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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合作式技藝教育學程學生 

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以花蓮縣為例 

 

李怡靚 

 

花蓮縣國風國中教師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花蓮縣國中學生選讀技藝教育學程的學習滿意度，並分析不同背景

變項之學生，對於技藝教育學程實施之滿意度的看法。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行，抽樣對

象為民國100年花蓮縣參加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九年級畢業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資料經

描述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事後比較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理。 

研究發現:就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整體實施現況而言，學生對參加技藝教育學程學習滿

意度之意見，傾向滿意的看法。 

    關鍵字：技藝教育；技藝教育學程；學習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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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是以民國 100 年花蓮縣參加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九年級畢業學生為研

究對象，探討不同的背景變項之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及其之相互關係。 

研究者有幸於花蓮縣立美崙國中輔導室擔任輔導組長一職，實際參與目前推動的國

中技藝教育學程工作，有鑒於技藝教育對學業成就偏低的學生有極為正向的助益，研究

者希望能藉由這項研究，提供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建議，使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的推行能

更加順利，並瞭解目前技藝教育學程有待改善的方向，為研究者研究的主要動機 。 

學習的最終目的即在獲得學習成果，透過提供學生適性的學習內容，輔導學生習得

基礎的職業知能，進而培養學生未來職業興趣。學生對於自己在學習中的發展、自信心

的培養、興趣的建立，對於自己未來的發展有更多的認識，對於學習的動力有所提升，

適才揚性，成就每個孩子，這也是研究者想瞭解花蓮縣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及

其現況的原因。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達成下列目的： 

一 、瞭解花蓮縣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設之現況。 

二、瞭解花蓮縣技藝教育學程學生之學習滿意度。 

三 、瞭解不同背景變項之花蓮縣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在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四 、根據研究結果，針對花蓮縣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提出建議，供相關教育行政機關參考。 

貳、文獻分析 

一、我國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的發展與現況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除了安排生涯試探及統整課程，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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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使學生能瞭解自我性向與生涯試探能力。 

(一)國中技藝教育發展背景   

我國技藝教育之肇始，就教育的立場或理想，主要是在扭轉已久的升學壓力及朝向

多元學習之目標，發揮「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原則，以適應個人的學習差異，達

到「人盡其才」的目標。因之，在民國四十年代，當時國內產業結構上尚在勞力密集的

生產型態，技職教育招收以國中畢業學生就讀初職為主，以供應基層勞動人力；至五十

年代後，國內產業結構由勞動人力密集轉型以技術密集時，為提升人力素質，在教育方

面的因應，順著社會產業轉型而配合改變（教育部技職司，1999）。 

1968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教以來，國中教育的普遍推廣，然而實施以來，國中教育面

對社會環境的變遷，重視文憑的價值觀念，影響學校偏重以考試升學為導向的智育掛帥，

對一些學習能力較差，缺乏學術性向的學生未予重視，以致國中生因中途輟學不斷提高，

犯罪率也大幅揚升。 

為了導正學校以升學主義導向造成的偏失，有必要教學與輔導並重，加強職業認

知、職業試探，落實生涯輔導，作為不具學術傾向的國中生，提供學習技藝課程的機會，

以適性教育發展學生的潛能，達成國民教育的目標。教育部於 1983年推動「延長以職業

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針對未具學術傾向之未升學、未就業國中畢（結）業學生，在高

職設立「延教班」，招收國中畢業生未再升學打算者，透過技術職業教育學習機會之提供，

以另類技能學習協助其能具一技之長而順利就業（吳清基，1999）。然而教育部雖然極力

的推廣，可是1991年的教育統計指出，當時約有百分之十四的國中畢業生，未能繼續升

學或完全就業，在國家基礎人力的培育上是一大損失。 

為使這些學生能接受第十年技藝教育後再行就業，教育部在 1995 年又修訂職業學

校法第四條、第十四條，將「延教班」更名「實用技能班」，其修業年限分一年段、二年

段、三年段，得分年修習，並正式納入學制。尤其教育部於 1997年十一月十三日於行政

院會中提報「輔導中途輟學生專案報告」，於1998年七月七日訂頒「中途輟學學生通報

及復學輔導方案」，戮力找回中輟生，然而八十七學年度中輟生仍高達8186人，輟學率

為0.27﹪，雖然經由多方管道輔導，而八十九學年度仍有 5162人。所以教育部針對 1999

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重要結論及建議事項之第拾壹項中心議題「建立學生輔導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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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強調朝下列方向努力：國民教育階段一定要貫徹零拒絕理念，計畫 2003年以後各

