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蹺課因素之多層次分析：以華得大學為例

A Multilevel Study of Students’ Truancy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Evidence from Hua-Der University

（收件日期 �0�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0� 年 � 月 �� 日）

摘    要

近年來大學很容易入學，然而學生入學之後的蹺課相當普遍。大學生蹺課是一個重

要的研究及實務議題。究竟是什麼原因會讓大學生蹺課呢？本研究以華得大學的學生為研

究對象，其中將資料區分為學系與學生層因素，運用問卷調查法蒐集 �� 系共 ��0 名學生。

接著透過階層線性模式分析大學生蹺課的因素，獲得以下結論：（一）各學系之間的差異

在解釋大學生的蹺課次數不可忽略。（二）學生層的性別（男生比女生會蹺課）、家庭收入

愈多愈會蹺課；愈喜歡課程、愈會時間管理與愈自我要求，學生蹺課次數愈少。（三）學

系層的學習風氣對蹺課次數有縮減效果，學生自律學習則否。（四）學習風氣對於時間管

理對蹺課次數有調節效果。

關鍵詞：蹺課、學習風氣、學習態度、多層次模型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0�� 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

�

張芳全＊

Fang-Chung Chang



Abstract

It has been easy for students enter the un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Perhaps because of this 

reason, truancy has been a common phenomenon. University students’ truancy is a crucial 

research topic. Thus, our research focus is: what factors impact the truancy? Our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both the department level and the student level factors on the students’ 

truancy, using a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the data from ��0 students in �� departments at Hua-Der 

University.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are 

described below. Fir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partments, important in predicting students’ 

truancy, are not negligible factors. Second, among the learner-level factors, gender, income, 

how much the students like curriculum, time management and self-regula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ruancy. Third, in terms of the department-level factors,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e department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ruancy. Fourth, the atmosphere for learning within a 

department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ruancy. 

Key words:  Atmosphere for Learning in the Department, Attitudes Toward Learning, Multilevel 

Model, Tru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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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大學生蹺課 (truancy) 是一個很有趣重要的議題。尤其近年來臺灣的大學擴充相當快

速，幾乎人人都可以進入大學就讀。大學生應該認真於課業學習，然而為何會有蹺課行

為呢？如果大學生偶爾蹺課，不影響學習表現，還可以接受，然而如果大學生經常或長

期的蹺課，就會影響學習表現 (Bosworth, ����)，也很容易輟學 (Goldberg, ����)，嚴重者

甚至可能衍生社會問題。就高等教育機構來說，大學生蹺課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校務研究

議題。本研究探討一所大學學生蹺課之相關影響因素。現有許多研究發現，美國大學生

蹺課情形相當嚴重，縱使在所謂的菁英大學也有 ��% (Marburger, �00�) 到 ��% (Friedman, 

Rodriguez, & McComb, �00�)，甚至到 �0%(Romer, ����)，以及高達 ��% 至 �0% 的學生

蹺課 (Moore, Armstrong, & Pearson, �00�)。Balfanz 與 Byrnes (�0��) 的研究結果指出，美

國學生的蹺課比率大約在 ��% 至 ��%。Hendron 與 Kearney (�0��) 的研究結果指出，學

生蹺課受到學校氣氛（包括師生關係、學生人際關係品質、學生自主性、安全、明確的

校規等）的影響，學校氣氛愈不好，學生蹺課的比率愈高。

大學由不同的系所組成，每個系所及班級都有他們的特有文化，因為各系課程

不一樣，對學生要求也不同，學生的來源也有差異，所形成的文化就會不一樣。學生

入學受到學系或班級脈絡性因素的影響，因而不同系會有不同的文化 (Credé, Roch, & 

Kieszczynka, �0�0)。因各系文化差異，所以學生的蹺課及原因就會有不同。大學的學術

單位以系所所組成，若再搭配學生，就形成系所環境、教授與學生個人的學習環境，形

成學系、班級與學生的結構，所以適合運用階層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來分析上述結構所形成的相關議題。本研究以某國立大學（以下簡稱華得大學）學

生為調查對象，運用自編問卷為研究工具，蒐集 �� 個學系及其學生資料，透過 HLM 來

瞭解影響大學生的蹺課因素，是現有校務研究所缺乏。學生巢套在學系之內，形成學系

特有文化，透過 HLM 來分析此問題相當適切。大學各學系會因為師生的組成與學習風

氣，使得學生的蹺課原因有所不同。本研究將資料結構區分為學系與學生層，不僅想要

瞭解各學系內部學生因素及學系之間的差異，也想了解學生因素與學系因素之間的調節

關係。

究竟預測大學生蹺課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呢？張芳全 (�0��) 以單一層面分析一所大學

生蹺課因素結果指出，有高達七成以上的學生都有蹺課經驗，而預測學生的蹺課因素包

括性別（男生比女生會蹺課）、年級（大二明顯高於大一）、外務太多、叛逆茫然、感受

到學校課程沒有價值，以及學校課程安排時間不當等，而交通距離和住學校宿舍與否無

法明顯預測蹺課次數。然而張芳全的研究僅以一個單層面因素，並沒有將各學系的因素

及跨系之差異納入考量。大學生在學校最直接的是學系環境與老師的教學及同學互動，

所以學系的學習風氣與學生的蹺課情形應該是密切相關。

校務研究的重要目的在提供學校發展狀況，做為未來學校決策及改善參考。若要瞭

解大學生蹺課情形僅以單層面因素，沒有以多層面狀況來掌握相當可惜。也就是，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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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脈絡環境及學生因素都會影響學生蹺課。若無法將不同層次因素納入分析，難以正確

理解學生蹺課因素。尤其在不同層次之下，學校中的學生及各系會形成巢套情形，若沒有

考量巢套因素，直接將各系級因素納入估計，很容易產生估計偏差，研究結果的應用會受

到限制。本研究認為，學系因素與學生因素可能是預測學生蹺課量，簡言之，學生蹺課受

到哪些因素影響是本研究要探究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預測華得大學生蹺課的個人層次因素。

（二） 瞭解預測華得大學生蹺課的學系層因素。

（三） 瞭解華得大學生的個人與學系層因素對蹺課情形的調節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影響大學生蹺課的因素與研究

大學生會蹺課的原因很多，蹺課理由也相當複雜 (Dekalb, ����)。蹺課原因可以歸納

為：�. 個人因素，例如性別、經常打工把學習時間消磨掉了、約會、女生生理期身體不舒

服、睡過頭、生病、個性孤僻等不想到學校上課；�. 同學因素，也就是與同學有關的因

素，例如大學生一起逛街與撰寫報告，受同學影響不想去上課；�. 學校因素，例如不喜歡

學校環境、不喜歡老師教學內容及方式、不喜歡課程內容、對課程沒有興趣、教室環境

不佳等；�. 外在因素，例如距離學校很遠、交通不便、天氣不好、上課途中發生意外等；

�. 家庭因素，例如家長管教方式（子女在高中就學時管教過嚴，上大學之後，學生心態放

鬆）、家庭社經地位、經濟收入狀況等。黃雅容 (�00�) 以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的資料分析

