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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之
拉力因素分析

秦梦群  林信志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化时代来临，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首要方向，而最明显的表

现就是加强国际交流。[1]在此背景下，台湾高等教育发展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截至 2012学年度，台湾的大学校院入学录取率创下近三年最高纪录 94.4%，但仍有 17
所大学的 46个系招不满学生，缺额共 217名，比上一年的 59人增加 158人。[2]与此

同时，近年台湾的出生人口数呈现逐渐下滑趋势。2012年，6—21岁学龄人口为 447.3
万人，占总人口比率为 19.2%；预计 10年后，学龄人口将减少 111.9万人，占总人口
比率降为 14.2%；而到了 20年后，学龄人口将再减少 23.3万人，占总人口比率继续降
为 13.3%，并且以大学学龄人口减少 11.7万人为最多。[3]

面对高等教育入学录取率的上升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少大专院校面临招生不

足的压力，尤其 20年后更见其严重性，因而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纷纷赞成开放大陆学生
赴台就学的政策，以纾缓台湾因少子化造成的招生不足，可以说向大陆学生开放赴台

就读的机会已成为私立技专校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对招生不足问题的寄托方针，

政府也希望能藉此减缓台湾高等教育机构的关校危机。[4][5]

有关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相关教育政策发展可追溯到 1987年 11月台湾放宽大陆
海外杰出专业人士的来台限制，间接促成日后教育交流之可能性。1993年台湾则进一
步开放大陆专业人士和学生，以文化教育交流的目的赴台访问，正式促成大陆学生赴

台交流，此时人数已超过数万人。[6]

台湾与大陆毗邻而居，且文化、生活习惯与语言较无隔阂，因此若能透过学子们

在教育层面上的互动交流，或可对两岸关系之和平发展有着极为正向的帮助，故而大

陆学生赴台就学已成为目前产官学界都重视并关切的议题之一。[7]而为了响应各大学

对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学的殷切期待，台湾“立法院”于 2010年 8月 19日完成“大
陆学生三法”修正法案的二读及三读程序，即台湾地区针对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读、

承认大陆学历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与《专科学校法》修正草案。台湾“教

育部”也随即于 2010年 9月 8日公告《大陆地区学生来台就学及停留办法》草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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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于当年年底前由各大学提报相应“招生计划”，送“教育部”审核通过者始得招收

大陆学生。[8]台湾“行政院”则在 2011至 2014年开始推动扩大招收海外学生行动计划，
订定《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并成立“大学校院招收大陆地区

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统筹招收大陆学生，[9] 并于 2011年正式对大陆开放招生。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在当今全球高等教育迈入国际化的背景下，招收留学生已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

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中国大陆则从 2000年开始逐渐崛起为全球主要留学生生源地之一，
[10] 为各国所重视。近年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数量急剧上升。从 1978到 2012年，总计送
出 264.47万留学生，其中超过 90%是自费留学生。2007到 2011年，中国大陆留学人
数连续 4年增长比例均超过 20%，2012年出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 39.96万，比上年增长
17.65%，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继续稳坐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地的宝座。[11]

然而，2012至 2013年中国大陆自费留学市场中，前往美、英、澳、加这 4个国
家的人数占了大陆留学生总数的 75%以上，另有 7%选择赴香港求学。 [12]相比之下，

台湾虽然挟带地理优越因素却无法成为中国大陆学生重要的留学选择，这一问题值得

探讨。其原因是否是台湾的高等教育对大陆学生的吸引力仍显不足呢？

而台湾技职院校面向大陆学生的招生情况更是不尽理想，原本预期技职校院能以

务实致用特色吸引大陆学生报考，但事实上结果并不如预期，加之大陆学生往往误认

为台湾技职校院不属于大学本科，使这类学校的招生情况更是不理想。[13]此现况从这

两年的招生榜单分析即可得知，2011学年度台湾“教育部”核定计划招收大陆学生学
士班名额 1,488名，实际录取 1,015名，其中一般大学录取 770人（占 75.9%），科技
校院录取 245人（占 24.1%）[14]，而 2012学年度“教育部”核定计划招收大陆学生学
士班名额 1,566名，实际录取 999名，其中一般大学录取 819人（占 81.9%），科技校
院录取 180人（占 18.1%）[15]。从数据看来，整体核定计划招生名额增加，而整体实

