同時，招生行銷人員也要協助

學生瞭解大學的特色並提供正確、可靠的資訊。 

（三）建立評估標準 

由於學生選擇大學是一項困難且複雜的決定，因此形成選項組之後，

通常需要更多、更明確的標準做為進一步的評估準則。學生考慮的因素可

能大同小異，但評估標準的重要性則依個人的需求與喜好而有所不同。 

（四）評估學校 

藉由升學資訊的蒐集，學生對於大學的選擇會有更清楚的概念，並且

利用其建立之選校評估標準刪除某些學校，甚至將學校進行排名，此時選

形成 

選項組 

動機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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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 

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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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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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決策將越來越明確。 

（五）他人影響 

在選校決策過程中，許多外在因素會影響最後的決定，重要他人的意

見即是其中之一。他人的建議可透過幾種方式：（1）引發者(initiator)：最

早提出選校及入學建議者；（2）影響者(influencer)：其觀點與意見對於學

生選校決定確實能產生影響者；（3）決定者(decider)：係指最後決定是否

繼續升學、就讀哪間學校及何時入學；（4）購買者(purchaser)：為實際的

付費者；（5）使用者(user)：是指實際入學就讀者。家長扮演的角色可以引

發者、影響者與購買者，學生的角色可能同時為決定者、購買者及使用者。 

（六）選校決定與入學申請 

在評估學校時，學生會按照自己的偏好將學校進行排名，最後通常係

以排名最佳者做為入學決定並提出入學申請。然而，有時他人的意見或突

發狀況會造成理想學校與實際申請學校不符合的情形。當他人的負面態度

越強烈或者是個人願意服從他人的期望時，重要他人的意見確實會影響學

生最後的入學決定。除此之外，突發狀況如家庭變故或父母失業等，學生

的選校決定也可能會有所變動。 

（七）入學後評估 

進入大學後所獲得的經驗與學習活動，將形成高等教育消費者滿意或

不滿意的心理狀態，此種心態會影響未來學生的行為，諸如退學、對大學

的評價等。不可置否，大學可以提供正向的協助以博取高等教育消費者的

好感，舉凡寄送新生祝賀卡、新生校園導覽、開放溝通與建議管道等，皆

有助於消除大一新生的焦慮及不安。 

消費者決策過程是行銷活動的核心，高等教育消費行為與一般的消費

行為模式十分相似，同樣會受到文化、社會、個人、心理等因素之影響，

經由需求引發、資訊蒐集、形成選項組、建立評估標準、評估學校，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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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所大學就讀與入學後評估。Kotler 與 Fox 的高度複雜決策歷程模式

提供了高等教育行銷與招生人員線索，有助於瞭解、招生、服務與滿足高

等教育消費者的需求。 

參、本節小結 

本節說明之五階段決策模式、複雜決策模式、Jackson 三階段模式、

Hossler 與 Gallagher 三階段模式、資訊處理模式、高度複雜決策歷程，在

高中生選擇大學的決策過程中，可歸納整理為升學與否、大學選擇與最終

決定三個階段，在不同的階段有不一樣的影響因素，如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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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各種模式與影響因素之對照 
資料來源：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p.28), by P. Kotler, 1994,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ing action(p.28), by H. Assael, 1987, 
Boston: Kent; ”Public efficiency and private choice in higher education,” 
by G. A. Jackson, 1982,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4(2), p.239; “Study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A Three-Phase Model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by D. Hossler & K. S. Gallagher, 
1987, College and University, 62(3), p.208; “How high school students 
construct 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 for choosing colleges,” by G. V. 
Govan, S. Patrick, & C.Yen, 2006, College and University, 81(3), p.21; 
Strategic marketing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p.251), by P. Kotler & K. 
F. A. Fox, 1995,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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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學生選校之因素 

