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係以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

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學習滿意度。因此，在進行研究假設之前，

根據研究目的，歸納相關之理論與文獻，並作進一步分析、探討，以為本

研究之概念架構及理論基礎的依據。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探討縣立高中

職附設進修學校之歷史沿革與現況；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之相關法

令；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特性；學習滿意度的理論與研究。 

 

第一節 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之歷史沿革與現況 

壹、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之歷史沿革 

我國國民補習教育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一條規定：「補習及進

修教育，以補充國民生活知識，提高教育程度，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

公民，促進社會進步為目的。」第三條：「補習教育分為國民補習教育、

進修補習教育、短期補習教育三種；凡已逾學齡未受九年國民教育之國

民，予以國民補習教育，已受九年國民教育之國民，得受進修教育..」第

五條：「進修教育，由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依需要附設進修學校實施之。進

修學校分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專科進修學校、大學進修學校三級。

各級進修學校，由同級、同類以上學校附設為限。偏遠地區應加強進修學

校之設立(教育部，2004)。 

Titmus (1996) 將成人教育歸納成五種類型：第二次機會的教育、職

業的教育、社會角色的教育、社會福利的教育、以及個人自我發展的教育。

其中第二次機會的教育具有補償教育的功能，旨在反映社會正義，追求社

會公平（王政彥，2001）。故我國國民補習教育與英、美的成人基本教育

性質相似，旨在提供失學國民基本讀、寫、算和社會生活技能的一種補救

性質的教育（韓春屏，2000）。根據林美和（1990）「我國成人學習需求之

研究」發現，我國成人在許多層面上均呈現出頗高的學習需求。多年來各



縣市政府教育局大力推動下，許多失學民眾已完成國小及國中學業，取得

學歷，但卻只停留在國中學歷，想進修高中學歷卻沒機會，因一般高中職

補校（或夜間部）是針對年輕學子而設，年紀稍長的失學民眾很難進入就

讀與之競爭。 

台北縣政府為照顧失學民眾，於民國八十八年起特別為二十歲以上成

人規劃高中職補校，提供其進修機會。民國八十八年八月一日樹林、清水、

三民等三所縣立高中附設高中進修學校，開始首屆招生，招生對象係針對

年滿二十歲縣民提供優質成人教育。隔年，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一日又續增

設海山中學、永平中學、秀峰中學以及鶯歌高職進修學校，民國九十年八

月一日增設錦和中學，民國九十二年八月一日增設安康中學，最後於民國

九十四年八月一日再設三重中學進修學校，至此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

學校方告一段落。目前共有十所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1429人。 

 

貳、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現況 

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雖與國中小補校有所不同，但許多沿革及制

度與國中補校相類似：                                                         

 

一、早期政府為使失學國民就讀補校後能增強聽、說、讀、寫、算等能

力，教育部除補助增設國民補習學校第一年所需經費及補助開辦成人基本

教育研習班外，更採取的相關措施（何進財，1997）。包括： 

 

(一)加強成人基本教育研究：完成「我國國民補習教育目標與功能定位之

研究」、「我國國民補習教育實施狀況調查研究」、「我國成人識字

教育之研究」、「我國失學國民脫盲識字標準及脫盲字彙之研究」及

「從學習者特性論析我國成人識字教育之規畫」等重要研究報告，供

各補校推展業務參考及執行 (伍振鷟等，1993；黃炳煌等，1993；黃

富順等，1993；何青蓉等，1995)。                                           

(二)改進課程教學：根據莫慧如（1990）研究指出國中補校教材完全採用

國中現行教科書，因學生程度、特性都不同，能否適用實在有檢討之



必要。因此由教育部主導，邀請學者專家、行政人員及有關國民補習

學校代表等組成「研訂國民中學補習學校課程標準委員會」，完成國

民補習學校課程標準，並於八十五年十月發佈；八十七年開始實施，

並繼續進行各科目教科書之編撰工作。同時輔導省（市）、縣（市）

編印適合地方使用之補充教材，以改進教學內容。有些縣市甚至成立

成人教育中心，協助各級補校推展成人教育。 

 (三)施行「發展與改進成人教育五年計畫綱要」，目標有四： 

    1.增進成人生活基本知能，必須提高成人教育程度。 

    2.增進成人就業技能，提供職業新知，增進工作新知，以適應工作轉

業及生活知需要。 

    3.培養成人具有保護環境、休閒娛樂之正確觀念與智能，並加強法治

觀念，提升民主素養，以求理性、健康快樂學習。 

    4.協助成人充實生活內涵，調適生活轉變，增進個人發展，以提升個

人品質 (蔡培村，1996) 。 

 

二.國民中學補校校數七十九學年度時，全國有164 所國中補校，至八

十六學年度時，國中補校增加為295 所，班級數890 班，22875 人 (胡夢

鯨，1997)。八十七學年度296 所，學生人數達23335 人。曾風光一時的國

中小學夜補校，近年來卻常招不足學生，尤以國中夜補校更嚴重，自民國

八十八年開始逐年遞減。不少學校不得已改以隔年招生或3年才招一次來因

應，雖然規定20人才開班，但開學後因轉入、轉出或退學，有時一班剩不

到10人，整理如表2-1、表2-2。   

 

 

 

 

 

 

 



表 2-1 89-93年全國國中補校統計表 

 

 

年 度 校 數 班 級 數 學 生 人 數 應屆畢業生人數 

88 304 878 20909 6373 

89 296 875 19979 6320 

90 283 828 17727 6614 

91 283 807 16662 5427 

92 287 754 14719 5243 

93 273 712 12858 4662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統計處，2005a） 

 

 

年 度 校 數 班 級 數 學 生 人 數 應屆畢業生人數 

88 47 164 4284 1167 

89 45 158 4076 1215 

90 39 141 3607 1276 

91 38 136 3457 1181 

92 45 119 2876 1201 

93 43 105 2546 886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統計處，2005b） 

 

三.國民中學補校屬於「附設」性質，國民中學補校並未獨立設校，

國民中學辦理成人教育工作者均由日間部行政人員及教師「兼辦」及「兼

課」，大多未有專職人員辨理成人教育，，亦無專屬教師，教師大部分由

日間專任教師兼任，或外聘相關專長教師任教，不一定有成人教育專業知

識，經費缺乏、課桌椅不合適等問題（楊國德，1996；胡夢鯨，1995）。

而高中進修學校亦面臨同樣問題，也是由日間部行政人員兼任，無專職成

表2-2   89-93年台北縣國中補校統計表 



人教育行政人員，任課教師由日間教師兼任或外聘專長教師，但教師不一

定有成人教育專業知識。組織體系與人員經費均未能獨立，教室與環境共

用，且業務包涵國、高中兩部分，更為繁雜。 

成人教學要素包括：教學目標、學生需求、喜好、教師的成就、人格

與學習資源等，而所有的要素，則以教材和教學法為媒介，而以共同參與

活動為核心，共同組成一個有機連帶的完整系統。成功的成人教學有賴教

師適切地統合教學資源，透過師生共同參與教學目標的擬定、教材的選

擇、教法的協商和資源的尋找與利用 ，使師生共同分擔教學的工作與責

任。此外，成人教學活動關連到許多行政運作系統、 資源整合與人力協

調的相關問題，建立成人教學完整架構 (蔡培村，1996)。 



第二節  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之相關法令 

目前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辨理成人基本教育之中央相關法令主

要有四： 

一、憲法：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六十條中規定：「...已逾學齡未受基本

教育之國民，一律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 

二、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第二條中亦規定：「..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

