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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四節，第一節介紹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成立的目的與演

進，第二節敘述第三次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後續調查，第三節為學

生特質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第四節為文化差異相關研究。  

 

第一節 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成立的目的與演進 

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會議在1950年代時常討論各國教育相關的議

題，鑑於當時各國比較教育仍多為描述性研究，與會歐美學者認為有需要對

各國教育進行量化的比較研究，因此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在學者們的推

動下，於 1959正式成立（Husen,1975），這是一個獨立的、國際合作研究機

構，主要進行與學校有關的國際合作研究，也接受 IEA會員委託執行特定的

研究案，至 2002年共舉辦過 20個大規模的跨國研究（詳見附錄一），參與合

作的國家可藉此研究來分析探討個別國家裡面的教育政策或特定主題，使各

國對其本身教育體制、各國教育特色、各國文化差異進一步理解，更可藉由

週期性參與國際評量來對國家長時間努力改革的政策成效進行評估（IEA, 

2003；Postlethwaite & Wiley, 1992；戴曉霞，1995）。 

IEA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學術法人組織，目前由 58個國家或代表國家的單

位組成，比利時提供其法人的身份，享有捐款和募款免稅的優惠，IEA的執

行秘書處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負責規劃合作研究案與財務管理，實際進行

研究時則視需求分別與各單位合作，包括與加拿大國家統計局（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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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德國資料處理中心（Data Processing Center，簡稱 DPC）、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局（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簡稱 ETS）、美國波士頓

學院國際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Boston College，簡稱

ISC）、英國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及各種國際合作中心等研究機構共同進行各種計畫（詳見附錄

二）。 

IEA成立之初（1959-1967年）即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數學教育成就調查

（First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Study），有 12個國家，約五千所學校

參與；研究結果顯示國家之間的差異直接與各國對主題的強調程度有關

（Walker, 1976）。第一次國際科學教育成就調查即是包含在1966年 IEA開

始執行六個大型調查計畫（包括科學、閱讀、文學、英語、法語、公民教育），

為教育提供了三個方面的實驗證據：（1）說明社會經濟和教學因素與學校、

國家之間、和學生之間成就差異的關係，對不同開發程度國家的多樣分析，

促進我們對學校資源和教學法與社會經濟結構間交互影響的瞭解；從IEA研

究結果顯示非學術上的因素對學生、學校、國家之間有相當比例的影響；（2）

工業國家長期以來對學校組織結構有困擾，藉由 IEA的研究結果提供有關教

育體制衍生的偏差訊息給制訂政策者，使得學校組織結構問題得到答案；（3）

IEA的調查設計包含了變數和統計分析，可以確認和評估較重要的影響因

素，這在解釋成就差異上扮演策略性的角色（Husen,1975）。其中科學成就調

查結果顯示，學生家庭背景對學生的科學成就具有 11％的預測能力；具體提

供學校對學習成就影響的資料，擺脫以往不證自明的說法；各國男生的科學

成就比女生好，約有 2％的變異量，也引起重視社會上兩性不平等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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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er & Keeves, 1973；Walker, 1976）。 

由於沒有單一因素可以完整解釋學生成就的高低，教育系統中的每個步

驟，包括課程、家庭和學校資源充裕性和適當性、學生學習動機、教學的有

效性、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老師素質和學校行政支援等都與學生的成就有關，

IEA於1980-1989年再進行第二次國際性的數學和科學學習成就調查（Seco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Study ，簡稱 SIMS和 Seco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Study，簡稱 SISS），希望定期進行國際評量，來瞭解各國學生數學

和科學成就成長情形（Postlethwaite & Wiley, 1992；Rosier & Keeves, 

1991；Schmidt et al., 1999）。IEA為了收集有效的各國學生成就資料，

從發展評量的架構著手，除提供各國分析比較的參考之外，在比較教育研究

發展上，對檢驗資料和分析資料的理論發展幫助極大（Keeves, 1992）。 

歷經三十年來從事國際性測驗的經驗，IEA自 1990年開始推動「第三次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簡稱 TIMSS或 TIMSS 1995)，重點在比較各國學生的數學和

