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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12 年從愛沙尼亞開始，世界各國陸續將程式設計課程納入國小課綱，

2016年美國總統 Obama，投入四十億美金並宣布全美中小學生都要學習程式設

計，提出「所有人都要學電腦科學」提案（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Initiative）。

全世界推動小學生開始寫程式，不僅是要培養未來大量的軟體人才，更要訓練

孩子運算思維、創新、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國 108課綱將程式設計納入國高中

必修課程，卻未在小學階段規劃固定學習時數，由於國內升學主義濃厚，家長、

學校普遍重視升學考試科目，到了國中，程式設計課程很容易被忽視。但是這

幾年已有不少家長開始重視學程式要從小開始，因而求助體制外的補教業者。

但國內目前針對校外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相關行為動機之研究成果甚為缺乏，

故本文研究著重於探討家長為何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的動機及行為，希望做為

未來推廣程式教育的參考。 

本次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 300位 10-14歲的學生家長，欲了解「家

長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動機」，動機分為家長背景、學生背景、教育期望

科技認知、影響因素四大構面，利用邏輯斯迴歸分析 35個因素，發現：  

一、男生學程式的勝算是女生學程式的 2.619倍。 二、補習國文又學程式

的勝算是沒補國文學程式的 2.367倍。三、有補習音樂又學程式的勝算是沒補

音樂學程式的 2.882 倍。四、有專屬電腦學程式的勝算是沒專屬電腦的 2.706

倍。五、越重視學科成績的家長越不易讓孩子學習程式。六、家長年齡越大，

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的機會越大。七、家長受教育年限多一年，讓孩子學習程

式設計的勝算增加為 1.193倍。八、獨生子女學程式的機會比較高。九、從事

教育業的家長，越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十、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讓

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關鍵字：兒童程式設計、資訊教育、補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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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ed from Estonia in 2012,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gradually added 

computer programming into their elementary schools’ courses. In 2016, United State 

President Obama investing 4 billion USD (United State Dollars) on computer 

programming announced that computer programming are indispensable for all 

students that were ninth grade and below. President Obama proposed a proposal on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Initiative”. Obama fostered the abilities of coding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which not only developed a large number of software 

professionals in the future, but also trained the students to have the ability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olving problems, and to be creative. Computer 

programming was added as a required course to the latest 108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s, however, not for elementary school. Due to the 

pressure of achieving a higher education, the parents and the schools normally 

focused on the academic subjects, and ignored the technical ones. Nevertheless, 

more parent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arly-aged learning of programming, 

and they start to seek the cram schools with this course in recent years. Yet, they are 

lacking in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relevant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programming courses. Therefore, the relevant motivations and the behaviors of the 

parents who let their children learn computer programming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promote computer science in our education 

industry.  

    The method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was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hich 

investigates 300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aged between 10-14. The survey is about 

"the motivations of parents who let their children learn programming courses". The 

motivations of the survey are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family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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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backgrou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interference factor”. The 

followings are the results of analyzing the 35 factors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1. Boys who learn coding are 2.619 times more successful than girls who learn 

coding. 

2. The odds of learning Chinese and coding in after-class school are 2.367 times 

more successful than who only learns Chinese in after-class school. 

3. The odds of learning music and coding in after-class school are 2.882 times more 

successful than those who don’t. 

4. The children who use their own computer to learn coding are 2.882 times more 

successful than those who don’t use their own computer to learn coding. 

5. The more seriously the parents focus on the grade of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subjects, the less likely they would let their children learn coding. 

6. The older the parents, the greater the chance for them to learn programming. 

7. Parents have been educated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their chances of learning   

  programming are increased to 1.193 times.  

8. The odds of the only child learning computer programming are relatively higher. 

9. Parents who are in education industry, their children had a higher chance of  

  learning coding. 

10. Children from higher-income families have a greater chance of learning coding  

   at early age. 

 

 

 

Keywords：children’s computer programming、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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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2012 年開始，愛沙尼亞、英國、丹麥、波蘭、奧地利、美國、法國等陸續將

程式設計課程納入國小課綱，推動小學生開始寫程式，不僅是要培養未來大量的

軟體人才，更要訓練孩子邏輯思考、創新、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未來數位生活做

準備。而國內程式資訊教育，至 2019 年才將程式教育課程納入國、高中的必修科

目，而小學階段卻是將科技領域安排在彈性課程中，且未規劃固定學習時數1，因

此不易在小學階段學習到完整的程式設計課程，相較於其他國家從小學開始培養

程式設計能力，國內實為不足。目前國內升學主義濃厚，家長、學校普遍重視升

學考試科目，與升學無關的科目，很容易被忽視（楊國樞、葉啟政，1984），造成

孩子偏重記憶背誦，對於獨立思考、創造力、解決問題等高層次能力的培養較為

缺乏。各國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紛紛提出公民須具備 21 世紀關鍵能力2（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2009），而這關鍵能力正可透過程式設計教育來培養，故世

界各先進國家皆從小開始重視程式設計教育。但國內程式設計課程受限於時數、

設備、專業師資的不足，加上程式教育非升學科目，所以學校很難培養出程式設

計人才。但是這幾年已有不少家長開始重視程式教育，進而求助體制外的補教業

者，但補教業者一樣面臨師資、經費、設備不足，又因程式教育多為小班教學，

獲利率遠低於升學課程，因此願意投入的業者不多。目前台北市開設程式教育的

業者不超過 20 家(表 1-1)，每家學生人數也約莫在百人以下。國內目前針對校外學

習程式設計課程的相關行為動機之研究成果甚為缺乏，故本文研究著重於探討家

長為何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的動機及行為，做為未來推廣程式教育的參考。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科技領域(105.2，教育部)，附錄三：科技領域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之課程建議，未將科技領域規劃為領域學習課程，建議於彈性課程中實施，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

的學生特性，規劃統整性的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或特殊需求課程，使學生具備科技領域

之核心素養。 

 
2
21 世紀公民所應具備之 4C 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所謂 4C 就是：「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各國皆希望培養學生能在面對全球高度知識經濟

的競爭下，能夠擁有不斷學習、研發創造、高度思考力、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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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現在和未來的世界已是科技的世界 

    美國白宮於 2016 年提出的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計劃3，將「資訊科學」與

數學、語文、自然視為同等重要之學科，其中也指出「程式設計」將在所有學習

科目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全球的趨勢，從消費習慣、製造過程、產業結構，到

品牌經營，都是運用程式軟體來協助，使用網路與智慧數據服務，來提升企業的

價值。現在及未來，軟體設計將超越硬體製造的價值，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所

以不懂得投資軟體設計的公司，很容易被新創的軟體公司所併吞4。 

展望未來，「每一家公司都是軟體公司」已經不再是個口號，即使是傳統行業，

沒有軟體，就沒有辦法擴大經營規模，Uber、Airbnb、Amazon、Facebook、Alibaba

等跨國企業，透過軟體服務不斷的出現新的商業模式，機器人、大數據、AI 人工

智慧已大幅改變了製造業的生產模式。美國前教育部長 Richard Riley 認為 2010 年

最迫切需要的十種工作，在 2004 年時根本不存在，2019 年全美最佳職業第一名為

軟體開發師(Software Developer)
5，美國勞動部預估 2022 年軟體工程師年薪將會

高達 144,000 美元，排名第二的是從事電腦數據分析師(Data Analyst)，最高年薪

也會達到 122,090 美元，在未來這些工作待遇將高過醫生、律師，因此在未來極

需要培養大量的程式設計人才。 

未來資訊科技愈加進步導致許多產業面臨自動化的趨勢，許多人力密集的工

作將會被機器人、人工智慧所取代，而這些行業包括零售業銷售、房屋仲介經紀、

電話行銷、會計稽核等，預估在 2033 年超過 80％會消失(陳超明，2016)。 

 

                                                      
3
 2015 年美國將電腦科學納入通識教育，總統歐巴馬也於 2016 年 1 月 30 日提出「全民電腦科學

倡議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三年內將會投入 40 億美元經費補助電腦科學教育，讓所有學

生都具備基本寫程式的能力。 
4華爾街日報「為什麼軟體正在吃下全世界」(2011, Marc Andreessen, Wall Street Journal)，文章中指

出軟體正在改變全世界的生活， 
5
 《U.S. News》發布 2014 年美國最佳百大工作，軟體設計師獲選第一。根據美國勞動局統計，到

2022 年，軟體開發相關領域會多出 14 萬種至今未出現的新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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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全世界的小學生都在學程式 

    2012 年愛沙尼亞從小一就要開始學程式，2013 年英國兒童五歲開始就要學習

電腦程式，十六歲以前要學會兩種電腦程式語言，2016 年美國總統 Obama，投入

四十億美金並宣布全美中小學生都要學習程式設計，提出「所有人都要學電腦科

學」提案（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Initiative）6中說到，未來許多工作將被機器人

取代，這些改變全世界都在發生。「在這個新的經濟型態，我們要如何確保每個人

都有成功的機會？」他的答案是「學習電腦科學」，而程式設計就是電腦科學的核

心教育。 

    近年來，全世界包括美國 Obama 總統在內的政治企業領袖都全力推動電腦程

式教育，也陸續將程式設計教育放入小學的正式課程，並要求每一位學生都要學

電腦程式語言。日本文部科學省即將程式設計課程納入國民義務教育，2020 年小

學課程開始實施，2021 年中學，2022 年成為高中的必修課程，因為各國都已體認

到電腦及科技是驅動國家競爭力的首要條件。為什麼要鼓勵孩子從小學習程式設

計？因為 8-12 歲的孩子是好奇心、學習力最旺盛的年齡，尚未對程式是由一堆繁

雜的指令所組成的刻板印象，然後透過遊戲、專題來培養他們對程式的興趣。因

此創造友善的學習環境(如:Scratch、Minecraft)和營造有趣的經驗對孩子學習程式設

計的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2013，Mitch Resnick)。不過，學習程式的目的並非要把

每個人都變成軟體開發師，就像孩子學繪畫、桌球的目的，並不是要是要讓孩子

長大都去當畫家或運動選手。程式設計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過程，可以讓孩子

從小培養「運算性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的能力，這思維包含抽象、邏輯、

拆解、一般化、自動化的演算法(表 2-2)，學習把複雜的問題拆解成許多小問題、

更容易處理的問題，如此就能有效率的解決複雜的問題。孩子應該從小就學習對

                                                      
6
 2016.1.30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白宮宣布「讓每個學生都能在美國學程式」。預算提案是 2017年將

以 40 億美元擴大 K-12 電腦科學的使用範圍。各州將提交“全民電腦科學五年計劃”，將可獲得經

費補助來幫助高中、國中小學創建電腦科學課程，並“確保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參與，包括女孩和少

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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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觀察和研究，了解科技是如何改變世界，然後把世界和自己連起來，也就

是去思考在未來的世界中，孩子想要扮演的角色，要怎麼做，才能增建人類全體

生活，實現生命的價值。 

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科技界的領袖，都在極力倡導孩子學程式的重要性，他

們的想法與作法非常值得重視，所以從小開始學習電腦程式設計在全球早已風起

雲湧，這不只是一個風潮，一個運動，而是人類未來的方向與希望。 

 

三、升學主義下的國中小資訊教育 

    由於受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文化影響，因此台灣社會普遍

存在「文憑主義」的氛圍，家長為了孩子，老師為了學生將來能考上好高中、好

大學，所有的學習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升學」，所以只要與升學有關的科目就特

別重視，至於學生過去學到什麼，現在應該學什麼，升學後能學到什麼，對學生、

家長來說，往往都變得不重要，「升學主義」也就因應而起（楊國樞、葉啟政，1984）。

由於資訊課程並非升學考試科目，加上資訊教育設備所費不貲，因此學校、家長、

學生往往忽視資訊教育的重要性。 

     108 年新課綱上路後，雖然將資訊科技領域課程於國中階段列為必修，但卻

將國小階段排除在外，僅由國小自行安排於彈性課程中實施，希望能將資訊科技

之核心素養融入各領域來落實，這對於國小教師而言是一項挑戰，教師必須重新

整合能力和備課，更要增加資訊科技能力，才能有效達成資訊教育的目標。由於

資訊教育是彈性課程，因此教師很容易將資訊課程轉讓給其他學科，如此對於資

訊教育師資、資訊設備原本就不足的學校，正好藉此「彈性」去除資訊課程。 

在過去九年一貫的資訊教育課程(民國 97年~民國 106年)從小三到小六都還有

電腦課，其中有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能弭平城鄉數位落差，但 108 課綱實施後，

數位落差勢必會更加擴大，我國小學生對於資訊素養與運算思維勢必落後其他國

家。近年來，讓小朋友學習程式設計這件事情，自愛沙尼亞、芬蘭、英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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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歐美國家陸續興起，台灣周邊的南韓、日本、中國等科技強國也積極籌備讓兒

童開始學習程式設計，「兒童學習程式」宛若蝴蝶效應，已在全球教育領域掀起一

場史無前例的教育風暴，既然體制內無法滿足國小學童學習程式語言，也只能依

賴體制外的補習教育來完成了。 

    在國中階段，過去九年一貫的資訊教育課程(民國 97 年~民國 106 年)課程設計

大部分以培養學生認識電腦硬體、應用電腦軟硬體為主（吳正己、何榮桂，1998），

但在 108 課綱實施後，國中階段已將資訊科技領域列為必修課程，其教學目標希

望透過學習電腦理論與應用來培養學生高層思考的能力，即能利用運算思維來解

決日常生活問題，並能進行溝通表達，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資訊科技創作(十二

年國教課程綱要科技領域，教育部，民 105)。意即在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與問題

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創造與創新能力及溝通表達能力，這也就是全球教育

界都在極力培養的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能力（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P21〕，

2014）。由於小學階段並未將資訊教育列為必修課程，學生缺乏對運算思維能力的

訓練，到了國中，一週也只有一堂必修資訊教育課程，而且在升學主義瀰漫的教

學現場，家長、老師、學生都重視升學率，非考科的課程往往只是按表操課，要

能培養出學生「高層思考能力與重要關鍵能力」實在是緣木求魚。  

 

四、程式設計教育既然學校無法落實，就從體制外程式教育做起 

    新的科技改變了世界，新的商業模式也影響了我們生活的方式，我們無法預

測未來還有哪些新的平台誕生，來解決現有或尚未發生的問題，假如現在的孩子

懂得程式設計，就擁有解決未來問題的機會，且能與世界接軌並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提升學生資訊科技的能力，就是幫國家未來注入進步發展的原動力(李德財，

2016)，但在教學現場，程式資訊課程執行確實面臨許多困境，包括學校的法規、

經費、設備、場地、師資、課程規劃及授課能力等問題，許多家長憂心忡忡，認

為孩子無法從學校學習到完善的資訊教育。《讓天賦發光》(Ken Robins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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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提及「改變，迫在眉睫，這是一場註定由下而上的草根革命。」孩子的天賦

是老天藏在身上的禮物，但現行教育，卻是一連串的考試和分數，改變學校及教

育現況並非一朝一夕可達成，已經無法滿足具教育前瞻性家長的期待，因此家長

只能依賴補習教育來彌補體制內的不足。現今學校資訊課程困境 (施又瑀，民 107)

有以下三點： 

 

(一) 國中小資訊科技領域師資短缺 

國中小的資訊師資是否足以面對科技領域課綱上路後所需要的師資數量，是

資訊教育成敗的關鍵。全台灣 738 所國中，具有工藝、電腦或資訊科技概論教師

證的老師，只有 621 位，平均每校不到一位；甚至有 120 個學校沒有資訊老師。(陳

芳毓、李雅筑，民 105)。 

  

(二) 學校資訊設備無法跟上新的科技 

資訊教育納入 108 新課綱後，國中階段列為必修課程，資訊設備日新月異，

許多學校面臨資訊設備上的不足，由於資訊設備是資訊科技教育重要的一環，若

是教育經費不足，設備無法及時到位，則會影響學生的資訊教育品質。 

 

(三) 偏鄉地區之數位落差 

各學校由於過去偏鄉教育經費本就匱乏，而資訊教育所需設備所費不貲，加

上弱勢家庭數位設備本就缺乏，孩子時常倚賴學校資訊設備來學習，未來恐怕會

擴大城鄉孩子的資訊能力差距。 

 

五、家長對於才藝類補習-程式設計課程的觀念 

    一般家長的視程式設計課程為才藝類補習科目。大部分家長將補習班分為兩

類，一類是與學科成績或升學有關的是為文理類補習班，其他非升學相關則被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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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到才藝類補習班，根據衛生局福利部（2014）年發布的「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

調查報告-兒童篇」指出，6~11 歲兒童有學習才藝者佔 89.5%，以外語、游泳、音

樂的比率較高。家庭每月對兒童的主要支出項目為教育、才藝佔 36.9％；由此可

見家長對於孩子的教育與才藝頗為重視。近年來教育改革使得升學管道趨於多元

化，因此家長愈來愈重視孩子的才藝教育，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因此坊

間才藝補習班就蓬勃發展，而程式設計課程因為設置門檻較高，因此多集中在都

會區，普及率還不高，台北市也只有 20 餘家左右。 

    家長期望能在才藝課程訓練中所學的知識、技能及態度，未來能實際應用在

生活中(張春興，1996)；認為學童透過課後才藝學習除了強化智能之外，更將學習

態度內化為行為及學習準則，增加自己之軟實力為將來職場作準備(劉祝姈，2011)。

近年來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教，鼓勵學生多元學習、適性發展，希望除了升學考試

之外，也要採計學習歷程，希望能藉由學習的過程中，探索出自己的興趣，選擇

自己喜愛的科系，縮短學用落差。 

    華人重視教育，稱職的家長更認為，教育孩子是重要的職責，也有跨文化的

研究（Dandy & Nettelbeck, 2002；Peterson, Steinmetz, & Wilson, 2003），無論社經

背景與階層相異的華人父母，都認為提供子女優良的教育，是自己重要的責任之

一。然而，什麼才是家長重視的教育內容呢？隨著時代的變化，似乎每個父母有

不同的認知和觀點，有的家長認為應該學習「一技之長」的才藝，有的家長則選

擇音樂、美術、運動等項目來培養孩子藝術、體能的基本素養。但無論選擇何種

才藝課程，家長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家長的背景條件應該與是否學習程

式設計課程有著重大的影響。研究顯示，年齡不同的父母，對學習才藝的觀念和

參與動機是有顯著差異(楊淑雯，2005；鄭秀蘭，2009)；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其收

