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ಥă݈! ֏
高等教育的內涵已改變，入學學生的背景、特質與需求已趨多元化，近兩年來，
大學校院學生無法完成學業的比率增加（教育部統計處，2007），高學歷人才失業率
亦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國立台灣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4），顯示大學無法有效的培
育出適應社會變遷的社會人。提升大學生的學習品質，應是目前高等教育著力的重點
工作，美國哈佛前校長 Derek Bok 指出，雖然大多數學生在大學一些重要領域中有收
穫，但學生在寫作、批判思考、計量、及道德思辯等方面的進步，遠少於他們應該在
大學中學習到的，大學教育功能不佳，原因之一是教師與學生對於大學教育的期望與
態度差距大，教師規劃課程，忽略大學教育的目標以及教學方式未能達到效果，且沒
有持續的評估與評鑑，提供改善的依據（Bok，2006）。
因此，大學教育品質是否優良，應評估學校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或促進學生發展
的程度（Astin, 1985），亦即了解大學校園經驗對改變學生與增進學生各方面能力的影
響，非常重要，然而，大學如何建立增進學生競爭力的機制，尚未有研究提出具體的
方向（Kember, Leung & Ma, 2007），探討大學生如何看待大學經驗，以及對於大學教
育期望的相關研究很少，大學總是習於表達對學生的期望，但很少費心去了解學生對
學校有什麼期望，學生對學校的期望會如何影響其表現？學校如何引導學生期望的內
容？事實上，學生對於教育的期望，會影響其學習經驗與行為（Kuh, 2005），當學生
進入大學時，會發展個人獨特的價值觀念指引其安排大學生活，如果學生認為個人發
展的需求與對於大學教育的期望可以實現，他們將會努力達成目標（Howard, 2005），
Braxton、Hossler 和 Vesper（1995）的研究顯示，當期望與經驗接近時，學生對於大學
環境可以適應得更好，亦會對於大學經驗更加滿意，且持續就學到畢業的可能性較高。
因此，大學在規劃促進學生學習成果的教育環境與活動時，應多了解學生的想法與期
待，以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與學習品質（Miller, Bender & Schuh, 2005）。
Pascarella 與 Terenzini（2005）收集大學教育對於大學生在各方面影響的研究，發
現校園經驗確實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劉若蘭，2009）。本研究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建置的高等教育資料庫的學生資料為對象，參考校園經驗相關理論
及研究，探討學生自我評價、教育期望、校園經驗與自評能力的關係，研究結果期能
提供高等教育相關單位規劃教育措施，引導學生正向自我評價，合理教育期望，增進
校園經驗與能力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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෮ă͛ᚥଣ
˘ăᇆᜩ̂ጯϠਕ˧൴णநኢሀё
Astin 於 1991 年提出的輸入－環境－成果模式（Input-environment-outcome, I-E-O
model），在此模式中，所謂輸入是指：個人背景特質、家庭背景、入學前課業與人際
經驗，環境是指：進入大學後接觸的人員、方案、政策、文化、經驗等，而成果是指：
學生人格、知識、技術、態度、價值、信念與行為，輸入因素對於學習成果可能有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劉若蘭，2006，2009；Astin, 1993; Pascarella & Terenzini, 2005）。
Terenzini、Pascarella 與 Biliming（1996）則歸納 Astin（1984）、Pascarella（1985）、
Tinto（1975, 1987）等人的理論，建立出大學衝擊模式（model of college impact）。此
模式主張學生入學前經驗對於學生在學校脈絡中的課室經驗與課外經驗，以及最後的
學習成果均有直接的影響，而課室經驗、課外經驗為入學前經驗與學習成果之間的中
介變項。對於學校教育人員來說，此模式可以提供較多訊息，以改善教學或設計規劃
課外活動方案，提昇學生的學習效果（劉若蘭，2006）。
本研究綜合上述理論，歸納相關因素探討對於大學生能力發展的影響，並以台灣
高等教育資料庫的資料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期能建構出影響台灣大學生能力發展相
關因素之內涵。

