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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簡稱 IEA)主辦的「第三次國際數

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後續調查」（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Repeat，簡稱 TIMSS-R 或 TIMSS 1999）以 13歲群的國中二

年級（或稱八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數學與科學學習成就調查，結果於民國

八十九年底公布，我國國中學生表現突出，在三十八個參與調查的國家中，

我國學生科學總平均成績排名世界第一，與第二的新加坡和第三的匈牙利在

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有 31%的台灣學生科學成就達到所有學生的前十分之

一，80%達到所有學生的前 50%。以分科來看，台灣學生的生命科學、化學程

度均為世界第一，物理、環境與資源議題排名第二，地球科學第三，科學探

究與科學本質排名第四(（Martin et al.,2000a；陳昭地等，2001）。 

TIMSS 1999結果公布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教育部皆表示這是我

國多年來努力提升數學和科學教育的成果（張錦弘，2000；明日報，2000；

陳昭玲，2000a；陳昭玲，2000b）。報紙（張錦弘，2000；明日報，2000）刊

載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對於台灣國中學生在 TIMSS 1999能夠有優異表現

「值得欣慰，但不值得很高興」，因為台灣是把學生訓練成考試解題高手，才

會表現不錯，但台灣學生的創意和好奇心卻受到很大壓制。聯合報同時刊載

訪問一些國中二年級學生對我國學生測驗成果的看法，他們表示因為班上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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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每個人都在補習，有些人每科每周平均約補習一小時，也有些人每周補習

兩小時理化和五小時數學，所以我國學生的成績會很好；雖然我國問卷結果

顯示每位學生平均每天花在數學及科學的時間低於一小時，但是這沒有包括

補習的時間。這些學生同時表示補習和由自己讀書的學習效果會不同，而且

學校平時考試題目較難，我國學生程度自然比國外同齡學生好（張錦弘，

2000）。我國學生科學成就表現優異，真的只是因為我國教育注重升學，反覆

訓練學生的結果嗎？ 

過去的研究顯示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包括來自家庭的資源、父母的教育

及工作、個人先備知識、學習動機、同儕互動、教師、學校資源⋯等各種因

素。但因受限於研究收集資料不易，個人研究多半僅能探討在某些特定國家

中，影響學習成就的某些因素。從 TIMSS 1995以來，IEA為國際上建立了一

個龐大的國中學生學習資料庫，不但提供各個國家針對其國內測驗結果進行

分析，可以知道他們學生的程度，更是提供各國互相觀摩比較課程、教師、

學校、學生學習上的優缺點的機會（Martin et al.,1996）。然而我國因為會

員身份問題，無緣參加 TIMSS 1995測驗，及至TIMSS 1999測驗舉辦時，我

國才得以正式參與此國際性大規模學生學習成就調查，與世界各國一起評比

學生成就，和進行各種相關於學習成就的研究。 

至今國內完成的TIMSS 1999分析研究有：分析我國國中二年級學生課餘

學習時間與學習成就之關係（洪志明，2001）、影響我國學生在 TIMSS-R 中

科學學習成就因素之探討（張殷榮，2002）、國二學生數學基本能力探討（洪

瑞鎂，2001）、我國國中新舊教材與科學和數學學習成就關係（洪佳慧，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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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誠，2002；劉佳容，2002；陳穎希，2001）、從 TIMSS 1999探討國中二

年級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國家經濟能力及學習時間之關係（羅珮華，2003）、由

考試文化的角度分析我國學生在TIMSS 1999 生命科學的答題表現（侯怡如，

2002）等。國際上的TIMSS 1999研究分析目前僅見各個國家針對其國內測驗

結果進行分析，例如美國有13州和 14行政區重新調查與分析他們的學生的

表現，希望知道他們學生真正的程度，以及與各國比較課程、教師、學校、

學生學習上的優缺點（Martin et al., 2001； Tananis et al., 2002）。由於共有

38個國家， 180700位學生接受調查，國家間本身即具有多樣性

（Robitaille,1992），每個國家人口、土地面積、國民所得、教育經費、學

校課程、教學目標、文化背景⋯等都不相同，各國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對自我

期望、價值觀、學習態度、學習習慣等，自然也不會相同。尚未見有關各國

學生特質與學習成就之間關係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以 TIMSS 1999資料來探討