入也愈高，也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較完善的照顧，另一面也比較有能力支付高

額的課後照顧費用（何姿嫻，2008；黃怡瑾，2000）；不同子女數的家長對才藝教

育的態度與行為達到顯著差異水準(楊淑雯，2005)；家庭經濟能力越強的，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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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可能參加補習教育（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8）；就學童不同性別來看，

蔡美芳（2003）的研究亦顯示，男女生的才藝學習項目有差異。所以家長不同的

職業背景、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教育期望與孩子本身的背景條件應該也會影響

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動機，針對家長或學生學習程式的動機及背景進行分析研究，

希望能找出家長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的關鍵因素，作為國內程式教育的參考。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找出 10~14 歲學生具有哪些背景條件比較容易學習程式設計課程 

二、找出 10~14 歲學生家長具備哪些背景條件比較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三、家長具有哪些教育認知、科技觀念會影響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四、家長受到哪些影響因素而阻礙 10~14 歲學生學習程式設計 

五、建立 10~14 歲學生學習程式設計動機的最佳迴歸模型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兒童程式設計課程 

在尚未發展出視覺程式語言(visual programming language)之前，學習程式設計

是困難的，學習者要具備抽象思考能力將概念解構，若學生無法了解學習的目標，

其自信及樂趣可能減低 (Donna,2011)。因此，初期學習程式設計的孩子，需要學

習動機及克服技術層面。謝亞錚 (2008) 概括了許多學者，提出程式設計學習者需

要具備的能力為傳達溝通能力、構思能力、探究能力、邏輯推理能力、解決問題

能力。簡單來說，學生學習程式設計，必須經歷兩個階段：首先，必須先了解題

目，提出解題方法；第二為問題解決：將方法轉換成程式碼。而其中常見學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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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的問題如：1.問題解決能力不足 2.某些概念很難學習 3.程式語言的語法結

構過於龐大。(陳明溥，2007) 

Scratch 是麻省理工學院( MIT )媒體實驗室為孩子量身打造的程式學習工具，

是一套免費的線上軟體，只要有網路就能撰寫程式。Scratch 在 150 多個不同的國

家使用，提供 40 多種語言版本，孩子們可以在其中創造、設計和共享遊戲和動畫，

分享互動藝術和視頻遊戲。孩子可以利用視覺程式語言編寫，輕鬆建立程式概念

和邏輯思維，透過滑鼠拖拉程式積木的方式，以觀察、分析、拆解、組合的步驟

去設計遊戲和動畫，並與全球 Scratch 使用者分享自己的專案作品，教學者可以成

立班級的工作坊，讓同一班級的學生上傳、分享並討論作品。孩子可以自訂有趣

的主題式專案，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來編寫故事，學習利用程式積木和電腦對話，

有邏輯性的列出指令跟電腦做溝通，培養除錯、拆解、解決問題等能力，尤其是

當遇到問題時，能培養孩子反省力、忍挫力及面對錯誤的態度。 

程式設計課程在教學設計上應該「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再導入需要使用的指

令與敘述」(吳正己、何榮桂,1988)，Scratch 的學習方式符合「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7，兒童程式設計課程最適合用 PBL 學習法來導

入專案，讓孩子從創意發想、形成專案、發現問題、分組討論、提出解決方法、

實際解決問題並分享解決問題的過程。 

Scratch 適合八歲以上的孩童，是目前全球最多人使用的兒童程式軟體，可以

從寫成式的過程中學習到電腦基本觀念、運算思維、數學邏輯、創意思考及團隊

合作等二十一世紀重要的關鍵能力。 

 

 

 

                                                      
7
「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學習起源 1968年於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

醫學院先啟用以實際發生問題為核心，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培養學生批判思考、主動學習、和

問題解決能力。此種教學法被普遍使用於醫學院的教學，同時也慢慢被不同學科及各年齡層的師生

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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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北市具知名的程式教育教育機構 

程式教學機構 
成立 
時間 

課程
種類 

課程對
象 

主要課程內容 

橘子蘋果兒童程式設
計學苑 

2013 年 7 種 G1~G12 

1. Ozobot 光感路徑機器人 

2. 麥塊程式班 

3. Scratch 程式班 

4. APP 開發課程 

5. JS 電玩開發 

6. H5 程序開發課程 

7. APCS 檢定營 

CodingAPE 猿創力程
式設計學校 

2013 年 7 種 幼大~G9 

1.程式啟蒙課程 

2.程式創造 Scratch/機器人 

3.程式創造 APP Inventor 

4.程式菁英 Python 

5.程式菁英 Java Script 

6.Minecraft 程式初階 

7.AI 機器人 

Let’s Code 一起程式吧 2014 年 12 種 G1~G10 

1. Unplugged 不插電程式遊戲專班 

2. SCRATCH 遊戲創作專班 

3. EV3 程式機動隊-進擊的機器人 

4. Minecraft 探險家-程式遊戲專班 

5. Stop Motion 停格動畫實作與剪輯 

6. STEAM 物聯網專題班 

7. APP 應用程式創意開發班 

8. APP+OTTO 互動式機器人課程 

9. PYTHON 遊戲設計專班 

10. C++程式設計專題班 

11. 3D 列印、3D 掃描創客營、酷炫 VR 

12. 高中 PYTHON 程式設計專題班 

二、補習教育 

補習教育是指正規學校之外的教育，可以針對不同學習者的需求，有效補充

知識或技能，補充正規教育的不足之處。（關秉寅、李敦義，2008）。國內教育分

為國民教育、進修補習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三種(補習及進修教育法，2002)，補習

教育是社會教育的一環，而補習教育業則屬於社會教育事業。補習教育以「補習

 



 

 

11 

 

 

班」的型態最為常見，所以補習班歸類為短期補習教育，目的是以補充國民教育

知識、提高教育程度、傳授才藝與技能、培養健全公民並促進社會進步作為主要

目標。依教育部「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短期補習班可分為「文理補習班」、

「技藝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俗稱安親班)」三類業種型態： 

1. 文理補習班：以輔導學校課業及升學為目的的補習班，例如: 「國中升高中補

習班」、「高中升大學補習班」、「升四技二專補習班」及「家教班」等四類。 

2. 技藝補習班：以學校智育科目之外的補習教育稱之為才藝，包括圍棋、畫畫、

運動類、音樂類、舞蹈類、電腦、.....等 

3.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俗稱安親班)：主要服務國中小學生於放學後至父母下班時間

內，以生活照顧及課業輔導為主的民間機構。 

本文所探討的「程式設計課程」一般被歸類到技藝補習班，且以中小學生為

主。根據學者研究，一般認為技藝類的才藝課程，可以提升藝術鑑賞能力，陶冶

生活情趣，培養學生才藝知能，激發才藝潛能、人格健全發展並能幫助提升學習

力(邱欣雁，2005；孫敏芝，1995；黃迺毓，1995；楊淑雯，2005；蔡美芳，2003)。

在技藝補習班所學的知識、技能及態度，也能實際應用在未來的工作上(張春興，

1996)。學童透過補習教育除了強化智能之外，更將學習態度內化為行為及學習準

則，增加自己軟實力為將來職場預作準備，課後才藝學習對學童而言，不失為一

項良好的教育訓練(劉祝姈，2011)。 

三、家長教育期望 

    子女在求學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長的教育期望往往會轉換成外顯行

為，這些行為無時無刻的影響著子女的學習表現及教育成就；家長對孩子的教育

期望除了在學業成就上有期望外，在品德、人際關係上也有所期望（侯世昌，2002）。

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可以分為二方面，一則在學校課業上的表現，另一則為未

來學歷上的期望(郭生玉，1975)。 Rachel Seginer 將父母教育期望分為「實際的」

與「理想的」，前者指父母對子女的特殊教育信念與學業成就的預定期望；而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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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女的未來工作、人生目標有關（周新富、賴鑫城，2004）。 

    謝孟穎（2002）發現教育期望、教育價值觀和社經地位，這三項因素有著相

輔相成的關聯性，家長若是高社經地位者，通常對孩子的教育較具有規劃性，教

育價值觀也較為正向，相對給予的教育資源較為完整，無論孩子在物質或精神上

的需求，都能充分給予，因而對子女教育也有較高的期望。相對的，低社經階層

的家長就無法提供這麼多資源，所以對子女的期望就不會那麼的高度期待。有研

究者（侯世昌，2002；蘇慧玲，2006）認為父母的社經地位深深地影響著孩子的

學業成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兩者是呈正向顯著的關係。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期望應該包含三個層面：1.學業表現的

期望 2.未來成就的期望 3.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因此家長在教育期望高低是否

影響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是值得探討的議題，而且家長的社經地位、學歷、

工作經歷應該是否也會對孩子學習程式設計意願造成影響。 

第四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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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程式設計課程的重要性及國內補習教育、程式設計教育概況。。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 程式設計教育課程與運算思維的關係，第二節 國內外程

式設計課程推展概況，第三節 補習教育的意涵與現況。 

 

第一節 程式設計教育課程與運算思維的關係 

一、什麼是運算思維? 

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一詞由 Jeannette M. Wing 於 2006 提出，他認

為「運算思維是一種思維方法和基本技能，所有人都應該積極學習並使用，而非

僅限於程式設計師」。運算思維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過程，這種過程的訓練可以用於

所有學科的問題解決，包括數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一種透過邏輯思考，讓

人與電腦可以同時理解並解決問題的程序；它是一種結合電腦的運算力與人類的

觀察力與創造力的高階能力。  

運算思維是利用電腦科學的基本觀念進行問題解決、系統設計與人類行為理

解的思維模式，擁有這樣的思維模式可將複雜問題轉成可運算性（computability），

再進一步有效利用運算方法與模式來解決問題（Wing, 2006）。“運算思維讓我們能

擁有電腦科學家面對問題時的思維模式”  (Grover & Pea, 2013)。(表 2-1) 

根據教育部運算思維推廣中心與 google 的定義，歸納具體的運算思維包含的

因素有： 

1. 拆解問題：將問題、數據、流程拆解成較小且可管理的部份。 

2. 模式識別：對各種數值、文字和邏輯關係的訊息進行描述、分類、辨認、

和解釋的過程。 

3. 抽象化：縮減一個概念或現象的資訊含量，並產生一般性通則。 

4. 演算法：設計一個執行步驟去解決問題或類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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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國對運算思維的定義 

國家組織 運算思維定義 

美國資訊科學教師組織(CSTA, 2011) 

一種能利用電腦解決問題的思維，包含

使用如抽象化、遞迴、迭代等概念來處

理與分析資料，並產出實體與虛擬作品

的能力。 

澳洲「數位科技」課程(ACARA, 2013) 

 

利用資訊科技設計與演算實作，解決問

題的思維。 

英格蘭「運算」課程(DOEE, 2013) 
能利用電腦系統提出解決問題架構的

思維模式。 

我國「資訊科技」課程(國教院，2015) 

具備運用運算工具之思維能力，藉以分

析問題、發展解題方法，並進行有效的

決策。 

Google for Education (2015)  

包含許多特性的問題解決過程，如：邏

輯化分析資料與排序、依序產生解法及

找出特定特質，並能處理複雜性與開放

性問題。 

 

二、運算思維為何是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能力 

「能力」（competence）是知識、技巧與態度的組合，是一種綜合知識、技能、

經驗、價值並能利用外在資源和工具，並透過思維與行動來處理問題。(Friesen & 

Anderson, 2004; Sandberg, 2000）。 

「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e）代表一種可轉移且可以運用到不同的情境， 

可以達成不同目標、解決不同問題的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每個人都需要具備

關鍵能力，具備這些能力得以自我實現、融入社會與就業，並成為具備移動力的

國際公民（劉蔚之，2007）。關鍵能力是一種能有系統性思考並能做深度思考的習

慣，具備這樣的能力，才能因應全球未來快速變動的時代。從教育的角度來看，

關鍵能力又稱為核心能力或基本能力（key skills 或 key competencies）指學生應該

具備的重要知識、技能、素養及態度，以適應未來社會的生活。 

二十一世紀的學習者究竟需要具備什麼能力，才能面對未來的生活？老師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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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過去二十年前學過的東西，教現在的孩子面對二十年後的生活嗎？因此美國

擔心現行教育制度無法培養出有效率、有能力的人才來面對未來多變的世界，於

是由思科、蘋果、微軟等高科技公司與美國教育部，共同成立了二十一世紀關鍵

能力聯盟（P21,Partnership for 21
st
 century skills），透過具有影響力的領導者由下而

上的廣納意見，討論歸納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技能，因而提出的 P21 教育方案，

希望能幫助學校、教師及教育者一同來面對這變化莫測的未來，如何透過教育的

力量，培養學生關鍵能力，為未來所需人才做準備。這些關鍵能力簡稱 4C，即為

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而程式設計課教育正可培養孩子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團隊

合作、創新等能力，因此各國家才會不遺餘力的在推廣程式設計教育。 

因此近年來各國重新定義了資訊教育的內涵與意義，我國 107 年「資訊科技」

課程(國教院，2015)領域特別重視學生「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除了學習基本電

腦科學相關知能、技能之外，還能夠透過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來培養邏輯推理

能力、系統化思考、拆解問題等思維，增進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

及創新思考能力。國際科技教育應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提出應培養學生高層次的技能，如：資訊流暢性運用

（information fluency）、解決問題及決策、批判性思考（ISTE, 2013）。美國 CSTA(The 

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也於 2011 年重新訂定資訊科學課程內涵，將

運算思維視為資訊科學課程的主軸。澳洲數位科技課程（Digital Technologies）中

也強調應培養學生在運算思維上的觀念與技能，能使用數位科技，來培養實作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ACARA, 2013）。英格蘭於 2013 年所修訂的電腦課程標準也將

運算思維列為課程的關鍵過程（key process）與學習目標（DOEE, 2013）。除了教

育界對運算思維的重視，Google 不僅對運算思維下了定義(表 2-2)，亦開發一系列

運算思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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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Computational Thinking(CT)的 11 項重要概念與定義 

CT 11 項重要概念 定義 

1.抽象化 (Abstraction) 識別和抽取相關信息以定義主要想法 

2 演算法設計 

(Algorithm Design) 
產出有序指令以解決問題或完成任務 

3.自動化 (Automation) 利用電腦或機器重覆任務 

4.資料蒐集 

(Data Collection) 
蒐集與問題解決相關的資料 

5.資料分析(Data Analysis) 透過歸納模式或發展深入分析方法以理解資料 

6.資料表示 

(Data Representation) 
用適合的圖表、文字或圖片等表達與組織資料 

7. 分解 

(Decomposition) 

將數據，流程或問題分解為更小，易於管理的部

分 

8. 平行化  (Parallelization) 
同時處理大任務中的小任務，更有效實現共同目

標 

9 模式一般化 

(Pattern Generalization) 

產生所觀察樣式的模型、規則、原則或理論以測

試預測的結果 

10. 模式識別 

(Pattern Recognition) 
識別資料中所觀察的樣式、趨勢或規規律 

11. 模擬 (Simulation) 發展模型以模仿真實世界的程序 

資料來源整理：Google (2015). Explor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Retrieved from 

https://edu.google.com/resources/programs/exploring-computational-thinking/ 

 

 

第二節 國內外程式設計課程推展概況 

一、許多國家將程式設計課程納入國中小教學課綱 

美國國會於 2015 年通過的每位學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與

白宮於 2016 年提出的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計劃中，將資訊科學視為與數學、

語文、寫作、自然、人文科學列為同等重要之學科，並提到將「程式設計」融入

各學科的重要性。全世界為因應資訊時代中運算需求的普及，重新制訂資訊科技

課程，強調「運算思維」的重要性，並於課綱中融入相關理念（CSTA, 2011；DO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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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ACARA, 2013），因此美國資訊科學教師組織（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CSTA〕,2003）所訂之 K-12 電腦課程標準、荷蘭 2007 年修訂之資訊

科學課程標準（Grgurina & Tolboom, 2008）、以及德國電腦科學組織所訂之中等學

校資訊科學課程標準中（Brinda, Puhlmann, & Schulte, 2009），都提到資訊科技教育

不應只限於資訊與通訊技術能力的培養，而應將「運算思維」的訓練納入重要的

資訊科學教育目標，如此才能全面理解與應用資訊科技。根據泛歐學校網（European 

Schoolnet，2015）的調查報告，已有 15 個歐盟國家8於課程中納入程式語言，其中

12 個國家將程式設計納入國高中課綱，9 個國家於小學階段開始教授。 

 

二、我國中小學資訊教育的發展進程 

我國資訊科技教育施行已有三十多年，因應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已由操作

技能導向的課程演變為高階能力培養導向之課程（吳正己，2010），主要的改變分

為四個階段：(表 2-3) 

 

表 2-3  我國資訊科技教育變革的四個階段 

我國資訊科技教育

變革的四個階段 
時程 內容 

一、程式技能導向 
民國73年~民國83

年(1984~1994) 

從民國 73 年高中的選修課程「電子計

算機簡介」開始，以語法結構教學為

主，希望培養學生撰寫程式來處理資料

之技能。 

二、硬軟體認識與

應用導向 

民國84年~民國97

年(1995~2008) 