指出，大學生打工時間和圖書館使用時間呈倒 U 形的非線性關係，而打工時間和蹺課則

是正相關的線性關係，換句話說，學生打工時間愈多，愈有可能會蹺課。相關因素說明如

下：

不同的性別蹺課的情形也不同。社會刻版印象是男生比較好動與較不願意接受規勸，

比較不受約束，所以比較會蹺課；而女生比較文靜與聽話，屬於乖乖牌，所以比較不會蹺

課。張芳全 (�0��) 的研究結果指出，大學女生的蹺課次數明顯低於男生。蹺課與學生的

家庭社經地位也有關係，按理來說，會隨著子女接受教育等級愈高，蹺課情形會增加。就

如就讀高中以下的子女，家庭社經地位高 ( 雙親的教育程度高、職業聲望愈好及經濟收入

多 )，對子女學習及課業要求愈多，因而子女較不會蹺課。主因是他們期待子女進入較好

的學校，因而管教子女較為嚴格，加上國中為義務教育，高中以升學為主，所以子女較

少蹺課。然而高社經地位的子女一進入大學之後，一方面是年齡增長，若就讀大學之後不

住家中，不受到家長約束，可以蹺課的機會增加，另一方面這些家長認為，子女已進入大

學，對子女學習比較不會管教太多，所以這些子女較容易有蹺課情形。相對的，來自低社

會階層的子女，為了從接受教育，而有社會階層流動，不管中小學，甚至進入大學之後，

較不會蹺課，而傾向較會到課堂專心學習。不過也有一種觀點是，來自低社會階層就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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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子女，為了協助家庭經濟狀況，不讓家長因為他們就讀大學，而有經濟上更大的負

擔，因而會運用時間打工賺錢；許多學生就因為打工，沒有到學校上課，產生蹺課狀況。

個人特質因素，例如學生學習動機、智能及個性正直會增加學生想要上課的意願

(Arulampalam, Naylor, & Smith, �0��；Devadoss & Foltz, ����)，然而 Barlow 與 Fleischer 

(�0��) 認為，學生不喜歡來課堂上課，究竟是誰的責任呢？他們強調教學缺乏吸引力，也

是學生不想上課而蹺課的原因。此外，學生學習態度可以預測他們的蹺課與否，學生對學

校有較正面的學習態度，例如喜歡學校、喜歡老師及同學，甚至喜歡學校的課程、較會時

間管理、較會自我要求，較不會蹺課。如果學生在學校的學習，可以感受到快樂、有人

關心、感受到幸福，以及學習上比較有自信、與老師互動良好，也可能較不會蹺課。林

俊瑩、許順宗、林淑華、蘩郁臻 (�00�) 以 ��� 位臺北市高中職學生調查分析指出：約有

��% 學生，在過去一年內有蹺課情形，顯見高中職學生的蹺課行為頗為嚴重；父母管教、

自我控制與社會網絡對學生蹺課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也就是說，家長管教嚴、學生自我

控制強與社會網路好，較不會蹺課。他們的研究高中職學生蹺課的影響因素或許可以參

考，但無法完全類推。由於大學強調學校文化及其特色，因此，學校的學習風氣就與學生

學習意願有關，也就是說，大學學系的學習風氣與學生蹺課也有關聯。大學各學系有其特

殊文化，不同學系有不同課程內容、學生社團及特色等都與蹺課有關。由於各學系文化是

師生所塑造的，各系的環境脈絡不一，會有不同特色，所以各系學生的蹺課情形也不一。

例如，理工學院或醫學院系的課程內容更專業，它們的學生比起人文社會科學學系學生不

會蹺課。

López-Bonilla 與 López-Bonilla (�0��) 研究西班牙大學生的蹺課情形，自編問卷運用

因素分析獲得七個主要決定蹺課的因素，包括效率性、教師教學風格、學術興趣、教學內

容及形式、同學影響力及恐懼性、無法預估的事發生及便利性，其中以教學風格的解釋蹺

課最高；他們更發現，大學生的健康問題、課程無趣、家庭及工作責任是蹺課的重要原

因。Kearney(�00�) 認為，大學生蹺課的原因包括喝酒及吸煙、醫藥問題（如吸毒）、心理

問題、對學校反感、環境問題、不想回家者、貧窮、年輕懷孕、學校氣氛、離婚家庭以及

在學校沒有很好的同儕關係。

綜合上述，大學生蹺課的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個人及個人特質因素、學校因素（包括

教師教學、課程、學系環境）等。尤其各系之間差異也可能預測大學生蹺課的因素之一。

其中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經濟收入、家庭社經地位、家長管教方式等。個人及個人特質因

素，前者包括性別、幸福感受、與同學互動、與老師互動等，後者包括學習動機、學習自

信、智商、人格特質、時間管理、自律行為、自我要求等。學校因素包括課程安排、課程

吸引力、教師教學方式、教學活潑性、學習資源、學校環境、學系風氣、學校文化、有沒

有提供宿舍等。

二、大學生蹺課的相關理論

解釋大學生蹺課有很多學理。學習動機理論 (learning motivation theory)、社會階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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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與人類生態系統理論 (human ecology system theory) 可以詮釋

大學生蹺課情形。李咏吟 (����) 指出，學習動機是一種對學習目標的迎拒力，其隱藏於

個體內部，驅使或引導個體去做某種行為，學習動機可能由本能所驅動，亦可能由理智

思考所策動，或以上兩者混合。學習動機理論有多種派別，Bandura (����) 的社會學習理

論，認為從個體在完成任務的能力信念，此信念影響個體對於任務的選擇，以及持續努力

的動機程度。Pintrich 與 Schunk (����) 統整各種學習動機理論認為，學習者學習歷程包含

三項主要動機成分：價值、期望和情感。學習者認為學習任務具有價值，就會投入更多時

間，並對目標更多的期待，因而對學習任務、學習結果或自身學習能力的情感反應更高

（程炳林、林清山，�00�）。簡言之，學習動機是學生的學習動力，如果學生學習動機強

烈，就愈想要完成學習任務，在課程會愈喜歡投入，比較不會想要蹺課。學生學習動機是

預測大學生蹺課的重要因素。動機是個體刺激、直接及維持個體行為的動力。擁有高度學

習動機的學生，會想要更多學習，比較不會蹺課。

就社會階層理論來說，張華葆 (����) 認為，個人所在的社會階級影響了所擁有的資

源多寡。許多研究關注各社會階層的家庭資源或文化資本差異及其對學業成就影響（呂仁

禮，�0��；李敦仁、余民寧，�00�；張芳全，�0��；黃毅志、巫有鎰，�0��；劉若蘭、林

大森，�0��），社會階層較高的家庭擁有的資源及休閒機會與時間較多，子女的學習表現

及教育取得較好。本研究認為，不同教育階段解釋會有差異，家庭社會地位愈高，在中小

學階段時獲得較多學習資源及家長管教嚴，較不會蹺課；但是子女在就讀大學之後，不想

要家長過多管教，許多學生更離開家庭外地就讀大學，家長管教不到，大學生又自認較為

獨立之下，對自己的蹺課與否，較能自我決定與負責。因此他們若對學校課程、環境、或

同儕相處不易融入，就不想到課堂上課，所以較容易蹺課。

大學生處在一個大學校園環境中，他們蹺課與否或蹺課程度受到校園內外在環境的影

響。校園內外在環境就是一個生態系統。Bronfenbrenner (����) 的人類生態系統理論指出，

個體與環境相互影響，單一事件或問題有多項原因導致，透過不同的生態層次分析個體生

活才能了解個體會有相關的行為產生。在大系統的環境（如整個社會環境）之下，又有次

級系統（如學校環境、社區環境），次系統下又有微系統（如各系文化、班級環境、家庭

或宿舍）。這些系統有很多因素干擾大學生的學習心態，不想到學校上課因而蹺課。近年

來臺灣的經濟發展不佳，國民所得沒有提升，各項工作謀職不易，大學生畢業後容易失

業，這是對大系統的不滿意，所以讓在學學生對大學課程學習感到失望與沒有信心，因而

蹺課。

三、學系脈絡環境與學生蹺課的關係

大學的系所是學生學習及師生互動重要場域。老師在課堂教學，學生上下課都在學

系的環境中，學生在系的環境活動與學習時間比較長。不同家庭有不同的價值觀，也有

不同的家庭社經地位，因而學生帶入學校或系上的學習風格與價值觀就不一樣 (Harker & 

Tymms, �00�)。加上教師的不同教育哲學觀、價值觀及教學風格，在師生互動及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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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會形成系所的脈絡環境與學習風氣。在學習風氣好及強調專業知識學習的系所，學

