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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大學實

施之學習滿意度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教官教學、課程

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學習滿意度之差異情形；以

景文科技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生為研究對象，自編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

意度量表」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共回收問卷 914份，研究發現歸

納如下：  

一、 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在教官教學、課程

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各細項目之學習滿意度

均呈現滿意之面相。 

二、 驗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可提供各

大學軍訓教官作為衡量「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

意度依據，亦可供後續全民國防教育研究之參考。 

三、 學生背景變項之性別與就讀科系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各構面呈現顯著差異，其他變項皆無顯著差異

存在。 

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期能做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政策改革之參考，及未來軍訓夥伴教學改善之重要參據，提出下列

建議：  

一、 持續強化軍訓教官在校園的教育功能。 

二、 強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 

三、 政策制定與文宣活動相互配合。 

四、 爭取青年學子對國家的認同感。 

關鍵詞：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全民國防教育、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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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realize current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at universities and to 

discuss  how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varied with regard to 

learning satisfaction on four dimensions- teacher instruction, course 

effectivenes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ife counseling.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students in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ho took the course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102nd academic year. A scale 

for measur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was administered to 914 students for analysis. Results were 

concluded as follows: 

1. In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course, 

university students showed satisfaction on each particular of 

four dimensions- teacher instruction, course effectivenes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ife counseling. 

2. The Scale of Measur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was verified to be a valid 

reference for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to measure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course and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3. Two variables of students’ background- gender and major,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dimensions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The other variabl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is hoped to be served as 

the reference for policy reform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course and as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teaching improvement. 

Some suggestions were as the following: 

1. Keep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ilitary training 

instructors on campus. 

2. Solidify th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course 

3. Formulate policies and coordinate with promotional campaigns 

4. Strive for the youth’s identity with our nation. 

Key words: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Military Training,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35374/?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35374/?index=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WwF5/search?q=kwe=%22learning%20satisfaction%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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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的範疇已由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及政

治、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綜合性安全趨向。為使全體國民能

夠理解國防安全的內涵，具備「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

責」的認知，我國於 2005 年 2 月 2 日公布《全民國防教育法》，並於

2006 年 2 月 1 日正式施行。積極透過各種教育宣導管道，增進全民國

防知識及防衛意識，同時策辦活潑、多元、寓教於樂的活動，吸引民

眾關注國防、鼓勵民眾參與國防，務使全民在心理上認同全民國防，

在行動上支持全民國防(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2013)。  

我國《國防法》第 1 章第 3 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為

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執行災害防救及與國防有關之

政治、社會、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

事務。」根據上述說法，可知我國國防在理念與實際作法上係屬「綜

合性安全」的概念，其目的為：以政治建設為基礎，以軍事建設為核

心，以心理建設為動力，以經濟建設為後盾，以科技研發為前導，有

效動員全國人力與物力，妥善整合全民有形與無形資源，以增進戰力，

確保國家安全，而非單獨透過軍事手段予以達成(王祺鑠、李華良，

2013)。 

建立全民國防，最重要的是「寓國防於民生」，也就是將生活條

件與戰鬥條件緊密結合。在發展政治、經濟、心理的同時，也必須兼

顧國防的需要，如此自能使民間工業、兵役制度、社會制度、經濟體

系與科技發展等，與國防密切結合。一旦國家面臨緊急危難時，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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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統合政、經、心、軍，迅速採取各

項應變作為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2002)。 

《全民國防教育法》的制訂即是為了強化全民國防理念與凝聚全

民國防共識。當初立法院於提案的要旨中即提出：為達成發展全民國

防之目標，應即全力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促使全民國防教育法制化之

達成，使全民國防知識與全民愛國意識由教育中啟發與養成，讓全民

國防之觀念深植人心，戰時才能化為具體之行動；推行全民國防教育

旨在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凝聚全民防衛國家之意識，以達鞏固國防、

確保國家安全之目的；有鑑於戰史與我國仍面臨戰爭威脅之事實，國

防教育之實施與落實遂成為我全民國防不可或缺之一環。2005 年 2 月

《全民國防教育法》立法通過後，國防部立即邀集教育部等中央部會

相關機關，對如何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法相關作為進行磋商，期能透過

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社區教育與政府機關在職教育的實施，使國民

在國家認同，政治價值產生正確的判斷與認知，強化國民信心的建立

與國民的整體精神素質，鞏固全民心防建設，並為全民國防的推動奠

定良好的心理基礎。 

再者，2001 年 11 月 14 日公布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4 條

規定，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2005 年 2 月 2 日

公布之《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7 條規定，各級學校應推動全民國防教

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實施多元教學活動。其課程內容

及實施辦法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國防部)定之。基此兩項規

定，教育部對全民國防教育之推動與落實，乃責無旁貸。盱衡現實及

未來發展，現職軍訓教官仍是未來學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主要力

量。現階段各大專校院實施軍訓教育型態不盡相同，部分學校列入大

一必修，或是列為選修，至於學分是否列入畢業學分計算，基於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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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精神，由各校自行律定。 

全民國防教育的宗旨在強化國人愛國意識，增進國防軍事知能，

提升國家安全的總體戰力，目的即是動員全民的力量來完成防衛國家

的任務。事實上，世界各國因其國家政治發展、經濟條件、歷史背景、

地理環境的特性，都發展出適合自己國家實施的國防教育，以增進全

民國家安全防衛概念。如：美國自 1916 年大學組成「預備軍官訓練團」

（簡稱 ROTC），許多高中亦成立少年預備軍官團（JROTC），實施軍事

訓練以防衛國家安全 (丁崑健，1999)。法國從 1997 年起，所有 16

至 18 歲的男性青年（女性至 2001 年起），都必須參加一天的「國防教

育日」活動；1998 年起，所有大、中、小學安排國防教育課程，以增

強青年人的國防意識 (張進喜、陶勁松，2004)。以色列每位高中學生，

每年接受一次為期一周的國防教育課程，寒、暑假另行組織參加為期

一周的軍事訓練，以增強國防意識。  

在當前高科技作戰的趨勢下，作戰已無前後方之分，各國莫不強

調全民國防的重要性，甚至我們的對手中國大陸亦不斷進行全民國防

的教育與準備。面對中國大陸對我軍事威脅的日益增加，以及我國僅

有有限的人力資源及國土空間，更應發揮全民的力量，以增進國防的

實力，有效防衛國土的安全，並產生嚇阻的力量。是以，全民國防教

育乃當今複雜多變的世局下，保障國家安全與人民生命的重要措施，

深具時代的意義，也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切不可輕視，也應全力為

之，以收必要之成效。然而全民國防教育的推展得當與否，影響學生

的學習態度甚鉅。教學方式不斷的推陳出新，若推展適宜，將能提昇

學生對於上全民國防課程的熱忱與興趣。使研究者想瞭解目前大學校

院實施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的滿意度狀況，因學習滿意度可用來解

釋學生主動積極參與學習的結果，具體呈現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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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兵役制度展開重要轉型(黃一翔，2012)，國防部自民國 102

年起，凡民國 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的役男，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

改徵集接受四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民國 8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如

未經徵集或補行徵集服役者，仍需服一年替代役。且依《兵役法》最

新修訂第 16 條規定，役男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

訓課程」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者，得折減其現役役期及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訓期。故自 102 學年度起，各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

育相關課程因應此重大變革，陸續將課程配合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並依規定調整課程內容。然目前各級學校「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修課時數不斷縮減，了解該課程的需求及效果是

相當重要的課題。本研究藉由學習滿意度相關文獻探討，建構「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透過實際參與「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問卷調查，找出影響「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學習滿意度的因素，其研究成果除了可做為「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教學課程政策改革之參考，亦可做為未來教學改善之重

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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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之研究緣起與動機，本研究藉由問卷量化分析方式，探

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大學實施之學習滿意度現況，再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做為大學校院擔任「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教學工作者之參考，並提供全民國防教育相關主管機

關政策研擬之思考方向，以期奠定大學全民國防教育工作之基石。  

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欲瞭解「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大學實施之學習滿意度

現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

意度之差異情形。 

 

貳、待答問題 

基於以上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列問題： 

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大學實施之學生學習滿意度如

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

之差異情形為何？ 



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壹、 研究方法 

分析觀點的選擇會影響研究方法的運用，因此本文運用的研究方

法主要有以下兩種： 

一、 文獻分析 

所謂文獻分析法係收集相關的專書、學術期刊、報刊、論文及官

方資料做為論文分析的基礎，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它

利用現存的資料，從歷史發掘事實與證據，在無法直接調查的情況下，

利用文獻資料所進行的獨立研究，其最重要的是對資料進行內容解讀

及分析，目的在辨別真偽、推敲其歷史淵源及對後世的影響，提供研

究主題可用的材料。由於本研究是以研究者任教之景文科技大學學生

實施「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

主軸，將運用大量的文獻將有關全民國防教育資料加以歸納、分析、

整理、運用，期使論文內容更符合真實現況。 

二、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是採問卷調查研究法。「問卷」一詞為法文

Questionnaire 的中譯名稱，原意為「一種為了統計或調查所使用的

問題表格」 (楊國樞， 1984)，是一種資料蒐集的工具。問卷調查研

究法即研究者運用統一設計的問卷，給予被選取的有關人員或填答者

填寫，以了解實際情形或詢問看法、意見的調查方法。而以問卷作為

研究方法下的定義很多，整理如下 (王文科，2001)： 

(一) 研究者為了蒐集資料而設計一個有系統的問題表格或是訪問

表，問卷特點為可以將蒐集的資料量化，以利統計，進而製作研

究成果。 



第一章 緒論 

 

 7 

(二) 調查研究法係利用抽樣原理抽取樣本，經過研究者研究設計的假

設，以了解各變項之間的相關，進而由結果推論到整體。 

(三) 調查研究法只是一種工具，目的不是測驗相關人員或受試者的能

力，而是期望經由問卷，以了解受試者對於問題的想法或態度的

差異性。 

在調查研究法中透過一套標準刺激（如問卷），給予一群具有代表

性的填答者所得到的反應或答案，據此推估全體母群對於某特定問題

的行為或者態度，此種方式不僅應用於學術研究，民意、行銷調查或

蒐集消費者的意見等等各種領域中，亦大量使用 (邱皓政，2002)。問

卷調查法不受時空的限制，能在不同的時間及地點進行同樣問題的問

卷，亦能在眾多被選取調查對象中，同一期限內同時展開調查，最後

研究者將蒐集問卷調查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研究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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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以瞭解問題背景，明訂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後，再確定

研究主題，並著手蒐集閱讀研究相關文獻及資料，以彙整建立研究架

構。研究流程如圖 1-1。  

 

 

 

 

 

 

 

 

 

 

 

 

 

 

 

 

 

 

 

圖 1-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獻探討 

文獻蒐集 

研究架構建立 

問卷設計與建立 

問卷資料蒐集 

資料統計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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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蒐集  

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全民國防教育及學習滿意度的相關文獻，

作為本研究之立論依據。  

二、文獻探討  

依據蒐集、探討、彙整相關文獻所得資料及理論基礎，做相關學

習滿意度的意義、學習滿意度內涵及學習滿意度相關因素的探討。  

三、研究架構建立  

確定研究題目、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統計方式、實施程序及基

本研究架構，以擬定研究計畫。  

四、問卷設計與建立  

藉由文獻探討之結果，並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問卷，發展並編

製問卷初稿。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邀請專家學者指導，修正初稿內

容成為預試問卷。預試問卷經過信、效度分析並刪除部分題目後，為

正式問卷。  

五、問卷資料蒐集  

以景文科技大學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為研究

對象，實施問卷調查，藉以進行大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的資料蒐集，並請各任課教官協助問卷的作答、回收

事宜，以提高問卷回收率。  

六、資料統計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檢視與整理研究對象所填答的問卷內容，剔除無效

問卷，並以SPSS for Windows 21.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處理並

做成綜合結論，送請指導教授及專家審查統計完成之資料，以修正統

計處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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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依據資料的分析與調查結果，撰寫研究論文，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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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本研究中有幾個重要的關鍵名詞，茲分述如下 

一、全民國防教育 

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2005年2月2日行政院特公布《全民國防教

育法》，以增進全民之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

確保國家安全。精解國語辭典（2006）對「國防」的解釋：國家為了

保護領土如主權所實行的一切措施。狹義的國防指軍事設施，廣義的

國防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  

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5條：「本法所稱全民國防教育，以經常

方式實施為原則，其範圍包括：學校教育、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

社會教育和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教育。」及第7條規定：「各級學校

應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實施多元教學

活動」。而「全民國防」者，乃「以堅實的民眾意志為基礎，政府整體

施政為憑藉，於平、戰時所直接、間接參與國家安全事務的作為。」

就人民立場來說，即全國百姓一起來捍衛我們的國土，維護國家安全，

免受侵略。就國家立場來說，即是運用國家整體資源，結合有形和無

形的力量，做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憑藉。  

教育部於2010年5月25日會銜國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明定全民國防教育五大課程主題為國際情

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及國防科技，高級中等學校亦自

99學年度開始實施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期培養學生宏觀國際視野及愛

國愛鄉情操，以達到深化全民國防共識、奠定社會安全基礎之目標。 

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防部及內政部於2011年12月30日公告，民國83年次以後出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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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自2013年1月1日起，改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民國82

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仍需服1年現役（或替代役）。 

配合募兵制推動，教育部於2013年3月13日依《兵役法》第16條第

4項規定，會同國防部1及內政部2訂定以臺教學（六）字第1020021454C

號令發布《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

期間實施辦法》。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2013)  

依《兵役法》最新修訂第16條規定，役男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

習且成績合格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得折減其常備兵役現

役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得折減之現役役期或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時

數，分別不得逾30日及15日 

本項辦法明定可折減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係於全民

國防教育架構下納入軍事訓練相關課目，除可增進學子防衛意識與知

能，培養愛鄉愛國情操，並可提供學子先備性軍事知能，以提升其未

來接受軍事訓練之成效。 

故自102學年度起，各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因應此重大

變革，陸續將課程配合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並依規

定調整課程內容。 

三、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的愉快感受或態度，或是在學

習活動過程中，能夠滿足其心願、需要。這種感受或態度表示學習者

對學習活動的喜好程度或學習者對於心願、需要已得到滿足或達到目

標的程度 (Knowles, 1970； Long, 1985）。也就是說喜好程度、得到

滿足或達到目標的程度越高，表示學習者對學習感到越滿意；反之，

                                                 
1國規委會字第 1020000135 號令。 
2台內役字第 1020831115A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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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程度、得到滿足或達到目標的程度越低，表示學習者對學習感到

越不滿意。 

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滿意度的定義為：大學學生在修習「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後，本身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的需求與期望能夠得到相當滿足的程度，若該學生對於「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的期望結果與實際結果越接近，則該學生的學習滿

意度越高；反之，若該學生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期

望結果與實際結果落差越大，則該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就越低。因此把

學習滿意度的面向分成四個內涵向度，分述如下： 

（一）教官教學：指學習者對授課教師個人教學風格及授課方式（包

含板書講授、多媒體教學、專家演講、校外參訪等），對教師的

專業智能、上課態度、教學方法與解釋能力，所感受到之滿意

程度。 

（二）課程成效：指學習者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

的豐富及多元，課程規劃是否滿足個人需要，符合個人興趣，

有助於個人潛能的開發、有助於求知慾的滿足、對日常生活助

益等的滿意程度的看法。 

（三）學習環境：指學習者對大學教室環境的硬體設備，如上課教室

規劃、桌椅排列、採光、設備、有無雜音干擾等滿意程度的看

法。 

（四）生活輔導：指學習者在參加學習的過程中或著學習以後，對教

官的日常生活管理、輔導、班級經營、急難救助及關懷慰問等，

所感受到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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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

滿意度之研究及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探討，本章首先探討全民國防教育課

程發展概況，繼而探討學習滿意度之意涵及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與討論，

務求研究周延與完整。 

第一節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發展概況 

壹、全民國防的意涵 

「全民國防」是21世紀世界各國國防發展主軸，也是檢驗一個國

家一旦面臨外患時，能否經的起戰爭考驗的必要機制。「全民國防」並

非新興名詞，其理念在中、西方兵學思想中早已可略窺其貌，只是各

時期詮釋用詞不同，但所強調的精神、理念卻是一致。而在官方文件

中有關「全民國防」一詞，最早出現在1992年《中華民國81年國防報

告書》的部長序言：「現代國防為全民國防，需要獲得全體國民的支

持，才能發揮整體的力量，達到保障國家安全的目的。」 (國防部「國

防報告書」編纂小組，1992) 

「全民國防」不僅是一種概念、一種戰略、一種公民教育，也是

全方位、全民參與及全民防衛的國防，用以確保國家安全。全民國防

一詞，我國英譯為「All-out-Defense」；國際間有時亦稱之為「Total 

Defense」;部分國際學者在論述相關領域時，也常使用英文名稱為

「Civilian Based Defense」(簡稱CBD)，中譯名稱有稱為「群眾性公

民防衛」、「公民防衛」或「平民防衛」(王祺鑠、李華良，2013) 。但

學者戴政龍(2009)認為「全民國防」在政策工具的使用與過程上，不

同於強調非暴力的「群眾性公民防衛」（Civilian Based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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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CBD 是「透過增加佔領者的潛在成本及負擔，以增加我方對敵

人佔領的嚇阻力量」，用以對付「以『社會性佔領』（Social Occupation）

為目的的侵略者」，其真正力量是「威脅或承諾使用公民社會的權力來

避免戰爭，使侵略者無法動員，而不是威脅破壞社會以免敵人佔用」，

並有「傳達威脅可信度的意義」，也就是基於敵人意圖佔領國家，而平

民使用非軍事、非暴力的方式來予以嚇阻，是國民自發性的非暴力防

衛行動。而《國防法》所設定的「全民國防」是國防政策的規範性層

次，而CBD 則是戰術的操作性層次，兩者間的層次落差甚大；但全民

國防可以為CBD 塑造認同，而CBD則是面臨戰爭或侵略時，國民最後可

以運用的行動，兩者並不互斥 (戴政龍，2009)。 

2006年《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中，以「國防轉型」為主軸，

強調國防轉型的基礎在於「全民國防」，期能結合社會民生及全民支持

參與國防，共同達成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

編纂委員會，2006) 。 

2008年《中華民國97年國防報告書》亦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國

家安全的範疇已由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環

境保護等綜合性安全趨同。」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08) 

2011年《100年國防報告書》也指出:「 21世紀以來的安全情勢特

徵是跳脫單一區塊的框架，不再侷限於傳統武裝衝突範疇……」。國家

安全問題不只是身穿軍裝的軍人所需關心的，應由全國國民凝聚共

識，建立有戰鬥力的部隊，共同抗敵。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

委員會，2011) 

貳、全民國防重要性 

我國《國防法》第3條指出：「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7 

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執行災害防救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社會、

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此說

明了「全民國防」的內涵，即是「全體國民共同參與戰爭準備」的一

種形態，並強調在「全民共同參與」的形式中，須融合「有形武力」

及「民間可用資源」與「精神意志」合而為一的「總體國防力量」，於

和平時期可厚植戰爭潛力及提升應變能力」戰時則可軍民一體抵禦外

侮，維護國家安全。 

2006年《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中較以往不同的是將全民國

防的理念與願景，列入章節說明，書中指出「全民國防」，在觀念上，

是全民認識國防，展現高度的抗敵意志與決心；在定位上，是全民支

持國防，就是總體國力的累積、運用與對決，也是國家生存戰略中，「以

小搏大」、「全民禦敵」的具體實踐；在做法上，是全民參與國防，必

須從立法、現實及國家長遠發展與敵情威脅層面，做通盤周延的考量

與體用兼備的擘畫；在體制架構上，必須以「心防」奠定根基，以「軍

事作戰」為核心，以「民防」達成倍力的效果，以「全民動員」作為

防衛作戰成敗的關鍵，四者缺一不可，互為表裡，並以良好的制度運

作與周延的立法規範，連貫其中，以發揮總體國力相乘相加的效果。

該書對全民國防理念、憂患意識的建立、國家安全的責任、教育建立

全民防衛觀念及中國、瑞士、以色列等國的全民防衛動員等方面皆有

相關參考資料，有助於觀念價值的釐清及資料參考 (國防部「國防報

告書」編纂委員會，2006) 。 

當前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國防教育」的推動，均極為重視並形

成制度，說明如下: (劉雲芳、舒孝煌，2012)  