˟ă̂ጯϠ۞ҋԧෞᆊăିֈഇ୕ᄃ७གྷរ۞ᙯܼ
學生對自己的評價，會影響其適應，對自己有正向看法者，面對大學校園中課業
與人際互動的要求，會運用較有效的處理策略（Bean & Eaton, 2000; Friedlander, Reid,
Shupak, Cribbie, 2007; Stage & Milne, 1996）。Braxton, Hossler 與 Vesper（1995）研究
發現，父母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第一代大學生（first-generation students）自我期待與
經驗不適配的程度較高，如沒有調適好，他們將難以面對大學生活中的挑戰，且難以
獲得課業成功、人際適應與持續就學到畢業。
心理學中的期望理論、自我效能理論，都主張學生會去參與他認為有價值的活動
（Kuh, 1999; Olson, et al., 1998），這些觀點主張價值判斷不僅形塑學生如何安排自己
的大學生活，也會影響他們在課室內外所有的表現（Dweck & Leggett, 1988; Lawler,
1981），如果大學生認為與老師一起作研究互動，或參與課外活動不重要，將不會去
把握這樣的機會，因此，價值評估會塑造之後的行為與經驗，也是塑造學生成功學習
的重要因素（Kuh, 2005）。Olson 等人（1998）研究亦顯示，對於大學教育功能的價值
評估與個人經驗，會共同影響學生各方面的學習成果，認為大學教育很有價值，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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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許多知性、人際或文化活動的新生，入學後投入校園活動較多。Kuh（2005）的研
究證實，大學生對於學校的知覺，會影響其校園經驗與學習成果，而建議教育人員善
加運用新生定向輔導學生對於大學環境有充足的準備並調整合乎現實的期待，校園環
境應提供足夠的課業與人際的支持。
學生入學一段時間後，會在與學校互動關係中，不斷調整自己期待與經驗之差距，
除了新生的期待需要了解外，其他年級學生的期待與其學習之關係，亦應持續關心。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方式會影響學習成果，然而多數學習者並不了解如何尋求促發學
習的資源（Dennis, Phinney & Chuateco, 2005），學生需要需要培養有效的自我管理與
持續學習的能力，才能因應不斷變遷與競爭的社會環境。
綜合上述理論與研究，本研究探討大學生自我評價與教育的期望，對於校園經驗
及能力感發展的影響效果，以提供相關教育人員參考，規劃有效提升學生能力發展的
方案。

ˬă̂ጯϠ७གྷរᄃਕ˧൴ण࠹ᙯࡁտᄃෞณ
1.ኝຽԸˢ
過去對學生學習成功的探討發現，學生投入課業的相關行為，是預測學習成功的
強力因素（劉若蘭，2009；Camp, 1990; Lisella & Serwatka, 1996; Terenzini, Springer,
Pascrella, & Nora, 1995; Tinto, 1993），林俊瑩、黃毅志（2008）以國中學生為對象，探
討影響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果發現，學習態度為影響學業成就的重要因素，且建
議研究範圍可擴大至高等教育，運用高等教育資料庫對大專生追蹤調查。本研究主要
針對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探討其與教育功能期望、人際投入與自評能力之關係。

2.ˠᅫԸˢ
人際投入包括師生互動與同儕關係（Tinto, 1975, 1993），在大學校園中，相關研
究指出建立與教師、同儕、其他重要他人支持性關係，促使學生更能因應大學環境的
要求（Ostrow, Paul, Dark, & Berhman, 1986），並且對學生課業的成功有正向影響。當
學生有很大的人際壓力時，可能在因應課業要求上也會有困難，此外，師生缺乏互動
亦可能導致學生對於課業覺得無聊或退縮，以至學業成就較低（Tinto, 1993）。
本研究綜合上述概念，探討學生對於教育功能期待、學術投入以及人際投入，對
於其自評能力之影響。