民國 93 年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以培

養電腦基本素養為主要目標（教育部中

教司，1995），此階段個人電腦開始普

及，視窗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蓬勃發

展，以培養學生認識、操作與應用電腦

軟硬體為主。（吳正己、何榮桂，1998） 

                                                      
8
 納入課綱的歐盟國家為英國、法國、奧地利、愛爾蘭、西班牙、保加利亞、捷克、丹麥、愛托尼

亞、匈牙利、立陶宛、馬爾他、波蘭、葡萄牙、斯洛凡尼亞等十五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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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解決與電

腦科學導向 

民國 98 年~民國

106 年(2009~2017) 

了解資訊科技與生活的關係，並能運用

資訊科技工具有效解決問題（教育部，

2008a）將「電腦」更名為「資訊科技

概論」，強調邏輯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

的培養，將電腦科學知識的學習視為培

養邏輯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途徑。

（教育部，2008b） 

四、運算思維導向 

 

民國 107 年~至今

(2018) 

培養學生邏輯推理與問題解決等高階

能力，希望將這些高階能力能如同數

學、科學等其他學科所培養的能力般明

確定義，此即所謂「運算思維」。並希

望學生能透過動手實作，利用運算思維

與資訊科技工具解決問題，合作共創與

溝通表達，此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所訂定之核心素養中的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及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養等能力，皆密切呼應（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5）。 

 

三、近幾年資訊教育在學校施行的現況 

    台灣在這一波的全球程式教育潮流中已落後 4~5 年，儘管 108 年課綱已將程

式設計課程納入國高中課綱，但在升學主義興盛的台灣，家長與老師對升學率的

重視，對非升學考試科目依然漠視，教學現場依然面臨許多問題。 

    我國為了瞭解資訊教育發展所面臨之問題，教育部公布「2016-2020 資訊教育

總藍圖」。此藍圖從組織、環境、教學、學習等 4 個面向切入，擬定四項具體目標，

另規劃 24 項策略，以作為未來研擬具體行動方案及資訊教育推動之參考依據。依

據此藍圖內容，彙整我國資訊教育目前面臨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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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對資訊科技停留於表層應用，未能達到深度學習 

    資訊科技雖日趨普及，但一般學生使用仍以娛樂、社交、蒐集資料為主，對

學習助益不大，且可能產生學習膚淺（shallow）之問題，未能利用資訊科技達到

深度學習，缺乏具備數位公民之特質與技能。 

 

(二)、資訊教師兼任資訊維修人員，無法專心資訊教學 

    學校資訊教師約可分為三類，分別為資訊學科教師、資訊設備維修人員及協

助一般教師將資訊融入教學的指導教師，但目前學校因人力、經費不足，時常將

三類資訊工作合併於少數資訊教師，使得工作性質繁重且複雜，因此無法專心於

資訊學科教學。目前中小學教師對資訊科技設備運用已熟練，但較缺乏資訊科技

融入學科之能力。 

 

 (三)、教師對於資訊科技所造成的巨大影響，需要更完整之認知 

    一般傳統教師未具資訊教育背景，因此不易察覺資訊科技對於教學本質，學

習定義已產生巨大變化。全球教育界都已將資訊科技成為各學科的基本要素，但

國內教師仍將資訊科技視為技術問題，是少數資訊教師之業務，而缺乏進修資訊

科技相關技能的認知。 

 

(四)、師資培育與在職教師進修，未能完整反映數位科技環境之變化 

    中小學師資培育的教育專業課程中與資訊教育相關科目僅有「教學媒體與運

用」、「資訊教育」二種課程，在課程結構與內容份量上皆無法與目前中小學教師

所應具備之科技能力。而且「在職教師資訊專業訓練」與「教師資訊素養檢定機

制」尚未完備等因素，導致無法確實訓練教師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應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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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補習教育的內涵與現況 

壹、補習教育的演變與現況 

 由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知識快速成長、教育改革、少子化的問題、家庭型

態的轉變，漸漸改變了家長的教育觀念，但是目前家長普遍認為追求高學歷依然

是教育的最主要目的。在臺灣，學歷是評估個人階層、社會經濟地位最重要的標

準，收入多寡與職業性質反而相對的不是那麼重要，再加上「萬般皆下品，惟有

讀書高」的傳統社會觀念，因此補習班也就成為因應社會需要而更加蓬勃發展。

因此每位學生在學校接受一樣的義務教育，已經無法滿足家長的需求，大部分家

長希望能透過差異化的補習教育來追求更高的教育理想。2004 年九年一貫課程全

面實施之後，其課程以七大領域取代過去的分科教學，學校必須考慮「學生需求、

家長期望、社區特性、學校條件」來經營「學校本位課程」，學校可自行決定學習

領域、增加彈性課程、審查自編教科用書、及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教育部，

2000）。但由於準備過於倉促，在學校內並無法落實(遊進年，2007；甄曉蘭、李涵

鈺，2009)。由於教改的亂象，再加上升學主義盛行，家長心中始終感到不安與焦

慮，家長反而希望其子女能夠藉由補習，自行選擇需要的科目，並且參與各種才

藝補習課程，如: 電腦、音樂、美術、舞蹈、繪畫，來因應所謂的「多元入學」。

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期望從未停過，無不費盡心思積極栽培孩子的多元能力，所以

自然會求助體制外的補習教育，期望孩子課業成績提升，培養更多未來的職場技

能，擁有更多的競爭能量，適應未來多變的社會。 

2016 年調查顯示9，家中子女有補習學科或術科者佔 70.9%，家中有國中生參

加學科補習者佔 56.9%，國中生參加才藝補習佔 26％；國小生參加學科補習佔

67.8%，國小生參加才藝補習佔 42.8%，所每週補習時間平均 5.1 小時。補習費用

每人每月平均 5500 元， 

                                                      
9
 〈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於 2016 年 5月電話民調，調查報告題目為「兒少才藝學習知多少？」

電話後四碼隨機抽樣，共 1174 位全國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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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文理類補習

班數量(家)

2018年 10927

2017年 11049

2016年 11116

2015年 11130

2014年 11154

2013年 11152

2012年 11107

2011年 10879

2010年 10697

2009年 10214

2008年 9766

2007年 9172

2006年 8371

2005年 7399

2004年 6364

根據 2018 資料顯示10，2004 年全國合法登記立案的補習班共有 13020 家，至 

2018 年達到 17942 家，成長 1.38 倍；以文理類別的數目是由 2004 年的 6329 家

至 2018 年，增加到 10960 家，成長 1.57 倍(圖 2-1)；技藝類的補習班從 2004 年

的 2318 家至 2018 年達到 2536 家，成長 9%(圖 2-2)。目前 2018 年文理類占全國補

習班總數 61％，語文類佔 20%，技藝類佔 19%，從以上數據得知升學相關的文理

類和語文類補習班佔了 81%，可以看出補習教育還是以升學導向的需求性最高。

在台北市、新北市補習班的補習對象，補習班家數以國小生最高，佔 69.5%，其次

國中生 23.4%(圖 2-3)。 

 

圖 2-1 全國文理類補習班 15 年成長統計圖 

 

 

 

 

 

 

 

 

                                                      
10
 根據教育部 2018 年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文理補習班管理系統 

 



 

 

22 

 

 

年度
技藝類補習

班數量(家)

2018年 2536

2017年 2709

2016年 2774

2015年 2851

2014年 2871

2013年 2878

2012年 2904

2011年 2906

2010年 2887

2009年 2818

2008年 2739

2007年 2671

2006年 2591

2005年 2461

2004年 2318

圖 2-2 全國技藝類補習班 15 年成長統計圖 

 

 

 

 

圖 2-3 台北市、新北市補習班招生對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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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次研究針對台北市大安區某補習班小四到國二(10~14 歲)學生及家長，對孩

子在校外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意願、動機及背景進行問卷調查，根據問卷結

果先利用卡方檢定、獨立樣本T檢定來分析出可能影響學習程式教育課程的因素，

最後將家長、學生背景變項及家長對程式課程認知程度及影響因素，利用多元線

性迴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來預測哪些因素

對學生學習程式設計課程較具影響力。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說明

四大構面 35 種因素的分析架構，第二節研究假設，假設可能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

因素，第三節研究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說明問卷內容及目的，第五節資料處

理與分析，說明分析不同資料時的統計方法、使用時機及注意事項。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後，深入訪談五位曾經讓孩子學習程

式設計課程的家長，與五位未曾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家長，擬定出「家長

對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意願研究調查問卷」，利用紙面與線上問卷施行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四大構面，分別為家長背景條件、學生背景條件、家長對教育、

科技的認知、影響學習程式的因素等四大構面。研究架構分為二大部份，第一部

分利用卡方檢定、計算勝算比、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家長與學生在不同背景的

變項下，是否會影響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第二部分利用邏輯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預測何種因素，對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具有較佳的影響力。最後根據研究

結果，預測出哪些因素會影響家長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一方面作為經營程

式設計課程業者參考，也可以提供國家資訊科技教育單位推廣使用。本次研究架

構如下：(圖 3-1，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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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學習程式設計四大構面影響因素檢定方法架構圖 

 

 

 

圖 3-2 學習程式設計四大構面迴歸分析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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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找出影響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意願的因素，分為四大構面、

七大假設，如下： 

 

假設一：中小學生的背景條件、補習科目、資訊設備使用狀況，對於學生是否在

校外學習過程式設計課程有顯著差異？假設項目如下： 

1.性別  2.就讀年級  3.補習費用  4.補習科目  5.資訊設備數量  

6.專屬電腦  7.電腦使用時間 

假設二：家長的背景資料、程式背景條件，對於學生是否在校外學習程式設計課

程有顯著差異? 假設項目如下： 

1.年齡  2.教育程度  3.家庭年收入  4.子女數  5.工作與程式相關性   

6.是否學過程式設計 

假設三：家長對「教育期望認知」程度，是否會影響學生在校外學習程式設計課

程的意願? 

假設四：家長對「學校課業活動涉入程度」，對於學生是否在校外學習過程式設計

課程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家長對「資訊科技認知」程度，對於學生是否在校外學習過程式設計課

程有顯著差異? 

假設六：家長對「從小就應該學習程式教育的認知」，對於學生是否在校外學習過

程式設計課程有顯著差異? 

假設七：家長對「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因素」，對於學生是否在校外學習過程

式設計課程有顯著差異? 假設項目如下： 

1. 時間因素  2.重視學科成績  3.以後再學  4.沉迷電腦   

5.經濟因素   6.學程式很難  7.太早學會影響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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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次抽樣方式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研究臺北市某家知名大型文理

補習班的 10-14 歲國中小學生家長為研究對象，採用紙面問卷和線上問卷兩種方式，

共計發出紙面問卷 1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16 份，線上有效問卷 184 份，兩者共

計 300 份有效問卷。由於該補習班成立 35 年，在業界頗居知名度，國小、國中、

高中學生三千餘人，開設課程多達二十餘種，學生人數為北市之最。目前有三所

分校，位於大安區北中南區，皆在台北市市中心，且都在捷運站附近，因此只要

交通時間約三十分鐘可抵達的大台北各區及新北市學生皆為目標族群。本次問卷

受訪者，台北市家長共有 201 位，佔 67%，新北市及基隆市家長共有 99 位，佔 33%。 

 

第四節 研究工具 

由於本人為補教業者兼任中華民國程式資訊教育協會副秘書長，亦從事二年

程式教育相關工作，因此熟識多位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家長，並與其中十位家長，

模擬大慧調查法(Delphi Research Technique)的步驟，經過多次會議，找出最有可能

影響學習程式教育課程意願的面向，並擬定問題，進而修訂出「家長對孩子學習

程式教育意願研究調查表」。然後進行三十份的問卷預試，修改語意不清，並採用

因素分析進行題號刪減，以及刪除信度分析中 Cronbach's α 小於 0.7 的題號，問卷

內容分為六大部分，敘述如下： 

 

第一部分：有關子女背景資料、補習行為與資訊設備相關情況 

    內容有關學生性別、年級、一週補習費用、補習科目、家中資訊設備數量、

專屬電腦、使用電腦時間、最喜歡學科、最不喜歡學科以及是否在校外學過程式

設計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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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家長對孩子教育期望的認知 

內容為「家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家長對學校教育失望程度」、「家長參與

孩子課業及學校活動的程度」三個面向，共計 15 題，。 

 

第三部分：家長對資訊科技與「從小就應該學習程式教育」的認知 

內容為「家長對全球資訊科技與程式教育趨勢的認知」、「家長對於從小學習

程式設計重要性認知」、「家長認為應該要儘早讓孩子學習設計課程的認知」，三個

面向，共計 10 題。 

 

第四部份：阻礙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因素 

可能影響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因素，包含時間因素、學科成績、大學再學、

沉迷電腦、經濟因素、困難學習、影響視力等七個影響因素。 

 

第五部份：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內涵 

針對學過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生家長，認為孩子學習程式能提升何種能力及培

養何種態度，例如：能力的部分有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邏輯推理能力、拆

解問題、反省思考、忍挫力、決策力等能力；態度的部分有自信心、積極正向、

負責任、溝通分享等態度。 

 

第六部份：家長基本資料 

內容有關家長性別、年齡、行業別、職位、家庭年收入、子女數、工作是否

與程式相關、以前是否學過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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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將問卷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 「學生與家長背景變項的資料

處理」、「家長對教育、科技認知與期望的資料處理分析」、「阻礙學習程式設計課

程的影響因素分析」，這三部分再依資料屬性，用適合的統計方法分析結果，分析

方法敘述如下： 

壹、學生與家長背景變項的資料處理 

由於學生與家長背景變項中，具有類別變項與連續變項兩種類型，因此採用

卡方檢定與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判斷在不同變數下對學習程式設計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對背景資料的處理，製作表格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在相同背景條件下，將全體樣本、有學程式設計課程和沒學程式設計課程的

人數，分別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列表統計。 

 

二、卡方獨立性檢定(Chi-square distribution) 

卡方獨立性檢定適用於分析兩組類別變數的關聯性。在問卷中，將是否有學

程式設計課程與學生及家長的背景變項，例如: 性別、補習科目、是否有專屬電

腦……等類別變項，利用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e) 以計次方式呈現，再利用卡方

獨立性檢定，檢定其關聯性，若 p 值<0.05，具有顯著差異，表示有相關。將問卷

所有類別變項，整理成下表(表 3-1) 

表 3-1  學生家長背景變項卡方檢定項目表 

對象 變項類型 內容 

學生 類別變項 1.性別 2.年級 3.補習科目 4.專屬電腦與否 

家長 類別變項 1.職業社經地位 2.行業別 3.子女數 4.工作是否需要程式 

5.是否學過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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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勝算比(odds ratio) 

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具有顯著差異(p<0.05)的變項，表示與「是否學過程式設

計課程」是有關聯性的，利用二維表格(2×2)，可以算出在某一獨立事件發生的情

況下，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勝算比，有關「勝算比」意義說明如下： 

1. 勝算(odds)：一件事情發生的機率與一件事情沒發生機率的比值。 

  Odds =
𝑝

1 − 𝑝
 

 

2. 勝算比(odds ratio)：則是兩件事情勝算(odds) 的比值。 

Odds Ratio = Odds1/Odds2  = 
(P1/1−P1)

P2/(1−P2)
 

 

例如:以下是性別與是否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次數分配表(表 3-2) 

 

表 3-2  學生性別與是否學習程式設計人數列聯表 

 有學程式設計 沒學程式設計 小計 

女生 25 98 123 

男生 68 109 177 

小計 93 207 300 

 

P0：男生有學程式的機率，1-P0：男生沒學程式的機率 

P1：在沒學程式中男生沒學程式的機率，1-P1：在沒學程式中女生沒學程式的機率 

Odds Ratio=(P0/1-P0)/P1/(1-P1) 

 (68/177)/(109/177)  = 0.624 (男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 

 (25/123)/(98/123)  = 0.255 (女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 

因此，0.624/0.255 = 2.447，男生與女生的勝算比為 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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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獨立樣本 t 檢定，是用來檢定二個獨立樣本的平均數差異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所以我們將「有學程式」和「未學程式」課程的學生分成二個獨立的群體，來比

較自變數的平均數是否有差異。但在使用 t 檢定時的前提假設是自變數要為連續變

數，例如：補習費用、家庭年收入、使用電腦時間……，且必須為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因此可先將連續變數做 KS-Test(Kolmogorov-Smirnov Test)。 

另外要注意，必須利用 Levene 檢定(F 檢驗)來比較兩組樣本變異數(Variances)

是否相等。若變異數相等，代表二群體的同質性很高，那就直接作二樣本群的比

較，反之，若變異數不相等，代表二樣本群沒有同質性，則需要作修正轉化才能

再作比較分析。例如，我們想知道「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是否與「家長年齡」有

關，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報表中 F 檢定的 p 值 0.493(>0.05)，代表兩組變異數無

顯著性差異，則 t 值採用「相等變異數」的資料 t=-2.909，p=0.004，反之，若 F 檢

定 p 值<0.05，代表兩組變異數有顯著差異，則用「不採用相等變異數」解讀 t 值

與 p 值。(如表 3-3) 

 

 

表 3-3  獨立樣本 t 檢定 p 值與 Levene 檢定對照表 

 

Levene 檢定 平均值的 t 檢定 

F p t p 

家長年齡 

採用相等變異數 .470 .493 -2.909 .004 

不採用相等變異數     -2.81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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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獨立樣本 t 檢定自變項目與方程型態 

對象 變項類型 項  目 方程型態 

學生 連續變項 

1.補習費用  1.補習費用取自然對數 

2.使用電腦時間 2. 選項取平均值 

3.家中電腦數量 3. 選項取平均值 

家長 連續變項 

1. 年齡 1. 年齡取平方項 

2. 家長教育程度 2.學歷以教育年限表示，高  

  中:12 年、大專:14、大學:16、 

  碩士:18、博士:23 

3. 家庭收入 3. 家庭收入取自然對數 

4. 學程式設計的時間 4. 選項取平均值 

 

