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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課狀況及個人特質對五專生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 
─從校務研究觀點 

 

凃保民* 
 

摘   要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各校均需提高競爭力與良好的學習環境，以期在激烈的競爭市場脫

穎而出。各校皆期望透過校務研究，找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以提供給學生適當

的輔導，進而提高未來的就業競爭力。本研究從校務研究的觀點，探討影響大學學生學習成

效的因素。有別於以往探討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均著重於教學法或教材創新面向，屬於

微觀型的研究；然而本研究則以一所大學五專部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學籍基本資料與出

缺勤紀錄作為探究學生學習成效的預測因素，是從學校經營者的角度所進行的整體型研究。

本研究從學校相關系統中取得 2229 筆學生資料，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迴

歸分析後，發現女學生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男學生，非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成效也顯著優於原

住民學生；而學生的曠課時數與事假時數對於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此結果可以給學校

相關單位做為輔導學生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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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bsence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Bau-Min Tu* 
 

Abs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fewer children, schools shoul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stand out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Through institutional 

affairs research, all schools intend to recognize the key factors to upgrad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in order to provide proper guidance for students and reinforce future competitiveness of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actor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focused on instructional methods or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conduct micro studies. 

However, this study treated the students of a five-year college of one university as subjects, and 

adopt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ent status and records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as predictive 

factors to probe into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is study, which is a macro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acquired 2,229 pieces of students’ data from the school’s 

related system. After t testing of the independent sample, One-Way 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at femal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male 

students. Non-aboriginal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aboriginal 

students. Students’ hours of skipping school and hours of personal leav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influence learning outcomes. The findings serve as reference for related school units to 

guid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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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各大學均面臨了相當大的衝擊。如何確保大

學的辦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表現、提升大學行政效率並追求校務永續發展，便成了各大學積

極追求的目標。在此背景下，進行以證據為本位（evidence based）的決策模式，善用數據資

訊提供的實證性，揚棄往昔偏重經驗法則及共識決的決策盲點，也成為各大學努力的方向。

其中，又當屬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最為各校所重視。 

目前在各大學校務研究的議題上，主要皆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除呼應社會對大學辦

學品質的監督及就業市場對人力條件的要求外，過往因應頂尖大學╱典範科大計畫、教學卓

越計畫或校務╱系所評鑑等計畫的實施，各校多已建立校務相關資料庫，並擁有不少原始數

據，尤其是學生和教師 e 化系統更是累積多年資料，值得作為資訊處理、專業分析與解釋、

預測模型與策略規劃之依據。 

以目前各大學關注的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議題為例，學校應指出該校學生學習的問

題為何，所擇定的學習成效研究議題亦應清楚明確。例如，課程結構與教學資源影響學生學

習成效之分析；學生在學學習動機、學習模式與學習成效相關性分析；休退學及延畢因素之

分析；經濟弱勢學生學習成效與獎助學金資源投入之關聯性分析；學生參與實習課程對就業

力提升之滿意度和未來工作意向之分析；數位學習與巨量資料分析；學生職涯發展情況及其

與學生個人、教師、學校資源等關聯因素之分析；影響畢業生畢業流向和學用合一差異性分

析之研究；各入學管道與學業成績表現、在學穩定度、社團及服務表現之相關性研究等，以

解決學校所面臨的學生學習成效相關問題。之後再提出擬執行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工具與分

析技術，如意見與行為衡量方式、問卷調查、預測模型、分析法等，以及作為提升學習成效

的具體策略和應用措施。 

在以往探討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上，大多著重於教學法或教材創新面向，是針對學

生差異或個人特質所進行的微觀型研究(Giannakos, 2013; Lee & Wong, 2014)；然而從校務研

究的觀點中，主要是考量如何從現有的學校資料庫中挖掘出有用的資訊，以作為校務經營與

學生輔導的依據，是從學校經營者的角度所進行的整體型研究(Imai, 2017; Laguilles, 2016; 

