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了解影響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因素，高

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的現況（包括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實施教學

與輔導計劃）、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的因素、不同縣市、性別、

主要撫養者的年齡、主要撫養者學歷、技術士證照與學業成績等對於「影響高職

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因素」的看法，進而歸納出目前高職廣告設計科

的缺失及改善之道。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

校及教師在擬定廣告設計科教育政策，及實施教學與輔導計劃之參考。為達以上

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以期資料蒐集之周延性與完整性。以下

就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之影響因素。依

研究動機與目的，主要擬探討不同縣市區域別、性別、主要撫養者的年齡、主要

撫養者學歷、技術士證照與學業成績等對於「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

業影響因素」的看法，以問卷的方式來探求影響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

就業之結果，以求瞭解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的相關影響因素與現

今高職教育的缺失及改善之道，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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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之架構圖 

 

 

 

個人因素： 

◎ 性別 

◎ 年齡 

◎ 學業成績 

◎ 證照 

◎ 作品參展 

◎ 興趣 

家庭因素： 

◎ 父母的期望 

◎ 父母的教育態度 

◎ 家長職業 

◎ 家長教育程度 

◎ 家庭收入 

就業：廣告相關行業 

      非廣告相關行業 

 

升學：廣告相關系所 

      非廣告相關系所 

 -37-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假設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文獻分析結果與相關研究報告結果，依父母期望、個人對廣告設計

的願景、個人對廣告設計的興趣與個人升學就業的意願等四個面向，編製成「高

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影響因素之調查問卷」，並分為北、中、南三

個區，其中北區包括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與桃園縣四個縣市，共 27 所學校
設有廣告設計科。中區包括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與彰化縣

六個縣市，共有 15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南區包括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與花蓮縣等八個縣市，共 18 所學校設有廣告
設計科。總計全國共有 60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如表 3-1。本研究以高職廣告
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並將回收之問卷以相關統計軟體

進行分析，以瞭解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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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設有廣告設計科之縣市與學校名稱一覽表 

縣市別 校數 學校名稱 

基隆市 3 二信、聖心、基商 

台北縣 5 復興、南強、能仁、豫章、鶯歌 

台北市 12 
協和、祐德、松山、開南、南華、稻江、志仁、滬江、

景文、恕德、泰北、士商 

桃園縣 7 泉僑、振聲、育達、成功、永平、啟英、新興 

新竹縣 2 義民、忠信 

苗栗縣 1 中興 

台中市 1 明德 

台中縣 6 大明、嘉陽、僑泰、青年、慈明、明道 

彰化縣 3 大慶、彰化、北斗 

南投縣 2 同德、竹山 

雲林縣 4 大成、大德、斗六、土庫 

嘉義縣 1 嘉南 

嘉義市 3 東吳、華南、嘉義 

台南市 2 南英、台南 

高雄縣 2 樂育、高英 

高雄市 4 海青、高雄、樹德、三信 

屏東縣 1 民生 

花蓮縣 1 國光 

合    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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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主題與研究架構，本研究將提出下列兩類假設予以考驗: 

一、個人變項方面 

       （一）就性別而言，不同性別之高職廣告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其對廣告設計
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二）就學校縣市區域別而言，不同學校縣市別之高職廣告設計科的應屆畢

業生其對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三）就工作經驗而言，工作經驗的有無與廣告設計是否相關對於高職廣告

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其對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四）就希望畢業後有不同待遇而言，希望畢業後有不同的待遇之高職廣告

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其對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五）就證照數而言，擁有不同證照數之高職廣告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其對

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六）就擁有不同證照種類而言，擁有不同種類證照之高職廣告設計科的應

屆畢業生其對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七）就上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而言，擁有不同的學業總平均成績之高職廣

告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其對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八）就上學年實習總平均成績而言，擁有不同的實習總平均成績之高職廣

告設計科的應屆畢業生其對廣告設計科期望之結果有顯著差異。 

 