七國科學學習成就與學生特質之間的關係。 

要比較各國教育成就時需考量各國教育資源是否相同，而國民所得可以

是各國資源重要的指標之一(Raudenbush et al.,1995，引自 Shen, 2001)。

各國經濟能力與教育投資對學校資源與教育素質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為國

家經濟能力較強的國家，其學生科學成就平均成績高於經濟能力較弱國家的

學生，且國家經濟能力對學生成就約有30%預測力（羅珮華，2003）。IEA在

第一次國際測驗結果中就發現學生是否學過測驗內容以及教學上強調程度對

成就有很重要的影響（Walker, 1976），因此舉辦國際測驗時會先調查測驗內

容在各國課程的涵蓋程度，與教學上方法和程序的強調程度（Martin et al., 

2001）。進行國際性比較時，為了降低國家間的差異性，挑選的國家需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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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教育投資和相似的教育強調向度，而且測驗內容涵蓋程度也相近，

因此本研究挑選了包括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義大利和智利等

七個國家進行分析比較，所選取的變因包括對科學的興趣態度、喜歡自然科

學的程度、自然科學是簡單科目的想法、自然科學令我厭煩的想法、自評在

科學的表現、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自然科學對生活很重要的想法、動

機、網路資源、家有電腦、喜歡用電腦學習自然科學的程度、自己最高學歷

期望、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的想法、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好運氣的

想法、學好自然科學必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的想法、自己對運動的看法、母

親對運動和休閒時間的看法、文化休閒頻率、打工時間、休閒時間、在家講

調查語言頻率、家中藏書、校外閱讀頻率、每日讀書時間、對科學的應用信

念、性別、科學偏好等因素，希望找出影響TIMSS 1999學生成就的變數，以

及哪些學生特質因素具有國際共通性或獨特性、及影響我國學生學習成就高

低的主要因素。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利用 TIMSS 1999調查資料探討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

義大利和智利等七個國家國中學生之共同特質，影響學生科學成就的特質變

數，及從影響科學成就的學生特質中，找出具有預測各國學生學習成就的變

數，同時比較亞洲四國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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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問題： 

一、 七國學生的共同特質為何？ 

二、 與各國學習成就相關的學生特質變數為何？ 

三、 七個國家的學生特質變數在學生學習成就上的預測能力為何？ 

四、 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四個亞洲國家學生特質的相似性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 本研究比較的國家為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義大利和智

利等七個國家。 

二、 每個國家抽測對象界定為包含最多 13歲群的學生，皆為八年級學生，

相當於我國國中二年級學生。 

三、 本研究僅分析 TIMSS 1999學生問卷中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態度、喜歡自

然科學的程度、自然科學是簡單科目的想法、自然科學令我厭煩的想

法、自評在科學的表現、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自然科學對生活

很重要的想法、動機、網路資源、家有電腦、喜歡用電腦學習自然科

學的程度、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的想法、

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好運氣的想法、學好自然科學必需記憶教科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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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的想法、自己對運動的看法、母親對運動和休閒時間的看法、文

化休閒頻率、打工時間、休閒時間、在家講調查語言頻率、家中藏書、

校外閱讀頻率、每日讀書時間、對科學的應用信念、性別、科學偏好

等特質。 

四、 本研究的學習成就是指美國波士頓學院公布的 TIMSS 1999科學測驗結

果。 

 

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結果僅適合推論於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義大利

