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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陳述本研究所運用之方法及實施方式，共分為四個節次：第

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資料

處理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瞭解當前影響高級中學學生選擇大學因素之現況與差異，

進而提出具體建議，以供行銷實務之參考。為使研究資料完整且深入，本

研究先以文獻探討，整理、歸納、分析目前國內外高中學生選校因素之相

關文獻資料，作為研究進行的基礎；其次以研究者自編之「大學相似度問

卷」，調查高中生選校偏好；並參考Espinoza、Bradshaw和Hausman (2000)

與台灣高等教育資料庫的「94學年度大一新生調查問卷」所編製之「高中

生選擇大學之考量因素調查問卷」，做為研究高中生選校之研究工具；最

後依據問卷調查所獲得的資料加以統計、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架構將探討學生背景變項與高中生選擇大學之因素之間的情

形，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學生背景變項包括性別、父母教育程度、

就讀類組、就讀高中所在位置以及公私立別；高中生選擇大學之因素則包

括經濟取向、資訊來源、設備環境、他人影響、社交與生活、學術表現以

及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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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1.性別 

2.父親教育程度 

3.母親教育程度 

4.就讀類組 

5.就讀高中所在位置 

6.公私立別 

高中生選擇大學之因素

1.經濟取向 

2.資訊來源 

3.設備環境 

4.他人影響 

5.社交與生活 

6.學術表現 

7.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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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高級中學學生選擇大學的因素，全面普查對象應

包括 97 學年度全國 319 所高級中學。但限於母群體龐大，以及人力、物

力之因素，故本研究僅能以抽樣方式進行調查，將研究結果推論至母群體。

以下即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樣本、預試對象與正式施測對象。 

壹、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及離島等全台各地區之公私立高中

應屆畢業生為研究之母群體，而從各地區立意抽樣做為研究樣本。北部地

區包括基隆市、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中

部地區包括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雲林縣、南投縣；南部地區包含嘉

義縣、嘉義市、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東部及離島

地區包括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 

貳、預試對象 

於問卷初稿編製完成之後，隨即進行預試工作，以探討國內樣本之適

用情形。本研究之預試採立意抽樣方式，於全台灣地區選取四所高級中學，

每校隨機抽取兩個應屆畢業班級為預試對象，共發出 320 份問卷，總計回

收 304 份，回收率為 95％；有效問卷計有 249 份，可用率為 77.81％，預

試問卷發出與回收情形如表 3-1。 

表 3-1  預試問卷回收情形一覽表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回收率％ 有效問卷 可用率％ 

320 304 95％ 249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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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正式施測對象 

本研究自全台灣四個地區分別進行立意抽樣做為研究樣本，共有 14

所學校，並在各校隨機選取兩個應屆畢業班做為正式施測對象。依據教育

部（無日期 d）的資訊，97 學年度公立高中平均每班學生數為 38.16 人，

私立高中平均每班學生數有 43.47 人，因此目前高中的平均每班學生為

40.815 人，一個班級以 40 人估算，本研究共計發出 1120 份問卷，回收率

為 88.39%，有效問卷有 782 份，可用率為 69.82%，正式問卷回收情形如

表 3-2 及表 3-3。 

表 3-2  正式問卷回收情形一覽表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回收率％ 有效問卷 可用率％ 

1120 990 88.39％ 782 69.82％ 

 

表 3-3  正式問卷依地區規模之分發情形 

 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學 

校 

名 

稱 
師大附中 華盛頓高中 岡山高中 宜蘭高中 

聖心高中 大里高中 瑞祥高中 中道高中 

平鎮高中 暨大附中   

啟英高中    

徐匯高中    

安康高中    

安樂高中    

總計 560 份 240 份 160 份 16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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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主要測量工具為研究者自行編製的

