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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情形，分六節說明之：研

究設計、研究架構、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工具、研究方法與步

驟及資料分析方式。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中投區綜合高中選修商業管理學程的學

生之學習滿意度情形，藉由問卷的調查，除了探討現況及影響學

生學習滿意度之因素外，更期能提出建議，供有關單位作為改進

及規劃綜合高中專門學程的參考。首先陳述我國綜合高中學制設

立的緣起、發展及現況，並述及中投區綜合高中商業管理學程開

設狀況，繼而透過國內外有關文獻的探討，了解有關學習滿意度

的意涵與構面，根據探討的結果，設計出中投區綜合高中學生選

修商業管理學程的滿意度調查問卷初稿，經預試資料分析後修訂

成正式問卷，然後選擇樣本施測，以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料，再

經由統計分析後解讀各項資料，了解學生學習滿意度的傾向、影

響中投區綜合高中選修商業專門學程學生學習滿意度的因素，最

後試著研擬各項建議，供作參考。尤其中部地區還有數所純商業

職業學校，對於是否改制成綜合高中，尚在觀望之中，舉棋不定，

希望本研究結果能提供一點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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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1所示，經由輸入、處理及輸

出等步驟完成，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輸入  

針對本研究相關之文獻中，有關學生學習滿意度的意涵及構

面，影響因素等問題進行探討，以作為問卷設計之參考。  

二、處理  

先將擬定之問卷初稿，選擇公、私立綜合高中各一所，對其

選修商業管理學程之高三學生施測，問卷回收後，根據預試資料

作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並修正問卷初稿，使之成為

信、效度兼具之正式調查問卷。然後針對中投區各綜合高中選修

商業管理學程的三年級學生，實施普查，透過問卷調查取得的資

料作統計分析。  

三、輸出  

將調查的結果加以整理及分析，除陳述分析結果外，並提出

有關建議及看法供相關單位或學校作參考。  

 

 



- 53 - 

A、我國綜合高中發展的過
程：

1.發展背景：世界潮流、社會
            需求。
2.發展過程
3.成長狀況

B、綜合高中實施現況：
1.學制之理念
2.課程目標（學術及職
  業專門學程）
3.進路發展

C、商業專門學程：
1.開設狀況
2.所開專門學程情形
3.學生選修商業專門學程
  情形

D、學習滿意度：
1.意涵
2.理論基礎
3.相關研究
4.影響之因素

A、發展研究工具（調查問卷）
       自變項

                                                      依變項

       自變項

學生個人因素

1.性別   5.證照
2.動機   6.進路
3.興趣   7.成績
4.經驗   8.性向

家庭背景因素
1.家長教育程度
2.親子關係
3.家長教育期望
4.學習環境

滿意度構面
（1）教師教學
（2）同儕關係
（3）學習成就
（4）課程與教材

B、問卷調查：
中投區各綜合高中
選修商業專門學程
之三年級學生

結論與建議：
1.中投區綜合高中商業專門學程開設現況
2.中投區綜合高中學生選修商業學程之學習滿意度情形
3.影響中投區綜合高中學生選修商業學程之學習滿意度
    的相關因素
4.提出建議

輸入 

處理 

輸出 

 
 

圖 3-1-1 研究架構 

 

貳、研究變項之操作定義  

根據本研究架構處理階段之變項關係，以下就各變項實際測

量之方式，說明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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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變項：包括學生個人因素，及家庭背景因素兩個部份。 

（一）學生個人因素（包含內容如下）：  

1 .  性別：由受測學生填寫自己的性別。分為男生、女生

兩組。  

2 .  選讀動機：由受測者填選其選修商業專門學程之動機

如何。分為自己的興趣、受同學影響，老師輔導後選

擇、家長的意見、非自願被分派、認為可以增加未來

就業能力及其他等共七項。  

3 .  對商業學程之興趣：依受測者對商業學程之興趣高低

填選。分為很高、普通、沒興趣及不知道等四項。  

4 .  學習經驗：指學生對商業方面是否有過學習經驗。分

為有及沒有兩項。  

5 .  已取得之職業檢定證照：受測學生填選至目前為止已

取得之證照情形。分為三張以上、二張、一張及都沒

有等四項。  

6 .  進路規劃：受測學生選擇其畢業後的進路安排。分為

升學、就業、及不知道等三項。  

7 .  學習成績：受測學生依其高二時之智育成績填答。分

為 90 分之上、 80∼ 89 分、 60∼ 79 分、及 60 分以下

等四項。  

8 .  性向測驗：指受測學生進入綜合高中後，是否曾接受

過學校舉辦之性向測驗。分為是、否兩項。  

（二）家庭背景因素（包含內容如下）：  

1 .  家長教育程度：受測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之教育程

度。分為大學以上、高中職、國中、及國小以下等四

項。  

2 .  親子關係；受測學生與其家長或監護人平時之相處情

形。分為和樂、普通、不佳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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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家長的期望：家長或監護人對受測學生的期望。分為