一、美國於1958年即已制定《國防教育法》，有完善的動員與兵役、民

防制度，並吸收優秀青年菁英參加「ROTC」預備軍官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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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有「國防定向生」培養制度，政策目標是為解放軍培養

兼具大專生創新特質與軍人革命本色的優質幹部，為高技術信息

化戰爭作準備， 

三、瑞士政府規定各級官員每年必須要到軍事學院接受2至4週的軍事

訓練。 

四、以色列為眾所周知的「全民皆兵」國家，高中學生不分男女均需

實施國防教育與軍事訓練。 

五、德國政府為了讓學生瞭解國家的國防暨安全政策，以及相關的國

防知識，會定期選派優秀軍官到校園中，為學生們教授國防教育

課程。 

六、法國政府結合國防部與教育部資源，組成「國防教育委員會」在

大學中開設國防相關課程，提供青年學子必要的國防知識與精神

教育，並鼓勵民眾參與國防重大決策。 

七、俄羅斯政府於1998年通過《軍人地位法》，藉以提升軍人、退役公

民及其家庭成員的社會地位與尊榮、自我榮譽感。  

綜合上述，可明瞭21世紀的戰爭形態與內涵正急遽改變中。絕大

多數的國家，均藉由政府主導，透明公布國防現況，讓民眾瞭解國家

安全事務的發展、管理及應如何參與。此正是全體國民必須共同關心

的事務，而非僅由軍人承擔，並需要透過教育手段強化國民對國防事

務認知，使民眾樂於參與國防事務，進而支持國防建設與發展。所以

「全民國防」時代已來臨，且成為世界趨勢。 

參、我國全民國防法制化 

國防部出版的第一本國防報告書《中華民國81年國防報告書》中

指出「全民國防是現代國防的基本觀念，而此種全民國防意識之建立，

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溝通』。國防部經常循由新聞媒體宣導重大國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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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透過輿論傳播，爭取全民對國防之認識與支持(國防部「國防

報告書」編纂小組，1992)。」 

我國的全民國防教育，簡單的說，就是以研究發展國防學術思想、

行為及以實現國防建設與防衛國家為目的的一種必要教育活動；其教

育歷程乃是以積極態度遂行國防教育策略，而以實踐「國防、教育與

建設、戰爭」相互結合，作為其教育主旨和合理制度的一種教育。換

言之，國防教育的主要任務，即在發揮各項國防教育原理的功用和價

值，憑藉其各項教育功效，培養全民共同建設及保護國家，使之成為

一個獨立、自由、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所以全民國

防教育不但平時能為國防建設造就「文武合一」的人才和培養全民國

防人力資源，以及發展「統合運用」的教育效果，厚植國防力量，發

揮其統合戰力，遂行其總體戰爭 (陳式平，1982)。 

而我國落實推動全民國防，概以三大法源成為我國推動全民國防

法制化的架構。 

一、國防法：  

我國國防二法係指《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於 2000 年 1

月 29 日公布、2004 年 3 月 1 日正式奉行政院核定實施，這二法的實

施，不僅開啟了民主政治中的文人領軍、同時接受立法院監督，並確

立了軍隊國家化，同時建立軍政、軍令和軍備運作架構以發揮專業分

工合作的體系。按照國防二法的立法意旨來看，新的國防體制與指揮

體系主要是體現「全民國防」、「文人統治」、「軍政軍令一元化」、「軍

隊國家化」等原則。國防二法的實施不但鞏固了軍隊國家化的發展，

使國防組織完全整合到憲法與法律架構內，亦使軍隊完全置於法律的

體制之內，達成國防法治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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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2002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也是落實全民

國防理念的具體作為，而全民防衛動員係由「防禦與準備」及「積極

的危機管理」觀念所衍生。我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機制之運作，採「會

報和議」、「計畫分工」、「講習輔導」、「演習驗證」等方式，結合「有

效嚇阻、防衛固守」之軍事戰略構想與指導，在兼顧國防與民生發展

下，本著「納動員於施政，寓戰備於經建」之原則推動實施，藉由公

開動員方式，所實施之戰略守勢型態的國家總動員，以充分運用政、

經、軍、心、科技等總體力量，強固國家安全(國防部「國防報告書」

編纂委員會，2006) 。第 1 條指出：「為建立全民防衛動員體系，落實

全民國防理念，實施動員準備，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法。」明確

賦予全民防衛作戰的法源依據。 

三、全民國防教育法： 

2005年2月2日公布的《全民國防教育法》第1條開宗明義即：「為

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

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特制定本法。」；第2條：「本法所稱之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國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第5條：「本法所稱全民國防教育，以經常方式實施為原則，

其範圍包括：1.學校教育；2.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3.社會教育；

4.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教育。」該法規定國防部和直轄市、縣市政

府必須在各級學校、機關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並應製作影片、文宣資

料，透過大眾媒體播放、刊載，以凝聚大眾的全民國防與愛國意識，

同時國防部並配合頒布《全民國防教育法》作業實施計畫，推動全民

國防教育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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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理念透過國防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全民國防

教育法等，在國家法制面向上臻於完備，對於強化國人愛國意識，加

強全民國防整體效能，確保國家安全有積極的助益，每位國民從「心

理做起」，領會「全島一命」生命共同體之信念，發為制敵之行動，共

同保衛國家安全。 

肆、我國全民國防教育的發展沿革 

我國現行學生軍訓教育，主要依據《教育部組織法》、《大學法》、

《高級中學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等法規。《教

育部組織法》賦予學生軍訓的主管業務單位。《大學法》和《高級中學

法》對學生軍訓的設立、職掌有所訂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

實施辦法》，則對於軍訓、護理授課時數、人員編制、獎懲、任用、考

核、經費、大專集訓等方式明文規範，為現行軍訓制度的重要法令依

據(郇中明，2011) 。 

而我國學生軍訓制度，源自於傳統文武合一教育的精神。鴉片戰

爭之後，民族主義浪潮興起，政府發展軍備蔚為風氣，船堅砲利為時

代所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政府召開全國臨時教育會議，教育部

頒布新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

之；…」，規定實施國民軍事教育，在各級學校推行 (陳益興，1993)。 

1928年5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當時正逢

「濟南慘案」（5月3日）發生，國人為抵禦外侮，群情憤慨。遂提《全

國各級學校實施軍事教育案》，請大學院通令全國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

加受軍事科學，每週至少三次，以二年為限。中等以下學校，加重體

育每週至少三次，至畢業為止。同時，軍事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向全

國教育會議提案，《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事教育方案》，連同《學術科

教育要目》及《軍事教育日程表》，目的是「鞏固國防首重軍備，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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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弱繫於教育，普通學校參加軍事教育，以為強種雪恥之準備，不予

以劃一之訓練必不能收相當之效能」。經大會合併討論，修正後通過並

議決改為《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鄭玉英，2008)。 

《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的通過，是因為當時國家環境及

革命情勢的需求，但也為我國學生軍事教育訓練指出明確的方向，而

使學校軍訓教育邁向有目標、計畫、制度、組織的實踐階段，我國軍

訓教育乃正式創建。而臺灣地區軍訓教育制度的形成，也是因為當時

國家環境的需要。1953年2月，教育部與救國團會商高級中等學校實施

在校軍訓問題，同年4月全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即實施在校軍訓。同年

7月行政院核定令頒教育部與國防部、臺灣省政府會呈之《臺灣省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暨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設計督導委員會組織辦法》。臺灣地區學

生接受軍訓教育的政策確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軍訓亦於1954年開始

實施，軍訓教育重建於焉開始 (軍訓處，1978)。  

1987年教育部擬第三次修正大學法時，政府實施解嚴，在國內民

主聲浪中，軍訓制度及軍訓教官均成為改革的對象。1980年代學生運

動強調要建造一個理想大學必須推動校園民主化、校園自由化與校園

文化批判三個面向的努力 (鄧丕雲，1993)。在學生運動衝擊之下，教

育部重新考量軍訓制度存廢，遂蒐集各方意見，透過公聽會方式，徵

求各界對此一問題的看法，而獲致初步結論，認為軍訓教官仍有其存

在的價值及功能。1993年12月7日，攸關軍訓教官在大學定位的大學

法，經立法院教育、法制聯席委員會審查討論，完成三讀。1994年1

月5日《大學法》修正公佈，其中第11條第6款規定大學應設軍訓室單

位：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同年8月9日《大學法施行細

則》經行政院核定，其中第9條內容：軍訓室設主任一人、軍訓教官、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3 

護理教師若干人，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

由校長擇聘之。自此確定了軍訓制度的法定地位，亦奠定了軍訓教官

駐留校園的法制基礎。  

大學法修正案通過後，大眾的目光從「軍訓教官」轉移到「軍訓

教育」，並以「課程自主」、「軍訓選修」、教育部訂定「共同必修科目

違法」等為新訴求重點。臺灣大學於校務會議中決議，軍訓課程改為

選修，並自83學年度開始實施。教育部盼臺灣大學以學生權益為重，

並表示要發函各大學院校，要求軍護課程仍維持必修。臺灣大學無所

適從，提請大法官解釋。結果大法官於1995年作成釋字第380號解釋

案，認為教育部在大學法施行細則中規定軍訓、護理、體育、國文等

共同必修科目的做法違憲。「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屬大學自治範圍」，更

基於大學自治理念宣告行之有年的軍訓必修科目違憲(謝元熙，

1995)。為尊重釋憲案及大學校院校長所做軍訓及護理選修的決定，教

育部做出「大一必修、大二選修」的調整方案，軍訓教官也依新修訂

大學法之規定，留在校園內從事教學、輔導與服務工作 (張芙美，

1999)。  

由於第380號解釋案，只闡明教學自由、學習自由、課程自由等為

大學自治事項，部分立法委員針對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大學應

設置軍訓室及軍訓教官的問題，連署聲請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於是做成第450號解釋：「國家為健全大學組織，有利大學教育宗

旨之實現，固得以法律規定大學內部組織之主要架構，惟憲法第11條

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大學自治亦屬該

條之保障範圍。舉凡教學、學習自由、講授內容、學生選擇科系與課

程自由等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業經本院釋字第380號解釋釋示在案。

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疇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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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主組織權，如大學認無須開設某種課程，而法令仍強制規定應設

置與該課程相關之規劃及教學單位，即與憲法保障學術自由及大學自

治之意旨不符。倘各大學依其自主之決策，認有提供學生修習軍訓或

護理課程之必要，自得設置與軍訓或護理課程相關之單位，並依法聘

請適任之教學人員。」其解釋內容基本上並不否定在大學設置軍訓室

及開設軍訓與護理課程，只是未來大學軍訓室或軍訓護理課程有無設

置之必要，將由各大學自主決定，並依法聘任適當的教學人員  (林清

江，1998)。學者梅時雨 (2007) 亦認為大學自治的存在，必須依附加

於國家存在，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國家便沒有大學自治，一言以蔽

之，大學自治之健全有賴於國家主權之完整性，而全民國防教育之理

念之貫徹必須藉由大學教育之落實和推廣，是兩個相輔相成的概念而

非對立。然而，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風潮下，軍訓制度受到嚴苛的

挑戰，讓軍訓制度不得不轉型。 

軍訓制度變革是必然的，軍訓教育轉型為全民國防教育，也是時

代的趨勢。轉型（transformation）是指組織定位或核心專長的調整，

這會影響到組織內部的資源分配、權力結構與部門劃分等事項  (張志

育，2000)。而軍訓教育的轉型期，是因《全民國防教育法》的實施，

是要透過學校教育來教導民眾，國家安全是全民的責任，所以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課綱將軍訓教育改為全民國防教育，寓於課程中讓學生學

習，就是為達成國防教育的目的 (鄭玉英，2008)。而全民國防教育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就是要藉由教育的歷程，以實現國防

建設與保衛國家為目的的一種重要教育活動，目的在培養全民具有國

防軍事、國家安全及全民防衛的的觀念，並將有形武力、民間資源與

精神意志融合為一，直接、間接用來阻絕侵略，維護國家安全的一種

國防教育政策。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推行全民國防教育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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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增進全民的國防知識，凝聚全民防衛國家的意識，建構全方

位、全民參與的整體國防，所以制定《全民國防教育法》，以教育方式

加強全民心防 (立法院公報，2004)。 

2005 年 2 月 2 日公布之《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7 條規定「各級學

校應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實施多元教

學活動。其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此法令的公布施行確立各級學校須依法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於是教育

部自 95 學年度起將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課程調整為國防通識教

育，依 2010 年 5 月 25 日會銜國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自 99 學年度起國防通識課程改為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學者鄭玉英(2008)為了進一步清楚勾勒我國軍訓教育制度發

展軌跡，將其沿革綜整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我國軍訓教育制度發展沿革表 

 創建期 

（1912～1948） 

實行期 

（1952～1986） 

變革期 

（1987～2004） 

轉型期 

（2005～至今） 

背

景 

內憂：軍閥動

亂、中共動亂 

外患：日軍侵

華 

反共抗俄，復

國建國 

政府解嚴、大

學法修訂，軍

訓制度及教官

成為改革對象 

1.國防法、兵

役法、全動法

修訂 

2.制訂實施全

民國防教育法 

目

的 

鍛鍊學生強健

體格、培養紀

律、服從、負

責及愛國精神 

1.安定校園、

提振民族精神 

2.實施軍事訓

練及軍事管理 

1.軍訓課程規

劃為六大領域 

2.注重軍訓教

學、加強教官

輔導能力，教

官 功 能 多 元

化。 

增進全民的國

防知識，凝聚

全民防衛國家

的意識，建構

全方位、全民

參與的整體國

防 

法

令 

高中以上學校

軍事教育方案

（1928） 

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軍訓

實 施 辦 法

（1953） 

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軍訓

實 施 辦 法

（1953） 

全民國防教育

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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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我國軍訓教育制度發展沿革表(續) 

 創建期 

（1912～1948） 

實行期 

（1952～1986） 

變革期 

（1987～2004） 

轉型期 

（2005～至今） 

師

資 

正式陸軍學校

畢業之軍官 

1.現役國軍軍

官荐選轉任 

2.教育部招考

之女軍訓教官 

1.現役國軍軍

官荐選轉任 

2.教育部招考

之女軍訓教官 

國防教育合格

教師 

軍

訓

教

育

的

影

響 

對日抗戰，學

生從軍報國蔚

成波瀾壯擴的

愛國行動，最

後贏得戰爭勝

利。 

學生生活教育

獲師長肯定，

校 園 秩 序 良

好。 

軍訓教官以服

務代替管理，

加強維護校園

安全及學生生

活 輔 導 的 功

能。 

軍訓教官將由

合格國防教育

教師取代。 

軍

訓

教

育

制

度

重

要

大

事 

1.第一次全國

教育會議通過

軍事教育方案 

2.制定相關法

令作為教官在

校實施軍訓依

據 

3.軍訓教育於

民國 37 年全

面停止實施。 

1.軍訓教育於

民國 40 年開

始試辦。 

2.軍訓教育由

救國團轉移教

育部 

3.教育部設置

軍訓處，制訂

各 項 軍 訓 法

規，軍訓教育

步入正軌。 

1. 大 法 官

380 、 450 釋

憲，大學軍訓

室授權各校自

治。 

2.軍訓教官進

修專業學分及

輔導學分。 

3.軍訓課程分

為六大領域授

課，教官在學

校以服務代替

管理。 

1.教育部委託

大學開設國防

教育專業學分 

2.開放軍訓教

官 

進修 

資料來源：鄭玉英，2008：33 

綜上所述，軍訓教育的創建期，是因為當時國家遭受內亂、外侮，

有志之士為了培養青年人的體能及愛國意識，於是在學界及國民政府

的推動下，學校的軍訓教育制度逐漸建立。軍訓教育的實行期，是因

政府來臺後為反攻大陸積極準備，因鑒於大陸的失敗原因之一和學校

教育有關，於是決定恢復實施軍訓教育，以為安定校園、提振民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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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軍訓教育透過救國團組織進入校園。由於軍訓教官對於學生生活

管理獲得學校的肯定，軍訓處亦成為教育部正式組織單位，負責高級

中學以上學生的軍訓教育及軍訓教官的行政事宜為主。軍訓教育的變

革期，是因 1987 年，臺灣解除戒嚴後，軍訓教育制度受部分人士質疑，

因此催化軍訓教育制度的反省；無論是教學方法、課程內容、輔導學

生技巧、服務態度等，軍訓教官透過進修確實有很大的轉變，這對軍

訓教育的發展也確有助益。自《國防法》制定後，已說明我國的國家

安全已非由軍人單方面負責，而是由全民共同防衛。由於臺海兩岸間

軍事仍處於敵對狀態，但是民間交流往來頻繁，如何加強民眾國家安

全及防衛意識，這是政府的職責。軍訓教育的轉型期，是因《全民國

防教育法》的實施，是要透過學校教育來教導民眾，國家安全是全民

的責任，所以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課綱將軍訓教育改為全民國防教育，

寓於課程中讓學生學習，就是為達成全民國防教育的目的(鄭玉英，

2008) 。 

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實施現況 

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是重要的公共政策，亦是教育政策，但是在大

學階段實施，則遇到大學學術自主問題，而大學課程自主，在理念及

我國現行法律上都受到尊重與保障。學者梅時雨 (2007) 認為大學自

治的存在，必須依附加於國家存在，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國家便沒

有大學自治，一言以蔽之，大學自治之健全有賴於國家主權之完整性，

而全民國防教育之理念之貫徹必須藉由大學教育之落實和推廣，是兩

個相輔相成的概念而非對立。「全民國防」及「全民國防教育」之理

念是可研究與討論之學術議題，大學基於學術自由、平等及多元性，

應予以包容而不是拒絕或排斥，因此全民國防教育之理念，仍可依符

合學術規範的方式在大學內推廣，至於是否將全民國防教育列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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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選修課程，則仍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梅時雨，2007)。 

依據2005年2月2日公布之《全民國防教育法》第7條規定「各級學

校應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實施多元教

學活動。其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此法令的公布施行確立各級學校須依法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教育部於

2010年5月25日會銜國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

實施辦法》，自99學年度起國防通識課程改為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

大致分為：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國防科技等

單元。 

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募兵制更是國家既定之重要政策，教育

部本於部會分工，從教育層面著手，致力全民國防教育之落實，期藉

由課程之潛移默化，奠定學子軍事訓練基礎、深化國防意識、凝聚全

民國防共識，為國家安全儲備無形之精神戰力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

司，2013)。國防部及內政部於2011年12月30日公告，民國83年次以後

出生之役男，自2013年1月1日起，改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民

國82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仍需服1年現役（或替代役）。配合募兵制

推動，教育部於2013年3月13日依《兵役法》第16條第4項規定，會同

國防部及內政部訂定以臺教學（六）字第1020021454C號令發布《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

實施辦法》第2條：「依法受徵集服常備兵役現役或軍事訓練之役男，

其曾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得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申請折減役期或軍事訓練

期間。前項所稱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指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大

學及其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而本辦法明定可折減之「全民國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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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軍事訓練課程」，係於全民國防教育架構下納入軍事訓練相關課目，

除可增進學子防衛意識與知能，培養愛鄉愛國情操，並可提供學子先

備性軍事知能，以提升其未來接受軍事訓練之成效。第一項所定得折

減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之課程內容、課目、時數，規定如表2-2、表2-3。  

《兵役法》業於2013年1月2日修正公布施行，依最新修訂第16條

規定，役男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得折減其常備兵役現役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得折減之

現役役期或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時數，分別不得逾30日及15日。役男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軍訓)課程折減兵役日數對照表如表2-4

所示。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

實施辦法》明定可折減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其課程折減

兵役役期方式說明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含五專前三年及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 

除現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必修2學分）內既有之相關課程外，

另學校實施災害防救暨青年服勤動員、實彈射擊等實務課程，皆可納

入折減範疇；依每8堂課折算1日，可折減現役役期7日或常備兵役軍事

訓練期間5日。 

二、大專校院（含五專後二年及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 

學校依照全民國防教育「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

「防衛動員」、「國防科技」等5大領域規劃課程，並配合納入相關軍事

訓練課目及時數；依每8堂課折算1日，至多可折減現役役期22日或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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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課目、時數(高中) 

學制 
課程 
內容 

課程 
總時數 

軍事訓練課目及時數 備 考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
五
專
前
三
年
或
相
當
層
級
進
修
學
校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國際 
情勢 