 二、家庭變項方面 

       （一）就主要撫養者的年齡而言，不同年齡之主要撫養者對就讀廣告設計科
子女之期望結果有顯著差異。 

   （二）就主要撫養者的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主要撫養者對就讀廣告設計科
子女之期望結果有顯著差異。 

   （三）就主要撫養者的教育程度而言，不同教育程度之主要撫養者對就讀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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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設計科子女之期望結果有顯著差異。 

（四）就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而言，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不同對就讀廣告設

計科子女之期望結果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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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全國就讀高職廣告設計科之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其中劃分為

北、中、南三個區，其中北區包括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與桃園縣四個縣市，

共 27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中區包括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南

投縣與彰化縣六個縣市，共有 15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南區包括雲林縣、嘉

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與花蓮縣等八個縣市，共 18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總計全國共有 60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因有些學校

的廣告設計科包括夜補校的班級數，本研究為了減少研究的變數，僅以九十二學

年度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並於 2004 年 4 月開始進行施測，共發出問

卷 1,803份，回收 1,361份，有效問卷共 1,344份。 

 

表 3-2  九十二學年度高職日間部廣告設計科學校名稱及應屆畢業生人數統計表 

三年級 
學校名稱 

男 女 
共計 

私立復興商工 176 327 503 

私立能仁家商 20 13 33 

私立豫章工商 13 12 25 

縣立鶯歌工商 35 144 179 

私立育達高中 28 72 100 

私立振聲高中 66 115 181 

私立啟英高中 9 24 33 

私立新興高中 42 54 96 

私立永平工商 15 11 26 

私立義民高中 28 4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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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學校名稱 
男 女 

共計 

私立忠信高中 24 45 69 

私立中興商工 4 3 7 

私立大明高中 55 92 147 

私立嘉陽高中 39 49 88 

私立僑泰高中 34 79 113 

私立青年高中 7 10 17 

國立彰化高商 22 59 81 

國立北斗家商 15 113 128 

私立大慶商工 19 15 34 

國立斗六家商 15 26 41 

國立土庫商工 18 22 40 

私立大成商工 4 3 7 

私立高英工商 8 18 26 

私立民生家商 12 14 26 

國立基隆商工 13 24 37 

私立二信高中 26 13 39 

私立聖心高中 3 10 13 

國立華南高商 25 61 86 

國立嘉義高商 24 57 81 

國立台南高商 6 38 44 

私立南英商工 48 43 91 

 -43-



 

三年級 
學校名稱 

男 女 
共計 

私立協和工商 22 16 38 

市立松山家商 13 67 80 

私立開南商工 23 19 42 

私立稻江高商 27 66 93 

私立滬江中學 22 24 46 

私立景文高中 17 22 39 

私立恕德家商 9 7 16 

私立泰北中學 36 61 97 

市立士林高商 15 67 82 

市立海青工商 16 64 80 

私立樹德家商 39 70 109 

市立高雄高商 8 35 43 

私立三信家商 23 32 55 

總  計 1123 2165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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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行編製之「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

業影響因素之調查問卷」。 

    本研究問卷係為瞭解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之影響因素，根據
相關研究報告與執行相關理論與問卷整理，問卷之主要內容如下: 

一、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之填寫，共包含 11題，第二部分為
問卷內容，共有 29題，整份問卷共 40題。 

二、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包括性別、主要撫養者年齡、是否有廣告相關行業之工

作經驗、畢業後希望待遇、主要撫養者的教育程度、主要撫養者的主要職

業、家庭每月的平均收入、目前擁有之技術證照張數與技術士證照種類、

上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與上學年實習科目平均成績。 

三、第二部分問卷內容主要在評估父母期望、個人對廣告設計的願景、個人對

廣告設計的興趣與個人升學就業的意願等四個層面（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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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為調查設計，以「個人因素」與「家庭因素」為自變項，

以影響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之升學就業因素之結果如「父母期望」、「個人

對廣告設計的願景」、「個人對廣告設計的興趣」與「個人升學就業的意願」為依

變項，分別探討其相關性。 

 