之國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 

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三條規定：「補習及進修教

育區分為國民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三種；凡已逾學齡

未受九年國民教育之國民，予以國民補習教育；已受九年國民教育之

國民，得受進修教育；志願增進生活知能之國民，得受短期補習教育。」

另外，第四條亦規定：「國民補習教育，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

國民補習學校實施之。國民小學補習學校分初、高級二部，初級部相

當於國民小學前三年，修業期限為六個月至一年；高級部相當於國民

小學後三年，修業年限為一年六個月至二年。國民中學補習學校相當

於國民中學，修業年限不得少於三年。」後期中等教育以上階段附設

進修學校則依據第五條之規定：「進修教育，由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依

需要附設進修學校實施之。進修學校分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專

科進修學校、大學進修學校三級。各級進修學校，由同級、同類以上

學校附設為限。偏遠地區應加強進修學校之設立。」 

四、終身學習法：於民國九十一年通過及公佈施行，成為我國終身學習最

高指導原則，也是終身教育政策之所在，全文共計二十三條。 

    終身學習法主要內容為： 

    1、立法的目的在於鼓勵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增進學習機會， 提  

升國民素質。 



    2、明定各級政府對於終身學習的職責，以及應設終身學習委員會。 

    3、直轄市與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規定社區大學或委託辦理。 

    4、發展學習型組織。 

    5、建立回流教育制度。 

    6、各級政府得設財團法人終身學習基金會。 

    7、規範與獎勵各種網路及媒體應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8、建立學習成就認證制度，做為升學或升遷的考核依據。 

    9、各機關學校團體經核准得發行終身學習卡，作為採認終身學習成  

就的依據。 

    10、各級政府應積極推動帶薪學習制度。 

    11、政府對弱勢族群參與認可的課程得酌予補助（詹棟樑，2005）。  

 

在臺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的法令依據主要有： 

 

壹、臺北縣政府所屬高中、職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補習學校實施要點             

一、為順利推展補習及進修教育，期使未受高中、職暨國民中學教育之失

學逾齡國民接受完整高中暨國民教育，帶動全民教育之開展，特依補

習及進修教育法暨施行細則、教育部頒訂之國民中學附設國民中學補

習學校課程標準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學籍管理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暨施行細則實施。 

三、學生成績考查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暨施行細則及臺北縣國民中學附設

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要點實施。 

四、高中、職/國民中學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以下



簡稱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教學科目及教學時數依

教育部頒訂之「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課程標準」及有關法令規定實

施。 

五、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每班班級人數以四十人為原則，

同年級超過四十五人始設第二班，超過八十五人始設第三班，依此類

推，以利教學活動之進行。 

六、國中補校學生免收學費，其他收費標準比照國民中學有關規定辦理，

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學費比照日間高中學生減收一半，雜費比照日

間高中學生收費。 

七、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置校長一人，由原校校長兼任，

總理校務，下置校務主任、總務、會計、人事、組長、幹事、工友，

均由原校編制內人員兼任，其編組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八、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各班置導師一人，由原校教師

兼任。 

九、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教師，由校長聘任校內合格教

師兼任為原則，專業、民俗技藝等類教師得以技藝教師資格聘任之。 

十、技藝教師之相關規定依教育部頒之規定辦理。 

十一、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教師為夜間兼課，其補校授

課時數依「臺北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實施要



點」規定辦理。 

十二、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校務主任及組長日間授課時

數依補校班級數按「臺北縣高中、職及國民中學教師兼職教師每

週授課時數」之規定排課。 

十三、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教師各依授課時數計支鐘點

費，滿一學期以五個月計，滿一學年以十個月計支鐘點費。 

十四、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之主任、組長、導師，以一

人一職為原則，如因實際需要，補校主任或組長得兼任導師，並

支領導師費。 

十五、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兼任人員其工作補助費支給

標準另以附表訂之。 

十六、本要點有未盡事宜，應依教育部及本府相關規定辦理。 

 



貳、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國中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附表 

（一）臺北縣政府所屬高中、職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附設

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員額編制表 

      

表2-3 臺北縣政府所屬高中、職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附設國

民中學補習學校員額編制表 

職   稱 員  額 備                           註 

校   長 一人 由原校校長兼任。 

校務主任 一人 由原校專任教師兼任。 

會   計 一人 由原校會計人員兼任 

人   事 一人 由原校人事人員兼任 

總   務 一人 由原校總務人員兼任 

組   長 0至三人 各組設組長一人，由原校專任教師兼任，其設置

標準如下： 

1、二班(含)以下：不設組。 

2、三至五班：設教導一組。 

3、六至九班：設教務及訓導二組。 

4、十班以上、設教學、註冊及訓導三組。 

5、設有高中部之補校得增設教官一人，為原校教

官兼任，工作補助費比照組長。 

幹   事 一至三人 應由原校教職員工兼任。其設置標準為： 

四班以下：一人。 

五班至九班：二人。十班以上：三人。 

導   師  每班置導師一人，由原校教師兼任。 

工   友 0至二人 應由原校教職員工兼任。其設置標準為： 

二班以下不設工友。 

三班至六班：一人。七班以上：二人。 

備註：班級數以高中部、國中部合併計算。 



 

（二）臺北縣政府所屬高中、職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附設國

民中學補習學校編組員額及工作補助費支給標準表 

 

表2-4 臺北縣政府所屬高中、職附設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附設國

民中學補習學校編組員額及工作補助費支給標準表 

職  稱 二班以下 三至六班 七班以上        

校  長 每週二‧五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三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三‧五節 

鐘點費計支 

校務主

任 

每週二‧五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三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三‧五節 

鐘點費計支 

組  長 不設 每週二‧五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三節 

鐘點費計支 

教  官 每週二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二‧五節 

鐘點費計支 

每週三節 

鐘點費計支 

工  友 不設 以加班費計支 

(核實支應) 

以加班費計支 

(核實支應) 

導  師 比照國民中學導師費標準支給 

幹  事 

會  計 

總  務 

人  事 

 

依規定按簡、薦、委任兼職交通費標準支給工作補助費 

備註：班級數以高中部、國中部合併計算。 

 

參、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要點﹝附錄一﹞ 

 

 

 



第三節 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特性 

 

成人教育與一般傳統教育最重要差別在於其對象為成人學生，並非兒

童或青少年學生，成人身心發展較為成熟,成熟的人可以決定學習目標，

可自我導向學習（Knowles,1989）。  

Cross（1981）在其建構之成人學習者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adults as learners，GAL）模式中，所指成人學習者特性，包括個人特

性與情境特性兩個變項，這兩種特性在成人與兒童或青少年等學齡階段的

學習上有很大差異（黃富順，1995）。故在從事成人教學與學習活動時，

應考慮其學習特性，使用不同於傳統教學的方式教學，才能幫助成人學生

有效地學習。有關成人學習特性的探討相當多，探討的重點均在成人與非

成人學生學習特性之差別，列舉的特點與分類的準則雖不同，但並無太大

差異（韓春屏，2000）。 

Mezirow（1991）將成人學習分成三類：一為科目導向的學習─教師

參考學術分類，將科目相關的知識有系統地傳授給學生，使他們對該學科

有完整的認識。二為消費者導向的學習─將學習者視為消費者，課程設計

完全配合學生的需要，自我引導學習比較接近這種觀點。第三稱之為解放

心智的學習（emancipatory learning），亦即轉化學習，教師是促成者，

從旁引導學生排除不正確的觀念，態度、情緒表現，逐步建立有反省性、

批判性的認知系統（郭為藩，2003）。 

Lindeman（1926）受杜威（John Dewey） 教育即生活觀念影響，整

個生活就是學習，提倡終身教育理念，認為成人教育在獲得經驗：是終身

的─邁向終身學習；生活化的─和生活有關，生活上的學習；非職業的─

和職業教育有所區隔；經驗的─以情境為基礎，並以成人經驗為中心，成

人教育最高價值的資源是學習的經驗（詹棟樑,2005）。他對成人學習者



的看法為：(1)當成人學習者認為學習能滿足其需求與興趣時，他們會產

生學習動機；(2)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取向是生活中心的；(3)成人的經驗是

成人學習最重要的資源即經驗是成人學習者活的教科書；經驗學習表現在

以下四方面：嘗試釐清成人教育的概念、詳細規劃成人教育的課程、發展

團體學習的方法、以成人教育作為推展社會行動的動力。(4)成人學習者

具有強烈的自我導向學習需求。Lindeman 於1944年提出成人教育具有未

來性，是對將來到的生活的勇敢挑戰（黃明月,1999）。 

Bunndage 和Mackeracker (1980)提出的成人學習特性為：(1)成人能

作終身的學習；(2)過去的經驗是學習的助力也是阻力；(3)成人自動參與

學習活動可以創造一種沒有威脅性的教學氣氛，而獲得較佳的效果；(4)