貳、家長對教育期望、科技認知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除了對學生和家長背景因素分析之外，我們也想了解家長對於教育觀念、科

技認知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所以在設計問卷時，已將第二

部分問題設計成「家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家長對學校教育失望程度」、「家長

參與孩子課業及學校活動的程度」三個構面，15 個問題；也將第三部分問題分為

「家長對全球資訊科技與程式教育趨勢的認知」、「家長對於從小學習程式設計重

要性認知」，二個構面，10 個問題。 

將問卷第二、第三部分 25 個問題，進行信效度分析，分別採用項目分析與探

索性因素分析，看是否能濃縮成預期的五個構面，結果發現第二部分第 8 題、第

三部分第 10 題的因素負荷量只有 0.31 及 0.38，因此抽離後，重新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分析出五個構面，與預期結果一致，結果如表 3-5。 

完成量表的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再將「有學過程式課計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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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學過程式設計課程」分為兩群組，與五個構面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

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與過程，說明如下： 

 

一、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 

目的在於檢驗量表題目是否適切，將不適當的題目刪除，本量表採用「極端

組檢定」（comparisons of extreme groups）、「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檢驗

的過程與結果如下： 

 

1. 極端組檢定 (決斷 CR 值) 

將每個題目的平均分數為高分組(>75%)與低分組（<25％），然後以兩個極端

組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這二組是否有顯著差異，若 p<0.05，則具有鑑別度，

該題應該保留。 

 

2.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若刪除某題項其 Cronbach's α 值會比原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高的話，表示

該題項與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偏低，則刪除此題。 

 

表 3-5  家長對教育、科技認知量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構面 

(N=300) 
原始題號 T (CR 值) p 

題號刪除的 

Cronbach's α 
結果 

家長對學歷期望

(Cronbach's α=0.830) 

2-1 -15.542 0.000  0.797  保留 

2-2 -15.718 0.000  0.798  保留 

2-3 -19.193 0.000  0.793  保留 

2-4 -13.942 0.000  0.795  保留 

2-5 -15.403 0.000  0.800  保留 

對學校教育失望

(Cronbach's α=0.682) 

2-6 -11.582 0.000  0.625  保留 

2-7 -20.772 0.000  0.597  保留 

2-8 -2.841 0.005  0.713  刪除 

2-9 -29.191 0.000  0.528  保留 

2-10 -11.939 0.000  0.651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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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業活動參與

(Cronbach's α=0.731) 

2-11 -12.319 0.000  0.641  保留 

2-12 -12.473 0.000  0.626  保留 

2-13 -16.196 0.000  0.725  保留 

2-14 -10.14 0.000  0.699  保留 

2-15 -10.53 0.000  0.714  保留 

資訊科技與程式認知

(Cronbach's α=0.809) 

3-1 -18.314 0.000  0.791  保留 

3-2 -20.526 0.000  0.771  保留 

3-3 -21.26 0.000  0.752  保留 

3-4 -20.487 0.000  0.760  保留 

3-5 -18.826 0.000  0.779  保留 

從小學程式重要性

(Cronbach's α=0.621) 

3-6 -15.358 0.000  0.554  保留 

3-7 -17.941 0.000  0.472  保留 

3-8 -12.002 0.000  0.452  保留 

3-9 -13.36 0.000  0.498  保留 

3-10 2.401 0.017  0.768  刪除 

 

3. 項目分析結果 

量表中的每個題目在「極端組檢定」後，從表 3-5 中發現，高低分組中的所有

題項 t 值均達顯著差異，表示所有題目均可鑑別不同受訪者在不同構面中的認知，

因此所有題目均通過極端組檢驗，全數應予以保留。 

但是在「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的檢驗下，發現「對學校教育失望」

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0.682，若刪除 2-8 題後，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會提高到

0.713，應予以刪除；「從小學程式重要性」Cronbach's α=0.621，若刪除 3-10 題後

Cronbach's α 值會提高到 0.768，應予以刪除，其餘應予以保留。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因素分析即是將眾多的變數濃縮成為較少的幾個精簡變數，所獲得的精簡變

數即是因素(factor)。因素分析的理論是假定各題項的變數得分是由共同因素

(common factor) 與獨特因素(unique factor)所組成，而因素分析就是將這些共同因

素抽取出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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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因素分析即是將量表的各個題項抽取出共同因素，以較少的構面來代

表原來較複雜的多變項結構，這些構面再賦予可解釋的構念（construct）。 

 

1. 取樣適切性量數(KMO, Kaiser-Meyer-Olkin) 

KMO 數值介於 0 與 1 之間，數值愈靠近 1，表示變項的相關愈高，愈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本量表的 KMO 值為 0.817，根據 Kaiser(1974)提出的 KMO 判斷標

準，若介在 0.8~0.9 之間代表取樣的適切性是良好的。(表 3-6) 

 

2.  Bartlett 球形檢定(Sphericity test) 

而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 P<0.001，則表示題目之間有足夠的

相關性，足以作為因素分析萃取共同因素之用；也就是說，其彼此間可能存在一

個以上的共同因素。(表 3-6) 

 

表 3-6  家長教育期望、科技認知量表因素分析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17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638.713 

自由度 276 

 p 0.000 

 

 

3. 萃取因素採主成分分析法 

本量表採用主成分分析法、轉軸方法採用 Kaiser 正規化的最大變異法，將因

素負荷量大於 0.4 的題目保留，主成分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因此可以萃取 5

個主因素，各主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s)，即是因素的解釋變異量如表 3-7，整

體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2.37%。是具備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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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家長對教育、科技認知量表之因素分析表 

題號 
旋轉成分矩陣(N=300)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2-4 .795 -.076 .006 .086 -.028 

2-2 .766 .081 .004 .081 .022 

2-1 .748 .169 .012 .128 -.102 

2-3 .738 .063 .218 .098 .045 

2-5 .735 .095 .125 .076 .044 

3-1 .081 .805 .046 .027 .039 

3-2 .124 .739 .164 .025 .111 

3-3 .085 .642 .367 .110 .004 

3-5 .084 .498 .496 .119 .010 

3-7 .044 .257 .781 .079 -.001 

3-9 .084 .022 .750 .031 -.087 

3-8 .155 .025 .742 -.022 .055 

3-6 -.040 .450 .589 .223 -.059 

3-4 .068 .533 .542 .085 .048 

2-12 .202 .198 .099 .813 -.073 

2-11 .160 -.100 .107 .795 .038 

2-14 -.036 .455 -.008 .618 -.076 

2-13 .349 -.171 .120 .614 .155 

2-15 -.042 .412 -.019 .564 -.211 

2-9 -.080 -.011 .030 .013 .849 

2-7 .027 -.004 -.049 .092 .776 

2-10 -.065 -.062 .020 -.110 .639 

2-6 .131 .232 -.044 -.057 .624 

 

三、 信度分析  

    信度是用來檢測各題目間的一致性及穩定性，信度越高代表同一構面中各提

相關性越高。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 係數作為衡量指標，如表 3-8，所有構面

Cronbach α 直皆在 0.7~0.85 之間，表示本研究問卷具有一定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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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家長教育期望、科技認知因素之信度量表 

 題號 內容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變

異量 

Cronbach 

α 

因素一 2-1 ~ 2-5 學歷期望 5.370 23.346% 23.346% 0.830 

因素二 
2-6、2-7、

2-9、2-10 
教育失望 2.813 12.229% 35.576% 0.713 

因素三 2-11 ~ 2-15 學校參與 2.303 10.013% 45.589% 0.731 

因素四 3-1 ~ 3-3 科技認知 1.901 8.624% 53.853% 0.760 

因素五 3-4 ~ 3-9 從小學程式認知 1.416 6.112% 59.965% 0.816 

 

四、 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判斷是否影響學習程式設計  

經過信效度分析後，也透過因素分析將量表抽離出五個因素，分別為因素一：

家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因素二：家長對學校教育的失望程度，因素三：家長參

與學校課業或活動的參與程度，因素四：家長對資訊科技與程式設計教育趨勢的

認知，因素五：家長認為從小應該要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認知。再將「有學過程

式課計課程」與「沒學過程式設計課程」分為兩組，與五個因素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群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以了解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課程的家長

在這五個構面中，是否有顯著差異。 

 

參、阻礙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因素資料分析 

本人已從事教育工作二十餘年，深知國內家長對教育期望多以升學為主要目

標，雖然了解程式教育課程是目前全球的教育趨勢，但這二年的程式教育推廣經

驗卻是：試聽踴躍，也深知其重要性，但若要學生花半年以上長期學習時，卻有

諸多原因而駐足不前。因此本問卷也想討論到底是那些因素在影響學習程式設計

課程，以下針對時間因素、學科成績、大學再學、沉迷電腦、經濟因素、困難學

習、影響視力等七大因素，探討影響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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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針對七大因素題項進行項目分析，採用「極端組檢定」（comparisons of 

extreme groups），先確認題項是否具有良好的鑑別度 

一、項目分析 

目的在於檢驗量表題目是否適切，將不適當的題目刪除，本量表採用「極端

組檢定」（comparisons of extreme groups），檢驗的過程與結果如下。(表 3-9) 

 

表 3-9  阻礙學習程式的影響因素，項目分析摘要表 

原始題號 內容 T 值(CR 值) p 結果 

4-1 時間因素 -35.319 0.000 保留 

4-2 學科成績 -27.078 0.000 保留 

4-3 大學再學 -30.115 0.000 保留 

4-4 沉迷電腦 -43.086 0.000 保留 

4-5 經濟因素 -30.445 0.000 保留 

4-6 困難學習 -52.759 0.000 保留 

4-7 影響視力 -40.458 0.000 保留 

 

二、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判斷哪些影響因素影響學習程式設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用於比較兩樣本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將「有學過程式課

計課程」與「沒學過程式設計課程」分為兩群組，再與影響因素分別比較兩群組

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 

 

 

伍、邏輯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邏輯斯迴歸主要用於依變數為二維變數(0,1)的時候，依變數(Y)主要為類別變

數，特別是分成兩類的變數(例如：有或無、是或否…等）。邏輯斯分配中，自變數

對依變數的影響是以指數的方式做變動，因此不需要常態分配的假設。 

p =
𝑒𝐵0+𝐵1𝑋1+𝐵2𝑋2+𝐵3𝑋3+𝐵4𝑋4+⋯

1 + 𝑒𝐵0+𝐵1𝑋1+𝐵2𝑋2+𝐵3𝑋3+𝐵4𝑋4+⋯
 

 



 

 

38 

 

 

 

圖 3-3  邏輯斯迴歸分析模型圖 

 

ln
     p      

1 − p
=  𝑓(𝑥) 

 

一、 成功機率： 

令依變數 Y 為二元反應的變數(成功或失敗)，p 為其成功的機率，受自變數ｘ

所影響，則 p 與ｘ之關係如下： 

Y 事件成功的機率，p =
      𝑒𝑓(𝑥)      

1+𝑒𝑓(𝑥) 
= 

𝑒𝐵0+𝐵1𝑋1+𝐵2𝑋2+𝐵3𝑋3+𝐵4𝑋4+⋯

1+𝑒𝐵0+𝐵1𝑋1+𝐵2𝑋2+𝐵3𝑋3+𝐵4𝑋4+⋯ 

p 的值介於 0~1 之間，p 接近 0 時表示 Y 成功的機會很小，接近 1 時則表示成

功的機會很大。 

 

二、勝算(Odds)： 即事件發生的機率與事件未發生機率的比值。 

     p      

1−p
 = 𝑒𝑓(𝑥)   ln

     p      

1−p
=  𝑓(𝑥) 

 

三、勝算比(odds ratio)： 

定義為「測量自變數增加一單位對於勝算的改變量」，即為自變數增加一單位

的勝算(odds1)，除以自變數不變的情況下之勝算(odds2) 。也記做 Δ odds 又稱為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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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值，在 SPSS 中以 EXP(B)表示。 

Odds Ratio = odds1/odds2 = 
 P1/(1−P1)  

 P0/(1−P0)
 = EXP(B) 

當 OR 值 > 1，表示當 Xi 增加時，事件 Y 發生的勝算會提高 

當 OR 值 < 1，表示當 Xi 增加時，事件 Y 發生的勝算會降低 

 

四、以學生性別進行 Logistic Regression，了解原理並以勝算比解釋 

 

表 3-10 以學生性別進行單一變項邏輯斯迴歸係數表 

  B p Exp(B) 

A1 學生性別 .894 .001 2.446 

常數 -1.366 .000 .255 

 

邏輯斯的基本原理如下： 

p = 
      𝑒𝑓(𝑥)      

1+𝑒𝑓(𝑥) 
  

     p      

1−p
= 𝑒𝑓(𝑥)  ln

     p      

1−p
=  𝑓(𝑥)   

 ln
     p      

1−p
=  𝑓(𝑥) = −1.366 + 0.894 sex 

 

(1) 女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odds) 

    sex=0，  Odds= 𝑒−1.366+0.894𝑠𝑒𝑥 =  𝑒−1.366 = 0.255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

0.255

1 + 0.255
= 20.3% 

所以，女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為 0.255，機率為 20.3% 

 

(2) 男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odds)， 

sex=1，Odds= 𝑒−1.366+0.894𝑠𝑒𝑥 =  𝑒−1.366+0.894 =  𝑒−0.472 = 0.624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

0.624

1 + 0.624
= 38.4% 

所以，男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為 0.624，機率為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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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女勝算比(odds ratio)： Odds Ratio = odds1/odds2 = (P0/1-P0)/P1/(1-P1) 

Odds Ratio =
0.624

0.255
= 2.446 

所以，男生有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女生的 2.446 倍即為 Exp(B) 

 

五、以學生性別、是否有專屬電腦，進行邏輯斯迴歸，並以勝算比解釋 

 

表 3-11 以學生性別、專屬電腦雙變項，邏輯斯迴歸係數表 

  B p Exp(B) 

A1 學生性別 .864 .002 2.373 

A5 專屬電腦 .721 .006 2.057 

常數 -1.739 .000 .176 

 

ln
     p      

1 − p
=  𝑓(𝑥) = −1.739 + 0.864 sex + 0.721 own 

(1) 是女生，沒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odds) 

sex=0，own=0 

Odds= 𝑒−1.739+0.864 sex+0.721 own =  𝑒−1.739 = 0.176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

0.176

1 + 0.176
= 15.0% 

所以，是女生沒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為 0.176，機率為 15.0% 

 

(2) 是男生，沒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odds) 

sex=1， own=0 

Odds= 𝑒−1.739+0.864 sex+0.721 own =  𝑒−1.739+0.864 =  𝑒−0.875 = 0.417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

0.417

1 + 0.417
= 29.4% 

所以，是男生沒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為 0.417，機率為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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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女生，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odds) 

sex=0，own=1 

Odds= 𝑒−1.739+0.864 sex+0.721 own =  𝑒−1.018 = 0.361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

0.361

1 + 0.361
= 26.5% 

所以，是女生，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為 0.361，機率為 26.5% 

 

(4)是男生，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odds)， 

sex=1，own=1 

Odds= 𝑒−1.739+0.864 sex+0.721 own =  𝑒−0.154 = 0.857 

P =
      𝑒𝑓(𝑥)      

1 + 𝑒𝑓(𝑥) 
=

0.857

1 + 0.857
= 46.1% 

所以，是男生，有專屬電腦，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為 0.857，機率為 46.1% 

 

(5) 男生有專屬電腦與與女生無專屬電腦的勝算比(odds ratio)： = odds1/odds2  

Odds Ratio =
0.857

0.176
= 4.869 

所以，男生有專屬電腦會學程式設計是女生無專屬電腦的 4.869 倍即為 Exp(B) 

結論:由以上計算結果可以得知，若有 2 個自變項，可以透過邏輯斯迴歸計算出 4

種情況，若有 3 個自變項可以計算出 8 種情況，N 個變項，可以計算出 2
N種情況，

但每個自變項的 p 值必須小於 0.05，具有顯著性，才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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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此次問卷共發出紙面問卷 1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16 份，線上有效問卷 184

份，共計 300 份有效問卷，台北市家長共有 201 位，佔 67%，新北市及基隆市家

長共有 99 位，佔 33%。問卷目的在探討家長讓 10-14 歲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

影響因素，問卷中將 35 項因素分為第一構面：學生背景因素、第二構面：家長背

景因素、第三構面：家長對教育期望、科技認知、第四構面：影響學習因素等四

大構面。 

第一節是針對「學生背景因素」及「家長背景因素」等二大構面進行分析探

討。先將所有因素各別分為全體、有學程式者、沒有學程式者三大群體，並以敘

述性統計資料列表，再依資料屬性進行卡方檢定或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探討單一

因素是否對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具有影響性。 

第二節是探討第三構面「家長對教育期望、科技認知」，是否會影響學習程式

設計的意願，經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後，分為「家

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家長對學校教育失望程度」、「家長參與學校課業或活動

的參與程度」、「家長對資訊科技與程式設計教育趨勢的認知」、「家長認為從小應

該要學習程式設計的認知」等五個因素，再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家長在這

五個因素中的認知，對於是否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具有影響性。 

第三節是找出阻礙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因素，將因素分為時間不足、重

視學科成績、大學再學、擔心沉迷電腦、經濟考量、學習困難、影響視力等七大

因素，再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家長認為那些因素在影響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第四節利用逐步迴歸分析，探討在單一構面下的因素，那些因素會影響學習

程式設計，然後逐步加入其它構面，探討構面中的所有因素在交互作用下，判斷

因素影響程度的消長，以及找出真正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關鍵因素，並建立迴歸

最佳模型。 

第五節利用邏輯斯迴歸分析在不同構面下，比較因素間的消長，並利用迴歸

係數找出影響性最大的因素，並計算影響因素的勝算比。 

 

