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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陸學生在台灣就讀期間，所面臨的生活適應、學習障礙與問題，如何影響其重返台灣攻讀更高學位與口

碑推薦親朋好友來台就讀之意願。 本研究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進行問卷之發放，以北部2所大學及中部1所大學之陸生為

研究對象，發放169份問卷，回收121份。第二階段進行深度訪談，以北部2所大學6名陸生為訪談對象，藉由深度訪談，讓

陸生暢所欲言，以期瞭解陸生實際的想法及心聲，並與問卷資料相互印證。研究發現，陸生因語言相同，因此在生活溝通

與適應上，甚至學習互動，較無問題。而在文化適應上，由於兩岸政經體制、教育方式、生活習俗等之差異，以及個人的

心態及包容性之不同，使得陸生對文化產生相當程度之不適應，然而當陸生停留越久，此種不適應將消失；其次在教師教

學、行政、學習效果等方面，陸生對台灣的學術自由與教學彈性滿意度甚高，且認為台灣教師意識創新，具國際觀；在生

活輔導上，陸生也期望透過不同輔導方式，更貼近台灣社會與生活，例如想學台語、希望與台灣學生交叉住宿、希望有導

師協助解決問題等，顯示陸生對於台灣大學院校生活輔導不同的需求，也是學校的輔導中心努力的方向。整體而言，台灣

的生活環境與教學環境，對陸生有一定的吸引力，並反映在重返台灣攻讀學位及口碑推薦親朋好友來台就讀意願上。

關鍵詞 : 陸生、生活適應、學習滿意度、重返就讀、口碑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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