生會認真上課，較不會蹺課，反之，系所的讀書風氣不好，學生畢業後不知何去何從，學

生蹺課會比較嚴重。因此，大學的系所及學生組成也是影響蹺課的因素。學生入班就讀受

到脈絡性因素的影響 (Credé, et al., �0�0) ，例如班級與學系的風氣，或感受到課程的困難、

教學者因素，或是學生僅想在網路上找資料不想到課堂中上課。

Kreft, de Leeuw 與 Aiken (����) 指出，環境及系統的脈絡因素會影響團體中個體的行

為表現，這種情形稱為脈絡效果。也就是說，環境中的系統因素或在長時間的環境中累

積所形成的觀念、風氣或價值等，會影響團體成員行為的表現。Hutchison (�00�) 就分析

支持，脈絡因素對於個體的行為產生明顯的影響。學系的環境就是一種脈絡，會累積價值

體系，並塑造環境氣氛。它會影響學生學習表現及蹺課情形，例如，若是醫學及理工的

系所，學生為了學好系上提供的專業課程及知識內容，學生通常較不敢蹺課。學系的學

生若是投入課業的學生愈多，系上的同學會有相互觀摩及相互學習的效果，因而會較認

真到課堂上課，較不會蹺課，也會有較高的學業表現 (Burke & Sass, �0��; Hanushek, Kain, 

Markham, & Rivkin, �00�)。相對的，如果學系組成成員較多低學習態度及不願意學習的學

生，則較不利於學系脈絡環境之學習。江玥蘋 (�00�) 以問卷調查法及因素分析針對中華

大學大一到大四及研究所學生進行學校學習環境滿意程度分析，納入的因素包括：�. 學習

機制因素，主要是對學校教學成效、教師教學熱誠和課程輔導機制；�. 軟硬設施要素，主

要是對於學校的教室、ｅ化設備的滿意影響；�. 服務滿足要素，主要是學生對於學校的意

見反應系統、行政職員的服務態度為主，其中在第一項中對學習有正面提升效果，學生比

較不會缺課，而此項說明了學習環境所塑造的風氣與學生蹺課有關。

學生的自律學習會影響學習表現，如果學系的自律學習同學較多，會有自律學習的群

聚效應產生。張景媛 (����) 指出，自律學習與後設認知有關，有助於個體知識的取得和

應用；學生透過自律學習吸取知識，藉由學習表現回饋調整學習的步伐，調成適合自己學

習模式。Zimmerman (����)、Ramdass 與 Zimmerman (�0��) 指出，學生透過自律學習來

提升學業成就，自律學習策略高的學生有較好學業成就表現。以大學的學系來說，學系的

學生自我管理或自信心愈高，較不會蹺課。

各學系的教師授課內容、教學方法也可能預測學生的蹺課情形。各學系的課程差異

大，所形塑的學習風氣不同。如果一個學系的學生較喜歡念書，常與同學在課後討論課業

問題，以及教授的教學方法活潑，學生比較不會想蹺課。在不同層次變項的調節效果上，

學系的學習風氣好與學生自律學習強，按理來說，搭配了學生喜歡學校課程、時間管理及

學習信心與幸福感，在此種情形下較不會蹺課。

本研究運用 HLM 以檢定不同層次的因素的調節效果。就以學系的學習風氣來說，一

個學系容易形成他們的特有文化及學習氣氛，因而學習氣氛愈好，加上學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愈好，學生不會想要蹺課，此時沒有蹺課的情形應當會提高。換言之，學系風氣與學生

自我管理對於蹺課情形會有調節效果存在。然而上述是論證的可能情形，究竟實際情形是

否如此呢？有待本研究探索。同時，如果學生的家庭收入愈高，代表家庭社經地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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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庭對子女有較好教育期待，在學習風氣較好的學系之下，這些子女較不會蹺課；而

如果學系風氣好，學生又喜歡課程的情形下，學生蹺課應該會較少；此外，如果學系風

氣愈好，加上學生學習自信較高，他們較不會蹺課；又如學系風氣好，加上學生幸福感受

高、師生互動好、自我要求高，此時學生蹺課情形應該會減少。

總之，大學各學系的空間是學生在校重要學習的環境，學系成員組成及脈絡環境會影

響學生蹺課。現有大學生蹺課研究沒有將學系因素納入考量。本研究不僅將學系因素納入

分析，也將學生個人因素納入共同考量，更能預測大學生蹺課的因素。最後，本研究僅以

一所學校為研究範圍，這更符合校務研究的特性。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圖中的學生蹺課因素分為學生層與學系層。前者包括性別、家

庭收入、喜歡課程、時間管理、學習自信、幸福感受、師生互動、自我要求及蹺課次數。

後者包括學生感受系上學習風氣與自律學習，它是聚合脈絡變項。學生層的直線對應著學

生蹺課次數，代表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預測力。學系層對學生蹺課之直線，代表檢定學系脈

絡變項對學生蹺課次數的預測情形，而學系層的學習風氣與學生層的線交叉，則在探討學

習風氣與學生層因素對蹺課次數的調節作用。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u0j  u0j ~ N (0, 00)

階層一模式：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u0j  u0j ~ N (0, 00)  Cov ( ij, u0j)=0 

1j = 10+ u1j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0

1j = 10+ u1j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0

1j = 10+ 11Zj + u1j

    性別 H１ 

家庭收入 H2 

喜歡課程 H3 

時間管理 H4 

學習自信 H5 

幸福感受 H6 

師生互動 H7 

自我要求 H8 

學生蹺課次數 

H11

學生層

脈絡變項 自律學習 H9、學習風氣 H１0學系層學系層

學生層

脈絡變項

圖 �.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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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H�：女生蹺課明顯低於男生。

H�：學生的家庭收入愈高，蹺課次數愈多。

H�：學生愈喜歡課程，蹺課次數愈少。

H�：學生時間管理愈好，蹺課次數愈少。

H�：學生學習自信愈高，蹺課次數愈少。

H�：學生學幸福感受愈好，蹺課次數愈少。

H�：學生師生互動愈好，蹺課次數愈少。

H�：學生自我要求愈高，蹺課次數愈少。

H�：系上學生自律學習愈好，蹺課次數愈少。

H�0：系上學習風氣愈好，蹺課次數愈少。

H��： 系上學習風氣與性別（而家庭收入、喜歡課程、時間管理、學習自信、幸福感

受、師生互動、自我要求分別以 H��、H��、H��、H��、H��、H��、H�� 為代表）

對學生蹺課次數有調節效果。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各變項之測量說明如表 �。表中說明各變項的測量方式及計分。