3.ۤဥણᄃ
大學生的社團經驗有助於增進自我瞭解、人際關係與知識整合的能力，且參與社
團頻率高者其個人其他面向發展也呈現較佳的現象（Cooper, Healy & Simp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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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fman & Creamer, 1991; Kuh, 1993; Pascarella & Terenzini, 2005; 林義男，1990；邱雅
芳，2009；張凱婷，2010；劉若蘭，2008、2009；劉惠琴，1994；羅麗雲，2000），
因此，投入社團活動對大學生的發展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大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不只是
獲得技能或興趣的培養，且提供了與他人交談互動並豐富知識的機會（張凱婷，2010）。

4.ޥ҂ᇃޘ
與人交談不僅可以促進認知發展與思考廣度，也可作為測量學生在大學時期努力
學習的指標之一。我國在大學生思考廣度方面的研究缺乏，唯有黃雅容（2005）曾使
用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 92 年大三學生資料，探討校園學術面參與度（包括課堂參與度、
是否修習輔系、和是否有修習學程）和校園社交面參與度（社團活動參與度、是否住
在學校宿舍）與大學生思考廣度的關係。該研究結果顯示課業學習會增加思考廣度，
使人更常和人討論各類議題；同時，多參與社團和居住在學校宿舍，也會增加和人討
論的機會。因此，學生在學術與社交的校園經驗投入較多，有助於增加大學生和他人
談論各類議題的機會與提升其思考的廣度（黃雅容，2005）。目前針對大學生思考廣
度的相關研究，主要以學生的交談議題內容為主，較少探討學生的思考廣度對於學習
成果的影響（張凱婷，2010），因此，本研究以學生思考廣度做為校園經驗的變項之
一，並探討學生的思考廣度與學習成果的關係。

5.ዦགྷរ
過去研究指出，閱讀習慣的差異會影響大學生發展不同層次的閱讀能力，且大學
生的閱讀行為在性別及主修科目上有所差異（Sheorey & Mokhtari, 1994; Gallik, 1999）。
嚴媚玲（1998）的研究顯示，我國大學生課業閱讀的態度傾向被動，依賴老師的要求
與指定作業，而課外閱讀則深受活動多寡、閱讀習慣及同儕的影響。陳素燕（2009）
在大學生閱讀行為的研究中指出，大一和大三學生平均每天花 1.53 和 1.83 小時閱讀課
外書（含電子書報），閱讀頻率最高的種類為報紙和雜誌。與閱讀行為（閱讀多寡、
閱讀興趣）相關之可能因素，包括性別、父母教育程度、父母閱讀身教、家庭環境、
老師是否鼓勵閱讀、老師是否分享對文學的熱情、學性類型、主修專長、成績表現等
因素。而性別和主修專長會影響閱讀興趣。
大學生閱讀行為也是拓展學生知識的另一種來源，然而，國內外的相關文獻與研
究都並不多，且大多主要著重探討影響大學生閱讀行為、種類與類型的相關因素，缺
乏進一步瞭解大學生的閱讀經驗對於學習成果的影響（張凱婷，2010），因此，本研
究將閱讀經驗納入學生校園經驗投入的變項之一，並探討大學生的閱讀經驗對於學習
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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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ਕ˧൴ण۞ෞณ
Astin（1993）指出，學習成果表現可歸納為認知（智能）和非認知（情意）兩個
面向，認知方面包括邏輯與推理；非認知或情意的成果，則是指學生的態度、價值、
自我概念、抱負與日常行為（引自劉若蘭、林大森；2011），這兩個面向，在大學教
育衝擊的研究中備受關注，Baxter Magolda（1999）提出學習成果應具備四個向度：認
知能力、個人內在能力、人際互動能力與實行能力，Kember 與 Leung（2005）亦提出
類似概念。至於評估大學生學習與發展成果的方式，張雪梅與劉若蘭（2007）指出，
運用大學生自評多元能力的程度，亦能反應其學習品質（劉若蘭，2009）。台灣師範
大學教育評鑑與研究發展中心建置「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調查大一、大三學生及
畢業生的校園經驗與學習成果，在其 94 學年度大三學生問卷中，有九題請大學生評估
自己一般能力的程度，內容包括：藝術、領導、人際溝通合作、數理邏輯與資訊電腦
等，能反應出上述對於大學生應具備能力之定義。