际录取人数在下降。其中，一般大学实际录取人数有所增加，而科技校院录取人数有

所下降。

大陆学生是台湾海外生源的主要来源，而近年台湾科技校院招收大陆学生的情况

不尽理想。学界对于大陆学生在台湾就学之相关研究也相当稀少。有鉴于此，本研究

将聚焦于探讨台湾科技校院吸引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因素有哪些？他们的学习满意度

如何？未来是否有意愿继续在台就读科技校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供相关建议，以

供台湾的科技校院参考。

二、文献探讨

（一）国际学生流动之推拉理论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探讨国际学生流动问题的理论中，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使用得最为广泛。不少学者以此分析国际学生选择留学国家的原因，[16][17]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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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分为留学目的地吸引留学生的拉力因素以及留学生生源地促使其学生留学海

外的推力因素。[18]

在探讨相关国际学生的推拉因素研究中，奈多（Naidoo）依据相关理论提出三大
类型的影响因素：第一是基于人力资本与教育、消费者行为、移民、跨文化等文献的“社

会文化因素”，包含与留学国的同种程度、学术声望、潜在移民机会、文化相近、邻

近地理等；第二是基于学生需求研究、正统需求理论的“经济因素”，包含学费、汇率、

生活成本等；第三是基于相互依存理论、世界系统理论、发展理论的“政治因素”，

包含外交政策、教育援助。[19]

马扎罗尔（Mazzarol）与苏塔（Soutar）归纳出影响国际学生选择留学的六个因素，
包括：东道国在国际学生国家的知名度与信息，亲朋好友等人的建议介绍，含学费、

生活、交通等的花费问题，含天候与生活氛围等的环境因素，地理位置邻近与否，社

会连结网络，即亲朋好友曾经或现在居住于当地。[20]阿特巴赫（Altbach）则认为影响
国际学生的推力因素包括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相关专业领域不足、本国硕博士就学机会

不足、社会与政治因素；而其拉力因素则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声望、容易的入学机会、

对美国等先进国家生活的向往、想要移民或到美国等先进国家工作的考量。[21]

综上所述，影响国际学生留学之相关因素大致可归类为社会文化、经济、亲朋好

友建议、环境与地理位置等因素，以及包含专业学术性、声望等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关

因素。

（二）吸引大陆留学生的因素研究

从国际学生的推拉理论出发，本研究在探讨大陆学生赴台湾就读科技校院的相关

因素上，应当分别从大陆地区所形塑的推力因素以及台湾科技校院具有的拉力因素两

方面来探讨。但是考虑到本研究侧重于探讨台湾科技校院吸引大陆学生就读的相关因

素，因此本研究仅就拉力因素进行探讨。

而在探讨吸引大陆留学生的因素研究方面，马扎罗尔（Mazzarol）和苏塔（Soutar）
以 698位中国大陆学生为样本分析影响留学选择的各因素之重要性。其结果显示影响
大陆学生决定留学海外的因素依重要性排序为“更了解西方国家”“海外课程比国内

好”“国内升学困难”“有移民倾向”以及“国内无开设个人要学习的课程”；就东

道国的因素而言，依序是“东道国学历被采认”“东道国信息易得性高”“东道国教

育质量”以及“东道国的学术能力”；就亲朋好友的因素而言，依序是“学校声望”“父

母或亲戚的推荐”和“留学代办机构的推荐”；就留学费用因素而言，依序是“工作

机会”“低生活开销”“低学费”“低交通费”“入学资格申请通过”；就环境因素

而言，依序是“舒适天候”“安静的学习环境”“拥有国际学生的比例”“低种族隔阂”“治

安环境良好”“国立学校”“令人向往的生活”；就社会网络与地理位置邻近而言，

依序是“亲朋好友在此就学”“亲朋好友在此居住”“地理位置邻近”。[22]刘扬、孔

繁盛与钟宇平的研究则得出，在高等教育升学信息来源中，只有学校信息、媒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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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信息和网络信息等四类，对学生留学专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海外文化生活

对选择留学专业均无显著影响。

经济因素一直是大陆学生留学意愿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高的学生更

可能选择科学类专业，而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更可能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这说明家庭

收入高的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可能受经济因素的限制较少，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受此限制

较多，足见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除了是大陆高中生高等教育入学选择的主要因素，亦是