 



 

 

43 

 

 

第一節 家長、學生樣本結構敘述性統計與討論 

壹、家長背景與是否學過程式課程的樣本結構分析 

受訪家長資料共 300 位，其中有 93 位小四至國二的子女曾經或現在正在學程

式設計課程，207 位未學過程式設計課程。敘述統計的內容分為全體和是否學過程

式設計課程的資料進行「與孩子關係」、「子女數」、「年齡」、「教育程度」、「居住

地」、「行業別」、「職業類別」、「家庭年收入」、「.工作是否需程式設計能力?」、「是

否學過程式設計?」等十項變數，進行次數與百分比統計，並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

或卡方檢定檢驗有無學習程式設計的孩子家長背景是否有顯著差異。 

一、家長性別 

   本次研究的家長，父親 46 人，約佔 15.3%，母親 254 人，約佔 84.7%，可知問

卷大部分由母親填寫，推論孩子的補習教育問題大部分由母親負責。(表 4-1) 

 

表 4-1  家長性別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性別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母 254 84.7 79 84.9 175 84.5 

父 46 15.3 14 15.1 32 15.5 

 

二、家長年齡 

1. 全體 

 由於研究限制為小四至國二(10~14 歲)的學生家長，其中 40~44 歲共 126 人，

佔 42%，45~49 歲共 123 人，佔 41%，因此 40~49 歲佔全體 83%。台北市女性生

育第 1 胎的平均年齡為 32.5 歲，為全國最晚生育的城市(2016，台北市衛生局)，本

次研究的 10~14 歲孩童家長年齡層多為 40~49 歲，分布與北市資料相符。(表 4-2) 

2. 家長年齡對孩子是否學過程式者的影響     

在 50 歲以上的家長中，有學程式的學生家長百分比(19.4%)明顯大於沒學程式

學生的家長(6.7%)。想了解家長年齡對孩子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課程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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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 t＝-2.949，p＝0.003(＜.05)，是有顯著差異。所以

家長年齡與孩子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課程，是有顯著差異的。(表 4-2) 

 

表 4-2  家長年齡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年齡分佈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30-34 歲 2 0.7 0 0 2 1.0 

35-39 歲 17 5.7 4 4.3 13 6.3 

40-44 歲 126 42.0 33 35.5 93 44.9 

45-49 歲 123 41.0 38 40.9 85 41.1 

50-54 歲 27 9.0 16 17.2 11 5.3 

55-59 歲 5 1.7 2 2.2 3 1.4 

 

三、家長教育程度 

1. 全體 

本次問卷的家長教育程度分別為高中職以下 3 人(1%)，專科 66 人(22%)，大

學 127 人(42.3%)，碩士(28.3%)，博士 19 人(6.3%)，根據內政部民國 106 年統計年

報，台北市、新北市 40-49 歲大學以上學歷分別為 50.3%、27.8%，而本次研究的

家長的學歷在大學以上佔 76.9%，教育程度明顯高於台北市、新北市，主要原因為

本次研究的補習班位於大安區，而且在學費、服務及學生程度原本就高於同業，

因此較容易招收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孩子。(表 4-3) 

 

2. 家長教育程度對孩子是否學過程式的影響 

    對是否有學程式設計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以家長受教年限(高中 12 年，專科

14 年，大學 16 年，碩士 18 年，博士 23 年)，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 t＝-2.581，

p＝0.011(＜.05)，所以學生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課程，與家長教育程度是有顯著差異

的。更發現有學程式者家長學歷為碩博士佔 40.8%，沒學程式者家長學歷碩博士佔

31.9%，而台北市 40-49 歲市民學歷碩博士只佔 19.5%(106，台北市統計年報)，所

以問卷母體教育程度高於一般台北市民，而有學程式的家長學歷又高於沒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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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的家長。(表 4-3) 

 

表 4-3  家長教育程度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教育程度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國中 1 0.3 0 0 1 0.5 

高中職  2 0.7 0 0 2 1.0 

專科 66 22.0 15 16.1 51 24.6 

大學 127 42.3 40 43.0 87 42.0 

碩士 85 28.3 27 29.0 58 28.0 

博士 19 6.3 11 11.8 8 3.9 

 

四、家長子女數 

1. 全體 

本研究全體家長只有一位孩子的有 102位(34%)，二位孩子的有 170位(56.3%)，

三位以上的有 28 位(9.3%)，加權平均後為每位家長有 1.75 位孩子。2017 年的台灣

總生育率為 1.18(106，行政院主計處)，世界排名倒數第三。但大部分人誤解以為

一個家庭平均只有 1.18 個孩子，其實總生育率是指 15-44 歲所有女性的平均生育

數，但近年晚婚或未婚的人數增加，根據 106 年行政院主計統計 30~34 歲女性未

婚比率高達 42.5％(106，行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第 034 號)，但根據 105 年

主計處所做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15 至 49 歲有偶曾生育女性」平均生

育數為 1.98 人，與此次研究的家長平均子女數接近。(表 4-4) 

 

2. 子女數對孩子是否學過程式者的影響 

在有學程式設計的學生中，獨生子女佔 44.1%，沒學程式設計的學生為獨生子

女佔 29.5%，因此有學程式者為獨生子女的比例明顯高於沒學程式設計的學生。再

對家長子女數與有無學程式者進行卡方獨立性檢定(Chi-square distribution)，得到卡

方檢定值 X
2
=10.31，p＝0.006(＜.05)，具有顯著差異，因此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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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生數是有顯著相關的。若將子女數為一位、二位、三位以上有無學程式者，

轉為虛擬變數，分別進行卡方檢定，發現一位孩子的卡方檢定值 X
2
=6.11，p＝

0.013(＜0.05)，具有顯著差異，從列聯表中算出，勝算比(adds ratio)為 1.887，也就

是獨生子女勝算是非獨生子女勝算的 1.887 倍。二位孩子的卡方檢定值 X
2
=10.24，

p＝0.001(＜0.05)，具有顯著差異，勝算比為 0.447，也就是有二位孩子學程式的勝

算是非二位孩子學程式勝算的 0.447 倍，換言之，非二位孩子是二位孩子學程式的

2.24 倍(1/0.447)。三位孩子卡方檢定值 X
2
=2.03，p＝0.154(>0.05)，不具有顯著差

異。由以上推論，獨生子女或許受到家長較多的關注，家庭資源也較豐富，所以

學程式設計課程的機會就比較大。(表 4-4) 

 

表 4-4  家長子女數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子女數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一位 102 34.0 41 44.1 61 29.5 

二位 170 56.7 40 43.0 130 62.8 

三位以上 28 9.3 12 12.9 16 7.7 

 

五、家長居住地城市 

    全體台北市佔 67%，新北市佔 31%，基隆市佔 2%。對居住城市與有無學程式

設計進行卡方獨立性檢定，卡方檢定值 X
2
=0.007，p =0.934(>0.05)，無顯著差異，

所以居住城市與是否學過程式設計課程，並無顯著差異。(表 4-5) 

表 4-5  家庭居住城市次數分配檢定表 

居住地城市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台北市 201 67.0 62 66.7 137 66.2 

新北市 93 31.0 27 29.0 68 32.8 

基隆市 6 2.0 4 4.3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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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長行業別 

1. 全體 

    全體家長佔比前五大行業別分別為：1.家管(18.3%)，2.教育業(16.7%)，3.金融

保險業(13.7%)，4.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10.7%)，5.其他服務業 (9%)。根據 106

台北市統計年報，前五大行業別為：1.批發零售業(20.2%)，2.製造業(13%)，3.教

育業(9.4%)，4.金融保險業(9.1%)，5.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7.3%)。(表 4-6) 

本次母體的家長行業別與台北市行業別結構不同，原因為取樣的補習班家長

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比一般台北市家長高，且社經地位也較一般市民高，又加上全

體有 84.7%為母親，因此家管、教育業、金融保險業為前三名，與台北市行業排名

不同。 

 

2. 家長行業別對孩子是否學過程式者的影響 

    有學程式者的家長行業別第一名為教育業，佔 22.6%，而未學程式的家長，從

事教育業只佔 14%，排名第二。可見從事教育業的家長更能體會程式教育對孩子

的重要性，因此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意願較高。若將有無學程式設計課程

與行業別進行卡方獨立性檢定(刪除少於 5 人以下的行業)，卡方檢定值 X
2
=15.76，

p=0.046(＜0.05)，具有顯著差異，所以家長行業別差異與是否學習過程式設計課程

的，具有顯著差異。(表 4-6) 

 

表 4-6  家庭行業別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行業別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家管 55 18.3 14 15.1 41 19.8 

教育業 50 16.7 21 22.6 29 14.0 

金融及保險業 41 13.7 13 14.0 28 13.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2 10.7 10 10.8 22 10.6 

其他服務業 27 9.0 2 2.2 25 12.1 

醫療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5 8.3 9 9.7 1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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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零售業 16 5.3 2 2.2 14 6.8 

製造業 15 5.0 7 7.5 8 3.9 

出版、影音製作 13 4.3 3 3.2 10 4.8 

營建工程業 4 1.3 3 3.2 1 0.5 

支援服務業 4 1.3 2 2.2 2 1.0 

公共行政及社會安全 4 1.3 2 2.2 2 1.0 

休閒服務業 4 1.3 3 3.2 1 0.5 

運輸及倉儲業 3 1.0 1 1.1 2 1.0 

住宿及餐飲業 2 0.7 0 0.0 2 1.0 

不動產業 2 0.7 1 1.1 1 0.5 

農林漁牧 1 0.3 0 0.0 1 0.5 

礦業及土石採取 1 0.3 0 0.0 1 0.5 

電力及燃氣供應 1 0.3 0 0.0 1 0.5 

 

七、家長職位 

1. 全體 

在全體家長職業中家管共有 54 人，佔比為 18%，若扣除家管人數後分析前五

大職業別分別為： 1.專業人員(50.8%)、2.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2.2%)、3.事務

工作人員(11.4%)、4.服務銷售人員(11.4%)、5.企業主管、經理人員(10.2%)。根據

台北市 106 年統計年報，就業人口職業統計，前五名的職業分別為：1.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29.7%)、2.專業人員(23.4%)、3.事務工作人員(10.7%)、4.技藝、操作

員、勞力工(10.7%)、5.企業主管、經理人員(10.5%)。全體在專業人員佔比(50.8%)

明顯高於台北市專業人員(23.4%)，所謂專業人員指的是:醫師、律師、工程師、教

師等具備專業化知識及技能，並且以此為生的職業人士。(表 4-7) 

 

2. 家長職位對孩子是否學過程式設計的影響 

若將有無學程式設計課程與行業別進行卡方獨立性檢定(刪除少於 5 人以下的

職業職位)，得到卡方檢定值 X
2
=0.993，p=0.911(>0.05)，無顯著差異，因此家長的

職業職位與是否學習過程式設計課程，沒有顯著相關。(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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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家長職位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職位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專業人員 125 50.8 44 54.3 81 49.1 

技術員及助理 30 12.2 9 11.1 21 12.7 

事務支援 28 11.4 8 9.9 20 12.1 

服務銷售 28 11.4 8 9.9 20 12.1 

高階主管 25 10.2 9 11.1 16 9.7 

基層技術 3 1.2 0 0 3 1.8 

技藝有關 2 0.8 2 2.5 0 0.0 

軍人 2 0.8 0 0 2 1.2 

待業中 2 0.8 1 1.2 1 0.6 

機械操作組裝 1 0.4 0 0 1 0.6 

 

八、家長工作性質與程式相關 

假如家長工作性質與程式設計有關，是否會影響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意

願？於是進行獨立性卡方檢定，得到卡方檢定值 X
2
=0.00，p 值為 0.99(>0.05)，無

顯著差異。所以家長工作是否與程式相關與孩子是否學過程式設計課程，無顯著

相關。原本認為孩子學程式設計應該與家長工作性質有相關，但研究結果不然，

或許是現在利用電腦辦公已普及化了，還有「程式相關工作」定義也過於模糊，

因此普遍家長認為大部分工作與程式有關，因此全體家長與是否有學程式設計的

家長，工作與程式有關的人數都接近 50%。(表 4-8) 

 

表 4-8  家長工作是否與程式相關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工作與 

程式相關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不需要 145 48.3 45 48.4 100 48.3 

需要 155 51.7 48 51.6 107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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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家長是否學習過程式設計 

家長是否學習過程式設計，及學習程式時間的長短，是否會影響孩子學習程

式設計課程的意願呢？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得到 t 值為 0.541，p＝

0.589(＞.05)，不具有顯著差異，所以家長是否學過程式或學習程式時間長短與孩

子是否學習過程式設計，沒有顯著差異。這點也與預期結果不同，或許是這幾年

程式設計已是全球重要的教育議題，因此不管家長是否學過程式設計，都覺得應

該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表 4-9) 

表 4-9  家長學習程式時間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長是否學過 

程式?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學過 183 61.0 55 59.1 128 61.8 

1 年以下 53 17.7 17 18.3 36 17.4 

1~3 年 41 13.7 15 16.1 26 12.6 

3~5 年 7 2.3 3 3.2 4 1.9 

5 年以上 16 5.3 3 3.2 13 6.3 

 

十、家庭年收入 

1. 全體 

問卷全體家庭每年平均每戶所得總額為 207 萬元，高於 106 年全國每戶所得

總額 129 萬元，也高於 106 年台北市每戶所得總額 177 萬元，接近大安區 204 萬

元(106，內政部統計處統計年報、106，台北市政府主計處)。(表 4-11) 

 

2. 家庭年收入對是否學過程式設計的影響 

家庭年平均每戶所得總額高低，是否會影響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意願呢？從

表 4-10 得知，有學程式課程的家庭每年平均每戶所得總額為 228 萬元，高於沒學

程式設計課程的 197 萬元。而將有無學程式分成兩組，對家庭年收入，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得到 t＝-1.932，p＝0.054(接近＜0.05)，有顯著差異。所以家庭年收

入高低與是否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具有顯著差異。(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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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家庭年收入次數分配檢定表 

家庭年收入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50 萬元以下 12 3.3 2 2.2 8 3.9 

51~100 萬元 53 14.5 11 11.8 36 17.4 

101 萬~200 萬元 136 37.2 37 39.8 75 36.2 

201 萬~300 萬元 109 29.8 24 25.8 65 31.4 

301 萬~400 萬元 22 6.0 8 8.6 9 4.3 

401 萬~500 萬元 16 4.4 4 4.3 7 3.4 

500 萬元 以上 18 4.9 7 7.5 7 3.4 

 

表 4-11 大台北地區與學習程式設計家庭每戶年所得總額比較表 

地區 全國 台北市 新北市 大安區 松山區 中正區 

106 年 129 萬元 177 萬元 134 萬元 204 萬元 198 萬元 188 萬元 

       問卷內容 問卷全體平均 有學程式課程 沒學程式課程 

107 年 207 萬元 228 萬元 197 萬元 

 

貳、學生背景與是否學過程式課程的樣本結構分析 

一、學生性別 

從表 4-12 得知沒學程式的男女比接近 1:1，但有學程式課程的男生佔 73.1%，

女生為 26.9%(表 4-12)，男生佔比明顯高於女生。使用獨立性卡方檢定分析性別的

差異對於有無學過程式設計課程是否有所影響，得到卡方檢定值 X
2
=11.11，

p=0.001(＜0.05)，具有顯著差異，所以學生性別是會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意願，從

列表中也得知男生學程式意願明顯大於女生，進一步計算男女生的勝算比為 2.446，

也就是說男生學程式的勝算是女生學程式的 2.446 倍。 

表 4-12  男女學生次數分配檢定表 

學生性別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女生 123 41.0 25 26.9 98 47.3 

男生 177 59.0 68 73.1 109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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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年級 

此次全體 學生年 級 分佈為 國一(45.7%) > 小六(19.3%) > 國二(16%) >

小五(12.3%) > 小四(6.7%)。使用獨立性卡方檢定分析學生年級的差異對於有無學

過程式設計課程是否有所影響，得到卡方檢定值 X
2
=5.51，p=0.239(>0.05)，沒有

顯著差異。所以學生年級與是否學過程式設計課程，並沒有顯著相關。(表 4-13) 

 

表 4-13  學生年級次數分配檢定表 

學生年級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小四 20 6.7 4 4.3 16 7.7 

小五 37 12.3 10 10.8 27 13.0 

小六 58 19.3 20 21.5 38 18.4 

國一 137 45.7 49 52.7 88 42.5 

國二 48 16.0 10 10.8 38 18.4 

 

三、每月補習費用 

1. 全體 

全體每位學生每月平均補習費用為 12450 元，若以每學年 10 個月計算，每年

補習費支出為 12.5 萬，遠高於全國小學平均補習費用為 6 萬元(教育部國小教育消

費支出調查報告，2015)，全國國中每年平均補習費用為 5.2 萬元(教育部國中教育

消費支出調查報告，2016)。本次全體補習費用接近全國中小學生平均值的 2 倍，

主要原因在抽樣方式為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抽樣對象大部分是台北市大

安區補習班的家長，因此補習率高達 98%，遠高於全國中小學補習率 70%(草根影

響力文教基金會，2016)。 

 

2. 每月補習費用對是否學過程式者的影響 

沒有學過程式設計課程的 207 位學生每月補習平均費用為 12427 元，學過程

式設計課程的 93 位學生每月補習平均費用為 12500 元，均與全體月平均補習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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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0元差異不大。利用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補習費用對學過程式設計是否有影響，

得到 t＝-0.94，p＝0.925(>0.05)，沒有顯著差異。所以每月補習費用與是否學習程

式設計課程無關。(表 4-14) 

 