ણăࡁտ͞ڱ
˘ăࡁտߛၹ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探 討 ， 本 研 究 以 高 等 教 育 資 料 庫 學 生 調 查 結 果 為 對 象 ， 參考
Terenzini、Pascarella 與 Biliming（1996）、Tinto（1975, 1993）以及 Miller、Bender 與
Schub 等人（2005）的概念，建構大學生家庭背景、自我評價、教育期望、校園經驗與
能力發展之研究架構（如圖 1）。
࣎ˠЯ৵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
˙入學成績
˙自我概念
˙教育期望

७གྷរ

ਕ˧൴ण

˙同儕關係
˙師生互動
˙社團參與
˙課業投入
˙閱讀
˙思考廣度

˙人文領導
˙外語
˙邏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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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ࡁտᇹώ
本研究採用高等教育資料庫填答 92 學年度大一問卷與 94 學年度大三問卷的公私
立大學生的資料，選取有效填答樣本，分別為公立大學 4971 人，私立大學 8494 人，
共 13465 人。

ˬăࡁտ̍
基於上述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本研究摘取高等教育資料庫問卷相關題目作為分
量表，以下分別說明之。

Ğ˘ğ࣎ˠЯ৵Ĉ此部份包括父母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入學成績、自我概念
與教育期望，分別說明內容如下。
1. 父母教育程度：教育程度分為五個等級：（I）大學或研究所畢業；（II）專科
畢業；（III）高中職畢業；（IV）國中畢業；（V）國小畢業。分數計算方式
從（I）到（V），分別為 5、4、3、2、1 分。
2. 家庭年收入：共分為六個選項，包括 50 萬以下、50-114 萬、115 萬-150 萬、151-300
萬、301-500 萬、501 萬以上，分別為 1、2、3、4、5、6 分。
3. 入學成績：本研究以 92 學年度大一學生填答之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代表入
學成績，此為開放式題目，依受試者實際填答之數字為主，總級分愈高，代表
入學成績愈高。
4. 自我概念：指問卷中的對自我評估的部分，包括「我認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
至少與別人不相上下」、「我覺得我有許多優點」、「總的來說，我是一個比
較沒有信心的人」、「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地方」4 題。為 Likert
四點尺度法，包括「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
評分方式依序為 1、2、3、4，反向題則反向計分。此部份以主成分因素分析、
特徵值大於 1 與直接斜交方式萃取一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60%，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77。
5. 教育期望：為學生對於大學教育功能重要性的評估，包含「獲得專業知識」、
「擴大知識視野」、「增加就業競爭力」、「建立人際網絡」、「擴大生活領
域」、「增進自我了解」、「增進對社會環境與時代脈動的了解」7 題，回答
向度為「不重要」、「有點重要」、「重要」、「非常重要」，計分方式依序
為 1、2、3、4。此部份此部份以主成分因素分析、特徵值大於 1 與直接斜交方
式萃取一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62%，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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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ğ७གྷរĈ此部分以主成分分析、特徵值大於 1 與直接斜交方式萃取六個
因素，命名為同儕關係、師生互動、社團參與、課業投入、閱讀經驗與思考
廣度，解釋變異量為 62%，內容說明如下。
1. 同儕關係：為學生對於同儕關係的滿意度，包含「我可以找到知心的朋友」、
「我可以找到一起用功讀書的朋友」「我常常得到同學的協助」「我很少和同
學打成一片」4 題。為 Likert 四點尺度法，包括「非常不符合」、「不符合」、
「符合」、「非常符合」，評分方式依序為 1、2、3、4，反向題則反向計分。
總分愈高，表示學生同儕關係滿意度愈高。此部份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79。
2. 師生互動：為學生對於師生關係的滿意度，包含「老師能提供適切的幫助」、
「老師會主動關心學生」、「我會把內心的想法告訴老師」、「我會主動請教
老師」4 題。為 Likert 四點尺度法，包括「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
合」、「非常符合」，評分方式依序為 1、2、3、4。總分愈高，表示學生師生
互動滿意度愈高。此部份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82。
3. 社團參與：本研究採用 94 年度大三問卷第一部分「課業修習狀況」當中的第
12 題「就讀大學期間，你常參與下列社團活動嗎？」，選取七個題項：「自治
性，如系學會、學生會」、「服務性，如童軍社、慈幼社」、「藝術性，如美
術社、舞蹈社」、「綜合性，如校友會」、「學藝性，如書法社、漫畫社」、
「音樂性，如口琴社、管樂社」、「校外的社團活動，如政治團體、救國團」。
此部份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計有「從不」、「很少」、「有時」、「經常」四
種回答方式，計分依序為 1、2、3、4 分，總分越高代表學生對於社團活動參與
度越佳。此部份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63。
4. 課業投入：包括學習態度的四個題項與到圖書館的頻率，包含「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上課前會預習」、「蹺課」等 5 題，為 Likert 四點尺度法，包括「從
不」、「很少」、「有時」、「經常」，評分方式依序為 1、2、3、4，反向題
則反向計分。總分愈高，表示學生學習態度愈正向。此部份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為 .70。
5. 閱讀經驗：採用 94 年度大三問卷中「你常閱讀下列的書刊嗎？（含電子書報）」
的題目，選取六個題項：「小說」、「散文詩詞」、「學術書籍」、「報紙」、
「雜誌」、「暢銷書」。此部份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計有「從不」、「很少」、
「有時」、「經常」四種回答方式，計分依序為 1、2、3、4 分，總分越高代表
學生的閱讀經驗越多。此部份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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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考廣度：採用 94 年度大三問卷中「你常與同學、朋友或家人談論下列議題
嗎？」的題目，例如「國家、社會、政治等相關議題」、「個人思想、價值觀、
宗教、心靈相關議題」、「藝術相關（如繪畫、音樂、舞蹈、戲劇等）」、「經
濟、投資等相關議題」、「娛樂、生活相關議題（如體育、電影、電動、旅遊…
等）」、「科技、科學新知等相關議題」、「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能源、汙
染相關議題」等 7 題。此部份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計有「從不」、「很少」、
「有時」、「經常」四種回答方式，計分依序為 1、2、3、4 分，總分越高代表
學生的思考廣度越佳。此部份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72。