隨著高等教育機構的競爭日益激烈，在研擬行銷策略之前，首先要瞭

解高等教育消費者，亦即瞭解影響高中生選校的因素。Chapman(1981)提

供了選校影響因素模式，將學生特性及外部影響均納入考量，期能完善的

解釋大學選擇過程；國內外關於學生選擇大學校院之研究為數甚多，研究

者亦將參考國內外之見解作歸納說明，以便對影響學生選校因素有更深入

的理解。 

壹、影響學生選校之因素探討 

廣泛地說，研究高等教育的選擇與決定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

全球的層次，討論為何學生選擇出國留學，Zimmermann(1996)提出「推力

與拉力(push and pull)」是決定留學與否過程中的關鍵因子，推力會影響供

給面，像是經濟結構、就業市場、社會安全等，均是影響推力的因素，拉

力則是對需求面產生影響，吸引留學生到本國求學，一國的教育水平、政

治安定、留學生工讀機會等，在拉力上會產生作用；其次是國內的層次，

研究國內影響學生選擇大學的因素，該領域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亦為本

研究之重心(Braxton, 1990; Briggs, 2006; Briggs & Wilson, 2007; Cabrera & 

La Nasa, 2000; Chapman, 1981; Chapman & DeMasi, 1984; Dembowski, 1980; 

Epsinoza, Bradshaw, & Hausman, 2000; Hamrick & Stage,2004; Hanson & Litten, 

1982; Hearn, 1984;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Hossler, Braxton, & Coopersmith, 

1989; Jackson , 1982; Litten, 1982; Maringe, 2006; Matthay, 1989; Moogan & 

Baron, 2003;  Muhammad, 2008; Murphy, 1981; Pope & Fermin, 2003; Ray, 

1992; Schmit,1991; Soutar & Turner, 2002; Spaulding, 2001; 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McDonough, 2004; Tucciarone,2007; Whitehead, Raffan, & 

Deaney, 2006)；再者，則是關於高等教育課程選擇的研究，相形之下，課程



-52- 

選擇的研究則顯得較不受重視(Maringe, 2006)。 

隨著全球化與市場化的來臨，教育環境逐漸傾向於市場導向，對於招

生行銷人員來說，瞭解潛在學生的決策過程與考慮因素便成為高等教育行

銷的重要關鍵(Moogan & Baron, 2003)。Chapman(1981)的研究建構了一個

影響學生選校因素的模式，如圖 2-12 所示，其認為若欲瞭解學生的選擇學

校行為，則需考慮學生特性，如：社經地位、學科能力、升學期待，以及

在校表現等因素。此外，重要他人、學校特色、學校行銷方式等外部因素

也會與學生個人特性相互影響，最終形成學生的特定選校結果，本節即以

Chapman 的模式做為探究影響學生選校因素之架構。 

一、學生特性 

學生特性包括社經地位、學科能力、升學期待、在校成績、性別及種

族等因素。 

（一）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是最重要的學生特性之一(Cabrera & La Nasa, 2000; Chapman, 

1981; Dembowski, 1980; Hamrick & Stage, 2004; Hearn, 1984;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Jackson, 1982; Muhammad, 2008; 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McDonough, 2004)，不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不僅在接受高等

教育的比例上有所差異，就讀學校的類型也會有很大的不同(Braxton, 1990; 

Hossler & Gallagher, 1987)，例如：高社經地位的學生傾向於選擇四年制大

學(Chapman, 1981; Spaulding, 2001)。家庭收入是社經地位因素中很重要的

一環，和大學的學費、獎助學金一併限制了學生的選擇，Davis 和 Van 

Dusen(1975)指出高家庭收入的學生偏好就讀私立大學，中家庭收入的學生

傾向於選擇州立大學，而低家庭收入的學生則是進入社區學院(引自

Chapma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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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Chapman 選校影響因素模式 
資料來源：“A model of student college choice,＂by D. W. Chapman, 1981,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2(5), p.492. 

 

（二）學科能力 

個人的學科能力會影響高中的學業成就以及能力測驗的表現，兩者均

為大學用以篩選學生的參考標準。同時，學生也會考慮個人的成績水平，

在提出學校申請之前，先行過濾大學名單，選擇符合自己表現及能力的學

校，以提升成功入學的機會(Cabrera & La Nasa, 2000; Chapman, 1981; 

Muhammad, 2008)。對學科能力強的學生而言，在篩選大學名單時，學術

聲望與課程規劃是選校的主要考慮因素(Litte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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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學期待 