海外留学的影响因素。[24][25]然而，刘扬、孔繁盛与钟宇平的研究在控制了大陆高中生

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等因素后，发现留学预期收益、预期海外就业前景等经济因素对

高中生的部分留学专业之间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而且一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显

著影响了学生的部分专业选择。[26]

在大陆留学生赴台就学的相关研究中，巫淑华指出大陆学生留学他国的动机主要

包括仰慕先进国家的国力及国威、想从顶尖大学学习先进的知识及技术、提供优渥奖

学金而使其没有经济压力以及获得本国大学无法培养的某些专业能力。[27]

江怡慧以 2010学年度上学期从厦门到台湾某校进行游学的 22名大陆学生为研究
对象，利用层级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获得大陆学生赴台修课考虑
因素的五个目标构面，其重要性排序依序为：情感因素（包含亲友在台工作或就学、

亲友与师长推荐、个人想赴台游学）、经济因素（包含学费、生活费、奖学金、住宿

费用）、学校因素（包含名声、师资、课程、宣传）、文化因素（包含语言、饮食与

文字相近）、台湾因素（包含学习不同知识、认识台湾学生、体验台湾上课、想赴台

湾观光）。[28]

黄英忠、杜佩兰与简瑞荣访谈大陆学生资料中指出，生活背景、文化、习惯，是

响赴台就学意愿的因素，这些是养成人格特质的主要因素，部分大陆学生表示家庭经

济状况以及学分核算等问题仍是左右赴台就学意愿的因素之一；另外个人因素方面，

则包含个人生涯规划与人格特质，而生涯规划中影响赴台就学意愿，以是否能学习到

真正适合自己的课程为次重要之原因，仅次于赴台就学意愿；而研究结论指出赴台就

学除了因本身想要获得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接触不同的社会文化之外，主动积极

地学习适合自己的课程培养将来的谋职能力也是主要因素之一。[29]

张宝蓉、王华与邹莎以福建、广东和浙江 3,138位大学生与高中生为调查对象，
从数据分析中发现：第一，受调查者中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到台湾的大

学就读的比例为 51.3%；第二，“台湾离家较近”“入学竞争比大陆小”“社会治安好”
及“对外语要求不高”等是提升这些学生赴台就学意愿的主要原因，“台湾高校自身实力”

则没有明显影响学生的选择；第三，本科生赴台就学的意愿要高于高中生，女性受访

者的赴台就学意愿显著高于男性受访者；第四，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受访者在赴台就学

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来自省会的受访者意愿显著高于来自其他行政级别地区的

受访者；第五，不同家庭收入的受访者赴台就学的意愿无显著差异，父母亲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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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显著影响；第六，透过对当前台湾“三限六不”等招收大陆学生政策的分析发现，

“只招收 6省市户籍的学生”“限制承认大陆学历的高校数”“大陆学生就学时入学
考试不予加分”等造成赴台就学意愿显著降低。[30]

从上述研究来看，影响大陆学生选择台湾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可分类为个人动机

因素、经济因素、亲朋好友与师长等人的推荐、社会文化因素、相关高教机构质量与

表现的学校因素，以及相关政策的政治因素。考虑到探讨政治因素对于台湾的科技校

院机构无法提供有效参考的结论与建议，故本研究将把台湾科技校院吸引大陆学生的

拉力因素限定在学校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他人建议以及个人因素范围内进行

讨论。

（三）大陆学生之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的相关研究

为了了解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学习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以及未来是否有

意愿继续在台就读科技校院，以下围绕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方面的文献进行

探讨。

所谓满意度系指个体欲望或需求实现时的一种心理感受，[31]即指个人对于某一对

象所抱持的态度，它象征了认知（信念或知识）、情感（感觉、感情或评价）及行为

倾向的复杂汇集，所以大学生在校的满意度可定义为大学生在经历一段学校生活后，

会在认知、情感或行为反应上产生对于学校生活经验包括人、事、物等各方面的主观

性评价之态度，当学生对学校组织的评价愈正面时，表示学生对学校的态度愈积极，

满意度愈高。[32] 所以学习满意度就是指学生的“期望水平”与“实际所得的结果”之

间相较差距所导致的个人接受程度，因此对于学生之学习需求应加以满足，并提供良

好之学习环境。这些将有利学生学习，达到教育之目的。因此大陆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将会受到就学期间的期望和实际知觉结果的影响。