表 1. 各變項之測量

變項 定義 計分

學生層因素

蹺課次數 它詢問華得大學學生在前一學期在其該系的必修課程中的

總蹺課次數，讓學生們自行勾選，以未曾蹺課、�-� 次、

� ～ � 次、� ～ � 次、� 次以上。

依序以 �、�、

�、�、� 代表

性別 華得大學學生的男女生。女生為 0，男生為 � 女生為 0 當參

照組

家庭收入 父親每月收入大約多少元？ � 萬元以下、� 萬至 �0 萬元、

�0 萬至 �� 萬元、�� 萬至 �0 萬元、�0 萬元以上。

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

學習態度 它是指學生在大學學習歷程中對喜歡課程、時間管理、學

習自信、幸福感受、師生互動與自我要求的態度。大學生

學習態度包括上述六個向度，各向度有數題，受試者依實

際情況勾選出適合自己情形。

非常不同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依序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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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定義 計分

學系層因素

自律學習 它是指學生會自我控制及監督任務的能力。本研究將學生

反應自律學習的問卷題目，其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同意、非常同意，依選項順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透過

平均數計算，將各學系算出自律學習平均分數，分數愈

高，學生自律學習愈高

依選項順序分

別給予 � 至 �

分

學習風氣 它是指各學系的學習氣氛。本研究的測量是學生感受到系

上學生課堂學習投入態度及老師教學與研究的認真程度。

其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透過平

均數計算，將各系算出學習風氣平均分數，分數愈高，學

習氣氛愈好

依選項順序分

別給予 � 至 �

分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大學生蹺課原因調查問卷，包括學習態度、學習風氣及自律學習，其中學習

態度參考張芳全 (�0��, �0��)、López-Bonilla 與 López-Bonilla (�0��) 的問卷，而學系中的

學習風氣與自律學習參考 Zimmerman (����) 所編製。在研究工具的信效度估計則抽取不

同系的 ��0 名，回收樣本為 ��� 份，在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系的研究工具分別以因素分析抽

取因素，前者屬於驗證性因素分析，所以採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而後者為探索性因素分析，所以採用主軸因子法 (principal axis factors) (Fabrigar, Wegener, 

MacCallum, & Strahan, ����)，兩者都以最大變異法 (varimax method) 直交轉軸，以特徵值

(eigenvalue) 大於 �.0 為選入因素參考標準 (Kaiser, ����)。結果如表 �，學系的問卷抽出自

律學習與學習風氣，沒有刪除任何題目，整體解釋量為 �0.��%，信度透過 Cronbach’s α

估計得到自律學習與學習風氣的α係數各為 .�� 與 .��，整體的信度為 .��。

表 2. 大學生蹺課原因調查問卷（學習風氣及自律學習部份）的信效度摘要

題　目 自律學習 學習風氣 共同性

我覺得系上同學很認真上課 .�0 .�0 .��

我覺得系上同學上課情形踴躍 .�� .�� .��

我覺得系上的學生很投入學習 .�� .�� .��

我覺得系上的學生常上圖書館念書 .0� .�0 .��

我覺得系上同學上課不會遲到與早退 .0� .�� .��

我覺得系上同學喜歡參與學術研討會 .0� .�� .��

表 1. 各變項之測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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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自律學習 學習風氣 共同性

我會自我檢討課業 .�0 .0� .��

我會準時交作業 .�� .0� .��

我會反省我課堂的學習過程 .�� .0� .��

老師交待我的學習任務，我會準時完成 .�0 .�0 .��

我會規劃自己的學習進度 .�� .�� .�0

我會安排自己念書的空間 .�� .�� .��

我會每週反省這週的學習進度狀況 .�� .�� .��

特徵值 �.�� �.��

解釋力 ��.�� ��.�� �0.��

信度 .�� .�� .��

在大學生蹺課原因調查問卷的學習態度參考張芳全 (�0��, �0��)、López-Bonilla 與

López-Bonilla (�0��) 的工具，以驗證性為主，透過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最大變異法抽取因

素，並進行直交轉軸，特徵值大於 �.0 為選入因素參考標準，結果如表 �，六個因素沒有

刪除題目，整體解釋量為 ��.��%。從因素題目來看，各因素名稱為自我要求、時間管理、

學習自信、幸福感受、師生互動及喜歡課程。研究工具信度透過 Cronbach’s α 估計得到

整體的α係數為 .��。

表 3. 大學生蹺課原因調查問卷（學習態度）之因素分析摘要

題　目
自我

要求

時間

管理

學習

自信

幸福

感受

師生

互動

喜歡

課程
共同性

我會對課程學習自我要求 .�� .0� .�� .�� .0� .0� .��

我的課程作業會準時交給老師 .�� .0� .�� .0� .�0 .0� .��

我會規劃讀書時間量 .�0 .�� .�� .�0 .�� .�0 .��

我每學期會閱讀一定量的課外讀物 .�� .�� .�� .�0 .�� .�� .��

我對自我要求學習到一定標準 .�� .�� .�� .�� .�� .�� .��

我有信心把大學課業學好 .�� .�0 .�0 .�� .�� .�� .��

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學好各種科目 .�0 .�� .�� .�� .�� .�� .�0

我對於學校多數課程的學習意願很高 .�� .�� .�� .�0 .�� .�� .��

我對於自己的課堂報告有信心 .�� .�0 .�� .�� .�� .�� .��

表 2. 大學生蹺課原因調查問卷（學習風氣及自律學習部份）的信效度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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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自我

要求

時間

管理

學習

自信

幸福

感受

師生

互動

喜歡

課程
共同性

不管是必修或選修課我都會學好它 .�� .�� .�0 .�0 .0� .�0 .��

我覺得很多人關心我 .�� .�� .�� .�� .0� .�� .��

我每天感到很快樂 .0� .�0 .�� .�� .�� .�� .�0

我每天都很開心來學校學習 .�� .�� .�0 .�� .�� .�� .��

我對未來畢業找工作有信心 .�� .�0 .�� .�� .�0 .�0 .��

我很喜歡我自己的表現 .�� .�0 .�� .�� .�0 .�� .��

我平時的時間管理得宜 .�� .�� .�0 .�� .�0 .�0 .��

我上課不會遲到早退 .�� .�0 .�� .0� .�0 .�� .��

我會把握時間做回家作業會 .�� .�� .�� .�� .�� .�0 .��

如有打工，我也會有效率完成任務 .0� .�� .0� .0� .�0 .�0 .��

如有參加社團，不會影響我的課業學習 .�0 .�0 .�0 .0� .�0 .�� .��

學校師長支持我的職涯規劃 .0� .�0 .�0 .�� .�0 .�0 .��

我與導師互動良好 .0� .�0 .�0 .�� .�0 .�� .��

我喜歡學校上課的老師 .0� .�� .�� .�� .�� .�0 .��

我喜歡與授課老師討論課業 .�0 .�0 .�0 .�� .�� .�� .�0

我常與導師分享學校生活 .�� .�� .�0 .�� .�� .�� .��

我喜歡學校的多數課程 .�� .�� .�� .�0 .0� .�0 .��

我喜歡學校現在課程安排 .�� .�0 .�� .�� .0� .�� .��

我喜歡學校課程內容 .�� .�0 .0� .�� .�0 .�� .��

我對學校課程感到興趣 .�� .�0 .�0 .�� .0� .�� .��

我喜歡到學校上課 .�0 .�� .�� .0� .�0 .�� .��

特徵值 �.�� �.�� �.�� �.�� �.�� �.��

解釋力 ��.�� �.�� �.0� �.�� �.�� �.�� �0.��

信度 .�� .�� .�� .�0 .�� .�� .��

表 3. 大學生蹺課原因調查問卷（學習態度）之因素分析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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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透過自編〈大學生蹺課原因（學習態度）的調查問卷〉對華得大學學生調