和智利等七個國家。 

二、 本研究結果推論適用之對象為13歲群的國中二年級學生。 

三、 本研究結果不宜推論到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態度、喜歡自然科學的程

度、自然科學是簡單科目的想法、自然科學令我厭煩的想法、自評在

科學的表現、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自然科學對生活很重要的想

法、動機、網路資源、家有電腦、喜歡用電腦學習自然科學的程度、

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的想法、學好自然

科學必需有好運氣的想法、學好自然科學必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的想

法、自己對運動的看法、母親對運動和休閒時間的看法、文化休閒頻

率、打工時間、休閒時間、在家講調查語言頻率、家中藏書、校外閱

讀頻率、每日讀書時間、對科學的應用信念、性別、科學偏好等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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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特質。 

四、 本研究結果不宜推論到科學測驗以外的學科測驗結果。 

 

第六節 名詞解釋 

一、 科學成就：是指美國波士頓學院公布的 TIMSS 1999科學測驗結果，以

科學成績五個估計似真值的平均成績來表示。 

二、 八年級：TIMSS 1999測驗學生主要的年級，相當於我國國中二年級。 

三、 學生特質：本研究中所指的學生特質是包含學生在學習方法、學習動

機、對課業喜歡的情感，以及學習的信念與引導學習的方向，涉及學

生的價值判斷與具體的學習行為，包括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態度、喜歡

自然科學的程度、自然科學是簡單科目的想法、自然科學令我厭煩的

想法、自評在科學的表現、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自然科學對生

活很重要的想法、動機、網路資源、家有電腦、喜歡用電腦學習自然

科學的程度、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的想

法、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好運氣的想法、學好自然科學必需記憶教科

書或筆記的想法、自己對運動的看法、母親對運動和休閒時間的看

法、文化休閒頻率、打工時間、休閒時間、在家講調查語言頻率、家

中藏書、校外閱讀頻率、每日讀書時間、對科學的應用信念、性別、

科學偏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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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同特質：全體學生在本研究選取的問卷題目的次數分配和選答率的

某一選項超過 90%選答率、程度量表中的「非常喜歡」、「喜歡」二項

的選答率之和超過 90%、或是「非常同意」、「同意」二項的選答率之

和超過 90%的變數，顯示幾乎全體學生對該變數具有一致的看法或狀

態，本研究將其定義為所有學生之共同特質。 

五、 分層抽樣：本研究各國抽樣分為學校、班級和學生三個階段進行。其

中先以大概等比例系統抽樣方法來抽取受測學校與候補受測學校，再

從受測學校內隨機抽取受測班級。原則上受測班級內的所有學生都應

接受測驗，但當受測班級內的人數過多時，必需再從該班進行部分抽

樣，隨機選取適當的人數參加測驗。 

六、 虛擬班級：班級抽樣過程因單一班級人數少於預定抽測的最少人數

時，將相鄰班級人數合併起來計算，當作一個班級時，這個合併班級

即為虛擬班級。 

七、 趨勢研究（trend study）：TIMS1999目的在測驗於 TIMSS 1995為國

小四年級的學生，他們在 1999年升上國中二年級後，追蹤學生學習

成效的研究稱為趨勢研究。 

八、 趨勢試題(trend items)：TIMSS 1995年測驗使用但保留未公開的試

題，並於TIMS1999測驗中使用，可以用來連結和比較兩次測驗結果。 

九、 自由反應試題（free-response item）：學科測驗試題中的非選擇題，

需由學生經由自己判斷而填寫答案的題目，包括填充題、簡答題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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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題。 

十、 文化差異：界定由各國學生特質包含的各項因素所引起的整體差異。 

十一、國家經濟能力：以 TIMSS 1999國際報告中的國民平均生產毛額購買

力評價（GNP per capita based 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作為經濟指標。 

