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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參加校外實習是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其學習歷程極為重要的部份。一些文獻

顯示：學校、學生個人以及實習機構是實施餐旅系科學生校外實習成功的三大因

素。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他們參加校外實習的學習成效以及影響其學

習成效的因素。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係學習者對自己參加校外實習所獲致的主觀成

效，以 20個有關學習者個人的相關態度信念的題項進行測量。本研究以私立高職

餐飲管理科參加校外實習的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資料；樣

本來自臺灣地區 22所學校，問卷發放採用系統抽樣，總計獲得 291份有效問卷。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學生普遍認為於校外實習的學習效果包括：增進服務技能、

培養職業倫理與道德、培養決策與規劃能力以及增加職業的專業智能。進一步分

析則是發現：（1）受訪學生在不同的實習組織與實習單位對於培養決策與規劃能

力的學習成效顯著不同。（2）受訪學生對於三種不同的校外實習方式所獲得之學

習成效並無差異。（3）將受訪者根據實習前的餐飲工讀經驗加以分群，不同群組

的學生對於增進服務技能具有不同的學習成效。此外，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研

究限制，提出未來後續研究的方向與相關的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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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ship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as a component for educating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students at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he thre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students, educator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employ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ship programs. This study analyzed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f campus and the factors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 included a 20-item scale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ternships. It employed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 with a 

systematic sampling frame. In total, 291 usable responses were obtained from 22 

school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pon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ships, the 

trainings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ustomer-service skills, enhanc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morality, develop the abilities of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increas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s demonstrated 

different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among several student groups.  The factors 

including students’ part-timed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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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institutes contributed to the discrepancies. The research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t the end to conclude this study.  

 

Keywords: Off-campus internship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Manuscript: Apr, 29, 2011; Accepted: March, 12, 2012 



 

 

28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第四卷第三期 

 

壹、前言 

 高職餐旅教育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隨著近年來高職餐飲管理科就讀學生人數

與班級數以倍數成長：由 89學年度班級數 389班、人數 16,298人增加至 98學年

度班級數 902班、人數 43,538人（教育部統計處，2009），相關的議題值得教育從

事者更加關注。  

 高職餐旅教育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其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具有餐飲業內

場、外場及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實用技能，成為初級服務與技術人才，使其未來能

投入就業市場，或繼續升學以修習更高層級的專業知能（教育部職業學校餐旅群

科課程綱要，2010）。由於職業學校法第八條規定：職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

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因此，所有高職之課程均規劃了實習學分，

部分學校更規劃了校外實習課程，將產業界的經驗融入學校課程中，使學生得以

在進入職場之前獲取更多實用經驗。 

 歐美國家的餐旅觀光教育課程也是重視體驗學習與實習經驗（Cho, 2006; 

Goeldner & Ritchie, 2006; Kay & DeVeau, 2003） ；實習被視為獲得實際工作經驗

之重要途徑（Barrows & Bosselman, 1999）。儘管校外實習可以幫助學生獲得個人

技能（賴清國，2002；Lam & Ching, 2007），然而國內外皆有研究顯示：校外實習

影響未來就業的抉擇（周思穎，2006）以及職涯發展（Zopiatis, 2007; 巫佳靜，

2008）。由於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大多未滿 18 歲即投入實習場域中工作，倘若日

後未能投入職場或進入大學相關系所繼續升學，不啻為教育資源的浪費。因此，

學生離開教室轉換學習場域至校外實習後，其學習成效以及影響學生校外實習學

習成效的影響因素係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有關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的校外實習學習情形一直吸引研究者的關注，例

如：江珮瑜（2002）探討建教合作生之自我概念與實習機構社會適應的關係；李

峙欣（2002）則是調查學生對於性騷擾知覺、經驗及面對騷擾之處理方式。吳燕

治（2005）分析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學生，面對學校與職場之不同環境，加上其個

人因素，在工作角色行為、工作表現與工作滿意度三個職場工作適應向度的差異

情形。李青松、趙振維（2009）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西元 2000-2008 年之間研究主

題有關高中職餐飲管理科校外實習之國內博碩士論文與中文期刊，發現學生出現

的校外實習問題包括：人際適應、觀念認知、職場工作能力、實習工作態度、實

習衝突與實習機構問題等。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亦不乏探討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的校外實習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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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例如：賴清國（2001）以參加實習式及工讀式建教合作的學生，以及林

志成（2007）以參加非輪調式校外實習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然而學習滿意度並非

是衡量學習成效的唯一指標，加上二個研究其學習滿意度構面並不同；復因前者

完成調查的時間距今已逾 10年，當時的實習制度與現今的執行方式大不相同（有

輪調式、階梯式與三明治式）；後者專注於非輪調式校外實習，但因多數學校仍是

採用輪調式實習制度，參加非輪調式校外實習的學生僅佔極小比例，因此，根據

目前學生參與實習的情況，後續研究採用不同的評估指標探討高職餐飲管理科學

生的校外實習成效有其必要性。 

    Cho（2006）研究結果指出：教育單位、學生個人以及實習機構是實施餐旅系

科學生校外實習的三方利害關係人，也是影響校外實習成功的三大因素。事實上，

並非餐飲管理系科的實習受到教育單位、學生個人以及實習組織的影響，護理臨

床實習亦有相似的問題（李皎正、王延婉，1994），並呼籲護理教育者了解學生對

臨床實習的感受，讓學生表達他們對實習的看法與意見，以發現學生的學習問題。

然而，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們對實習學習成效的認知與感受大於建教合作單位

以及學校組織；而學生亦受此二者之影響。一些研究結果顯示：有些實習單位並

沒有認知學生應該在實習中獲得相關的技能（Huyton, 1991），有些實習單位則是

將學生當成短期勞力使用（Lam & Ching, 2007）；此外，校外實習若不能達到學生

的預期，則會降低其日後進入餐旅與觀光產業的意願，顯示執行校外實習的相關

作業不可不慎（Waryszak, 1999）。 

 上述這些文獻所指的教育組織以大學餐旅系所為主，學生亦大多就讀高年

級；而高職學生以未成年居多，完全脫離學校的保護進入實習場所，既要適應新

的情境、新的角色，本身除了面臨角色發展任務之外，還必須接受職業社會化的

考驗，實習單位與學校組織的因素對其可能更具影響性。尤其新聞媒體不時披露

高職建教生淪為不肖企業用以替代一般勞工的廉價勞力，薪資不合理、工時過長、

學非所用，建教生儼然成了「賤價生」（Career職場情報誌 2010年 10月號 414期，

2010）。時值媒體報導而揭露相關問題，更顯示高職學生的校外實習的相關議題確

實值得關切。 

 爰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臺灣地區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校外實習的學習成效， 