表 4-14  每月補習費用次數分配檢定表 

每月補習費用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補習 6 2.0 0 0 6 2.9 

5000 元以下 17 5.7 7 7.5 10 4.8 

5001~10000 元 101 33.7 31 33.3 70 33.8 

10001~15000 元 80 26.7 27 29.0 53 25.6 

15001~20000 元 45 15.0 11 11.8 34 16.4 

20000 元以上 51 17.0 17 18.3 34 16.4 

 

 

四、家庭電腦或平板數量 

 

全體每個家庭所擁有的數位設備數(包含智慧型手機、桌電、筆電、平板電腦)

平均為 5.75 台，有學程式設計者的家庭平均為 6.11 台，沒有學程式者的家庭的數

位設備數平均為 5.59 台。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家中數位設備數量對是否學過

程式設計有影響，得到 t＝-1.472，p＝0.142(>0.05)，沒有顯著差異。所以家中數

位設備數量多寡與是否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無關。(表 4-15) 

 

表 4-15  家庭電腦或平板數量次數分配檢定表 

每位家庭電

腦或平板數

量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3 個 70 23.3 19 20.4 51 24.6 

4-6 個 116 38.7 34 36.6 82 39.6 

7-9 個 80 26.7 26 28.0 54 26.1 

9-12 個 21 7.0 8 8.6 13 6.3 

超過 12 個  13 4.3 6 6.5 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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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孩子一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全體每位孩子一週使用電腦的時間平均 5.62 小時，有學程式設計者的學生每

週使用電腦的時間平均 6.35 小時，沒有學程式者的學生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平均

5.29 小時。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學生使用電腦時間對於是否學過程式設計課程

有影響，得到 t＝-1.973，p＝0.049(<0.05)，具有顯著差異，所以學生每週使用電

腦時間多少與是否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是有相關的，由表 4-16 得知，一週使用電腦

時間越長，越有機會學習程式設計。  

表 4-16  孩子一週使用電腦的時間次數分配檢定表 

一週使用電

腦時間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3 小時 127 42.0 28 29.0 99 47.8 

4~6 小時 79 26.3 31 33.3 48 23.2 

7~9 小時 47 15.7 15 16.1 32 15.5 

10~12 小時 18 6.0 8 8.6 10 4.8 

12~15 小時 10 3.3 5 5.4 5 2.4 

15 小時以上 19 6.3 6 6.5 13 6.3 

 

六、孩子是否擁有專屬電腦 

全體學生中擁有自己電腦與沒有自己電腦的比例恰為 1:1，但有學程式設計者

的學生中有 63.4% 擁有自己的電腦，沒學程式的學生中只有 44.9% 擁有自己的電

腦。若使用獨立性卡方檢定分析擁有專屬電腦對有無學過程式設計是否有所影響，

得到卡方檢定值 X
2
=8.799，p=0.003(＜0.05)，具有顯著差異，勝算比為 2.128，也

就是學生有專屬電腦學程式的勝算是沒有專屬電腦的 2.128 倍。 

 

表 4-17  是否擁有自己電腦的次數分配檢定表 

是否擁有專屬電腦?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有自己電腦 148 49.3 34 36.6 114 55.1 

擁有專屬電腦 152 50.7 59 63.4 93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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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習科目與是否學程式設計課程的分析 

1.全體 

根據國教院「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的調查（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TASA），全國國二學生參與英文、數學補習，在 2007-2013

這六年平均補習率約 50%，國語文則是 11%－15%。此次全體學生在校外補習狀

況，在學科部分，補習數學 77.7%、英文 73.7%、自然科學(生物、理化)44%、國

文 43%，在術科部分，音樂 27.7%、運動 23%、美術 6.7%、舞蹈 3.7%，所以與升

學有關的科目還是佔補習的大宗。(表 4-18) 

 

2. 補習科目對是否學程式設計的影響 

若將所有補習科目與是否學過程式設計課程進行獨立性卡方檢定，來了解補

習科目是否會對學習過程式設計課程有影響? 

2-1 卡方檢定 p 值大於 0.05，沒有影響的科目：(表 4-18) 

(1) 英文的卡方檢定值 X
2
=0.019，p=0.89(>0.05)，無顯著影響。 

(2) 數學的卡方檢定值 X
2
=0.447，p=0.504(>0.05) ，無顯著影響。 

(3) 自然科學的卡方檢定值 X
2
=0.233，p=0.629(>0.05) ，無顯著影響。 

(4) 美術的卡方檢定值 X
2
=0.16，p=0.689(>0.05) ，無顯著影響。 

(5) 舞蹈的卡方檢定值 X
2
=2.562，p=0.109(>0.05) ，無顯著影響。 

 

表 4-18  補習英文、數學、美術、舞蹈、自然次數分配檢定表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補英文 79 26.3 24 25.8 55 26.6 

有補英文 221 73.7 69 74.2 152 73.4 

是否補習 

數學課程?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補數學 67 22.3 23 24.7 44 21.3 

有補數學 233 77.7 70 75.3 163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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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學美術 280 93.3 86 92.5 194 93.7 

有學美術 20 6.7 7 7.5 13 6.3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學舞蹈 289 96.3 92 98.9 197 95.2 

有學舞蹈 11 3.7 1 1.1 10 4.8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學自然科學 168 56.0 54 58.1 114 55.1 

有學自然科學 132 44.0 39 41.9 93 44.9 

 

2-2 卡方檢定 p 值小於 0.05，具有影響的科目：(表 4-19) 

1. 國文的卡方檢定值 X
2
=4.079，p=0.043 (<0.05)，勝算比=1.659。 

2. 音樂的卡方檢定值 X
2
=5.326，p=0.021(<0.05)，勝算比=1.858 

3. 運動的卡方檢定值 X
2
=5.096，p=0.024 (<0.05)，勝算比=1.892 

 

表 4-19  補習國文、音樂、運動次數分配檢定表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補 國文 171 57.0 45 48.4 126 60.9 

有補 國文 129 43.0 48 51.6 81 39.1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補 音樂 217 72.3 59 63.4 158 76.3 

有補 音樂 83 27.7 34 36.6 49 23.7 

 

全體  有學程式者 沒學程式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沒學 運動 231 77.0 64 68.8 167 80.7 

有學 運動 69 23.0 29 31.2 4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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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長對教育期望、科技認知與程式設計學習的影響 

壹、教育期望對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分析 

本次問卷中家長對教育期望與認知，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可分為以下三個

因素，因素一：家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因素二：家長對學校教育的失望程度，

因素三：家長參與學校課業或活動的參與程度，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學習程式設

計課程，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結果如下： 

 

一、因素一：家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 

全體的平均值為 3.75，家長普遍同意對學歷是有期望的，但教育期望高低對

學習程式設計意願是否有影響，於是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 t=1.415，

p=0.158(>0.05)，並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無論是否有學程式設計，都對學歷具有

較高的期望。國內學者林義男（1993）、黃毅志（1999）及林俊瑩（2001）研究發

現，國內家長對教育期望普遍都很高，因為教育的價值除了可以提高收入與職位，

學歷本身就代表一定的社經地位，家長普遍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文

憑主義的教育觀念（黃毅志，1999）。(表 4-20) 

 

二、因素二：家長對學校教育的失望程度 

全體的平均值是 3.09，所以全體家長對學校教育支持度採中立立場，各有支

持與反對的家長，由於在程式設計課堂中時常聽到家長抱怨學校教育，甚至對台

灣教育體制失望，因此設計此題項，但結果並未如預期。再將是否有學程式設計

課程分為兩組，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 t 值為-0.328，p 值為 0.743(>0.05)，並

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無論是否有學程式課程，對學校教育失望程度，是不具有

顯著差異的。(表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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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素三：家長參與學校課業或活動的參與程度 

全體平均值 3.925，所以全體家長對於孩子課業或學校活動都有高度參與性。

許多研究皆證實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是增進學生學習成就與人格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之一（Catsambis, 1998; Epstein, 1992），家長參與的程度越高，學生的學業成就

（Henderson, 1987, Keith et al., 1993）與社會適應能力（Christianson, Rounds, & 

Gourney, 1992）也越高。家庭背景因素也會影響家長參與，例如家長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家庭收入、社經地位、家長年齡與性別、子女數等等，皆會影響家長

參與的能力與意願（賴怡容，民 88；林明地，民 88）。例如教育程度較高或子女

數較少的父母會有比較高的參與度（Eccles & Harold, 1996；侯世昌，2002）。但對

是否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所做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 t = -1.135，p = 0.257(>0.05)，

無顯著相關。可能是全體家長對學校活動參與程度原本就屬於高度參與族群，因

此在是否學習程式的分組中，並無法看出差異。(表 4-20) 

 

表 4-20  教育期望與學校活動參與對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 

對教育期望與學校活動參與 問卷題號 程式設計課 平均值 t 值 p 值 

1. 家長對孩子學歷的期望 
2-1、2-2、2-3、

2-4、2-5 

無學 3.7894 
1.415 0.158 

有學 3.6516 

2. 家長對學校教育的失望程度 
2-6、2-7、2-9、

2-10 

無學 3.0845 
-0.328  0.743  

有學 3.1156 

3. 家長參與學校課業或活動的 

   程度 

2-11、2-12、

2-13、2-14、2-15 

無學 3.8986 
-1.135  0.257  

有學 3.9828 

 

貳、科技認知對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分析 

近十年來，新科技迅速的發展，智慧型手機、AI 人工智慧、大數據、虛擬實

境等新技術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資訊科技已成為攸關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學科

領域，程式設計課程甚至比第二語言英文要來的重要(Apple CEO,Tim Cook,2017）。

想了解「資訊科技認知」及「從小學程式」的觀念與是否學習程式設計有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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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 

一、因素四：家長對資訊科技與程式設計教育趨勢的認知 

全體的平均值 4.407，家長高度認同資訊科技對生活已產生重大影響，未來程

式設計人才將是各行各業必備人才。科技趨勢認同與是否學過程式設計者進行獨

立樣本 T 檢定，得到 t=0.118，p=0.906(>0.05)，無顯著相關。孩子有無學過程式設

計課程的家長對科技認知的平均值皆為 4.4，所以並不會因學過程式設計課程而感

到特別認同。(表 4-21) 

 

二、因素五：家長認為從小應該要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認知 

全體平均值 3.828，表示大部分家長對孩子應該從小學程式設計的認知是同意

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得到 t = -1.752，p = 0.081(>0.05)，無顯著相關。原

本預期有學程式設計課程的認知應該要明顯高於沒學程式設計課程，但沒學程式

設計的家長認同平均值也達到 3.787，也同意應該要從小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或許

是受到一些影響因素，導致認知需要學習和付出行動實際學習有落差，於是下一

節會針對學程式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表 4-21) 

 

表 4-21  資訊科技與提早學習認知對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 

資訊科技與提早學習認知 問卷題號 程式設計課 平均值 t 值 p 值 

4. 家長對資訊科技與程式 

   設計教育趨勢的認知 

3-1、3-2、

3-3、3-4、3-5 

無學 4.4090 

0.118 0.906 
有學 4.4014 

5. 家長認為從小應該要學 

   習程式設計課程的認知 

3-6、3-7、

3-8、3-9 

無學 3.7874 

-1.752 0.081 
有學 3.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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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阻礙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因素結果分析 

從以上得知，普遍家長都認為從小應該要學習程式設計課程，但由於學校程

式設計課程，在師資、教材、經費上皆有不足(張瀞文，2016)，因此家長只能從體

制外自行尋找程式設計課程，但畢竟以升學主義掛帥的台灣，很容易受到一些影

響因素，就放棄學習程式設計，以下就七大影響因素說明: 

 

一、時間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我孩子在課後已經補習很多才藝或學科，沒有多餘時間再學程

式設計課程」，全體的平均值為 2.99，對時間不夠的困擾並無意見，雖然有高達七

成的學生在補習數學和英文，但是時間不夠或許只是一般家長的藉口。於是對有

無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生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有學程式設計課程的平均值為

2.95，沒學程式設計課程的平均值為 3.01，t=0.555，p=0.58(>0.05)，沒有顯著差異。

也就是無論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課程，沒有時間並不是學習程式課程的主要影響因

素。(表 4-22) 

 

二、學科成績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學校的學科成績比學習程式設計課程重要」，全體的平均值為 2.36，

家長普遍不認同學科成績比程式設計來的重要，可是國內的家長對學歷卻又是有

高度期望的，而學科考試成績卻又是決定學歷的關鍵因素，因此在學科成績與學

習程式間出現矛盾現象。108 年頒布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就是希望能培養學生在

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知識的能力。學生能透過觀察、探究、實作等教學活動，

讓學生在知識、能力、態度上，與實際生活的連結，程式設計就是未來必備的工

作能力，若能與升學考試連結，將會大幅度提升學習程式設計的意願。截至 108

年1月已經有三十一所大學資訊相關科系採計APCS(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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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獨立樣本 t 檢定中，有學程式的平均值為 2.06，沒學程式的平均值為 2.49，

t=3.939，p=0.000(<0.05)，具有顯著差異，表示有學程式的家長比沒學程式設計課

程的家長認為程式能力比學科成績更要來的重要。(表 4-22) 

 

三、認為大學再學的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現在學程式設計有點太早了，等到大學以後再學也來得及」， 

全體的平均值為2.57，一般家長認同程式設計越早學習越好，在獨立樣本 t檢定中，

t=3.778，p=0.000(<0.05)，具有顯著差異，有學程式的家長比沒學程式設計課程的

家長更認為程式設計應該越早學習越好，畢竟興趣、邏輯思維能力應該從小培養，

有助於未來寫程式的能力。(表 4-22) 

 

四、易沉迷電腦的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太早學程式設計課程，可能會沉迷電腦」，全體的平均值為 3.23，

略高於同意的平均值 3，表示的確有部分家長擔心在早學程式，可能會沉迷電腦。

在獨立樣本 t 檢定中，t=1.108，p=0.269(>0.05)，不具有顯著差異，無論是否有學

程式設計課程，對於學程式會使孩子沉迷電腦的擔憂，沒有顯著差別。(表 4-22) 

 

五、經濟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學習程式設計課程費用昂貴，經濟因素是重要考量」，全體的平

均值 2.61，一般家長認為補習費用不是重要的考量。在獨立樣本 t 檢定中，t=3.874，

p=0.000(<0.05)，具有顯著差異，也就是有學程式設計課程的家長比沒學程式設計

的家長更不考慮費用問題。(表 4-22) 

 

六、學習困難的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我認為學習程式設計要寫一堆程式碼，所以應該很困難」，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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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 2.99，一般家長認為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很困難，並無特別意見。近幾年

來適合小學生學習程式的視覺化程式語言(如:Scratch、Blockly)，已經相當普遍，

與家長過去認知的程式碼已有所不同。在獨立樣本 t 檢定中， t=2.090，

p=0.038(<0.05)，具有顯著差異，也就是有學程式設計課程的家長比沒學程式設計

的家長更了解現今的兒童程式設計更容易學習，與過去學程式很困難的舊經驗完

全不同。(表 4-22) 

 

七、影響視力的影響因素 

此題內容為「太早學程式設計課程，可能會影響視力」，全體的平均值 2.83，

一般家長認為學習程式設計可能會影響視力，並不算同意，因為使用電腦和手機

的習慣才是近視的主因。在獨立樣本 t 檢定中，t=1.631，p=0.104 (>0.05)，不具有

顯著差異，也就是無論是否有學程式設計課程，對於學程式設計會影響視力的看

法，並無顯著差異。(表 4-22) 

 

表 4-22  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因素分析表 

學習程式影響因素 全體平均值 
是否學習程式

設計課程 
個別平均值 t 值 p 值 

1.時間因素 2.99  
無學 3.0145 

0.555 0.580  
有學 2.9462 

2.學科成績 2.36  
無學 2.4879 

3.939  0.000
***

  
有學 2.0645 

3.大學再學 2.57  
無學 2.7150 

3.778  0.000
***

  
有學 2.2473 

4.沉迷電腦 3.23  
無學 3.2802 

1.108  0.269  
有學 3.1290 

5.經濟因素 2.61  
無學 2.7391 

3.874  0.000
***

  
有學 2.3118 

6.困難學習 2.99  
無學 3.0773 

2.090  0.038
*
  

有學 2.8065 

7.影響視力 2.83  
無學 2.9034 

1.631  0.104  
有學 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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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利用邏輯斯迴歸分析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因素結果 

依問卷內容將影響學習程式課程因素共分為四大構面，構面一：學生背景條

件，構面二：家長背景條件，構面三：家長對教育、科技的認知與期望，構面四：

阻礙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因素，以此四大構面的變項逐步進行邏輯斯迴歸，並建

立出四組模型，比較各模型的預測有效百分比，並探討具顯著性的因素在模型間

的影響程度與變化情形。 

前一章節研究方法對 Logistic Regression 介紹歸納如下 

p =
      𝑒𝑓(𝑥)      

1+𝑒𝑓(𝑥) 
= 

𝑒𝐵0+𝐵1𝑋1+𝐵2𝑋2+𝐵3𝑋3+𝐵4𝑋4+⋯

1+𝑒𝐵0+𝐵1𝑋1+𝐵2𝑋2+𝐵3𝑋3+𝐵4𝑋4+⋯ 

   
     p      

1−p
 = 𝑒𝑓(𝑥) = Exp(β) 即為勝算比，亦為𝐵值取自然底數得之 

 ln
     p      

1−p
= ln 𝑒𝑓(𝑥) = 𝑓(𝑥) = β，亦為Exp(B)取自然對數得之 

勝算比即為「測量自變數增加一單位對於勝算的改變量」。即為自變數增加一

單位的勝算(odds1)，除以自變數不變的情況下之勝算(odds2) 。也記做 Δ odds 又稱

為 OR 值，在 SPSS 中以 EXP(β)表示。 

Odds Ratio = odds1/odds2 = 
 P1/(1−P1)  

 P0/(1−P0)
 = EXP(β) 