學習活動中不斷的回饋可以刺激進步。(5)壓力會窒息學習動機 (蔡培

村，1996；Jarvis，2002) 。 

Gibb (1960) 提出成人學習者的特性─ 

1.成人學習必須以問題為中心。 

2.成人學習必須以經驗為中心。 

3.學習經驗必須對成人學習者具有意義。 

4.學習者必須能自由地接觸經驗。 

5.學習目標必須由學習者建立。 

6.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學習者必須適當地獲得回饋 (蔡培村，

1996) 。 

Knowles受到 Lindeman 影響，又擔任九年美國成人教育協會主席，

對成人教育頗有貢獻；而「自我導向學習」一詞是由美國成人教育家 Tough

首先提出，1970年以後廣泛使用，Knowles 努力推展，使之普遍化(詹棟

樑，2005)。Knowles（1975）認為：一種沒有他人幫助，由個體自己引發

以評定自己的學習需要，形成自己的學習目標，尋求學習的人力和物質資

源，選擇適當的學習策略，以及評鑑學習結果的過程。自己引發學習比被



動由教師教導的學習為優，自我導向的學習較符合自然的心理發展過程，

並能適應教育的新趨勢及因應未來社會資訊訊息萬變的需要。 

Knowles 同時指出成人學習者的特性有以下六點：(Knowles，1978；

Knowles，1984；Knowles，1989)。 

一、成人學習者對知識的需求是自發性：當成人認為若不進行某種學習將

有負面的後果時，成人將以其所有精力來學習。 

二、成人學習者有豐富的自我概念表現在能夠自我導向的學習：成人一方

面為自己的抉擇與生命負責，一方面需要他人的尊重與重視，希望教

師視其為一個具有自我導向能力的學習者。 

三、成人學習者的經驗豐富：經驗作為成人學習者進行學習時的資源與工

具，是促進學習效果不可或缺的助力，但若不當使用，則會成為學習

的阻力。 

四、成人學習者隨時有採取學習行動的準備：隨著發展任務與發展階段的

需要，成人為有效因應實際生活情境，隨時保持進行學習的準備狀態。 

五、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取向是生活中心的、任務中心的或者以解決問題中

心的取向。且所學希望能立即應用。 

六、成人學習者具有強烈的成長與發展動機，比較傾向內在動機而非外在

動機。 

黃富順（1999，2000）提出成人學習者具有的特質為：一、屬於自我

導向學習者；二、個人的經驗豐富：成人經驗不但量上豐富，質上也具多

樣化，是學習的重要資源；三、學習準備度高；主動參與學習；四、學習

取向以問題為中心：受到某些立即困惑的情境或情況激發學習，追求應

用，解決問題；五、學習活動的明確結果，成人學習不為遙遠的未來，而

是要求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 

茲綜合歸納有關文獻，可從生理與心理層面來探討成人學習者學習之

特性。 



一、生理層面 

（一）視聽能力的衰退 

成人隨著年齡的增長，會面臨視覺與聽覺能力的衰退等明顯的生理變

化，此種變化會影響其學習訊息接收的質與量（Kidd，1976；李瑛，民1990；

黃富順，1995）。但個別差異甚大，有人衰退很快，但有些人卻保持較佳

狀態（郭為藩，2003）。視覺在四、五十歲時逐漸衰退，聽覺在五十五歲

之後快速衰退；味覺、嗅覺、觸覺也在五十歲後逐漸衰退 (黃國榮，

1996) 。 

（二）對話能力的進步 

經驗作為成人學習者進行學習時的資源與工具，是促進學習效果不可

或缺的助力(黃富順，2002)，成人學習者普遍具有社會工作經驗，口才經

由長期的訓練較佳，在課堂中也較勇於回答問題或發表己身看法。善加利

用成人經驗的優點，並將缺點降至最低，可提高學習效果

(Rogers,J.1984)。  

（三）反應時間的加長，記憶力衰退 

成人的記憶力與年齡成反比，記憶力隨年齡增加而逐漸下降，其反應

的時間、速度變慢，因此學習時間變長 (Knox，1977；鄧運林，1992；黃

富順，1995)。一般成年及老年人記憶衰退有四種假定；第一是無法專心，

第二是認知的遲鈍化 (cognitive slowing) ,第三強調老年工作記憶較

差；第四係假定老年人視聽知覺流利性較低，功能較差（郭為藩2003）。

故從事成人教學時，應避免片斷零星、機械單調的記憶也應避免抽象太複

雜的東西；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訊息，有意義的學習材料或更多感官方面的

刺激且與生活經驗相結合，並適時調整教學方法，且建立一個無壓力的學

習氣氛，才有利於成人學習。 

二、心理層面的學習特性 

（一）智力型態與學習能力 



根據美國心理學家 Cattell（1963） 提出兩因素論（two-factor 

theory）：流體智力  (fluid ability)與晶體智力（chrystallized 

ability）的理論，認為此兩種智力交互運用，相互補充而直接關係成人

的學習活動。「流質智力」類似 Spearman 的普通能力，這一類的能力是

來自於遺傳，跟神經生理結構有關，包括抽象、想像、空間、知覺、速度、

短期記憶、對環境立即的認識等這一類的能力。「晶質智力」係指後天教

育和文化環境中學習的能力，如語言字彙應用能力、數學能力、機械操作

能力、解決問題的能力等。前一類能力來自遺傳，後一類來自後天教育文

化的結果（黃富順，1998；郭為藩 2003）。流體智力道青年期達高峰，成

人流體智力逐漸衰退，但晶體智力卻隨學習活動兩增加，故成人整體智力

表現仍相當穩定，由於上述發現，重新肯定了成人的學習能力。因而在成

人學習中，不宜給予時間限制，內容不宜太複雜抽象，且最好能與其經驗

與常識結合(李瑛，1990；陳麗娟，1994；黃富順，1998)。 

（二）具有豐富而多樣化的經驗 

成人在成長及發展過程中所累積增加的經驗，對自己或別人都是學習

的豐富資源，而且從經驗中所得到的學習比被動的學習更富意義。 

（三）學習歷程的角色壓力 

在學習歷程中，成人由於要肩負多重角色，以及面對生活中不斷的改

變，因此常處於焦慮與矛盾的負面情緒中（吳秉恩，1991）。成人同時扮

演多種角色，如在家是為人父母，或為夫或妻，在公司是主管或員工，在

學校是學生。當角色發生衝突或無法兼顧時，往往放棄學生角色而中途輟

學。若堅持繼續學習，必須克服困難，因此壓力相對增加。但 Long (1996) 

