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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採用計劃行為理論（TPB）探討樂齡大學學員的行為意圖。
本研究利用其核心構面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試圖預測參與樂齡
大學課程的行為意圖。問卷收集屏東樂齡大學學員學習的觀點和看法，總共
發出200份問卷，回收後篩選有效問卷為154份，並根據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
資料。
整體而言，本研究整體模式配適度是可接受的，亦即本研究理論模型符
合配適度測試標準。主要研究結果如下：（a）自變數主觀規範對受訪者的
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但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b）在0.01的顯著性
水準上，自變數行為控制知覺對受訪者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且達到統
計上之顯著。（c）在0.01的顯著性水準上，中介變數態度對受訪者的行為意
圖有正向的影響，且達到統計上之顯著。（d）就總影響效果而言(包括直接
和間接影響效果)，行為控制知覺對受訪者的行為意圖影響最大。這些研究
結果的涵義是，樂齡大學的管理者應該在課程設計和規劃方面考慮老年人的
時間、體力、經濟狀況與資訊。

關鍵字:計劃行為理論，樂齡大學，行為意圖，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
知覺。

1
2
3

大仁科技大學銀髮創意事業管理學士學程助理教授，通訊作者：huangcc@tajen.edu.tw
秀傳紀念醫院護理長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士學程學生

118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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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senior
university students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Based on its core
facets,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predict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of senior
university for elderly.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opinions and
perceptions from the senior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in Pingtung. 2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154 effective ones were collected after
screening, and dat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overall model fit is acceptable, which means the
theory model of this study complies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fit test.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subjective norm,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bu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reach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c) The mediator variable,
attitude,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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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d) As to total influence
effect, including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effect,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research results is that supervisors of the senior university should take time,
energy, economic situation and information for elderly into consideration
regarding to course designing and planning.

Keyword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enior university, behavioral inten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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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資料，台灣1993年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
總人口比率超過7%，成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推計將於2018年超
過14%，使我國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年將再超過20%，邁入
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而自高齡社會(14％)轉變至超高齡社
會(20％)，預計費時7年（2018~2025年），時程之短與新加坡並列全球第一，
其重要性與相關影響將會牽連到我們社會的所有層面，不得不令政府重視老
化議題。而先進國家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提出高齡化社會的對策，包括
保健、醫療、福利、就業、安養、教育等各層面的政策，而教育為其中關鍵
的一環，其可提供老人再充實、再教育機會，並擴大其生活層面；爰此，教
育部於2006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以終身學習、健康
快樂、自主與尊嚴及社會參與為四大政策願景，積極規劃推動老人教育活
動，擴充老人學習場所。2010年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擴大設置樂齡大
學與樂齡學習中心，提供年長進入大學校園體驗學習的機會;在經費上大幅
增加高齡教育經費，以實際行動宣示政府對高齡教育的重視。就老人教育而
言，在社政體系下開設有「長青學苑」，而在教育體系下則開設有「樂齡大
學」和「樂齡學習中心」。多元制度的並進，使老人能有更多選擇與參與社
會學習的機會，其非僅老人單方面受教而已，老人亦可擔任指導的角色，使
其寶貴的專業經驗及工作歷練能夠成功傳承。
老化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影響，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領
域。如果經濟安定、健康維護及生活照顧無法達到個人的基本期望，其所衍
生的社會問題和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是難以估計的。因此老人在健康狀態與
經濟條件的組合下，如何在黃金歲月中持續地學習，不僅可接受有關預防健
康風險的資訊，且透過身心靈安適而有助於活躍老化、提升生活品質與幸褔
感(Boulton-Lewis, Buys and Lovie-Kitchin, 2006; Lennox, 2003；Boulton-Lewis,
2010; Warburton, Cowan, Winterton and Hodgkins, 2014)。Boulton-Lewis (2010) 在
健康、參與和安全最適當的機會基礎上，提出了活躍老化的模式，以提高人
們隨著年齡增長的生活品質，其特別強調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教育與參與
學習是活躍老化的關鍵因素。Warburton et al. (2014)也主張增強年長者學習的
能力，採用多元專業方法與小組教育是實現知識交流的成功模式，其給予他
們互相學習的機會與分享問題的感覺。Tzeng and Lee (2017)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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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衰老的背景下，適應力似乎是提高生活質量和保持後期獨立的關鍵；尤其
是，積極參與日常生活活動與宗教活動者，其擁有較高的生活品質與壽命。
因此，樂齡大學恰好可以提供活躍老化、適應老化的場所，也減少對國家社
會的負荷及衝擊。
近年來臺灣許多大專院校紛紛開設樂齡大學的課程，讓更多年長者可以
體驗學生的生活，甚至完成年輕時想讀書的心願。因此，國內相關文獻陸續
探討樂齡大學的學習狀況、參與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例如課程規劃者對於活
躍老化學習課題的認知與規劃情形(楊千霈，2012)、探索高齡學習者學習之
需求性(陳嘉彌、魏惠娟，2015)、探討樂齡大學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
之狀況(陳英豪，2011)與探討樂齡大學學員其社會支持、參與動機與學習滿
意度(黃湘、黃國光、林明哲，2013)。
上述這些文獻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課程設計非常適合活躍老化、也得到社
會支持、提升生活品質滿意度與滿足學習需求，但這些文獻並未探討現今社
會的年長者是否每位都會無條件參與或是有多方面的限制與負荷，例如時
間、經濟、體力與資訊是否足夠否? 若年長者行為控制知覺差，亦即，年長
者若覺得這些課程時間上沒有彈性、內容太深澀、花費太多、耗費體力與缺
乏相關的資訊，就不會有意圖參加樂齡大學這些課程。此外，周遭親友或重
要意見領袖若支持或推薦參與樂齡大學的課程，也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反
之，年長者就不會有意圖參加樂齡大學這些課程。影響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
與否的相關因素是值得重視的課題，也是樂齡大學經營者關注的焦點，因
此，本研究嘗試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年長者參與樂齡大學的學習意圖，因為
年長者的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
為意圖愈正向，本文利用結構式問卷的手法來收集資料，並以線性結構模式
來建構較完整的因果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相關因素的因果關係。
2.建構年長者在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與行為意圖等構面模式。