就学习满意度所包含的面向而言，宾纳尔（Binner）归纳出学习满意度的层面包
括教师与教学、教材、技术、课程、教职员、支持服务及课外延伸等七个因素。[33]蔡

翠旭和林翠蓉等人则以教师教学、教学行政、学习效果、同学关系、生活辅导等五个

层面因素来探讨赴台就读大学之大陆学生的学习满意度。[34]

在探讨大陆学生未来继续就读意愿的研究方面，鲍威与张倩以北京大学学生为研

究对象，发现学生的个人特征、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高等教育机构教学环境、学生学

业参与、学业成绩、经济因素是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升学的影响因素。[35]李文瑜在

对 100位大陆交换学生的调查问卷分析中指出，再次赴台就读意愿跟台湾地区大专校
院学习与教学环境的相关变项均未达 0.05显著水平，相关系数分别是学生之学习态度
（0.025）、竞争力（0.104）、师资设备（0.147）、课程规划（0.149），可见影响大
陆学生再次赴台意愿之因可能是其他外在因素所影响。[36]然而要探讨其他外在影响因

素，目前研究大陆学生继续就读意愿的研究仍相当匮乏，因此未来针对大陆学生继续

在台就读意愿研究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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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因素会使大陆学生对赴台学习成果产生较高心理期望，但同时也可能会与实

际学习结果形成落差，进而影响大陆学生在台湾就学的学习满意度以及未来继续就读

之意愿。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和探讨甚少，因此本研究将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探索。

在关于大陆学生在台湾的学习满意度与其继续就读意愿之关系的研究中，蔡翠旭

和林翠蓉等人在研究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陆学生在台湾学习的学习满意度各构面

对重返就读意愿的回归分析都得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整体学习满意度对重返就

读意愿的系数为 0.418（p <0.001），解释变异量达 16.7%，说明大陆学生在台湾就读
的学习满意度应是影响其继续就读意愿的因素之一。[37]

综上，吸引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拉力因素会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期间的

学习满意度以及继续就读意愿有所影响，同时学习满意度也会对继续就读意愿产生影

响力，只是这三者之间的作用效力有待本研究的后续考证。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架构

依据研究目的以及文献探讨所得，本研究认为科技校院拉力因素（包含学校、经济、

社会文化、他人建议、个人等因素）会对大陆学生在科技校院的学习满意度以未来继

续就读意愿产生影响力，学习满意度又会对就读意愿形成影响作用，而且学习满意度

在拉力因素对继续就读意愿之影响过程中产生中介作用。此外，大陆学生的籍贯以及

来台就读之学院可能会对各个潜在变项产生差异，因此将之纳为背景变项之考虑，研

究架构如图 3-1所示。

图 3-1　研究架构

学习满意度

背景变项

籍贯、就读学院

社会文化

个人因素

经济因素学校因素

大陆赴台就读学生科技校院吸引力因素

他人建议

继续就读
意愿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 2012年就读科技校院大学部本科生的大陆学生为分析对象，而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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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包括科技大学、技术学院）校数共 43校，300位学士班
学生。由于部分学校的大陆学生不足 5人，所以此次调查只抽取大陆学生较多人数的
学校，共 18校，问卷发放 264份，回收 264份，回收率 100%。废卷（所有填答答案
都一样）共 11份，有效问卷 253份，有效率约 84.33%。并依所选取的变项题目，只
要有一题漏答者的样本则一律删除，最后进行分析样本共有 228位。根据样本数决定
公式计算 [38]，要达 0.05的显著水平，抽样样本至少需要 169位，因此本研究所采用
的最后分析样本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从学生的籍贯来看，样本学生主要来自于中国

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各省份所占比例分别为山东 0.9%、江苏 9.5%、上海 1.4%、浙江
32.7%、福建 34.6%、广东 19.4%、北京 0.5%、江西 0.9%；从学生就读的学院类群来
看，样本学生中文学类群 13.7%、法商管类群 37.4%、理工类群 18.3%、艺术传播类群
22.8%、其他类群 7.8%。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设计之量表有三：其一为调查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之“拉力因素量

表”，其二为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后的“学习满意度量表”，最后为测量大陆学生未来

继续就读的“继续就读意愿量表”。三者皆为李克特（Likert）4点量表，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3 =同意、4 =非常同意。为确认量表题目的适切性，使用 Cronbach’s α系
数进行信度分析，以探索式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来建立量表
的建构效度，采用主轴因素法萃取因素，配合 Promax法做斜交转轴，根据特征值大于
1选取因素。
在拉力因素量表方面，原初编制之题目为 23题，经因素分析后删除不适切的 2个