對於升學的期待與志向，會影響學生的大學生涯規劃，更影響未來的

生涯發展。此外，升學期待在學業表現方面也會有調節的作用，當學生對

於接受高等教育有較高的期望，在學業成就與能力測驗方面也會有較佳的

表現(Cabrera & La Nasa, 2000; Chapman, 1981)。Pope 和 Fermin(2003)的研

究發現學生個人的生涯目標是影響升學期待的最主要因素，此外，

Spaulding(2001)亦指出學生個人與家庭對於大學文憑的期待，會影響學生

是否願意繼續升學以及大學選擇的類型。Schmit(1991)進一步檢視族群之

間的差異，發現少數族群的學生有較強的升學意願，究其原因，或許是希

望藉由人力資本的累積而能夠向上級階層流動。 

（四）在校成績 

學生的在校成績是大學接受或拒絕學生申請的一項明確標準，通常係

以學業成績平均點數(grade point average, GPA)或是班級排名為依據；另一

方面，學生亦參考在校成績來判斷校方是否錄取自己。除此之外，在校成

績對於學生選擇學校也有所助益，成績優秀的學生會受到更多來自家庭、

教師與同儕的鼓勵，同時，也有很多機會獲得獎學金，因此繼續升學的意

願較高(Chapman, 1981; Schmit, 1991)。Teranishi、Ceja、Antonio、Allen 和

McDonough(2004)的研究指出，成績優秀的學生傾向於選擇有嚴格入學標

準、高競爭力的學校。 

上述由 Chapman(1981)提出的學生特性，包含了社經地位、學科能力、

升學期待以及在校成績，除此之外，性別及種族這兩個變項也是影響大學

選擇的重要學生特性。 

Briggs(2006)的研究發現性別因素在選擇學校時會產生差異，其中，男

性比女性更重視大學生活社交活動的機會。Hanson 和 Litten(1982)認為女

性在選校過程中，受到家人、同儕等他人意見的影響較大。Moogan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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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2003)指出女性通常係以課程規劃與內容做為選擇大學的基礎。

Schmit(1991)認為在資料蒐集階段，女性獲得的家庭支持較男性為少，但

是對未來的升學規劃有較強烈的興趣。 

美國是個民族的大熔爐，來自各地的少數民族總人口已達三分之一

(Pope & Fermin, 2003)。非裔學生選擇學校的過程起步較晚，選校過程所花

費的時間也較長(Lewis & Morrison, 1975; 引自 Litten, 1982)，對於非裔美

國人來說，除了學術能力與理想抱負之外，文化支援也是影響升學意願的

重要因素(Muhammad, 2008)。Pope 和 Fermin(2003)的研究發現教會學校能

夠提供學生精神與物質上的支援，因此非裔美國人與亞裔學生認為教會學

校比起其他的大學更具有吸引力。職是之故，Pope 和 Fermin 建議大學校

院應積極主動地與宗教團體、社團建立良好的關係以推廣招生訊息，並且

提供獎助學金，期能招收不同種族背景的學生，擴展學生來源。 

一般而言，無論是研究或政策在討論少數族群的大學升學管道時，主

要焦點都是非裔美國人與拉丁裔(Teranishi, 2002)，甚少將亞裔美國人納入

研究範圍之內。有些高等教育的研究，將亞裔納入討論範疇，皆普遍認為

亞洲人是成功的外來族群，甚至是比白種人更優秀(outwhiting the Whites)，

或許此種觀點可以解釋亞裔美國人被摒除在研究外的原因(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McDonough, 2004)。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統計，亞裔人

口在 2050 年將達到 34,352,000 人，佔全美國人數 8.7%，是美國人口成長

最快的少數民族(U.S. Bureau of Census, 1996)。面臨亞裔人口快速的增加，

以及種族、語言、文化的差異，進一步研究亞裔美國人的教育經驗與成就

則顯得相當重要。Teranishi 等人(2004)以中國裔、菲律賓裔、東南亞、日

本裔、韓裔和其他亞裔美國人為研究對象，旨在研究這些次級群體之間的

選校過程與考慮因素是否有所差異。研究結果顯示亞裔美國人均認為學術

聲望與學費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再從學校類型來看，中國裔與韓裔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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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部分選擇的是四年制的私立大學，而較多的菲律賓裔、日本裔及東南

亞裔美國人就讀公立、入學門檻較低的學校。由此可見，即使同是亞裔美

國人，但不同的次級群體對於選校因素的考量仍存在著差異。 

二、外部影響 

來自外部的影響包含了重要他人、學校特色，與學校行銷策略。 

（一）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如家人、師長、同儕以及中學的升學輔導員等，在選擇學校

