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3048 

狀態 G0495575228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餐旅管理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5575228  

研究

生

(中) 

丁文雯 

研究

生

(英) 

TING WEN WEN 

論文

名稱

(中) 

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工作價值觀與實習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以北區高

職餐飲管理科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 Values and Intern Satisfaction of the Rotary 

Cooperative Education Students —An Exampl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in the North Region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黃紹顏 教授 許順旺 教授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論文內容不夠完善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不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檔案

說明 
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100 

出版

年 
102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 工作價值觀 工作滿意度 

關鍵

字

(英) 

Rotating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Work Value Intern Satisfaction 

摘要

(中) 

本研究針對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對工作價值觀與實習工作滿意度進行研

究，以了解不同背景的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在工作價值觀與實習工作滿

意度的差異並探討兩者間的交互關係。依叢集抽樣法發放問卷 400 份，

回收 389 份(回收率 97.2%)，以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皮爾遜積差相關進行資料處理分析，獲致以下結果： I. 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平均得分為 2.35，其中二年級學生工作價值觀優於一、三年

級；父母非常關心我的學業優於偶而關心我的學業及很少關心我的學

業；父親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專科、大學優於國中(含) 及以下專科優於

高中；母親教育程度方面專科優於高中、國中(含)以下；父親職業以技術

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優於非技術工及體力工；母親職業方面以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專業人員、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優於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家管。 II. 實習工作滿意度 實習工作滿意度平均得分為 2.86，其中男生優

於女生，學業成績好的學生實習工作滿意度優於成績差的；父親教育程

度方面以高中、專科優於國中(含)以下及專科優於大學；母親教育程度以

高中、專科優於國中(含)以下；母親職業方面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專業人員、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優於非技術工及體力工、技術工及有關

工作人員以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優於家管。 III. 輪調式建教合作學

生工作價值觀與實習工作滿意度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摘要

(英)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work value and the term satisfaction of the Rotary 

cooperative educatio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ross-relationship among them.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the method of cluster sampling. The total response of questionnaire 

was 400, and the valid sample was 389 (The validity rate was 97.2%). The return 

data wa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statistical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Following were the research finding: I. Work Value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score of work value is 2.35. The score of the students in 2nd year is 

better than those who are in the 1st and 3rd year, the students living with their 

parents better than those with divorced parents, “positive” parenting attitude 

about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better than “careless” and negative parenting 

attitude. As Fa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senior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s better th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or lower), same result for 

mo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Regarding to father’s occupation, technicians 

and the related field is better than non-skilled workers and laborers; as for 

mother’s occupation, technicians and assistant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supervisors, and clerks better than non-skilled workers, laborers and house wife. II.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score of the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is 2.86. Male students are better than female students，students with higher 

academic score are better than those with low academic score；As for fa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senior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s better th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or lower), same result for mo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Regarding to mother’s occupation, technicians and assistant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supervisors, and clerks better than non-skilled workers, laborers; 

skilled workers, technicians and assistant professionals better than house wife. III. 

The work value of the Rotating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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