殷切、普通、低（沒有要求）等三項。  

4 .  家中學習環境：指家庭中供受測學生溫習課業的情

境。分為良好、普通、及無法在家讀書等三項。  

二、依變項：  

本研究對於中投區綜合高中學生選修商業管理學程學生學

習滿意度之測量，分為五個構面，由受測學生依其自身真實之感

受填答。五個構面分別為： 1.教師教學  2 .同儕關係  3 .學習成就  

4 .課程與教材  5 學習環境。構成本研究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

其感受滿意程度採用「非常滿意」、「滿意」、「沒意見」、「不

滿意」、「非常不滿意」五等，依受測學生之圈選，得分方式依

次為 5、 4、 3、 2、 1 分，得分愈高表示學生對商業管理學程的學

習滿意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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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中縣市、南投縣市各綜合高中選修

商業管理學程的三年級學生。依教育部「綜合高中成果發表研討

會」（教育部。民 92。）以及研究者於民國 92 年 9 月期間透過

網路查詢、電話調查各校教務主任、註冊組長，繼而在 93 年 3

月間以書面探詢請各校註冊組長填寫後，得知中投區綜合高中開

設有商業管理學程的學校計有 14 所，（其中卓蘭高中目前無三

年級綜高學生）其三年級班級數共 41 班及人數為 1518 人。如表

3-3-1 所列。對於中投區開設商業管理學程的各綜合高中三年級

學生，實施普查（其中卓蘭高中目前無三年級綜高學生）（ 92

年 9 月 8 日調查）。計發出問卷 13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937 份，

有效回收率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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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中投區綜合高中商業專門學程三年級學生概況 

學校 學程名稱 班級數 人數 備註

資訊應用 3班 150人  
國際貿易 1班 52人  
商業服務 1班 52人  
應用外語-英文組 2班 71人  
應用外語-日文組 1班 29人  

明德中學 

廣告設計 1班 25人  
資訊應用 2班 85人  

宜寧高中 
物流管理 1班 36人  
資訊應用 1班 31人  

嶺東高中 
應用外語-英文組 1班 33人  

大甲高中 資訊應用 1班 41人  
商業經營 1班 31人  

新社中學 
資料處理 1班 33人  
資訊應用 3班 150人  
商業服務 1班 45人  致用高中 
應用外語-英文組 1班 49人  
資訊應用 1班 45人  
商業應用 3班 149人  明道高中 
應用外語 1班 52人  
資訊應用 1班 29人  
幼兒保育 1班 15人  玉山高中 
室內設計 1班 30人  
資訊應用 1班 28人  

慈明高中 
觀光事務 1班 33人  
資訊應用 1班 27人  
資料處理 1班 21人  
電子商務 1班 18人  
應用外語 1班 44人  

南投高中 

美工電腦設計 1班 34人 投中將本學程歸
入商業群 

商業經營 2班 57人  
資訊應用 1班 47人  暨大附中 

(原埔里高中) 
應用外語 1班 21人  
資訊應用 1班 39人  

竹山高中 
商業服務 2班 74人  

同德家商 目前三年級學生未開商業
學程    

卓蘭高中 尚無三年級學生    
合計  36班 15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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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問卷初稿  

一、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者於參酌有關學生學習滿意度

調查表設計之各種文獻後，以自編之「綜合高中學生對商

業學程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作為本研究工具，旨在了解

現行綜合高中學生對選修商業管理學程的學習滿意度。問

卷初稿主要分為（一）學生基本資料、（二）學習滿意度

問卷二部份，如表 3-4-1所列；及附錄二所示。  

表 3-4-1 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各構面題號及題數分配表－問卷初稿  

構面 滿意度題項內容 
1. 商業專業課程科目的安排與設計 
2. 對於商業專業課程的內容深淺度 
3. 對於自己商業理論課程的吸收情形 
4. 對商業技能課程（中、英輸入、電腦課）的安排 
5. 對於我是否能勝任所選修的商業學程課程 
6. 對於能否自由的選修我所喜愛的商業選修科目 