的過程中，他們的想法或建議會影響學生選校的決定(Cabrera & La Nasa, 

2000; Maringe, 2006; Pope & Fermin, 2003; Raposo & Alves, 2007; Soutar & 

Turner, 2002; Tucciarone, 2007; Whitehead, Raffan, & Deaney, 2006)。重要他

人的影響方式有三種：（1）影響學生如何形塑理想的學校；（2）直接建議

學生適合就讀的學校；（3）同儕是否就讀同一所大學。Schmit(1991)指出

家長在協助學生擬定升學規劃時，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家長的教育程

度越高，所能提供的支持鼓勵與升學訊息越豐富(Litten, 1982; Schmit, 1991; 

Stage & Hossler, 1989)，且學生更願意選擇入學標準嚴格的大學(Hearn, 

1984)。Murphy(1981)分別調查家長與學生兩群受試者對於選校因素的看法，

研究顯示對於學生選擇大學的影響者，家長與學生皆認為家長是最重要的

影響人物，其次則是同儕，然而在兄弟姊妹這個選項，學生認為與家中的

手足討論升學的問題，有助於選校的決策，但是家長則持相反意見。 

至於中學輔導員的影響力在不同的研究產生了不同的結果，

Matthay(1989)指出有些中學輔導員的行政工作負擔太重，以致於無法為學

生提供充分的升學資訊，然而在 Chapman 和 DeMasi(1984)的研究中，校長

與輔導員皆認為其所提供的升學訊息對學生是非常有幫助的。雖然目前對

輔導員在選校過程的重要性尚無定論，但不可諱言，輔導員確實能夠提供

高中生諮詢服務以及升學建議。Epsinoza、Bradshaw 及 Hausman(200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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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輔導員的角度進行研究，將選校因素區分為教學品質與訊息回饋、社

交活動的機會、經濟考量、校園規模等四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為教學品

質與訊息回饋，顯示輔導員相當重視學生未來在接受高等教育時的師資、

課程內容以及學校是否能提供解決問題的管道。 

Ray(1992)探討中學輔導員在選擇學校過程中所提供的媒介或方法，何

者是學生認為有所助益的，其針對收入中等、小規模學校的學生進行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大學參訪，而最不具效用的則是

導師對大學的介紹。Muhammad(2008)指出，學校輔導員扮演的文化支援

角色確實能夠協助非裔美國人解決升學問題，如升學意願、提早蒐集各大

學的相關資料等，從值得信賴的輔導員所獲得的建議，能夠人盡其才發揮

潛力，不致埋沒個人的天分。由此觀之，輔導員的角色是不容小覷，高等

教育機構在招生與行銷策略上，可以嘗試爭取輔導員的支持與認同，藉由

輔導員的影響力，使學生願意將該校列入升學的考量範圍。 

（二）學校特色 

學校特色有地理位置、學費、獎助學金、課程、學術聲望與就業機會。 

地理位置是影響學生選擇大學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因素(Briggs, 

2006; Chapman, 1981; Maguire & Lay, 1981; Maringe, 2006; Murphy, 1981; 

Raposo & Alves, 2007; Tucciarone, 2007)，交通便利性、離家距離、校園周

邊生活機能等亦一併考慮在內。其中，離家距離是很重要的部份，大學的

位置離家越遠，所增加的額外支出亦相對提高，包括交通費用、往返時間、

租屋費用等(Briggs, 2006; Maguire & Lay, 1981; Murphy, 1981; Soutar & 

Turner, 2002)，因而降低其對高中生的吸引力。 

學費與獎助學金是學生與家庭用以做為大學選擇標準的經濟因素

(Epsinoza, Bradshaw, & Hausman, 2000; Maguire & Lay, 1981; Maringe, 2006; 

Murphy, 1981; Raposo & Alves, 2007; 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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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ough, 2004; Tucciarone, 2007)。學費與入學率兩者之間呈現負相關，

大學收取的學雜費用越高，學生的入學意願則相對降低(Cabrera & La Nasa, 

2000; Hossler, Braxton, & Coopersmith, 1989)。雖然高學費降低入學意願及

限制學生的選擇範圍，但獎助學金的提供能夠有助於增加就學意願，學生

有更多的機會就讀四年制大學或私立學校(Spaulding, 2001)，尤其是來自於

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選校過程中，對於學費與獎助學金的敏感度較高

(Cabrera & La Nasa, 2000)。 

大學做為傳授知識與學問的機構，因此，課程的內容與開課規劃也是

學生在求學生涯中相當重視的一環(Briggs, 2006)，倘若學校開設的課程能

夠滿足學生的求知慾望或未來的就業需求，將更能夠吸引學生報名就讀

(Chapman, 1981)。Moogan 與 Baron(2003)認為願意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學

