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

教育部 105 年度成人教育調查機構問卷
密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有效期間：至民國

年

號
月底

主辦機關：教育部

層
別

樣
本
編
號

縣市 鄉鎮市
代號 區代號

樣本
序號

資料標準日：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
壹、注意事項：

1. 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
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 本問卷所填資料，只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3. 填表前請參閱「填表說明」後，詳實填答。
4. 問卷題目共 27 題，共 9 頁，表中所有答案附有方格「□」者，選擇適當答案
填入「」符號。請在劃有「
」者，請填入數字或文字（填註說明）。如
需排序請指示填入適當序號。
5. 請填表人注意，部分機構、單位同時兼辦兩種以上業務，例如有些大專校院
進修推廣部亦有樂齡大學業務，部分高級中學附設進修學校、國中小補校、社區
大學亦兼辦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等業務。問卷各題請依不同業務單位不同就
各自情形分開填答。

敬啟者：
教育部為瞭解臺灣地區成人教育機構(含單位)辦理成人教育之現況，以作為規劃及擬定我
國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政策之參據，特委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執
行「105 年度成人教育調查統計｣計畫。請貴機構依實際情況詳加填答，務必請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前寄回：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
系，成人教育調查專案小組收｣，由衷感謝貴機構填寫本問卷。耑此

敬頌

時祺
教育部 105 年成人教育調查統計畫主持人
吳明烈特聘教授、李藹慈教授 敬上

一、機構基本資料，請根據民國 105 年 1 月至 12 月（靜態資料為 12 月底）貴機
構之實際情形，回答下列問題：
1.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全名)
2. 機構成立時間：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
3.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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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表人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請填寫填表人姓名、職稱、連絡電話及電子信箱，資料將予以保密，僅作為回收問卷
答案有疑問、漏答時，方便聯繫確定答案，敬請安心填答。)

6. 貴機構設立別屬於：□(1)公立機構

□(2)私立機構

□(3)公辦民營機構

(請就訪問表所列 3 項擇一勾選。)

7. 貴機構組織別屬於：□(1)營利組織

□(2)非營利組織

(請就訪問表所列 2 項擇一勾選。)
8. 請問貴機構是屬於下列哪一類型(單選)：
□(1)空中大學
□(2)社區大學
□(3)樂齡大學
□(4)樂齡學習中心 /示範中心
□(5)長青學苑、松年大學、婦女大學、樂活大學
□(6)大專校院(含附設進修學校、進修推廣部、宗教研修學院)
□(7)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8)國中小(含補校、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及其他)
□(9)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10)家庭教育中心
□(11)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12)博物館、美術館、科教館、社教館、生活美學館
□(13)公共圖書館
□(14)基金會
□(15)救國團
□(16)政府所屬教育訓練機構
□(17)新移民學習中心
□(18)其他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說明
請依教育部收文單位為準，同一機關若有辦理多項業務，請就不同業務單位
不同分開填答勾選。
2. 名詞釋義
 政府所屬教育訓練機構：如工研院、國家文官學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勞工大學、勞動部區域職訓單位、地方政府勞工局處
職訓單位、國營事業人員職訓中心等。
 長青學苑：長青學苑為地方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所辦理，請長青學苑業務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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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員勾選此項。
二、貴機構辦理學習活動課程資訊
9.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提供成人哪些形式的學習活動？(可複選)
□(1)系列性課程，開設班級總數為：_______班
□(2)演講及座談會
□(3)研習營、研討會
□(4)工作坊
□(5)展覽演出
□(6)營隊
□(7)教育推廣及宣導
□(8)團體參訪
□(9)競賽活動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說明
1. 勾選 (1) 系列性課程者，請就 105 年實際開班數填入數字。
2. 名詞定義
 系列性課程：指有聘僱授課教師，有招募學生，有特定課程主題，課程時
間持續一段時間，如數週、數月、一季或一學期，無論課程收費或免費，
或有無提供學分、證書、證照或學歷，只要符合上述條件皆是。如果是演
講或研習課程，雖然有講師、有學員，但時間通常僅維持數小時或一日，
因此不算系列性課程。
10.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教學的最主要方式為(單選)：
□(1)實體面授教學
□(2)網際網路、視訊
□(3)電視、廣播
□(4)函授
□(5)混成學習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說明
1. 第 9 題各式學習活動均是本題所稱廣義之教學，請就主要實施方式填答。
2. 名詞定義
 實體面授教學：指教室與戶外的上課型態，採師生面對面講解與示範教學。
 函授：係指透過郵寄服務而將書面或錄製的教材郵寄給學習者，學習者再
將書面或錄製練習寄回給教師批閱以瞭解其進步情形；教師與學習者沒有