查所蒐集的資料。問卷內容包括喜歡課程、時間管理、學習自信、幸福感受、師生互動、

自我要求等六個向度，各向度分別有 � 題，以李克特 (Likert) 四等量表，非常同意、同

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為選項，分別給予 � 分到 � 分。而 �0�� 年華得大學學生為母群

體 �,0�0 名，同年 � 月本研究以便利取樣，對該所大學的 �� 個學系所抽取樣本，各學系

的學生數及抽取人數如表 �，共抽出 ��0 名調查，最後回收刪除漏答受試者，有效樣本數

為 ��0 人，其中男女各占 ��.��% 及 ��.��%。

表 4. 各系人數及發出人數與回收    單位：人

學系
發出／

總人數
回收 學系

發出／

總人數
回收 學系

發出／

總人數
回收

� ��/��� �� � ��/��� �� �� �0/��� ��

� ��/��0 �� � ��/��� �� �� �0/��� ��

� ��/��� �� � ��/��� �� �� �0/��� ��

� ��/��� �� �0 ��/��� �� �� �0/��� ��

� ��/��0 �� �� ��/��0 �� �� ��/��� ��

� ��/��� �� �� ��/��� ��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HLM 分析大學生蹺課因素，分為學系及學生層，透過 HLM�.00 版本軟體

的最大概式估計法，以具強刃的標準誤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 估計。各模式說明如

下：

（一） 隨機效果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模式 (one-way ANOVA with random effects) 又稱

為零模型。在瞭解各系學生蹺課及其他變項的差異，並估計總變異量有多少

變異由各學系之間變異所造成，它是以內在組別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作為跨層次分析與否的依據 (Cohen, ����)。其模式為：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u0j  u0j ~ N (0, 00)

階層一模式：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u0j  u0j ~ N (0, 00)  Cov ( ij, u0j)=0 

1j = 10+ u1j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0

1j = 10+ u1j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0

1j = 10+ 11Zj + u1j

    性別 H１ 

家庭收入 H2 

喜歡課程 H3 

時間管理 H4 

學習自信 H5 

幸福感受 H6 

師生互動 H7 

自我要求 H8 

學生蹺課次數 

H11

學生層

脈絡變項 自律學習 H9、學習風氣 H１0學系層

式中，β0j 為階層一中第 j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εij 為階層一之隨機效果（個體層

次）；γ00 為階層二的截距項、τoõ 是系級階層 u0j 的變異數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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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 (random-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 在瞭解學生層變項，

是否能解釋各系學生蹺課之差異，以及各系之間的學生層變項對蹺課次數的影

響。模式如下：

階層一模式：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u0j       u0j ~ N (0, 00)  Cov ( ij, u0j )=0

1j = 10+ u1j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 )=0 

1j = 10+ 11Zj + u1j

式中：Yij 代表第 j 系第 i 位學生蹺課次數、β0j 為階層一中第 j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β1j 為斜率、Xij 為解釋變項、εij 為階層一之隨機效果、γ00 為第一層各系迴歸模式截距項

的平均數、γ10 是第一層迴歸模式斜率的平均數、u0j 與 u1j 均為隨機效果。

（三） 脈絡模型 (contextual model) 在瞭解影響學生蹺課次數之脈絡變項對學生蹺課次

數及其他變項的影響。模式如下：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 )=0 

1j = 10+ u1j

式中，Yij 代表第 j 系第 i 位學生蹺課次數，β0j 為階層一中第 j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β1j 為斜率、Xij 為解釋變項、εij 為階層一之隨機效果；γ00 為第一層各組迴歸模式截距項

的平均，γ01 為第二層模型對第一層模型平均截距解釋變數的斜率，γ10 為第一層迴歸模

式斜率的平均、Zj 為脈絡變項、u0j 與 u1j 均為隨機效果。

（四） 完整模型 (full model) 在分析影響學生蹺課次數因素之跨層級解釋變項的調節作

用。其模式如下：

階層一模式：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u0j       u0j ~ N (0, 00)  Cov ( ij, u0j )=0

1j = 10+ u1j

階層一模式： Yij = 0j + 1jXij + ij ij ~ N (0, 
2
)

階層二模式： 0j = 00 + 01Zj + u0j   u0j ~ N (0, )  Cov( ij, u0j )=0 

1j = 10+ 11Zj + u1j

式中，Yij 代表第 j 系第 i 位學生蹺課次數，β0j 為階層一中第 j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β1j 為斜率、Xij 為解釋變項、εij 為階層一之隨機效果；γ00 為第一層各組迴歸模式截距

項的平均，γ01 為第二層模型對第一層模型平均截距解釋變數的斜率，γ10 為第一層迴歸

模式斜率的平均、γ11 為第二層模型對第一層模型平均斜率解釋變數的斜率、Z j 為脈絡變

項、u0j 與 u1j 均為隨機效果。

本研究的 HLM 分析從零模型到完整模型，使用最簡單模型，也就是零模型到最複雜

模型，從每個模型的離異係數 (deviance coefficient) 來反應檢定模型之適配度的參考標準。

零模型都沒有設定條件之下的離異數值到最複雜的模型之數值，如果該數值愈小，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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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模式的適配度愈好。

肆、結果與討論

一、零模型檢定

（一）各系學生蹺課平均表現

針對華得大學各系學生蹺課次數的分布情形如圖 � 所示。圖中可以看出，最小值為

�.��，最大值為 �.��。圖中的線條高低起伏，代表每一個學系的平均蹺課明顯不同，最好

與最差的蹺課次數差 �.��。代碼 � 的系，學生蹺課次數特別的高 (�.��)，這是該學系要注

意的問題。

圖 �. 各學系學生平均蹺課次數的分布

（二）零模型檢定結果

檢定由表 � 可知，�� 個學系學生蹺課次數平均數 (τ00) 為 �.�� 分，標準誤為 0.0�。

在蹺課次數之信度 (reliability) 為 .��，表示以各系學生平均蹺課次數，做為各學系學生平

均蹺課次數之測量信度尚可。學系的蹺課次數隨機效果，χ� = ��.��，df = �� ( p < .0�)，

拒絕τ00 為 0 的虛無假設，它說明華得大學各系學生蹺課次數之間有明顯不同。

階層二的各班之間平均蹺課次數變異數 τ00 = 0.0�，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變異數

σ�= �.��，其內在組別相關係數 p = 0.0� / (0.0� + �.��) = .0��，具低度相關，代表各系之間

的蹺課次數略有差異。各學系之間的蹺課次數略有差異，以零模型比較各系之間的蹺課次

數可以解釋 �.�%。這說明，蹺課次數由各學系之間差異造成之外，還有其他變項可以解

釋各學系之間的蹺課次數的差異。離異係數反應了檢定模型之適配度的參考標準。零模型

未運用任何的預測變項是 HLM 最簡單模式，或稱基底模式，最不適配模式的離異係數最

高。本研究以此基底模式的離異係數做為後續進行模式比較運用。因此，華得大學學生蹺

課因素可以用 HLM 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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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零模型分析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γ00 �.�� 0.0� ��.��**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x�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u0j (τ00) 0.0� �� ��.��*

階層一 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εij (σ� ) �.��

離異係數 (-2LL) ����.�0

*p<.0�. **p<.0�.

