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

變項與學生學習滿意度現況間之關係，整理出可能影響縣立高中職附設進

修學校學生學習滿意度的重要因素，以作為提昇其學習滿意度的建議。其

中，學生背景變項包括了性別、年齡、就讀年級、教育程度、婚姻狀況、

職業、工作年資、家庭收入、上學交通時間；學校背景變項包括學校性質

及學校歷史等十一類自變項；依變項學習滿意度則根據文獻探討由四個層

面組成，分別是「教師教學」、「課程內容」、「學習環境」及「行政服務」。

本研究以「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學習滿意度調查問卷」為工

具，研究對象以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高中部學生為研究對象，受

試學校共十所，受試者有1429人，回收有效問卷1200份。研究建方法採

用量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法，所得資料經描述性統計、信度分析、獨立樣

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參酌問卷中開放性問題學生的回應，綜合

分析結果與相關文獻進而做出研究結論，以供教育行政機關、高中職進修

學校、任課教師及未來從事相關研究之研究者參考。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本節係將文獻探討及本研究問卷調查統計資料分析之綜合結果加以敘

述。茲將主要研究發現，歸納以下說明： 

一、背景資料 

(一)學生性別女性約佔 74%，女性明顯多於男性。 

(二)四十歲以上學生約佔 81%，顯示學生年齡偏高；但 20~30 歲約佔 17%，

比率也很高，一般高中職均提供年輕學生就讀，為何會有這麼多年



輕學生不就讀一般高中職而願意就讀提供成人教育的進修學校，值

得探討。 

(三)教育程度國中補校畢業約佔 70%，符合縣政府原意照顧失學民眾，完

成進修高中職學歷的機會。 

(四)上學交通時間花費 30分鐘內者約佔 81%，多數就近就學。 

     

二、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學習滿意度現況 

(一)整體現況 

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於「教師教學」、「課程內容」、「學習環境」

及「行政服務」等學習滿意度構面的均值皆大於 3.5，整體學習滿意度平均

3.75，故整體而言，學生學習滿意度尚屬滿意。 

(二)各層面現況 

1.教師教學層面：在此構面中，由統計結果可發現「教師的口語清楚，教學

重點掌握」、「師生互動模式」、「教師的教學態度被同學接受的程度」、「教

師個人教學的魅力」等項目學生對教師在授課上的能力給予肯定的回

應；然而「教師對同學反應回應的適當性」、「教師使用視聽媒體能力」

及「教師了解學員的需要」較低。                                    

2.課程內容層面：由結果可知，此部分題項於整體排序上在前 15項中只有

1項「課程有助於促進自我學習」。而最後 15項中則佔了 9 項，「課程規

劃與地方特色結合程度」、「課程內容幫助工作效率增進的程度」、「課程

安排與個人需求相符合」及「課程內容幫助社區發展與進步」屬於滿意

程度較低者。 

3.學習環境層面：「班上同學相互關懷情形」、「班上同學相處融洽情形」、「上

課時間安排適當」及「教室照明足夠」等項學生較滿意。然對「班級桌

椅的安排適當」及「廁所使用方便與清潔」等的滿意度較低。 

4.行政服務層面：「註冊手續的方便性」、「提供停車服務」、「行政服務品質



與態度」、學生對學校行政人員的服務感到滿意。然學生認為「提供課外

學習活動諮詢」及「圖書館開放的時間」的服務滿意度較低。 

 

三、學習滿意度分析 

1. 性別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學生的學習滿意度不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 