貳、文獻探討
根據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Ajzen(1988)將代表其他非理性因素的行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變項加入原有的理論架構中，形成「計畫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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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Ajzen(1988)主張個人想要採取某特定行為
前，必須有行為的意圖，才會付諸實現。而影響行為意圖的前置變數為個人
對從事某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態度、受到重要人士或週遭環境是否認同其行為
所影響的主觀規範及個人是否能夠擁有時間、體力、資源去從事行為的控制
知覺能力。亦即，計畫行為理論中 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
制知覺」等變項將可直接或間接影響民眾的行為意圖(Ajzen, 2001)。如果個
人對某項特定行為所採取的態度愈正向、週遭重要人士愈鼓勵或推薦、並知
覺行為不受到阻礙可以控制自如，則從事某特定行為的機率愈大。因此，TPB
曾被應用在許多消費、社會心理相關、休閒旅遊與運動等行為的研究
(Ajzen,1991; Taylor and Todd, 1997；Alam and Sayuti, 2011；Jalilvand and Samiei,
2012；Awa, Ojiabo and Emecheta, 2015)，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等三
個變項顯著影響行為意圖，其解釋力均優於理性行為理論，因此與理性行動
理論相較，計劃行為理論的解釋力確實較佳。
根據計劃行為理論，主觀規範係指個人對於是否採行某項行為時所感受
到外在社會或周圍意見領袖的壓力(Ajzen, 1991)，亦即一個人是否採取某特
定行為會受到重要人士或週遭環境是否認同其行為所影響，重要人士包括長
輩、父母、同儕朋友等。但部份實證結果發現主觀規範對於行為意圖並無直
接效果，它係經由態度對行為意圖產生間接效果(Dishaw and Strong, 1999;
Rhodes, Lee, and Courneya, 2002；Sas-Nowosielski and Nowicka, 2018)。態度即
個人對於參與特定行為的正向或負向評價(Ajzen, 1991)，當個人對於行為的
態度愈正向，其行為意圖愈高；反之，當個人對於行為的態度愈負向，則行
為意圖愈低(Fishbein and Ajzen, 1975; Ajzen and Fishbein, 1980；Sas-Nowosielski
and Nowicka, 2018)。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將態度視為中介變項，主觀規範
對行為意圖較具有間接效果而非直接效果。
其次，行為控制知覺係指個體對從事特定行為時所感受難易程度的認知
(Ajzen,1991)，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時間、體力與機會越多，所預
期的阻礙越小，對行為的控制知覺也就越強，進而正向影響個人對於從事特
定行為的態度。實證結果顯示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與特定行為的
態度愈正向(Jalilvand and Samiei, 2012；Awa, Ojiabo and Emecheta, 2015；
Sas-Nowosielski and Nowicka, 2018)。但行為控制知覺變項在影響行為意圖方
面則出現分歧，亦即有些研究顯示正向影響行為意圖，有些研究則顯示負向
影響行為意圖。例如林明瑞、謝有誌（2005）
、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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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山、王佳惠、郭乃文 (2007)、黃坤祥、游皓瑋（2006）、林明瑞、陳柏
言 (2007)、羅希哲、劉一慧、孟祥仁(2007)、 De Vivo, Hulbert, Mills, and Uphill
(2016)等行為意圖的相關研究顯示行為控制知覺正向影響行為意圖。但根據
吳忠宏、蘇珮玲（2005）、李柏慧、劉淑燕（2005）、張志銘、賴永僚（2007）、
詹淑清、俞佩君（2008）等休閒旅遊行為意向的相關研究，得知大部分受訪
者對休閒旅遊行為控制知覺則顯示負向影響行為意圖，原因為人們皆嚮往進
行休閒旅遊，但是由於受限於本身的經濟因素、時間、體力等條件導致無法
前往。因此，年長者是否每位都會無條件參與或是有多方面的考量，若年長
者行為控制知覺差，也就無法參加樂齡大學這些課程，因為年長者的態度、
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愈正向。