2. 探討影響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因素。 

在學術研究上，本研究期能增加相關研究主題的文獻，並根據實證研究結果以

及未竟之處，提出未來後續研究的方向與建議。此外，本研究亦提出相關的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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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作為學校規劃校外實習課程、教師教學與輔導學生參考之用。 

 

貳、文獻探討 

一、高職校外實習之意涵與實施方式 

    校外實習的基本教育精神無非是「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強調將教

室與課堂中所學到的理論應用到實際的工作場所。此與杜威的教育哲學理念相契

合：學習是人與環境不斷的互動，透過經驗的累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知識

具有實用性，學校安排學生進行校外實習，其實地經驗使學生能主動地由操作中

學習，由學習的歷程中，嘗試錯誤、頓悟學習以及由觀察中學習，以獲得經驗。

由心理學的學習理論觀之，行為學派認為：校外實習（學習）可視為刺激與反應

之間的聯結，在實際工作場所中所犯的錯誤即為刺激源，學生對於各種刺激有所

反應，因此不斷地加以練習成為制約習慣之後，即可達到學習效果。認知學派則

是主張：學習是具有目的的行為，行為的改變係由知覺所引起，強調知覺系統的

組織與重組的心理歷程，強調頓悟於學習的重要性。（本段文 

字係綜合康自立，1986；鍾瑞國，1996；江文雄，1999以及蕭錫錡，1999 

等著作而得）。 

 校外實習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習更具目標導向和活潑生動，使得學習不光只

是課堂知識，使技職課程與實際教學更能貼近職場實務，降低學生在學校學習之

技能與業界脫軌之情形。因此，藉由實習可統整校內所學之理論與職場實務經驗，

發揮務實致用的功能，提高學生的適應能力；同時，充分利用學校與業界設備資

源，以降低訓練成本，亦可使業界共同擔負教育責任，以培養出其所需的之人才

（劉正田、侯啟聘，1999；施溪泉，2000）。 

   高職學校與產業界係以建教合作進行校外實習，以使學生接受兼具學術與經歷

的職業教育。建教合作的實施方式頗多，包括：輪調式、階梯式、實習式、

工讀式、觀摩式、代工式、獎學金式與三明治式（李隆盛，2000；林灯松，

2001；徐恆鑑，2007）。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 97 學年度高職建教合作

成果彙編明訂三種實施方式：輪調式、階梯式以及三明治式。  

（一）輪調式：學生於高職就讀期間，三個月在校上課，三個月在建教合作單位

接受實地的技能訓練，定期實施輪調。在各種建教合作方式中，此一方式

最早被採行實施，迄今已超過 40年。 

（二）階梯式：此一方式的實施為學生在一年級學習基礎課程、二年級學習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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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三年級方才實施專職教育，以連結就業市場。學生通常在修業期間

的最後ㄧ年或半年完全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實習期間每學期返校三次，

每次上課兩天。 

（三）三明治式：舊三明治式實習方式為在校上課-實習-在校上課-實習，實習次

數為二次；新三明治式實習則是學生於高二下學期或高三上學期實施為期

一年或半年的校外實習，每二週返校上課一日或數日（每個學校實施方式

略有不同），但實習次數皆只有一次。 

    目前國內私立高職餐飲管理科規劃校外實習課程大多採用輪調式以及階梯式

建教合作方式；而公立高職校系則是利用暑假或課餘時間安排校外見習，未納入

其正式課程。 

二、學習成效的衡量  

    張春興、林清山（1989）指出：教學是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一種活動歷程，

學習成效是教師衡量學生活動歷程的學習成果。因此，學習成效的衡量可以了解

教學活動是否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而學習成效的衡量根據教學目標可在認知

（Cognitive domain）、情意（Affective domain）與心理動作（Psychomotor domain）

三方面進行評量；在認知方面指的是知識與智慧能力，情意方面指的是習慣、態

度、興趣、欣賞與適應能力，心理動作方面主要包括技能、技藝與體能（Gronlund 

& Linn, 1990; 張春興，1999）。Piccoli, Ahmad 及 Ives等人（2001）則是認為學習

成效是學習者於教學結束後，在認知、情意及技能上的改變。 

    至於學習成效的評估，洪明洲（1999）認為具體的學習效果應包括客觀的學

習效果（測驗成績、完成進度時間、學期分數等）與主觀的學習收穫（學習滿足、

成就、偏好等）。而學習成效的評估指標頗多，包含：學習滿意度、學習績效、學

習自我評估、學習成就、課堂評估、參與程度、自我效能、學習興趣及學習經驗

等，可瞭解學習目標是否達成（汪瑞芝、廖玲珠，2008）。雖然學習成效的衡量指

標頗多，但徐新逸、郭盈芝（2006）亦指出：學習成效不容易清楚界定。而陳年

興、謝盛文、陳怡如（2006）亦認為僅以學習者的學習成績作為學生學習成效的

衡量可能有失偏頗，學生的學習知覺應加以重視。 

 另有學者以學習成果（Students’ outcomes） 評估教學策略的成效（Chang & 

Mao, 1999; Chang, 2002），而評估方式則是包含學生的學習成就（Students’  

achievement） 與學習態度（Students’ attitudes）；前者由學習成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測量學生對學科知識的了解程度，後者則藉由相關的態度量表（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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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衡量學生的學習態度。Peterson 與 Swing（1982）的研究結果顯示：如