Yeung & Fallucca, 2018)。本研究搜尋國內外相關學術資料庫，卻鮮少發現從校務資料庫中相

關資料來預測學生學習成效之此類型論文，因此本研究有其原創性及學術價值。 

由於本研究進行校務研究分析，相關資料的取得自有其侷限性，且各校均視其內部資料

為機密資料，因此資料的取得以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為主。在研究者所服務學校中，大學部

與五專部原本分屬兩個學校，後於教育部的鼓勵政策之下核定兩校於 104 學年度進行合併，

而兩校的校務系統資料也逐漸整合為一套資訊系統。然由於五專部的資料較為完整，故本研

究以五專部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選擇以資料庫中資料較為完整的學籍基本資料與出缺勤紀

錄作為探究學生學習成效的預測因素，期望以大數據的分析概念來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

因素。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包括：(1)學生的個人基本變項是否對其學習成效造成差異；(2)

學生的出缺勤狀況是否會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而其研究目的為：(1)探討哪個學生個人的基本

變項會對學習成效造成差異；(2)了解學生出缺勤狀況的何種假別會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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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節以校務研究之概念、學習成效的定義及其影響因素及校務研究與學習成效三部分來

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 

 

一、校務研究之概念 

校務研究又稱為機構研究或院校研究，出現在美國 1940 至 1950 年代的大學校院中，由

於當時大學教育快速發展，州立大學紛紛設立，因而衍生出學校經營與教學績效受到質疑，

需要藉由科學化的研究協助學校進行策劃改善，以解決學校面臨的挑戰（彭森明，2014）。

Alford 與 Aharonian（2011）指出，校務研究乃一組系統性的行動，可以支持機構的規劃、政

策的發展及進行決策，同時也認為美國的校務研究已從過去強調資料的數量及百分比，轉變

為著重評估及評鑑。 

Peterson 將校務研究發展依專業化與制度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50 至 60 年代，

旨在因應美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必須有效制定相關政策管理學生事務。第二階段是 1960 至

70 年代，朝向專業化發展；第三階段是 19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學習成效評估成為校

務研究最重要的研究任務之一（黃曉波，2014）。Volkwein（2015）指出，校務研究歷經 50

年的發展，著重的面向有以下幾個轉變特點：（1）從提出報告到支持決策系統；（2）從現象

描述到問題分析；（3）從投入資源到結果產出；（4）從基本的統計及電子數據表到多變量統

計及迴歸模型；（5）從擁有通才的小辦公室到擁有專才的大型專業化科層；（6）從多樣能力

的準備到一個校務研究的核心課程。 

針對校務研究重要性的調查發現，校務研究包含了課責／績效、資訊系統／數字管理、

留校率／畢業率、學習成效評估、數據分析、入學管理、辦學成效、相關行政管理問題、教

師管理、財務管理、少數族群／多元性、學生事務，並以課責最為重要，其次則是資訊系統

／數字管理。Volkwein（2015）也點出校務研究分析的三個重要面向：（1）校務的報告及政

策分析；（2）規劃、招生及財務管理；（3）品質保證、學習成效評估、方案檢視、效能及認

可（Webber, et al., 2015）。 

再者，根據 Howard 等人（2012）的建議，校務研究的任務內涵可包含四大類：（1）資

料管理與技術支援：含學生資料庫、教師資料庫、財務資料庫、資料倉儲、軟硬體支援等；（2）

數據挖掘與分析；（3）研究與發展（含規劃與專案）：包括學生事務（如學生資助、就讀經驗

調查、學生續讀率）；教師聘任升等與工作量；學生學習成效（如專業評估、成效表現）；空

間分配；課責與績效指標；成果評量；利害關係人調查研究；校園氛圍研究；入學預測；入

學管理；畢業生研究（含畢業率、雇主滿意度）；決策支援研究（含調查工具與技術、策略規

劃）；標竿分析；收入預測；校務效益╱效能監督（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E）及永續發展；