Ğˬğਕ˧൴णĈ指學生對自己能力強弱的評估，此部分以主成分因素分析、特
徵值大於 1 與直接斜交方式萃取三因素，包括領導溝通、邏輯資訊與外語，
解釋變異量為 68%。回答向度為「很弱」、「弱」、「普通」、「強」、「很
強」，計分方式依序為 1、2、3、4、5。
1. 領導溝通能力：包括自評「藝術」、「領導」、「語文表達」、「人際溝通、
合作」等能力 4 題。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77。
2. 邏輯資訊能力：包括自評「數理邏輯」、「電腦資訊能力」等能力 2 題。內部
一致性 α 係數為 .70。
3. 外語能力：包括自評「英語聽說」、「英語讀寫」等能力 2 題。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88。

αăྤफ̶़ژ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個人因素對於校園經驗的影響效果與解釋力，並以階層多
元迴歸分析個人因素與校園經驗對於能力發展的影響效果與解釋力。

དྷăඕڍᄃኢ
˘ă७གྷរк̮ਫ਼ᕩ̶ژ
表 1 顯示，個人因素對於校園經驗的解釋力較高的為同儕關係、思考廣度，其中
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比家庭背景對於校園經驗的影響效果較大。同儕關係方面，家庭
年收入、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有顯著正向影響；師生互動方面，父親教育、自我概念
與教育期望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入學成績為負向影響；社團參與方面，父親教育程度、
入學成績與自我概念為顯著正向影響；課業投入方面，父親教育程度、入學成績、自
我概念與教育期望有顯著正向影響；閱讀經驗方面，母親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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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績、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思考廣度方面，則為母親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有顯著正向影響。

ܑ 1 ७གྷរк̮ਫ਼ᕩ̶ژඕ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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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4