题目，最后采用之题目共 21题，以 EFA获得 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学校因素”“经
济因素”“社会文化”“他人建议”和“个人因素”，解释变异量百分比为 60.75%，
各问卷题项都归属于原定潜在变项的构念，显示建构效度颇佳。就信度而言，整个量

表的 α系数为 0.923，五个分量表的 α系数分别为 0.924、0.837、0.807、0.793与 0.769，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良好。在学习满意度量表方面，题目共计5题，恰好获得1个因素，
命名为“学习满意度”，解释变异量百分比为 56.94%，显示建构效度尚可。就信度而言，
α系数为 0.87，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良好。在继续就读意愿量表方面，题目共计 3题，
恰好获得 1个因素，命名为“继续就读意愿”，解释变异量百分比为 65.32%，显示建
构效度尚可。就信度而言，α系数为 0.850，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良好。

（四）研究模式

研究模式的自变项为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 5个拉力因素，包括学校因素、
经济因素、社会文化、他人建议和个人因素，中介变项为学习满意度，依变项为继续

就读意愿，5个拉力因素与学习满意度都会对继续就读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且拉力因
素透过学习满意度对继续就读意愿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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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抽样分配型态之限制，也适合小样本的分析，除了有效考验直接效果之外，也十

分适合考验中介变项的间接效果，乃至总效果之考验。[40]

四、研究分析与讨论

（一）资料概况

本研究调查大陆学生之拉力因素、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4-1，各个拉力因素的平均数介于 2.59—3.30之间，标准偏差介于 0.51—0.79之间，
显示大陆学生多会受到学校、经济、社会文化、他人建议、个人等拉力因素影响而选

择赴台就读科技校院，其中以社会文化（M＝ 3.30）最高，学校因素（M＝ 3.13）次
之，个人因素（M＝ 2.59）最低。学习满意度的平均数 3.12、标准偏差 0.47，表示就
读科技校院大陆学生的学习满意度而言，属于满意程度。继续就读意愿的平均数 2.84、
标准偏差 0.68，表示大陆学生未来继续就读科技校院的意愿尚可。

（五）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用 SPSS软件，了解籍贯、就读学院等组别之间是否存有差异，以单因
子多变量变异数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进行拉力因素之分
析，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分别分析学习满意度与继续
就读意愿。

而为了分析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拉力因素、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

愿变项间的关系，采用 AMOS软件的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行统计分析。在模式适配度考验方面，本研究从模式基本适配度（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体模式适配度（Overall Model Fit）、模式内在结构适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al Model）三个层面进行考验。[39]在整体模式的估计与考验方面，采用

严格验证策略（Strictly Confi rmatory Strategy）而不进行模式的修政，以验证理论模式
的正确性。最后，本研究再采用 Bootstrap来考验模式各变项间的效果。因为 Bootstrap

表 4-1　各潜在变项之描述性统计分析

潜在变项 题目数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拉力
因素

学校因素 10 3.13 0.51

经济因素 2 2.82 0.73

社会文化 3 3.30 0.53

他人建议 3 2.86 0.70

个人因素 3 2.59 0.79

学习满意度 5 3.12 0.47

继续就读意愿 3 2.84 0.68

n=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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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陆学生拉力因素、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之研究模式整体考验

1. 资料检核
在进行大陆学生拉力因素、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的研究模式适配度考验之

前，需先进行各观察变项的数据是否符合常态分配之考验，克莱恩（R.B. Kline）指出，
当偏态的绝对值小于 3.0，峰度的绝对值小于 10.0时，就可将之视为常态分配 [41]。而

本研究在以 SPSS进行各观察指标的偏态与峰度考验后得知，29个观察变项的偏态和
峰度皆符合标准。因此本研究各观察变项的数据均符合常态分配的假设，故将采最大

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进行参数估计。
为了解 29个观察指标之间的关系，接着进行各观察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显示 29个观察指针之间的相关系数达 0.001显著水平，相关系数介于 0.13—0.76之间，
表示各观察指标之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且观察指标之间的相关绝对值也没有太

