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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國中學生上學意願之學校因素。本研究 採問卷調查法，從全國745所國民中學中隨機抽取20所學校，
共 660名國中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經由統計分析結果，提出具體 建議，提供學校、老師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1.國中學
生的學校生活、學校生活感受、幸福感及上學意願大 致良好。但是，個人自由的程度相對地較低。 2.女生在個人自由上高
於男生，而男生比女生討厭上學，且上 學意願也比女生低。 3.國中學生之學校生活、學校生活感受、幸福感及上學意願間
皆 有顯著相關。 4.影響國中學生期待上學的因素有學校生活感受好、學校生活 感受不好、學習方式及學校環境。學校生
活會直接影響學生 的期待上學，也會透過學校生活感受好與感受不好，而影響 學生的期待上學。 5.影響國中學生討厭上
學的因素有學校生活感受好、學校生活 感受不好、求學態度、個人自由、學習方式及幸福感。學校 生活與幸福感會直接
影響學生的討厭上學，也會透過學校生 活感受好與感受不好，而影響學生的討厭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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