2. 年齡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年齡變數對學習滿意度有顯

著影響。由本研究的結果可以得知，較年輕的學生在「教師教學」、「課

程內容」、「學習環境」及「行政服務」4個層面的學習滿意度上皆低

於年紀較長的學生。 

3. 就讀年級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教師教學」、

「課程內容」層面沒有顯著差異。但在「行政服務」及「學習環境」層

面高二學生滿意度低於高一及高三學生。若由均值來看，高二學生不論

是在那一個層面上，皆是滿意度最低的族群。 

4. 教育程度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畢業於國中補校的學生

學習滿意度高於畢業於國中日間部的學生；然而「學習的間隔時間」長

短在學習滿意度上並無造成顯著的影響。 

5. 婚姻狀況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曾有或現有婚姻關係的

學生與未婚學生在各滿意度構面上皆有顯著差異，即「曾有或現有婚姻

關係」的學生會高於「未婚」的學生。 

6. 職業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職業對於學習滿意度的影響

在總檢定上顯著，但在兩兩組別的比對中，存在顯著的差異，即「家管」

的學生在「行政服務」層面會高於「工」的學生。 

7. 工作年資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工作年資對學習滿意度

有部分影響。工作年資「6~15年」的學生，其於「教師教學」及「課程

內容」的學習滿意度皆顯著低於工作年資「16年以上」的學生，但在「行

政服務」及「學習環境」兩層面卻無差異。 



8. 家庭收入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總收入對學習滿意

度沒有影響。家庭總收入或經濟狀況可能會影響到學習意願，也可能會

影響到學習滿意度，因此列入研究變項。但結果家庭總收入並未影響到

學習滿意度。 

9. 上學交通時間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上學交通時間的不

同並不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滿意度。 

10. 學校性質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性質的差異會影響

到學生的學習滿意度。就讀於高中的學生在此 4個滿意度構面上皆高於

就讀於高職的學生。 

11. 學校歷史與學習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學校歷史的長短並未影

響學生的學習滿意度。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知，不同背景變項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經獨立樣

本 t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在年齡、年級、婚姻狀況、教育程度、

職業、工作年資及學校性質等 7個背景變項的部分層面中達顯著差異；但

在性別、家庭總收入及上學交通時間、學校歷史等 4個背景變項中均未達

顯著差異。 

 

四、開放問卷回應意見 

填開放問卷的學生對第一題「除了上述的項目外，您最滿意什麼？（請

寫出）」的回應。大部份認為有機會再回學校讀書就心滿意足，也可補償以

前失學的遺憾；因此對學校辦學及教師教學多所肯定。 第二題除了上述的

項目外，您最不滿意什麼（請寫出）。第三題您認為學校如何提供更好服務

或須改善的地方﹝請寫出﹞。學生對第二題及第三題的具體回應整理如下： 

(一)、教師教學層面 

1、學生反映有些老師上課講台語，部份學生聽不懂又不敢發問。班上有



些同學生問問題佔太多時間，老師沒掌握時間，影響大部份學生學習

權益。 

2、有些老師上課講話太小聲，部份年紀較長又重聽者聽不清楚上課內容。 

3、部份學生考試作弊，老師監考不夠嚴格，影響公平性。 

4、部份老師點名不夠確實。 

5、部份老師上課談政治，希望老師不要談政治，要專心教學。 

6、不要軍事化教育，希望老師善待學生。 

7、部份老師上課遲到，影響學生學習。 

8、教師不懂成人心理，教學輔導效果不佳。 

9、教學速度太快，有些學生跟不上進度，以致學習落後。 

10、有些老師上課有性別歧視。 

11、希望能暢通升大學管道，高中畢業有繼續就讀大學機會。、 

 

(二)課程內容 

1、希望多些選修課程，讓學生有機會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 

2、記憶力差、學習較慢，希望課程有彈性。 

3、學生對課程需求差異大，有人希望多上國、英、數等升學準備的科目，

有人希望修較實務與生活相關科目，或職業技能科目。 

 