縣市至少設置一所中途學校，提供適性課程教學，達成每年中小學輟學生可望降至 2000

人以下目標；提供不具學術傾向學生，接受適才適性的教育，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發揮所

長，創造成就；規劃推動寒暑假補救教學，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恢復其學習動

機及興趣；學習過程中為預防中輟學生、留意缺席學生之動向，並落實有教無類、開發

潛能、及尊重學生為獨特個體（教育部技職司，1999）。 

 (二)國中技藝教育的目的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技職教育培養出無數優秀的技職人才，成為經濟奇蹟背

後最大的推手；但是隨著全球化競爭趨勢，人力素質必須不斷提升。生涯發展教育，

是透過一系列有關生涯發展的學習、體驗活動，來幫助同學們從多元角度認識自己，

並學會運用資訊，為將來的生涯發展作準備，替未來作出最好的選擇。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是為適應學生個別差異、學習興趣與需要，國民中學九年級

學生，應在自由參加之原則下，由學校提供技藝課程選習，加強技藝教育，並得採

專案編班方式辦理。而實用技能學程則為銜接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及後期中等教育新

課程實施，是延續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為具有技藝傾向、就業意願和想學習一技之

長的學生所設計的學習環境，形成完整的基礎技術人才養成體系。 

    

二、技藝教育學生學習滿意度理論之探討 

   近年有關技藝教育學生學習滿意度之研究，滿意度的研究層面大約分為: 課程教

材、教師教學、學習環境、設備器材、學習成果、人際關係、學校行政、實習環境、安

全衛生、課程安排、教師技能指導、課程安排及設計、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公私立高職

類科課程安排、設備環境、學習成效與教師效能、學生學習態度、學生學習滿意度課程

內容、生涯發展等項。研究整理如表1: 

 

表1、技藝教育學生學習滿意度之論文題目及研究摘要 

學者(年

代) 

研究題目 滿意度的層面 

許文敏 實用技能班學生學習滿意度 課程教材、教師教學 、學習環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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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之研究 備器材、學習成果、人際關係 

陳昆仁 

(2001) 

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生學習環

境滿意度之調查研究 

學校行政、實習環境 、 安全衛生、
課程安排、教師技能指導、學習成果 

江文鉅

（2003） 

台中市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習滿

意度研究 

行政支援、實習環境 、 安全衛生、

課程安排、教師技能指導、學習成果   

林長賦

（2003） 

教師班級經營、家長教育態

度與國中技藝班學生學習滿

意度關係之研究 

課程安排及設計、教師教學、設備器

材 、學習成果 

謝志雄

（2003） 

高雄市國中學生參與合作式

技藝教育班課程學習滿意度

之研究 

教師的教學、學習的環境、課程教材、

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公私立高職類科 

李佳玄

(2007) 

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教

師、學生學習態度與學生學

習滿意度關係之研究 

教師效能、學生學習態度、學生學習

滿意度 

蔡國安

(2007)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

滿意度之研究—以中投地區

為例 

課程安排及設備環境、教師教學、學

習環境與設備、學習成效 

顏志龍

(2007) 

臺南縣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

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之研究 

課程內容、教師教學 、 學習環境、

人際關係、學習成果、生涯發展 

陳世盟

(2008) 

屏東縣偏遠地區國中技藝教

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及生

涯發展後設認知研究 

學生學習滿意度、生涯發展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按年代順序排列) 

三、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的相關研究 

   有關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的相關研究，約可分成: 國中技藝教育改革實施之研究、影

響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生升學意願因素之研究、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實施現況之研究、國中

技藝教育學程學生課程接受度與生涯發展認知之研究、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教師效

能、學生學習態度與學生學習滿意度關係之研究、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之

研究、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之研究、偏遠地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

生學習滿意度及生涯發展後設認知研究、國中技藝教育學生知覺教學效能、學習互動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0&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0&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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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之關係。 