當 OR 值 > 1，表示當 Xi 增加時，事件 Y 發生的勝算會提高 

當 OR 值 < 1，表示當 Xi 增加時，事件 Y 發生的勝算會降低 

 

一、邏輯斯迴歸模型(一)-- 以學生背景條件分析 

此模型目的在預測學生背景條件對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學生背景條件分別

是性別、年級、補習費用、補習科目、電腦數量、是否有專屬電腦、一週電腦使

用時間，得到以下結果： 

1. Nagelkerke R
2
 = 0.215 超過 0.15 之門檻設定值，卡方值 49.687，顯著性 p 值

=0.000，表示自變項能有效的聯合影響依變項，顯示此邏輯斯模型具有顯著的

預測能力。(表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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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預測表中，預測值與觀察值一致的有 190 位無學程式者和 30 位有學程式者，

故此模型預測正確百分比為 73.3% (220/300=0.733)。(表 4-27) 

3.學生背景 17 個變項中，性別、補習國文、有學音樂、有專屬電腦等 4 個因素 p

值<0.05，具有顯著影響性。(表 4-28) 

4.男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女生的 3.226 倍，有補國文且有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沒

補國文的 2.136 倍，有學音樂又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沒學音樂的 2.604 倍，有專

屬電腦也有學程式的勝算是沒學程式的 1.94 倍。(表 4-28) 

 

表 4-23  邏輯斯迴歸模型(一)摘要 (學生背景) 

模型一 預測值   卡方檢定 p 值 
Nagelkerke 

 R 平方 

是否有學程式設計 無 有   

49.687 .000  0.215  觀察值 
無 190 17   

有 63 30   

正確百分比 73.3%   

 

表 4-24  邏輯斯迴歸模型(一)係數表(學生背景) 

Logit Model 1    

  自變數  β p 值 Exp(β) 

學
生
背
景 

1.學生性別 1.171 .000 3.226 

2.補習國文 .759 .013 2.136 

A8.4 有學音樂 .957 .003 2.604 

A5 專屬電腦 .663 .022 1.940 

A2.1 小四 -.471 .538 .624 

A2.2 小五 -.223 .701 .800 

A2.3 小六 .394 .445 1.483 

A2.4 國一 .626 .145 1.870 

A3.補習費用 .000 .389 1.000 

A8.1 補習英文 -.244 .480 .784 

A8.2 補習數學 -.215 .566 .806 

A8.5 有學美術 .388 .503 1.473 

A8.6 有學舞蹈 -1.356 .23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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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7 有學運動 .386 .238 1.471 

A8.9 有學科學 -.335 .284 .715 

A4 電腦數量 .054 .307 1.055 

A6 一週電腦時間 .020 .543 1.020 

常數 -2.594 .000 .075 

 

二、邏輯斯迴歸模型(二)： 以學生背景、家長背景條件分析 

在模型(二)中再加入家長背景條件，討論對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家長背景條

件分別是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年齡、家庭年收入、孩子數、工作與是否與程式相

關、家長學程式時間，得到以下結果： 

1.  Nagelkerke R
2
 = 0.288，卡方值 68.702，皆比模型(一)增加，表示更具有解釋

力，顯著性 p 值=0.000，顯示此模型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表 4-29) 

2. 在預測表中，預測值與觀察值一致的有 185 位無學程式者和 38 位有學程式者，

故此模型預測正確百分比為 74.3%，比模型(一)提高 1%。(表 4-29) 

3. 家長背景 7 個變項中，僅有家長教育程度因素，p 值<0.05，具有顯著影響性。

表示家長教育程度與孩子是否學習程式有顯著相關。(表 4-30) 

4. 在考慮學生與家長的背景條件下，男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女生的 2.76 倍，有

補國文又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沒補國文的 2.301 倍，有學音樂又學程式設計的勝

算是沒學音樂的2.365倍，有專屬電腦也有學程式的勝算是沒學程式的1.864倍。

(表-4-30) 

5.家長教育程度是以受教育年限來當成自變數，高中 12 年，專科 14 年，大學 16

年，碩士 18 年，博士 23 年。由表 5-4 得知，Exp(B)=1.193，所以家長學歷越高，

孩子學程式設計的機率越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孩子學程式設計的勝算

增加為 1.193 倍。例如：家長學歷為大學，孩子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高中的

(1.193)
4=2.026 倍，家長學歷為碩士，孩子學程式設計的勝算的是大學的

(1.193)
2= 1.698 倍，家長學歷為博士是大學的(1.193)

7= 3.43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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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邏輯斯迴歸模型(二)摘要表 (學生背景、家長背景)  

模型二 預測值   卡方檢定 p 值 Nagelkerke 𝑹𝟐 

是否有學程式設計 無 有   

68.702 .000 0.288  觀察值 
無 185 22   

有 55 38   

正確百分比 74.3%   

 

表 4-26  邏輯斯迴歸模型(二)係數表(學生背景、家長背景) 

Logit Model 2    

  自變數  β p 值 Exp(β) 

學
生
背
景 

A1 學生性別 1.015 .003 2.760 

A8.3 補習國文 .833 .009 2.301 

A8.4 有學音樂 .861 .013 2.365 

A5 專屬電腦 .623 .041 1.864 

A2.1 小四 -.122 .877 .885 

A2.2 小五 -.288 .641 .750 

A2.3 小六 .377 .487 1.458 

A2.4 國一 .702 .117 2.018 

A3.補習費用 .000 .563 1.000 

A8.1 補習英文 -.198 .594 .820 

A8.2 補習數學 -.045 .912 .956 

A8.5 有學美術 .592 .333 1.808 

A8.6 有學舞蹈 -1.173 .312 .310 

A8.7 有學運動 .410 .229 1.506 

A8.9 有學科學 -.350 .281 .705 

A4 電腦數量 .027 .628 1.028 

A6 一週電腦時間 .021 .544 1.021 

家
長
背
景 

B3 教育程度 .177 .020 1.193 

B2 家長年齡 .057 .127 1.059 

B7 家庭收入 .220 .386 1.246 

B8.1 一個孩子 .186 .722 1.205 

B8.2 二個孩子 -.675 .176 .509 

B9 工作與程式相關 .011 .972 1.011 

B10 家長學程式時間 -.077 .500 .926 

  常數 -10.983 .00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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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邏輯斯迴歸模型(三) ：以學生背景、家長背景、家長認知期望條件分析 

在模型(三)中再加入家長對學歷的期望、家長對從小學學習程式設計的認知、

對學校教育失望程度、學校活動參與程度、對科技改變世界的認知，討論對學習

程式設計的影響，得到以下結果： 

 

1. Nagelkerke R
2
 = 0.327，卡方值 79.35，皆比模型(二)增加，表示更具有解釋力，

顯著性 p 值=0.000，顯示此邏輯斯模型(三)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表 4-31) 

2.在預測表中，預測值與觀察值一致的有 188 位無學程式者和 45 位有學程式者，

故此模型預測正確百分比為 77.7%，比模型(二)提高 3.4%。(表 4-31) 

3.在此五個認知變項中，對「學歷的期望」和「從小就應該讓孩子學程式設計」的

二個認知，p 值<0.05，具有顯著影響性。表示這二個認知與孩子學程式設計課

程顯著相關。(表 4-32) 

 

3-1.對學歷的期望 

      此問卷採用李克式量表，從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為五種程度。此因

素 p=0.007，具有顯著性，β值=-0.592，β為負值，表示越不認同學歷重要的家

長，越有可能學習程式。Exp(B)=0.552，表示越認同學歷重要性一個程度，學習

程式的勝算減為 0.592 倍，換言之，越不認同學歷重要性一個程度，學習程式的

勝算增為 1.812 倍(1/0.592)。(表 4-32) 

    

3-2. 從小就應該讓孩子學程式設計的認知 

       此因素 p=0.043，具有顯著性，β值=0.686，表示認為孩子應該越小學程式

的家長，越有可能讓孩子學習程式。Exp(B)=1.985，表示越認同該讓孩子從小學

程式一個程度，學習程式設計的勝算增為 1.985 倍。(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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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邏輯斯迴歸模型(三)摘要表 (學生背景、家長背景、教育科技認知)  

模型三 預測值   卡方檢定 p 值 Nagelkerke 𝑹𝟐 

是否有學程式設計 無 有   

79.350 .000 0.327  觀察值 
無 188 19   

有 48 45   

正確百分比 77.7%   

 

表 4-28  邏輯斯迴歸模型(三)係數表(學生背景、家長背景、教育科技認知) 

Logit Model 3    

  自變數  β p Exp(β) 

學
生
背
景 

A1 學生性別 1.032 .004 2.806 

A8.3 補習國文 .898 .006 2.455 

A8.4 有學音樂 .936 .009 2.550 

A5 專屬電腦 .683 .033 1.980 

A2.1 小四 -.671 .437 .511 

A2.2 小五 -.438 .497 .645 

A2.3 小六 .220 .697 1.246 

A2.4 國一 .490 .304 1.632 

A3 補習費用 .000 .836 1.000 

A8.1 補習英文 -.108 .783 .898 

A8.2 補習數學 -.030 .944 .970 

A8.5 有學美術 .648 .311 1.912 

A8.6 有學舞蹈 -1.368 .256 .255 

A8.7 有學運動 .420 .230 1.522 

A8.9 有學科學 -.232 .488 .793 

A4 電腦數量 .045 .436 1.047 

A6 一週電腦時間 .018 .640 1.018 

家
長
背
景 

B3 教育程度 .182 .020 1.200 

B2 家長年齡 .055 .151 1.057 

B7 家庭收入 .298 .255 1.347 

B8.1 一個孩子 .072 .892 1.075 

B8.2 二個孩子 -.737 .142 .479 

B9 工作與程式相關 -.173 .606 .841 

B10 家長學程式時間 -.025 .835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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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認
知
與
期
望 

FAC_1 學歷期望 -.595 .007 .552 

FAC_5從小學程式認知 .686 .043 1.985 

FAC_2 教育失望 -.079 .701 .924 

FAC_3 學校參與 .201 .522 1.223 

FAC_4 科技認知 -.338 .368 .713 

  常數 -11.724 .007 .000 

 

四、邏輯斯迴歸模型(四) ：以學生背景、家長背景、家長認知期望、影響因素 

在模型(四)中再加入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因素，分別為經濟因素、影響學科成

績因素、時間因素、以後再學、沉迷電腦因素、困難學習、影響視力等因素。得

到以下結果： 

1. Nagelkerke R
2
 = 0.411，卡方值 103.594，皆比模型(三)增加，表示更具有解釋

力，顯著性 p 值=0.000，顯示此邏輯斯模型(四)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表 4-33) 

2.在預測表中，預測值與觀察值一致的有 184 位無學程式者和 51 位有學程式者，

此模型預測正確百分比達到了 78.3%。(表 4-33) 

3.加入影響因素後，原模型(二)的影響因素「教育程度」p 值為 0.154，變為不顯著

了。原模型(三)的影響因素「學歷期望認知」，p 值為 0.111 和「從小就應該讓孩

子學程式設計認知」p 值為 0.217，也變為不顯著了，影響性也消失了，可見影

響因素對學習程式設計的意願具有相當影響性。(表 4-34) 

4.在此 7 個影響因素中，「經濟因素」和「學科成績」二個影響因素，p 值<0.05，

具有顯著影響性。表示這二個影響因素與孩子學程式設計課程顯著影響。 

    

4-1.經濟因素的影響 

      此問卷採用李克式量表，從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為五種程度。此因

素 p=0.002，具有顯著性，β值= －0.643，β為負值，表示越不認同經濟因素是

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原因，則此類的家長越有可能學習程式設計。Exp(β)=0.526，

表示同意經濟因素是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原因，越認同一個程度，學習程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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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勝算減為 0.526 倍，換言之，越不認同經濟因素一個程度，學習程式的勝算

增為 1.901 倍(1/0.526)。(表 4-34) 

    

4-2.學科成績因素的影響 

      此題為「你認為學科成績比學習程式設計重要?」，從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分為五種程度。此因素 p=0.014，具有顯著性，β值=－0.614，β為負值，表

示越不認同學科成績比較重要，則此類的家長越有可能學習程式設計。

Exp(B)=0.541，表示同意學科成績比較重要，越認同一個程度，學習程式設計的

勝算減為 0.541 倍，換言之，不認同學科成績比較重要，越不認同一個程度，學

習程式的勝算增為 1.848 倍(1/0.526)。(表 4-34) 

 

表 4-29  邏輯斯迴歸模型(四)摘要表  

(學生背景、家長背景、家長教育科技認知、影響學習因素)  

模型四 預測值   卡方檢定 p 值 
Nagelkerke 

 R 平方 

是否有學程式設計 無 有   

103.594 .000 0.411  觀察值 
無 184 23   

有 42 51   

正確百分比 78.3%   

 

表 4-30 邏輯斯迴歸模型(四)係數表 

(學生背景、家長背景、家長教育科技認知、影響學習因素) 

Logit Model 4    

  模型一  β p 值 Exp(β) 

學
生
背
景 

A1 學生性別 .963 .010 2.619 

A8.3 補習國文 .862 .013 2.367 

A8.4 有學音樂 1.058 .007 2.882 

A5 專屬電腦 .996 .005 2.706 

A2.1 小四 -.698 .464 .497 

A2.2 小五 -.685 .329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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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小六 .306 .626 1.358 

A2.4 國一 .523 .315 1.686 

A3 補習費用 .000 .761 1.000 

A8.1 補習英文 -.126 .768 .882 

A8.2 補習數學 .059 .896 1.061 

A8.5 有學美術 .436 .507 1.547 

A8.6 有學舞蹈 -2.132 .112 .119 

A8.7 有學運動 .653 .079 1.922 

A8.9 有學科學 -.327 .356 .721 

A4 電腦數量 .038 .564 1.038 

A6 一週電腦時間 .009 .813 1.009 

家
長
背
景 

B2 家長年齡 .058 .165 1.059 

B3 教育程度 .118 .154 1.125 

B7 家庭收入 .422 .158 1.526 

B8.1 一個孩子 -.207 .717 .813 

B8.2 二個孩子 -.910 .091 .403 

B9 工作與程式相關 -.026 .945 .974 

B10 家長學程式時間 -.050 .684 .951 

家
長
認
知
與
期
望 

FAC_1 學歷期望 -.395 .111 .673 

FAC_2 教育失望 .220 .339 1.246 

FAC_3 學校參與 -.024 .944 .976 

FAC_4 科技認知 -.601 .161 .549 

FAC_5 從小學程式認知 .488 .217 1.629 

影
響
學
習
因
素 

disturb_5 經濟因素 -.643 .002 .526 

disturb_2 學科成績 -.614 .014 .541 

disturb_1 時間因素 .315 .116 1.371 

disturb_3 大學再學 -.305 .131 .737 

disturb_4 沉迷電腦 .090 .571 1.094 

disturb_6 困難學習 .362 .253 1.436 

disturb_7 影響視力 -.103 .672 .902 

  常數 -9.607 .05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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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發現 

依據前述資料分析的結果與討論，歸納整理出結論並提出建議，期望能提供

給從事「程式設計教育課程」的業者或後續研究人員參考。 

此次研究「影響 10-14 歲孩子學習程式設計教育」因素，共有四個構面，35

個因素，單一因素以卡方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影響性，若考慮複合因素對

學習程式所造成的交互影響，則以邏輯斯迴歸分析，所得的結論如下：(表 5-1) 

 

壹、十二項影響程式設計學習因素 

一、學生性別 

1.以卡方檢定得知，男生學程式設計的勝算是女生學程式的 2.446倍。 

2.以邏輯斯迴歸分析得知，男生學程式的勝算是女生學程式的 2.619倍。 

二、補習國文 

1.以卡方檢定得知，補習國文學程式的勝算是沒補國文學程式的 1.659倍。 

2.以邏輯斯迴歸分析得知，補習國文又學程式的勝算是沒補國文的 2.367倍。 

三、補習音樂 

1.以卡方檢定得知，補習音樂又學程式的勝算是沒學音樂學的 1.858倍。 

2.以邏輯斯迴歸得知，有補習音樂學程式的勝算是沒補音樂的 2.882倍。 

四、專屬電腦 

1. 以卡方檢定得知，有專屬電腦學程式的勝算是沒專屬電腦的 2.127倍。 

2.以邏輯斯迴歸得知，有專屬電腦學程式的勝算是沒專屬電腦的 2.706倍。 

五、重視學科成績程度(將學科成績認知程度分為五等級) 

1.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越重視學科成績的家長越不易讓孩子學習程式。 

2. 以邏輯斯迴歸得知，越不認同一個等級，學習程式的勝算是不學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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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倍。 

六、經濟因素考量(將經濟考量程度分為五等級) 

1.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經濟因素是學習程式設計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2. 以邏輯斯迴歸得知，越不認同經濟因素一個等級，學習程式的勝算是不學 

   程式的 1.901 倍。 

七、家長年齡 

1.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家長年齡越大，越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2. 在學生背景與家長背景的條件下，以邏輯斯迴歸得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一年，孩子學程式設計的勝算增加為 1.193倍。 

八、教育程度 

1.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家長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九、子女數 

1. 以卡方檢定得知，獨生子女學程式的機會比較高。 

十、使用電腦時間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每週學生使用電腦時間越長，越容易學習程式設計。 

十一、行業別 

以卡方檢定得知，從事教育業的家長，越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十二、家庭收入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 

 

貳、影響學習程式設計的二大關鍵主因 

「經濟因素」與「家長教育程度」是阻礙學習程式教育二大主因，說明如下： 

1.有補習國文、音樂的學生為何比較容易學程式設計，由於多數家長都會補習的

科目為數學、英語，而有能力再去補習國文、音樂的學生，推論家庭收入應該

比較高，而較有機會學習程式設計，在結論第十二點也證明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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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年齡高、孩子有專屬電腦的因素是因為家庭年收入相對比較高，而獨生子