(三)學習環境 

1、許多學生強烈反映廁所髒亂又很臭，希望改善，提供良好學習環境。 

2、部份學生反映學校照明不足，路燈昏暗或壞掉沒維修，特別對年長

者構成安全威脅。 

3、部份學校教具借用不方便，降低教學品質。  

4、部份學校無障礙設施不足，身心障礙學生不方便又潛藏危險。 

5、希望減少班級人數，一班約四十人實在太擁擠。 



6、希望有專屬教室不要共用，進修學校教室通常與日間國中部共用，

造成不便，有時甚至引發糾紛，倍感困擾。 

7、課桌椅不適當，因教室共用，課桌椅也共用，並未為成人特別設計，

使用不方便。 

8、部份學校近山區，蚊蟲多，影響上課心情及健康。 

(四)行政服務 

1、圖書館開放時間不宜：大部份學校晚上不開放圖書舘，學生無法運用

圖書館借書或查閱資料 ，閱讀書報雜誌。 

2、部份學校無影印機服務，非常不方便。 

3、某校學生反映學生停車學校每月收費 1300 元，學生覺得太貴，希望

提供免費停車服務。 

4、部份學校飲水機甚少，提供飲水不足，有些抱怨。 

5、部份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想升學的同學相關資訊，輔導同學繼續升學。 

6、部份學校學生希望開放游泳池給學生使用。 

7、許多學生反映下班趕來上課很匆忙，通常第一節課是晚上六點半；十

點十分下課回家又太晚，希望縮短上課時間；晚點上課，早點下課，

只要學習有效果就好。 

8、某校某位教日語的老師編日語字典要求學生購買但上課很少使用，有

些學生抱怨。 

9、海山高中新莊國中分部及樹林高中新埔國中分部的學生希望有常設的

聯絡人員，提供更好的服務。 

11、部份學校學生反映學校辦太多活動、繳太多班費。 

12、某校學生反映專科教室七樓太高，又不能搭乘電梯，年長者上下樓

梯很辛苦，希望改善。 



 

第一節   結論 

 

本節係根據相關文獻、主要研究發現及開放問卷回應意見，作以下結論： 

一、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對於在校學習，整體而言尚屬滿意  

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對於教師教學、課程內容規劃、學習環境安

排及行政服務等學習滿意度構面的均值皆大於 3.5，整體學習滿意度平均

3.75，故整體而言，學生學習滿意度尚屬滿意。與前人研究學習滿意度結

果大致相符。 

 

二、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滿意度最高的層面為教師教學            

在此構面中，平均滿意度 3.80分，尤其對「教師的口語清楚，教學重

點掌握」及「師生互動模式」最感滿意：願意任教進修學校的老師，通常

會覺知學生學習動機、體諒成人學生上學辛苦，多數會認真教學並尊重學

生，保持良好互動。但學生對於「教師在瞭解學員需求」及「教師對學生

反應的回應」滿意度較低：此現象可能因老師教學趕進度，兼課教師下課

便離校，沒有充分足夠時間瞭解學生需求；而學生異質性高，生活經驗多

樣化，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師不一定能解決。而「教師使用視聽媒體能力」

也應加強：通常進修學校在夜間上課，多數專科教室不開放，老師也不願

因借用視聽媒體而須負保管責任，而較少使用視聽媒體，形成滿意度較低。 

 

三、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滿意度最低的層面為課程內容 

    在此構面中，平均滿意度 3.69分，最後 15項中則佔了 9 項，「課程內

容幫助工作效率增進的程度」、「課程安排與個人需求相符合」及「課程內

容幫助社區發展與進步」屬於滿意程度較低者。 



    各高中進修學校開設課程以國文、英語、數學、史地、理化等普通科

目為主，而高職也侷限某一職業類科，高中職個人選修機會很少，較難符

合個人需求，也不容易對工作有直接幫助，可能與社區脫節，不易幫助社

區發展，因此滿意度較低。 

 

四、學習環境層面有待改善 

在此構面中，平均滿意度 3.73分，為第三高分層面，「班上同學相

互關懷情形」、「班上同學相處融洽情形」等項學生較滿意：成人學生心

理較成熟，人際關係較圓融，相處融洽，且懂得關懷同學。 

然對「班級桌椅的安排適當」及「廁所使用方便與清潔」等的滿意度較低。

課桌椅與日間部共用並未為成人特別設計，使用較不方便。尤其「廁所使

用方便與清潔」名列最後一項，且許多學生在開放問卷強烈回應希望改善。 

 