和（4）外部與內部報告：向外部單位（如政府部門、撥款單位、國際排名機構）進行報告；

視覺化統計圖表分析；大學簡介；呈報政府官方數字；認可評鑑報告書；校務研究專題報告

等。 

由此可知，校務研究議題多元，運作規劃的流程包括：(1)資料建置與管理；(2)數據分析

與評估；(3)策略形成與方案執行；與(4)成效稽核與成果公開。除此之外，根據美國校務研究

辦公室的規劃，建議學校能聘請專職且專業的分析人員，透過跨單位╱跨領域分析研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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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參與單位都能依研究議題進行滾動式校務管理運作與決策制定。 

為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建立校務研究體制，以落實學校自我課責、績效報告對外公

開及標竿學習，許多大學已著手規劃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期透過盤點、整合、管理及應用

校內外既有的資料庫╱資訊系統之數據╱文字資料，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建構一個長期

追蹤的學習歷程與成效資料平台，並透過分析統計和策略方案（strategic planning）過程，掌

握學校校務發展脈絡和國內外高教改革趨勢，建立學校行政與教學單位數據╱事證為本、績

效責任為承諾的決策支持模式。同時藉由釐清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因素，建立預測模型，

以作為教學與輔導機制和學校資源投入之調整依據。更重要的是，透過校務研究報告定期公

開與動態策略式專業發展模式，以達學校跨單位職能合作、知識管理、自我評鑑，與標竿學

習的目標（何希慧，2015）。 

由以上說明可知，校務研究所包含的範疇極廣，與校務經營有關之層面均屬之，因此必

須涵納多元的專業人才，這些人才需要經過專業課程的系統化培訓。尤其近來學生學習成效

確保及評鑑議題廣受重視，也成為大學在講求課責機制的校務研究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

環節。此外，校務研究與一般教育議題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配合長期及妥善的校務發展策

略以及透過校內問卷發放或現有校內資料庫的相關資料來進行分析，以解決當前大學所面臨

的問題，帶領大學朝向更佳的發展方向來努力。 

 

二、學習成效的定義及其影響因素 

仔細探究學習之意義，「學習」是個體經由練習或經驗累積而使個體在行為或行為潛勢上

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歷程（張春興，1998）。Gagné（1985）將學習定義為非單純成長因素所

造成個人的傾向或能力的改變，且此改變能保持一段時間。表 1 為相關研究者對於學習成效

的定義。 

 

表 1 學習成效定義 

研究者 學習成效定義 

黃富順(1974) 學業成效是指學生在學校裡，經由一定的課程、教材，透過學習後所

得的知識和技能，通常是以學校考試成績或由學業測驗上所獲得的分

數代表之。 
張春興(1996) 認為學習成效是個體在行動之後，能成功達到所欲追求的目標，或是

在某種領域達到成功的水準或程度，也可以是在學業成效上得到的分

數。 
鄭芬蘭(2000) 當個人或團體經過一段努力之後，達到某個成功的目標或水準即是一

種成效；就學生的學習而言，成績是成效的具體表現。 
簡茂發(2002) 所謂學習成效係指透過學習歷程獲致較為持久性的行為結果。 

 

許銘仁(2009)以某國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資管系畢業生在性

別、學習成效與就業狀況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女性的在校學習成效顯著較男性為佳，

但男性從事較高社會地位之職業類別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且薪資也顯著高於女性。而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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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2008)則從電腦化空間感實驗教學來探討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生在空間感表現之影響，結

果顯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生的教學學習落差並未存在著必然的現象。 

然而，劉俊佑(2014)以國立中央大學 99 學年度入學的 1,228 名新生進行弱勢學生的學習

成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低收入戶之弱勢學生學習成效與一般生沒有明顯上的差距，但身心

障礙與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成效就有落差，需要更多的幫助與關懷，了解他們學習上的困難；

而偏遠地區的學生其在校學習成效也較一般生為差。 

此外，張宣慧(2013)以大一新生心理資源、心理健康以及缺勤、學業成就來進行相關研

究，發現大一新生缺勤對學業成就有直接負向的預測效果。而黃巧玲(2008)在探討影響「學

生評鑑教師教學」外在干擾因素時也發現，學生的缺課次數與學業成績之間呈現反向的關係，

亦即缺課次數愈多則學業成績愈差。 

綜上研究所述，若從校務研究的觀點來看，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甚多，除了學生的

性別、是否為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份、或居住在偏遠地區之外，缺課情形也是影響的變數

