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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生對在職專班課程規劃的滿意

度，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與譯研所在職生學習滿意度之關係，最後根據

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以作為相關單位參考依據。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

研究以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為研究工具。首先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與文

獻，陳述成人教育與回流教育理論與學習滿意度之意義，作為本研究的

理論基礎及研究架構。再依據文獻資料、相關的研究及參考類似量表，

彙整成自編的「在職專班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經預試及正式問卷施

測後，以輔仁大學譯研所在職專班的學生為問卷對象。使用描述性統

計、t 考驗及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蒐集的問卷資料，根據問卷調查



調查和訪談的結果進行資料分析，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學

習者學習滿意度尚可。 二、學習滿意度最高為「學習環境」，最低為

「行政支援」。 三、學習滿意度，受背景變項影響少，僅在年與就學目

的兩個變項有差異。 四、行政支援仍有待改進。 依據研究結論，本研

究提出下列建議： 一、校方應努力尋求經費補助，充實教學設備。 

二、設立成人學生的獨立服務單位，為成人學生提供完整行政服務。 

三、課程安排增加選擇彈性，滿足不同學習者需求。 四、設立老師評鑑

制度，以確保教師教學品質。 五、設立溝通管道，使教學單位與學員了

解互相的立場與需求。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levels of 

the on-the-job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at Graduate Institut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GITIS), an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some worth-noticing information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related authorities. To achieve the above purposes, the 

study adopt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Theories of adult 

education, recurrent edu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were stated 

as the theoretic basis and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he students entering to GITIS from 2002 to 2006.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s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ventory” and “In-

Depth Interview Inventory” and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Follow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with three of the respondents, the assistant of the GITI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GITIS. The researcher interprets the themes emerged. The study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On the whole the on-the-job graduate 

stu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earning. 2.The evaluation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with the lowest level i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while 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with the highest level is Learning Environment. 3.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is not 

affected much by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only the grade variable and the 

variable of their study purposes reve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4.Administrative 

Services need some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mentioned above,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as follows: 1.School administration should try its best 

to raise funds and upgrade teaching equipment. 2.School administration should set 

up a specific service department for the on-the-job graduate students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services they need. 3.School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vide the 

learners with more selective courses to choose from. 4.An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set up to evaluat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to ensur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5.School administration should set up a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for on-the-job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bout translation 

curriculum so that GITIS could find out the real needs of th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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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08.M5.D23 15:13 59.121.32.100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25 

140.136.185.221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35 140.136.185.221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35 140.136.185.221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36 

140.136.185.221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36 140.136.185.221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36 140.136.185.221 M tran2415 Y2008.M5.D23 15:36 

140.136.185.221 I 030386 Y2008.M5.D23 15:37 140.136.208.35 M admin 

Y2008.M6.D2 14:44 59.120.40.123 M 043380 Y2008.M6.D6 1:45 218.175.40.102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09.M10.D8 9:39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2 9:58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3.D8 10:46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1 10:3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16 15:57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29 10:53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4 11:06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10 13:52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1.M8.D15 8:34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