卻很樂觀的說，未來可達成「工作者─學習者」並行的新社會境界 (黃富

順，2000)。 

發展心理學重視自我觀念的發展、角色在人生不同階段的轉變、人格

圓熟的特質，成人教學理論中的轉化教學論 (transformational learning 



theory ) 強調知識有轉化效能，知識建構工程一直持續著，營建人生樣

本 (Mezirow，1991) 。 

再者，由於成人學習者離開學校已久，無論他們的社會階層是什麼，

對於重回學校對教育形貌都有完備的期待，不可避免的這些期待部份會受

到他們兒童時期的教育經驗所掌控，這些經驗將會深刻影響學習。

(Rogers，1997) 。 

由於對重新回到學校感到陌生，因此在心理上一方面顯現自尊感，但

一方面在學習上卻表現相當的沒有信心，懷疑自己的學習能力，對學習產

生焦慮。因此，在成人學習活動中，應採取適宜的教學方式，提供合宜的

環境氣氛，並隨時協助成人解決其學習困難，以降低其焦慮感（Apps，

1981；Knox，1977；Smith，1982；王瑞宏，1995；黃富順，1993）。 

（四）具內發的學習動機 

主動參與學習活動，是成人學習的重要學習特徵。成人學習動機的引

發，除了某些外在誘因影響外，最重要的是來自於內心潛在誘因的促動，

如源自某些困惑的問題或想把工作做好，提升自我，提高生活品質、追求

生長與發展，是比較自動自發的（Knowles，1975；Knowles，1980；Knowles，

1990；Knowles，1989；陳麗娟，1994；黃富順，2002；何青蓉等，1995）。 

（五）時間感覺影響學習習慣 

成人學習者在時間觀念上，對「過去」的感覺，是時間的逐漸增長，

越積越多；對「現在」則感到快速而有壓力；對「未來」，感到短暫而有

限，所以成人對學習是為了立即應用。此外，成人的思考方式與反應，對

新觀念的接受較為緩慢，因此成人學習內容應以實用性為重，教師在教學

歷程中，應時常給予協助、回饋，以減低成人學習障礙，增加其學習信心

(Knowles，1980；王瑞宏，1995；黃富順，1989)。 

Smith (1982) 指出成人學習者經常感到時間短促有限。成人學習希望

有明確效果，每一時間的付出都要求有回報，每一堂課的學習都要求有所



得，每一活動的參與都希望有所獲益。因此成人教師對於教學活動的進

行，每一節課均應有所準備，達到每一節課的教學目標，不宜浪費成人的

時間 (黃富順，2000)。 

整體而言，成人無論在心理、生理、經驗、任務、職業與環境等背景，

皆與正在成長的青少年有很大差異，故在從事學習活動時，有其獨特性(陳

慧美，1992)。 

隨著年齡增長，成人發現時間愈來過得愈快，同一時間單位(如一年) 

在已知時間總數裡就成為逐漸遞減的分數。由於時間被如此知覺，故成人

覺得時間過得很快，由於此種感覺，再加上生命期的逐漸減少，使成人對

未來的態度有重要的轉變，產生積極或消極兩種反應。積極方面，他們會

把握現在，投身有益身心的活動；消極方面，放棄一切作為，靜待終極時

刻的來臨。在成人教育上，如何促進成人能積極參與學習活動，將是一項

重要課題(黃富順，2000) 。 

（六）學習需求的不同 

早期學者視現代化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但近年後現代主義 

( Postmodernism) 的流行逐漸修正。如果將青年期的成熟比喻為現代化階

段，則成年期以至老年期，也可視為後現代化階段。後現代化最大特徵是

歧異性與多樣性,個別差異顯著，多采多姿，更具多元化 ( Young, 1997)。 

教育的需要是人們要把一些事情學好，這樣對組織有利，對社會也有

益處 (Knowles,1980)。 

成人學習者由於性別、生活背景、教育程度、職業水準及經驗的不同，

每一個成人都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彼此的異質性相當高，造成在學習目標、

學習速度、學習型態、學習習慣與學習上有差異；且年齡越大，彼此間的

異質性越大，故成人隨著年齡的增長有不同的學習需求（黃明玉，2004）。 

教育機構與教師要重視學生需求；教學目標的擬定、教學方法的運

用、教材內容的選擇、以及學習評量方式等，都必須考量學生需求 (羅寶



鳳，2002)。 

（七）學習活動講求正確度，不在速度。 

      成人學習者，年齡愈大愈可能以犧牲速度來換取精確度，時間壓力

學習，會產生干擾，若沒時間壓力，表現較佳 (Rogers，1997)。成人學

習者，隨著年齡增長，生理機能逐漸衰退，反應較慢，教學設計不要要求

快速反應的題目﹝黃富順，1997﹞。 

（八）主動的參與學習 

成人學習者的特性就是成人自己做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故成

人學習者參與學習活動多數是內發的、主動參與學習效果較佳、學習動機

較強且持久。研究指出主動積極的學習，有助於記憶 ( McClusky，1964 )。 

了解成人學習者特性，成人為一自我導向的獨立自主個體，具有高度

的學習動機，以「問題中心」的心理架構參與學習，然而，在學習過程中，

成人學習受生理視、聽覺與記憶的退化，以及必須面對多重角色的扮演，

經常會質疑自我學習能力，而缺乏信心，處於焦慮矛盾中。但卻是擁有豐

富經驗及強烈學習動機，因此，成人學習活動中，教學者應締造一個平等、

溫暖、接納的學習情境，採用適宜的教學方法，實用性、生活化、彈性化

的教學內容與課程，提供貼心的服務，以培養成人積極之學習態度，增進

其學習動機與信心。 



第四節 學習滿意度 

 

長久以來，學習一直被視為兒童和年輕人的權利及責任，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和回流教育

（recurrent education）─以間隔方式重回組織化的學習活動(黃富

順,1997) 等非直達系統教育體制是較受忽視的一環。然而隨著活到老、

學到老終身學習理念的發展，成人和老人學習才逐漸受到關注與重視。補

校、進修學校及社區大學如雨後春筍般大量設立。胡夢鯨 (1998) 指出學

習社會的概念具未來性、理想性、綜合性、和發展性。每個人在不同的人

生週期有不同的學習需求和願望。而滿意是指這些需求或願望的達成。成

人教育要辦好必先了解成人學習者的需求和願望(吳婉如，1993)。 

本節所探討的學習滿意度乃是以成人教育觀點出發，成人進入回流教

育系統（以下稱成人學習者）所希冀獲得的學習滿意，自當不同於一般學

齡階段的學習者，其中差異，在本文將做探討。 

 

壹、學習滿意度的意義 

韋氏新國際辭典對學習的定義是「知識或技能的獲得」。因此，學習

包含了兩種意義：一、獲得技能（skill）或知曉核心技術（know-how），

表示利用此一能力去從事實際上的活動，並有效能的解決問題；二、 從

實踐上的經驗獲得心智上的認知與了解（know）或知曉核心問題

（ know-why ）。人們學習技能 (know-how) 以及如何了解並應用

(know-why)；所以個人學習可以說是增加一個人採取有效活動的能力（陳

碩琳，2003）。 

滿意（satisfaction）一詞，中國辭典（薛頌留，1990）的解釋為：

願望達到，心裏滿足。滿意即指在進行一項活動之後所帶來的一種愉快的



感覺，這是一種相當主觀的感受態度（黃玉湘，2002）。 

張春興（1989）對滿意度的解釋為：個體動機(生理的或心理的)促動

下的行為，在達到所追求目標時產生的一種內在狀態，是個體慾望實現的

心理感受。 

Houle（1961）提出成人參與學習的三種動機類型：一、學習取向；

二、活動取向；三、目標取向。在學習過程中，獲取所需知識，則滿足學

習取向；在活動過程中，填補生活空缺，則滿足活動取向；其參與活動的

目的能達到時，則會對目標取向感到滿足。成人學習一般分成兩大觀點，

個人學習者觀點著重個人內在學習的過程；脈絡的觀點則強調脈絡對學習

的影響，兩者均應與這世界緊密結合（李瑛‧趙長寧, 2002）。 Tough（1982）

指出學生對學習活動產生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度即為滿意，反之則為不

滿意。Long（1985）認為成人學習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學習成果與滿意度，