五、行政服務層面仍有改善空間 

在此構面中，平均滿意度 3.77 分，為第二高分層面。「註冊手續的方便

性」、「提供停車服務」在 55題中排列第一、第二、「行政服務品質與態度」

也排第六，顯見學生對學校行政人員的服務感到滿意：學生註冊有些學校

委託銀行代收，有些在學校繳交，都很方便；大部份學校免費提供學生停

放汽車及機車，只有少數學校收費停車。「學雜費收取金額」、「提供課外

學習活動諮詢」及「圖書館開放的時間」，滿意度較低。 

依臺北縣高中、職進修學校─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實施要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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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是國中補校畢業，學雜費相對負擔

較重；圖書館通常無法配合夜間開放，因此滿意度較低。 

六、性別、家庭總收入、上學交通時間及學校歷史等 4個背景變項中均未



達顯著差異 

學生的學習滿意度不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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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總收入並未影響到學習滿意度，本來以為家庭收入或經濟狀況是

影響學習意願的重要條件，進而影響學習滿意度，但結果並無差異。 

上學交通時間的不同並不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滿意度。可能因為多數

學生就近就讀，交通花費較多時間的學生，有可能因學習動機或意志力支

持，滿意度不受影響。 

學校歷史即設校時間的長短並未影響學生的學習滿意度。 

七、年齡、年級、教育程度、婚姻狀況、職業、工作年資及學校性質等 7個

背景變項的部分層面中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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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年

紀較長的學生在 4個層面的學習滿意度上皆高於較年輕的學生。原因可能

是由於年齡較大者，多數珍惜學習機會，要求標準較低，容意滿足；且多

數學生年齡層偏高，老師教學進度、課程設計多針對年齡較大者。年輕族

群學生可能因要求標準較高，或希望學校學習成果馬上用在職場上，但理

想與落差大，相對較不滿意。因此年齡較大者的滿意度比年齡較小者高。 

就讀年級不同在「行政服務」及「學習環境」層面高二學生滿意度低

於高一及高三學生。 

教育程度方面：畢業於國中補校的學生學習滿意度高於畢業於國中日間

部的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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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間隔時間」長短在學習滿意度上並

無造成顯著的影響。可能因畢業於國中補校的學生已經習慣進修學校的生

活，故較滿意。而畢業於國中日間部的學生較不習慣進修學校的生活，或



期望較高不易達到，故滿意度較低。 

婚姻狀況方面：曾有或現有婚姻關係的學生與未婚學生在各滿意度構

面上皆有顯著差異，即「曾有或現有婚姻關係」的學生會高於「未婚」的

學生。呼應多數研究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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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與學習滿意度有部分影響：經由兩兩交叉比對得到，家管與工兩

類別達顯著差異，呼應多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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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年資對學習滿意度有部分影響：工作年資「6~15年」的學生，其

於「教師教學」及「課程內容」的學習滿意度皆顯著低於工作年資「16年

以上」的學生；但在「行政服務」及「學習環境」兩層面卻無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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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性質的差異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滿意度：就讀於高中的學生在此 4

個滿意度構面上皆高於就讀於高職的學生。有可能因為學生較喜歡高中普

通課程或文化陶冶課程，而高職課程限開廣告及資訊科可能無法滿足所有

學生需求。 



第三節  建議 

 

由研究結果得知，整體程度上，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的學習滿意

度達中高程度；然由各個滿意度構面而言，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在各方面

仍有進步的空間。以下為本研究的建議： 

一、對政府的建議 

  (一) 寬列預算，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教學環境、延聘優良師資 

      進修學校都屬附設性質，沒有專置人員可以負責，教師多為兼任，

學生需諮商、輔導或升學無法得到協助。政府應投入更多資源，提供進修

學校更好學習環境。 

  (二) 結合成人教育中心，辦理成人教育師資訓練或研習，增進進修學校

教師「成人教育」知能，提昇教學效能。 

(三) 協調高等教育機構開辦大學學位或學分班，輔導高中職附設進修學

校畢業學生繼續進修管道。 

  (四) 偏遠地區增設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方便民眾就讀。   

 