之一。 

 

三、校務研究與學習成效 

以往探討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上，大多數的研究均著重於教學法或教材創新面向，

是一種針對學生差異或個人特質所進行的微觀型研究(Giannakos, 2013; Lee & Wong, 2014)；

因此在研究上，大多是透過準實驗法，藉由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教學實驗，也是一種小樣本

的實驗方式。然而從校務研究的觀點中，主要是考量如何從現有的學校資料庫或針對多數學

生發放問卷以從中挖掘出有用的資訊，作為校務經營與學生輔導的依據，是從學校經營者的

角度所進行的整體型研究(Imai, et al., 2017; Laguilles, 2016; Yeung & Fallucca, 2018)。因此從校

務研究的觀點，並不針對個別學習成效的理論進行探討，因其理論之驗證大多用於小量實驗

樣本，無法進行大規模之驗證，也無法跨科系、跨學科進行比較，是一種接近資料科學的大

數據分析。其目的不在驗證理論，而是透過分析的結果，找出對校務治理有用的資訊，以提

供給學校管理者進行決策的依據。 

例如 Imai 等人(2017)針對日本一所大學，透過問卷調查來了解教師的教學態度和能力是

否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所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影響是正面且顯著的。Yeung 與 Fallucca (2018)

則透過校務資訊系統內的各項資訊來綜合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而 Laguilles (2016)則是綜合

了問卷調查與學校校務資訊系統內的資訊（包括學生入學時的基本資料與就學時的成績表現）

來追蹤畢業學生的知識率(knowledge rates)與就業率(career outcomes rates)。而陳建仁(1975)指

出缺課對於國中生的學習有不良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以校務研究之角度而言，如何將校內現有的各種資料庫中的資料進行整合，

並透過現有數據分析找出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仍是一大挑戰。因此，本研究將研究重

點放在學校的各種資訊系統中所能取得的資料以進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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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文獻回顧的結果發現，學生的性別、是否為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份、居住在

偏遠地區及缺課情形是影響學業成就的變數。由於本研究進行校務研究分析，相關資料的取

得有其侷限性，且各校均視其內部資料為機密資料，因此資料的取得以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

為主。本研究資料來源有二個，第一個是教務系統，記錄了學生入學的基本資料、期中及學

期成績，是目前資料最完整的系統，由教務處負責管理及維護。另一個系統是出缺勤管理系

統，記錄了所有學生的出缺勤資料與請假狀況，由學務處負責管理及維護。 

在學生基本資料方面，扣除敏感性的個資資料（如身份證字號、學生姓名、監護人姓名）

及無分析價值資料（如家裡電話號碼、手機號碼），本研究保留學號、就讀科系、就讀年級、

性別、是否為中低收入戶、是否為原住民生及地址做為學生基本變項資料。在學生的出缺勤

與請假資料方面，系統中記錄了學生的曠課、病假、事假、遲到與公假時數，因此這些資料

全數保留為學生的請假分析資料。至於學習成效，則以學生的學期成績做為計算標的。 

本研究之基本變項參酌許銘仁(2009)、張振嘉(2008)及劉俊佑(2014)之研究成果，檢定性

別、是否為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份、居住地區是否會造成學習成效的差異。此外亦參照張

宣慧(2013)與黃巧玲(2008)之研究結論，認為缺課情況會對學習成效有負面顯著影響。然而張

宣慧(2013)與黃巧玲(2008)主要是針對整體的缺課情形進行分析，然在本校的出缺勤與請假資

料方面包含曠課、病假、事假、遲到與公假時數，因此本研究可針對不同假況進行更進一步

的分析，故建立其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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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其研究假設為： 

H1: 五專學生之基本變項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a: 五專學生之性別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b: 五專學生之中低收入戶身份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c: 五專學生之原住民身份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d: 五專學生之地理居住環境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2: 五專學生請假情形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a: 五專學生之曠課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b: 五專學生之病假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c: 五專學生之事假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d: 五專學生之遲到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e: 五專學生之公假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針對性別、是否為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份、居住地區及學習成效的操作型定義