接近 1，因此适合进行 SEM的模式适配度考验。
2. 模式适配度考验
对于模式基本适配度而言，以最大概似法进行模式参数估计，可得知观察指标

的测量误差（δ1—δ21、ε1—ε8）和内生潜在变项残余误差（ζ1、ζ2）都为正值，

且所有的误差变异数皆达 0.01或 0.001显著水平。潜在变项与观察指针之间的因素
负荷量，即标准化参数估计值（λx11—λy32）介于 0.53—0.92之间，观察指针的因
素负荷量都符合 0.50—0.95之间的标准；而估计参数的标准误介于 0.07—0.24之间，
也符合“不能有很大标准误“的标准。上述结果显示模式的基本适配度完全符合。

对于模式内在结构适配度而言，在个别观察指针的项目信度方面，29个观察指针的
个别项目信度介于 0.28—0.85之间，所有指标多高于 0.50以上的标准。在潜在变项
的组合信度方面，其值分别为 0.92、0.84、0.81、0.81、0.79、0.87、0.85，都高于 0.60
以上的标准。在潜在变项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分别为 0.55、0.72、0.59、0.60、0.56、
0.57、0.65，都高于 0.50以上的标准。因此可知，本研究模式的内在结构适配度属于
良好。

3. 模式各变项间效果
根据本研究模式的分析结果，将产生显著潜在变项之间的效果值整理如表 4-2所

示。就对大陆学生在台湾就读科技校院的学习满意度之影响而言，拉力因素只有学

校因素与个人因素会产生显著的直接效果。而学习满意度会对大陆学生未来继续就

读台湾科技校院的意愿产生显著直接效果。在拉力因素中，学校因素与个人因素会

对学习满意度产生显著的直接效果，同时还通过学习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继续就读

意愿产生间接显著影响，总效果分别 0.52与 0.49都达 0.01显著水平。其中，社会文
化虽然无法对继续就读意愿产生显著直接效果，但可通过学习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

继续就读意愿产生一定的显著间接效果，不过最后的总效果值 -0.14仍无法达到 0.05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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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讨论

本研究得证吸引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因素，包括有社会文化、学校因素、

他人建议、经济因素、个人因素，这与多数文献研究对大陆学生拉力因素的结果一致，

只是重要性顺序有所差异。[42][43][44][45][46]尤以本研究得证，经济因素并非其他研究所提

供的重要程度最为明显，其主要原因应是现在开放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多来自东南沿

海的富饶家庭，因此经济并不是吸引他们的主要拉力因素。另有可能其他研究采多用

交换学生及短期研修生为研究样本，而本研究乃以本科生为主，此说吸引短暂赴台就

学的交换学生与本科生而言，拉力因素的重要性有所区别。而以籍贯、就读学院进行

探讨各个拉力因素，以及对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的差别时，发现并不会产生影

响作用。

从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式考验中得证的拉力因素中，仅有学校因素、个人因素对大

陆学生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尤其学校因素最为重要。这一发现

呼应了多数研究在调查吸引大陆学生的相关因素时，多有提及包括学校声望、课程、设备

等的相关学校因素的影响，且大陆学生的响应常常以此因素的重要性为较高，[47][48][49]足见

其对大陆学生在台湾就学后的学习满意度和继续就学意愿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社会文化、学校因素对吸引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最具影响力
本研究发现，学校、经济、社会文化、他人建议、个人等五个拉力因素都是影响

表 4-2　假设模式潜在变项之间的标准化效果值

影响路径 直接效果 间接效果 总效果

学校因素 → 学习满意度 0.39* 0.39*
学校因素 → 继续就读意愿 0.37** 0.15** 0.52**
经济因素 → 学习满意度 -0.07 -0.07
经济因素 → 继续就读意愿 0.01 -0.03 -0.02
社会文化 → 学习满意度 0.20 0.20
社会文化 → 继续就读意愿 -0.22* 0.08* -0.14
他人建议 → 学习满意度 -0.10 -0.10
他人建议 → 继续就读意愿 0.00 -0.04 -0.04
个人因素 → 学习满意度 0.36* 0.36*
个人因素 → 继续就读意愿 0.35* 0.14* 0.49**
学习满意度 → 继续就读意愿 0.38** 0.38**

注：*p <0.005，**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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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生选择台湾科技校院的原因，其中以社会文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学校因素次