面對面接觸的教育方式。
混成學習：包含實體面授與數位學習，可能是實體與數位教學各半，也可
能偏重某一項，但兩項教學型態皆包含在學習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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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對授課教師有基本的要求：
□(A)是，要求為(可複選)
□(1)學歷
□(2)經歷(含教學經驗)
□(3)證照專長
□(4)人格特質
□(5)其他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B)否
說明
1. 本題所稱之授課教師廣泛指課程授課教師，以及演講、座談會、研習營、研
討會、工作坊之講師。
2. 名詞定義
 經歷（含教學經驗）
：指教學或其他專業工作的相關經歷，教學經驗是指
實際擔任教學工作的經驗。


證照專長：指與授課內容相關之證照文件、教師證、學分證明或語言能力
證明。

12. 承第 11 題，請問貴機構對於授課教師聘僱有無聘任(含新聘及續聘)審查機制，如
書面資料、試教、教學滿意度等納入審查：
□(1)有
□(2)無
13.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提供哪些屬性的學習活動(可複選)：
□(1)學歷文憑
□(2)學分證明
□(3)證照課程
□(4)專業工作發展(與職業工作有關)，不含上述學歷、學分及證照
□(5)一般課程或活動(與個人認知興趣有關)，不含上述學歷、學分及證照
說明 名詞定義
 學歷文憑：指參與的學習活動是可獲得學歷學位。
 學分證明：指參與的學習活動是可以獲得被教育部承認的正式學分。
 證照課程：指上完課程即可取得證照或是上課內容是為了取得證照者。
 專業工作發展（與職業工作有關）
：指課程內容與本身職業工作有關，不
含可以獲得學歷證書、學分證明與證照的課程。
 一般課程或活動（與個人認知興趣有關）
：指因個人認知興趣而參與的課
程或活動，不含可以獲得學歷證書、學分證明與證照的課程。
14.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提供成人哪些學習活動類別(可複選)：
□(1)語言系列
□(2)環境生態
□(3)資訊科技
□(4)教育/心理

□(5)藝術文學

□(6)健康休閒

□(7)生活技能

□(8)商業/管理

□(9)自然科學

□(10)政治/社會/文化/
歷史
□(11)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說明 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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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列：客家語、臺語、原住民語、日語、英語、韓語、法語、德語等。



環境生態：資源回收、認識植物、鳥類、昆蟲，環境安全知識等。
資訊科技：辦公室軟體、電腦繪圖、硬體組裝等以操作性（以電腦為主）
為主之技術學習。
教育/心理：教育相關課程、心理學、親子關係、家庭經營、婚姻關係、
兩性關係等。
藝術文學：繪圖、素描、音樂欣賞、樂器演奏、書法、文學賞析等。主要
藉由藝術參與活動表達自我的認知層次學習。
健康休閒：太極拳、瑜珈、舞蹈、登山健行、醫藥、食品、心靈宗教、手
工藝（如串珠、拼布、陶藝、木工等）、攝影、烹飪等。
生活技能：生活技能係指個體每日生活所必要的技能，例如識字教育、生










活常識、一般法律常識、人際溝通等。
商業/管理：商業類課程、企管、財經、投資理財、金融保險等。
自然科學：物理、化學、光電、生物科技、機械、電機、建築、土木、工
程相關等課程。主要屬於非操作性的知識學習。
政治/社會/文化/歷史：參與公共事務或民主決議過程、政治事務、國際禮
儀、志願服務、社區服務、倫理道德、生命教育、人權教育等。藉由個人
參與社會或公共議題進而認識到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屬於社會層次的學
習。