參、研究方法
包含研究架構與假說、研究工具、抽樣方法與樣本、信度與效度分析、
整體模式衡量分析等五部分。
一、研究架構與假說
行為意圖為主要依變項，並以參加樂齡大學學員的觀點切入研究，探討
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與行為意圖行為之間的關係。依據文獻探討，
本研究提出影響學員參加樂齡大學行為之研究架構(圖 1)。
主觀規範

行為意圖

態度

行為控制知覺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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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文獻探討、研究目的、及架構，本研究擬定以下假設：
假設 1:年長者「主觀規範」意見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態度
愈正向。
假設 2:年長者「主觀規範」意見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行為意圖」
愈正向。
假設 3:年長者的「態度」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
愈正向。
假設 4:年長者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
意圖」愈正向。
假設 5:年長者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態度」
愈正向。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設計
的章節發展出問卷內容，其問項都是參考專家學者之研究問項所建立
的，並進行前測與專家效度，而後分析修正成為正式問卷。本研究之問卷內
容共分五個部分，一到四部份，採用李科特七點尺度(7-point Likert Scale)計
分並量化之，第五部分則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先經人工檢查，將資料予以編碼登錄，其資料分析主要可分
為基本分析與整體模式分析。而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行分析，整體模式
分析則以線性結構模式來分析資料。本研究之分析方法是根據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所提出的二步驟程序，第一個步驟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發展
出一個配適度佳的測量模式，第二個步驟則再進一步分析理論之模式。
三、抽樣方法與樣本
本研究針對樂齡大學的學員，其多屬於年長，探討其參與行為意圖之模
式，故鎖定前往樂齡大學之學員為本研究調查對象。其次，本研究以便利抽
樣法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發放地點為屏東大仁科技大學所開設樂齡大學的教
室，經過預測 50 份問卷並以信度分析與項目分析後，修改不適當、語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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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引導作答等類型的問題後，共發放 200 份，有效問卷 154 份，回收問卷
有效率 77 %，問卷發放日期為 2017 年 3~6 月期間。
四、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各構面量表信度 Cronbach α= 0.76~0.95 之間，各衡量題
項之內部一致性達到要求的。
（二）效度分析–收斂效度分析：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1981）評估收斂
效度的標準，本研究各構面之組合信度均超過 0.7，且平均萃取變異量也都
超過 0.5 的水準，各指標的內部一致性均符合標準。
五、整體模式衡量分析
本研究將分成理論模式的評估與假說關係的驗證二部份加以敘述分析
結果。
(一) 理論模式評估
基本的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茲分述如下：
1.基本的適配標準：在此部分有三項標準必須檢驗，(1)誤差變異數不能有負
值；(2)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不能超過0.95 或太接近1，且須達顯著水準；(3)
有太大的標準誤。
2.整體模式適配度：此指標是用來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分
為三種類型：絕對適合度衡量(Absolute Fit Measures)、增量適合度衡量
(Incremental Fit Measures) 、及簡要適合度衡量(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以
下分別說明各類型之內涵：
(1)絕對適合度衡量：是用來確定整體模式可以預測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程
度，衡量指標如卡方統計值、適合度指標(GFI)、平均殘差平方根(RMSR)、
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MSEA)、調整的適合度指標(AGFI)等。
(2)增量適合度衡量：係比較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與虛無模式，衡量指標如基準
的配合指標(NFI)、和比較配合指標(CFI)等。
(3)簡要適合度衡量：係要調整適合度衡量，俾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數目
的模式，以決定每一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適合程度，衡量指標如簡要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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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指標(PNFI)與簡要的適合度指標(PGFI)，可受範圍(>0.5)。
(4)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此標準是在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度、各指
標及潛在變項的信度等，這可從個別項目的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是
否在 0.7 以上、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是否在 0.7 以上、
及潛在變項的萃取變異量(Variance Extracted)是否在 0.5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來
加以評估。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之分析
本研究對象以年長參加樂齡大學行為意圖之研究，回收問卷經整理篩選
後，總計 154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受測樣本結構，在性別方面，男性及女性
所佔比例分別為 61％及 93％。在年齡方面，40-45 歲、46-50 歲、51-55 歲、
56-60 歲、61-65 歲及 65 歲以上所佔比例分別為 31.2％、20.8%、26%、15.6
％、5.2％及 1.3％，樣本集中在 40-60 歲間，顯示學員在尚未老化前積極參
與學習以提升生活品質。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以下、專科、大學及研究所
以上比例分別為 55.2％、21.4％、18.8％及 4.5％，此顯示教育程度不高者參
與者居多。在職業方面，金融服務業、軍公教、傳統產業及其他所佔比例分
別為 5.8％、21.4％、37.7％、35.1％。在婚姻狀態方面，未婚、已婚所佔比
例分別為 24.7％、72.1％。在每月平均所得方面，25,000 元以下、25,001~40,000
元、40,001~55,000 元、55,001~70,000 元、70,001~85,000 元及 85,000 元以上所
佔比例分別為 50％、44.2％、2.6％、2.6％、0％及 0.6％，此顯示低所得者居
多。茲將上述整理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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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來檢測本研究問卷之信度。態度整體
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69。主觀規範整體量表信度分
析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28。行為控制知覺整體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信 度 係 數 為 0.909 。 行 為 意 圖 整 體 量 表 量 信 度 分 析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47。故整體而言，本研究問卷各量表衡量題
項之內部一致性是可被接受的。茲將上述資料整理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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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構念量表的信度分析