36 

   

國防 
政策 

   

全民 
國防 

   

防衛 
動員 

災害防救知能與技能 10 災害防制與應變  
徒手基本教練  4 基本防衛技能  

持槍基本教練  4 基本防衛技能  

國防 
科技 

步槍射擊原理  1  

機械訓練  1  

防衛 
動員 
︿ 
實 
務 
﹀ 

20 

災害防救、災防整備、防
衛動員、青年服勤動員及
校園防護團模擬演練  
(配合萬安演習、校園防災
救災演練及青年服勤動
員，每年度實施2次。) 

12 

 

步槍實彈射擊  
（含T65K2或T91步槍基本
操作、射擊預習及靶場安
全教育）  

8 

各校應訂定年度
執行要點(參加
人員名冊留存備
查) 

合計時數 56  40  

附 
 
 
 
 

註 
一、學校開設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應符合本表規範。  
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之

上限，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高級中等學校(含五專前三年或相當層級進修學校)課程折減說明

如下：  
(一)折減現役役期：  

依課程總時數56小時(堂)計算，修習成績合格者，依每8堂課折
算1日，不足1日不列入計算，至多得折減現役役期7日。  

(二)折減軍事訓練期間：  
課程內軍事訓練相關課目得折減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時數計32
小時（含「防衛動員」及「國防科技」之軍事訓練課目20小時及
「防衛動員實務」之「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模擬演練」12小時），
修習成績合格者，上下學期分別核予16小時(堂)，依每8堂課折
算1日，每學期得折減2日；另參加步槍實彈射擊時數8小時(堂)，
得折減1日。至多得折減軍事訓練期間5日。  

資料來源：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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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課目、時數(大學) 

學制 課程 
內容 

課程 
總時數 軍事訓練課目及時數 

大
學
、
二
年
制
專
科
學
校
、
五
專
後
二
年
或
相
當
層
級
學
校 

（一） 
國際
情勢 

36 

敵情教育及兩岸情勢 

16 

機艦與人員識別 

保防教育 

武裝衝突法及日內瓦公約 

愛國教育(莒光教學專題研討) 

（二） 
國防
政策 

36 

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 
—國防轉型:國防政策、國防組織 
—國防戰力:國防武力、國防資源及災害防救 16 
兵役實務及募兵制生涯規劃 

愛國教育(莒光教學專題研討) 

（三） 
全民
國防 

36 

軍人禮節及警衛勤務 

16 
軍紀教育(含申訴制度) 

軍法教育 

愛國教育(莒光教學專題研討) 

（四） 
防衛
動員 

36 
災害防救知能與技能 

16 災害防救、災防整備及防衛動員模擬演練 
戰場急救與自救、中暑防制及心肺復甦術 

（五） 
國防
科技 

36 

軍事素養－軍兵種介紹 

16 

軍事素養－武器系統介紹 

軍事素養－資訊作戰 

核生化作戰及核生化訓練簡介 

愛國教育(莒光教學專題研討) 

合計時數 180  80 

附 
 
 
 
 

註 

一、學校開設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應符合本表規範；課程總
時數非36小時者，應依比例調整軍事訓練課目時數。  

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
之上限，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大學、二年制專科學校、五專後二年或相當層級學校之課程（含
必、選修），其折減說明如下：  

(一)折減現役役期：  
依每門課程總時數36小時(堂)計算，修習成績合格者，依每8
堂課折算1日，得折減4.5日；5門課共180小時(堂)，不足1日
不列入計算，至多得折減現役役期22日。  

(二)折減軍事訓練期間：  
依每門課程內軍事訓練相關課目時數16小時(堂)計算，修習成
績合格者，依每8堂課折算1日，得折減2日；5門課共80小時
(堂)，至多得折減軍事訓練期間10日。  

資料來源：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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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役男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軍訓)課程折減兵役日數對照表 

役男

年次 

役種 

(時間) 
修習課程 

可折減役(訓)期日數 

折減 

起算日 

高級中等

學校、五專

前 3 年及

相當層級

進修學校 

大專校

院、五專後

2 年及相當

層級進修

學校 

折減 

上限 

82 年

次 

以前 

常備兵役

現役或替

代役 

(1 年) 

軍訓課程 每 8 堂課折算 1 日 

30 日 退伍日 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 

至多 7 日 至多 22 日 

83 年

次 

以後 

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 

(4 個月) 

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 

至多 5 日 至多 10 日 15 日 

第 2 階段

(專長訓

練)結訓日 

資料來源：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2013 

故自102學年度起，各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因應此重大

變革，陸續將課程配合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並依規

定調整課程內容。另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為避免學生權益受

損及影響兵役折減公平情事發生，民國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101學年度

於大專校院所修習之「軍訓及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折減天數得依

2013年9月9日臺教學（六）字第1020119284號函核復之「大專校院101

學年度軍訓課程內容符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審認結果一覽

表」辦理。據此，民國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於各大專校院所修習之全

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可符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

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之相關兵役折減規定 (學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相關事項補充說明，2013)。 

另外，為使「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脫離僅在課堂授課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刻板印象，朝向活動多元化目標發展，透過靈活的教學設計，鼓勵各

校以多元的教學方式進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例如:參觀國軍戰史古

蹟、安排漆彈射擊、野外行軍及求生訓練等教學活動，以及各學校自

行辦理的運動競技、國軍營區參訪、書法漫畫比賽等動靜皆宜的活動。

而中斷11年後再次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於2007年恢復的學生實彈體驗

射擊，更是希望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以落實全民國防教育，走出紙

上談兵的窠臼(陳正明，2009)。 

綜上所述，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係指於全民國

防教育架構下納入軍事訓練相關課目，且符合最新修訂《兵役法》規

定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本課程期能增進學生防衛意識與

知能，培養愛鄉愛國情操，並可提供役男先備性軍事知能，以提升其

未來接受軍事訓練之成效。而研究者目前所任職之景文科技大學，除

大一學生實施「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必修課程外，亦以多元

化、多層次的教學活動，曾於校內結合全民國防教育宣導舉辦漆彈射

擊、校園安全防災演練、國軍人才招募、師生傳唱及「CPR+AED」訓練…

等有關全民國防教育活動，期能透過多元化、多層次的教學活動進行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參與學生強化自我防衛、激發潛

力，提昇防衛精神動員教育效果，使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脫離僅在課堂

授課的刻板印象，朝向活動多元化目標發展，不僅能充實學生軍事知

能，認識全民國防體系，更期能激勵學生愛國情操，增進全民國防意

識，落實全民國防教育的推展，對全民國防教育建立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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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滿意度之意涵探討 

壹、學習滿意度的概念 

一、 學習的意義  

學習（Learning）是獲得知識或技能的練習歷程，心理學認為是

一種經由練習而使得個體在認知、情緒及行為上，產生持久改變的歷

程 (大辭典編篡委員會，1985)。張春興、林清山 (1989)對「學習」

一詞所下的定義是：學習是個體經由練習或經驗使其行為產生較為持

久改變的歷程。  

施良方（1996）認為「學習」乃是教育心理學上很重要的一個概

念，是學習者經由練習或經驗使其行為、能力和心理傾向產生較持久

改變的歷程；認為學習為心理學中的一個術語，其內涵與人們日常生

活中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學習理論中講的「學習」，不只是講人類的學

習，也包括動物的學習，它泛指有機體因經驗而發生的行為改變，這

種變化不意味著改變後的行為比原來的行為更可取。  

王克先(1997)從心理學的的觀點：學習是憑練習或經驗，使個體

產生較持久改變的歷程。他認為「學習」的特質有：  

（一）個體行為的改變只有經過練習或經驗而產生者，始能稱為「學

習」。  

（二）個體行為的改變，必須有較持久性的。  

（三）學習是個體行為改變的歷程。  

（四）學習是一種中性的行為。  

韋氏辭典對學習的定義是「知識或技能的獲得」 (韋氏辭典編篡

委員會，1997)。因此，學習包含了兩種意義：  

（一）獲得技能或know-how；表示利用此一能力去從事實際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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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實踐上的經驗獲得心智上的認知與了解或know-why；因此，

這兩個部份的定義都是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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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滿意的定義 

滿意（Satisfaction）一詞，在各版本辭典的解釋如下：  

(一) 大辭典：在進行一項活動後，所帶來的愉快感受 (大辭典編篡

委員會，1985)。 

(二) 韋氏辭典（1997）：  

1. 感到滿足的行為。  

2. 對程度、內涵或狀態感到滿足。  

3. 在動機或方法上，令人滿足的狀態。 

(三) 國語活用辭典最新修訂版：心滿意足(周何，2006)  

(四) 標準國語辭典：合於期望，沒有缺憾(洪秀蕊，2008)。  

綜合以上論點，「滿意」可解釋為：指願望的達成，是一種快樂且

沒有缺憾的感覺，是主觀的感受。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度是「滿意」，

不高興的感覺或消極的態度的形成是「不滿意」。   

三、 學習滿意度的意涵  

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的愉快感受或態度，或是在學

習活動過程中，能夠滿足其心願、需要。這種感受或態度表示學習者

對學習活動的喜好程度或學習者對於心願、需要已得到滿足或達到目

標的程度 (Knowles, 1970 ；Long, 1985)。也就是說喜好程度、得到

滿足或達到目標的程度越高，表示學習者對學習感到越滿意；反之，

喜好程度、得到滿足或達到目標的程度越低，表示學習者對學習感到

越不滿意。國內、外學者對於學習滿意度的定義相當繁多，以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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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整理出學者對學習滿意度的定義: 

 Vroom (1964）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個人獲得他所需求的，則其將

感到滿足；學習需求強度高時，則獲致時就愈滿意，不能獲致時就愈

不滿意。  

Tough(1982）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滿意度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

感覺或態度，此種感覺或態度是由於學習者喜歡學習活動，或在學習

過程中其願望及需求獲得滿足。 

Long(1985）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學習成果與

滿意度，而滿意度是指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愉快感受或態度。 

馬芳婷 (1989）認為學習滿意度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

度。這種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學習者喜歡該學習活動或在學習過

程中，其願望、需求獲得滿足。 

蔡明砡(1991)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生參與課程活動的感覺或是

態度，其感覺或態度則是表示著學生對於這些學習活動的喜歡程度或

是需求得到滿足、目標得以達成的程度。 

吳婉如(1993)認為一個人在其人生階段中會有不同的學習需求和

願望，若能達成這些需求和願望，則獲得滿意。 

Flammger（1991） 學習滿意度為需求與需要的應驗，完滿的愉悅

及滿足的感覺。 

Dessler (1994）認為學習滿意度是認為當個人需要與組織期望不

一致時，則滿意程度自動降低。此組織期望與個人需要傾向，將受到

文化價值所影響，即不同文化將導致不同程度的滿意感覺。  

Binner,Dean & Millinger (1994）認為學習滿意度是衡量電子教

育課程效能和成功與否的重要冹斷標準；學習滿意度的研究，可以了

解課程的缺失而加以改善，增進我們所服務的學習者之利益，引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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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發展方向。 

周春美、沈健華(1995)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對於學習整體

的感覺或情感的反應，這種感覺來自個人在特定環境中，實際獲得的

學習內涵與其預期應獲得的價值差距，如果差距越小，滿意度就越高；

反之，差距越大，滿意的程度越低。 

蕭安成(1998)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進行學習活動之後達成

原先的需求和期望，甚至獲得不預期的結果，產生充足的喜悅感和積

極的態度，因此學習滿意度可視為一種評鑑的層面。 

杜紹萍(1999)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對學習整體的感覺和反

應，這種感覺或態度來自於學習的結果是否滿足學習者的需求或願

望，以及學習經驗是否令學習者感到愉快。 

林美智(2000)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後，高興的感

覺或積極的態度；願望或需求的達成；知覺學習能力的提升等。 

李慶泰( 2002)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知覺

之學習活動能滿足個人學習上的需求，並對學習活動喜歡而產生完滿

的感受和正向的態度。 

李麗美 ( 2002)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在整個學習過程中，

對於學習整體的感覺和滿足，此種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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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玉湘(2002) 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進行學習活動之後達成

原先需求和期望，產生飽足的愉悅感和積極的態度。 

魏銀河 (2003)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在整個學習活動中的感

受程度。學習滿意度為評鑑學員學習成果的一種方式。如果學習者感

到愉快、滿足，即表示學習滿意度高；反之，如果學習活動中感到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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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乏味、不愉快；則表示學習者滿意度低。 

周虹君( 2003)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在學習的相關活動中，學生主

觀的知覺感受或態度，而這樣的感覺或態度，會因學生在學習的過程

中達成個人的需求與期望而異，若所獲得的愉悅感越高，則學習滿意

度越高。 

顏金郎（2004）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透過整個學習過程後，

能滿足其需求及達成其願望的程度；或指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前後

主觀相較的感受或態度。 

陳素蓮 (2005)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支付比預期低的學習成

本，而獲得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的最大滿足，此即為學習者的學習滿

意，而學習者感受學習滿意的高低程度即為學習滿意度。 

范淑媚（2006）認為學習滿意度是社區大學學員參與整個學習過

程後，對於整體學習內容或活動的感覺與反應，這種感覺的形成來自

於學習活動的內容讓學習者喜歡、愉快的程度，以及學習成果是否能

讓學習者感到滿足其需求，當學習者感到學習的愉快與滿足的程度愈

高，則滿意度愈高，反之，則亦然。 

紀紋薇（2006）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進行學習活動之前，心

中對各方有預期的學習期望，參與學習後，若學習情況達成原先需求、

期望，即會產生飽足的愉悅感和積極的態度，此為學習滿意度。 

范蕙華（2009）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透過整個學習過程後，

能滿足其需求及達成期願望的程度。 

李建霖( 2010)認為學習滿意度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感受或態

度，此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學生喜歡該學習活動，或在學習過程

中其願望及需求獲得滿足。 

李文姮 (2011)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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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整體的感覺滿足程度，此種感覺是來自於學習過程中是否能讓學

習者感到愉快，以及學習成果是否滿足其目標需求的感受。  

郇中明（2011）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生選讀國防通識課程後，

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度，此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學生喜歡該學

習活動，或在學習過程中，其願望和需求的達成獲得滿足的程度。 

羅育芳（2012）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大學學生在修習「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之後，本身對於「全民國防教育」的需求與期望能夠得到

相當滿足的程度。 

陳巧倩（2013）認為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的過程，

對學習需求、達到目標或喜愛程度得到滿足，內心充滿喜悅與正向積

極的態度。 

歸納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學習者學習態度的定義，可以發現到

大多強調學習者在參與學習的過程，內在心裡的主觀感受。而學習滿

意度係指學習者進行學習活動之後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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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為景文

科技大學學生，針對大學學生之學習滿意度定義為：大學學生對於學

習活動感覺之程度；該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大學學生喜歡該學習

活動，或在學習過程中，達成其願望、需求；亦即學習者對於參與學

習活動的感覺或態度，這種感覺或態度表示學習者對學習活動的喜歡

程度、或願望、需求獲得滿足或目標達成的程度。因此學習滿意度可

以用來解釋學生在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對學習滿意度的定義為：大學學生在修習「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後，本身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的需求與期望能夠得到相當滿足的程度，若該學生對於「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的期望結果與實際結果越接近，則該學生的學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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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越高；反之，若該學生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期

望結果與實際結果落差越大，則該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就越低。 

貳、學習滿意度之理論模式 

教育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透過研究的過程和結果，來了解教

育過程中的各項相關因素，以求得教育之改進，提高教育效果，而學

生的學習滿意度正可以用來解釋學生學習的成果。Long（1985）指出

滿意度是教育工作者要評量學生學習成果的主要方法。  

滿意度導源於內在需求的實現，而需求的層次與方式會因學生個

別差異及學習環境之不同而有差異。Boyd (1965)、Douglah（1970）

及Kidd（1973）的研究均指出：要辦好教育，必須了解學生參與學習

目的、願望與需求，以激勵其學習。所謂的學習滿意度，是學員在學

習過程中知覺其願望或需求的程度。學者林志忠（2007)研究發現，學

生的學習滿意度面向會因研究內容與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異。從學習

滿意度的研究，可以了解課程的缺失加以改善，引導我們發展的方向。  

為求了解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之因素，本研究以差異理論、需求

層次理論、投入與產出論、雙因子理論及期望理論，五種理論模式探

討學習滿意度，分述如下： 

一、 差異理論 (Discrepancy Theory) 

差異理論(Discrepancy Theory)是指個體對於工作上的滿意程度

取決於事實上所得到工作報酬與預期所獲得報酬之間的差距。假如差

距越遠，則工作感到滿意程度越小；反之，距離越近，則滿意程度越

大（Locke, 1969；Porter&Lawler, 1971)。  

Domer等人（1983）運用Herzberg在1957年提出的工作滿意理論於

學生學習滿意度。原理論認為人類的需求是二元性的，  

（一）是動物性的需要，即避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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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性的需要，即心理成長。  

應用在學生學習滿意度上的說明，認為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的激

勵因素是學生本身內在的因素，如學習成就感、教師與同學的認可、

學習本身等。而影響學生學習不滿意的外在因素主要是學習環境，如

學習環境的設施與設備、人際關係、機構的行政措施等。激勵因素若

存在，會使學生感到滿意，反之也不會感到不滿意。外在因素若不存

在，會使學生感到不滿意，反之也不會感到滿意。  

二、 需求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Maslow（1970）認為人類各種動機是彼此關聯的，人類所有行為

係由需求（need）所引起，需求有高低層次之分，他將需求排列為五

個層次（圖2-1），當較低層次需求獲得滿足後，較高一層需求隨之而

生，因此稱為「需求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也稱為

「需求滿足論」（Theory of Need Gratification）。五個層次分述如

下：  

（一）生理需求（Physical Needs）：生理需求是人類需求的起始點

及最原始的部分，是所有其他需求基礎。當個人飢餓或口渴

時，個人生理需求未獲得滿足時，將會忽略其他事物而一直

想著食物及水。若應用在教育上，老師發現學生行為異常時，

應該詴著了解學生日常生活狀況，如飲食、睡眠等，以滿足

其生理需求，改進其學習行為。  

（二）安全需求（Safety Needs）：一旦生理需求滿足後，個人又會

產生一種需求，即安全需求。這種需求指的是個人會避免危

險、孤獨、恐懼，解除威脅以保護自己。在家庭及學校教育

方面，應培養學生孚秩序有紀律的行為，不致管教過於嚴苛

或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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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與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當生理需

求及安全需求獲得滿足後，愛與隸屬需求成為決定行為的最

重要因素。所謂愛與隸屬需求是指個人希望歸屬於某個團

體，被其他人接受，同時伸出友誼的手，接受別人的友誼，

並給別人友誼，也就是社會需求。  

（四）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尊重需求即是與自尊有關的需求，

如自信、成就、勝任等，以及個人榮譽有關的需求，如追求

地位、尊敬和讚佩等。從教育的觀點來看，教師若能適當運

用此學習動機，讓學生有機會得到成功經驗，自動自發為自

尊需求而努力，如此學生才會體會到自我的價值，激發其學

習的認同與滿意。  

（五）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需求的最高層

次乃是自我實現需求，所謂自我實現需求，即是指充分發揮

潛力、實現自己，同時繼續發展及成長。教師若能在教學過

程中適時給予學生指導，使其了解自我、接納自我、肯定自

我，進而追求自我實現，將能使學生達到學習上的滿足。 

 

圖2-1 Maslow 需求層次圖 
資料來源：張春興，20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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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求理論的特定順序，可用來說明個人有何需求，但無法適用

於每一個人，因為每個個體期待滿足的需求不一樣，可能在同一時間

個人有一種以上之需求，故此理論尚無法用來概括及解釋學生學習之

行為，也不能正確預測或安排學習情境，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滿意度。

但藉此需求理論可讓學校及教師了解學生的需求，先滿足學生低層次

的需求，並以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需求來激發其學習動機，以滿足其學

習滿意度。  

三、 投入與產出理論 (Input-Output Theory)  

1979年，蓋浙生根據Samuel Bowles將學生、家庭及學校三個因素

影響學生生產過程的投入，而提出「教育投入與產出群因互動圖」，如

圖2-2所示。該理論是將學校視為一生產體系 (Productive System)