為教務系統中各對應資料庫欄位所註記之資料，其中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中低收入戶與原

住民身份則分為是與否，居住地區以縣市及區進行分類，學習成效則以學期總平均的分數為

依據。而曠課、病假、事假、遲到與公假時數的操作型定義則為出缺勤管理系統中各對應資

料庫欄位所註記之資料，其中曠課、病假、事假與公假均以小時計算，而遲到則以次數計算。 

 

三、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校由於大學部與五專部於 104 學年度合併，大學部的資料只有 1 年，資料不完整無法

進行分析，而五專部資料較為完整，故本研究以五專部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本研究從校

務研究觀點來進行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分析，為求研究結果的完善，因此在研究對象的

選定上不使用抽樣方法，而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五專部所有在學學生為主，但扣除掉休學

或退學學生。所使用的資料包括五專部學生的基本資料、學生之學期成績及班級排名、各種

假別之請假記錄（曠課、遲到、事假、病假、公假）等資料。由於資料保護法的規定，本研

究在取得資料前需填寫申請書向教務處與學務處申請，經單位主管同意後再由校長核定通

過，最後由資圖中心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申請的資料項目匯出資料，共取得五專部學生基本資

料與成績檔 2,229 筆資料與學生出缺勤檔 2,346 筆資料等兩個數據檔案。由於資料內容可能有

誤，故需經由資料清理程序與資料合併程序產生統計分析所需之數據檔，其取樣流程如圖 2

所示。 

在所有五專生資料中，以女學生居多，共 1763 位，佔總樣本的 79.1%；男學生則有 466

位，佔 20.9%。中低收入戶有 45 位，佔總樣本的 2.0%。原住民有 30 位，佔總樣本的 1.3%。

在科別方面，以護理科 793 位最多，佔總樣本的 35.6%。在入學國中方面，以東湖國中 150

位最多，佔 6.7%，其他資料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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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數據取樣流程 

 

表 2 基本資料統計(N = 2229) 

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女 1763 79.1 

 男 466 20.9 

中低收入戶 是 45 2.0 

 否 2184 98.0 

原住民 是 30 1.3 

 否 2199 98.7 

科別 護理科 793 35.6 

 資訊管理科 312 14.0 

 數位影視動畫科 311 14.0 

 企業管理科 258 11.6 

 嬰幼兒保育科 234 10.4 

 應用外語科 188 8.4 

 視光科 133 6.0 

入學國中 1 市立東湖國中 150 6.7 

 市立明湖國中 116 5.2 

 市立內湖國中 58 2.6 

 市立麗山國中 56 2.5 

 市立三民國中 50 2.2 

 市立樟樹國中 45 2.0 

 市立誠正國中 42 1.9 

 市立秀峰高中附設國中 41 1.8 

 市立中正國中 38 1.7 

 市立南港高中附設國中 33 1.5 

註 1：僅取前 10 大入學國中來源。 

 

至於五專生的來源分析，在縣市方面以戶籍地在台北市的最多，共 953 位，佔 42.8%；

其次為設籍於新北市學生，共 875 位，佔 39.3%。在行政區方面，以戶籍地在內湖區的最多，

共 418 位，佔 18.8%；其次為設籍於汐止區學生，共 239 位，佔 10.7%，其他資料如表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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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生來源分析(N = 2229) 

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縣市 1 台北市 953 42.8 

 新北市 875 39.3 

 基隆市 87 3.9 

 桃園市 85 3.8 

 彰化縣 37 1.7 

 台中市 31 1.4 

 新竹縣 26 1.2 

 宜蘭縣 22 1.0 

 南投縣 21 .9 

 雲林縣 19 .9 

行政區 2 內湖區 418 18.8 

 汐止區 239 10.7 

 南港區 110 4.9 

 板橋區 93 4.2 

 松山區 86 3.9 

 三重區 76 3.4 

 中山區 72 3.2 

 新莊區 69 3.1 

 信義區 67 3.0 

 蘆洲區 57 2.6 

註 1：僅取前 10 大縣市計算。 

2：僅取前 10 大行政區計算。 

 