在零模型檢定之後，華得大學的 �� 個學系學生蹺課次數，階層二（系）的隨機效果

達顯著水準，代表各系蹺課次數之間有明顯差異，它可以解釋蹺課次數變異量有 �.�%。

若以單層面分析，沒有考慮系級與學生層結構，會造成型Ⅰ誤差 (type I error) 過於膨脹，

易發生結果解釋偏誤 (Raudenbush & Bryk, �00�)。

二、學生層變項之蹺課次數檢定之結果

（一）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式

經過分析如表 �。在固定效果中，有五個自變項達到 .0� 統計顯著水準。其中性別對

蹺課次數為正向影響 (γ10)，代表女生蹺課次數明顯少於男生。學生家庭收入對蹺課次數

(γ20) 為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家庭收入較高，蹺課次數愈多。各系學生喜歡課程 (γ30)、時

間管理 (γ40)、自我要求 (γ80) 對蹺課次數為負向顯著影響，代表學生愈喜歡課程、時間

管理愈好及自我要求高，蹺課次數愈少。而學習自信 (γ50)、幸福感受 (γ60)、師生互動

(γ70) 則沒有明顯影響。從這些變項來看，性別、時間管理及自我要求對蹺課次數預測力

較高，其次為家庭收入，第三為喜歡課程。

表 6.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γ00 �.��** 0.0� ��.��

β1

性別（男生 =�，女生 =0）γ10 0.��* 0.�� �.��

家庭收入γ20 0.��** 0.0� �.��

喜歡課程γ30 -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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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時間管理γ40 -0.��** 0.0� -�.��

學習自信γ50 -0.0� 0.0� -0.��

幸福感受γ60 0.0� 0.0� 0.��

師生互動γ70 0.0� 0.0� 0.��

自我要求γ80 -0.��** 0.0� -�.��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x�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u0j (τ00 ) 0.0� �� �0.0�*

階層一 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εij (σ�) �.��

離異係數 (-2LL) ��0�.��

*p<.0�.**p<.0�. 

在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τ00 = 0.0�，df = ��，χ�= �0.0� ( p < .0�)，表示納入學生層

� 個變項對蹺課次數影響，各系蹺課次數平均值明顯不同。各系之間平均蹺課次數變異

數 τ00 = 0.0�，而零模型的 0.0�，略有下降。代表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之後，能解釋

蹺課次數變異百分比為 (0.0�-0.0�) / 0.0� = ��.�%。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變異由零模型

的 εij (σ� ) = �.��，下降為 �.��，表示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之後，能解釋蹺課次數變

異百分比為 (�.��-�.��) / �.�� = �.0%。離異係數由零模型的 ����.�0 降為 ��0�.��，減少

���.��，顯示此模型適配度優於零模型。

（二）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

表 � 在固定效果中，大學生的性別、喜歡課程、時間管理及自我要求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女生蹺課次數低於男生。家庭收入高，蹺課次數多；學生愈喜歡課程、時間管理愈好

及愈會自我要求，整個系的蹺課次數平均數較少。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τ00 = 0.00�，df 

= ��，χ�= �.�� ( p> .0�)，代表納入學生層級 � 個變項對各系蹺課次數平均值沒有明顯影

響。各系之間平均蹺課次數變異數 τ00 =0.00�，零模型時為 0.0�，代表階層一加入 � 個解

釋變項之後，可以解釋蹺課次數變異百分比為 (0.0�-0.00�) / 0.0� = ��.0%。各系內的平均

蹺課次數變異由零模型的 εij (σ�) = �.��，下降為 �.��，表示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之

後，能解釋學生蹺課次數變異數百分比為 (�.��-�.��) / �.�� = �.�0%。離異係數由零模型的

����.�0 降為 ����.��，減少 ��0.��，顯示此模型適配度優於零模型。

表 6.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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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隨機效果的迴歸模型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γ00 �.0�** 0.0� ��.0�

β1

性別（男生 =�，女生 =0）γ10 0.��* 0.�� �.�0

家庭收入γ20 0.��** 0.0� �.��

喜歡課程γ30 -0.��* 0.0� -�.�0

時間管理γ40 -0.��** 0.0� -�.��

學習自信γ50 -0.0� 0.0� -�.��

幸福感受γ60 0.0� 0.0� 0.��

師生互動γ70 0.0� 0.0� 0.��

自我要求γ80 -0.��** 0.0� -�.0�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x�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u0j (τ00 ) 0.00� �� �.��

性別（男生 =�，女生 =0）τ11 0.��� �� ��.��

家庭收入τ21 0.00� �� �0.��

喜歡課程τ31 0.0�� �� ��.��

時間管理τ41 0.0�0** �� ��.��

學習自信τ51 0.000 �� ��.�0

幸福感受τ61 0.0�� �� ��.��

師生互動τ71 0.0�� �� ��.�0

自我要求τ81 0.0�� �� ��.��

階層一 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εij (σ� ) �.���

離異係數 (-2LL) ����.��

* p<.0�. **p<.0�.

三、脈絡模型與完全模型的結果

（一）脈絡模型的結果

分析如表 �，階層二中，學系的學習風氣達到 .0� 統計顯著水準。其意義是，當學系

的學習風氣愈好，學生蹺課次數愈少。在脈絡模型中，學習風氣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而自

律學習則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更代表學系學習風氣的重要性。從這變項達到統計顯著

水準更顯示出，各系學習風氣對蹺課次數的重要性。表中看出，女生蹺課次數低於男生。

家庭收入愈高，蹺課次數多；大學生愈喜歡課程、時間管理愈好及愈會自我要求，整個系

的蹺課平均數較少。由此模式可以看出，學生的性別與時間管理對蹺課次數預測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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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脈絡模型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γ00 0.�� �.�0 0.��

脈絡變項

自律學習γ01 0.�� 0.�� 0.��

學習風氣γ02 -0.��** 0.0� -�.�0

β�

性別 ( 男生 =�，女生 =0)γ10 0.��* 0.�� �.��

家庭收入γ20 0.��** 0.0� �.��

喜歡課程γ30 -0.��* 0.0� -�.��

時間管理γ40 -0.��** 0.0� -�.��

學習自信γ50 -0.0� 0.0� -�.��

幸福感受γ60 0.0� 0.0� 0.��

師生互動γ70 0.0� 0.0� 0.��

自我要求γ80 -0.��** 0.0� -�.�0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x�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u0j (τ00) 0.00� �� �.��

性別（男生 =�，女生 =0）τ11 0.�� �� ��.��

家庭收入τ21 0.00 �� ��.0�

喜歡課程τ31 0.0� �� ��.��

時間管理τ41 0.0� �� ��.��**

學習自信τ51 0.00 �� ��.��

幸福感受τ61 0.0� �� ��.00

師生互動τ71 0.0� �� ��.��

自我要求τ81 0.0� �� ��.��

階層一 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εij (σ�) �.���

離異係數 (-2LL) ����.��

* p<.0�.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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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τ00 = 0.00�，df = ��，χ�= �.�� ( p > .0�)，表示學生層納