以教育的投入及產出(Education Input and Output)來衡量學校教育

的品質和效益。也就是將教育或學校生產過程的投入因素與產出間的

關係設定為教育生產函數，該生產函數主要探討各種影響學生學習及

成就的因素；在投入因素中，學生時間、教師時間、及設備使用時間

均影響學生的學習及成就 (李建霖，2010)。蓋浙生（1979）認為影響

學校生產過程的投入因素，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大類： 

（一）學校環境：如教學環境、師資、設備等。  

（二）家庭環境背景：如父母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  

（三）學生本身投入因素：如學生本身學習動機、學習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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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教育投入與產出群因互動圖 

資料來源：蓋浙生,1979:191 

林塗生（1996）認為學校是提供學生學習的場所，如何提供學生

最好的學習環境和資源是影響學習品質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許文敏（2000）認為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包含就讀類別、工讀情

形、家庭生活狀況及就學地區等因素會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  

林志忠（2007）學生的學習滿意度面向會因研究內容與對象的不

同而有所差異。 

四、 雙因子理論 (Motivation-Hygiene Two-factor Theory) 

雙因子理論是Herzberg 等在1957年所提出有關工作滿意度之理

論，認為人類需求是二元性的。一種是較低層次的需求，如避免痛苦。

另一種是高層次的需求，如成就的慾望、心理的成長等。  

Domer（1983）將此理論運用在學生學習滿意度上，認為影響學生

學習滿意度的激勵因素是學生本身內在的因素，如學習之成就感、教

師與同學的認可、學習本身等等；而影響學生學習滿意的外在因素主

要是外在的學習環境，如學習環境的設備、人際關係、機構之行政措

施等因素。  

洪嘉盈(1998)認為激勵因素若存在，會使學生感到滿意，反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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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感到不滿意；外在因素若不存在，會使學生感到不滿意，反之也

不會感到滿意。  

五、 期望理論 (Expectancy Theory) 

許錫銘（1998）期望理論認為人之所以採行某種行為，乃是因為

他的行為可以得到某種極吸引他的成果，過程中包含三個變數：  

（一）吸引力：指個體對從工作中得到潛在報償及成果的重視程度，

尤其是未獲得滿足的需求。  

（二）績效與報酬的關連性：個體對其績效達到某特定的水準時，

能否得到所期望的報酬之相信程度。  

（三）努力與績效的關連性：個體認為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可以使

績效達到某特定水準的相信程度。期望理論強調報酬，並注

意報酬的吸引力是否夠大？期望理論也強調期望的行為，若

運用在學生身上，可以更加了解應該用哪些方法激勵學生、

吸引學生重視其能力，並能督導學生是否用心準備以達到理

想的學習成果。  

綜上所述，學生學習滿意度取決於學生期望與實際所得結果相比

較後的差異程度。激勵因素是學生本身內在條件，外在因素則是外在

的學習環境等因素。而學習滿意度並非由單一要素形成，影響學生學

習滿意度之因素是綜合性的，除學生個人因素外，家庭因素及學校的

環境都會對學生學習滿意度產生影響作用。 

參、 影響學習滿意度之因素  

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之因素，常常因研究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

異，而多數研究結果是從學生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及教師

因素等方面來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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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林博文（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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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學生個人因素  

學生之背景（如性別、年齡、學歷）、人格特質、興趣、傾向、參

與動機、學習興趣、過去經驗、家庭背景、自我觀念、自尊…等，與

學生學習滿意度有關。  

二、 教師因素  

教師的專業知能，教師的特質、教學策略、教學行為、教學方法、

教學內容、對學生的態度、教學態度、熱誠等，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

的高低。  

三、 學校因素  

學校地點、學校所在市區環境、學習環境、教學設備、行政安排、

交通運輸等，也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  

學者吳銘輝（2001）對台北市高職工業類科學生對新課程學習滿

意度之研究中，有關主觀因素分析如下：  

一、 學生個人因素  

分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對學習的影響是直接的，包

含注意力、知覺辨別能力、統整能力、表達能力。非智力因素則為學

生性別、年齡、興趣、情緒、疲勞等因素。  

二、 教師因素  

其與學生學習關係，包括有學校之設備、教材、教法、教學媒體

及同學關係、師生關係、班級經營模式及教學評量。  

三、 家庭因素  

父母管教方式、對子女的態度、親子關係、交友狀況、社會階層、

父母教育程度等都與學習動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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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韓美齡（2006）指出學校以教學體系的層面而言，學校是由

老師及學生所組成的團體；以行政體系的層面而言，學校分為校長、

主任、組長及職員的行政體系，而行政目的是在支援教學，故以行政

體系的學校因素、教學體系的教學因素及學生個人因素，探討影響學

生學習滿意度如下： 

一、 學校因素  

學校須提供學生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充足的教學設備及高效能的

行政措施，讓學生有安靜且乾淨的環境、身心得著舒暢，發揮「境教」

的功能。除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外，Darkenward & Merriam（1982）提

出學校行政之安排，若能配合學生之實際需要，可提高學生之學習滿

意度。  

二、 教師因素  

教師的專業知能有助於學生學習滿意度之增加，Lam & Wong（1974）

研究發現，教師愈接近學生，有更多非正式的師生互動，學生對教師

將更滿意。Zahn（1976）研究發現教師能善用過去的經驗，可加強學

生的成就感，而且採用稱讚非處罰方式，可增強學生的學習滿意。因

此，教師的專業知能、教學方式及教學態度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滿意

度。  

三、 學生個人因素  

學生之人格特質、興趣、傾向等，如與所讀之學校或科目之特性

接近學生，則趨向滿意，反之則不滿意。  

綜上所述學者的觀點，可見背景因素會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影

響學生個人因素包含（性別、年齡、學歷）、居住地區、人格特質、興

趣、傾向、參與動機、學習興趣、過去經驗、家庭背景（家長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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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年收入、職業）、自我觀念、自尊…等；學校地點、學校所在市區

環境、學校屬性、學習環境、教學設備、行政安排、交通運輸等，也

是影響學生學習之滿意度重要依據；教師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則

有：教師的特質、教師專業知識、教學行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

對學生態度及實務經驗等。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

即以上述因素為研究基礎，以學生個人因素及家庭因素為自變項，以

教師因素及學校因素為依變項，並發展學習滿意度各變項。 

肆、 學習滿意度面向之研究  

近年來，由於資訊化社會的來臨，知識的累積量可謂一日千里。

世界各國為了有效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無不致力於教育革新，以提

昇學校效能。學生是學校教育之主體，學生學習的滿意程度，可以有

效地反映學校的教育績效。因此，近年來，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從學

生學習滿意度來探討各項教育措施的實施成效，以做為教育行政機關

及學校改進教學之參考，有關學習滿意度的研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

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在蒐集到的研究報告中，最少者將其滿意度分為

三個層面 (馬芳婷，1989)，最多者將其分為七個層面 (Binner, 

1994)；由於研究對象不同，因此各研究者所研究的層面內容不一，但

大略可歸納成教師教學、課程內容教材、行政管理、學習環境、學校

行政及人際關係等六個層面。茲將有關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整理如表

2-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9 

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學生學習滿意度面向之研究 

研究作者 年代 研究內容 

Betz 1970 

大學生滿意度之測量與分析六個構面：學校環境

與設備、行政措施與規則、教師特質、教學方法、

學習成果、同儕關係 

Wasinger 1974 
強調學習環境對學生學習滿意度之重要性，包括

交通方便、合適的設備及環境舒適安寧。 

Mangano & 
Corrad 

1979 

認為學生學習滿意度和學習環境、人際關係、學

業成就及個人適應情形有關。其認為適切的學習

地點，有助於學生感到滿意，因此建議為提高學

生學習之滿意度，應注意學習的環境，包括舒適

的空間、乾淨和諧的場所、適宜的設備、安寧的

社區環境以及良好的交通。 

McVetta 1981 

影響學生情意、滿意度及行為意向的教學因素之

研究五個構面：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師

生互動、教師特質 

Behunia 
＆ Gable 1982 

研究學生學習滿意度時，提出四個鑑別的構面，

其為教師能力與知識、社交生活、工作能力的發

展、知能的成長。 

林義男 1985 

學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五個構面：學習成績、

課程安排、學校的圖書設備、教師教學、學習收

穫  

馬芳婷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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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nes 1990 

設計成人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時其內容包括四

個層面：課程內容與教材、教師教學、環境設備

及教職員工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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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學者對學生學習滿意度面向之研究(續) 

研究作者 年代 研究內容 

蔡明砡 1991 

對台北市長青學苑學員做「老人教育學員學習滿

意度及相關因素之研究」時，於1990年3月至4月

假台北市東、西、南、北區長春文康活動中心進

行問卷調查，將學員學習滿意度內容分為五個層

面：課程內容、教師教學、學習成效、行政配合、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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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士台、 

盧美秀 
1993 

台北醫學院學生學習滿意度與相關因素分析研究

四個構面：教學態度、表達方式、教學內容、整

體收穫  

Binner 1994 

發展學生對電子課程之測量工具，認為需要先界

定和課程有關的相關因素，他們以嚴謹的方法作

因素分析，歸納學習滿意度的七個層面為：教師

與教學、技術、課程管理、教職員、教材、支持

服務、課外的聯結等 

Fujita-St

arck & 

Thompson 

1994 

研究動機與學習環境對參與學分班繼續教育的成

人學習者之學習滿意度時，將滿意度量表分為課

程品質、機構氣氛（包括同儕關係、與行政人員

關係）、支援服務系統、物理環境設備四個構面。 

鄭田 1995 

研究交通電信訓練所學員覺察之學習滿意度調查

時，於1995年2月對受訓學員取樣研究，將學員的

滿意度內容分為四個層面：課程教材、教師教學、

學習環境及人際關係  

陳國恩 1997 

研究空大學生學習風格與學習滿意學習成就之關

係時，以國立空中大學352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將

學習滿意度內容分為五個層面：課程內容、教學

方法、師生關係互動、同儕關係、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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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學者對學生學習滿意度面向之研究(續) 

研究作者 年代 研究內容 

蕭安成 1997 

研究隔空與非隔空學習者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和學

習滿意度時，以高屏地區831位參與學位課程學生

為研究對象，將學習滿意度內容分為四個層面：

行政與課程管理、課程內容與教材、教師教學、

師生關係  

Alperin 1998 

將學生學習滿意度分為學習、專業工作課程、專

業教師、兒童福利機構及整體工作經驗五個層

面，用以研究兒童福利領域之工作安置 

余嬪 1998 

二年制在職進修班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五個構

面：學習成果、校外實習、課程教材、實習設備、

教師教學  

李明杉 1998 

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生學業學習困擾與技藝學習滿

意度之研究四個構面：課程安排與設計、師資、

學習環境、技能提昇與生涯發展  

林博文 1998 

綜合高中對工業類科職業學程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五個構面：課程安排、教材內容、教師教學、學

習環境、人際關係  

杜紹萍 1999 

研究合作學習對成人英語學習成就行為滿意度影

響之實驗時，以27人為研究對象，包括實驗組13 

人、對照組14人，將學習滿意度內容分為四個層

面：教師教學、人際互動、學習參與、學習互動  

林佩怡 1999 

二專餐飲管理科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五個構

面：學習成果、校外實習、課程教材、實習設備、

教師教學  

卓旻怡 1999 

雲林縣國中生體育課學習滿意度的調查研究五個

構面：教師教學、學習效果、場地設備、教學行

政、同儕關係  

韓春屏 2000 

國中補校教學取向、學生批判思考與學習滿意相

關之研究四個構面：行政支援、人際關係、課程

教材、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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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學者對學生學習滿意度面向之研究(續) 

研究作者 年代 研究內容 

陳容芯 2000 

研究成人參與電腦第二專長教育學習滿意度之研

究時，以台灣南部地區519位參加電腦第二專長教

育的學員為研究對象，將學員的學習滿意度內容

分為五個層面：教師教學、學習成果、人際關係、

學習環境、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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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習滿意度內容分為四個層面：機構支持、

學歷提升、課程教材、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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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銀河 2003 

探討台南區社區大學學員學習滿意度及相關因素

之研究時期學習滿意度可分為：教師教學、課程

內容、學習環境、行政服務等四個層面  

郭永順 2004 

研究公立高職進修學校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研究時

期學習滿意度可分為：課程教材、教師教學、學

雜費收費、自給自足班設置等四個層面  

施台珠 2006 
探究學習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之研究分為學校環

境、教師、學生個人、人口變項等四個層面  

鄭鈺齡 2007 

研究台北市公立高職學校電機科學生對英語教師

之學習滿意度，分為專業知能、教學策略、師生

互動、學習成效等四個層面  

丁嘉慰 2008 

研究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度研究構

面，分為課程教材、學習環境、教師教學、人際

關係、學習成果等五個層面  

何啟豪 2008 

研究全民國防教育於大學實施成效與學習滿意

度，以學習成果、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及課程教

材四個構面做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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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學者對學生學習滿意度面向之研究(續) 

研究作者 年代 研究內容 

黃盛忠 2009 

探究台東市軍訓教學學生學習滿意度，分為教師教

學、學習環境、課程內容、學習成果、生活輔導等

五個層面  

郇中明 2011 
探討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包含教官教學、學習

環境、課程內容、生活輔導等四個層面 

羅育芳 2012 
研究高中職全民國防教育學習滿意度，包含課程內

容、教官教學、學習環境、學習成果等四個層面 

資料來源：參考何啟豪(2008：51-54)及郇中明 (2011：36-37)，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學者對學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影響學習滿意

度的因素，會因為研究對象，以及研究內容、方向而產生不同的面向，

但是仍有其共通項目，諸如學習環境、教學設備、行政管理、教師教

學、課程教材、學習成效、人際關係等等構面。 

郇中明（2011）認為有可能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包括行政支援、

實體設備、課程設計與教材選取、教師特質、教師與學生互動關係等；

軍訓教學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它是否能誘發顧客的消費動機、切合顧

客的需求，是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重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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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影響軍訓教學的關

鍵。學習滿意度是衡量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之一，本研究參考學者郇

中明（2011）所提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之探討，並衡酌本研究之研

究取向，將以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生活輔導等四大層面

做為研究變項，來探討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學習滿

意度。各項定義如下列所示： 

一、 教官教學  

教師能否用更多的關心、愛心和耐心，在良好的互動關係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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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採用適合其程度的教材、教學法及多元的評量方式，來達成因材施

教的教育理念，則學生學習滿意度亦必提高。學者王淑俐（1993）指

出，在學生眼中，好溝通的老師有下列特質：  

（一）親切和藹、面帶微笑。  

（二）幽默風趣、可開玩笑。  

（三）情緒穩定、不亂發脾氣。  

（四）常用講理、開導的方式，很少斥罵、體罰。  

（五）尊重學生的意見、聽取學生的建議。  

（六）樂意回答學生問題，有耐心幫助學生解決困難。  

（七）能容人之過、願意了解學生犯錯的原因。  

（八）關心學生、與學生打成一片，了解學生的心理。  

（九）學生犯錯或功課不懂時，常鼓勵及安慰學生。  

（十）不擺老師的架子，像個朋友、兄姊、媽媽可以向他傾訴一切。  

依據《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全民國防教

育人員由具所定課程內容專業之該教育階段合格教師擔任，但目前各

校並無合格之全民國防教育教師，各校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大多由第

二順位之軍訓教官擔任授課。因此「教師教學」之構面修正為「教官

教學」，本研究指學習者對授課教師個人教學風格及授課方式（包含板

書講授、多媒體教學、專家演講、校外參訪等），對教師的專業智能、

上課態度、教學方法與解釋能力，所感受到之滿意程度。故擬探討學

生對教官的教學方式、專業知能、上課態度與表達能力的滿意程度。 

二、 課程成效  

Gardner（1996）主張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具備了八大智能，即語

文、數理邏輯、空間關係、音樂、身體動覺、人際關係、自我認知以

及自然觀察力的智能。如何引導這些學生運用自己的多種智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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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學習，重建其學習信心，是軍訓課程內容、教材教法規畫的重點。 課

程內容的難易度，若符合學生的程度與需求，方能達成有效的教學目

標，學生才能有較高的學習滿意度。因此，課程規畫應考慮教學實施

結果之有效性。  

本研究指學習者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的豐富

及多元，課程規劃是否滿足個人需要，符合個人興趣，有助於個人潛

能的開發、有助於求知慾的滿足、對日常生活助益等的滿意程度的看

法。 

三、 學習環境  

學習環境是學校中所有影響教學－學習情境的環境條件及其構成

要素的總和，因此學習環境包含了物理元素的管理及存在於其間的人

與人的互動 (李明杉，1998)。學校所提供學習環境的品質，諸如：校

園、教室設備與場所的環境佈置、上課氣氛的營造與空間安排等，均

會影響學生溫馨、舒適與安全的感覺以及學習效果。  

本研究指學習者對大學教室環境的硬體設備，如上課教室規劃、

桌椅排列、採光、設備、有無雜音干擾等滿意程度的看法。 

四、 生活輔導  

學校教育的主題是學生，而學生生活輔導是從學生入學的第一天

就開始。學生生活輔導如要發揮其應有功能，其內涵與重點必須根據

學生身心發展及學校層級有所調整，高中職階段面臨升學與就業，兩

性交往，人格發展之他律與自律，可能需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加強

人際溝通、社團服務、自治訓練、性別平等教育等方面的引導 (傅木

龍，2002)。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都屬正面、積極，鼓勵與發展性的目

的。因此，身為教育工作者，如能將相關法令所規範的輔導理念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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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妥善融入生活輔導的過程中，當能有效幫助，關懷學生，達到生活

輔導的目的。本研究指學習者在參加學習的過程中或著學習以後，對

教官的日常生活管理、輔導、班級經營、急難救助及關懷慰問等，所

感受到的滿意程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藉由探討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發展概況及學習滿

意度之意涵並對其相關研究做統整，研究者歸納諸位學者的界定後，

提出本研究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定義係

指大學生在學校學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活動過程中的感

受程度，希望藉由新課程的實施提升大學生學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的滿意感，教學與學習所遇到的問題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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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

度之研究，研究設計採用問卷調查進行。為達本研究之目的，除以文

獻探討建構理論基礎外，並以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資料後，再以SPSS

的方法予以分析討論，以獲得充分而有效的實徵數據，以作成建議與

結論之依據。本章內容分為五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為研究主

題，並探討背景變項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經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提

出研究架構。在背景變項方面包括學生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就讀科系、

就讀年級、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

親職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在學習滿

意度方面包括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四個層面，研

究架構如圖3-1。 

 

 

 

 

 
 
 

 

 

圖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背景變項 

1.性別 

2.就讀科系 

3.就讀年級 

4.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5.父(母)親職業別 

6.父(母)親教育程度 

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 

學習滿意度  

 

1.教官教學 

2.課程成效 

3.學習環境 

4.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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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透過相關研究與理論加以整

合、分析，提出本研究架構。根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基本假設歸納

如下：  

假設一：學生背景變項不同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一、 假設1-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二、 假設1-2：不同科系的學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三、 假設1-3：不同年級的學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四、 假設1-4：之前是否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學

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五、 假設1-5：父(母)親職業類別不同的學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六、 假設1-6：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七、 假設1-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的學生對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假設二：學生背景變項不同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一、 假設2-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二、 假設2-2：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三、 假設2-3：不同年級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四、 假設2-4：之前是否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學

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五、 假設2-5：父(母)親職業類別不同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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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異。  

六、 假設2-6：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七、 假設2-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假設三：學生背景變項不同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一、 假設3-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二、 假設3-2：不同就讀科系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三、 假設3-3：不同就讀年級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四、 假設3-4：之前是否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學

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五、 假設3-5：父(母)親職業類別不同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六、 假設3-6：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七、 假設3-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假設四：學生背景變項不同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一、 假設4-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二、 假設4-2：不同就讀科系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三、 假設4-3：不同就讀年級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四、 假設4-4：之前是否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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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  

五、 假設4-5：父(母)親職業類別不同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六、 假設4-6：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七、 假設4-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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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研究者自行編製，經指導教授指導並請學者專家指導