三、整體模式衡量分析
本研究將分成理論模式的評估與假說關係的驗證二部份加以敘述分析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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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論模式評估
有關模式配適度的評估，本研究依據Bagozzi and Yi (1988)的看法，從三
方面來加以評量，分別為：基本的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
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茲分述如下：
1. 基本的適配標準：在此部分有三項標準必須檢驗，(1)誤差變異數不能有
負值；(2)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不能超過 0.95 或太接近 1，且須達顯著水準；
(3)有太大的標準誤。整體理論模式的衡量模式分析如表三所示，顯示各
個因素負荷量均達顯著水準(0.75~0.98)，而且衡量誤差也沒有負值，整體
而言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2. 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用來衡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配適
程度，表三得知各項指標判斷，本研究的整體模式適配度良好。
(1)絕對適合度衡量：雖卡方值未達標準，但是統計值通常受到估計參數
及樣本數很大影響。而 GFI=0.899 和 RMR=0.50，都在可接受範圍，RMSEA
則達標準(<0.1)。
(2)增量適合度衡量：AGFI=0.848、NFI=0.944、CFI=0.972，其中 AGFI 略
低於 0.9 的標準，但為可接受範圍。
(3)簡要適合度衡量：PNFI=0.726、PGFI=0.599，均大於標準 0.5。
3.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表三可看出，組合
信度 (>0.7) 和萃取變異量 (>0.5) 皆已超過標準，且在之前個別項目的
信度也都達到標準，所以本模式應具有良好的內在結構適配度。
4. 影響構面的因素
從表三顯示，在主觀規範上，以報紙、雜誌會影響我參加樂齡大學 (0.96)
和網路、電子報等媒體的報導 (0.92)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廣播、電視等媒
體的報導的影響最小(0.81)。在態度的構面上，高齡者認為參加樂齡大學的
課程是非常值得的(0.93)，很有成就感的(0.93)其次參加樂齡大學的課程是明
智的選擇(0.92) 和是新奇的(0.92)。在行為控制知覺構面上，高齡者認為只要
我想要，參加樂齡大學是一件容易的事(0.84)，其次是我有足夠的體力(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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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要有這些條件，參加樂齡大學意願就高。在行為意圖構面上，我會跟
他人敘述樂齡大學的好處(0.98)，和我會推薦他人(0.95)在行為意圖構面上是
很重要的。所以要吸引更多人參加樂齡大學，需要有好的口碑和人們的口耳
相傳，這樣才會對年長者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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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整體理論式衡量分析