壹、個人因素變項： 

包括性別、是否有廣告相關行業之工作經驗、畢業後希望待遇、目前擁有

之技術證照數與技術士證照、上學期平均成績與實習科目平均成績。 

一、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二類。 

二、是否有以下的工作經驗:是指高職廣告設計科學生在學期間或之前是否有
與廣告設計和非廣告相關工作的工作經驗。包括廣告相關行業、非廣告相

關行業及毫無工作經驗。 

三、在畢業後你若從事廣告業，你希望的待遇分為 20,001～25,000 元、25,00
～30,000元、30,001～35,000元、35,001～40,000元、45,001～50,000元、
50,001～55,000元、55,001～60,000元與 60,001元以上等八類。 

四、目前擁有的技術證照張數：分類為擁有 0張、1張、2張、3張、4張與 5
張或 5張以上的技術證照。 

五、在目前擁有的技術士證照：分類為擁有廣告設計丙級、印刷丙級、攝影丙

級、廣告設計乙級、印刷乙級與印刷乙級的技術士證照。 

六、上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分為平均 90分或以上、80～89分、70～79分、
60～69分與 60分或以下。 

七、上學年實習科目平均成績：分為 90分或以上、80～89分、70～79分、60
～69分與 60分或以下。 

 

貳、家庭因素變項： 

包括主要撫養者年齡、主要撫養者的主要職業、主要撫養者的教育程度、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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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撫養者之年齡：分為「40 歲以下」、「41 歲～50 歲」、「51 歲～60
歲」、「61歲以上」等四組。 

曾國鴻（民 86）將中小學教師生涯發展區分為下列六期（引自羅
文基，民 86）：養成期（18～22歲）、試探期（22～28歲）、投入期（28
～33歲）、紮根期（33～40歲）、資深期（40～50歲）及準備退休期（50
～60歲）；本研究因研究的需求將主要撫養者之年齡分為「40歲以下」、
「41歲～50歲」、「51歲～60歲」及「61歲以上」等四個階段。 

二、主要撫養者的主要職業：本研究將主要撫養者的職業略分為半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半專業人員、專業人員與高級專業人員及其他等六大類。 

   三、主要撫養者的教育程度：本研究將其分為國小及以下、國中、高中職、
專科及大學與研究所。 

   四、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本研究將之分為「40,000元以下」、「40,001～80,000
元」、「80,001元或以上」等三類。 

 

本研究希望透過個人因素與家庭因素兩大變項，利用問卷調查，依不同縣

市做分層抽樣，例如將全國分為北、中、南三個區，其中北區包括基隆市、台

北縣、台北市與桃園縣四個縣市，共 27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中區包括新
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與彰化縣六個縣市，共有 15 所學校
設有廣告設計科；南區包括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縣、高雄

市、屏東縣與花蓮縣等八個縣市，共 18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總計全省共
有 60 所學校設有廣告設計科。經問卷調查法進行高職廣告設計科之應屆畢業
生在畢業後影響其升學就業之相關因素與結果，以便提出具體改進的建議，來

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教師在製定廣告設計科教育政策，及實施教學與輔

導生涯計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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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在調查問卷回收後，整理所蒐集之資料，以 SPSS 10.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行各項統計考驗。其中先以描述統計呈現各變項之狀況，以明梗概，

隨後以高職廣告設計科應屆畢業生之「個人因素」與「家庭因素」為自變項，以

驗證各研究假設。 

本研究先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分析，彙整有效樣本分配情形。再以高職廣告

設計科應屆畢業生之「個人因素」及「家庭因素」如性別、主要撫養者年齡、是

否有廣告相關行業之工作經驗、希望待遇、主要撫養者的主要職業、主要撫養者

的教育程度、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目前擁有之技術證照數與技術士證照種類、上

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與實習科目平均成績為自變項，以 t-test 與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進行統計分析，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 p<.05之顯著水準
時，則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造成差異程度
達顯著之組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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