修訂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為研究工具(問

卷詳如附錄一)，進行問卷調查。茲將研究工具構成項目及研究工具預

試，敘述如下：  

一、研究工具構成項目 

問卷以文獻探討理論為基礎，參考國內外學者研究對學習滿意度

影響之觀點及因素從學生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及教師因素

等方面來做探討。  

影響學生個人因素包含（性別、年齡、學歷）、居住地區、人格

特質、興趣、傾向、參與動機、入學成績、在學成績、學習興趣、過

去經驗、家庭背景（家長教育程度、年收入、職業）、自我觀念、自

尊等；學校地點、學校所在環境、學校屬性、學習環境、教學設備、

行政安排、交通運輸等，也是影響學生學習之滿意度重要依據；教師

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則有：教師的特質、教師專業知識、教學行

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對學生態度及實務經驗等。本研究即以上

述因素為研究基礎，以學生個人因素及家庭因素為自變項，以教師因

素及學校因素為依變項，發展學習滿意度各變項。  

本問卷施測以景文科技大學102學年度第2學期修習「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為研究對象，並納入性別、就讀科系、就讀年

級、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

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等資料。問卷主

要內容包含二部份：一是基本資料，主要在瞭解學生相關背景因素；

二是學習滿意度問卷，主要調查「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依

據文獻探討內容，共區分為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生活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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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四項）學習滿意度狀況，預試問卷詳如附錄二。 

（一）問卷內容  

本研究使用之學習滿意度問卷，是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編製而

成，預試問卷的內容，分別是：教官教學，共9題；課程成效，共10

題；學習環境，共5題；生活輔導，共8題；包含四個構面，32個題項。  

（二）問卷型式  

本研究學習滿意度問卷採取五點量尺的型式。問卷中，每一項學

習滿意度問卷構面，各有題目描述學習滿意事件，然後由受試者表達

對描述事件的滿意程度。作答時，受試者可從極滿意、滿意、無意見、

不滿意、極不滿意等五個等級來勾選。  

（三）編製經過 

本研究學習滿意度問卷的編製，研究者首先根據相關文獻及何啟

豪(2008)編製的「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黃

盛忠(2009)編製的「國防通識教育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郇中明 

(2011)編製的「高雄市軍訓教學成效滿意度調查問卷」及羅育芳 (2012)

「全民國防教育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四項研究結果，初步歸納為教

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  

（四）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編制  

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編制，共

發展出四個構面32題學習滿意度題目，以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

計分量表為計分方式，以極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極不滿意讓

受試者以實際的感受進行填答，並分別給予1分、2分、3分、4分、5

分，分數愈低，表示滿意度越高；反之，分數愈高，表示滿意度越低。

問卷編制完畢後，隨即進行問卷預試。本研究預試問卷對象採立意抽

樣，以餐飲系、旅遊系、旅館系、國貿系、財稅系、應外系及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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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個開課班級為對象，計7個班級，共發出367份問卷，回收有效問

卷293份，回收率約為79.84%。 

二、研究工具預試 

本研究的初始構面及檢核表內容，為研究者藉由文獻探討主觀歸

納整理完成，然而各因素及題項之間或因語意重疊，或因構面之間高

度相關而應合併探討，是故必須進行客觀之統計分析。統計方法如下： 

（一）問卷的信、效度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分析是指問卷或量表測量結果的穩定性（stability）與一致

性（consistency)，也可稱之為可靠度。同一群受測者在同一份量表

多次填答的結果如有一致性，就表示該量表擁有較高的信度，但前提

是多次回答需在相同的環境之下進行，以避免來自環境本身之影響。 

常用的信度檢驗方法有「Cronbach α」係數、「折半信度」

(split-half reliability)、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等等。大致可分為兩大類，其一為「外在信度」 (external 

reliability)，其二為「內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外在

信度通常指不同時間測量時，該量表一致性的程度，如再測信度即是

外在信度最常使用的考驗方法。對多選項量表(multiple item scales)

而言，內在信度較為特別重要，其理由在於內在信度指的是每一個量

表是否測量單一概念，同時，還要檢驗組成該量表各題項的內部一致

性情形。Bryman和Cramer(1997)認為α係數在0.8以上，表示該量表內

在信度良好。Gay(1992)則認為任何測驗或量表的信度係數要達到0.9

以上，才能將該測驗或問卷視為具有高信度。也有學者 (DeVellis, 

2003)認為只要信度係數值大於0.7即可接受。綜上所述，信度應達到

0.8以上才能算好。因此，本研究即以α係數大於0.8為判斷準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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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各構面題目的內在一致性，並以此做為篩選題目的參考。 

採用「內部一致性」作為篩題標準時，應考量以下標準：先檢視

『題項-總分』之項目總相關值(item-total correlation)，若總相關

值偏低或呈現負值，則考慮刪除該題項，而後，進一步檢視若刪除該

題項後所能提升的α係數值(α if item deleted)，若刪除該題項後

產生量表信度上升的效果，則可刪除該題。 

2.效度分析(Validity analysis) 

效度分析是指所使用之工具能否測出所欲測量的概念，而用以檢

視構成問卷概念的手段就是效度。根據Carmines & Zeller (1979)的

說法，效度就是研究者測量出其所欲測量內容的程度。此外， DeVellis 

(2003)則認為效度涉及一個實證測量的範圍，其能正確反映研究所思

考的概念之真實意義。另一方面效度也可稱做正確性，指的是一份量

表可以真正測量到研究者所要測量的概念或觀念，也就是要能夠達到

測量目的的量表才能算是有效。 

簡單來說，效度可分成三種類型，其一為「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

(face and content validity) 、其二為「同時效度與預測效度」

(concurren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其三為「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分述如下。 

「表面效度」指的是這個問卷看上去，是否合乎測驗的目的，而

非這個測驗是否確實恰當，也就是問卷中的每一個問題或題項必須與

待測標的具備邏輯上的連結。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不同，主要在於表

面效度涉及問卷內容，對於使用該問卷所做出的決策，其表面上的相

關程度，而不是問卷內容能否證明與問題的決策有關連 (Anastasi, 

1988)。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表面效度，因為，如果一份問卷看

上去與所使用的目的似乎不相干，可能會削弱其實際的使用。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65 

「內容效度」包括對內容範圍的邏輯分析，以及在實務中題目將

如何運作的統計分析。對內容範圍的邏輯分析指所有題項必須涵蓋所

欲測量的議題或態度的所有範疇。問卷題目最後的選擇將根據這些分

析結果來確定，且藉由施測過程中，從內容範疇選擇有代表性的題目，

把內容效度置於問卷之中。 

「同時效度」指以該測量工具與另一種同時進行的測量工具一起

加以比較，視該工具結果如何作為判斷標準。「預測效度」則指以該

工具所能預測結果的程度作為判斷依據。 

「建構效度」則是根據概念或構念分析問卷分數的意義。建構效

度的評估，如Carmines與Zeller (1979)所提，共計四種方式，分為收

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發散效度(divergent validity)、內

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處理效度(treatment validity)。

收斂效度指的是某一個測驗的分數與測量同一構念的其他測驗分數之

間的相似性程度。發散效度指某一測驗分數與已知的測量無關構念的

測驗分數間沒有相關性的程度。內部一致性則指測驗題目或來自分量

表題目相互之間以及問卷總分或分量表總分之間的相關程度。處理效

度則指問卷結果對個人進行決策的相關程度。 

雖然效度分析有上述諸多方式，但因為研究本身的限制，並非每

種分析方法都可付諸實踐。基於本研究所使用之量表屬自行發展，故

邀請數位專家針對問卷內容評估其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並以其意見

做為初試問卷的修改依據，並以探索性因素分析來檢測其建構效度。 

（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 

前測部分，項目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求出問卷個別題項的決斷值

(CR值)，而將未達顯著水準的題項加以刪除，故能提升測驗題項之品

質，進一步提升測驗或問卷的信效度。其分析程序一般分為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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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行「遺漏值檢驗」，其次進行「偏態分析」，最後則是「內部

一致性效標分析」。遺漏值檢驗主要用意在檢測受測者是不是會抗拒

或者無法回答某個題項，而導致遺漏值的發生。一般而言，過多的遺

漏值就表示該題項不宜採用，應予刪除。偏態分析主要目的為瞭解題

項本身的難易程度，若產生偏態現象，則該題項不容易測量出受測者

之間的個別差異程度。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則是檢定各個題項是否具

備鑑別力，故需將所得資料加以分組，一般將所有受測者得分加總，

以高低排列，找出得分前27％作為高分組，得分後27％者為低分組 

(Osterlind, 1983)。而後進行各題項之高低分組平均數的t檢定或F

檢定，若達到顯著水準(P<0.05)，則表示該題項具有區別高低分組的

效果，也就是具有「鑑別力」，應加以保留。 

（三）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每 一 階 段 的 因 素 分 析 均 先 經 檢 驗 取 樣 適 切 性 量 數 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以及Bartlett球形考驗，以了解

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依據Kaiser（1974）的觀點，可以從KMO

值的大小來判斷取樣適切性，判斷準則包括KMO在.90 以上表示極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KMO在.80 以上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在.70 以

及.60 以上表示尚可與勉強可進行因素分析；KMO在.50 以上表示不適

合進行因素分析；KMO在.50 以下則表示非常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吳

明隆，2003）。因此，KMO與Bartlett測試，以KMO值是否大於0.5來檢

定其淨相關係數是否低到顯著適合作因素分析。而因素群之萃取，本

研究係採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並經正

交轉軸法，取得特微值（eigenvalue）大於1之因素群，故因素群的因

素負荷量需達0.5以上，若小於0.5則予以刪除。 

（四）預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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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施測以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為研究對象，預試問卷對象以立意抽樣

的方式，共發出 367 份問卷，回收 293 份，回收率約為 79.84%。預試

受測學生之基本資料如表 3-1 所示。其中男生佔 43.7%，女生佔 56.3%；

餐飲系佔 13.0%，旅遊系佔 12.6%，旅館系佔 17.7%，國貿系佔 14.3%，

財稅系佔 12.6%，應外系佔 11.3%，電子系佔 17.7%，資工系佔 0.7%；

目前就讀年級大一佔 95.6%，其他年級佔 4.4%；曾修習過「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佔 87.7%，未修習過學生佔 12.3%；之前修習

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年級大一佔 99.6%，其他年級

佔 0.4%；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平均成績為 82

分；父(母)親職業別軍公教佔 7.2%，農工商佔 54%，自由業佔 26.8%，

其他佔 12%；父(母)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佔 10.1%，高中(職) 佔

65.6%，大專佔 23.3%，研究所以上佔 1%；未來考慮從事軍職佔 5.5%，

不考慮者佔 94.5%。 

據此，研究者發現之前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

生年級大一佔高達 99.6%，但在之前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學生之修課年級及成績子項中遺漏值高達 65 個，判斷應是題意

不清造成學生混淆而未作答。故經過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論，將於正

式問卷基本資料部分刪除此題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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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預試受測學生基本資料 

預試受測學生基本資料 個數 百分比 
平均
值 

標準
差 

性別 

男 128 43.7% 
  

女 165 56.3% 
  

總和 293 100% 
  

遺漏值 0 
   

就讀科系 

餐飲系 38 13.0% 
  

旅遊系 37 12.6% 
  

旅館系 52 17.7% 
  

國貿系 42 14.3% 
  

財稅系 37 12.6% 
  

應外系 33 11.3% 
  

電子系 52 17.7% 
  

資工系 2 0.7% 
  

總和 293 100% 
  

遺漏值 0 
   

就讀年級 

大一 280 95.6% 
  

大二 4 1.4% 
  

大三 5 1.7% 
  

大四 3 1.0% 
  

延修 1 0.3% 
  

總和 293 100% 
  

遺漏值 0 
   

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修過 257 87.7% 
  

未修 36 12.3% 
  

總和 293 100% 
  

遺漏值 0 
   

之前修習年級 

大一 227 99.6% 
  

大二 1 0.4% 
  

總和 228 100% 
  

遺漏值 65  
   

之前修習「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成績    

8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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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預試受測學生基本資料(續) 

預試受測學生基本資料 個數 百分比 
平均
值 

標準
差 

父(母)親職業別 

軍公教 21 7.2% 
  

農工商 157 54.0% 
  

自由業 78 26.8% 
  

其他 35 12.0% 
  

總和 291 100% 
  

遺漏值 2 
   

父(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29 10.1% 
  

高中(職) 189 65.6% 
  

大專 67 23.3% 
  

研究所以上 3 1.0% 
  

總和 288 100% 
  

遺漏值 5 
   

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 

是 16 5.5% 
  

否 273 94.5% 
  

總和 289 100% 
  

 
遺漏值 4 

   
 

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可概分為

四大構面，分別為教官教學（Q1~ Q9）、課程成效（Q10~ Q18）、學

習環境（Q19~ Q23）與生活輔導（Q24~ Q32）。研究者分別計算四大

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以確認其內在一致性，發現所有構面均獲得相

當高之 Cronbach α值，表示題目具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同時，進

行以構面題目去除其中一題所得的 Item-deleted Cronbach α值與構

面整體 Cronbach α值之比較，其結果如表 3-2 所示。發現刪除任一

題目均無助於其構面整體 Cronbach α值增加，故將所有題目保留以

進行下一階段之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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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預試之項目分析摘要一 

構面 
Cronbach 

α值 
題目 

Item-deleted 

Cronbach α值 
選題結果 

教官教學 .933 

Q1 .920 保留 

Q2 .921 保留 

Q3 .924 保留 

Q4 .926 保留 

Q5 .931 保留 

Q6 .925 保留 

Q7 .924 保留 

Q8 .932 保留 

Q9 .926 保留 

課程成效 .932 

Q10 .929 保留 

Q11 .926 保留 

Q12 .924 保留 

Q13 .921 保留 

Q14 .921 保留 

Q15 .924 保留 

Q16 .924 保留 

Q17 .923 保留 

Q18 .923 保留 

學習環境 .917 

Q19 .908 保留 

Q20 .894 保留 

Q21 .902 保留 

Q22 .890 保留 

Q23 .897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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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預試之項目分析摘要一(續) 

構面 
Cronbach 

α值 
題目 

Item-deleted 

Cronbach α值 
選題結果 

 

生活輔導 .935 

Q24 .931 保留 

Q25 .932 保留 

Q26 .928 保留 

Q27 .926 保留 

Q28 .928 保留 

Q29 .927 保留 

Q30 .926 保留 

Q31 .926 保留 

Q32 .925 保留 

 

接著分別對所有保留的題目進行項目分析，如果積差相關係數愈

高，表示量表題項在測量某一態度或行為特質會趨於一致，而積差相

關係數通常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且相關係數最好在 0.3 以上，未達上述

水準者應予刪除。經由項目分析與相關等分析發現，量表各題相關並

未低於 0.30，如表 3-3 所呈現，故依據此階段分析結果所有題目均保

留以進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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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預試之項目分析摘要二 

題號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偏度 

標準差 
峰度 

峰度 
標準差 

Q1 1.9 0.7 1 4 0.2 0.1 -0.4 0.3 

Q2 1.9 0.7 1 5 0.4 0.1 0.3 0.3 

Q3 1.8 0.7 1 4 0.4 0.1 -0.1 0.3 

Q4 1.9 0.7 1 4 0.4 0.1 -0.2 0.3 

Q5 1.7 0.7 1 5 0.9 0.1 0.7 0.3 

Q6 1.8 0.7 1 4 0.4 0.1 -0.5 0.3 

Q7 2.0 0.7 1 4 0.1 0.1 -0.8 0.3 

Q8 2.1 0.8 1 5 0.4 0.1 0.1 0.3 

Q9 2.0 0.7 1 4 0.2 0.1 -0.7 0.3 

Q10 2.3 0.9 1 5 0.4 0.1 0.1 0.3 

Q11 2.0 0.8 1 5 0.4 0.1 -0.2 0.3 

Q12 1.9 0.7 1 4 0.2 0.1 -0.8 0.3 

Q13 2.2 0.8 1 5 -0.1 0.1 -0.7 0.3 

Q14 2.2 0.8 1 5 0.1 0.1 -0.3 0.3 

Q15 2.1 0.8 1 5 0.2 0.1 -0.3 0.3 

Q16 2.0 0.7 1 4 0.1 0.1 -0.9 0.3 

Q17 2.0 0.7 1 4 0.2 0.1 -0.4 0.3 

Q18 2.1 0.8 1 5 0.4 0.1 0.3 0.3 

Q19 2.2 0.8 1 5 0.3 0.1 0.3 0.3 

Q20 2.1 0.8 1 5 0.5 0.1 0.5 0.3 

Q21 2.1 0.8 1 5 0.5 0.1 0.3 0.3 

Q22 2.1 0.8 1 5 0.4 0.1 0.3 0.3 

Q23 2.1 0.8 1 5 0.4 0.1 0.4 0.3 

Q24 2.1 0.8 1 4 0.1 0.1 -0.7 0.3 

Q25 2.1 0.7 1 4 -0.1 0.1 -1.0 0.3 

Q26 1.9 0.7 1 4 0.2 0.1 -0.9 0.3 

Q27 1.9 0.7 1 3 0.1 0.1 -1.0 0.3 

Q28 1.9 0.7 1 5 0.4 0.1 0.1 0.3 

Q29 1.9 0.7 1 4 0.2 0.1 -0.7 0.3 

Q30 2.0 0.7 1 5 0.4 0.1 0.2 0.3 

Q31 2.0 0.8 1 4 0.3 0.1 -0.4 0.3 

Q32 1.9 0.7 1 4 0.3 0.1 -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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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因素分析前，首先必須確定原始資料是否合適，表 3-4 為本

研究預試之 KMO 檢定與 Bartlett’s 檢定結果，KMO 大於 0.8，

Bartlett’s test 顯著（p=.000），由此可知此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因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設計時

均依據四大構面設計題目，故每一構面之題目均應來自同一面向，而

此面向應可解釋最多的資料變異程度，分析資料時主要採取探索性因

素分析，以驗證四個構面與理論之適切性。故以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為因素萃取的方法。同時佐以最大變異法

(Varimax)進行共同因素的正交轉軸處理，題目的因素負荷量做為個別

題目保留與否的標準。 

表 3-4  KMO and Bartlett’s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量數 .960 

Bartlett's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7798.109 

df 496 

顯著性 .000 

Comrey 與 Lee(1992)建議使用下列準則以作為確定該觀察變數

是否納入某一因素中：因素負荷量在 0.45至 0.55為尚可，0.55至 0.63

為良好，0.63 至 0.71 為非常好，0.71 以上為特優。本研究以採因子

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並以最大變異法正交轉軸進行萃取特徵值大

於 1 以上之因素，接著再捨去因素負荷量 0.05 以下之題目；據此，第

25 題「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兵役折抵宣導說明」因素負荷量低於 0.05

以下，予以刪除。此外，因每個構面均屬單一面向，將有交叉負荷

(cross-loading)之題目加以刪除，故第 8 題「教官上課會運用適當輔

教器材引起我學習興趣」有交叉負荷，予以刪除。以上述方式反覆進



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74 

行因素分析以刪除不必要題目後，其最後結果如表 3-5 所示，各構面

累積解說總變異量數為 68.54%，且刪完第 8、25 兩題後各構面累積解

說總變異量數為 69.47%。，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表 3-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成分  

教官 
教學 

課程 
成效 

學習 
環境 

生活 
輔導 

1.教官教學態度 
 

.772 
  

2.教官上課時口語表達能力 
 

.773 
  

3.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 
 

.750 
  

4.教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 
 

.679 
  

5.教官準時上、下課 
 

.670 
  

6.教官教學方式多元適切 
 

.661 
  

7.教官能營造良好學習氣氛 
 

.685 
  

8.教官上課會運用適當輔教器材引

起我學習興趣 
.522 .457 

  

9.教官教學整體滿意度 
 

.586 
  

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時數

配當(每週 2 小時) 
.523  

  

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

能配合時代趨勢及潮流 
.590  

  

1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以

獲得最新的國防資訊 
.689  

  

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中有

助於個人潛能的開發 
.734  

  

14.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後提高我對國防的興趣 
.746  

  

15.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後，我能支持國防建設 
.760  

  

16.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讓我學習更愛國 
.713  

  

17.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讓我瞭解國防的重要性 
.692  

  

18.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整體滿意度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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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題目 

成分  

教官 
教學 

課程 
成效 

學習 
環境 

生活 
輔導 

 

19.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空間    .757 

20.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多媒體設

備 
   .823 

21.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通風或空

調系統 
   .834 

22.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光線    .847 

23. 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整體滿意度    .788 

24.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學校行政說

明 
  .508 

 