滿意度係指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愉快感受或態度。Flammger（1991）將滿意

度界定為需求和需要的應驗；完滿的愉悅、足夠的感覺。Fujita-Starck & 

Thompson（1994）指出：成人學習者參與學習時多為主動而非被動，成人

學習者對於即將參與的學習需求時，會對學習感到滿足，當學習的經驗與

期待不符合時，學習者會感到不滿意。 

馬芳婷（1989）認為學習滿意度是個體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度。學

習者在學習活動或學習歷程中，其願望、需求獲得滿足。蕭安成（1998）

認為學習滿意度意義，學習者進行學習活動之後達成原先需求和期望甚至

獲得不預期的成果產生飽足的愉悅感和積極的態度。 鄧欣怡（2000）認

為學習滿意度係指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的喜歡程度，或指學習者透過學

習滿足其需求及達成願望的程度。李麗美（2002）學習者在整個學習過程

的學習經驗，對於學習整體的感覺與滿足，此種感覺是來自於學習過程中

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愉快，以及學習成果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滿足其需求

的主觀感受。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學習滿意度是指學習者在整個學習歷程的學習

經驗，對於學習整體歷程的感覺與滿足，此種感覺是來自於學習過程中是

否能讓學習者感到愉快，以及學習成果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滿足其需求的

主觀感受。 在本研究中「學習滿意度」則指成人學習者在縣立高中附設

進修學校的學習經驗，對於學習整體歷程的感覺與滿足，此種感覺是來自

於學習過程中是否能讓成人學習者感到愉快，以及學習成果是否能讓成人

學習者感到滿足其需求，當成人學習者感到愉快與滿足，學習滿意度就

高，反之，學習滿意度則低。 

 

貳、學習滿意度的構面 

Sheffield (1964)提出成人學習之五種取向：「學習取向」、「活動

慾望取向」、「個人目標取向」、「社會目標取向」、「活動需要取向」。

當成人在學習活動中，他參與活動的目的能達成，則會感到滿意。如「學

習取向」者，在學習活動中獲得知識；或「活動慾望取向」者能擴大社交

關係；或「個人目標取向」者達成其個人目標；或「活動需要取向」者能

參加活動，即會感到滿意 (Lathrop, 1968)。Hynes (1990) 設計的繼續

擴充教育非學分課程評鑑問卷中，分出方案、內容、教學者、設備和服務

人員等五個層面。了解學員滿意情形。 

白秀雄（1984）對高雄市長青學苑學員的意見調查，關於學員學習滿

意度包括：上課地點、課程、教師上課態度、上課方式、上課內容、專業

知識、表達能力、學苑行政人員服務態度等八個層面。 馬芳婷（1988）

研究我國社教機構短期研習班教師教學行為與學生學習滿意度時，以全國

社教館、文化中心1019 位學員為研究對象，將學生學習滿意度內容分為

三個層面：教師教學、學習成果、人際關係。蔡名鈺（1991）研究老人教

育學員學習滿意度及其相關因素時，將學員滿意度分為長青學苑軟硬體、

學員學習成效兩大層面。其中對長青學苑的層面，包括課程內容、師資、



環境硬體設施及行政配合措施；對學員學習成效的層面，包括生活樂趣、

自我實現、人際關係及社會適應。 吳婉如（1992）研究台灣地區長青學

苑教師教學型態與學員學習滿意度時，以縣市長青學員1307 位為研究對

象，將學生學習滿意度內容分為四個層面：課程教材、教師教學、人際關

係、學習成果。 陳國恩（1997）對空大學生作研究時，則將學習滿意度

分為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學習成果、師生互動、同儕關係與支持助力等

六層面。林博文（1999）認為影響學生學習滿意度之因素係綜合性的。除

了學生個人的因素外，教師及學校的因素，都可能產生影響作用。 林美

智（2000）研究空大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滿意度時，以國立空中大學和高

雄空中大學729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將滿意度分為機構支持、學歷提升、

課程教材與同儕關係等四部份。韓春屏（2000）以國中補校學生為對象，

針對教學取向、學生批判思考與學習滿意度相關之研究時，將學習滿意度

分為五個層面：行政支援、人際關係、學習活動、學習獲益及課程教材。

李麗美（2002）研究松年大學學員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和學習滿意度時，以

全國十四縣市616 位五十五歲以上長青學員做調查研究，將學習滿意度內

容分為五個層面：教師教學、課程教材、學習環境、學校行政、師生關係。

研究發現整體學習滿意度每題平均得分4.27（5分滿分），各層面得分依

序為「教師教學」、「學校行政」、「學習環境」、「師生關係」、「課

程教材」。 

以商業行銷觀點來看，縣立高中附設進修學校應將所有可能影響學生

學習的資源，包括:行政支援、硬體設備、課程設計與教材選取、教師特

質、教師與學生互動關係等視為一種服務的提供；也就是說學校所提供的

產品服務，它是否能誘發顧客的消費動機、切合顧客的需求，是影響顧客

決策的重要因素，而消費者（學生）對其所提供的服務作何評價，在消費

後的反應如何，都是影響縣立高中附設進修學校永續經營的關鍵。學習滿

意度是衡量學習成效與辦學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 



本研究綜合前述，以背景變項、教師教學、課程內容、學習環境、行

政措施等五大層面來探討縣立高中附設進修學校學生的學習滿意度。 

 

叁、學習滿意度之影響因素 

一、教師教學方面 

Long (1983)認為：成人學生喜歡團體討論的學習方式；因為團體討

論可以建立學生與同學之間的積極態度，而且可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根據其能力、需求、喜好等，有個人的貢獻與參與決策機會。Jarvis（2002） 

認為在成人教育中講述法不被推崇，問答式教學 (Socratic teaching) 教

師引導學生有邏輯的提問及解答，也讓學生高度涉入教學歷程。Palmer & 

Verner (1959) 研究不同教學方式（演講、討論、混合），與學生滿意度

之關係，發現高滿意的學生較喜歡混合式教學法。 Check 研究三組不同

年齡學生（20-40 歲、41-60 歲、60 歲以上）對不同教學方式（講述法、

討論法、混合式）的偏好情形，發現高滿意度的學員喜歡混合式教學法（吳

婉如，1992）。 Mangano & Corrado（1979）也認為成人學生和傳統學生

一樣，希望教師尊重他們。他們也表示，教師越親近學生，有更多非正式

的師生互動，學生對教師將更滿意。 Knowles（1984） 認為成人教育教

師應扮演「學習促進者」(facilitator  of learning) 的角色。胡夢鯨

(2001) 認 為 成人教師專業角色包括：知識傳遞者 (knowledge 

delieverer)：傳遞適當的知識及經驗給學習者。團體領導者（group 

leader）：領導團體的討論及經驗分享，促進團體動力及發展。過程管理

者(processes manager)：成人教師要扮演過程設計及管理者，提供資源

給學習者。溝通協調者（Co-ordinator）：溝通協調幫助學生運用資源。

研究指導者（tutor）；成人學習具有高度自我導向學習，自我研究（self 

study）或獨立研究（independent study）常遭遇問題，教師應扮演導師

角色，指導解決問題。 



Pearce (1968) 認為從事成人教育的教師需具備七項條件：瞭解、變

通、忍耐、熟練、幽默、創造和準備。Hoffman (1963) 認為好的教師應

具備能待人如己、瞭解他人和問題、能評估學生成就、給學生忠告與鼓勵、

具有溫和慈祥特質 (鄧運林，1995) 