課程安排與教

材內容 

7. 商業課程的選修對我升學與就業的幫助情形 
8. 商業課程老師所具備的商業專業知識 
9. 對商業課程老師的教學內容 
10. 對於商業課程老師是否使用多種教學方法、是否充份利用視聽媒體
教學 

11. 商業課程老師的教學態度 
12. 與商業課程老師的相處情形（師生關係） 
13. 商業課程老師課餘的補救教學或課外指導 

教師教學 

14. 對商業課程老師的成績評量方式 
15. 我每天上學放學的交通運輸問題 
16. 學校教室裡的上課環境 
17. 對於教室地點是否適當 
18. 對於技能課程（中、英文輸入，電腦軟體操作）的實習場所 
19. 對於學校是否提供足夠的實習教室供所有班級使用. 
20. 對於學校的各項設施及活動場所 

學習環境 

21. 對於校園整體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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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續 

構面 滿意度題項內容 
22. 在作未來進路的規劃時，學校對我的輔導 
23. 對於學校的各類設施、教學設備等 
24. 對於學校教務處的服務及管理 
25. 對於學校學務處的服務及管理 
26. 對於學校總務處的服務及管理 
27. 對於學校輔導室的服務及管理 

學校行政 

28. 對於學校圖書館的服務及管理 
29. 選讀商業專門學程對我交友範圍的拓展 
30.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的同學之間的相處情形 
31.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的同學之間互相幫忙的情形 
32.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班級的上課氣氛 
33.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的學習，是否使同學間更懂得尊重他人 

同儕關係 

34. 對於選讀商業專門學程讓我有機會和同學在功課上互相切磋指導 
35. 選讀商業學程對於我未來就業能力的提昇 
36. 讀商業學程對於我在商業知識方面的增長 
37. 選讀商業學程對我商業處理技能（中英文輸入、電腦軟體操作）之
增強 

38. 對於商業課程的學習成績 
39. 對於一般課程（國英數等）的學習成績 
40. 選讀商業課程，對我取得技能檢定證照的幫助 

學業成就 

41. 選讀商業課程我的學習成就 

 

問卷填答方式採五點量表，滿意程度採用「非常滿意」、「滿

意」、「沒意見」、「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五等，計分方

式是按程度給分，即勾選「非常滿意」的給五分，「滿意」的給

四分，「沒意見」的給三分，「不滿意」的給二分，「非常不滿

意」的給一分。  

 

貳、預試  

一、研究者首先選定一所公立綜合高中（台中縣新社中學）及

一所私立綜合高中（台中市宜寧中學）之選修商業管理學



- 60 - 

程高三學生作為預試對象，於十月九日寄出問卷，委請新

社 中 學 輔 導 室 劉 主 任 及 宜 寧 中 學 註 冊 組 劉 組 長 協 助 調

查，於十月十五日問卷回收，其有關情形如表 3-4-2。  

 

表 3-4-2 問卷預試回收表 

學校 學程名稱 班級數 人數 問卷回收 

商業經營 1班 31人 30份 
新社中學 

公 

立 資料處理 1班 33人 33份 

資訊應用 2班 85人 81份 
宜寧中學 

私 

立 物流管理 1班 36人 36份 

合計 185人 180份 

 

二、研究工具（問卷）之項目分析  

回收之問卷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分析，首先進行項

目分析，結果如附錄一所示。  

由附錄一顯示，各題項之 CR 值（ t 值）均達顯著水準，亦

即每一題項均具有鑑別度，且每一題項與總分之相關亦皆達顯著

水準（ p<0.001），因此問卷所有題項計 41 題皆可保留，毋需刪

除。  

三、因素分析  

為建立本問卷之建構效度，繼而以 SPSS 軟體進行因素分

析。經反覆進行數次因素分析，陸續刪除 4、 8、 15、 16、 17、

18、 19、 22、 24、 25、 26、 27、 28、 38、 39 等題項後，分析結

果趨於一致、達到穩定，其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3-4-3 及表 3-4-4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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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因素分析－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77

Bartlett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519.721
 自由度 325
 顯著性 .000

 

表 3-4-4 因素分析－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抽取的因素 
題項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 
（共同性）