25.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兵役折抵宣

導說明 
  

.487  

26. 教官實施校園安全事件宣導   .622  

27. 教官處理校內突發狀況 (如衝

突、糾紛) 
  .682  

28. 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如車禍)   .711  

29. 教官能對學生所提意見有適當回

應 
  .708  

30. 教官對於秩序管理   .662  

31. 教官能了解學生的需求   .695  

32. 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整體滿意度   .660  

特徵值 6.37 5.94 5.01 4.62 

解說變異量% 19.9 18.57 15.64 14.43 

累積解說變異量% 19.9 38.47 54.11 68.54 

 

整體而言，經過預試階段純化結果，「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量表」由 32題檢核項目刪減為 30題，各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介於 0.917~0.935 之間，檢核表整體之 Cronbach α值高達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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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純化結果相當良好。同時，各題的平均值介於 1.7~2.3、標準差

亦介於 0.7~0.9 之間，顯示各題均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所以本研

究之學習滿意度量表的信度頗佳，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三、正式施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預試後刪除題項共計有 2 題，預試問卷經過信、效度分析

並刪除部分題目後，始正式編成「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

意度量表」，如附錄三。正式問卷的內容，分別是：教官教學（Q1~ Q8），

共 8 題；課程成效（Q9~ Q18），共 10 題；學習環境（Q19~ Q23），

共 5 題；生活輔導（Q24~ Q30），共 7 題；正式施測包含四個構面，

共計 30 題項。 

本研究問卷施測以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為研究對象，計研究樣本為 1488 人，正

式問卷對象為扣除已實施預試 7 個班級之另 21 個班級，總計 1121 人。

研究者於 2014 年 3 月中旬開始，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授

課教官轉發各班級填寫後送回，共發出 1121 份問卷，並於 4 月初回收

問卷共 914 份，問卷回收率約為 81.53%。依 Babbie 的觀點，認為調

查資料要能符合分析與撰寫報告的需要，回收率至少需達到 50﹪始算

「適當」；60﹪視為「良好」；達 70﹪以上則算「很好」(王文科，

2001：304)。 

本研究主旨為瞭解大學生在學校學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活動過程中的感受程度，希望藉由新課程的實施提升大學生學習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的滿意感，教學與學習所遇到的問題

能有所改善。因此藉由客觀之統計分析以確認問卷模式的適配性及合

用性，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 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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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性因素分析旨在測試概念或因素(concept/factor)與其假

定的指標(indicator)間的關係是否成立，並且推估此關係的參數

(parameter) (Jöreskog & Sörbom, 1993)。在對結構及測量模式進行

評估前，Hair 等人（2006）提醒必須評估模式的整體配適度，以確定

模式可以合適的代表整體的因果關係。 

模式配適度評鑑的目的，乃是要從各方面來評鑑理想模式是否能

解釋實際觀察所得資料呈現的狀況，或者說理論模式與實際所調查資

料之間的差距有多大（Anderson & Gerbin, 1988）。常用的配適度評

鑑指標可分為絕對配適指標、相對配適指標及精簡配適指標。絕對配

適的評估，在於關心模式重製真實共變數矩陣的能力；比較配適的評

估，在於關心比較兩個或多個競爭（敵對）模式，那一個對於資料提

供較好的配適；精簡配適的評估，是根據研究者可以藉由估計更多參

數來獲得一個較好的配適模式（周子敬，2006），目前對於採用何種

指標來考驗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並無一致的看法（Tanaka, 1993）。

因此，本研究以絕對配適指標來考驗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式，絕對配

適指標評鑑標準如下表 3-6。 

表 3-6 絕對配適指標評鑑表 

配適指標 衡量標準 

χ2 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模式配適度佳 

GFI ≧0.9 

RMSEA 
≦0.05（良好）；0.05 到 0.08（不錯）； 

0.08 到 0.1（中度）；＞0.1（不良） 

 

（二） 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主要用在探討類別變項對數個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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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的影響，本研究的反應變項為問卷答題結果，且彼此間可能有相

關性存在，因此宜採用此方法，其理由為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

可以處理多重相依因變項的分析問題，有效處理多重考驗的誤差膨脹

問題，具較佳的統計檢力並能提供豐富的資訊。因此，為了進一步探

索構面因素間之差異性，本研究採用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 及

t-test，分別探討不同受試者之基本資料在各主要構面平均值之差異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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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 

在調查問卷回收之後，首先將廢卷剔除，再將其餘的有效問卷予

以編碼、登錄，並將每份有效問卷的資料，一一輸入電腦。本研究問

卷資料之分析，依據研究問題，使用STATA 8.0、SPSS 20.0及AMOS 7.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計算，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一、信度分析： 

就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量表」問卷調查

的施測結果，進行Cronbachα係數進行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分析，考驗

其信度。 

二、效度分析： 

藉以求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量表」問卷調查

之建構效度以較少的重要因素解釋大部分的原始變項變異量，用以建

構問卷各因素內容。 

三、次數分配、百分比、標準差、平均數： 

處理有效樣本之個人基本資料，以了解樣本之特性。 

四、驗證性因素分析 

測試概念或因素與其假定的指標間的關係是否成立，並且推估此

關係的參數。 

五、t 考驗  

以平均數差異考驗（t-test）瞭解不同性別學生滿意度層面之差

異。  

六、變異數分析  

以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了解受訪學生的基本資料變

項，在參與學習滿意度方面是否有顯著差異，若達顯著差異，則「薛

費氏多重比較（Scheffe’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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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大學實施滿

意度情形。因此將研究之範圍界定為研究變項與研究對象兩部分，分

述如下： 

一、研究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學生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就讀科系、就讀年

級、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

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等七項；依變

項為學生學習滿意度（Degree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分為教

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景文科技大學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之學生，僅以研究者任教之景文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立意抽樣，

特定範圍研究的結果，雖然無法作廣泛推論，卻能夠瞭解研究範圍以

內的事實，經實証研究後，推論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的相關因素，進

而了解全民國防教育於大學實施之成效現況。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力求嚴謹進行，但仍有未盡周詳之處，除人力、財力及

時間等資源限制外，仍有下列各項限制：  

一、我國大學包含一般大學及技職校院，本研究主要對象為景文科技

大學學生，故研究結果可能未及一般大學或技職校院之學生。 

二、在實際情境中，有關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各層面的變項甚多，包

括學生性別、年級、學習動機、學業成績、學習興趣、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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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成長背景、就讀原因、擅長科目、師生互動、畢業學

校公私立別、畢業學校類型、學校地域別、家庭型態、家中排行、

親子關係、家長教育程度及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工讀情形、生涯

規畫、家庭生活狀況、學校文化、校長的辦學理念、行政支援、

教師的教學態度、班級氣氛等因素。本研究僅就部份個人背景變

項（性別、就讀科系、就讀年級、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

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加以探討、分析，未對所有變項進行全

面性的探討。 

三、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作為測量工具，假設所有填答者均能依自己

的意願且客觀地自行填答。但填答者可能會因自身的主、客觀因

素或自我防衛心理的影響，因而在填答過程中無法呈現真實反

應，將使研究結果出現測量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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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經由統計軟體 SPSS 的資

料處理與分析後，呈現研究結果並進行討論。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

節為樣本資料分析，第二節為學習滿意度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第

三節為不同背景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

差異情形。 

第一節  樣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共發出 1121 份問卷，回收問卷 914 份，問卷回收率約

為 81.53%。本節區分為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學習滿意度分析等二部份做說明。 

壹、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景文科技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列為大一必修科

目，修習學生主要為大一學生及少部分其他年級轉學生、重修生。因

本研究問卷施測以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全面調查施測，茲將該校修

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就讀科系及班級人數，整理於

表 4-1。 

本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就讀科系、就讀年級、之前是

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別、父(母)

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茲將受試學生基本資料分配情

形，整理於表 4-2，以下分別說明分析結果： 

一、性別  

在回收的 914 份問卷中，扣除由系統所界定遺漏值後，顯示本研

究對象男性學生共有 382 人，佔 41.93%；女性學生有 529 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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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7%。由此可看出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男女學生比例接近，但女性比例又比男性稍高。

參照表 4-1 ，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學生人數統計，男生有 671 人，女生有 817 人，顯示

抽樣樣本亦清楚呈現女性比例比男性稍高之差距。 

二、就讀科系 

在回收的 914 份問卷中，顯示本研究對象所就讀科系：餐飲系(52

人)佔 5.69%，旅遊系(43 人)佔 4.70%，旅館系(49 人)佔 5.36%，國貿

系(49 人)佔 5.36%，企管系(83 人)佔 9.08%，資管系(84 人)佔 9.19%，

財稅系(42 人)佔 4.60%，財金系(89 人)佔 9.74%，行流系(76 人)佔

8.32%，應外系(94 人)佔 10.28%，視傳系(97 人)佔 10.61%，數媒系(37

人)佔 4.05%，電子系(36 人)佔 3.94%，資工系(45 人)佔 4.92%，環物

系(37 人)佔 4.05%，其他 (休閒系 1 人)佔 0.11%。 

三、就讀年級  

在回收的 914 份問卷中，扣除由系統所界定遺漏值後，目前就讀

年級大一(826 人)佔 90.67%，其他年級(85 人)佔 9.33%。此因「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在景文科技大學之實施方式為大一必修課程。 

四、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在回收的 914 份問卷中，扣除由系統所界定遺漏值後，之前曾修

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770 人)佔 86.42%，未修習

過學生(124 人)佔 13.92%。顯示本研究對象以景文科技大學「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大一必修學生為主，其他年級之轉學生或重修

生為少數。 

五、父(母)親職業別 

在回收的 914 份問卷中，扣除由系統所界定遺漏值後，顯示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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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父(母)親職業別，以農工商(512 人)佔 56.45%為最多，其次為

自由業(248 人)佔 27.34%，再來則是軍公教(77 人)佔 8.49%，最後則

是其他(70 人)佔 7.72%。 

六、父(母)親教育程度 

在回收的 914 份問卷中，扣除由系統所界定遺漏值後，顯示本研

究對象父(母)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 (554 人) 佔 60.88%為最多，

其次為大專(250 人)佔 27.47%，再來則是國中以下(87 人)佔 9.56%，

最少則是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19 人)佔 2.09%。 

七、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 

在回收的914份問卷中，扣除由系統所界定遺漏值後，顯示本研究

對象未來考慮從事軍職(60人)佔6.61%，不考慮者(848人)佔93.39%。

由此可知，未來有意願從事軍職者比率偏低。   

表4-1 景文科技大學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基本資料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科系 
開課班
級數 

男生 
總修習
人數％ 

女生 
總修習
人數％ 

男女生
總人數 

總修習
人數％ 

餐飲系 2 45 3.02% 64 4.30% 109 7.33% 

旅遊系 2 37 2.49% 75 5.04% 112 7.53% 

旅館系 2 34 2.28% 74 4.97% 108 7.26% 

國貿系 2 34 2.28% 73 4.91% 107 7.19% 

企管系 2 49 3.29% 56 3.76% 105 7.06% 

資管系 2 76 5.11% 35 2.35% 111 7.46% 

財稅系 2 36 2.42% 61 4.10% 97 6.52% 

財金系 2 39 2.62% 55 3.70% 94 6.32% 

行流系 2 50 3.36% 65 4.37% 115 7.73% 

應外系 3 41 2.76% 111 7.46% 152 10.22% 

視傳系 2 24 1.61% 93 6.25% 117 7.86% 

數媒系 1 34 2.28% 25 1.68% 59 3.97% 

電子系 2 91 6.12% 2 0.13% 93 6.25% 

資工系 1 46 3.09% 7 0.47% 53 3.56% 

環物系 1 35 2.35% 21 1.41% 56 3.76% 

總計 28 671 45.09% 817 54.91% 14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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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背景變項基本資料(N=914) 

正試受測學生基本資料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82 41.93% 

女 529 58.07% 

總和 911 100% 

遺漏值 3 
 

就讀科系 

餐飲系 52 5.69% 

旅遊系 43 4.70% 

旅館系 49 5.36% 

國貿系 49 5.36% 

企管系 83 9.08% 

資管系 84 9.19% 

財稅系 42 4.60% 

財金系 89 9.74% 

行流系 76 8.32% 

應外系 94 10.28% 

視傳系 97 10.61% 

數媒系 37 4.05% 

電子系 36 3.94% 

資工系 45 4.92% 

環物系 37 4.05% 

其他(休閒系) 1 0.11% 

總和 914 100% 

遺漏值 0 
 

就讀年級 

大一 826 90.67% 

大二 44 4.83% 

大三 17 1.87% 

大四 19 2.09% 

延修 5 0.55% 

總和 911 100% 

遺漏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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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背景變項基本資料(N=914)(續) 

正試受測學生基本資料 個數 百分比 
 

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修過 770 86.42% 

未修 124 13.92% 

總和 894 100% 

遺漏值 20 
 

父(母)親職業別 

軍公教 77 8.49% 

農工商 512 56.45% 

自由業 248 27.34% 

其他 70 7.72% 

總和 907 100% 

遺漏值 7 
 

父(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87 9.56% 

高中(職) 554 60.88% 

大專 250 27.47% 

研究所以上 19 2.09% 

總和 910 100% 

遺漏值 4 
 

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 

是 60 6.61% 

否 848 93.39% 

總和 908 100% 

 
遺漏值 6 

 
 

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大學學生在「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

答題結果僅 6.61%的大學生有意願考慮從事軍職，另外在前測第 25 題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兵役折抵宣導說明」因素負荷量低於 0.05 以

下，表示該題項與因素間不具意義，未能充分解釋其潛在變項。分析

其成因，研究者大膽假設可能跟近來社會氛圍有關，軍訓教官在大學

校園中雖受多數同學肯定，但若據此設定透過軍訓教官之宣導，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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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等因素，能有效提升大學學生投身軍旅，顯然不切實際，實因現

今社會誘惑過多，多數人對於「軍人」，這個身份並不認同。國防部

推動募兵制度相關文宣策略及配套措施與改革方案，對於現今之青年

學子無明顯之誘因，致使同學雖肯定「軍訓教官」卻不認同「軍人」，

更無動力及誘因吸引其加入軍旅生活，因此建議政府各級部門應針對

全民國防教育及相關配套措施等加強與改善，以提升學生從軍之意願。 

綜觀上述，研究者認為國防部希望藉由軍訓教官協助鼓勵在學學

生投身軍旅，應與教育部協調，針對目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之課綱與相關授課內容進行調整或加強，同時配合各項相關政策

之制定與強化文宣活動深入校園等方式，以多元、活潑、生動的方式

吸引學生，以有效提升相關效能。 

貳、「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編制，分

為四大構面，分別為教官教學（Q1~ Q8）、課程成效（Q9~ Q17）、學

習環境（Q18~ Q22）與生活輔導（Q23~ Q30），共 30 題學習滿意度題

目，以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計分量表為計分方式，以極滿意、

滿意、普通、不滿意、極不滿意讓受試者以實際的感受進行填答，並

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分數愈低，表示滿意度越高；

分數越高，表示滿意度越低。並藉由此四個構面的滿意度分析與各構

面中詳細項目滿意度分析，以了解大學學生對整體「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學習之滿意度。茲將受試學生答題結果，整理於表 4-3。 

由答題結果分析可發現，各題項回答之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 1

與 5，由此可見每一題項均有人認為其極滿意或極不滿意。而透過常

態分佈的檢驗亦發現大部分的答題結果均呈常態或接近常態分佈，再

者樣本數不小，符合結構方程式與其他母數分析的基本假設，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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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均可適用於此資料結構。同樣地，將各構面依其

題目加總後所得的結果亦接近常態，故相關分析方法亦可適用於各構

面的分析。 

在自由度為 2 的卡方分布之下，可以利用偏態及峰度來檢定資料

是否符合常態分布（Bera & Jarque, 1980）。研究者以偏態及峰度的

標準誤來檢視分布狀態，發現上述各題之峰度均呈常態分布。且在各

構面細項目之分析結果發現，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平均值均介於 1.8~2.3，低於中間值 3，顯示學生對

該課程四個構面的各細項目之學習滿意度係呈現滿意之面相，以學生

學習滿意度推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實施成效，可見該

課程在大學中之教授已達一定之效果。 

然各題項的平均值亦可視為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

習滿意度的看法，也就是得分越低表示越滿意，得分越高表示越不滿

意。因此，依據各題目得分的平均值排序發現低分組（前二名）的題

目以第一構面為最多，表示第一構面教官教學（平均值為 1.9）的滿

意程度較其他構面為高；其次為第四構面學生生活輔導（平均值為

2.0）的二項；再來依序則是第三構面學習環境（平均值為 2.1）及第

二構面課程成效（平均值為 2.2）。由此推測，多數同學對於軍訓教

官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講授，與校園中所扮演的角色及

功能，採正向肯定的滿意態度，且大學學生對教官平日教學及生活輔

導上有一定程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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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N=914) 

題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偏度 峰度 

1.教官教學態度 1.9 0.7 0.4 -0.1 

2.教官上課時口語表達能力 1.9 0.7 0.4 -0.1 

3.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 1.9 0.7 0.4 0.4 

4.教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 1.9 0.7 0.3 -0.3 

5.教官準時上、下課 1.8 0.8 0.6 -0.2 

6.教官教學方式多元適切 1.9 0.8 0.5 0.2 

7.教官能營造良好學習氣氛 2.0 0.8 0.5 0.2 

8.教官教學整體滿意度 2.0 0.8 0.5 0.1 

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時數配當(每週 2 小時) 

2.3 0.8 0.2 -0.1 

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內容能配合時代趨勢及潮流 

2.1 0.8 0.3 0.0 

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可以獲得最新的國防資訊 

2.1 0.8 0.1 -0.5 

1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中有助於個人潛能的開發 

2.3 0.8 0.1 -0.4 

13.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後提高我對國防的興趣 

2.3 0.8 0.1 -0.2 

14.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後，我能支持國防建設 

2.2 0.8 0.1 -0.3 

15.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讓我學習更愛國 

2.2 0.8 0.1 -0.4 

16.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讓我瞭解國防的重要性 

2.1 0.7 0.2 -0.3 

17.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整體滿意度 

2.1 0.8 0.2 -0.1 

18.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空間 2.2 0.8 0.2 -0.2 

19.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多媒
體設備 

2.1 0.8 0.1 -0.4 

20.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通風
或空調系統 

2.2 0.8 0.4 0.4 

21.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光線 2.1 0.8 0.3 0.1 

22. 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整體滿
意度 

2.1 0.8 0.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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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N=914)(續) 

題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偏度 峰度 
 

23.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學校行
政說明 

2.1 0.7 0.1 -0.4 

24. 教官實施校園安全事件宣導 2.0 0.8 0.4 -0.1 

25. 教官處理校內突發狀況(如衝
突、糾紛) 

2.0 0.8 0.4 -0.1 

26. 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如車
禍) 

1.9 0.8 0.4 -0.2 

27. 教官能對學生所提意見有適
當回應 

2.0 0.7 0.3 -0.1 

28. 教官對於秩序管理 2.0 0.8 0.3 -0.1 

29. 教官能了解學生的需求 2.0 0.8 0.5 0.4 

30. 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整體滿
意度 

1.9 0.8 0.5 0.4 

     

第一構面總分 1.9  0.6  0.4  (0.0) 

第二構面總分 2.2  0.7  0.1  0.1  

第三構面總分 2.1  0.7  0.2  0.3  

第四構面總分 2.0  0.7  0.4  0.4  

所有題項 2.0 0.6  0.2  0.4  

 

再根據「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對各題項

的得分的平均值排序，得分越低表示越滿意，得分最低的為 1.8 及 1.9

（共有八題），計有六題來自第一構面及第四構面二題，其結果如表

4-4 所示。 

由此可知，學生普遍認為教官教學（第一構面）的滿意程度較其

他構面為高，其中又以問卷中第 5 題「教官準時上、下課」平均值為

1.8 最低，可表示「教官準時上、下課」是其學習滿意程度呈現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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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重要指標，其次為第 1 題「教官教學態度」、第 2 題「教官上

課時口語表達能力」、第 3 題「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第 4 題「教

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第 6 題「教官教學方式多元適切」、第 26

題「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第 30 題「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整體滿

意度」等七題項(平均值為 1.9)並列。 

表4-4 前二名之學習滿意度排序表(N=914) 