果排除能力的考量，學生自身對於課程單元整體的知覺情形與其學習成就呈現正

相關。學習成果的評估與前述學習成效的評估相較：學習成就與學生的認知有關，

學習態度則是與其情意有關。 

 上述這些學習成效（或成果）的衡量方式，亦應用於國內一些汽車修護實習

與住院醫師的訓練評估學習者其學習成效的研究，例如：高職學生使用教學網站

對於機車學專業課程的學習成效（張勝茂、張炳暉，2009），以及不同教學策略對

於高職汽車科學生修習實習課程的學習成效（陳長振、朱耀明、陳長慶，2006），

均採用學科學習成就測驗以及學習態度作為衡量的依據。而對於住院醫師在畢業

後接受一般醫學訓練的學習成效係採用學習自我評量的「學習護照」以及衡量學

習者之認知與期待的相關問卷作為衡量工具（洪淵庭等人，2007）。 

 三、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評估 

    國內外有關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研究之中，採用的衡量指標不一，包括：學

習滿意度（例如：賴清國，2002；郭德賓，2006；林志成，2007）、滿意度（林宥

萱，2004；周思穎，2006；Lam & Ching, 2007; 巫佳靜，2008）、工作表現與工作

滿意度（吳淑禎、吳武忠，2006）、工作績效（Lee, Jiao & Yeh, 2006）；多數學者以

採用學習滿意度居多。 

   Tough（1979） 將學習滿意度定義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得到的感覺或態度；

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度表示滿意，不高興的感覺或消極的態度則表示不滿意。

換言之，學習滿意度即為學生對參加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度，而這種感覺或態度

反映了學生對其需求獲得滿足或目標達到的程度。過去文獻顯示一些學者以學生

的課程學習經驗作為評估教學品質的工具，並且將學生評鑑的回饋作為品質保證

的機制（例如：Wilson, Lizzo & Ramsden, 1997）。事實上，由於進行調查可獲得有

效、可靠與可供比較的資料，一些高等教育機構以學生的學習滿意度（Learning 

satisfaction）做為全面品質管理（TQM）的指標（例如：Aldridge & Rowley, 1998）。

Becket & Brookes （2005）認為衡量學生的學習滿意度是一種教育品質內部評鑑的

形式，由學生的學習經驗調查（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衡量就讀系所的整體滿

意度，包括：課程設計、教學品質、學習成果、評量學生方式以及教學設備資源

等項目。因此，瞭解學生的經驗與學習滿意度可改善與提高教學品質。 

然而，餐旅科系學生其學習滿意度與校外實習學習滿意度二者並不相同。前者以

整體學習經驗為範圍，並多以課程與教材、師資與教學、學習成果、環境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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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職涯規劃作為主要評估構面，例如：柯淑屏（2003）在調查桃園地區的高職

餐飲科學生的學習滿意度時，將滿意度構面分為：師資與教學、教學設備、課程

安排、生涯規劃、和學習成果等五個項目。 

 而校外實習則是屬於課程之一，其學習滿意度的評估構面則較無定論。以數

篇文獻為例：賴清國（2002）則是以人際關係、學習成就、行政措施以及訓練課

程分析高職學生在校外實習課程的滿意度。郭德賓（2006）以整體滿意度、提升

專業技能與增加就業機會作為餐旅科系大專學生衡量校外實習學生滿意度的評量

指標。林志成（2007）針對參加非輪調式實習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以行政與輔

導、實習效益、實習品質、專業技能與職業倫理五個構面評估其校外實習學習滿

意度。 

    上述餐飲科系學生校外實習的研究，與汽車修護實習（張勝茂、張炳暉，2009；

陳長振、朱耀明、陳長慶，2006）與評估住院醫師的訓練成效（洪淵庭等人，2007）

相較，前者大多以學生知覺或態度為基礎的滿意度指標評估學生校外實習的學習

情形，後者則採用學科學習成就測驗以及學習態度作為衡量的依據。由於餐飲科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的評量（以大學院校為例），通常由實習單位與實習指導教師共

同評量（蔡欣蓓、林宜玄，2009），其比重不一。實習單位主管針對實習學生的出

勤、專業表現、工作成果以及工作態度加以評量；實習指導教師評量的依據包括：

學生於實習期間的紀錄（或日誌、週記）、實習指導教師在學生實習期間的定期訪

視情形，以及學生的實習期末報告。因此，各校與系科之間對於校外實習成績的

評量並未有統一的評量項目與標準；此外，學生的成績資料涉及當事人的隱私權，

大樣本數量與跨校的樣本更使得相關資料不易收集與獲得。在進行學習成效衡量

時，較少採用學生的校外實習成績作為衡量的依據。有研究顯示：在無法取得學

習者相關的成績的情況下，針對具有企業員工身份的學習者，則是以個人的態度

信念衡量其線上學習成效（余泰魁，2007）。 

 雖然 Hawkins 與Weiss（2004）認為評估學生在實習活動中的表現在執行上具

有困難性，亦有研究者認為除了實習生成效之滿意度之外，實際工作應用程度以

及工作技能進步程度可做為評估校外實習效益的方向（鍾郁玲，2006），以這些觀

點發展相關的評估項目衡量校外實習的學習成效不失為一個有效的作法，例如：

學生的學習成果自然地反映在工作績效上，Lee 等諸位學者（2006）以工作績效

評估校外實習制度成效。Beggs, Ross 及 Goodwin等人（2008）發現：旅遊與觀光

系學生由校外實習能夠發展工作技能、加強操作技術、增進問題解決能力、發展

人際關係，以及獲得技能訓練等。在賴清國（2001）的研究中，高職餐飲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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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為參與建教合作校外實習的主要收穫包括：學到課堂以外的知識及技術、