    綜合上述整理得知: 

一、國中選讀技藝教育學程的學生，普遍對整體課程接受度高。 

二、技藝教育學程的學生，其課程接受度與生涯發展認知呈現正相關。 

三、教師效能可以有效預測學生學習態度與學生學習滿意度。 

四、參加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學生在學習滿意度上，傾向中上程度。 

五、合作式學校學生滿意程度明顯高於自辦式學校學生。 

六、技藝教育實施成效良好，為不可或缺之教育體制。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1，是依據研究目的及動機與國內相關文獻探討加以整理提出，藉以

表明研究變項的內涵與其間的關係。如研究架構所示，包括背景變項與結果變項。其中

學習滿意度之結果變項包括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學、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

習成效、人際關係、生涯發展等八個變項。學生基本資料之背景變項包括: 1.性別、2 .

選修職群、3 .參加原因、4.選讀動機、5.家庭狀況、6.家長教育程度、7.上課地點、8.

進路規畫、9.將來選擇哪一種學校、10.上課時數。              

 

 

 

 

 
學生個人背景 

1 . 性別 

2 . 選修職群  

3 . 參加原因 

4. 選讀動機 

學生學習滿意度 

1.學校行政 

2.課程安排 

3.教師教學 

4.設備環境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W1N5b/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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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及實際參與課程，並請專家(中

華工商實輔處林文斌主任、美崙國中輔導主任陳景萍主任、花蓮高工實習處張崑益組長)

及指導教授審題。問卷內容以「花蓮縣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學習滿意度」為調查問卷

（包含「學習滿意度」、「個人基本資料」、「開放性填答」等三部份）作為研究之測

量工具。而「學習滿意度內容」又包含八個結果變項:1. 學校行政、2.課程安排、3.教

師教學、4.設備環境、5.學習環境、6.學習成效、7.人際關係、8.生涯發展。「個人基

本資料」則包含十個背景變項: 1.性別、2 .選修職群、3 .參加原因、4.選讀動機、5.

家庭狀況、6.家長教育程度、7.上課地點、8.進路規畫、9.將來選擇哪一種學校、10.

上課時數。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花蓮縣的特質、人力的考量，主要研究對象是以民國100年花蓮縣參加國

背景變項 結果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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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藝教育學程之九年級畢業學生為調查之母群體。99學年度參與技藝教育學程的學校

共有25所、開辦48班、847名學生；100學年度參與技藝教育學程的學校共有23所、開辦

44班、773名學生。 

肆、調查研究結果的分析 

一、 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於問卷調查回收後，針對136份有效問卷進行初步之統計分析: 

(一) 研究樣本基本資料分析情形 

表2研究樣本基本資料 

性別 1.男 67 49.3％ 2 

2.女 69 50.7％ 1 

   選修職群 1.電機電子職群 1 0.7％  

2.機械職群 7 5.1％  

3.動力機械職群 23 16.9％ 3 

4.化工職群 2 1.5％  

5.土木與建築職群 2 1.5％  

6.設計職群 14 10.3％  

7.餐旅職群 55 40.4％ 1 

8.商業與管理職群 4 2.9％  

9.家政職群 28 20.6％ 2 

加原因 1.自己決定 101 74.3％ 1 

2.老師建議 17 12.5％ 2 

3.家人建議 5 3.7％  

4.同學、朋友影響 12 8.8％ 3 

5.實用技能學程分發優先順

位 

1 0.7％  

選讀動機 1.符合自己的興趣 53 39％ 2 

2.為了學習一技之長 55 40.4％ 1 

3.只是好奇嘗試 25 18.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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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3 2.2％  