二、課程內容方面 

Lam & Wong（1974）的研究發現，說明學習的內容如符合學生的興趣

與需要，可提高學生學習滿意度。 

黃武雄對社區大學的設置企劃中（黃武雄，1999），除參考世界各國

類似機構之功能外，更針對台灣社會的特殊需要與特殊條件而研擬，而提

出學術課程、生活課程、社團課程三大類的課程規劃。 

黃政傑等人（1993）比較國內十三所成人教育推廣機構及國外十七種

成人教育規劃的模式後，歸納出一個成人教育課程規劃模式：分為計畫、

設計、發展、實施及評鑑等五大階段。 

縣立高中各校所排課程大致相似：每天排五節課，每節40分鐘，下午

6:20 上課，10:00放學，每節下課休息5分鐘。每周上課五天計25節。 

縣立高中大部份學校固定開 國文 4節、英語 4節、數學 4節；而歷

史 2節、地理 2節、化學 2節、物理2節則各校選擇部份科目開課；大部

份學校開課電腦 2節、社團 2節、體育 2節，數所學校選開日語 2節，其

他則有選開美術、藝術、生活法律等科目 1~2節。 

縣立鶯歌高職上課天數及總節數與高中相同，但課程內容卻有很大差

異，而廣告科與資訊科，課程內容也不同。以廣告科課程：國文 3節、英

語 2節、數學 2節、商業概論 2節、設計基礎 2節、設計繪畫 4節、色彩

學 2節、造形 2節、字學 1節、社會科學導論 1節、體育 1節、軍訓 1節、

團體活動 1節、班會 1節。資訊科課程：國文 3節、英語 2節、數學 2節、  

化學 2節、資訊實習  3節、電子學 2節、電子實習 3節、基本電學 2節、

機械大意 1節、社會科學導論 1節、體育 1節、軍訓 1節、團體活動 1節、



班會 1節。 

縣立高中課程以文化陶冶課程為主，縣立高職則偏重職業陶冶。 

三、學習環境方面 

Mangana & Corrado  (1979) 認為合宜的學習地點將有助於學生感到

滿意。他建議為提高學生學習之滿意度，應注意學習環境，包括舒適的空

間、乾淨而有秩序的場所、合適的設備、安寧的社區環境，以及良好的交

通。 

Wasinger（1974）強調學習環境，包括：交通方便、班級大小、合適

的設備、環境安寧、舒適等，對學生學習滿意度之重要性。 

Layon & Schwarty (1966)  認為視聽器材等可增強學員的興趣，以

提升學員學習滿意度。 

四、行政措施方面 

包含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教學服務、行政支援；例如學校實體設備、服

務提供者的能力、行政人員與學生間的互動等。 

五、背景變項方面 

學員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學員參與學習的滿意度會有影響，因此探討

個人變項對學習滿意度的影響是必要的，了解學員的個人背景變項將有助

於了解其參與成效及學習滿意度之影響（林麗惠，1997）。 

(一)學員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學員參與學習的滿意度會有影響，因此

探討個人變項對學習滿意度的影響是必要的，了解學員的個人背景變項將

有助於了解其參與成效及學習滿意度之影響（林麗惠，1997）。 Tittle & 

Denker（1977）認為女性在進修時，由於面臨不同的學習目標及家庭責任，

以至於比男性有較多的困難。Hendry（1983）的研究發現年齡愈大者，其

學習滿意度愈高。 Sturz（1971）認為30歲以上的學生感到較為滿意，是

因為成人能再參加學習，他們認為是一種榮譽，而非責任，而且因有強烈

的學習動機，所以30歲以上的學生較30歲以下的學生更滿意。劉信吾



（1987）的研究說明：30 歲以上的學生較30 歲以下的學生滿意，男性比

女性更感到學習的滿意。 

(二)學校變項：住家遠近花費不同交通時間，是否影響學習滿意度？

學校性質不同，就讀高中或高職進修學校，學生學習滿意度是否不同？學

校歷史不同是否影響學習滿意度？ 

 

肆、學習滿意度之理論模式 

一、需求層次理論（need hierarchy theory） 

Maslow（1972）認為人類的行為均由需求所引起，而需求又有高低層

次之分，它把人類的需求由低而高分成七個需求層次︰ 

1、 生理需求（physical needs） 

2、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 

3、 愛與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 

4、 尊重需求（esteem needs） 

5、 知的需求（needs to know） 

6、 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s） 

7、 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 

1-4為匱乏需求（eficit needs），5-7為成長需求（growth or being 

needs）或稱為後設需求（metaneeds）。人生需先滿足基本的匱乏需求，

才能追求更高層次成長需求。 

    Maslow 的理論應用於成人學習的領域，尤須良好教育環境的整體配

合，以營造各種具體有利的條件，使適切的學習活動能鼓舞成人自我引導

的內在驅力，踐履「生而有涯，學海無涯」的普世價值，使其熱愛所學並

貢獻所學的自我實現需要 (陳媛，集於郭為藩，2003)。 

Maslow 的需求理論固可說明個人有何需求，但其需求的特定順序，

並不能適用於每個人，而且個人可能在同一時間有一種以上之需求。故此



理論上無法用來概括及解釋學生學習之行為，亦不能正確預測或安排學習

情境，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滿意度。 

 

二、ERG 理論 

ERG 理論是Alderfer（1969） 根據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為藍本，

修訂加以修正濃縮為生存（existence needs）、歸屬（relatedness needs）

與成長（growth needs）等三個需求層次，構成著名的「ERG」理論： 

1.存在需求：指個人維持其生命的基本需求，包括生理、安全需求及物質

條件。這與Maslow 的生理需求相似。 

2.歸屬需求：指個人的社會互動關係及人際關係；認為人們想要維持重要

人際關係的慾望，藉著分享與他人間的情感和互相關懷得到滿足。這與

這與Maslow 的愛與尊嚴的需求相似。 

3.成長需求：指個人追求發展的慾望，藉由個人充分發揮潛能而得到滿足。 



 

REG 理論與Maslow 理論的不同之處，在於Maslow 認為人們的需求若

未滿足則會停留在該需求上，而REG 理論卻提出挫敗退化的觀念，認為高

層次需求遭遇挫折而無法滿足，個體會退而求其次去追求其他的滿足，即

加強滿足低層次需求，且同一時間內個體可以同時追求一種以上的需求，

並沒有層次之分（秦夢群，2001）。 

 

三、差異理論（discrepany theory） 

差異理論（亦稱「期望差異理論」）是Locke 於1969 年所倡導，其

基本假設在於個人對於工作滿意的程度乃是由「實際所得」與「預期所得」

間的差距來判斷，若差距越小，則感到滿意程度越高；反之則滿意程度越

低。 

 

自我實現需求 

自尊需求 

社會需求 

安全需求 

基本生理需求 

成長需求 

關連需求 

生存需求

圖2-1 Maslow與Alderfer之ERG理論的比較 

（資料來源：修改自秦夢群,2001） 

Maslow的需求層次理論 Alderfer 之 ERG理論 



四、投入-產出論（input-output theory） 

蓋浙生（1979）根據Samuel Bowles 提出「教育投入與產出群因互動

圖」。這是以教育經濟學為基礎的角度切入，對照投入─產出

(input-output)的理論。將教育或學校生產過程的投入因素與產出結果間

的關係設定為教育生產函數，此一生產函數主要是在探討各種影響學生學

習及成就的因素是什麼；在投入的因素中，包含學生的所花費時間、教師

的時間、及設備使用的時間及頻率均影響學生的學習及成就。其中影響學

校生產過程的投入因素可分為以下三大類： 

1、 學校環境：包括學校的環境、設備、師資素質等。 

2、 家庭背景：包括父母親的教育程度、職業、所得收入等。 

3、 學生因素：包括學生本身的學習動機、學習能力等。 

 