15.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所辦理的學習活動或課程是否對特定族群或對象有優惠措
施：
□(A)是，優惠對象(可複選)
□(1)高齡者
□(2)身心障礙者
□(3)在學學生
□(4)新住民配偶 □(5)原住民
□(6)中、低收入戶
□(7)舊學員
□(8)設籍本縣市或鄉鎮之民眾
□(9)志工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B)否，沒有優惠措施
□(C)本機構提供學習活動或課程皆為免費
說明
1. 優惠措施包含演講及座談會、研習營、研討會、展覽演出、競賽活動、營隊
辦理、教育推廣及宣導、工作坊、團體參訪之特定對象優惠報名費及門票等。
2.

名詞定義
 高齡者：指 65 歲以上者，或貴機構自行認定之高齡者。
 新住民配偶：依主要定義只要原屬國籍非中華民國之外國籍配偶，除移民
工外，預定或已經長期居住國內之非原本國籍配偶或公民。
 中、低收入戶：符合社會救助法所稱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經申請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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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請問去年 105 年至貴機構參與學習活動或課程之學員人數及人次為：
(A)人數
共＿＿＿＿人數，其中男性_______人數，女性________人數。
(B)人次
共________人次，其中男性_______人次，女性________人次。
(注意：(A)人數及(B)人次兩題項皆須詳實填答)
說明
1. 「人數」係指學員個體之數目，請依學籍管理資料或年度學員名冊資料填入。
2. 「人次」係指各參與學習活動或課程班級的參與人數，請加總年度各開設學
習活動或課程班級的學生數填入。
3. 「人數」與「人次」最大差異是，假設貴機構該年度共有 10 名學員，A 課
程或活動有 5 人參與，B 課程或活動有 10 人參與，C 課程或活動有 7 人參與。
因此貴機構學員人數為 10，人次為 22（即 5+10+7）。請務必詳實填答。
三、貴機構組織資源及服務
17. 請說明貴機構去年 105 年人力狀況（請在空格填入人數）：
人力

總數（位）

男（位）

女（位）

授課教師(專任)
授課教師(兼任)
職員（含工友）
志工
說明
1. 此處請填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在貴機構服務之人員，請注
意，職員「中途離職者」應該計入在內。
2. 總數應等於男性加女性之總和，請注意加總。若無某性別之人數，請填「0」
；
若無運用志工同樣請填「0」
。

18.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針對志工的培訓方式為何：
□(A)有培訓，培訓方式為(可複選)
□(1)講座
□(2)工作坊
□(3)數位學習
□(4)研討會、研習營
□(5)參訪觀摩
□(6)團體輔導
□(7)其他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B)有志工但無培訓
□(C)本機構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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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名詞定義


參訪觀摩：指貴機構舉辦的機構外參訪活動，以及與其他機構或單位的交
流觀摩等。

19.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與其他機構進行策略聯盟(單選)：
□(A)是
(A1)進行的方式為：
□(1)同業結盟 □(2)異業結盟 □(3)混合(同業及異業兼具)
(A2)成效如何：
□(1)非常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非常不好
□(B)否
說明
1. 勾選(A)者，請就訪問表所列(A1)進行的方式等 3 項擇一勾選。並請續答(A2)
成效等 5 項擇一勾選。
2. 名詞定義
 同業結盟：指聯合一家或多家「相同」類型的機構與之結為戰略伙伴關係，
以達到資源共用、優勢互補的目的。例如：社區大學間共同合作辦理規劃
一系列學習活動。
 異業結盟：指聯合一家或多家「不同」類型的機構與之結為戰略伙伴關係，
以達到資源共用、優勢互補的目的。例如：社區大學與製鞋工廠共同合作
開發樂齡專用鞋履或相關產品。
20.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針對「機構成員」提供專業發展機制：
□(A)是，請勾選專業發展方式(可複選)
□(1)工作坊
□(2)研討會、研習營
□(3)團體輔導
□(4)數位學習
□(5)講座
□(6)參訪觀摩
□(7)師徒制
□(8)工作輪調
□(9)人際互動與知識經驗分享
□(10)楷模學習
□(11)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B)否(請跳答至第 22 題)
說明 名詞定義
 參訪觀摩：指貴機構舉辦的機構外參訪活動，以及與其他機構或單位的交