「大學相似度問卷」，以及參考Espinoza、Bradshaw和Hausman(2000)編製

「大學選校因素問卷」與台灣高等教育資料庫編製「94學年度大一新生調

查問卷」所修訂之「高中生選擇大學之考量因素調查問卷」。 

壹、「大學相似度問卷」 

以“台灣大學＂為理想學校(ideal school)，受試者必須以其他學校與

理想學校進行成對比較，分辨出兩者之相似性。每個問題皆採Likert’s九點

量表，高中生可依據自己的感受予以作答。 

貳、「高中生選擇大學之考量因素調查問卷」 

一、編製依據 

本研究之「高中生選擇大學之考量因素調查問卷」是參考Espinoza、

Bradshaw和Hausman(2000)編製的「大學選校因素問卷」與台灣高等教育資

料庫「94學年度大一新生調查問卷」所製定，共可分為七個向度，包括他

人影響、資訊來源、學術取向、生活取向、就業取向、經濟取向、個人因

素等，整理如表3-4。並採用Likert’s五點量表，“非常重要＂代表五分，

“有些重要＂代表四分，“普通＂代表三分，“不太重要＂代表二分，“非

常不重要＂代表一分，分數越高表示該因素對學生選校有較高的影響力。 

二、編修問卷題目 

    依據既有問卷進行題目的修正，並與指導教授進行討論，針對不足之

處予以增修，不適當之題目予以刪除，以完成調查問卷初稿之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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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高中生選擇大學之考量因素調查問卷」之問卷初稿因素命名 

因素命名 題號 題目 

因素一：經濟取向 

08 大學的學雜費 
20 大學提供的獎學金 

24 住宿費用 

因素二：資訊來源 

02 大學網站提供的資訊 
11 大學博覽會提供的資訊 

16 大學參觀得到的資訊與印象 

25 輔導室提供的資訊 

30 大眾傳播媒體提供的資訊 

因素三：生活取向 

04 大學宿舍的設備 

07 大學的學校設備 

12 大學的社交機會 

14 大學周邊生活機能 

18 大學離家較近 

23 大學的學校位置 

26 大學的校園環境 
28 大學離家較遠 

因素四：他人影響 

01 父母、家人的影響或建議 
05 師長的影響或建議 
09 朋友、同學、學長（姐）的影響或建議 
15 有朋友就讀該所大學 

因素五：學術取向 

03 大學師資 
13 大學歷年指考成績排名 

17 大學的課程規劃 

22 大學的學術聲望 

29 大學的教育部評鑑結果 

因素六：就業取向 
06 未來就業機會 
27 大學的校友就業狀況 

因素七：個人因素 

10 學測成績或指考成績 
21 個人志願 

29 個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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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素分析 

經施測後將有效問卷資料輸入電腦，就受試者在問卷量尺上的反應，

進行因素分析，以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抽取出共同因素，再以

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s)，刪除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40以下的題目與選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為選

題的兩個標準，以減少變項數目，降低因素的複雜性，使因素的解釋由繁

雜趨於簡單，俾利於資料分析工作的進行。職是之故，本研究乃以因素負

荷量大於.40及特徵值大於或等於1作為篩選題目的標準，依特徵逐一命名。    

經過因素分析所得之結果如下表3-5，對照表3-4問卷初稿之各項因素，「經

濟取向」增加了第18題、23題、24題，大學的離家距離與地理位置會影響

學生往返的交通費用，亦屬於經濟考量，因此題目的增加確實有其必要；

「資訊來源」則分為因素二與因素八，然而該兩項因素所囊括之題目皆與

如何獲得大學的升學資訊有關，因此研究者逕行將兩項因素結合，應有助

於以簡馭繁之目的；「設備環境」係從表3-4的「生活取向」抽取出來而成

為獨立的一項因素，並增加了第3題，在參考因素負荷量最高的題目之後，

研究者將此因素命名為「設備環境」；「他人影響」增加第6題，雖然其

因素負荷量最高，但考慮該因素之其他題目皆為探討他人建議或影響，故

將此因素命名為「他人影響」；「社交與生活」原屬於表3-4的「生活取向」，

增加了第15題之後，獨立成為一項因素；「學術表現」則刪除第3題，增

加了第27題；「個人因素」增加第17題，並以因素負荷量最高者為命名之

依據。此外，研究者亦修改第10題、12題、17題、21題及29題之題目敘述，

使之更為清晰與具體，經修改後之各因素涵蓋題目如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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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高中生選擇大學之考量因素調查問卷」因素分析結果 