五、雙因子理論 

激勵-保健理論又稱二因素理論，是由心理學家 Herzberg, Mausner 

and Snyderman (1959) 所提出，並且在隨後予以擴充推廣(Herzberg, 

1966)。其對影響工作滿意的眾多因素研究時發現，影響工作滿意和不滿

意的因素並不一致。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稱為激勵因子，這些因素包含

工作本身、賞識、進步、成長的可能性、責任、成就感、認同感等。而會

造成工作不滿意的因素稱為保健因子，包括薪資、工作環境、地位、工作

保障、人際關係、政策與行政支援等。良好的激勵因子可導致員工的工作

滿意，而當此因子欠佳時，只會使員工無法獲得滿意的愉快經驗，並不會

導致不滿意，但當保健因子不良時，員工會感到不滿意，而當這些因子獲

得改善時，則只能消除不滿，並不會導致滿意。 

 



 

 

六、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此理論是由 Adams 於 1963 年所提出，又稱之為「社會比較理論」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或「交換理論」（exchange theory），

Adams 認為一個人工作之滿意與否，決定於「本人工作報酬與工作投入之

比率」與「他人工作報酬與工作投入之比率」的比較結果，如果兩個比率

傳統觀點 

不滿意 滿意 

Herzberg觀點 激勵因子 

滿足 無滿足

不滿足  沒有不滿足 

保健因子 

圖2-2   滿足與不滿足之觀點對照 

（資料來源：修改自王秉鈞,1995） 



相等，則認為是公平；反之，則認為不公平。其關係如圖 2-3 所示。 

 

圖2-3 公平理論比較關係 

（資料來源：修改自沈振華，1986） 

 

七、期望理論 (expectancy theory) 

Vroom (1967) 的期望理論：期望理論是以價值 (valuence)、期望

(expectancy) 和工具性 (instrumentality) 等三者關係的連結使個體

產生動機與行為以達成目標。對個人來說，每一種行為結果都有一價值，

而對不同的個人，價值就不同，這是個人對價值的需求和知覺不同所致。

價值是預期該目標對個體的重要性，而給予的評價。例如國三學生要升高

中、高職或五專的價值對每一學生都是不同的，期望則為預期達成該目標 

(近程目標)，的一些期望或可能性；例如國三學生努力用功，結果成績大

大進步。工具性是預期達成遠程目標的可能性；例如國三學生努力用功將

來可以出人頭地。 

 

八、需求評估理論 (need assessment) 

 Squarez (1985) 綜覽研讀 Kaufman (1972)等研究後，歸納整理已建

構完整的成人學習評估理論。  

(一) 需求的概念：包含三種意義 

 1.需求是一種「差距」 (discrepancy)  

此種概念認為需求是實際與目標不符合，亦即實際狀態與目標狀態間有

本人之報酬 

本人之投入 

他人之報酬 

他人之投入 
：＜ 不公平 不滿意 （一） 

（二） 
本人之報酬 

本人之投入 

本人之投入 

本人之報酬 

他人之報酬 

他人之報酬 

他人之投入 

他人之投入 

不公平 

公平 

不滿意 

滿意 

：＞ 

（三） ：
＝ 



差異存在。目標狀態一般包括個體的理想、規範、喜歡、期望與應該是什

麼感覺。因此必須先選擇或決定；再收集資料以決定現在狀態與目標狀態

間的關係；比較兩種狀態，發現其間差異，並確定需求為何以採取措施。 

2.需求即是希望 (want) 或喜好 (preference) 

是指個體所喜好或偏愛狀態，在確認需求時，並不需確定差異，依個

體所之需求而定，雖有些學者持反對態度，但在處理較育目標或政策方

面，大眾需求和專家對需求的意見時，此概念常被使用。 

3.需求就是不足 (deficit) 

是指個體所感興趣的的事項若有缺失或不足存在時就會受到傷害。

Scriven (1978) 延伸其意義為：需求是個體未能達到或是保持最低的滿

足水準之狀態。 

(二) 需求評估 (Need assessment) 

English 與 Kaufman (1975) 曾對於成人教育學所提供有關需求評估

作以下解釋： 

1.需求評估是界定課程發展所希望的終點或結果的過程。 

2.需求評估是決定課程是否需要革新的手段。 

3.需求評估是一種經驗的過程，用以界定教育的結果，以作為課程發

展與比較的規準。 

4.需求評估是一種邏輯問題解決的工具，可藉由許多的方法、手段來

達成課程發展。 

5.需求評估是用以減少現狀與需要或期望狀態間的差距的工具，並將

這種差距案其優先順序排列，並經由新的或者現有的課程來實施，

以符合學習者的需要。 

由以上所作的界定或說明，可以了解需求評估是一種過程，透過適當

的方法手段收集、分析資料，指出活動的價值與優點，提供有關活動及資

源的決定方向；當活動實施或調整時，需求評估可以引導活動方向。他是

一種繼續、循環的活動，過程不一定是直線的，評估活動的步驟可能會重

複，直到大眾共同需求被確認為止 (黃國榮，1996) 。 

 



伍、學習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與學習滿意有關的研究，無論是以工商企業界、政府公務體系或學校

組織成員為調查對象，數量均頗為豐碩，研究結果卻呈現差異；另一方面

學習滿意的高低並不是單一因素所能影響，而是諸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

結果。因此，在探討相關實徵性研究時，將著重在與本研究所涉及的成人

學習者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職業、工作年資及

家庭收入等與學習滿意關係之分析比較。 

一、性別 

有關性別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多數研究結果指出不同性別的成人學

習者，在學習滿意度方面並沒有明顯差異（Liu & Jung，1980；馬芳婷，

1988；林麗惠，1997；蕭安成，1997；陳靖治，1998；陳容芯，2000；韓

春屏，2000；李麗美，2002；魏銀河，2003）。 

不過也有部分研究結果指出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滿意度在性別變項中

有明顯的差異（Denker& Tittle，1977；Malin、Bray、Dougherty & Skinner，

1980；蔡明砡，1991；吳婉如，1992；陳國恩，1997；余嬪，1998）。有

些研究發現男性學員滿意度高於女性學員者（Denker& Tittle，1977；陳

國恩，1997；余嬪，1998；李嵩義，2002)；此外，也有研究結果顯示，

女性學員學習滿意度高於男性者（Malin、Bray、Dougherty & Skinner，

1980；蔡明砡，1991；吳婉如，1992）。 

綜上所述，性別對學習滿意度的影響在不同的研究中有不同的研究結

果，但大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在學習滿意度無顯著差異。因此，學習滿

意度之高低並非決定於性別本身，可能由不同的相關因素造成，有待進一

步研究。 

二、年齡 

有關年齡變項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大多數的研究指出年齡與學習滿

意度有顯著差異，年齡愈大者的滿意度比年齡較小者高（Knowles，1970；

Henry，1983；Hendary，1983；馬芳婷，1988；蔡明砡，1991；吳婉如，

1992；陳國恩，1997；余嬪，1998；陳靖治，1998；陳容芯，2000；韓春

屏，2000；魏銀河，2003；黃明玉，2004）。一般而言，年紀長者經驗較



為豐富，在學習滿意度方面來說，年長者因為覺得參與學習不再是一種責

任，因此較不會有壓力，同時結合學習和生活、工作經驗，其學習滿意度

也較高。 

但是在有關長青學員的研究中，卻發現相反的結果，年紀愈高學習滿

意度愈低。蔡明砡（1991）的研究發現不同年齡的長青學員在「人際關係」

及「社會適應」等層面的學習滿意度均有顯著性的差異。在「人際關係」

層面上年齡愈大其學習滿意度也愈高，但在「社會適應」層面的學習滿意

度，60-64 歲者顯著高於70-74 歲者。吳婉如（1992）的研究發現不同年

齡的長青學員在學習滿意度上有顯著性差異。在整體學習滿意度及「課程

教材」層面上，六十五歲以下學員顯著高於七十歲以上學員。 

另有少數研究指出年齡與學習滿意度沒有顯著關係（林麗惠，1997；

李麗美，2002）。例如：林麗惠（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職訓班學員的

學習滿意度，在年齡是沒有差異的。李麗美（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松

年大學學員學習滿意度，沒有年齡的差異。 

由上列研究發現可知，大多數的研究發現學習滿意度有年齡上的差

異；年齡與學習滿意度成正比關係，即年齡較大者學習滿意度比年齡較小

者滿意度高；但是在有關長青學員的學習研究，卻發現相反的結果，年紀

愈高者學習滿意度愈低，這可能是因為長青學員平均年齡已經偏高，這些

年長的學員，在體能及智能反應上，顯然比年紀較輕的長青學員要差，因

此才會有這種研究成果。 

三、教育程度 

有關教育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多數的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度與