流觀摩等。
師徒制：由資深者與新進部屬形成的師徒關係。重點在於師父扮演角色楷
模，將自身成功經驗、人生智慧、專業知能傳承給徒弟、並在其事業生涯
發展過程中提供心理支持。
工作輪調：藉由工作輪調累積學習經驗。
人際互動與知識經驗分享：由人際相處或是同事經驗分享中獲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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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學習：向職場上有良好表現的人學習他的長處，是一種典範的學習。

21. 承第 20 題，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成員參與上述專業發展機制是否有規定參與時
數：
□(A)是，貴機構要求一年參訓時數為:________時。
□(B)否
說明勾選(A)者，請填入貴機構一年要求成員的參訓時數。
22.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提供高齡者或身心障礙學習者交通服務(如：小型巴士、
共乘)至學習地點：
□(1)是
□(2)否

23.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有建立學習諮詢輔導服務機制：
□(1)是

□(2)否

說明 若貴機構有提供學員瞭解學習課程或各式學習活動資訊、輔導學生探索合
適自己可參與學習的課程、解決學習上的困擾或煩惱等服務皆是。
24-1.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提供學員之托幼服務：
□(1)是
□(2)否
24-2.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是否提供學員之托老服務：
□(1)是

□(2)否

25.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所使用的行銷管道中，請依行銷效果程度排序編號填入數字
1.(最有效)；2.(其次有效)；3.(第三有效) (複選排序)：
□他人推薦
□網路
□報章雜誌
□廣播電視
□文宣簡章
□其他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說明
1. 排序填入編號說明 1.為最有效；2.為其次有效；3.為第三有效。舉例來說，
若網路管道最為有效，請在「網路」前□填入「1」
，若文宣簡章其次有效，
請在「文宣簡章」前□填入「2」，以此類推。
2.

名詞定義
 他人推薦：指貴機構透過他人口耳宣傳。
 報章雜誌：指刊登在報紙或雜誌上的宣傳廣告。
 文宣簡章：指貴機構自行印製之有助於宣傳課程或活動的文宣品、夾報傳
單，例如招生簡章或海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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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的經費來源主要為何，請依貴機構經費來源主要比例排序填入
編號 1.(最主要來源)；2.(其次來源)；3.(第三來源) (複選排序)：
□政府預算補助 □學費收入
□贊助捐款收入
□場地租賃收入 □孳息收入
□其他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說明
1. 請就訪問表所列 6 項，在空格處請依貴機構之經費主要來源直接排序填入編
號 1、2、3，請至少填入一項，至多三項。
2. 填選「其他」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3. 排序填入編號說明 1.為最主要來源；2.為其次來源；3.為第三來源。舉例來
說，若政府與算補助為最主要來源，請在「政府與算補助」前□填入「1」，
若贊助捐款收入為其次來源，請在「贊助捐款收入」前□填入「2」
，以此類
推。
27. 請問去年 105 年貴機構在經營上是否遇到下列問題或困境？
□(A)是，貴機構所面對的問題或困境中，請依嚴重程度排序填入編號
1.（最嚴重）；2.（其次嚴重）；3.（第三嚴重）(複選排序)：
□經費短缺
□人力有限
□師資不足或不易聘請
□招生不易
□行銷困難
□其他________＿＿＿____(請以簡明文字說明)
□(B)否
說明
1. 勾選(A)者，請就訪問表所列最主要的原因等 6 項，在空格處請依貴機構所
面對的問題或困境中嚴重程度排序編號 1、2、3，請至少填入一項，至多三
2.

項。
排序填入編號說明 1.為最嚴重；2.為其次嚴重；3 為第三嚴重。舉例來說，
若招生不易為最嚴重的問題，請在「招生不易」前□填入「1」
，若經費短缺
為其次嚴重問題，請在「經費短缺」前□填入「2」，以此類推。

【感謝您的填答，請配合寄回給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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