—依因素負荷量排序 

因素命名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解釋變

異量

(%) 

因素一： 

經濟取向 

18 大學離家較近
＊ .809 

6.382 21.272 

24 住宿費用 .712 

23 大學的學校位置＊ .639 

08 大學的學雜費 .587 

28 大學離家較遠＊ .573 

20 大學提供的獎學金 .498 

因素二： 

資訊來源 

11 大學博覽會提供的資訊 .780 

2.890 9.632 25 輔導室提供的資訊 .616 

02 大學網站提供的資訊 .592 

因素三： 

設備環境 

04 大學宿舍的設備 .744 

2.210 7.368 
07 大學的學校設備，如圖書館 .731 

03 大學師資＊ .645 

26 大學的校園環境 .592 

因素四： 

他人影響 

06 未來就業機會＊ .711 

1.899 6.329 

01 父母、家人的影響或建議 .662 

05 師長的建議或影響 .576 

09 
朋友、同學、學長姐的影響

或建議 
.505 

因素五： 

社交 

與生活 

12 大學的社交機會 .759 

1.467 4.889 15 有朋友就讀該所大學＊ .741 

14 大學周邊生活機能 .609 

因素六： 

學術表現 

19 大學的教育部評鑑結果 .737 

1.405 4.683 
13 大學歷年指考成績排名 .683 

22 大學的學術聲望 .670 

27 大學的校友就業狀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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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續） 

因素命名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解釋變

異量

(%) 

因素七： 

個人因素 

21 個人志願 .776 

1.226 4.087 
29 個人能力 .651 

17 大學的課程規劃＊ .508 

10 學測成績或指考成績 .414 

因素八： 

資訊來源 

16 大學參觀得到的資訊與印象 .712 
1.133 3.777 

30 大眾傳播媒體提供的資訊 .604 

整體解釋變異量％ 62.036 

註：＊代表經因素分析後產生變動而新納入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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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修正後之問卷題目及問卷因素—依題號排序 

因素名稱 題號 題目 

經濟取向 

08 大學的學雜費 

18 大學離家較近 

20 大學提供的獎學金 

23 大學的學校位置 

24 住宿費用 

28 大學離家較遠 

資訊來源 

02 大學網站提供的資訊 

11 大學博覽會提供的資訊 

16 大學參觀得到的資訊與印象 

25 輔導室提供的資訊 

30 大眾傳播媒體提供的資訊 

設備環境 

03 大學師資 

04 大學宿舍的設備 

07 大學的學校設備，如：圖書館 

26 大學的校園環境 

他人影響 

01 父母、家人的影響或建議 

05 師長的建議或影響 

06 未來就業機會 

09 朋友、同學、學長姐的影響或建議 

社交與生活 
12 大學的社團活動或營隊活動 

14 大學周邊生活機能 

15 有朋友就讀該所大學 

學術表現 

13 大學歷年指考成績排名 

19 大學的教育部評鑑結果 

22 大學的學術聲望 

27 大學的校友就業狀況 

個人因素 

10 個人學測成績或指考成績 

17 大學的課程規劃與個人興趣相符 

21 個人升學志願 

29 個人學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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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受試者基本資料 

為探討高中生選校因素是否會因學生背景變項而異，因此要求受試者

填答性別、父母教育程度、就讀高中所在位置、公私立別以及就讀類組等

資料，以下分述之： 

一、性別：分為男生與女生兩組。 

二、父母教育程度：分成不識字、小學畢業、初中或國中畢業、高中職畢

業、大學專科畢業、研究所畢業等六組。 

三、就讀高中所在位置：包括北部（基隆、台北、桃園、新竹、苗栗）、

中部（台中、彰化、南投、雲林）、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東部及離島（宜蘭、花蓮、台東、澎湖）等四個地區。 