8793

8794

8785

8795

8774

標準係數

β

β

β

β

β

β

父親教育

.004

.04*

.04**

.04*

.01

.02

母親教育

.0001

-.01

.02

-.02

.06***

.07***

年收入

.03**

-.02

.01

-.02

.03**

.06***

-.08***

.09***

.06***

.07***

.18***

.16***

樣本數

入學成績

-.01

性別

.12***

.10***

-.04**

-.01
.13***

教育期望

.19***

.07***

-.01

.12***

.07***

.14***

自我概念

.24***

.17***

.13***

.12***

.12***

.15***

合計 R2

.13

.05

.04

.07

.06

.08

* P < .05 ** p < .01 ***p < .001

由表 1 可知，如父親教育程度較高，學生師生互動、社團參與及課業投入亦較高，
如母親教育程度較高，則學生閱讀經驗與思考廣度較佳，家庭年收入較高，則學生同
儕關係、閱讀經驗與思考廣度較佳，入學成績較高，社團參與、課業投入、閱讀經驗
較多，但師生互動較少，性別方面，女生同儕關係、師生互動、課業投入、閱讀經驗
與思考廣度較佳，而社團參與較少，此結果部份符合 Astin（1991）的輸入－環境－成
果模式中，家庭與個人背景對於環境因素的影響，以及 Terenzini、Pascarella 與 Biliming
（1996）的大學衝擊模式中，家庭收入、性別與入學成績等對於校園經驗的影響。陳
素燕（2009）的研究亦發現與閱讀行為（閱讀多寡、閱讀興趣）相關之可能因素，包
括性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環境等，劉若蘭（2009）研究則顯示學生性別與自我概
念，對於人際投入、學術投入等校園經驗有顯著影響。至於入學成績較高，學生師生
互動反而較少，推知學生學習基礎較佳時，較少尋求老師的支援，可能傾向獨立解決
問題或尋求同儕支持。
自我概念對於校園經驗均有正向顯著影響，能呼應過去研究結果（Bean & Eaton,
2000; Friedlander, Reid, Shupak, Cribbie, 2007; Stage & Milne, 1996），推知較為自我肯
定的學生，應較會建立滿意的同儕與師生關係，參與社團活動較多，且閱讀經驗較豐
富，與他人談論議題較多。另外，教育期望較高者，同儕與師生關係較滿意，課業投
入、閱讀經驗與思考廣度均較多，亦呼應 Olson、Kuh、Schilling、Connolly 與 Kuh（2005）
的主張，教育期望不僅形塑學生如何安排自己的大學生活，也會影響他們在課室內外
所有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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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個人因素與校園經驗對於學生領導溝通能力的解釋力最高（30%），
且個人因素對於領導溝通、邏輯資訊與外語能力的解釋力均比校園經驗高，自我概念
的影響效果最大。領導溝通能力方面，模式 1 個人因素中，除了父親教育程度與入學
成績外，母親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性別、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解釋力達 23%，模式 2 中，除了父母親教育程度、入學成績、性別與師生互動未達顯
著水準，課業投入有顯著負向影響外，其餘個人因素與校園經驗各項因素均有顯著正
向影響；邏輯資訊能力方面，模式 1 中，除了父母親教育程度與教育期望未達顯著水
準，性別有顯著負向影響外，其餘個人因素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模式 2 中，父親教育
程度、教育期望、同儕關係、師生互動與思考廣度未達顯著水準，母親教育程度、性
別有顯著負向影響，家庭年收入、入學成績、自我概念、課業投入、社團參與及思考
廣度則有顯著正向影響；外語能力方面，模式 1 中，除了教育期望外，其餘個人因素
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模式 2 中，除了父親教育程度與同儕關係未達顯著水準與教育期
望為顯著負向影響外，其餘因素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 2 ᅳጱ఼ăទᏭྤੈᄃγᄬਕ˧ลᆸਫ਼ᕩ̶ژ
ᅳጱ఼
តี