入 � 個變項對各系蹺課次數平均值沒有明顯不同。各系之間平均蹺課次數變異數 τ00 

= 0.00�，零模型為 0.0�，代表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之後，可以解釋蹺課次數百分

比為 ��.0% [(0.0� - 0.00�) / 0.0� = 0.�� ]。組內平均蹺課次數變異由零模型的 εij (σ� ) = 

�.��，下降為 �.��，表示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之後，能解釋蹺課次數變異百分比為

(�.��-�.��) / �.�� = �.�%。離異係數由零模型的 ����.�0 降為 ����.��，減少 ���.��，顯示

此模型的適配度優於零模型。

學生時間管理與蹺課次數之分布情形如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學生蹺課次數與時間

管理呈負向斜率，即學習風氣較低的學系，學生蹺課次數較少，時間管理較好，學習風氣

較高的學系，學生蹺課次數較多，相對的，時間管理較不好。在高、中、低的學系風氣之

下，學生善於時間管理，蹺課次數都會較少，可見大學生的時間管理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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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學生時間管理與蹺課次數之關係

（二）完全模型—加入學習風氣

本研究在完全模型分別以自律學習與學習風氣對蹺課次數進行調節效果的分析，其

中自律學習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代表沒有調節作用，而學習風氣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如表 �。表中看出，在八個變項中，僅有學習風氣對於學生時間管理對蹺課次數具有調節

作用，也就是達到 .0� 統計顯著水準。它的意義是，當各系學習風氣愈好，學生善於時間

管理，學生蹺課次數會愈少。這更代表學系學習風氣的重要性，也就是學系有較高學習風

氣，學生愈善於時間管理，蹺課次數較少。這顯示出，學系有較好的學習風氣，加上學生

善於時間管理，蹺課次數會比較少。這變項更顯示出，華得大學系的學習風氣對於時間管

理對蹺課次數具有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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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完全模型（加入學習風氣）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階層二 系的平均蹺課次數 γ00 �.�� �.0� 0.��

脈絡變項

自律學習γ01 0.�� 0.�0 0.��

學習風氣γ01 0.0� 0.�� 0.0�

β�

性別γ10 -0.�� 0.�� -0.��

性別 * 學習風氣γ11 0.�� 0.�� �.��

家庭收入γ20 0.0� 0.�� 0.��

家庭收入 * 學習風氣γ21 0.0� 0.0� 0.�0

喜歡課程γ30 -0.�� 0.�� -0.��

喜歡課程 * 學習風氣γ31 0.00� 0.0� 0.0�

時間管理γ40 -0.�� 0.�� -�.��

時間管理 * 學習風氣γ41 -0.��** 0.0� -�.��

學習自信γ50  0.0� 0.�� 0.��

學習自信 * 學習風氣γ51 -0.0� 0.0� -.��

幸福感受γ60 0.�� 0.�0 0.��

幸福感受 * 學習風氣γ61 -0.0� 0.0� -0.��

師生互動γ70  0.�� 0.�� �.0�

師生互動 * 學習風氣γ71 -0.0� 0.0� -�.0�

自我要求γ80  -0.0� 0.�0 -0.��

自我要求 * 學習風氣γ81 -0.0� 0.0� -�.��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x�

階層二 系間的平均蹺課次數 u0j (τ00 ) 0.00� �� �.��

性別 ( 男生 =�，女生 =0) τ11 0.�� �� ��.��

家庭收入τ21 0.00� �� �0.��

喜歡課程τ31 0.0� �� ��.��

時間管理τ41 0.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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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學習自信τ51 0.00� �� ��.��

幸福感受τ61 0.0� �� ��.0�

師生互動τ71 0.0� �� ��0.�

自我要求τ81 0.0� �� ��.��

階層一 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εij (σ�) �.��0

離異係數 (-2LL) ����.��

 ** p<.0�.

在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τ00 = 0.00�，df = ��，χ�= �.�� ( p > .0�)，表示納入學生層

級 � 個變項及加入系的學習風氣的調節作用之後，各系蹺課次數平均值沒有明顯不同。各

系之間平均蹺課次數變異數 τ00 = 0.00�，零模型為 0.0�，代表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

之後，解釋蹺課次數變異百分比為 (0.0�-0.00�) / 0.0� = ��.0%。各系內的平均蹺課次數變

異由零模型的 εij (σ�) = �.��，下降為 �.��，表示階層一加入 � 個解釋變項及與學習風氣

的調節作用之後，能解釋學生蹺課次數變異百分比為 (�.��-�.��0) / ���.�� = �.�%。離異係

數由零模型的 ����.�0 降為 ����.��，減少 ���.��，顯示此模型適配度優於零模型。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的貢獻與特色如下：�. 以 HLM 分析華得大學學生蹺課情形，透過學系及學生

層因素來瞭解預測學生蹺課的因素。這是現有研究中，缺乏以單一所學校進行學生蹺課研

究。同時這更符合了校務研究以學校為本的研究特性。�. 大學生的性別、喜歡課程、時間

管理及自我要求是預測蹺課的重要因素，而在學系層的學習風氣也是預測學生蹺課的重

要因素。�. 除學生特質因素之外，也納入了學系學習風氣進行探究，在跨層級檢定發現，

學系的學習風氣對於學生時間管理對蹺課次數具有調節效果。針對結果討論如下：

（一）各學系之間的差異在解釋蹺課次數變異量宜重視

本研究從零模型、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式、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分析、脈

絡模型及完全模型對華得大學學生蹺課次數因素探究發現，若從離異係數做為適配度標

準，上述模型依序為 �,���.�0、�,�0�.��、�,���.��、�,���.��、�,���.��，發現脈絡模型的

數值較低，所以運用此模式是最適解釋華得大學學生蹺課次數因素。從零模型來看，華得

大學的 �� 個學系，各學系之間的差異可以解釋學生蹺課次數變異量有 �.�%，代表分析華

得大學學生蹺課次數因素，各學系之間的差異是不可以忽略因素。在解釋學生蹺課次數，

應了解各系之間差異，不能僅從學生因素與學校環境或相關的背景來解釋。

表 9. 大學生蹺課次數的完全模型（加入學習風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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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層的性別、家庭收入、喜歡課程、時間管理與自我要求是預測學生蹺課次

數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各模型中，華得大學的學生層因素中，女生蹺課次數明顯低於

男生，接受 H�。這與張芳全 (�0��) 的研究結果一致。它代表了女學生對於上課比較重視，

不會輕易的蹺課。家庭收入愈高，代表學生在課業學習不如家庭收入低者認真，因而蹺課

次數較多，接受 H�。此外，華得大學的學生喜歡課程、時間管理好與自我管理愈高，他

們的蹺課次數較少，接受 H�、H�、H�。亦與張芳全 (�0��) 的研究發現一致。本研究發現，

學生層的時間管理對蹺課次數的預測力最大。然而學生學習自信、幸福感受、師生互動對

於蹺課次數並沒有明顯的影響，因此拒絕 H�、H�、H�。

（三）學系層的學習風氣對蹺課次數具顯著效果，學生自律學習則否

本研究結果發現，華得大學各系學習風氣對蹺課次數有顯著影響，而自律學習並

沒有顯著影響，拒絕 H�、接受 H�0。學系的學習風氣之脈絡變項對蹺課次數有顯著預測

力，學系學習風氣愈好，學生蹺課次數愈少，這代表系應建立良好的學習風氣；而學系

中的學生自律學習，無法對蹺課次數有明顯影響，代表學系整體的學生自律學習對蹺

課次數不具有預測力。這與許多研究以脈絡變項對個體變項的影響之發現不一樣（江

玥蘋，�00�；Burke & Sass, �0��; Hanushek, et al., �00�）。學系中的整體學生自律學習

無法預測蹺課次數，本研究以計算學系學習風氣與自律學習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達

到 .0� 統計顯著水準，但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而它會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可能原因