生，課程內容是選擇大學的基本要件。Maringe(2006)的研究發現，課程的

架構與特色是學生選擇大學的最關鍵因素。Soutar 和 Turner(2002)以澳洲

高中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課程是影響學生選校的主要原

因。Chapman 和 Jackson(1987)亦指出學術能力較強的學生，將課程內容、

教學成效、學術聲望等大學品質視為學校最重要的特質。 

有關於學生選校因素的研究當中，大學的學術聲望最受研究者的重視

(Briggs, 2006; Maguire & Lay, 1981; Murphy, 1981; Soutar & Turner, 2002; 

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McDonough, 2004; Tucciarone, 2007)，學術

聲望越佳的大學，越能夠吸引高素質的學生前往就讀。Briggs(2006)以蘇格

蘭地區六所大學的會計系和機械系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學術聲望是

影響學生選校的關鍵因素。Spaulding(2001)認為越重視學術聲望以及期待

接受高教育程度的學生，就讀四年制大學的機會越高。Whitehead、Raffan

及 Deaney(2006)調查獲得普通教育證書 A 等級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的學生選擇劍橋大學的原因，結果顯示劍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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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與國際上的學術聲望是影響學生選校的關鍵。 

隨著高等教育日益普及，大學文憑不再是未來就業的保障。因此學生

在選擇高等教育機構時，也會一併將就業市場的趨勢以及畢業校友的就業

情形納入考量(Briggs, 2006; Soutar & Turner, 2002; 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McDonough, 2004; Tucciarone, 2007)。Maringe(2006)發現學生選課

不再是以個人的興趣為首選，對於學科較缺乏熱情，取而代之的是以未來

的就業報酬為選課的基準。 

其他因素舉凡學校規模 (Epsinoza, Bradshaw, & Hausman, 2000; 

Maguire & Lay, 1981)、師資(Briggs, 2006; Maguire & Lay, 1981)、學校氣氛

(Soutar & Turner, 2002; Tucciarone, 2007)、社交活動如兄弟會、姊妹會、社

團(Briggs, 2006; Epsinoza, Bradshaw, & Hausman, 2000; Maguire & Lay, 

1981; Muhammad, 2008)，對於學生決定所欲就讀的大學也會產生影響。 

除了地理位置之外，其他因素均可透過校方的經營與發展而有所改變。

由於每一項新措施的推動，需要全體教職員工、董事會、政府等各方面的

配合，因此在短期內不容易有大幅度的變化，例如：增設新的課程，必須

與教師、行政人員溝通，以及考慮是否有足夠的硬體設備；降低學費或提

供更多的獎（助）學金，則需要有更多的政府經費補助或者是社會人士的

捐款。然而，即使學校在短時間內做出大幅的更動，諸如美化校園環境、

開設新課程，卻也無法立即改變學生、家長、中學輔導員的既定印象，因

此學校必須透過長期的規劃與發展，建立學校的口碑(Chapman, 1981)。 

（三）學校行銷策略 

由於學校特色以及重要他人對學校的既定印象在短期之內很難改變，

因此突顯出大學行銷策略的重要性。規劃學校的行銷策略有三個步驟，首

先要研究目前大學生與高中生的選校因素，以及學校的市場定位；其次是

研擬行銷方案；最後，再發展具體可行的行銷策略(Chapma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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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來源是影響學生蒐集升學資料與抉擇的重要因素(Braxton, 1990; 

Briggs, 2006; Chapman, 1981; Moogan & Baron, 2003; Teranishi, Ceja, 

Antonio, Allen, & McDonough, 2004)。學校提供的升學資訊管道通常包括學

校書面簡介、網頁訊息、電視或平面廣告、招生人員的口頭宣傳、招生單

位的諮詢服務、校園參觀、郵寄書面資料等。Briggs 和 Wilson(2007)以蘇

格蘭地區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資訊提供的成效，藉由 2003 年及 2004 年