交到朋友增進人際關係以及提早體驗工作環境等。曹勝雄，容繼業，劉麗雲（2000）

認為專科學生對於校外實習實施效益的認知包括：實習效益、實習品質、認同感、

就業能力以及工作能力；並指出：餐旅系專科學生透過校外實習可學得實用的工

作技能、人際關係技巧，養成獨立的精神，增進社會經驗以及有助其生涯規劃。

劉修祥（2000）發現實習除了能讓二專日間部觀光科應屆畢業學生增加實務工作

經驗，在觀念、人際關係與工作技能上都有所助益。林佩怡（1999）的調查結果

亦顯示：二專餐飲管理科學生認為校外實習的收穫包括：增進專業知能、擴展人

際關係及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等。由上述文獻可知，對於學生透過校外實習可以

增進工作技能與技術，加強專業知識，以及培養人際關係，研究者具有一致性的

看法。 

 綜觀學習滿意度其衡量構面適合做為教育機構內部評估對學生的服務品質之

用（因此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設備）；這些構面並非針對單一課程。實習滿意度用

以評估實習成效則是包括了實習成果之外的其他構面（例如：行政與輔導）。有鑑

於其他學科領域的實習成效多以學習成就測驗與學習態度加以衡量，但因餐飲管

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的成績的評量並未有統一的評量項目與標準，本研究乃以學

生對於校外實習的學習態度衡量其學習成效。 

四、影響學生校外實習成效的因素 

    有關影響學生校外實習成效的因素，Cho（2006） 指出：教育單位、學生個

人以及實習組織是構成實習制度的三方利害關係人，也是影響校外實習成功的三

大因素。而國內亦有類似的研究結果，例如：郭德賓（2004）認為校外實習涉及

學校、學生與業界的互動，三者之間存在某些觀念矛盾與利益衝突：對學校與學

生而言，校外實習屬於教學課程的一部分，其角度為教育與學習，以學習經驗的

心態進行；但對實習單位而言，校外實習屬於人力運用的方式之一，以營運管理

的角度以及降低成本的心態進行。朱永蕙、鍾政偉、陳正宏（2004）則是發現參

與產學教育合作計畫的各方人員（合作單位的部門主管、學校教師、在校學生、

畢業學生），對於計畫的相關認知與實施效益評估皆有顯著差異，而且相關認知對

於實施效益評估有顯著相關。雖然張健豪（2000）歸納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認

為影響建教合作實施成效的主要因素分為：學生本身、周遭環境、師資教學、建

教合作單位、學校等五項，但仍不脫教育單位、實習單位與學生的範疇。而實證

研究果亦顯示：在教育單位、實習單位與學生個人特性對於校外實習學習滿意度



 

 

何昶鴛 、王雅玲                      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探討  35 

 

有所影響。 

（一）實習單位對校外實習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郭德賓（2004）發現：在技職教育實務課程大專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因實習單

位（包括：實習單位地點）不同而有所差異。徐達光等人（2004）認為不僅個人、

家庭及學校因素會影響學生校外實習的價值觀，實習單位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

素。郭德賓（2006）發現實施三明治教學之餐飲類科技專校院校外實習的學生滿

意度受到實習單位的影響。鄧之卿（2006）研究結果發現：大學餐旅系學生在不

同的機構實習造成其整體滿意度的差異。吳淑禎、吳武忠（2006）則是發現針對

觀光產業的實習生對工作滿意的感受與實習機構相關，包括：實習單位提供訓練、

主管重視與教導、工作環境及人際支持等；而不滿意的因素則以與主管的互動為

最多。周思穎（2006）的調查發現：業界提供之工作內容與實習安排的實習滿意

度對已完成實習的餐旅相關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未來從事餐旅業意願的影響效果

最大，其次是領導與管理風格；顯示實習單位對校外實習成效所造成的影響。Lam 

與 Ching（2007）則是發現實習單位影響香港餐旅科系大學生實習滿意度的三個

因素分別為：單位主管的管理方式、團隊合作精神、實習生對實習內容的參與度

以及學習到領導管理的技巧。徐恆鑑（2007）發現某科技大學完成三明治教學實

習的大四學生在不同的實習單位其實習評價與實習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這

些文獻顯示實習單位對於大學生的校外實習學習滿意度、滿意度或工作滿意度有

所影響。雖然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並不盡然相同，大學生與高職學生的認知感

受也不盡然相同，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假說 1：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在不同服務屬性的機構進行校外實習，其學習成

效有所不同 

假說 2：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在不同的組織部門進行校外實習，其學習成效有

所不同 

（二）學生個人特性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國內一些文獻顯示：學生個人特性影響餐飲管理科系學生的學習滿意度。林

佩怡（1999）發現二專餐飲管理科學生其學習滿意度因性別與入學前工作經驗有

顯著差異。柯淑屏（2003）在調查桃園地區的高職餐飲科學生的學習滿意度時，

發現學生之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入學方式、證照、工作經驗、父母教育程度等）

影響其滿意度構面的差異。郭德賓（2004）其研究顯示：學生對技職教育實務課

程的學習滿意度因其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學制、餐飲相關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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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前之餐飲相關工作經驗，以及擁有餐飲相關證照）不同而有所差異。鄧之卿

（2006）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餐旅相關工讀經驗對於學習滿意度的認知呈現了

顯著的差異；有餐旅工讀經驗的學生對於餐旅科系的學習經驗有較正面的評價。

上述文獻均提到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學生就讀前或參與實習前的工作經驗對於學

習滿意度具有影響性。 

    至於學生個人特性影響高職餐飲管理系科學生的實習滿意度方面，賴清國

（2002）發現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其校外實習滿意度在不同性別上並無顯著性差

異。巫佳靜（2008）則是發現臺北市高職餐飲管理科校外實習生其實習滿意度與

認同度因性別、學業與學業成績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學生的性別是否對於實

習滿意度具有影響似乎無一致性的意見；但其學業成績對實習滿意度卻有所影響。 

    歸納上述文獻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假說 3：不同性別的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有所不同 

假說 4：不同在校學業成績的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有所不

同 

假說 5：實習前具有不同的工作經驗的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其校外實習學習成

效有所不同 

（三）實習方式 

 以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黃怡君（2001）以國際觀光旅

館業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校外實習制度之中，參與三明治式之實習生工作表現表

現較佳，尤以新三明治式者最好。賴清國（2002）發現：不同的建教合作模式（實

習式及工讀式）對學生的建教合作整體學習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巫佳靜

（2008）則是發現實習模式（實習式、階梯式、工讀式）對學生之校外實習滿意

度與認同度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雖然上述文獻對於校外實習制度對於實習滿意度具有影響似乎無一致性的定

論，本研究認為不同的校外實習制度可視為不同的教學策略，因此提出下列假說： 

假說 6：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以不同的實習方式進行校外實習，其學習成效有

所不同 

 

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收集所需的資料。問卷內容包括二部份：第一部分為 20個

有關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題項；本研究採用以李克特四點衡量尺度（Likert 4-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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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衡量這些題項，偶數尺度可避免受訪者有模糊或立場中立的答案。第二部

份係詢問受訪者之個人資料，包括：性別、前 5 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參加實習

的企業、實習部門，以及參加實習前是否具有工作經驗問題。 

 有關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操作型定義係指學習者對自己參加校外實習所獲致

的主觀成效，捨棄以學期成績做為指標的衡量方式，以學習者個人的態度信念進

行測量。由於國內外並無相關的衡量工具，本研究歸納賴清國（2002）、王哲祥

（2005）、Lee 等人（2006）、Klooster、Wijk 與 Rekom 等人（2008）、Beggs 等

人（2008）以及巫佳靜（2008）等研究者之研究成果，據以發展為高職餐飲管理

科學生自我評估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相關題項。題項包括：專業技能的運用、可

增進溝通能力、增進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壓力的管理能

力、臨場應變能力、可增加實務經驗、對學習有幫助等，共計 20題（詳見表 2）。

題項以 Likert 4 點尺度衡量，4 種尺度分別：「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