在於，學系的學生自律學習還無法形成一個學系風氣，因而在蹺課次數的預測力有限，

同時本研究僅有 �� 個系納入分析，在學系層的樣本數是否過少，也是一個值得後續研

究之處。

（四）學習風氣對於時間管理對蹺課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華得大學學系的學習風氣對學生時間管理對蹺課具有調節效果，接

受 H��。然而學習風氣對性別、家庭收入、喜歡課程、學習自信、幸福感受、師生互動、

自我要求在學生蹺課沒有調節效果，拒絕 H��、H��、H��、H��、H��、H��、H��。這說明

了，各學系的學習風氣對於學生時間管理對蹺課產生調節效果。換句話說，華得大學各學

系的學習風氣愈好，學生時間管理愈好，那麼學生的蹺課次數較少。這與學生入班就讀

受到脈絡性因素的影響的研究論點是一樣 (Credé, Roch, & Kieszczynka, �0�0)。此外，學

系的學習風氣與學生的性別、家庭收入、喜歡課程程度、學習自信、幸福感受及師生互動

與自我要求都沒有調節效果。同時學系的學生自律學習對於學生層的八個變項沒有調節效

果。雖然學生層多數變項與學系層沒有較多變項對學生蹺課次數具有預測力，但是學系的

學習風氣卻是重要因素，所以不可以單層面單因素來解釋學生蹺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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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各學系之間的差異在解釋大學生的蹺課次數不可忽略

本研究結果發現，華得大學各學系之間的差異可以解釋學生蹺課次數變異量有 �.�%，

可見各系之間的差異，也是不可以忽略的變項。這也是未來對於大學生的蹺課之研究應注

意的重點。

（二） 學生層的性別、家庭收入愈高、愈喜歡課程、愈會時間管理與自我要求，蹺課

次數愈少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比男生不會蹺課、學生家庭收入愈高愈會蹺課、學生愈喜歡課

程、時間管理與自我要求愈好者，學生愈不會蹺課。這可以看出，性別與蹺課有關，學生

的家庭社會階層也與蹺課有關；更重要的是學生特質，尤其是自我管理及自我要求愈高，

愈不會蹺課。

（三） 學系層的學習風氣愈好，學生蹺課次數愈少，而學系層的學生自律學習並無法

預測蹺課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系如果學習風氣愈好，學生愈不會蹺課，然而學系層的學生自律

對於蹺課沒有明顯預測力。這說明了大學生蹺課與學系的學習風氣有密切關聯，學校應該

注意學系良好風氣的建立。

（四）學習風氣對於學生的時間管理對蹺課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習風氣對於學生的時間管理對蹺課具有調節效果，也就是說，學

系的學習風氣愈好，學生時間管理愈好，那麼學生的蹺課次數較少。簡言之，如果學系風

氣好，若學生更能自我管理，那麼學生的蹺課應該會減少。

二、建議

基於結論，有以下建議：

（一） 華得大學應注意各系之間差異對蹺課次數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指出，華得大學的 �� 個系之間的差異可以解釋蹺課次數有 �.�%，代表各

系之間的差異在解釋蹺課次數在實務面及研究上都不可以忽略的因素。

（二） 華得大學應瞭解學生蹺課的原因，改善學生蹺課問題，避免學生的蹺課次數增

加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蹺課次數低於男生；學生家庭收入愈多，蹺課次數愈高；同時

學生愈喜歡課程、時間管理愈好、自我要求愈高，可以減少蹺課次數。因此對於男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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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高的學生應注意其蹺課情形。學校導師給與學生適性引導，就其個別差異，循循善

誘，讓學生蹺課次數減少。同時教授應強化教學法，鼓勵教授在其課程規劃上，運用多樣

教學方法。此外，在班級經營宜營造不嚴肅的班級學習氣氛，讓學生喜歡課程，以及鼓勵

學生作好時間管理及自我要求，也是減少學生蹺課次數的重要方式。

（三） 華得大學應注意各系學習風氣對蹺課次數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華得大學各系學習風氣愈好，對蹺課次數有縮減效果，這代表各學

系要建立，並長期經營學習風氣，讓學生在適切的學習風氣，學生上課意願增加，進而減

少蹺課次數。因此華得大學各學系應建立學習風氣，以減少學生蹺課次數。

（四） 華得大學各系宜建立學習風氣，鼓勵學生時間管理，減少蹺課次數

本研究結果發現，華得大學各系學習風氣對於學生時間管理對蹺課具調節效果，學系

的學習風氣愈好，再加上學生善於時間管理，可以顯著減少學生的蹺課次數。這代表各系

的學習風氣和學生時間管理都相當重要。雖然時間管理在學生層面已有顯著預測學生的蹺

課次數，但是從調節效果來看，學系所塑造的學習風氣，再加上學生時間管理愈好，可顯

著減少學生的蹺課次數。

（五） 對未來研究有多項建議

本研究納入華得大學各學系的脈絡變項為學習風氣及學生自律學習狀況，僅有學系

的學習風氣在調節效果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而自律學習則否。其實，大學的學系脈絡環境

因素是多樣性，包括學系的師生組成特性、教授研究能量、學生的社團及課業表現，以及

學生來自的家庭背景等所塑造出來，未來研究可以納入各系教授組成、學生來自的家庭

社經地位、學生社團及課業表現，來預測大學生蹺課的因素。同時學生的打工經驗與否及

時間也可能是預測學生蹺課的因素，未來研究可以納入分析。本研究在系脈絡環境僅有

學習風氣可以預測蹺課次數，而其他變項則否，學生自律學習與學生層的各因素都沒有調

節效果。本研究認為，教授缺乏吸引力導致學生蹺課，然而本研究忽略此一因素，以及將

學系所視為另一個層次，然而各學系無法代表授課教授，這是未來研究應注意的重點。從

HLM 的變異係數來看，脈絡模型比完全模型還要低，代表在調節變項還有其他可能因素

宜納入分析。最後，本研究以華得大學 �� 系 ��0 名學生分析，未來在不同學校也可進行

分析，以做為改善大學生蹺課參考。尤其本研究調查樣本僅佔母群體的 ��.��%，未來在

華得大學宜增加樣本，在 HLM 分析會更準確。未來研究宜透過華得大學學生蹺課長期追

蹤調查，再進行縱貫性資料處理方式，經由長期追蹤學生蹺課及其因素，以不同層次分

析，更能掌握預測學生蹺課因素。當然本研究的學生蹺課次數之變項尺度為等級變數，未

來研究或在 HLM 若此變項可以運用連續變項，其研究結果會有不同，未來調查研究可以

用空格方式讓學生填寫，或許可以改善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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