學生資料的比較，2003 年的結果是學校書面簡介、校園的開放參觀日，和

招生人員的口頭宣傳，但 2004 年的學生則認為學校網頁訊息比招生人員

口頭宣傳更為有效。Briggs(2006)指出大學提供的資訊應該重質而不重量。

職是之故，大學可藉由提供具有可信度的、高品質的、符合高等教育消費

者需求的訊息，做為市場行銷策略，以提升校園招生行銷的成效。 

校園參觀是展示學校優點的良好途徑(Braxton, 1990; Briggs & Wilson, 

2007; Chapman, 1981; Dembowski, 1980; Tucciarone, 2007)。Murphy(1981)

指出大學校院可以安排校園導覽，向有興趣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在學學生

有兄弟姊妹者、或是其他校友提供進一步認識學校的管道。 

由於學生選擇高等教育機構的過程會受到重要他人的影響，家人、親

友、師長、大學校友的學校評價對於學生選校亦具有相當的影響力 

(Tucciarone, 2007)，因此透過重要他人的口耳相傳也是不可忽略的行銷管

道。Teranishi、Ceja、Antonio、Allen 和 McDonough(2004)的研究指出在升

學資訊與指引的面向，中國裔和韓裔美國人會迎合家人的期待，菲律賓裔

會接受導師的建議。此外，升學輔導員提供的學校資訊也是很重要。非裔

學生向輔導員諮詢的頻率較高，可能是因為人際網絡之中接受高等教育者

較少；同樣地，家長教育程度較低的學生，亦相當依賴輔導員所提供的資

訊與建議(Litten, 1982)。 

由於大部分學生提前在基礎教育階段便開始思考大學選校的問題，因



-61- 

此高等教育機構可提早進行行銷活動。雖然大學的行銷策略對於學生選校

有相當的重要性，但是成功行銷的最基本要件仍然是維持高等教育的優良

品質(Murphy, 1981)。 

三、對於大學生活的普遍期望 

高中生通常對於大學生活懷有不切實際的期望，這種現象稱為「新生

的幻想」，可惜的是，幻想並不能代表真正的大學生活。由於學生是透過

高中的生活經驗、重要他人的意見以及大學的宣傳手法，形成對於大學的

基本認識，往往忽略了正確的訊息(Chapman, 1981; Hossler & Gallagher, 

1987)，因此，高等教育機構與中學的升學輔導員更需要提供正確的、可靠

的升學資訊，協助學生塑造合理的大學期待(Briggs, 2007)。 

上述之選校模式包括學生特性，如社經地位、學科能力、升學期待、

在校成績、性別及種族；外部影響，舉凡重要他人、學校特色、學校行銷

策略等；以及大學生活的期望。在充分瞭解選校模式之後，有助於探究學

生選擇大學的行為，招生與行銷人員更能發展出有效率的行銷策略。 

貳、國內有關大學選擇之研究 

盱衡國內研究大學選校之相關文獻，在數量上遠不及國外的研究成果，

然而全球化與市場化的趨勢仍不斷衝擊我國高等教育領域，因此有必要進

行大規模或長期性的學生選校調查研究。綜合我國影響學生大學選擇的相

關研究，可歸納出課程學習取向、聲望取向、設備取向、就業取向、生活

取向、經濟取向與資訊來源等七大影響因素，以下即詳細說明之。 

一、課程學習取向 

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即是獲得更高深的學問，因此課程學

習取向在學生選校過程中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其內涵包括課程內容，

例如理論與實務並重、能否符合社會趨勢；課程規劃是否完整、選課自由

程度、與他校交流狀況；學校科系多元化，能夠增廣見聞；教學品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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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專業能力等（王惠美，2003；李美樺，2002；林美孜，1994；林素珠，