「不同意」；「3」表示「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4 點衡量尺度的設計在於

強迫受訪者對於相關題項的陳述內容具有明確的選擇或回應，無法以中立或模糊

的答案隱藏內心的想法。 

    這些題項的內容除了測量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在實習場域的工作應用程度以

及工作技能進步程度，亦呼應高級職業學校法第一條的規定，其教育與訓練尚涵

蓋其他目標，包括：增進職業道德、陶冶公民道德以及啟發創業精神。雖然研究

工具為本研究自編的題項，係參考相關文獻所得，具有內容效度。問卷設計完成

之後，本研究選取研究者之一所服務的私立高職餐飲科高三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進

行預試；根據前測結果修正題項之用字遣詞後，將問卷定稿。 

 依據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008年的資料顯示：辦理高職餐飲管理科校外

實習課程的學校共計輪調式 28所、階梯式 2 所以及三明治式 3所，合計 2070 名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本研究於上述 33 所學校之中，剔除實習學生人數低於 50 名

者，共計挑選輪調式 20所、階梯式 1所以及三明治式 1所進行抽樣。在與上述所

選取的學校實習主任或餐飲管理科科主任電話聯繫發放問卷事宜並獲得首肯之

後，將問卷郵寄至各校，由各校主任協助問卷調查的進行。本研究的問卷發放方

式係以系統抽樣為藍本；抽樣數目約為母體總數 1/5：針對前述學校參加校外實習

的高三學生，每一所學校抽取學號最後一個數字為「5」及「0」的學生作為樣本

（例如：9626005，9626010，9626015，….等）；因此各校的樣本數視其高三學生

人數而定。本研究預定發放問卷的總數為輪調式 288人、階梯式 19人、以及三明

治式 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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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作為階梯式實習的樣本學校僅 1 所，學生人數約為 2 班，其樣本數低於

20 人；而三明治式實習的樣本學校亦僅 1 所，學生人數雖較多，但樣本來源則集

中於單一校系。這些都是本研究的抽樣限制。 

 

肆、實證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於 98年 5月 1日至 98年 5月 31日進行問卷調查，共計發放 368份問

卷，回收 323份，其中 32份為無效樣本，合計有效樣本 291份（包括：輪調式 244

份、階梯式 19份、三明治式 28份），有效樣本為 90%，有效回收率為 79.1%。有

關樣本的個人基本資料如表 1。其性別分佈，男性占 50.5%、女性 49.5%。受訪學

生在高職就讀期間（不含問卷填答當學期）的學業成績平均 85分以上者佔 14.8%、

80~84分 18.2%、75~79分 20.3%、70~74分 14.8%、65~69分 14.8%、60~64分 11.3%

以及 59分以下 5.8%。 

 樣本參與實習之實習單位以獨立餐廳 36.4%為最多，其次為連鎖餐廳占

28.9%、休閒渡假旅館 18.6%，而國際觀光旅館 8.2%、其他（一個以上實習單位）

則占 7.9%。抽樣對象所分發之實習部門，以餐廳外場 56.4%最多、餐廳內場 28.9%

為次，而房務部有 5.8%，其他（餐廳內、外場皆有）則有 8.9%。受訪者於參加校

外實習之前具有餐飲相關行業工作經驗者佔 45.0%、非餐飲相關行業 19.2%，完全

無工作經驗者 35.7%。 

二、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現況 

 有關樣本之校外實習學習成效如表 2；各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2.82~3.32，顯示

抽樣的學生普遍對於自己於校外實習環境中的學習效果給予正面的評價。此與巫

佳靜（2008）發現高職餐飲科學生對校外實習普遍感到滿意之研究結果類似，並

與 Beggs 等人（2008）發現旅遊與觀光系校外實習生可從實習參與中獲得發展工

作技能有一致的結論。而學習成效最低之三項分別為「對餐飲業產生了正面的看

法」（平均數＝2.82）、「增進創造力」（平均數＝2.90）以及「增加職場專業知識」

（平均數＝2.96）；樣本在填答「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比例頗高，介於 23%-32%。 

 歸納分析上述學習成效較低的項目，則可發現：「對餐飲業產生了正面的看法」

及「有助於了解企業界的需求」與實習組織有關；而「增加職場專業知識」、「運

用在校所學的技能」以及「增加餐飲實務經驗」與受訪學生可否於實習組織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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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校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能有關。「增進創造力」、「增進對壓力的管理能力」、「提

升自我價值及能力」以及「增進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力」等項目屬於高層次能力，

則是高職學生可將加強之處。 

  

表1 樣本基本資料（N＝291） 

變數名稱與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47 50.5 

女性 144 49.5 

學業 

平均成績 

85分以上 43 14.8 

80~84分 53 18.2 

75~79分 59 20.3 

70~74分 43 14.8 

65~69分 43 14.8 

60~64分 33 11.3 

59分以下 17 5.8 

實習單位 

國際觀光旅館 24 8.2 

休閒渡假旅館 54 18.6 

連鎖餐廳 84 28.9 

獨立餐廳 106 36.4 

其他（實習單位不只一個） 23 7.9 

實習部門 

餐廳外場 164 56.4 

餐廳內場 84 28.9 

房務部 17 5.8 

其他（餐廳內、外場） 26 8.9 

實習前之工

作經驗 

有（餐飲相關行業） 131 45.0 

有（非餐飲相關行業） 56 19.2 

無 104 35.7 

 

 



 

 

40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第四卷第三期 

 

    

表2 受訪者之校外實習學習成效分析結果（N＝291） 

題項 

選項填答分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有機會運用在校所學習到的技能 4.5 13.4 60.1 22.0 3.00 0.731 

增加口語表達能力 1.7 6.2 66.0 26.1 3.16 0.605 

增進服務技術 1.4 3.1 58.4 37.1 3.31 0.600 

瞭解職場的服務理念 1.0 4.1 56.4 38.5 3.32 0.604 

增加職場專業知識 6.9 16.8 49.8 26.5 2.96 0.842 

增進溝通能力 0.7 6.2 70.1 23.0 3.15 0.545 

增進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力 1.0 9.3 61.9 27.8 3.16 0.622 