χ 2 =137.098 、 d.f.=70、GFI=0.899 、CFI=0.972、NFI=0.944 、RMSEA=0.79、
AGFI=0.848、TLI=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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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論結構模式路徑係數與假說驗證
表四顯示本研究理論結構模式之路徑係數與假設驗證，圖二則顯示本研
究修正後模型，根據表四與圖二，其整體模式對假設 H1、H3、H4 與 H5 皆
成立。由整體理論模式發現，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沒有直接影響效果，其路
徑係數值為 0.11 且未達顯著性，所以 H2 不成立，此結果顯示年長學員不會
因為身邊重要人士，如家人親友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而直接影響其參加樂齡大
學的課程。其次，H1 與 H3 成立，因其路徑係數值分別為 0.39 與 0.43 且達
顯著性，此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間接的影響效果，其主要透過中
介變數態度影響行為意圖，亦即，年長學員會因為媒體推薦或身邊重要人士
支持而對樂齡大學課程產生正面的態度評價，進而增加參與樂齡大學課程的
行為意圖。而 H4 與 H5 成立，因其路徑係數值分別為 0.43 與 0.38 且達顯著
性，此結果顯示行為控制知覺直接影響參與樂齡大學課程的行為意圖，亦即
年長學員自覺有足夠體力、時間與資訊，即會產生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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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路徑係數與假說驗證

* 表 p<0.1， ** 表 p<0.05， ***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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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主觀規範
0.39**

0.43**
行為意圖

0.38**
態度
0.43**

行為控制知覺

圖二

修正後模型

（三）構念間的影響效果分析
表五顯示根據圖二所得到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顯示整體而
言對行為意圖的總效果大小依序為行為控制知覺(0.5934)、主觀規範(0.497)
與態度(0.43)。此結果說明：行為控制知覺對行為意圖的關係、主觀規範對
行為意圖的關係、態度對行為意圖的關係，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行為
控制知覺正向影響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是最重要構面，其總效果
最大(0.5934)，在在顯示年長者需要有足夠時間、體力、與資訊參加樂齡大
學的課程，才會產生行為意圖，否則不會參加。而主觀規範間接正向影響行
為意圖，其總影響效果為 0.497 而居次，顯示廣播、電視、報紙、雜誌與網
路所報導樂齡大學的內容，或者身邊重要人士的推薦，會正向影響對樂齡大
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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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各構念對行為意圖效果分析

伍、結論與建議
因應台灣人口高齡化，教育部推動樂齡大學「快樂學習、忘記年齡」之
精神，提倡多元發展與終生學習，活到老學到老的概念，營造成功老化的正
面社會形象與態度，落實年長長者追求健康自主、快樂學習及提升自我實現
之理想。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以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為樣本，提
出「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行為意圖模式」，經結構化方程式模型之建構與實
證，得到下列研究結果：
(一)行為控制知覺影響行為意圖的總效果最大，因此在管理上意涵是，經營
樂齡大學的大專院校所開設的課程，在時間上要有彈性，例如提供年長學員
的遠距網路教學。在費用上，配合開課做一些促銷活動，例如免費體驗課程、
三人同行打 85 折優惠或是針對家境清寒或弱勢團體者提供補助。在資訊
上，增加媒體的宣傳廣告，例如可以在社區公園的公告欄張貼開課資訊。最
重要是，所開設課程需考量年長學員的體力負荷，讓學員覺得這些課程內容
是容易學習的。
(二)「態度」設為中介構面，得到「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存在間
接效果，用來解釋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驗證了 Chang(1998)、
Ajzen and Driver(1992)、李能慧(2004)態度對行為意圖存在間接效果，亦即「態
度」為重要中介變數。而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
，主要受其「態
度」
、
「行為控制知覺」正向影響，但「主觀規範」無法直接影響參加樂齡大
學的「行為意圖」，僅部分驗證了(Ajzen,1985,1991,)的計畫行為理論。
建議事項是，在研究時間、人力及經費限制之下，本研究在設計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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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力求客觀、嚴謹，然而仍會受限現實環境外在影響，有些細節部分仍有
不足之處。首先是，訪談者與受訪者在專業能力與問題認知上的差異，可能
會產生資訊上的偏誤，會形成資料蒐集與分析上的限制。其次，本研究是以
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課程者為研究對象，採取人員訪問方式發放問卷，因符
合受訪人員遍及台灣全省，親自發放問卷有其困難，故僅選擇在屏東進行問
卷調查，不足以代表整個全台灣地區消費者之看法，故樣本無法外推。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跨區域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各變數間之關係，相信研究結
果更具一般性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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