效度係數 
12 .835 .120 7.108E-02 .103 6.596E-02 .766
13 .821 .194 .113 .164 9.423E-02 .761
14 .793 .158 .185 5.669E-02 8.898E-02 .647
11 .780 .157 2.657E-02 .213 .207 .699
9 .745 .2.434E-02 .108 .277 4.688E-02 .721

教 
師 
教 
學 

10 .485 .136 7.069E-02 .315 .267 .429
31 8.739E-02 .804 .182 9.140E-02 -.115 .709
33 .014 .801 .169 6.054E-02 .191 .721
30 .271 .770 .189 6.540E-02 4.026E-02 .681
32 7.715E-02 .690 7.213E-02 5.261E-02 .188 .525
29 .217 .617 .246 5.612E-02 -7.768E-02 .491

同 
儕 
關 
係 

34 2.893E-02 .604 .334 .310 .134 .591
36 .144 .162 .839 .195 6.739E-02 .794
35 .211 .146 .805 .271 4.942E-02 .606
40 9.853E-02 .277 .743 .110 6.964E-02 .629
37 7.093E-02 .284 .688 8.499E-02 .201 .657

學 
習 
成 
就 41 1.567E-02 .328 .632 .312 .158 .790

5 7.362E-02 .105 .203 .755 -4.846E-02 .627
6 -1.680E-022 .147 .102 .701 .253 .587
2 .426 .128 7.298E-02 .668 6.612E-02 .654
3 .340 .128 .132 .659 1.871E-02 .584
7 .293 .7.346E-02 .378 .614 .118 .625

課 
程 
與 
教 
材 1 .329 -5.600E-02 .213 .576 .108 .500

20 .172 9.824E-02 3.091E-02 4.722E-02 .840 .749
23 6.558E-02 6.013E-02 .211 .132 .764 .615

學習 
環境 

21 .210 .105 .121 .152 .722 .653
特徵值 4.207 3.633 3.444 3.301 2.225 
解釋的變異量 16.182 13.975 13.247 12.695 8.559 
累積解釋變異量 16.182％ 30.157％ 43.403％ 56.099％ 64.658％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含 K a i s e r常態化的 V a r i m a x法。  

a .轉軸收斂於 7個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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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4-3 所示，經過巴特萊球形考驗（ Bart le t t ’ s  Tes t  of  

Spher ic i ty）其 α=2519.721， df=325， P=.000＜ .001  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本量表有共同因素存在（林邦傑。民 75）。而 KMO 值

為 .877＞ .5，因此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進行成份分析，擷取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

的因素，並經 var imax 轉軸法使因素負荷量大小相差達到最大，

以利共同因素辨認與命名。其結果如表 3-4-4 所示。學生學習滿

意度分五個層面，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4 .658％，依序命名為：

「教師教學」、「同儕關係」、「學習成就」、「課程與教材」、

及「學習環境」。  

各題項在各個因素的負荷量（均在 .3 以上）及其效度係數

（共同性）如表 3-4-4 所示。  

四、信度分析  

本問卷於進行上述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建立了問卷之效度

後，最後再進行問卷的信度分析（ re l iab i l i ty）。  

由前可知，題項 4、 8、 15、 16、 17、 18、 19、 22、 24、 25、

26、 27、 28、 38、 39 在進行因素分析時已允以刪除，其餘所保

留各題項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coeff ic ient），經

SPSS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3-4-5 所示。  

表 3-4-5 信度分析結果 

問卷構面 問卷題號 
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教師教學 9、10、11、12、13、14 .8883 
同儕關係 29、30、31、32、33、34 .8562 
學習成就 35、36、37、40、41 .8815 
課程與教材 1、2、3、5、6、7 .8326 
學習環境 20、21、23 .7668 
全       體  .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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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信度考驗報表，各構面的 α係數均在 . 70以上，而總量

表的 α係數為 . 92 03，代表本問卷的信度頗佳。  

根據預試資料先後進行以上各項統計分析後，本研究之研究

工具正式問卷如附附錄三。歸納為五個構面二十六個題項，如表

3-4 -6。  

表 3-4-6 修正後問卷架構－正式問卷 

構面 滿意度題項內容 
1. 與商業課程老師的相處情形（師生關係） 
2. 商業課程老師課餘的補救教學或課外指導 
3. 商業課程老師的成績評量方式 
4. 商業課程老師的教學態度 
5. 商業課程老師的教學內容 