四、公私立別：分為公立（國立、市立、縣立）與私立。 

五、就讀類組：分為第一類組（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歷史、文學、

法律、商業、傳播、教育等）、第二類組（研究人類所製造的器物，

如物理、化學、工業、電機、資訊、動力、機械等）以及第三類組（研

究自然所製造的生物，如醫學、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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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瞭解學生如何在教育市場中選擇一所大學做為未

來就讀的學校。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將以平均數與標準差、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集群分析、因素分析，以及區別分析進行統計分析。 

壹、平均數與標準差 

針對填答結果計算各問卷之平均數與標準差，以瞭解目前我國高中生

選校之現況。 

貳、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學生選校因素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若 F 值達顯著，則利用 Scheffe 法及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不

同背景變項之下，學生選校因素之差異。 

參、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在於以簡潔、精確的方法來描述眾多變項之間的交互關係，

以協助研究者對這些變項的概念化。一般而言，使用因素分析的目的有四：

一是辨認資料或變項的結構；二是資料的縮減，以少數的因素來代表眾多

的變項；三是以因素分析的結果進行其他的統計分析技術；四是透過因素

分析選擇重要的變項（程炳林，2005）。 

根據 Long(1983)的說法，因素分析通常依循下列假定： 

一、 所有的共同因素之間都有相關或都無相關。 

二、 所有的共同因素都直接解釋所有的觀察變項。 

三、 所有的唯一性因素之間互不相關。 

四、 每一個觀察變項只被一個唯一性因素所解釋。 

五、 所有的共同因素與所有的唯一性因素之間都沒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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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迴歸分析主要用途有二：一為解釋，二為預測。解釋的功能主要在於

說明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間的關聯強度及關聯方向；預測的功能則是使

用迴歸方程式，利用已知的自變數來預測未知的依變數（陳正昌，2005a）。 

多元迴歸分析是使用一個效標變項和兩個以上的預測變項來建立迴

歸方程式，為了增加迴歸分析的預測力，每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相關

則要越高越好，同時所有的預測變項之間的相關要越低越好，以避免多元

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余民寧，2006；陳正昌，2005a）。 

伍、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集群分析主要的方法是使用一組的計量資料，加以計算各觀察體的相

似性(similarity)或相異性(dissimilarity)，然後使用各種分析的方法，將這些

觀察體加以分類，進而能更有效地掌握各集群的性質（陳正昌，2005b）。 

集群分析所關心的重點有三（林邦傑，1981）： 

一、 如何以數量來表示觀察體與觀察體間的相似性（或相異性）？ 

二、 如何根據這些相似性將類似的觀察體分為一個集群？ 

三、 所有觀察體分類完畢後，對每一個集群的性質應如何描述？ 

使用集群分析將觀察體分群，使得每一群內的觀察體彼此相似，亦即

群內元素對某特性而言為同質的；群與群之間的觀察體互有差異，亦即對

某特性而言，群與群是不同的（呂金河譯，2005）。 

由於集群分析的目的通常著重在樣本的分類，比較少做統計上的推論，

因此如果為了確定分析的信度，一般可採用交叉驗證的方法，將資料分割

成兩半，一半用以進行集群分析，找出各分群的中心，再將另一半（第二）

樣本指派至最接近的中心以分群，然後又對此另一半進行集群分析，比較

第二樣本兩次分群結果的一致性程度（呂金河譯，2005）。 



-78- 

陸、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區別分析的功能與迴歸分析一樣，主要是解釋與預測，其目的在於計

算一組預測變項的線性組合，以對一個分組變項重新加以分類，並檢查其

再分組的正確性（陳正昌，2005c）。 

區別分析首先找出最佳的區別函數，以提供群體最佳的區辨，其是判

別變數的線性組合，希望能使組間平方和與組內平方和之比值為最大，再

利用區別計分將觀察值分類（呂金河譯，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