   家庭狀況 1.與雙親共同生活 73 53.7％ 1 

2.與父親共同生活 22 16.2％ 2 

3.與母親共同生活 19 14％ 3 

4.與祖父母共同生活 19 14％ 3 

5.其他 3 2.2％  

家長教育程度 1.未受教育、國小畢業 9 6.6  

2.國、初中畢業 44 32.4％ 2 

3.高中、職畢業 67 49.3％ 1 

4.大學、專科畢業 14 10.3％ 3 

5.研究所或以上 2 1.5％  

    上課地點 1.自己的學校 6 4.4％ 3 

2.公立高中職 65 47.8％ 1 

3.私立高中職 62 45.6％ 2 

4. 其他 3 2.2％  

進路規畫 1.升學 120 88.2％ 1 

2.就業 3 2.2％ 3 

3.還不知道 13 9.6％ 2 

將來選擇哪一

種學校 

1.實用技能班 8 5.9％   

2.國立高職 45 33.1％ 1 

3.私立高職 20 14.7％  

4.建教合作班 17 12.5％ 3 

5.進修學校（夜校） 5 3.7％  

6.綜合高中 41 30.1％ 2 

上課時數 3小時 65 47.8％ 1 

4小時 15 11％  

5小時 22 16.2％ 3 

6小時 34 25％ 2 

(二)花蓮縣100年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實施現況分析 

    本研究問卷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量尺，即答非常滿意者給5分；答滿

意者給4分；答無意見者給3分；答不滿意者給2分；答非常不滿意者給 1分；故以單

題平均數3分為中間數， 作為比較之標準，因素變項的平均數愈高者，表示技藝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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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生對該因素 變項持正面之看法。茲將抽樣受試學生在研究問卷各因素變項之平均數

及標準差列於表 3。由表 3得知: 選讀花蓮縣 100年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在平均數

上皆達3.5分以上，顯示對民國 100年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均感滿意，尤其在「學習成效」

上得分最高(平均4.06)，顯示最滿意；其次是「教師教學」方面感到滿意(平均 4.03)，

接著是「生涯發展」、「人際關係」(平均4.01)。總體滿意度達3.97，顯示選讀花蓮縣

100年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對技藝教育學程感到滿意。 

表3 抽樣受試學生在「研究問卷」各因素變項之平均數及標準差 

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題數 個數  排序 

學校行政 3.92   .82 5 136  6 

課程安排 3.97   .74 5 136  5 

教師教學 4.03   .82 5 136  2 

設備環境 3.88   .86 5 136  8 

學習環境 3.88   .84 5 136  7 

學習成效 

人際關係 

生涯發展 

總體滿意度 

4.06 

4.01 

4.01 

3.97 

 

  .73 

  .71 

  .74 

  .70 

5 

5 

5 

40 

136 

136 

136 

136 

 1 

4 

3 

- 

 

二、不同背景變項學生對技藝教育學程實施現況看法之差異分析 

 

    本節主要依據不同的學生背景變項：1.性別、2 .選修職群、3 .參加原因、 

4.選讀動機、5.家庭狀況、6.家長教育程度、7.上課地點、8.進路規畫、9.將來選擇哪

一種學校、10.上課時數等變項，對學生填答之問卷各變項進行t考驗或單 因子變異數

分析( one-way ANOVA )， 而變異數分析之F值若達顯著水準（p<.05），則以Schef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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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行事後比較，以了解不同背景變項之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對技藝教育學程的實施現

況與各影響因素變項意見之差異情形。茲說明如下: 

(一)不同性別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學、設備環境、學習環  

   境、學習成效、人際關係、生涯發展等八結果變項，經 t考驗後均無 

   顯著差異，而平均分皆達 3.9分以上，顯示對民國 100年國中技藝教 

   育學程感到滿意；而男、女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均感到最滿意。 

  (二)不同選修職群學生:機械職群學生對「學習成效」及「生涯發展」最滿    

    意；動力機械職群學生對「生涯發展」最滿意；化工職群學生對「人  

    際關係」最滿意；土木與建築職群學生對「學校行政」最滿意；設計 

    職群學生對「人際關係」最滿意；餐旅職群學生對「教師教學」最滿 

    意；商業與管理職群與家政職群學生對「學習成效」最滿意。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教師教學」、「人際關係」層面，設計職群得分 

    皆高於機械職群、動力機械職群、化工職群、土木與建築職群、餐旅 

    職群、商業與管理職群、家政職群；在層面「學校行政」、「課程安 

    排」、「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生涯發 

    展」、「總體滿意度」上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三)不同參加原因學生:自己決定的學生對「學習成效」最滿意；老師建 