幫助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2.1 4.1 59.8 34.0 3.26 0.632 

加強職業道德 1.7 4.1 62.2 32.0 3.24 0.609 

建立正向的工作態度 1.7 4.1 59.8 34.4 3.27 0.619 

激發想要提升自我價值及能力 1.0 10.7 57.7 30.6 3.18 0.657 

對餐飲業產生了正面的看法 4.1 27.8 49.8 18.2 2.82 0.782 

增進壓力的管理能力 1.4 10.7 70.1 17.9 3.04 0.583 

增強臨場應變能力 1.0 5.5 68.4 25.1 3.18 0.563 

增加餐飲實務經驗 5.2 18.9 48.1 27.8 2.99 0.822 

增進創造力 1.4 21.6 62.9 14.1 2.90 0.635 

有助於了解企業界的需求 2.1 13.7 66.3 17.9 3.00 0.632 

有助於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1.0 3.8 63.9 31.3 3.25 0.573 

未來從事餐飲工作有所幫助 1.7 5.5 54.0 38.8 3.30 0.651 

對學習是有幫助 1.7 3.1 52.9 42.3 3.26 0.629 

 

三、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因素分析 

    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變項經由 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p=0.000），KMO

係數值為 0.908，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依照樣本對 20 項校外實習學習成效

的同意程度，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份法作為因素萃取方法，利用最大變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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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max）進行直交轉軸，再以 Kaiser之準則保留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及選取

因素負荷量大於 0.5之變數加以分析，刪除「幫助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及「激

發想要提升自我價值及能力」，獲得 4 個校外實習學習成效因素構面，計 18 題問

項，依據各因素特性分別命名為「增進服務技能」、「培養職業倫理與道德」、「企

業管理能力」及「增加職業的專業智能」等，累計解釋變異達 59.2%。這些題項的

總信度達 0.886，各個因素的個別信度分別為 0.82，0.83，0.77以及 0.63。除了因

素四低於 0.7之外，其餘皆高於 0.7。資料分析結果如表 3，相關說明如下： 

 （一） 因素一：「增進服務技能」 

 樣本認為校外實習能夠增進溝通能力、增加口語表達能力、增進服務技術、

增進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力、瞭解職場的服務理念，以及有機會運用在校所學習到

的技能；這些都與餐飲管理與服務顧客的基本技術性技能有關，故命名為「增進

服務技能」，可解釋變異量為 37.40%。 

（二） 因素二：「培養職業倫理與道德」 

     樣本認為藉由校外實習能夠建立正向的工作態度、對學習有幫助、有助於未

來從事餐飲工作、有助於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及加強職業道德；這些都與培

養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有關，故命名為「培養職業倫理與道德」，可解釋變異量為

8.75%。 

（三） 因素三：「培養企業管理能力」 

     樣本認為校外實習能夠增進創造力、有助於了解企業界的需求、增進壓力的

管理能力，以及增強臨場應變能力；這些能力對於組織中的較高層次管理者甚為

重要，故命名為「企業管理能力」，可解釋變異量為 7.36%。 

（四） 因素四：「增加職業的專業智能」 

     樣本認為藉由校外實習能夠餐飲實務經驗、增加職場專業知識，以及對餐飲

業產生了正面的看法，故命名為「增進職業的專業智能」，可解釋變異量為 5.69%。 

四、實習組織對於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影響性 

（一）不同實習單位對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研究以 ANONA檢定（α＜0.05）不同實習單位之樣本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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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在 4個因素之中，僅「培養企業管理能力」（p＝0.013）具

有顯著差異性。進一步分析發現：在其他單位（例如：農場、民宿……等）和獨

立餐廳實習的樣本在這些項目的學習成效顯著低於在連鎖餐廳等單位之實習者。

可能是連鎖餐廳與農場或民宿和獨立餐廳實習等小型企業組織相比，其組織制度

與教育訓練比較健全，使實習生有機會增進創造力、有助於了解企業界的需求、

增進壓力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強臨場應變能力；連鎖餐廳的經營也使學生領悟這

些能力晉身組織中的較高層次管理者的職位甚為重要，並且對於未來職場工作有

所助益，而使學生認為學習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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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外實習學習成效因素分析表 

問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命名 增進服務技能 
培養職業倫 

理與道德 

培養企業 

管理能力 

增進職業的 

專業智能 

增進溝通能力 .788    

增加口語表達能力 .705    

增進服務技術 .690    

增進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力 .628    

瞭解職場的服務理念 .626    

有機會運用在校所學習到的技能 .504    

建立正向的工作態度  .717   

對學習是有幫助  .699   

未來從事餐飲工作有所幫助  .667   

有助於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641   

加強職業道德  .604   

增進創造力   .689  

有助於了解企業界的需求   .679  

增進壓力的管理能力   .679  

增強臨場應變能力   .553  

增加餐飲實務經驗    .803 

增加職場專業知識    .787 

對餐飲業產生了正面的看法    .558 

特徵值（Eigenvalue） 6.732  1.575 1.324 1.023 

解釋變異量（Percent of Variable） 37.399% 8.752% 7.358% 5.685% 

累積解釋變異量 37.399% 46.151% 53.509% 59.194% 

Cronbach’s α值 0.820 0.827 0.768 0.632 

KMO（ Kaiser-Meyer-Olkin ） 值=0.908  Bartlett
，

s球型檢定之 χ2值=2444.934*** 

   註：***表 p≦0.001 

 

（二）不同實習部門對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影響 

 為了檢視實習部門是否影響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本研究使用 ANONA 檢定，

檢定結果如表 5所示：在 4個因素之中，僅「培養企業管理能力」（p＝0.02）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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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性。進一步分析發現：在房務部實習的樣本在這個項目的學習成效低於

在餐廳內、外場實習者。綜觀創造力、對壓力的管理能力以及臨場應變能力的增

進，以及了解企業界的需求，藉由與顧客或是工作同僚互動較能獲得磨練的機會。

不同的工作場域及工作內容與顧客互動的程度確實不同。由於旅館的房務工作大

多在顧客退房之後進行，因而較少有機會接觸顧客；不似在餐廳部門實習者能與

顧客和同僚的接觸機會較多，可訓練臨場反應。因此，在房務部實習的學生對於

創造力、壓力管理、以及臨場應變能力較無機會學習與提升。此外，餐飲管理科

學生分派到旅館房務部門實習似乎也與校外實習的目標有所落差。 

 