十二、對自然科學學習的知覺：包含（1）對科學的興趣態度；（2）喜歡自

然科學的程度；（3）自然科學是簡單科目的想法；（4）自然科學令我

厭煩的想法；（5）自評在科學的表現；（6）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

對；（7）自然科學對生活很重要的想法；（8）動機等八個變數。 

十三、電腦資源與最高教育程度期望：包含（1）網路資源；（2）家有電腦；（3）

喜歡用電腦學習自然科學的程度；（4）自己最高學歷期望。 

十四、對學好自然科學的想法：包含（1）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的

想法；（2）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好運氣的想法；（3）學好自然科學必

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的想法。 

十五、對運動和休閒輕鬆時間的看法：包含（1）自己對運動的看法；（2）

母親對運動和休閒時間的看法。 

十六、課餘時間與文化休閒：包含（1）文化休閒頻率；（2）打工時間；（3）

休閒時間。 

十七、家庭使用語言和藏書：包含（1）在家講調查語言頻率；（2）家中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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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讀書時間、閱讀頻率和對科學的應用信念：包含（1）校外閱讀頻率；

（2）每日讀書時間；（3）對科學的應用信念。 

十九、性別和科學偏好：包含（1）性別；（2）科學偏好。 

二十、每日課後讀書時數：各國受測學生所填答之學生問卷上的資料，包含

課後花在讀書和寫學校指定作業的時間，問卷選項時間經換算後而得

的平均值。 

二十一、 學生每日學習時數：平均每日上課時數與每日課後讀書時數之和。 

二十二、 讀書時間：包括在一星期中，上學前或放學後通常花多少時間時間

從事下列活動：(1)自然科學課外輔導與補習時間；和(2)研讀自然科

學或做自然科學作業時間。 

二十三、 休閒時間：包括在上學的日子，上學前或放學後通常花多少時間從

事下列活動： (1)看電視或錄影帶；(2)玩電腦遊戲；(3)校外和朋友

聊天或遊玩；(4)在家做事；(5)運動；(6)娛樂性的閱讀。 

二十四、 朋友的看法：包括學生大部分的朋友認下列事情是重要的：(1)在

學校學好自然科學；(2) 在學校學好數學；(3) 在學校語文科考試得

高分。 

二十五、 網路資源：包括下列地點使用網際網路的管道：(1)家裏；(2)學校；

(3)其他地方。 

二十六、 文化休閒頻率：包括在校外的時間從事下列活動的頻率：(1)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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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或展覽會；(2)參加音樂會；(3)欣賞歌劇；(4)看電影。 

二十七、 對科學的應用信念：包括認為自然科學的應用對處理下列問題幫助

的程度：(1)空氣污染；(2)水污染；(3)森林的破壞；(4)瀕臨絕種的

物種；(5)臭氧層的破壞；(6)核能電廠帶來的問題。 

二十八、 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包括(1)如果自然科學不是那麼難，我

會更喜歡它；(2)雖然我盡力了，可是自然科學對我而言還是比對別

人難；(3)沒有人可以在每個科目都表現很好，我只是在自然科學方

面較沒天分；(4)自然科學不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 

二十九、 對科學的興趣態度：包括喜歡學習自然科學和喜歡從事有運用到自

然科學的工作。 

三十、 動機：在自然科學表現良好的動機包括：(1)能找到想要的工作；(2)

使父母親高興；(3)能進入自己喜歡的高中或大學；(4)使自己高興。 

三十一、 對科學有正面態度指標（Index of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Science）：這個指標是利用學生回答五個問卷題目的選項結果，選項

經過分數換算後，如果此五題的平均數大於 3，即為正面態度高指標

群；如果這五個問卷題目選項的平均分數大於 2且小於或等於 3，即

為正面態度中指標群；如果這五題的平均分數小於或等於 2，即為正

面態度低指標群，問卷題目包括：(1)喜歡自然科學的程度；(2)是否

喜歡學習自然科學；（3）是否厭煩自然科學；(4)是否認為自然科學

對每個人的生活很重要；(5)是否喜歡從事有運用到自然科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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