 

四、資料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中，學習成效用學期平均分數來計算，而曠課、事假、病假與公假以時數為計

算單位，遲到則以次數為計算單位。 

研究以 Access 資料庫軟體統整各系統產生資料建立分析資料庫，產生統整資料表供統計

分析使用。再以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料統計與分析，進行資料之類別及欲驗證之內容

進行各項資料統計及分析，包含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基本資料）、獨立樣本 t 檢定（性別、

中低收、原住民）、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地區）及迴歸分析（曠課、遲到、事假、病假、公假），

並進行共線性檢定，以免有共線問題發生。 

 
  



缺課狀況及個人特質對五專生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從校務研究觀點  27 

 

五、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以校務研究的觀點進行分析，其數據來源主要取自校內各個資訊系統的資料，

因此受限於資料庫的資料內容，無法加入更多變項進行統計分析。 

（二）進行校務研究等大數據分析時，無法針對單一學習成效的學理進行個別性的分析，亦

為研究限制之一。 

（三）由於性別、是否為中低收入戶、是否為原住民生與居住地區均為類別變項，與假別之

數據為連續變項有所不同，因此也無法一併加入迴歸式進行分析。且本研究目的在探

討請假情形對學習成效之影響，因此也不適合放入迴歸式一起進行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基本變項對學習成效差異性分析 

為檢驗五專男、女學生之間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先進行變異數是否同質

檢定，其結果均符合變異數同質之結果，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若以學期成績進行

分析，女同學平均成績為 79.57 分(SD = 7.42)，男同學平均成績為 74.64 分(SD = 9.32)，其 t

值為 4.422，顯著性 p = .000 < .05，如表 4 所示。經學期成績比較，女同學的學習成效顯著高

於男同學，因此假設 H1a 成立。 

至於檢驗五專中低收入戶（含低收入戶）身份與一般生之間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先進行變異數是否同質檢定，其結果均符合變異數同質之結果，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進行分析。若以學期成績進行分析，一般生平均成績為 78.54 分(SD = 8.10)，中低收入戶同學

平均成績為 78.49 分(SD = 8.68)，其 t 值為.039，顯著性 p = .969 > .05，如表 4 所示。經學期

成績比較，低收入戶同學的學習成效與一般生的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H1b 不成立。 

對於檢驗五專原住民身份與一般生之間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先進行變異

數是否同質檢定，其結果均符合變異數同質之結果，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若以學

期成績進行分析，一般生平均成績為 78.60 分(SD = 8.10)，原住民同學平均成績為 74.15 分(SD 

= 7.58)，其 t 值為 6.591，顯著性 p = .000 < .05，如表 4 所示。經學期成績比較，原住民同學

的學習成效顯著低於一般生，因此假設 H1c 成立。 

 

表 4 性別、中低收入戶與原住民生身份之學習成效差異比較 

比較項目 分組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差異比較 假設驗證 
性別 男 466 74.64 9.32 4.422*** .000 女 > 男 H1a 成立 

 女 1763 79.57 7.42     

中低收入戶 是 45 78.49 8.68 .039 .969 無 H1b 不成立

 否 2184 78.54 8.10     

原住民生 是 30 74.15 7.58 6.591*** .000 非原住民生 H1c 成立 

 否 2199 78.60 8.10   > 原住民生  

註：***p < .001 

表 5 為學生學習成效最高前 12 名縣市來進行變異數分析。本研究先進行變異數是否同質

檢定，其結果均符合變異數同質之結果，再經變異數分析後，得 F 值為 1.259，其顯著性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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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242 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全國縣市中學生學習成效最高之前 12 名彼此間無顯

著差異。 

表 6 為學生學習成效最高前 10 名大台北（台北市與新北市）行政區之變異數分析。本研

究先進行變異數是否同質檢定，其結果均符合變異數同質之結果，再經變異數分析後，得 F

值為 2.217，其顯著性 p 值為.019 小於.05，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生學習成效最高之大台北行