個人因素

ሀё 1

ሀё 2

ទᏭྤੈ
ሀё 1

ሀё 2

γᄬ
ሀё 1

ሀё 2

（N=8794） （N=8769） （N=8793） （N=8768） （N=8794） （N=8769）

父親教育

.01

.002

.02

.02

母親教育

.04**

.02

-.02

-.02**

年收入

.07***

.06***

入學成績

.003

性別

.03**

教育期望

.11***

.07***

.02

.01

自我概念

.43***

.37***

.18***

.16***

.03*

.02

.10***

.09***

.03**

.03***

.09***

.08***

-.01

.13***

.13***

.13***

.12***

-.01

-.32***

-.33***

.09***

.06***

-.01
.19***

-.03**
.16***

校園經驗
同儕關係

.07***

.001

-.01

師生互動

.01

.02

.03***

課業投入

-.02*

.02*

.05***

社團參與

.08***

.04***

.03**

閱讀經驗

.13***
.12***

-.02
.04***

.07***
.08***

思考廣度
合計 R2
2

R 增加量

.24

.30

.17

.18

.11

.13

.24

.06

.17

.01

.11

.02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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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中，個人因素的家庭背景對於各項能力發展影響較小，其中母親教育程
度與年收入對於閱讀經驗及思考廣度影響較大，推知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與家庭經濟較
好的學生，閱讀經驗較豐富以及與他人談論議題較多。入學成績對於領導溝通能力沒
有顯著影響，但對於邏輯資訊與外語能力均有正向影響，顯示邏輯資訊與外語能力受
到入學基礎影響較大，而領導溝通能力則是受到自我概念與校園經驗影響較大。另外，
性別方面，男生在邏輯資訊能力的自我評估遠高於女生，且性別因素對於邏輯資訊能
力的影響最大，而女生在外語能力上高於男生，國內外研究對於性別在學業成就之差
異，尚有待驗證，雖然較多結果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優於男生，而男生在數理、空
間、推理方面優於女生，但仍須考量其他因素的交互影響（劉若蘭，2008），未來研
究應進一步探討社會期許對於男女生能力發展的長期影響效果。
教育期望對於領導溝通能力有正向影響，顯示愈重視大學教育功能者，在領導溝
通能力上發展亦較佳，但是外語能力反而較低，推知教育期望對於能力發展，會透過
其他相關因素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自我概念則對於各項能力均有正向影響，顯示較
為自我肯定的學生自評在各方面能力的發展亦較佳。
校園經驗方面，整體而言，對於領導溝通能力的影響較大，其中閱讀經驗與思考
廣度對於能力發展的影響較大，推知多方面閱讀且經常與他人談論各方面議題者，領
導溝通能力發展較佳。同儕關係以及社團參與對於領導溝通能力亦有正向影響，此結
果可呼應 Astin（1991）以及 Terenzini、Pascarella 與 Biliming（1996）的大學衝擊模式
中，環境因素對於學習成果的影響，亦符合過去研究發現結果（Pascarella & Terenzini,
2005; Ostrow, Paul, Dark, & Berhman, 1986）。因此，有關教育人員如能培養學生良好
閱讀習慣，增加議題討論機會，並協助建立人際支持關係，鼓勵參加社團活動，應可
增進學生領導溝通的能力。至於課業投入對於領導溝通能力發展的標準係數為負值，
主要因其與閱讀經驗及思考廣度相關較高，在多元迴歸中壓抑為負值。
邏輯資訊能力方面，校園經驗影響較小，表 2 顯示學習態度積極、社團參與較多，
以及較常與他人談論各方面議題者，自評邏輯資訊能力較好。推知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對於其認知思考能力亦有增長的助益，此結果可證實 Terenzini、Pascarella 與 Biliming
（1996）的主張，課內外活動均可增進學生認知發展的結果。外語能力方面則顯示，
如學生有滿意的師生關係、學習態度積極、參與社團較多、經常閱讀書籍雜誌以及與
他人討論各方面議題，則自評外語能力較佳。教育人員可規劃相關方案豐富學生校園
經驗並增進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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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ăඕኢᄃޙᛉ
˘ăඕኢ
（一）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比家庭背景對於同儕關係、師生互動、社團參與、課業投
入、閱讀經驗與思考廣度等校園經驗的影響效果較大
（二）個人因素與校園經驗對於學生領導溝通能力的解釋力最高（30%），邏輯資訊
能力次之（18%），外語能力最低（13%）。而個人因素對於領導溝通、邏輯
資訊與外語能力的解釋力比校園經驗高，其中自我概念的影響效果最大。