排序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題項 構面 Mean 

1 (Q5)教官準時上、下課 1 1.8 

2 

(Q1)教官教學態度 1 1.9 

(Q2)教官上課時口語表達能力 1 1.9 

(Q3)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 1 1.9 

(Q4)教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 1 1.9 

(Q6)教官教學方式多元適切 1 1.9 

(Q26)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如車禍) 4 1.9 

(Q30)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整體滿意度 4 1.9 

 

依據 2001 年 11 月 14 日公布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4 條

規定，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及 2005 年 2 月 2

日公布之《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7 條規定，各級學校應推動全民國防

教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實施多元教學活動。其課程內

容及實施辦法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國防部)定之。準此兩項

規定，教育部對未來全民國防教育之推動與落實，乃責無旁貸，現職

軍訓教官是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主要力量。 

軍訓教官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法》所賦予「增進國防知識」之教學任務而存在校園，

但實質工作內涵除從事軍訓教學工作外，同時協助學校執行學生生活

輔導工作，並以協助處理學生校內外之意外事件，維護校園安全為重

點，其角色與功能，隨著社會變遷而調整，尤其在學生藥物濫用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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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暴力霸凌等事件日趨嚴重之情況下，軍訓教官肩負維護學生安全及

校園安定的責任更加艱鉅，因此，更容易造成軍校教官存在於校園之

功能，主要在於校園安全維護及學生生活輔導方面，但在全民國防教

育教學這個區塊卻容易被忽略。 

另外，我國兵役制度展開重要轉型，國防部自 2013 年起，凡民

國 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的役男，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改徵集接

受四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兵役制度已由徵兵、募兵併行，朝向為

全募兵制推動，軍訓教官在校園推動「增進國防知識」之教學任務更

不易凸顯其重要性。然本研究學習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大學學生對

教官教學滿意度最高，其次為生活輔導，再其次為學習環境，再次之

為課程成效。顯示軍訓教官在校園中除校園安全維護及學生生活輔導

工作外，軍訓教學亦有著相當重要的比重。研究者認為在前軍訓處(學

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之規劃與督導下，近年來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

之教學活動，以計畫、執行、考核之程序，實施課程分配、撰寫授課

計畫、提報，並確依各項進度表授課，另藉授課過程中之自我評鑑、

教學觀摩、各級督考，隨時檢討授課計畫，提昇軍訓教官教學品質，

有顯著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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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滿意度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AMOS 7.0 統計程式來評鑑「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量表」之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觀察所得的資料。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是以理論為

出發點的驗證方法，旨在測試概念或因素(concept/factor)與其假定

的指標(indicator)間的關係是否成立，並且推估此關係的參數

(parameter) (Jöreskog & Sörbom, 1993)。在對結構及測量模式進行

評估前，Hair 等人（2006）提醒必須評估模式的整體配適度，以確定

模式可以合適的代表整體的因果關係。為確認正式施測問卷之信、效

度，本研究針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正式

施測版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確認問卷題目能夠準確反應學習

滿意度之各構面。 

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因素分析

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5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看出本研究「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四個構面細項目之因素負荷量均達

0.7 以上，且統計檢驗結果的顯著水準皆小於 0.001，具有一定的建構

效度。即表示此研究結果支持正式施測之學習滿意度量表之「教官教

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構面的量表向度

與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顯示本研究問卷具有良好的效

度。 

在信度方面，研究者分別計算四大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以確認

其內在一致性，結果發現四大構面之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0.947、

0.949、0.921、0.949，所有構面均獲得相當高之 Cronbach α值，表

示本研究「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各題目均具

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信度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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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因素分析彙整表(N=914)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P值 
Cronbach 

α值 

教官教學 

Q1 0.90 <0.001*** 

.947 

Q2 0.86 <0.001*** 

Q3 0.83 <0.001*** 

Q4 0.82 <0.001*** 

Q5 0.72 <0.001*** 

Q6 0.85 <0.001*** 

Q7 0.85 <0.001*** 

Q8 0.85 <0.001*** 

課程成效 

Q9 0.77 <0.001*** 

.949 

Q10 0.82 <0.001*** 

Q11 0.83 <0.001*** 

Q12 0.84 <0.001*** 

Q13 0.85 <0.001*** 

Q14 0.84 <0.001*** 

Q15 0.81 <0.001*** 

Q16 0.81 <0.001*** 

Q17 0.82 <0.001*** 

學習環境 

Q18 0.84 <0.001*** 

.921 

Q19 0.83 <0.001*** 

Q20 0.84 <0.001*** 

Q21 0.85 <0.001*** 

Q22 0.83 <0.001*** 

生活輔導 

Q23 0.77 <0.001*** 

.949 

Q24 0.81 <0.001*** 

Q25 0.82 <0.001*** 

Q26 0.83 <0.001*** 

Q27 0.88 <0.001*** 

Q28 0.86 <0.001*** 

Q29 0.87 <0.001*** 

Q30 0.86 <0.0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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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呈現「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標準化路徑圖（圖 4-1）、配適

度指標值（表 4-6）。 

 

圖 4-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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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驗證性因素分析絕對配適指標值(N=914) 

χ2 df 
χ2/df 

（NCI） 
GFI RMSEA 

1757.109 399 4.4 .948 .061 

由圖 4-1「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驗證性

因素分析標準化路徑圖可看出，「教官教學」與「課程成效」構面間

的相關係數為 0.79，「教官教學」與「學習環境」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為 0.69，「教官教學」與「生活輔導」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為 0.84，「課

程成效」與「學習環境」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為 0.77，「課程成效」與

「生活輔導」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為 0.80，「學習環境」與「生活輔導」

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為 0.79，顯示四個主要構面間均具中高度相關性。 

χ2 值是模式檢驗中整體適合度的一個量數，可提供有效的模式

適合度指標（Loehlin, 1987）；χ2 值也被視為一種不良適合度的檢

驗（badness-of-fit）的指標，其所產生的統計數值在呈現模式的不

良表現，數值越大表示其模式的適合度越差（黃芳銘，2004）。本研

究之 χ2=1757.109，p＜0.001 達到顯著水準，然而，Hair 等人（1998）

認為 χ2 值在大樣本及小樣本時都太敏感了，研究者需要伴隨其他配

適測量值來辨別模式的配適程度。 

因此，本研究實有必要參考其他配適度指標進行綜合判斷，NCI

是其中最常使用的方法之ㄧ。NCI 是用以對理論模式與觀察所得資料

進行配適度檢定的指標，其值為卡方值除以自由度（χ2/df）。

Kettinger and Lee (1994)認為其值小於 5 即可接受。 

GFI 值的範圍可以從負數到 1，其值越小則配適越差，通常 GFI

≧0.9 表示良好的配適。然而，該指標受到樣本數的影響也很大

（Tanaka, 1993），Anderson & Gerbing（1988）的模擬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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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因素數目以及每一因素與觀察變項比率越大時，GFI 的表現越

差；（2）樣本數、每一因素與觀察變項的比率，以及因素的數目對

GFI 有交互作用的效果。 

RMSEA 比卡方統計較不受樣本的影響，近年來許多研究也顯示，

RMSEA 在評鑑適合度時，表現比許多其他指標還好（Browne & Arminger, 

1995; Browne & Cudeck, 1993; Marsh & Balla, 1994; Steiger, 

1990）。因此，Raykov（2001）強調過去幾年，在評鑑整體模式的過

程中，RMSEA 已經明顯成為一個高訊息指標。 

綜上觀之，本研究之 GFI 值為 0.948，在整體模式評鑑指標中表

現算良好；NCI 值為 4.4 表示模式的配適度是可接受的；RMSEA 值為

0.061 可列為不錯之配適值。 

基於 RMSEA 訴求以下問題：若模式中，未知但最佳選擇的參數值

是可用的，模式與母群共變數矩陣應配適到何種程度呢？Browne & 

Cudeck （1993）認為，從來沒有模式可以和母群完全配適，因此，最

有希望的配適模式是近似於實體（reality）的那一個。也就是說，RMSEA

為一種評鑑接近配適（close fit）的指標。因此，從驗證性因素分析

來檢驗本研究問卷的發展架構，理論架構與實測資料的配適程度尚可

接受，足見本研究理論架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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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學生學習滿意度之差異情形 

本節將透過 t 考驗與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進行考驗不同

背景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異性

情形。本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就讀科系、之前是否曾修

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別、父(母)親教

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等變項，分別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四個構面進行差異性考驗，以了解學生的不同

背景對該課程學習的滿意度是否有所影響，不同背景在各構面學習滿

意度之差異分析彙整，如表 4-7 所示。 

本研究差異分析顯著水準最低門檻訂為 0.05，也就是說表 4-7 答

題結果 p 數值小於 0.05，才算是有顯著差異。由分析結果顯示，學生

背景變項之性別與就讀科系受訪者的答題結果 p 數值均小於 0.05，表

示在各構面呈顯著差異，其他變項(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

慮從事軍職)其 p 值均不顯著，皆無顯著差異存在。 

由此可知，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假設 1-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

教官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假設 1-2：不同科系的學生對教官

教學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假設 2-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課程成

效滿意度上有顯著差異」、「假設 2-2：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課程成效滿

意度上有顯著差異」、「假設 3-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

上有顯著差異」、「假設 3-2：不同科系的學生對學習環境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異」、「假設 4-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

著差異」、「假設 4-2：不同科系的學生對生活輔導滿意度上有顯著差

異」可獲得支持，其餘研究假設不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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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背景在各構面學習滿意度之差異分析彙整表（N=914） 

背景變項名稱 構面 t 檢定值 p 

性別 

教官教學 6.44 .011* 

課程成效 31.97 .000** 

學習環境 11.02 .001** 

生活輔導 5.19 .023* 

就讀科系 

教官教學 15.01 .000** 

課程成效 12.33 .000** 

學習環境 8.58 .000** 

生活輔導 13.09 .000** 

之前是否曾修習過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 

教官教學 0.80 .372 

課程成效 0.32 .573 

學習環境 0.44 .508 

生活輔導 0.08 .772 

父(母)親職業別 

教官教學 0.32 .813 

課程成效 0.18 .910 

學習環境 0.55 .646 

生活輔導 0.68 .566 

 
父(母)親教育程度 

教官教學 0.47 .704 

課程成效 0.22 .881 

學習環境 0.08 .971 

生活輔導 0.51 .676 

未來是否考慮從事
軍職 

教官教學 0.22 .637 

課程成效 3.14 .077 

學習環境 0.21 .650 

生活輔導 0.11 .737 

* <.05；** <.01     

以下就不同性別、就讀科系及其他變項(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

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受訪者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

滿意度之差異分析做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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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顯示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整體學習

滿意度（平均值為 2.0）及教官教學（平均值為 1.9）、課程成效（平

均值為 2.2）、學習環境（平均值為 2.1）、生活輔導（平均值為 2.0）

等四個構面均呈現滿意之面相，但由表 4-8 中，男女性別的大學學生

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可明確發現，在教官

教學（F=6.44，p<.05）、課程成效（F=31.97，p<.05）、學習環境

（F=11.02，p<.05）、生活輔導（F=6.44，p<.05）等四大構面，因不

同性別而有顯著性差異，因此不同性別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性差異。 

表 4-8 不同性別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量表之差異（N=914） 

性別 
教官教學 課程成效 學習環境 生活輔導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男性 1.87 0.03 2.02 0.03 2.05 0.03 1.94 0.03 

女性 1.97 0.03 2.27 0.03 2.20 0.03 2.03 0.03 

t 檢定值(F) 6.44 31.97 11.02 5.19 

p 值 0.011* 0.000** 0.001** 0.023* 

* <.05；** <.01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男女性別的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雖均達滿意程度，但不同性別對大學學生「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性差異，且「男性學生」

學習滿意度不管在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

構面平均值及整體滿意度(平均值為 2.0)均大於「女性學生」學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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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其中又在課程成效構面差距最大。 

何啟豪(2008) 之研究指出，不同性別的學生無論在學習成果、教

師教學、學習環境及課程教材等不同構面上的學習滿意度，均有顯著

差異存在，且皆為男生學習滿意度高於女生，此與本研究之結果一致。

研究者認為究其原因可能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有關，

一般而言，男性學生會對軍事、國防等相關知識表現出較高的學習興

趣；然就女性學生而言，在未有足夠之學習誘因下，如何在課程內容

與設計上，以更生活化、多元化的方式呈現，以引發其學習動機，實

應透過更新穎活潑的教材內容與授課方式，激發其主動學習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之意願，此將可作為今後學校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改進之方向，真正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共識在每一個學生的認知上。 

二、就讀科系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異分析 

表 4-9 是不同就讀科系的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各題項與各面向總分的得分比較，可明確發現，

在教官教學（F=15.01，p<.05）、課程成效（F=12.33，p<.05）、學

習環境（F=8.58，p<.05）、生活輔導（F=13.09，p<.05）等四大構面，

因此不同就讀科系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

意度有顯著性差異。 

經由 Scheffè 法進行事後比較，如表 4-10 所示，發現在教官教學

構面上，「旅館系」在第一組與「國貿系」在第四組之間有顯著差異；

表 4-11 所示，發現在課程成效構面上，「旅館系」在第一組與「國貿

系」在第四組之間有顯著差異；表 4-12 所示，發現在學習環境構面上，

「旅館系」在第一組與「國貿系」在第三組之間有顯著差異；表 4-13

所示，發現在生活輔導構面上，「旅館系」在第一組與「國貿系」在

第三組之間有顯著差異。因此不同就讀科系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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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性差異。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不同就讀科系的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雖均偏滿意程度，但不同就讀科系對大學

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性差異。其中

又以「旅館系」學習滿意度顯著高於其他系，不管在教官教學（平均

值為 1.39)、課程成效（平均值為 1.55)、學習環境（平均值為 1.46)

及生活輔導（平均值為 1.38)等四個構面學習滿意度均為最高；以「國

貿系」學習滿意度顯著低於其他系，不管在教官教學（平均值為

2.78)、課程成效（平均值為 2.93)、學習環境（平均值為 2.69)及生

活輔導（平均值為 2.81)等四個構面學習滿意度均為最低。 

表 4-9 不同就讀科系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量表之差異（N=914） 

就讀 
科系 

教官教學 課程成效 學習環境 生活輔導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餐飲系 1.68 0.08 2.07 0.08 2.14 0.09 1.87 0.08 

旅遊系 1.50 0.09 1.88 0.09 1.98 0.10 1.79 0.09 

旅館系 1.39 0.08 1.55 0.09 1.46 0.09 1.38 0.09 

國貿系 2.78 0.08 2.93 0.09 2.69 0.09 2.81 0.09 

企管系 2.09 0.06 2.21 0.07 2.13 0.07 2.12 0.07 

資管系 1.83 0.06 2.08 0.07 2.04 0.07 1.86 0.07 

財稅系 1.96 0.09 2.28 0.09 2.28 0.10 2.01 0.09 

財金系 1.79 0.06 2.12 0.06 2.08 0.07 1.86 0.06 

行流系 1.99 0.07 2.34 0.07 2.32 0.07 2.11 0.07 

應外系 2.02 0.06 2.24 0.06 2.24 0.07 1.98 0.06 

視傳系 1.93 0.06 2.23 0.06 2.16 0.07 1.99 0.06 

數媒系 2.18 0.10 2.29 0.10 2.23 0.11 2.20 0.10 

電子系 2.10 0.10 2.27 0.10 2.39 0.11 2.26 0.10 

資工系 1.92 0.09 2.07 0.09 2.07 0.10 2.04 0.09 

環物系 1.79 0.10 1.72 0.10 1.85 0.11 1.73 0.10 

t 檢定值(F) 15.01 12.33 8.58 13.09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 <.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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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就讀科系學生在教官教學事後比較表（N=914） 

就讀科系 樣本數 
Subset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旅館系 49 1.39    

旅遊系 43 1.50 1.50   

餐飲系 52 1.68 1.68 1.68  

財金系 89 1.79 1.79 1.79  

環物系 37 1.79 1.79 1.79  

資管系 84 1.83 1.83 1.83  

資工系 45 1.92 1.92 1.92  

視傳系 97 1.93 1.93 1.93  

財稅系 42  1.96 1.96  

行流系 76  1.99 1.99  

應外系 94  2.02 2.02  

企管系 83   2.09  

電子系 36   2.10  

數媒系 37   2.18  

國貿系 49    2.78 

表 4-11 不同就讀科系學生在課程成效事後比較表（N=914） 

就讀科系 樣本數 
Subset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旅館系 49 1.55    

旅遊系 43 1.72 1.72   

餐飲系 52 1.88 1.88 1.88  

財金系 89 2.07 2.07 2.07  

環物系 37 2.07 2.07 2.07  

資管系 84 2.08 2.08 2.08  

資工系 45 2.12 2.12 2.12  

視傳系 97  2.21 2.21  

財稅系 42  2.23 2.23  

行流系 76  2.24 2.24  

應外系 94  2.27 2.27  

企管系 83  2.28 2.28  

電子系 36  2.29 2.29  

數媒系 37   2.34  

國貿系 49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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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不同就讀科系學生在學習環境事後比較表（N=914） 

就讀科系 樣本數 
Subset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旅館系 49 1.46   

旅遊系 43 1.85 1.85  

餐飲系 52 1.98 1.98  

財金系 89 2.04 2.04  

環物系 37 2.07 2.07  

資管系 84  2.08 2.08 

資工系 45  2.13 2.13 

視傳系 97  2.14 2.14 

財稅系 42  2.16 2.16 

行流系 76  2.23 2.23 

應外系 94  2.24 2.24 

企管系 83  2.28 2.28 

電子系 36  2.32 2.32 

數媒系 37  2.39 2.39 

國貿系 49   2.69 

表 4-13 不同就讀科系學生在生活輔導事後比較表（N=914） 

就讀科系 樣本數 
Subset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旅館系 49 1.38   

旅遊系 43 1.73 1.73  

餐飲系 52 1.79 1.79  

財金系 89 1.86 1.86  

環物系 37 1.86 1.86  

資管系 84 1.87 1.87  

資工系 45  1.98  

視傳系 97  1.99  

財稅系 42  2.01  

行流系 76  2.04  

應外系 94  2.11  

企管系 83  2.12  

電子系 36  2.20  

數媒系 37  2.26 2.26 

國貿系 49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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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不同就讀科系的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學習滿意度雖呈現滿意之面相，然不同就讀科系對大學學生「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性差異，究其原因，研究者

認為可能與授課教官教學風格、授課方式、個人魅力、課程時間安排

及各科系學習風氣、入學成績等有關，惟教學風格、授課方式、個人

魅力及各科系學習風氣等無法由本研究客觀分析。本問卷施測係以景

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學生為研究對象，而該校「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列為大一必

修科目，修習學生主要為日間部大一學生，茲將該校 102 學年度日間

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各系錄取最高及最低總成績，整理於表

4-14。 

由表 4-10 中，可看出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日間部聯合登記分

發入學招生學生各系錄取最低總成績，以餐旅群(餐飲系、旅館系及旅

遊系)排序較高，以商管群(資管系、國貿系及財金系)排序較低，其中

餐旅群的餐飲系、旅館系及旅遊系學習滿意程度在教官教學、課程成

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平均值普遍較低，表示學習滿意

度普遍較高。另外，研究者查察該校國貿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上課時間安排於周五上午 3、4 節，當天除

該必修課程外沒有安排其他必選修課程；第 2 學期該課程上課時間安

排於周三下午 7、8 節，當天該系第 2~8 節均有排課，是每周課程最重

一天。 

據此，研究者大膽假設「旅館系」不管在教官教學、課程成效、

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學習滿意度顯著高於其他系，可能與

該系入學錄取平均總成績較高有關；而「國貿系」學習滿意度在教官

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顯著低於其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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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該系課程時間安排有關，因此建議各系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上課時間安排部分，應將學生學習感受納入重要考量。 

表 4-14  102 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各系錄取最
高及最低總成績統計表(一般生) 

科  系 最高總成績 
最高總成績

排序 
最低總成績 

最低總成績
排序 

餐飲系 578 1 502 1 

旅館系 538 4 470 2 

旅遊系 554 3 462 3 

應外系 485 7 418 4 

視傳系 456 11 342 5 

資工系 420 14 342 6 

行流系 556 2 338 7 

數媒系 400 15 338 8 

環物系 440 13 334 9 

電子系 502 5 324 10 

企管系 474 8 324 11 

財稅系 450 12 244 12 

資管系 458 10 242 13 

國貿系 462 9 232 14 

財金系 500 6 216 15 

 