二、對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的建議 

  (一)提升師資素質，重視成人教師專業能力的培育 

由於成人學習的特性有別於兒童及青少年，因此教學者者應具備了解

成人學習特性及心理的相關知識，才能因應成人學習者的需求。目前高中

職附設進修學校教師多為兼任教師，部分並未具有成人學習及心理的相關

專業知識及成人教學及評鑑技能，因此，學校應重視培養成人教師專業能

力，加強對成人學習者相關知識的充實，以及適合成人的教學技能的培

養，以協助成人學生的學習。 

 (二)、課程內容多元化、彈性，以提供學習者更多的選擇機會-兼顧學科、



文化陶冶與職業技能 

整體而言，課程內容在針對學員需求發展上，或是與社區事務整合上

仍有進步空間。成人學習者與一般學子的不同在於，成人學習者因年輕失

學，希望重拾學生生活的補償心理，因此希望學習國、英、數等基礎學科，

也希望提昇生活品質，對文化陶冶科目有所需求。而成人學習特質往往皆

希望所學能夠馬上應用於職場或生活當中，因此，課程內容必須兼顧，瞭

解學生需求進而調整課程內容。社團生活體驗也不可缺。學校亦可針對年

齡層的不同而提供不同的課程內容。「課程安排與個人需求相符合」及「課

程內容幫助社區發展與進步」屬於滿意程度較低者，顯示課程內容仍有進

步的空間，比如說更為多元或跟當地特色加以配合，且在激發個人能力及

配合個人需求上亦有進步的空間。 

由研究結果中得知，年齡高、已婚的成人學習者較年輕、未婚者擁有

較高的學習成就滿意度，可見年輕及未婚者在課程學習成就上較不滿足，

而進修學校的課程不夠多元與彈性，無法符合這些族群的需求。因此進修

學校應該評估及了解成人各年齡層的學習需求，提供多樣化及彈性的課

程，進而在課程設計上作良好的規劃及因應，以供學習者最大的選擇機會。 

(三) 改善學習環境 

成人喜歡在無壓力、安全、友善的學習氣氛下學習，故如何了解成人

學習的特性，規劃符合成人學習需求的課程及教學方法，並營造成人良好

的學習環境，以提高成人學習的動機及成效提升，學校在學習情境的安排

上要注意營造出民主開放的氣氛、舒適溫馨、具有支持性、友善、親和、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的環境，使課程設計及學習環境更符合學習者需求，促

進學習者學習的愉悅及滿足感，以增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研究結果學生

對「班級桌椅的安排適當」及「廁所使用方便與清潔」等的滿意度較低。

而開放問題回應為許多學生強烈反映廁所髒亂又很臭，希望改善，廁所應

打掃乾淨且配合年紀較長的學生做出相關的輔助安全措施以使其能輕鬆



使用。因教室共用、課桌椅並未為成人特別設計，使用不方便。桌椅可否

依成人學需要重新採購合適的桌椅；學校無障礙設施不足，身心障礙學生

不方便又潛藏危險。學校應力求改善學習環境。 

 (四) 加強行政服務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認為「提供課外學習活動諮詢」及「圖書館開放的

時間」的服務滿意度較低。而開放問題回應：大部份學校許多學生強烈反

映晚上不開放圖書舘，學生無法運用圖書館借書或查閱資料 ，閱讀書報

雜誌。學校應積極研究配合進修學校學生作息開放圖書舘，改進館員服務

品質、改善館內閱讀環境以配合成人學習者採購適合成人學生閱讀優良書

刊以滿足學生需求。另部份學校未提供影印服務或飲用水提供不足也應研

究改善。 

 