政區前 10 名彼此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因變異數分析達顯著，故再採用雪菲法(Scheffe method)之事後比較進行進一步分析；然

由於雪菲法是較為嚴格的事後比較法，雪菲法在本研究中並無法顯示出顯著差異，故本研究

改由較為寬鬆的 LSD 進行事後比較，得到板橋區的學生學習成效顯著大於內湖區、蘆洲區、

汐止區、三重區與南港區等地區學生，而松山區學生學習成效也顯著大於內湖區。針對表 5

與表 6 之研究結果，假設 H1d 部分成立。 

 

 

表5 學生學習成效最高前12名縣市之變異數分析(N = 2135) 

縣市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差異比較

連江縣 1 87.28 ─ 1.259 .242 n.s. 

金門縣 1 85.23 ─    

高雄市 6 84.01 2.56 

苗栗縣 16 80.55 5.80 

台中市 31 80.30 5.66 

桃園市 85 79.85 6.62 

基隆市 87 79.77 6.92 

彰化縣 37 79.14 7.02 

新北市 875 78.71 7.89 

宜蘭縣 22 78.55 7.64 

南投縣 21 78.18 6.92 

台北市 953 78.16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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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學生學習成效最高前10名大台北行政區之變異數分析(N = 1272) 
行政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差異比較 
板橋 89 80.98 7.36 2.217* .019 

板橋>內湖 
板橋>蘆洲 
板橋>汐止 
板橋>三重 
板橋>南港 
松山>內湖 

松山 78 79.73 9.14   

信義 72 79.05 7.54 

新莊 70 78.88 8.08 

中山 61 78.66 7.66 

南港 100 78.04 8.72 

三重 74 77.87 7.92 

汐止 310 77.79 8.69 

蘆洲 57 77.77 6.79 

內湖 361 77.06 9.67 

註：*p < .05 

 

 

二、請假情形對學習成效迴歸分析 

以「曠課」、「病假」、「事假」、「遲到」及「公假」為自變數，「學習成效」為依變數，進

行逐步迴歸分析所得到之 R2 為.277，表示可解釋行為意圖 27.7%的變異量；變異量顯著性考

驗的 F 值為 4.216，顯著性考驗的 p 值為.003，小於.01 的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整體的解

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其次進行共線性檢驗，其曠課、病假、事假、遲到及公假等五個自

變項之允差均大於.05，且 VIF 均小於 2，合於共線性檢驗標準，因此曠課、病假、事假、遲

到及公假等五個自變項無共線問題。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得知，其曠課(β = -.304, t = -2.545, p 

= .014 < .05)及事假(β = -.522, t = -4.114, p = .000 < .001)，兩個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均為負

數，且達顯著水準，因此假設 H2a 與 H2c 均成立。但病假(β = -.150, t = -1.292, p = .202 > .05)、

遲到(β = .131, t = 1.067, p = .291 > .05)與公假(β = .231, t = 1.813, p = .075 > .05)均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假設 H2b、H2d 與 H2e 均不成立。其詳細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 

 

 

表7 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數 自變數 標準化係數(β) t F  R2 允差 VIF 假設成立與否

學習成效 曠課 -.304* -2.545 4.216** .277 .923 1.084 H2a成立 

 病假 -.150 -1.292   .975 1.026 H2b不成立 

 事假 -.522*** -4.114   .815 1.227 H2c成立 

 遲到 .131 1.067   .869 1.151 H2d不成立 

 公假 .231 1.813   .808 1.238 H2e不成立 

註：*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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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假設之結果整理如表 8 所示。 

 

 

表8 研究結果彙整 

假設內容 假設成立與否 

H1: 五專學生之基本變項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a: 五專學生之性別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b: 五專學生之中低收入戶身份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c: 五專學生之原住民身份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1d: 五專學生之地理居住環境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H2: 五專學生請假情形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a: 五專學生之曠課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b: 五專學生之病假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c: 五專學生之事假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d: 五專學生之遲到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H2e: 五專學生之公假時數對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部分成立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1)：哪個學生個人的基本變項會對學習成效造成差異。經 t 檢定