2002；邱振明，2005；凌伯如，2003；陳玉盆，2004；陳瑞萍，2000；陳

瑩娟，2005；黃文哲，2003；鐘雅儷，2004；羅婉綺，2006）。 

另有學者指出學生選擇高等教育機構時，將語文能力的培養（鐘雅儷，

2004）、第二專長的養成（陳玉盆，2004）、各學院平衡發展（林美孜，1994）

等一併納入考慮的範圍。 

二、聲望取向 

聲望高的學校，越能吸引高素質的學生報名就讀。聲望取向包括業界

評價，例如Cheers雜誌每年調查企業界最愛的大學畢業生排名；學術聲望，

如國際期刊發表篇數、學術研究成果；校友表現、大眾印象、親友師長的

評價、同儕評價、學科能力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的落點排名、教育部

評鑑成果及社區風評（王惠美，2003；李美樺，2002；林美孜，1994；林

素珠，2002；邱振明，2005；陳玉盆，2004；陳瑩娟，2005；黃文哲，2003；

鐘雅儷，2004；羅婉綺，2006）。 

三、設備取向 

舉凡教學設備、圖書設備、電腦網路設備、宿舍、校園面積等硬體及

軟體設備之充足與否，會影響學生的選校結果（王惠美，2003；李美樺，

2002；林美孜，1994；林素珠，2002；邱振明，2005；凌伯如，2003；陳

玉盆，2004；陳瑩娟，2005；黃文哲，2003；鐘雅儷，2004）。此外，人

身安全保護措施也是相當重要（黃文哲，2003），包括校警隊的編制、緊

急電話的設置、出入口裝設監視器等。其他多元性的附屬設施如學生餐廳

餐廳、理髮廳、商店、交誼廳（陳瑩娟，2005），在考量地理位置偏遠的

學校尤其重要。 

四、就業取向 

擁有一份安定工作是每位學子最終的目標，有工作才有薪水，有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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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生活，因此就業取向亦是相當重要的選校因素。其內涵包括未來可能

有較佳的工作機會、學校提供就業輔導、實習制度、校友在業界的影響力

等（王惠美，2003；李美樺，2002；林素珠 2002；邱振明，2005；凌伯如，

2003；陳玉盆，2004；黃文哲，2003；劉祐如，2003；鐘雅儷，2004）。

其他如實用性課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等就業相關課程規劃，亦相當重要

（林美孜，1994；陳瑩娟，2005）。 

五、生活取向 

生活取向的層面包括地理位置、學校周邊生活機能、交通便利性、離

家距離、校園景觀、住宿提供（王惠美，2003；林美孜，1994；林素珠 2002；

邱振明，2005；凌伯如，2003；陳瑩娟，2005；黃文哲，2003）。此外，

男女生比率、營隊、社團活動等社交生活，對於充滿青春活力的大學生而

言，是學術專業之外的另一項生活重心（陳玉盆，2004；鐘雅儷，2004；

羅婉綺，2006）。 

六、經濟取向 

經濟取向包括學雜費收費標準、獎助學金的提供、校內工讀機會（王

惠美，2003；林美孜，1994；林素珠 2002；邱振明，2005；陳玉盆，2004；

陳瑩娟，2005；黃文哲，2003；鐘雅儷，2004）。林靜珊（2002）認為由

於離家近便不需負擔房租以及南部的生活支出費用較少，因此離家距離與

地理位置亦屬於經濟取向。 

七、資訊來源 

除了上述的學校特性之外，有關升學資訊的來源也會影響學生的選校

決定。資訊來源管道可分為（1）情境參與：大學博覽會、大學至高中辦

理的說明會、校園參觀；（2）傳播媒介：輔導室提供的資料、大學網站、

大眾傳播媒體；以及（3）意見徵詢：父母意見、師長意見、學長姐評價、

親友評價（王惠美，2003；林靜珊，2002；凌伯如，2003；曹春隆，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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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盆，2004；黃文哲，2003；劉祐如，2003；鐘雅儷，2004；羅婉綺，

2006）。 

相較於國外高中生選校因素的研究，國內研究者較少將學生個人特質

與升學期待納入大學選擇的研究架構。林素珠（2002）認為個人特質包括

學業成就、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以及心目中的大學志願。林靜珊（2002）指

出學生會以自己的成績落點來做為選擇標準。曹春隆（2001）則將未來就

業性質、學業成就、社經地位（包括父母職業、教育程度、經濟狀況）、

宗教信仰均納入研究，同時，高中生的升學態度會受到個人基本特質與情

境變項之影響。 

參、本節小結 

   Chapman 之選校影響因素模式，係以學生的背景特性與外部環境因素

為基礎，來探討學生的選擇行為，唯欠缺納入學生決策過程的考量。綜觀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影響學生選校的重要因素大致有：學生個人特性、課

程學習、大學聲望、學校設備、未來就業、生活取向、經濟取向、以及資

訊來源。細察國內的研究，研究主題較為集中，通常囿於地區的限制或著

眼於技職體系學生的大學選擇影響因素分析，整體性的研究數量仍有不足。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高中生為研究對象，可避免以往研究之缺失，期能充分

瞭解高中生之選校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