三、對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老師的建議 

 (一)教師應建立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夥伴關係，創造友善、安全、支持

的學習環境 

適時鼓勵學生，給予成人應有的尊重及關心；師生間應培養互動互助

的友伴關係，並強調合作、平等的關係，以助於塑造積極和諧的班級氣氛，

進而提高成人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效果。建立開放、自由的對話與分享機

制，營造親和的學習氣氛及人際互動。教學的重點在於學生間互動，並鼓

勵學生參與；而成人需要在有被他人接受和安全的環境中學習，才能發揮

最大的學習效果。因此，成人教師教學時若能採取尊重的態度，提供成人

自由發言、分享自己經驗的機會，並重視成員間的相互討論，適時給予回

饋及鼓勵，營造安全、和諧、無壓力的學習氣氛，增進成人的學習興趣及

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於教師在反應回應學生問題及瞭解學員」滿

意度較低，顯示教師需更了解學生。開放問卷有些學生反映教師不懂成人

心理，教學輔導效果不佳。不要軍事化教育，希望老師善待學生。有些老



師上課有性別歧視。表示教師仍須努力營造更好的學習氣氛。 

(二)教師應採取適當的教學法，設計多樣化的教材內容                      

教師應有成人教育的基本知能，瞭解成人學習者的需求，運用合適的

教學方法及技巧，提昇學生學習成效。並適時使用視聽媒體教學，強化學

習效果。且學生個別差異大，教師要關心每位學生的學習進度適時個別指

導。 

課程內容設計會影響成人學習，因此教材內容的設計與規劃是相當重

要的。而成人學習者具有豐富的經驗與知識，因此為了提升成人學習的信

心及學習效果，教師應以成人既有的知識與經驗為基礎，再與其他相關的

概念或例子相結合，規劃更多元的課程內容，以增加成人學習的速度及成

效。此外，為了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教師在教材內容上，一方面應設計

及規劃多樣的教材內容及多元的學習活動，一方面應配合成人既有的經

驗，將其舊有經驗及知識融入教材，以增強成人學習的興趣。教師應自我

充實、積極參與進修相關成人教學的在職訓練或研習課程，了解有關成人

心理與課程教材等知識。開放問卷有些學生反映有些老師上課講台語部份

學生聽不懂又不敢發問；班上有些學生問問題佔太多時間，老師沒掌握時

間，影響大部份學生學習權益；有些老師上課講話太小聲，部份年紀較長

又重聽者聽不清楚上課內容；部份老師上課遲到，影響學生學習；教學速

度太快，有些學生跟不上進度，以致學習落後。表示教師教學及課程設計

仍待努力，使進修學校教育達理想境界。 



 四、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基於研究上之限制，故有許多不盡理想之處，有待進一步的研

究：茲分別就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變項方面，提出對未來研究之建

議。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1、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台北縣立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高中部全學生

為研究對象，受試學校共十所，受試者有 1429 人。只限於台北縣，

未來各縣市若有辦理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可再進一步做研究。 

2、本研究係針對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沒有性別上

的區隔，然而本研究發女性約佔 74%，參與成人學習活動的女性比

例明顯多於男性，然而，涉入公共事務領域的卻又以男性居多；建

議未來研究者可針對不同性別，特別是男性參與進修情況進一步做

研究。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自陳式的問卷調查法，由於亦受到受訪者防衛反應，及其他 

因素干擾，所以不易掌控受訪者的真實反應。而以統計方法處理，只能說

明一般情況，而較難對研究問題做更深入的探討，而且本研究未對非研究

變項加以控制。因此，所得結論無法做因果關係的推論。建議日後在做類

似研究時，除了採量化的方法之外，宜再佐以訪談或觀察等質的研究。 

(三)、就研究變項而言 

1、本研究變項：本研究發現學生的學習滿意度，只有部份受背景變項

影響，僅在年齡、年級、婚姻狀況、職業、教育程度及工作年資及

學校性質等 7個背景變項的部分層面中達顯著差異；性別、家庭總收

入及上學交通時間、學校歷史等 4個背景變項中均未達顯著差異。可

見本研究所探討的背景變項與學習滿意度的關係無法全部涵蓋，足

見尚有其他的相關因素，應作進一步的探討，才能了解。 



2、就學習滿意度而言，成人學習者與一般學生不同，影響其學習滿意

度之因素應有所差異，目前滿意度方面的研究多集中成人的生活滿

意、工作滿意，對學習滿意的研究則較少。因此建議就影響成人學

習者的學習滿意度的變項加以研究：如心理特質、學習型態、班級

氣氛、收費情形、行政政策等。 

  3、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校性質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在文獻探討中比較

縣立高中課程以國文、英語、數學等文化陶冶為主，縣立高職注重

職業課程，課程差異是否影響學習滿意度，可再做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