表4 不同實習單位對校外實習成效之影響 

題項 p值 Tukey HSD檢定 

增進服務技能 0.461  

培養健全的人格 0.894  

培養企業管理能力 0.013* 3＞4**、3＞5* 

增進職業的專業智能 0.327  

註1：*表示p＜0.05 

註2：1表示國際觀光旅館、2表示休閒渡假旅館、3表示連鎖餐廳、4表示獨立餐廳、5表示其他 

 

表5 不同實習部門對校外實習成效之影響 

題項 p值 Tukey HSD檢定 

增進服務技能 0.080  

培養健全的人格 0.453  

培養企業管理能力 0.020* 1＞3*、2＞3* 

增進職業的專業智能 0.707  

註1：*表示P＜0.05 

註2：1表示餐廳外場、2表示餐廳內場、3表示房務部、4表示其他 

    

  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1與假說2均獲得成立。國外一些研究者發現，包括：實

習單位並不預期學生實習應該獲得哪些技能（Huyton, 1991）、餐旅和觀光產業大

部分屬於中小企業，缺乏對教育及訓練的認知（Cooper & Shepherd, 1997）、實習

單位沒有完全了解校外實習的目的或是將實習生當成短期的供應勞力（L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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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 2007）；均可呼應本研究的研究發現：連鎖餐廳較為具有對於實習的教育與

訓練認知；將餐飲管理科學生分派至房務部實習，則是顯示實習機構沒有完全了

解學生的校外實習的學習目標、將實習生當成短期的供應勞力或是不關心學生經

由校外實習所應培養或發展的技能。這些均有賴教育機構篩選合適的實習機構提

供給學生選擇，同時與實習機構負責學生實習的主管進行溝通並達成實習協議，

確認實習的目標，並且對建教合作機構進行相關的評估，以避免一些不在預期中

發生的事件或情況影響了學生學習成效。 

五、學生個人特性對於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影響性 

（一）性別與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關聯性 

 為了不同性別學生是否具有不同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本研究透過 t檢定的分

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樣本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並無顯著差異，亦即學生的性

別對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並無影響性。假說 3並未獲得成立。 

（二）受訪者之學業平均成績與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關係 

    為了檢測學生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與在校 5 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是否有關，

本研究將樣本其在校學業平均成績分為 80分以上、79-70分，以及 69分以下三群，

透過 ANONA 檢定，檢定結果顯示：抽樣對象在校學業平均成績不同，其校外實

習學習成效並無顯著差異，亦即學生的校學業平均成績對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並

無影響性。假說 4並未獲得成立。 

（三）實習前具有工作經驗對與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研究分析樣本在實習前具有工作經驗對校外實習成效之影響，研究結果（表

6）發現：在 4個因素之中，僅「增進服務技能」（p＝0.033）具有顯著差異性。進

一步分析發現：具有非餐飲相關工作經驗的受訪者其學習成效低於具有餐飲相關

工作經驗者。推測其原因可能在於具有餐飲相關工作經驗者比非具有餐飲行業工

作經驗之樣本較為了解餐飲業職場，也較為容易適應工作環境，相對地容易感受

到自身基本服務技能的提升與增進。非具有餐飲行業工作經驗之樣本其以往的經

驗可能無法全然應用於實習場域，也容易與實習經驗相比，反而不容易感覺自己

在餐飲管理專業能力與技術有所增強，其實習的學習成效因而較低。因此，假說 5

獲得成立。 

    本研究此一研究結果與劉修祥（1999）之研究結果：具有餐飲工讀經驗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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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生擁有較佳之實習成效，以及鄧之卿（2006）研究結果：有餐旅工讀經驗的學

生對於餐旅科系的學習經驗有較正面的評價均相似。事實上，國外一些學者

（Jenkins, 2001; Kusluvan & Kusluvan, 2000; Waryszak, 1999）亦認為學生藉由工讀

經驗瞭解餐旅業可以降低校外實習所產生的認知落差。因此，輔導高職學生選擇

餐飲業機構進行工讀，有助於其校外實習的學習。 

 

表6 實習前工作經驗對校外實習成效之影響 

題項 p值 Tukey HSD檢定 

增進服務技能 0.033* 1＞2* 

培養健全的人格 0.841  

培養企業管理能力 0.087  

增進職業的專業智能 0.561  

註1：*表示p＜0.05 

註 2：1表示有餐飲相關工作經驗、2表示有非餐飲相關工作經驗、3表示無工作經驗 

 

六、教育單位－不同實習方式對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研究探討不同的實習方式對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是否具有影響，檢定結果顯

示：樣本認為經由不同的實習方式其學習成效沒有差異；亦即無論採用何種方式，

高三學生認為校外實習均可達到學習目標，其學習成效並無差異。因此，假說 6

並未獲得成立。 

 雖然此一研究結果與賴清國（2002）之研究發現相似：不同建教模式（實習

式及工讀式）的高職餐飲管理科校外實習生對整體學習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然

而，本研究的樣本參加校外實習的次數並不相同（輪調式實習可能已經進行數次，

而階梯式和三明治式實習皆為進行一次），填答問卷當時已是高三學生，其填寫問

卷時間也在高三下學期，具有總結整體實習學習成效的意味。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不同過往的研究探討校外實習學習滿意度或實習滿意度，本研究以學習者對

自己參加校外實習所獲致的主觀成效，亦即以學習者個人的態度信念進行測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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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並對於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產生不同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因素加以

探討。 

    有關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參加校外實習所獲致的主觀學習成效，包括四方面： 

（一）增進服務技能 

 校外實習能夠增進餐飲管理與服務顧客的基本技術性技能，在溝通能力、口

語表達能力、服務技術與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力都有所增進，同時瞭解職場的服務

理念，以及有機會運用在校所學習到的技能。 

（二） 培養職業倫理與道德 

     藉由校外實習能夠培養學習者健全的人格，包括：具有正向的工作態度、對

學習有幫助、有助於未來從事餐飲工作、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及加強職業道

德。 

（三） 培養企業管理能力 

     校外實習能夠培養組織中的較高層次管理者所需具備的決策與規劃技能，包

括：創造力、了解企業界的需求、壓力的管理能力，以及臨場應變能力。 

（四） 增進職業的專業智能 

     藉由校外實習能夠增加餐飲業的專業智能，累積餐飲實務經驗與增加職場專

業知識，以及對餐飲業具有正面的看法。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分派到不同的實習組織或部門會造成學生具有不