女是因為教育資源集中於一人身上，以上因素都屬於經濟因素，因此經濟狀況

越好的家庭，越容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 

3.教育程度高、從事教育業的家長，比較容易掌握全球教育趨勢，對程式設計教

育的重視也比一般家長更為投入。 

 

表 5-1 影響學習程式設計因素歸納表 

四大構面 因素 卡方檢定 
獨立樣本 T檢

定 
邏輯斯迴歸 

學
生
背
景 

A1學生性別 ○ none ○ 

A8.3補習國文 ○ none ○ 

A8.4有學音樂 ○ none ○ 

A5專屬電腦 ○ none ○ 

A2.1小四  none 

A2.2小五  none 

A2.3小六  none 

A2.4國一  none 

A補習費用 none  

A8.1補習英文  none 

A8.2補習數學  none 

A8.5有學美術  none 

A8.6有學舞蹈  none 

A8.7有學運動  none 

A8.9有學科學  none 

A4電腦數量 none  

A6一週電腦時間 none ○ 

家
長
背
景 

B2家長年齡 none ○ 

B3教育程度 none ○ 

B4行業別 ○ none none 

B5職位別  none none 

B7家庭收入 none ○ 

B8.1一個孩子 ○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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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2二個孩子 ○ none  

B8.3三個孩子  none 

B9工作與程式相關  none 

B10學程式時間 none  

家
長
認
知
與
期
望 

F1.學歷期望 none  

F2.教育失望 none  

F3.學校參與 none  

F4.科技認知 none  

F5.從小學程式 none  

影
響
學
習
因
素 

D1.時間因素 none  

D2.學科成績 none ○ ○ 

D3.大學再學 none ○ 

D4.沉迷電腦 none  

D5.經濟因素 none ○ ○ 

D6.困難學習 none ○ 

D7.影響視力 none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對象局限於台北市大安區補習的家長 

此次研究範圍為台北市大安區某補習班，研究對象為補習班學生家長，從研

究可以得知，此次受訪家長無論是家庭年收入、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對程式設

計的觀念都高於台北市平均水準，因此研究結果只能解釋同屬性家長選擇程式設

計課程的動機。 

 

二、創造女生適合的程式設計學習環境 

此次研究結果，10-14歲女生學程式的比例為 26.9%，全球女性從事程式設計、

人工智慧領域工作的女性占 22%（全球性別差距報告,World Economic Foru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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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比例相近。目前國內程式設計職缺與求職者明顯供需失調
11
，女性為避免在全

球資訊的浪潮中缺席，「女生學程式」的運動應該被推廣。由於應用軟體的設計非

常重視用戶端的感受，女生編寫程式具有細膩、貼心的特質，在介面及流程設計

上，女生的敏銳度及美感能力有時還勝過男生。程式設計工作在空間和時間上比

較自由，也無體力上的負荷，適合女性若要兼顧家庭的彈性工作型態。由於一般

人對「資訊工程」領域總認為這是男性專屬的知識領域，所以當女孩子在選擇資

訊科系時常會有所質疑，所以從小培養女生在程式設計的能力及興趣，對女性未

來永續學習或選擇資訊科系上有相當助益。要是能多創造友善的女性學習環境或

組織，例如:Girls Who Code(2012)、Pyladies 等專為女性設計的程式設計網站及課

程(表 5-2)，相信會吸引更多女生投入學習程式設計的行列。 

 

表 5-2 全球推廣女性學習程式的重要組織 

網站名稱 推動者 成立時間 主旨 

Made With Code Google 2014 年 

Google 找來成功的女性程式設計師

做為導師與楷模，讓更多女性對於程

式設計感興趣並開始接觸。 

Rails Girls Linda Liukas 2010 年 

從芬蘭開始，在世界各地舉辦短期活

動，幫助女性進入 Ruby 與 Rails 的世

界。 

Girls Who Code Reshma Saujani 2012 年 
教導女生學習程式減少性別數位落

差。 

Black Girls Code Kimberly Bryant 2011 年 
針對資源缺乏的黑人女性，提供程式

學習服務。 

 

三、建議將程式設計能力納入升高中、大學採計項目 

從以上研究結果得知，越重視學歷的家長越不易讓孩子學習程式設計課程，

因為程式設計並非升學的考試科目，即使認同程式設計對孩子未來的重要性，家

                                                      
11
 根據 104人力銀行調查報告，2011～2016 年工作職缺成長 71.6%．而程式相關人才只成長 17.9

％(104人力銀行，民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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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依然將大部分時間、資源投入對升學有助益的科目。若能建立程式設計學習成

效評量機制，提供學習者自我檢測機會，並研議規劃如美國AP (Advanced Placement)

大學先修課程機制，並提供具信效度之程式設計能力檢定供大學入學參考。雖然

目前國內已有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但只有國內資訊工程相關學系採計，

且名額不多，若能將檢測程度下降，例如類似全民英檢分級制度，並推廣至高中

升學制度，家長自然就會重視程式設計課程。 

 

四、將程式設計課程納入國小課綱，提高小學程式教育經費 

教育部（2018）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資訊科技領域並未

在國小階段獨立設科，而將資訊科技融入其它學習領域或彈性課程中實施。國小

階段是最適合學習程式設計的黃金時期，但由於目前國小程式設計師資、設備普

遍不足，資訊科技相關教學僅以軟體操作學習為主，與程式設計所要培養的運算

思維能力較無關聯(資訊教育總藍圖，2016)，到了國高中階段再將程式設計課程列

為必修，若在國小階段沒有受過基本運算思維訓練，到了國中，升學壓力逐漸加

重，程式設計課程恐怕難在國中達到培養運算思維能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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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家長對孩子學習程式教育意願研究調查 

 

調查對象：國小四年級~國中二年級(10-14歲)學生家長 

(假如您孩子不是就讀小四~國二，請停止作答) 

 

    親愛的家長您好，目前中華民國程式資訊教育協會與台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

研究所，正在進行一項有關「程式資訊教育」的學術研究，目的在推廣中小學童

學習「程式資訊教育」，想了解家長對於孩童學習程式教育的想法，並作為未來資

訊教育政策制定的建議依據。 

    這是一份針對國小四年級~國中二年級(10-14歲)學生家長所做的調查，本問

卷採匿名方式進行，您所提供之資料僅作學術研究使用，個人填答身分不會留有

記錄或外洩，請您安心作答。本次問卷回答時間約十分鐘，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與

參與。 

台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碩士研究所 研究生 

暨 中華民國程式資訊教育協會 副秘書長 

蔡崇華 敬上 

                                                                       

第一部分：有關子女補習與資訊教育相關情況  

本問卷是針對 10～14歲的學童為主。您家中如果有超過 1個 10～14歲的學童，

請針對「其中一個孩子的情況」作答，如果您家中沒有 10～14歲的學童，則請停

止回答。 

 

1. 您的孩子是 □男生 □ 女生  

 

2. 您的孩子就讀 

□小四 □小五  □小六 □國一 □國二  

 

3. 您的孩子目前每月校外補習的費用?(含家教、安親、學科、才藝……) 

□ 沒補習 □ 5000元以下 □ 5001~10000元 □ 10001~15000 元  

□ 15001~20000 元 □ 20000元以上 

 

4. 您的孩子目前一週補習的科目(不含安親班，可複選) 

□英文 □數學 □國文(含作文、口說相關) □音樂 □美術 □舞蹈 □體育類

(桌球、游泳、跆拳道……) □程式設計相關(含機器人課程) □自然科學  □

其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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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家中有多少數位資訊設備？僅包含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

慧型手機，其餘的不算。 

□ 1-3個  □ 4-6個  □ 7-9個 □ 9-12個 □ 超過 12個  

 

6. 您孩子是否擁有屬於自己的一部專屬電腦(包含平板、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 沒有  □ 有 

 

7. 您的孩子平均一週(含例假日)使用電腦或平板電腦的總時間? 

□0~3小時  □4~6小時  □7~9小時  □10~12小時 □12~15小時 □15小時

以上 

 

8. 您是否知道孩子在學校有上過程式設計課程(例如:Scratch)嗎? 

□ 有學過 □ 沒學過 □ 不清楚 

 

9. 您孩子是否在學校以外有學習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 無  (直接回答第 11 題) 

□ 不清楚 (直接回答第 11 題) 

□ 有  (請回答 10-1~10-6) 

10. 以下為孩子學習過「資訊或程式教育」相關課程的題組 

10-1 您孩子現在正在學習「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嗎? 

     □ 現在正在學   □ 以前學過 

10-2 您孩子現在或過去持續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時間有多久? 

     □ 1個月以內 □ 1~6個月 □ 6個月~1年 □ 1~2年 □ 2年以上 

   10-3 您孩子目前每週在課程期間及課後練習程式設計的時間約為： 

        □ 0小時  □ 1小時以內  □ 1~3小時  □ 3~5小時   

        □ 5~10 小時  □10小時以上 

10-4 您孩子在外或在家學程式設計時，您是否會與孩子一起討論? 

     □ 經常如此  □ 偶而會討論  □ 從未討論 

   10-5 請問是否有聽過視覺化程式語言(Visual Programming)(利用像積木拖拉 

        方式來寫程式，如:Scratch、Minecraft…) 

        □ 有聽過  □ 完全沒聽過 

   10-6您孩子學過的程式設計內容為：(可複選) 

     □ Scratch  □ Pathon □ 網頁設計  

     □ 機器人相關(含 LEGO 、Ardunio 所開發出的物聯網相關課程)  

     □ 其他，如:              

     □ 不知道 

   10-7 假如有一項「程式設計分級檢定」，你會想要讓孩子參加嗎? 

        □ 想要參加  □ 可參加可不參加   □ 不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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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的孩子是否參加過學科或術科相關能力檢定? 

□ 沒有參加過  

□ 不清楚  

□ 有參加過，請問參加能力檢定的項目為:               (請填代號，可複

選) 

1.樂器類(如鋼琴、小提琴….)     2.語言類(英文、中文…….)  

3.體育類(桌球、跆拳道、游泳….) 4.數學類(珠心算、數學競賽……) 

5.藝術類(美術、書法……)        6.其他(項目:              ) 

 

12. 您孩子最喜歡的學科為： (單選) 

    □國語(國文) □數學 □英文 □社會 □自然 □不清楚 

 

13. 您孩子最不喜歡的學科為：(單選)  

    □國語(國文) □數學 □英文 □社會 □自然 □不清楚 

 

                                                                                 

第二部分:家長對孩子教育期望的認知 

※ 請依您實際的感受或想法，圈選您認為最符合的選項，例如: 

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很重視孩子是否能擁有好的學歷 1 2 3 4 ○5  

 

 

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很重視孩子是否能擁有好的學歷 1 2 3 4 5 

02 
我認為國中階段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考取一所好

高中 
1 2 3 4 5 

03 有好的學歷，未來社會地位也會比較高 1 2 3 4 5 

04 我很重視孩子在學校的考試成績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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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5 我希望我的孩子的學歷可以超越父母親 1 2 3 4 5 

06 我對於國內的學校教育是失望的 1 2 3 4 5 

07 

我認為在學校所學的課業內容，對未來的工作大

部分是沒有幫 

助的 

1 2 3 4 5 

08 
我會求助校外的教育資源，以彌補學校教育的不

足 
1 2 3 4 5 

09 
我認為學校所培養的能力，大部分無法跟上時代

所需要的能力 
1 2 3 4 5 

10 我對於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感到失望的 1 2 3 4 5 

11 我常常會陪伴孩子一起讀書或寫作業 1 2 3 4 5 

12 我常常會關心孩子在學校的課程學習內容 1 2 3 4 5 

13 我常常會幫孩子出複習考卷或訂定讀書計畫 1 2 3 4 5 

14 我常常會與孩子討論學校所發生的事情 1 2 3 4 5 

15 
我總是會參與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如:班親會、運

動會、校慶 
1 2 3 4 5 

 

                                                                                 

第三部分:家長對資訊科技與孩童時期學習「程式教育」的認知 

※ 請依您實際的感受或想法，勾選您認為最符合的選項 

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現在已經感受到資訊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例如:

智慧型手機、物聯網、人工智慧、機器人、大數

據……等 

1 2 3 4 5 

02 
在未來，有很多目前的工作將被機器人或人工智

慧取代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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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未來，各行各業都需要程式設計的人才 1 2 3 4 5 

04 程式設計能力為未來教育最重要的科目之一 1 2 3 4 5 

05 
學程式設計的目的不在成為程式設計師，而是培

養未來具備駕馭科技的能力 
1 2 3 4 5 

06 
我知道目前全世界很多國家，從小學階段就在學

程式設計課程 
1 2 3 4 5 

07 
我認為孩子越早學程式設計課程，對未來學習新

科技很有幫助 
1 2 3 4 5 

08 從小學習程式設計，可以變得更聰明 1 2 3 4 5 

09 
孩子從小學開始學程式設計，可以培養孩子對寫

程式的興趣 
1 2 3 4 5 

10 
我知道從小開始學程式設計有很多好處，所以應

該會讓孩子盡快學習 
1 2 3 4 5 

                                                                                 

第四部分:阻礙學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影響因素 

※ 請依您實際的感受或想法，勾選您認為最符合的選項 

 

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孩子在課後已經補習很多才藝或學科，已經沒

有多餘時間再學「程式設計課程」 
1 2 3 4 5 

02 
學校的「學科成績」比學習「程式設計課程」重

要 
1 2 3 4 5 

03 
現在學程式設計有點太早了，等到大學以後再學

也來的及 
1 2 3 4 5 

04 太早學「程式設計課程」，可能會沉迷電腦 1 2 3 4 5 

05 
「程式設計課程」費用昂貴，經濟因素是重要考

量 
1 2 3 4 5 

06 
我認為學習「程式設計」要寫一堆程式碼，所以

應該很困難 
1 2 3 4 5 

07 太早學「程式設計課程」，可能會影響視力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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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假如您孩子未在學校外學過「程式設計課程」，以下第五部

份可以不需填寫，直接填寫第六部分 

第五部分:學習程式設計課程內涵 (您孩子在學校外學習過程式設計課程才

需填寫) 

※ 請依您實際的感受或想法，勾選您認為最符合的選項 

 

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訓練觀察的能力 1 2 3 4 5 

02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訓練想像力、創造力 1 2 3 4 5 

03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訓練孩子邏輯推理能力 1 2 3 4 5 

題

號 
量表內容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算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4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學習如何分析問題、拆解

問題的能力 
1 2 3 4 5 

05 
孩子學程式設計，常需要找出錯誤的程式碼，這

可以訓練孩子反省思考的能力 
1 2 3 4 5 

06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訓練孩子忍受挫折的能力 1 2 3 4 5 

07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培養孩子做決定的能力 1 2 3 4 5 

08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培養孩子的自信心 1 2 3 4 5 

09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培養孩子積極正向的態度 1 2 3 4 5 

10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培養負責任的態度 1 2 3 4 5 

11 
孩子學程式設計，可以培養如何與人溝通、分享

的態度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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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家長基本資料 

1.父母 □ 父，□ 母 

2.年齡 □ 25-29歲，□ 30-34 歲，□ 35-39歲，□ 40-44 歲，□ 45-49歲，

□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3.教育程

度 

□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 碩士 □ 博士 

4.居住地 ＊ 台北市 

□ 大安區、信義區 □ 大同區、中山區 □ 松山區、內湖區 

□ 中正區、萬華區 □ 南港區、文山區 □ 士林區、北投區 

＊ 新北市 

□ 中和區、永和區 □ 板橋區、土城區 □新莊區、泰山區 

□ 三重區、蘆洲區、五股區 □ 三峽區、鶯歌區、樹林區 

□ 淡水區、林口區、八里區 □ 新店區、石碇區 □ 汐止區、深坑

區 

□ 基隆市 

4.行業別 

 

□ 待業中  □ 家管 

□ A. 農、林、漁、牧業、□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C製造業 

□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F營建工程

業 

□ G批發及零售業、□ H運輸及倉儲業、□ I住宿及餐飲業 

□ J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K金融及保險業 

□ L不動產業、□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 N支援服務業(旅遊、租賃、保全、仲介…)、□ O 公共行政及國防社

會安全 

□ P教育業、□ Q醫療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 S其他服務業 

4.職業 

 

□ 待業中  □ 家管 

□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如:民意代表、高階主管及總執行長、行政及商業經理人員、生產

及專業服務經理人員 

□ 2.專業人員 

如:科學、工程、醫療保健、教學、商業、行政、資訊、通訊、法

律、社會、文化等專業人員，如:醫師、律師、教師、工程師、營

養師、設計師…等專業人員 

□ 3.技術員及助理人員  

如:科學、工程、醫療保健、教學、商業、行政、資訊、通訊、法

律、社會、文化等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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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事務支援人員  

如:一般及文書事務人員、顧客服務事務人員、會計、生產、運輸

及有關事務人員、其他事務支援人員 

□ 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如:個人服務工作人員、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個人照顧工作人員、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 

□ 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 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如:營建、金屬、機具製造、手工藝、印刷、電力、電子設備裝修

人員與其他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如: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組裝人員、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 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 10.軍人 

5.家庭年

總收入 

□ 50萬元以下，□ 51~100 萬元，□101萬~200萬元，□ 201萬~300

萬元，□ 301萬~400萬元，□ 401萬~500萬元，□ 500萬元 以上 

6.子女數 您有 □一位 □二位 □三位以上 □其他____  _ 

7.工作與

程式設計 

您現在的工作環境是否需要「程式設計」相關的技能或應用? 

□ 非常需要  □ 有時需要 □ 不需要 

8.家長是

否學習程

式設計 

您是否學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時間有多久? 

□ 沒學過 □ 1年以下 □ 1~3年 □ 3~5年 □ 5 年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作答，您的意見對我們來說非常寶貴， 

這些意見將成為我們未來推廣「程式設計教育」的重要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