與單因子變異數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性別、是否為原住民生與居住地區對於五專學生的學習

成效間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中女學生學習成效較男學生較佳，推測本校女同學以護理科、幼

保科學生居多，她們的入學成績普遍較男同學高，入學後的表現也較佳。而原住民學生學習

成效低於一般生，可能是他們入學時是從原住民管道入學，而非與一般生相同的入學管道，

在起點行為較低的情形下，可能表現也略差於一般生。至於地區別的顯著差異，顯示出就讀

本校內湖、汐止、南港附近地區的學生，其學習成效明顯低於其他大台北行政區的學生，推

測遠道而來本校求學的學生較為認真，而內湖、汐止、南港的學生有些是因為就近入學，但

其學習動機也較不如其他地區學生。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2)：了解學生出缺勤狀況的何種假別會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經逐步

迴歸分析之分析結果得知，事假與曠課會對學習成效造成負向顯著影響。由於學生缺課被記

曠課，有些改請事假來銷假，但基本上都是一種逃避上課的行為，真正有事而請事假者可能

是少數。至於病假或是公假，可能是因為不可抗力所引起，因此未對學習成效造成負向顯著

影響。至於遲到，代表仍有上課而只是晚到，因此也未對學習成效造成負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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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之重要發現包括： 

（一）學生個人的基本變項對學習成效造成的差異情形 

1.五專女學生學習成效較男學生較佳。 

2.低收入戶學生和一般生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 

3.原住民學生學習成效低於一般生。 

4.居住於板橋區學生的學習成效高於居住於內湖、汐止、南港、三重、蘆洲等地的學

生。 

5.居住於松山區學生的學習成效高於居住於內湖區的學生。 

（二）學生出缺勤狀況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情形 

1.曠課與事假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2.但遲到、病假和公假則無。 

 

二、研究遭遇困難 

（一）資料蒐集：因資料來源牽涉到多個單位，且也牽涉到學生的個資問題，因此在蒐集資

料的過程中需填寫個人資料調閱申請書，且需透過資圖中心將資料轉出，較為不便。 

（二）資料正確性：許多學生的地址資料有誤，例如台北縣新莊市（應為新北市新莊區）、新

北市內湖區（應為台北市內湖區）等，都是明顯的錯誤。推測可能是讓學生自行上線

填寫地址，但輸入網頁又缺乏地址檢查機制所導致。 

（三）資料整合：因為資料來源眾多，但必須整合成單一資料表才能進行統計分析，此需仰

賴資料庫分析技術進行資料整合。 

（四）資料轉換：在使用 SPSS 進行資料分析時，資料內容需以數字或英文符號顯示。但系

統轉出之原始資料均以中文字顯示，必須經過數值轉換始能進行後續分析。 

 
三、對未來校務研究的建議 

（一）資料正確性檢核：本研究發現系統中有些地址資料有誤，建議未來建立校務研究資料

庫時，針對資料的正確性能用資訊系統進行自動檢核，盡量減少人工查核，以節省時

間並提高正確性。 

（二）需建置資料內容：由於校務研究範圍廣泛，建議應有統籌校務研究單位針對需建置資

料內容進行全面性檢視，以提供未來的校務研究者更方面取得研究數據之環境。 

（三）資料彙整：目前校務許多資料分散於各資訊系統中，如教務、學務、會計系統等，但

要發揮資料整合的綜效必須能有效整合資料並進行彙整，使能進行跨單位且更全面性

之校務分析。 

（四）地理區域變項融入校務研究中：本研究發現地理區域變項與學生學習成效有關聯，建

議後續研究可繼續將此變項繼續納入研究的考量變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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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學校經營管理上的建議 

（一）原住民學生學習成效低於一般生，代表學校應投注更多的資源在原住民身份的學生身

上（例如課業輔導），導師也需要多關懷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情形，以彌補其學習不足之

處。 

（二）針對事假與曠課會對學習成效造成負向顯著影響，因此導師對於事假與曠課率高的同

學應多加輔導，了解其缺課原因，多與家長溝通，能多來學校上課，學習成效自然會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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