    議的學生對「設備環境」最滿意；家人建議的學生對「教師教學」最 

    滿意；同學、朋友影響的學生對「生涯發展」最滿意。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學校行政」、「教師教學」、「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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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關係」、「總體滿意度」層面，家人建議得分高於自己決定、 

       老師建議及同學、朋友影響；在「課程安排」、「設備環境」、「學 

       習環境」層面，老師建議得分高於自己決定、家人建議及同學、朋友 

       影響；在「生涯發展」層面上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四)不同選讀動機方面，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課程安排」、「教師教 

       學」、「學習成效」、「人際關係」、「生涯發展」層面，為了學習 

       一技之長得分高於符合自己的興趣、只是好奇嘗試及其他原因；在 

      「設備環境」層面，符合自己的興趣得分高於為了學習一技之長、只是 

       好奇嘗試及其他原因；在「學習環境」、「學習成效」「總體滿意 

       度」層面上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五)不同家庭生活狀況的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 

    學」、「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關  

    係」、「生涯發展」等八個變項上的看法均無顯著性差異。與雙親共 

    同生活及與父親共同生活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與 

    母親共同生活及其他因素的學生在「課程安排」方面感到最滿意；與 

    祖父母共同生活的學生在「教師教學」方面感到最滿意；總體而言:不 

    同家庭生活狀況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 

(六)不同家長教育程度的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 

    學」、「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關係」 

   「生涯發展」等八個變項上的看法均無顯著性差異。而家長的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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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未受教育或國小畢業及國、初中畢業之學生在「教師教學」方面感到 

    最滿意；家長的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畢業之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感 

    到最滿意；家長的教育程度為大學、專科畢業之學生在「生涯發展」方 

    面感到最滿意；家長的教育程度為研究所或以上之學生在「課程安 

    排」、「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 

   (七)不同上課地點的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 

       學」、「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關 

       係」、「生涯發展」等八個變項上的看法均無顯著性差異。選讀技藝 

       學程的上課地點是在自己學校的學生在「教師教學」方面感到最滿 

       意；選讀技藝學程的上課地點是在公立高中職及私立高中職的學生在 

       「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選讀技藝學程的上課地點是在其他的學 

       生在「學校行政」方面感到最滿意。 

   (八)不同進路規畫的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學」、 

       「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關 

        係」、「生涯發展」等八個變項上的看法均無顯著性差異。進路規畫 

        為升學及還不知道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進路規畫 

        為就業的學生在「學習成效」、「生涯發展」方面感到最滿意。 

   (九)將來選擇哪一種學校就讀的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 

      「教師教學」、「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 

       關係」、「生涯發展」等八個變項上的看法均無顯著性差異。將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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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讀實用技能班的學生在「生涯發展」方面感到最滿意；將來選擇就讀    

       國立高職及進修學校（夜校）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    

       將來選擇就讀私立高職的學生在「生涯發展」方面感到最滿意；將來選 

       擇就讀建教合作班的學生在「教師教學」方面感到最滿意；將來選擇就 

       讀綜合高中的學生在「教師教學」、「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 

  (十)、不同上課時數的學生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學」、 

   「設備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關係」、「生涯發 

    展」等八個變項上的看法均無顯著性差異。技藝學程每週上課時數為3 

    小時及5小時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感到最滿意；技藝學程每週上 

    課時數為4小時的學生在「教師教學」方面感到最滿意；技藝學程每週 

    上課時數為 6小時的學生在「生涯發展」方面感到最滿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分析結果，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歸納出主要結論如下: 

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實施學生學習呈現中高程度滿意，其中以學習成效的滿意度最

高 

    就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整體實施現況而言，學生對參加技藝教育學程學習 滿意度之意

見，傾向「滿意」的看法(五點量表中: 學校行政的滿意度為 3.92；課程安排的滿意度

為 3.97；教師教學的滿意度為 4.03；設備環境的滿意度為 3.88；學習環境的滿意度為

3.88；學習成效的滿意度為4.06；人際關係的滿意度為4.01；生涯發展的滿意度為 4.01，



 15 

總體滿意度為3.97)。 

二、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技藝教育學程滿意無顯著差異 

    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學生參加技藝教育學程，在學校行政、課程安排、教師教學、

設備 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成效、人際關係、生涯發展的變項上，無顯著差異。顯示參