教師教學 

6. 對於商業課程老師是否使用多種教學方法、是否充份利用視聽媒體
教學 

7.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的同學之間互相幫忙的情形 
8.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的學習，是否使同學間更懂得尊重他人 
9.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的同學之間的相處情形 
10. 對於商業專門學程班級的上課氣氛 
11. 選讀商業專門學程對我交友範圍的拓展 

同儕關係 

12. 對於選讀商業專門學程讓我有機會和同學在功課上互相切磋指導 
13. 讀商業學程對於我在商業知識方面的增長 
14. 選讀商業學程對於我未來就業能力的提昇 
15. 選讀商業課程，對我取得技能檢定證照的幫助 
16. 選讀商業學程對我商業處理技能（中英文輸入、電腦軟體操作）之
增強 

學業成就 

17. 選讀商業課程我的學習成就，整體而言 
18. 對於我是否能勝任所選修的商業學程課程 
19. 對於能否自由的選修我所喜愛的商業選修科目 
20. 對於商業專業課程的內容深淺度 
21. 對於自己商業理論課程的吸收情形 
22. 商業課程的選修對我升學與就業的幫助情形 

課程與教材 

23. 商業專業課程科目的安排與設計 
24. 對於學校的各項設施及活動場所 
25. 對於學校的各類設施、教學設備等 學習環境 
26. 對於校園整體的學習環境 



- 64 -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問

卷調查法。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進行步驟如下：  

一、完成收集、整理並分析國內外綜合高中以及學生學習滿意

度的相關文獻。  

二、擬定研究計劃。  

三、確立研究目的、問題及方法，並建立研究架構。  

四、確認學生學習滿意度的內涵並調查各校確認母群大小。  

五、發展調查問卷初稿。  

六、調查問卷預試與分析，建立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七、確立問卷及實施問卷調查。  

八、進行問卷調查。  

九、整理及分析相關資料。  

十、撰寫研究報告。  

依本研究擬定之步驟。如圖 3-5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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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研究計畫

收集相關文獻

文獻探討與分析

編製問卷初稿

實施預試

預試資料分析
建立信、效度

修正問卷

確立研究工具

研究計劃口試

A

A

擬定研究計畫

問 卷
寄發與追蹤

問卷資料
統計與分析

歸納結論並提出建議

撰寫研究報告

完成研究報告

修正完成？

是

否

 

 

圖 3-5-1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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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得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 r  Windows  8 .0以

及  Ex ce l  7 .0進行統計分析；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採用之

統計方法如下：  

一、次數分配、百分比（ f requency d is t r ibut ion、 percentage）  

分析受測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家庭背景因素、學習態度因素

資料。  

二、平均數標準差（mean、 s tandard  devia t ion）  

分析綜合高中選修商業專門學程學生在「教師教學」、「同

儕關係」、「學習成就」、「課程與教材」、「學習環境」等各

學習層面之學習滿意度。  

三、單一樣本 t考驗（ t - tes t）  

考驗受測樣本在「教師教學」、「同儕關係」、「學習成就」、

「課程與教材」、「學習環境」五大層面及整體學習滿意度上是

否達到滿意水準（ 4 分）。  

四、獨立樣本 t考驗（ t - tes t）  

分析受測樣本個人資料中「學校屬性」、「學生性別」、「有

無學習經驗」、「曾否接受性向測驗」、對「課程與教材」、「教

師教學」、「學習環境」、「同儕關係」、「學習成就」等各學

習層面之學習滿意度之差異。  

五、單因子變異數（ one-way ANOVA）  

（一）分析受測樣本個人資料中「學習動機」、「學習興趣」、

「證照取得」、「進路規劃」、「智育成績」及家庭背景因

素中「家長教育程度」、「親子關係」、「家長期望」、「家

中學習環境」對「教師教學」、「同儕關係」、「學習成就」、

「課程與教材」、「學習環境」等各學習層面及整體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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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之差異。  

（二）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有顯著差異時，則採薛費式檢定

法 (Scheffe  method)作事後比較，分別比較各組間平均數差

異情形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六、項目分析  

檢測「綜合高中學生選修商業專門學程學習滿意度調查問

卷」初稿各題項之鑑別度。  

七、因素分析（ fac tor  analys is）  

檢測「綜合高中學生選修商業專門學程學習滿意度調查問

卷」初稿之各層面，建立問卷之建構效度。  

八、信度分析  

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分析學生學習滿意度量表之內部一

致性，建立問卷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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