˟ăޙᛉ
由於本研究發現自我概念與教育期望，對於學生校園經驗有較大影響，且校園經
驗對於能力發展亦多有正向影響，家庭收入與性別因素有顯著影響，故建議：

Ğ˘ğ೩̿ጯϠ۞ҋԧໄه
在提升學生自我概念方面教師可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有發揮潛能的機
會，獲得成就感，以增加自我效能的正向評估；或以班級或系為單位，舉辦各種類型
的課外活動或競賽，讓學生有機會展現不同專長，獲得肯定與增能。學校亦在各種方
案推動中，制定適當的獎勵措施，讓學生感到受重視，增加自信心。

Ğ˟ğૈዳጯϠЪந۞ିֈഇ୕
學校應持續收集學生對於大學教育的期望，評估與學校政策及執行成效之差距，
並調整與改進；另透過宣導與政策的推動，讓學生了解辦學理念與宗旨，培養學生對
於學習應有的期望與態度。

ĞˬğᙯڦጯϠछलགྷᑻᄃّҾमள
相關單位或教育人員應了解經濟弱勢學生在校園經驗與能力發展方面的需求，規
劃協助方案，促進其成功學習。另探討男生在同儕關係、師生互動、課業投入、閱讀
經驗與思考廣度等校園經驗的投入狀況，以及女生在社團參與的狀況，提供相關教育
人員參考，給予適性協助與引導。以及透過教學與活動強化女生邏輯資訊能力與自信。

ĞαğܳซጯϠ७Ըˢགྷរ
1.ТጓᙯܼᄃरϠ̢જ͞ࢬ
教師在教學中規劃團隊合作的機會，增加學生課內與課外的同儕互動。以班級或
系為單位，舉辦各種小型持續性的團體活動，讓學生由興趣相合的團體形成歸屬感。
另可透過教學、參加學生課外活動、舉辦讀書會或邀請學生參與研究計畫等，增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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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動。

2.ኝຽԸˢ͞ࢬ
教師可設計創新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運用班級經營技巧，傳達教師的
期望並建立上課規範，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提供適當作業，讓學生整合應用所
學，並學習主動收集資料；關心學習有困難的學生，給予指導與協助。

3.ۤဥણᄃ͞ࢬ
課外活動相關單位應輔導社團有效經營，吸引學生參與並評估學習成效，並收集
參與社團學習經驗，引導學生了解社團經驗對於能力發展的助益。

4.ዦགྷរᄃޥ҂ᇃࢬ͞ޘ
相關單位可辦理各項增進閱讀活動，鼓勵學生透過不同形式的閱讀增廣見聞，或
推動各種議題之論壇或公民咖啡館，促進學生關懷並討論行動方案。

Ğ̣ğซ˘Վࡁտޙᛉ
本研究已高等教育資料庫大三學生資料為對象分析且所有變項對於自評能力的解
釋力為 13%至 30%，，未來研究可連結大一與大四應屆畢業生的追蹤資料，進一步追
蹤分析大一教育期望等相關因素，對於其大三以後學習之影響，另可再增加課程學習
與學校類型等因素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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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sonal factors, campus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for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survey data from the “higher education
database” built by the NTNU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Center,
specifically data collected in School Year 2003 on freshmen and 2005 on
junior students from general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re were
13465 in tota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 the influential effects of
self-concept and education aspiration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campus
experiences. In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 aspect, the
academic involvement has negative influential effect and the family income,
self-concept, education aspiration, peer relationship, club participation, read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expansion have positive influential effects,
explanatory power is 30%. In logic and computer information competences
aspect, th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and sex have negative influential effect,
the family incomes, entrance grade, self-concept, academic involvement,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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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nd thinking expansion have positive influential effects,
explanatory power is 17%.. In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s aspect, the
education aspiration has negative influential effect and all the others have
positive influential effects except the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and peer
relationship, explanatory power is 13%.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campus experiences, compet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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