同的學習成效；而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與學生在實習前的工讀經驗的有關。 

1.分配在其他單位（例如：農場、民宿......等）和獨立餐廳實習的樣本，相較於

在連鎖餐廳等單位的同儕，在「培養企業管理能力」的項目上獲得較低的學

習成效。 

2.在房務部實習，樣本認為在「培養企業管理能力」的項目上，其學習成效低於

在餐廳內、外場實習者。 

3.樣本參加校外實習前具有非餐飲相關工作經驗，在「增進服務技能」項目上，

其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低於具有餐飲相關工作經驗的實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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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實務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之建議，作為學校規劃校外實習課程、教師

教學與輔導學生之參考依據。 

1. 由於學生在房務部實習在在「培養決策與規劃技能」的項目上，其學習成效

較低；相較於餐廳內、外場，房務部門與顧客接觸互動的機會少，加上餐飲

管理科學生安排在房務部實習亦與所設定的實習目標與目的不符。建議教育

單位應以培養學生所具備的能力為首要因素，督促實習單位安排學生至所學

相關的部門進行實習。 

2. 由於參加校外實習前之工作經驗影響學生的實習學習成效，建議教育單位可

輔導學生選擇以自身就讀科系相符之工讀單位與工作職務，以利學習並增加

餐飲工作經驗。 

3. 雖然本研究並未實證三種實習方式產生不同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但提供學

生一個有意義的餐旅業工作經驗需要1,500-2,500 個實習時數（大約是6 -12個

月時間）（Downey & DeVeau, 1988; Liu, 2006）。目前多數高職餐飲管理科採

用輪調式實習，每學期實習時數約3個月；多次實習雖可增加相關經驗，但因

餐廳外場係提供顧客全面性服務（Comprehensive services），無法切割成階段

性任務以多次實習方式達到訓練目標。採用何種實習方式影響校內的課程的

安排，是否影響學生校內的學習成效更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建議教育單位將

輪調式、階梯式和三明治式實習視為不同的學習策略，深入且全面性探討與

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限制與相關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力求在研究設計上的嚴謹性，受限於時間和成本上的考量，仍有以

下的限制。本研究提出相關研究建議，提供未來後續研究進行的方向。 

1. 本研究以私立高職餐飲管理科高三學生為樣本，並未包含參加輪調式實習的

高一與高二學生。樣本組成可能影響研究結果。同時，研究對象因實習方式

並未包含公立高職餐飲科學生。建議後續研究其研究對象包含各年級學生。 

2. 本研究採用橫斷面的調查方式，僅於一個時間點上進行資料蒐集。抽樣對象

參加校外實習的次數並不相同，同時並未包括參加輪調式實習的高一或高二

學生；因此，研究結果無法反映並說明參加實習的年級與次數對於實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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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性。建議後續研究除了可比較不同年級學生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差異

之外，並可進行縱貫性的研究分析（Longitudinal study），尤其是針對輪調式

實習，以瞭解各年級學生不同的需求與看法以及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變化趨

勢。 

3. 本研究的樣本以參加輪調式實習者居多，參加階梯式和三明治式實習的樣本

數皆低於30人。由於本研究之抽樣數目約為母體總數1/5並以系統抽樣方式選

取問卷填答者，除了三明治式實習的問卷回收比例為46%之外，其餘參與二種

實習方式的問卷回收比例高達84%以上，樣本組成應可反映母體特性。同時，

作者已針對三個樣本對於反應變數的σ2檢定其數值相等，其檢定結果為接受

假說；亦即樣本對於學習成效的變異數相等。雖然ANOVA檢定結果不致受到

群組樣本數目差異過大的影響，但仍建議後續研究注意樣本數對於研究解果

可能造成的影響。同質性假設係ANOVA檢定中最嚴格的一項假設。若同質性

假設不存在，則必須進行修正；由於樣本組數及組內變異差距過大時，對F值

影響很大並造成F值偏低，形成嚴重的研究偏誤。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數個研究建議如下。 

1. 本研究在設計高職學生校外實習學習成效的評估項目上所參考的文獻係以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然而二者於知識技術學習與心智成熟上確實有所不同。復

因目前二個不同學制均於課程中安排一年的校外實習，其課程內容與目標似

乎極為相似，並未在層次上有所區隔。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由教育訓練的

理論著手，思考高職與大學在人力培育目標及核心技能面向的不同，以及藉

由實習達成學習的目標，延伸或改善教育訓練的理論知識，從而對實習制度

進行檢討。 

2. 本研究雖在實習組織與部門以及學生的實習前工讀經驗分別發現對於高職學

生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有所影響，但仍有一些其他因素未及探討，例如：學校

的相關行政措施（行政人員訪視及協助問題的處理以及老師定期訪視）（陳

郁翔、何宣萱，2002），主管的互動（吳淑禎、吳武忠，2006），以及職涯

輔導（鄧之卿，2006）。由於未成年的高職學生不及大學生的心智成熟，這

些因素可能也影響學生的學習心理，而對學生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有所影響。 

3. 目前高職餐飲科學生的升學比例頗高，普遍具有相當強的升學意願，這個因

素是否影響其對於實習的看法值得後續研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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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護學科學生的實習成效評估包括：專業知識筆試測試、技能測試、臨床測

驗（評估學生專業能力及溝通技巧），以及態度測試（洪淵庭、王德芳、蘇

忠仁、陳永華、陳聲平，2007；臺北榮民總醫院網站，2011）。餐飲管理學

科領域的校外實習學習成效可嘗試發展較為完整且全面的評估工具。 

5. 高職學生進行校外實習置身於複雜的學習環境，必須同時克服學習適應與社

會適應的問題。因此，評估校外實習學習成效非但應關注於結果，也應重視

學習過程，尤其是過程亦影響最後的結果。探討這些研究議題有助於歸納學

習成效的相關影響因素，以及釐清因素之間的關聯性質，進一步建構完整的

理論。 

6. 校外實習可視為自我導向的學習方式，係個體的自助式學習。在實習組織開

放的學習環境中，學生被期待能夠自主學習。建議未來後續研究以自主學習

方式的觀點，探討學生在實習場域的學習環境中所產生的學習成果，以提出

相關的教學策略發展或適合學生的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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