三、其他背景變項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

異分析 

本研究差異分析顯著水準最低門檻訂為 0.05，由分析結果顯示，

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別、

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等背景變項之 p 值均大於

0.05，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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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異存在。據此，研究者大膽假設可能跟現今之青年學子較具創

新、創意，思想強烈地趨向自主，行為勇於表達自己及其看法，精神

上彼此獨立，已較不若以往受父母親及師長影響力有關。 

 

綜觀上述差異分析結果，可發現影響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背景變項，有「性別」及「就讀科系」，

背景變項中「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父(母)親職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

軍職」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皆無顯著差異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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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發現，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並將本

章區分為研究發現與結論及研究限制與建議等二節分別說明。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果 

本研究的主旨為建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

表」，以瞭解「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大學實施之學習滿意

度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學習滿意度之差異情形。希望研究成果除了可做為「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教學課程政策改革之參考，亦可做為未來教學改善之重

要參據。為有效達成本研究目的，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以景文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為施測對象。 

預試階段將所得資料經項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題項刪減

及確認檢核表之信、效度；正式施測階段將所得資料以驗證性因素分

析考驗模式配適程度，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數分析考驗

各項目評分之差異性。根據研究的結果，分析出下列幾點發現： 

一、 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在「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量表」四個構面各細項目之

平均值均介於 1.8~2.3，低於中間值 3，顯示大學學生對該課程

在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各細項

目之學習滿意度均呈現滿意之面相。 

二、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建構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

滿意度量表」四個構面 32 個題項，在預試階段透過探索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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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刪減出信、效度良好的 30 個題項並接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檢驗本研究問卷的發展架構，證實「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學習滿意度量表」之理論架構與實測資料具有不錯的配適度。 

三、 本研究透過 t 考驗與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進行考驗不同

背景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

異性情形。考驗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就讀科系、之

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母)親職業

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等變項，分別與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四個構面進行差異性

考驗，以瞭解不同背景受測學生對該課程學習滿意度是否有所影

響，分析結果如下： 

(一) 不同性別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

意度有顯著性差異，且「男性學生」學習滿意度不管在教官

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平均值及

整體滿意度均大於「女性學生」學習滿意度，其中又在課程

成效構面差距最大。 

(二) 不同就讀科系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

習滿意度有顯著性差異，其中又以「旅館系」學習滿意度顯

著高於其他系，不管在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環境及生

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學習滿意度均為最高；以「國貿系」學習

滿意度顯著低於其他系，不管在教官教學、課程成效、學習

環境及生活輔導等四個構面學習滿意度均為最低。 

(三) 「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父

(母)親職業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未來是否考慮

從事軍職」等背景變項對大學學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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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滿意度，皆無顯著差異存在。 

 

根據上述幾點研究發現，研究者歸納出下列幾點結論： 

一、以學習滿意度推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實施成效，

得知大學生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面向中，對「教

官教學」構面滿意度最高，其次為「生活輔導」、「學習環境」

及「課程成效」，顯示軍訓教官在校園中除校園安全維護及學生

生活輔導工作外，軍訓教學亦有著重要比重。 

二、 透過資料分析與檢測確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

度量表」（如附錄三）可提供各大學軍訓教官作為衡量「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依據，亦可供後續全民國防教

育研究之參考。 

三、 透過 t 考驗與多變量變異數分析(MANOVA)，進行考驗不同背景大

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異性情

形，發現男性學生在四個構面滿意度均高於女性學生，其他變項

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皆無顯著差異，

顯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課程內容，較不易吸引女

性學生注意，有關課程內容規劃與修訂，應注意此一重要差異性。 

四、 本研究發現軍訓教官於大學中之教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已達一定之效果，亦即表示大學學生對於軍訓教官在「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講授採正向肯定態度。如何透過軍訓教

官運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課程講授，取得青年學

子之認同，進而影響其生涯規劃，加入國防部志願役軍士官兵行

列，亦是當前需要思考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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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個人能力、取樣之樣本和時間限制等因素限制，因此

在研究過程中仍有所疏失，茲就下列研究限制因素提供未來研究參考： 

一、 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為問卷調查法，因此無法真正了解每位填

答者是否能了解問卷所欲表達的意義，或是填答者本身更詳細的意見

表達，就實際運用效果研究來說，勢必有所不足與缺憾之處。     

二、 影響學生滿意度的因素  

本研究雖依照文獻並參考其他研究，來擬定本研究影響學生滿意

度之因素，惟在編列相關變項時，雖期能窮盡各個層面，但是，在實

際從事編列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摻雜研究者主觀的認定，可能未盡適

切，且國內有關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的眾多，本研究所建構之

影響因素是否精確？仍待更多相關研究的檢驗。 

三、 研究對象取樣因素 

由於受制於研究者工作之環境，與本研究人力、時間與經費有限

之相關問題因素，無法將母群體範圍涵蓋全般，僅以景文科技大學學

生為主。 

貳、研究建議 

研究者就上述三項研究限制因素提供下列幾點建議以供後續研究

之參考： 

一、 就研究方法之限制上，建議後續研究，可藉由質性研究，透過論

述分析、訪談研究等方式，更進一步了解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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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與意見；亦或是藉由質量融合的

研究方法，深入並廣泛探究大學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學習不滿意與期望何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

習形式。  

二、 在影響學生滿意度之因素設定上，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增加其他變

項，如學習風格、人格特質、教師專業知能、行政資源等，分別

從不同因素加以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的因素。而影響「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教學學習滿意度之個人背景變項因素亦

多，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增加在學成績、入學成績及其他學制學生

等變項，探討不同背景學生對滿意度因素之差異情形。 

三、 有關研究對象之取樣因素，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全國大學學生

作滿意度探討與比較，來評估「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

優缺點，以提供後續整體教育之參考。 

除上述幾點建議外，由於研究者長期從事軍訓相關工作，故在相

關教學工作領域，即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課程之講授、

教材之蒐整與運用等問題有些個人心得，因此研究者想要提出下列幾

點建議作為，除可提供軍訓夥伴參考運用，更可提供國防部等相關單

位，在未來針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相關政策之制定與綱

要及授課內容之編排上，能夠有一些新的想法與方向。 

故根據本研究之結果與結論，研究者再提出下列幾點建議，期能

做為「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政策改革之參考，及未來軍訓夥

伴教學改善之重要參據： 

一、持續強化軍訓教官在校園的教育功能  

軍訓教官在校園扮演的角色有三，分別為軍訓教學、學生生活輔

導、校園安全維護，研究者認為若不能先扮演好教學的角色，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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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學生們認同，也就很難將其他的角色扮演好。然目前各級學校全

民國防教育課程時數不斷縮減，故精進教學絕對是軍訓教官第一要

務，提升軍訓教官的教學本職學能，為目前改進及提升教學品質的最

重要方式。而如何提升大學學生學習動機就是軍訓教官需努力的方向。 

二、強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 

全民國防是我國當前國防政策核心並希望透過教育方式落實全民

國防理念，如何在課程內容與設計上，以更生活化、多元化的方式呈

現，引發大學學生學習動機，實應透過更新穎活潑的教材內容與授課

方式，激發其主動學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意願，藉此

增加學生及教師對全民國防教育的重視及認同。因此，研究者認為生

動活潑的教材教法，適時提供學生國防新知，就愈能讓他們接受全民

國防教育課題，讓全民國防理念深植心中。 

三、政策制定與文宣活動相互配合 

研究者認為國防部與教育部應互相協調，針對目前「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課綱與相關授課內容進行調整或加強，同時配合各

項相關政策之制定與強化文宣活動深入校園等方式，以多元、活潑、

生動的方式吸引學生，以有效提升相關教學效能。 

四、爭取青年學子對國家的認同感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涵要能讓學生理解、認同，軍

訓教官的責任重大，軍訓教官若能善用教學的機會，讓學生明白全民

國防的意涵，就能爭取青年學子對國家的認同感，這些青年學子若對

國家有認同、對全民國防有正向認知，絕對是國家之福。所以研究者

認為國防部與教育部應針對目前「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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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與相關授課內容進行調整或加強，同時配合各項相關政策之制定與

強化文宣活動深入校園等方式，以多元、活潑、生動的方式吸引同學，

以有效提升青年學子對於全民國防教育、募兵、各項軍購案件之支持，

進而強化我國整體國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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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家效度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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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 

(專家效度用) 
敬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大學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習滿意度之研究」，經參考相關資料後，自擬一份「全民

國防軍事訓練教育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為提高本問卷之內容效度，需

徵求專家學者意見，素仰 您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懇請 您能撥冗斧正，並惠予卓

見。本問卷所得之資料與內容，將僅供學術研究用途，任何個別資料會加以保密，

請您放心詳實填答。本問卷共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

分為「學習滿意度問卷」。誠摯地謝謝您的協助與指導。敬頌 

道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許禎元、吳冠輝博士 

   研 究 生：石 小 青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月 2 0  日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請於□中勾選） 

 

 

 

1.性別：□男   □女  

  修正意見： 

2.就讀科系：□餐飲系□旅遊系□旅館系□國貿系□企管系 
□資管系□財稅系 □財金系□行流系□應外系□視傳系 
□數媒系□電子系□資工系□環物系 其他      

  修正意見： 

3.上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成績：□90分以上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以下 

  修正意見： 

4.父母親職業別：□軍、公、教 □農、工、商 □自由業   
□其它     

  修正意見： 

5.父母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修正意見： 

6.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是   □否 

  修正意見： 

修
正
後
適
用 

適  
 
 

用 

刪  
 
 

除 

□   □   □ 

□   □   □ 

□   □   □ 

□   □   □ 

□   □   □ 

□   □   □ 



 

 130 

第二部分：學習滿意度 

一、教官教學 

題    
項 

題           目 

(請依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在相對應實際感受「極滿意」「滿
意」「普通」「不滿意」「極不滿意」□中打ˇ。) 

適       
用 

修
正
後
適
用 

刪    
除 

1 
教官教學態度，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2 
教官上課時口齒及表達能力，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3 
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4 
教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5 
教官準時上、下課，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6 
教官的教學方式多元適切，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7 
教官能營造良好學習氣氛，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8 
教官上課會運用適當輔教器材引起我學習興趣，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9 
整體而言，教官的教學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教官教學構面】整體修正意見或建議： 

 

二、課程成效 

題    
項 

題           目 

(請依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在相對應實際感受「極滿意」「滿
意」「普通」「不滿意」「極不滿意」□中打ˇ。) 

適       
用 

修
正
後
適
用 

刪    
除 

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時數配當，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能配合時代趨勢及潮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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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 

修正意見： 

3 

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我可以獲得最新的國防資

訊，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4 

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中有助於個人潛能的開發，讓

我感到 

修正意見： 

   

5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可以提高我對國防的興

趣，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6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我能支持國防建設，讓

我感到 

修正意見： 

   

7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我學習更愛國，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8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我更瞭解國防的重要

性，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9 
整體而言，我對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感到 

修正意見： 
   

【課程成效構面】整體修正意見或建議： 

 

三、學習環境 

題    
項 

題           目 

(請依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在相對應實際感受「極滿意」「滿
意」「普通」「不滿意」「極不滿意」□中打ˇ。) 

適       
用 

修
正
後
適
用 

刪    
除 

1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空間，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2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多媒體設備，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3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通風或空調系統，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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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光線，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5 
整體而言，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學習環境構面】整體修正意見或建議： 

 
四、生活輔導 

題    
項 

題           目 

(請依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在相對應實際感受「極滿意」「滿
意」「普通」「不滿意」「極不滿意」□中打ˇ。) 

適       
用 

修
正
後
適
用 

刪    
除 

1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學校生活常規及行政說明，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2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兵役折抵宣導說明，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3 
教官實施校園安全事件宣導，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4 
教官處理校內突發狀況(如衝突、疾病照料)，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5 
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如車禍)，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6 
教官能對學生所提意見有適當回應，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7 
教官對於秩序管理，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8 
教官能了解學生的需求，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9 
整體而言，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讓我感到 

修正意見： 
   

【生活輔導構面】整體修正意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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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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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 

(預試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的目的是想瞭解「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

以期能提供教學之參考。本問卷所得之資料與內容，將僅供學術研究用途，任

何個別資料會加以保密，請您放心詳實填答。您的意見和協助，將使本研究更

具價值。謝謝您的合作！敬祝 

學業進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吳冠輝、許禎元博士 

   研 究 生：石 小 青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3  月 1 日 

填答說明：本問卷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是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問卷

內容，皆為單選題，也請不要漏答任何一題。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請於□中勾選） 

1.性別：□男   □女  

2.就讀科系：□餐飲系□旅遊系□旅館系□國貿系□企管系□資管系

□財稅系 □財金系□行流系□應外系□視傳系□數媒系□電子系

□資工系□環物系 其他      

3.就讀年級：□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延修 

4.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是(請填寫成績)    

成績：大一     分; 大二     分; 大三     分; 大四     分。  

□否(成績部分免答) 

5.父(母)親職業別：□軍、公、教 □農、工、商 □自由業 □其它      

6.父(母)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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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滿意度 

填答說明：以下各題係描述「景文科技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學生學習成效的感受」，每題的選項皆以「極滿意」「滿意」「普通」

「不滿意」「極不滿意」等五種作答。  

請依自己的實際感受在最適當的□中打ˇ，請每題作答，每題只能勾選

一個答案。  

例：教官教學方式能夠符合我的需求  

如果你對於教官的教學方式沒有特別的感受，請您在普通的選項下□內

打ˇ。  

 

                                                              

 

              

                                            

1. 教官教學態度，讓我感到…………………………… □  □  □  □  □ 

2. 教官上課時口齒及表達能力，讓我感到…………… □  □  □  □  □ 

3. 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讓我感到………………… □  □  □  □  □ 

4. 教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讓我感到……………… □  □  □  □  □ 

5. 教官準時上、下課，讓我感到……………………… □  □  □  □  □ 

6. 教官的教學方式多元適切，讓我感到……………… □  □  □  □  □ 

7. 教官能營造良好學習氣氛，讓我感到……………… □  □  □  □  □ 

8. 教官上課會運用適當輔教器材引起我學習興趣 
，讓我感到…………………………………………… □  □  □  □  □ 

9. 整體而言，教官的教學讓我感到…………………… □  □  □  □  □ 

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時數配當(每週2小時) 
，讓我感到…………………………………………… □  □  □  □  □ 

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能配合時代趨勢 
及潮流，讓我感到…………………………………… □  □  □  □  □ 

12. 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以獲得最新的 
國防資訊，讓我感到………………………………… □  □  □  □  □ 

13. 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中有助於個人潛能 
的開發，讓我感到…………………………………… □  □  □  □  □ 

極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極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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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提高我對國防 
的興趣，讓我感到…………………………………… □  □  □  □  □ 

15.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我能支持國防 
建設，讓我感到……………………………………… □  □  □  □  □ 

16.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我學習更愛國 
，讓我感到…………………………………………… □  □  □  □  □ 

17.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我瞭解國防的 
重要性，讓我感到…………………………………… □  □  □  □  □ 

18. 整體而言，我對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感到……………………………………………………□  □  □  □  □ 

19.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空間，讓我感到………………□  □  □  □  □ 

20.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多媒體設備，讓我感到……□  □  □  □  □ 

21.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通風或空調系統，讓我感到□  □  □  □  □ 

22.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光線，讓我感到………………□  □  □  □  □ 

23. 整體而言，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讓我感到………□  □  □  □  □ 

24.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學校生活常規及行政說明 
，讓我感到……………………………………………□  □  □  □  □ 

25.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兵役折抵宣導說明，讓我感到□  □  □  □  □ 

26. 教官實施校園安全事件宣導，讓我感到……………□  □  □  □  □ 

27. 教官處理校內突發狀況(如衝突、糾紛)，讓我感到□  □  □  □  □ 

28. 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如車禍)，讓我感到………□  □  □  □  □ 

29. 教官能對學生所提意見有適當回應，讓我感到……□  □  □  □  □ 

30. 教官對於秩序管理，讓我感到………………………□  □  □  □  □ 

31. 教官能了解學生的需求，讓我感到…………………□  □  □  □  □ 

32. 整體而言，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讓我感到…………□  □  □  □  □ 

 

 

(本問卷全部結束) 

麻煩再檢查是否有遺漏填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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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的目的是想瞭解「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學習滿意度，

以期能提供教學之參考。本問卷所得之資料與內容，將僅供學術研究用途，任

何個別資料會加以保密，請您放心詳實填答。您的意見和協助，將使本研究更

具價值。謝謝您的合作！敬祝 

學業進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吳冠輝、許禎元博士 

   研 究 生：石 小 青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3  月 2 0 日 

填答說明：本問卷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是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問卷

內容，皆為單選題，也請不要漏答任何一題。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請於□中勾選） 

1.性別：□男   □女  

2.就讀科系：□餐飲系□旅遊系□旅館系□國貿系□企管系□資管系

□財稅系 □財金系□行流系□應外系□視傳系□數媒系□電子系

□資工系□環物系 其他      

3.就讀年級：□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延修 

4.之前是否曾修習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是  □否 

5.父(母)親職業別：□軍、公、教 □農、工、商 □自由業 □其它      

6.父(母)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7.未來是否考慮從事軍職：□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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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滿意度 

填答說明：以下各題係描述「景文科技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學生學習成效的感受」，每題的選項皆以「極滿意」「滿意」「普通」

「不滿意」「極不滿意」等五種作答。  

請依自己的實際感受在最適當的□中打ˇ，請每題作答，每題只能勾選

一個答案。  

例：教官教學方式能夠符合我的需求  

如果你對於教官的教學方式沒有特別的感受，請您在普通的選項下□內

打ˇ。  

 
                                                              

 

              

                                            

1. 教官教學態度，讓我感到…………………………… □  □  □  □  □ 

2. 教官上課時口齒及表達能力，讓我感到…………… □  □  □  □  □ 

3. 教官評分方式公平公正，讓我感到………………… □  □  □  □  □ 

4. 教官上課能掌握教學重點，讓我感到……………… □  □  □  □  □ 

5. 教官準時上、下課，讓我感到……………………… □  □  □  □  □ 

6. 教官的教學方式多元適切，讓我感到……………… □  □  □  □  □ 

7. 教官能營造良好學習氣氛，讓我感到……………… □  □  □  □  □ 

8. 整體而言，教官的教學讓我感到…………………… □  □  □  □  □ 

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時數配當(每週2小時) 
，讓我感到…………………………………………… □  □  □  □  □ 

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內容能配合時代趨勢 
及潮流，讓我感到…………………………………… □  □  □  □  □ 

11. 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以獲得最新的 
國防資訊，讓我感到………………………………… □  □  □  □  □ 

12. 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中有助於個人潛能 
的開發，讓我感到…………………………………… □  □  □  □  □ 

13.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提高我對國防 
的興趣，讓我感到…………………………………… □  □  □  □  □ 

極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極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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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後，我能支持國防 
建設，讓我感到………………………………………□  □  □  □  □ 

15.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我學習更愛國 
，讓我感到……………………………………………□  □  □  □  □ 

16.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讓我瞭解國防的 
重要性，讓我感到……………………………………□  □  □  □  □ 

17. 整體而言，我對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感到……………………………………………………□  □  □  □  □ 

18.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空間，讓我感到………………□  □  □  □  □ 

19.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多媒體設備，讓我感到……□  □  □  □  □ 

20.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的通風或空調系統，讓我感到□  □  □  □  □ 

21. 學校提供的上課教室光線，讓我感到………………□  □  □  □  □ 

22. 整體而言，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讓我感到………□  □  □  □  □ 

23. 教官能適時提供學生學校生活常規及行政說明 
，讓我感到……………………………………………□  □  □  □  □ 

24. 教官實施校園安全事件宣導，讓我感到……………□  □  □  □  □ 

25. 教官處理校內突發狀況(如衝突、糾紛)，讓我感到□  □  □  □  □ 

26. 教官處理校外意外事件(如車禍)，讓我感到………□  □  □  □  □ 

27. 教官能對學生所提意見有適當回應，讓我感到……□  □  □  □  □ 

28. 教官對於秩序管理，讓我感到………………………□  □  □  □  □ 

29. 教官能了解學生的需求，讓我感到…………………□  □  □  □  □ 

30. 整體而言，教官對學生生活輔導讓我感到…………□  □  □  □  □ 

 

 

 

 

 

(本問卷全部結束) 

麻煩再檢查是否有遺漏填答，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