之。然而对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学意愿之后续效果来说，则学校因素的影响更加突

显出。

2. 大陆学生籍贯与所就读学院对各个拉力因素、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并无影响
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学生的出生籍贯以及就读学院，对大陆学生赴台的拉力因

素和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学习满意度及继续就读意愿都不会产生调节作用。也就是说

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学生所感受到赴台就读的拉力因素无分轩轾，在学习满意度

与继续就读意愿上亦无区别。

3. 学校因素、个人因素对大陆学生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具有影响效果
经由结构方程模式发现，五个拉力因素中仅有学校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大陆学生学

习满意度与继续及读意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效果，总体效果分别为 0.52与 0.36，
显示出小量的影响作用。而社会文化虽然对继续就读意愿亦会产生显著的直接与间接

影响力，但在总体效果考验上则无法达到显著，显示其影响作用仍显过低，无法在此

本研究中获得显著影响作用。

4. 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学习满意度对继续就读意愿具有直接影响与中介效果
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学习满意度对继续就读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即大陆学生所获

得的学习满意度越高，未来持续留在台湾科技校院就读的意愿越高。此外，拉力因素

中的学校因素和个人因素会通过学习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大陆学生继续就读意愿的产

生影响，足见重视大陆学生学习满意度之重要性。

（二）建议

1. 科技校院加强学校因素发展，重视大陆学生在校的学习满意度
学校因素不仅是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重要拉力因素，同时也是影响

他们学习满意度与继续就读意愿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个人因素也具有一定影响作用，

但部分个人因素其实与学校的相关作为有所关联，例如学校应当加强营销广告，以有

效吸引大陆学生的目光，并让他们更易了解台湾科技校院的发展与特色。科技校院应

当首先致力学校的相关发展，以提升对大陆学生的吸引力，包括提高国际化程度与教

育质量，其次应致力于丰富课程特色以及学习资源，强化学校的技术能力，组织高素

质的教师团队，并营造优良的学习环境等。

此外，学习满意度在影响继续就读意愿上也具有不可忽视之地位，不但具有直接

影响力，亦在学校因素与个人因素对继续就读意愿的影响上产生中介作用。因而加

强学校相关发展，不但可吸引大陆学生赴台就读，更可增加其学习满意度，以加强

大陆学生未来继续就读的意愿。正如蔡翠旭和林翠蓉等人的质性研究结果所言，台

湾的高等教育机构要继续推进国际化、引进优良师资、建立健全的大陆学生辅导机制，

在语言相通、机会成本较低的优势下，才有可以与国外一流大学竞争取得充沛的大

陆留学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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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南沿海地区大陆学生的招生策略和赴台就读的学习机制可具一致性
本研究得证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学生的籍贯与赴台就读之学院并不产生调节作用，

因此对于东南沿海各地区的招生策略上应可采取一致性作用，尤其在这一地区，赴台

就读的大陆学生并没有受到经济因素之限制。这对于目前台湾不开放大陆学生奖学金、

工读等政策的不利形势可说是一个转机，因此强化学校发展与声望，有效营销学校更

显重要。而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亦不因所选择学院而在拉力因素、学习满意度与继

续就读意愿产生差异，可见不需因为大陆学生所就读的学院有所差异而给予不同的学

习机制。

3. 深耕对大陆学生赴台就学的持续研究
受限于目前就读科技校院大陆学生的研究样本数较少，亦不能获得各梯次的大陆

学生意见等，所以可能造成部分拉力因素无法显著，此为本文之研究局限之一。建议

后续研究者能够持续追踪至少 2个学年的数据，以得到更进一步的结果。同时亦可加
强探讨影响大陆学生拉力的前置因素以及加强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科技校院的拉力因

素探讨。同时还可着重影响继续就读意愿的其他因素，以提供订定有效留住大陆学生

的相关策略。再则，虽然扩大招收大陆学生数量是目前台湾科技校院努力的方向，但

是如何有效留住大陆学生以及增加他们未来持续在台湾升学就读的可能性，亦是不容

忽视的议题。然而在此方面的研究仍是十分缺少，值得未来研究者持续投入研究。

注释：

[1] Rizvi, F., & Lingard, B.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Complexities and Contingencies[J]. Educational Theory, 

2000,50(4): 419-426.

[2] 联合新闻网 . 大学录取率 94.39% 三年最高 [EB/OL].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

ID=470106, 2013.

[3] 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 .2012年至2060年人口推计报告 [EB/OL]. http://www.cepd.gov.tw/

dn.aspx?uid=11723.