學習滿意度有顯著差異。一般而言，學歷較低者比學歷高感到滿意，但也

有研究指出，學歷較高者比學歷低者感到滿意（Hendary，1983；馬芳婷，

1988；蔡明砡，1991；林麗惠，1997；陳國恩，1997；蕭安成，1997）。 

其中林麗惠（1997）研究職訓局420 位參訓學員的學習滿意度，結果

發現大學教育程度之學員較國小學歷或以下教育程度者的學習滿意度

高。陳國恩（1997）的研究發現空中大學學生的學習滿意度，在教育程度

方面高中職以下學歷者，顯著高於專科以上學歷者。 



但有部分的研究指出教育程度與學習滿意度沒有顯著關係（陳靖治，

1998；李基常，1998；陳容芯，2000；李麗美，2002）。例如陳靖治（1998）

及李基常（1998）的研究指出參加補校第二專長教育學員的學習滿意度在

教育程度上無顯著差異。陳容芯（2000）研究成人參與電腦第二專長教育

學習滿意度，發現不同教育程度的成人之間，無顯著差異。此外，在李麗

美 (2002)針對松年大學學員的研究發現，不同教育程度的學員在學習滿

意度上無顯著差異。 

不同的相關研究對於此一變項因研究對象及主題不一，導致看法差異

極大，有待進一步了解。但是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為縣立高中附設進修

學校就讀學生，其不論就讀高中部或國中部皆為接續原中斷的教育學程，

意即，倘原只有小學學歷，就只能就讀國中部，欲讀高中部，則需具備國

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故成人學習者彼此間教育程度較接近。在本研究

中所研究對象雖皆具備國中學歷，日間部或國中補校畢業。而畢業時間長

短在其接續高中學程時，中間間隔時間是否會造成學習困難，影響學習滿

意度高低與否，將是本變項探討重點。 

四、婚姻狀況 

有關婚姻狀況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大多數研究指出不同關婚姻狀況

的成人學習者在學習滿意度方面會有顯著差異，且已婚者學習滿意度比未

婚者高（馬芳婷，1988；林麗惠，1997；余嬪，1998；陳靖治，1998；陳

容芯，2000；黃明玉，2004）。例如，林麗惠（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

已婚的學員因已成家，各方面較安定 ，因此其學習滿意度較未婚者為高。

陳容芯（2000）研究成人參與電腦第二專長教育學習滿意度發現已婚者在

此層面的滿意度高於未婚者。 

不過也有研究者持反對看法，認為婚姻狀況與學習滿意度並沒有顯著

的關係（吳婉如，1992；李麗美，2002）。例如，吳婉如（1992）的研究

發現不同婚姻狀況的1307 位長青學苑學員，其學習滿意度並沒有顯著差

異。李麗美（2002）的研究發現全國616 位五十五歲以上不同婚姻狀況學

員，在整體學習滿意度，沒有顯著差異。 

多數研究顯示，不同婚姻狀況的成人學習者，在學習滿意度方面有顯



著差異，已婚學員的學習滿意度顯著高於未婚者。 

五、職業 

職業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有些研究指出不同職業的成人學習者在學

習滿意度方面會有顯著差異。有家庭主婦滿意度比有職業、在學、或無職

業者高者（馬芳婷，1988；吳婉如，1992），也有些研究指出，農漁牧業

者比公務員高者（余嬪，1998，陳靖治，1998；李麗美，2002）。例如，

馬芳婷（1988）的研究指出文化中心、社教館等社教機構短期研習班的學

員在職業方面，家庭主婦較有職業、在學及無職業者滿意。余嬪等（1998）

的研究發現二年制技術系在職進修班不同職業類別的學生，學習滿意度達

顯著差異水準，且公務人員的學習滿意度顯著大於商業人員。陳靖治

（1998）的研究發現學員參加補校第二專長教育的學習滿意度就職業而

言，公務員組的滿意度顯著高於其他各組。李麗美（2002）的研究發現松

年大學學員從事農漁牧業者，比公務員有較高的學習滿意度。 

不過也有研究者認為職業與學習滿意度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如陳容芯

（2000）研究成人參與電腦第二專長教育學習滿意度，發現不同職業的成

人之間，無顯著差異。鄧欣怡（2000）的研究發現，不同職業的義工其學

習滿意度無顯著差異。 

在此一背景變項，並無相對多數的研究者研究結果一致，眾說紛紜，

值得進一步探究。 

六、工作年資 

有關工作年資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多數研究指出不同工作經驗的成

人學習者在學習滿意度方面會有顯著差異。在工作年資上，學習滿意度有

隨工作年資增加，而滿意度亦隨之提高（余嬪，1998；陳靖治，1998；陳

容芯，2000）。例如，余嬪等（1998）的研究發現，二年制技術系在職進

修班的學生學習滿意度在工作年資方面，「十一年以上」與「5-10 年」

兩組的學習滿意度顯著大於「1-4年者」。陳靖治（1998） 的研究發現工

作經驗，在「二十一年以上」一組工作年資之學員，其學習滿意度顯著高

於其他各組。陳容芯（2000）研究成人參與電腦第二專長教育學習滿意度，

發現不同工作經驗成人之間，有顯著差異，並有隨工作經驗增加而提高的



趨勢，尤其以工作經驗十六年以上者滿意度最高。 

不過也有研究者認為工作經驗與學習滿意度並沒有顯的關係（黃佑

安，1992；林麗惠，1997）。例如，黃佑安（1992）的研究結果指出：不

同年資學員對成效及滿意度不會產生顯著差異，林麗惠（1997）的研究結

果指出：學員的學習滿意度不因其年資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七、家庭收入 

在探討影響成人參與進修動機和持續學習的主要原因時，發現影響成

人繼續參與進修能力的因素，包括工作和家庭的負擔問題、有限時間和經

濟能力問題等（Joseph，1980；Martindale，1986）。 

國內成教學者黃富順（2002）認為社區大學在學分費的收取上，宜依

實際開支訂定合理的收費標準。社區大學既然明為社區民眾的大學，收費

標準亦儘量降低，才能吸引更多社區的民眾參與學習。例如台中市社區大

學開辦第一年為培養民眾通識能力，採免費措施，結果吸引大批民眾參

加。可見免費或低費用是影響民眾參與的要素之一。 

較少文獻探討到家庭收入與學習滿意度間的關係，但是研究結果卻發

現家庭收入或經濟狀況卻是影響學習意願的重要條件，此一條件進而影響

學習滿意度，此研究結果也呼應文獻探討中有關需求理論層次的順序，因

此本研究亦將此一變項納入探討。 

至於學生就讀年級、上學交通時間、就讀學校性質、學校歷史亦列入自變

項，希望了解是否影響學習滿意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