與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均感受到滿意。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分析結果與發現，並綜合文獻探討，針對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滿意

度的情形，基本上學生對於國中技藝教育的學習，是持肯定和滿意的；但在課程安排、

教師教學、教學環境設備、學習成效方面，所呈現出的問題，研究者提出以下之建議，

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行政單位、高中職及國民中學教師參考。 

 一、課程安排方面 

     1.教育主管機關，在規劃相關課程時，希望針對學生有興趣(例如:餐飲職   

       群、家政職群、動力機械職群)的職群開設，不要為了考量開設職群的平  

       衡，而開設一些學生不感興趣的職群，造成部份學生為了參加國中技藝 

       學習，又沒有辦法進入自己感興趣的職群，而被迫選擇第二志願。 

     2.技藝教育學程上課時間要更有彈性多元，針對在學習過程中，進度落 

   後的學生，能夠施以補救教學，讓所有參與學習的學生，在技藝學習上均 

   能達到一般的標準。 

     3.課程內容設計，應著重於實際操作的課程，因為參與國中技藝教育的學 

   生，大部份都是具有技藝操作傾向的學生，過多的理論課程，會讓他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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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無聊，而喪失學習的興趣。 

     4.能安排產業界參觀活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讓學生能夠加深對所學職

群的了解。 

   5.引進產業界人士協同教學及課程規劃，讓課程內容更加務實。 

   6.對部份職群的學習，三小時太短，比如烘焙的課程，因此能延長為四小時的課程，

讓學生學習更加完整。    

二、教師教學方面 

     1. 任課教師對試探學生成績之評定，未有客觀標準可供依循，建議教育主 

    管機關或承辦學校能夠在課程開始前，訂定出一套評定的標準，讓任課 

    老師的成績評量較為客觀，不會因為任課老師的不同造成成績評定的差 

    距過大。 

     2. 任課老師上課時宜多運用多媒體教學，讓學生的學習更加容易，且所學 

    內容更加多元有趣。 

     3. 希望承辦學校能提供充足的材料供學生上課使用，讓學生在實作過程中 

    充份發揮，也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在編列材料費時，能考量職群的差異 

    性，對部份職群的材料費要高一點（例如餐旅職群）。 

     4.希望任課教師適性教學，可以進行分組教學，針對學習慢的同學可以個 

    別指導加強，而對於表現較佳的學生，則可以給予額外的學習指導，讓 

    學生可因材施教，發展自我特色。 

     5.建議任課教師以身作則，上課時手機關機，這也是對課程的尊重，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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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受教權的維護。 

     6.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能夠讓國中技藝教育的學生，針對承辦學校行政支 

    援及教師教學進行問卷滿意度調查，做為委辦學校之參考，並淘汏（汰）不適 

    合國中技藝教育的老師。 

三、教學環境與設備方面 

     1.建議承辦學校能夠充實多媒體教學設備，教育主管機關能夠邀請專家 

   學者製作多媒體教材，提供任課老師使用，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2.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增加合作式學校的教學設備補助，讓學校能將設備汰 

   舊換新，提供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一個更好的學習環境。 

     3.建議承辦學校所提供的教學環境不要太嘈雜，以免干擾學生上課，進 

   而影響到教學品質。 

     4.建議承辦合作教育學校能注意上課環境保持清潔，並注意燈光照明 

   及相關緊急消防設備及急救設施，以維護學生上課的安全。 

四、學習成效方面 

1.選讀技藝教育學程的學生來自不同班級的組合，希望導師多點鼓勵，並 

 建議落實實施雙導師制，即國中學校安排一位導師，而承辦學校也安排 

 一位導師，共同協助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2.希望授課教師的班級經營能力提升，注意班級學生上課的秩序及學習的 

 精神，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 

3.建議承辦學校能製作學生學習檔案，記錄學生學習的過程，除了可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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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學生的學習外，更可以做為學生學習成果的記錄。 

五、整體而言 

1.技藝教育為不可或缺之教育政策。 

2.希望教育當局落實技藝教育之推廣。 

3.希望學生從做中學，提高學習興趣。 

4.建議整合教育資源，人數過少不宜開班。 

5.結合產學師資，讓教學更貼近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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