[4][6] 周祝瑛 , 杨景尧 . 国际交流中之“两岸化”议题 [C]. 2020 教育愿景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台北 : 台湾师范

大学 , 2012.

[5] 戴晓霞 , 莫家豪 , 谢安邦 . 高等教育市场化：台、港、中趋势之比较 [J]. 高等教育 ,2002.

[7][10][18][28][42][47] 江怡慧 . 以层级分析法探讨陆生来台游学之考虑因素 [J]. 东亚论坛 ,2010,470:75-89.

[8] 王振辉 . 评陆生来台及其争议 [J].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13, 2(1):29-31.

[9] 黄万传 . 开放陆生来台就学之省思 [J].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13,2(1):32-39.

[11][12] 中国教育在线 .2013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 [EB/OL].http://www.eol.cn/html/lx/baogao2013/page1.

shtml, 2013.

[13] 张鸿徳 . 技职校院招收陆生与外籍生面临之挑战及因应 [J].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2013, 2(1):27-28.

[14] 大学校院招收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 .2011 年招生录取数据 [EB/OL]. http://rusen.stust.edu.tw/

cpx/Data/2011-data.pdf,2012.

[15] 大学校院招收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 .2012 年招生录取数据 [EB/OL].http://rusen.stust.edu.tw/

cpx/Data/2012-data.pdf,2013.



大学（研究版） 2015 年第 1期     51

[16][44] Li, M. M. Cross-border Flows of Stud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Push-pull Factors and Motivation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Macau[J]. Higher Education, 2007,53(6):791-818.

[17][46] Yang, M. J. What Attracts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o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J]. Studies in 

Learning, Evalu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4(2):1-12.

[19] Naidoo, V. Research on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UK Universities: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7,6(3):287-307.

[20][22][45][49] Mazzarol, T., & Soutar, G. N. “Push-pull”Factors Infl 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tination 

Cho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002,16(2):82-90.

[21] Altbach, P. G. Higher Education Crosses Borders[J]. Change, 2004,36(2):18-24.

[23][25][26] 刘扬 ,孔繁盛 ,钟宇平 .中国大陆高中生海外留学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J].高等

教育研究 ,2009,30(4): 42-54.

[24] 黄勇 ,石峰 .基于家庭背景对民办高校学生择校的影响分析 [J].文史博览 ,2006,16:51-52.

[30] 张宝蓉 ,王华 ,邹莎 .大陆学生赴台湾高校就读意愿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Z].“高等教育交流与两

岸关系发展”学术研讨会，新北：淡江大学，2012.

[31] 张春兴 .张氏心理学辞典 [M].台市 :东华出版社 ,2012.

[32] 江民瑜 .影响大学生学校满意度相关因素之关系模式探讨：以台湾地区一般大学学生为例 [J].教育政

策论坛 ,2007,10(3)1-31.

[34][37][50] 蔡翠旭 ,林翠蓉 ,陈怡佩 ,程伊昉 .大陆学生在台湾生活适应与学习满意度之研究 [J].华人前

瞻研究 ,2012,8(2),15-42.

[33] Binner, P. M.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Televised Courses[J].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993,7(1):62-73.

[35] 鲍威 ,张倩 .招后我国研究生入学选择的实证研究 [J].复旦教育论坛 ,2009,7(5),5-11.

[36] 李文瑜 .大陆学生来台学习参与影响调查之研究 [D].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 ,2010.

[38] Krejcie, R. V., Morgan, D. W.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70,30(3):607-610.

[39] Bagozzi, R. P., & Yi, Y.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Journal of the Academic of 

Marketing Science, 1988,16(1):74-94.

[40] 李茂能 .图解 AMOS在学术研究之应用 [M].台北 :五南出版社 ,2009.

[41] Kline, R. B.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3rd ed.)[M].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2001.

[29][43] 黄英忠、杜佩兰与简瑞荣 .个人生涯规划与人格特质对陆生来台就学意愿的影响 [Z].第七届海峡

两岸组织行为与人才开发学术研讨会 ,北京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11.

[27][48] 巫淑华 .大学国际化与国际生及大陆生的招收 [J].台湾教育评论月刊 ,2011,2(1),23-26.

作者简介：秦梦群，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特聘教授

                  林信志，台湾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    纾

责任校对：饶燕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