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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高中職體育課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現

況、差異及相關情形。本研究所得之結果，期能提供國內高中職學校健

體領域教師及提升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參考。採用問卷

調查法，以新北市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在 53 所學校中隨機抽取 24 所

學校共 1348 名學生做調查。利用 SPSS 17.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



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及皮

爾森積差相關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經分析與討論結果得到如下結論： 

一、 新北市高中職體育課學生整體學習滿意度感受中高程度，而學習成

效則為中高程度。 二、 新北市高中職體育課學生學習滿意度，依高低順

序為同儕關係養成、教師教學、學校教學行政、安全衛生、場地器材。 

三、 新北市高中職體育課學生在學習成效之感受程度，依序為情意方

面、技能方面、認知方面。 四、 新北市高中職體育課學生學習滿意度及

學習成效會因年級、學校屬性、學校規模等背景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背景則無差異。 五、 新北市高中職體育課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

習成效之間呈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It was the hope of the 

author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port might further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s, and raise the level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mong students thereof.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based on a random sampling of students from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24 schools were selected at random from a 

population of 53 schools, and a total of 1,348 students were sampled from the 

student body of the 24 selected schools. The study adopts SPSS 17.0 for Windows,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ants, and testing the 

hypotheses with analysis tools, such a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cheffe's method,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were summarized below: 1. Perceived level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was medium-high; perceived level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as also medium-high. 2. Perceived level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by area of 

learning,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relationship among peers, school faculty, school 

administration, health and safety, and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3. Perceived level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y area of learning,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skills, and sensitivity. 4. Observed variances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ces in age, school 

type, and school size. On the contrary, no clea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ce in student's gender. 5.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 they pertain to students 

attending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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