科學成就及其影響因素（Robitaille et al.,1993）。自 1990至 1993年先

進行課程分析、調查項目及測驗工具發展、取樣設計、試測等研究工作，

1994-1995年正式進行調查工作，共有 41個國家參與這個調查，延續以往IEA

抽樣對象分 9歲群（包含國小三年級和四年級）、13歲群（包含國中一年級

和二年級）、和高中最後一年學生等三個族群進行調查，超過50萬名學生參

加測驗，但是成績分成五個年級進行統計比較：國小三年級和四年級、國中

一年級和二年級、高中三年級，但是有些國家沒依照國際規定進行抽測與輸



16 

入資料，或出席率不足，因此未列入排名（Beaton et al.,1996 ）。 

TIMSS研究有三個重點工作：(1)深度分析數學和科學課程；(2)根據教

師自我報告資料來研究教學實施情形；(3)評量學生對課程的精熟情形以及學

生的學習態度，在這個測驗中每個國家可以決定他們自己所希望強調的目

標，但是對許多參與的國家而言，他們感興趣的是希望測驗結果能夠反應出

該國的科學素養(Robitaille, 1993)。 

緊接著 TIMSS 1995調查之後，由於很多國家希望能夠追蹤1995年 9歲

群學生成長至 13歲時的成就，以便瞭解其國家學生從小學到國中成長期間對

科學和數學學習態度和成就是否改變，或是定期評估他們 13歲群學生的學習

成就，於是IEA開始推動 1999年對 13歲群舉行後續調查，稱為 TIMSS-REPEAT 

（簡寫成 TIMSS-R），或稱為TIMSS 1999（Martin et al.,2000a）。IEA在每

次調查中加入前一次調查測驗使用過但未公開的試題，作為前後兩次測驗比

對分析用，這些試題稱為「趨勢試題」，也因此IEA開始進行〝趨勢研究〞。

TIMSS 1999趨勢分析結果，23個趨勢研究國家學生整體平均科學成就分數在

TIMSS 1995是 518分，在 TIMSS 1999是 521分，雖然提高 3分，但在統計

上沒有顯著差異；但有些國家的平均科學成就分數提高，有些則降低（Martin 

et al.,2000a）。  

繼 TIMSS 1999調查之後，IEA認為趨勢研究對各國教育長期監控具有極

高的意義，因此以TIMSS 1995和 1999的經驗，規劃未來持續進行趨勢調查，

目前正在進行的調查稱為「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2003」 

（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2003 ，簡稱 TIM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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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歲群有 51個國家或地方參與，其中有 37個國家曾參加 TIMSS 1999調查，

有 21個國家參加 TIMSS 1995、1999和 2003的三次調查；9歲群有 27個國

家或地方參與，有 16個國家曾參加 TIMSS 1995調查（IEA, 2003）。TIMSS

趨勢調查的特色包括採用相同的調查模式進行抽樣和施測程序，採用試題反

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 IRT）來估算學生成績，調查工具中

採用趨勢試題與問卷題目作為定錨，以便與過去的調查結果進行比對，比對

的結果呈現的是TIMSS 1995和 2003、TIMSS 1999和 2003之間的差異。預計

2004年 12月國際調查結果將出爐（TIMSS 2003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2002）。 

IEA除了進行數學和科學成就調查研究之外，也受委託進行教室環境、

作文、閱讀能力、資訊能力、教學實施、公民素養、學前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建立龐大的資料庫與出版研究成果，提供給教育決策者與研究人員豐富且寶

貴的參考資料（IEA, 2003）。 

 

第二節 第三次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後續調查 

一、 組織分工 

IEA執行 TIMSS 1999時的分工情形與合作單位有（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Martin et al., 2000b）：（一）IEA秘書處；（二）

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研究中心；（三）加拿大國家統計局；（四）德國漢堡的

資料處理中心；（五）各國國家研究協調人。分述如下： 



18 

（一） IEA秘書處 

由於各國家參與調查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各國需先翻譯調查工具，為了

確認測驗題本及問卷翻譯之後與原英文版的測驗題本及問卷一致， IEA由秘

書處辦理測驗工具確認與修改工作，並監督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和

各分工單位執行進度、調查過程的品質和公布國際調查結果（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Martin et al., 2000b）。 

（二） 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研究中心 

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研究中心接受 IEA委託負責協調各分工單位來執行

調查，定期召開國家研究協調人（National Research Coordinator，簡稱

NRC）會議，組織測驗工具發展小組發展測驗架構、收集和開發試題，在1998

年先舉辦試測(Field Test)來檢核新開發的調查工具的有效性與適用性，然

後進行修正調查工具使其更能符合目標。完成實測調查工具編製與各國完成

工具翻譯後，各國舉行正式測驗（Main Survey），國際研究中心需監督各國

的執行進度，分析國際調查結果和撰寫國際報告（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Martin et al., 2000b）。 

（三） 加拿大國家統計局 

加拿大國家統計局負責執行和協助各國進行抽樣工作，首先由各國將受

測年級的全體學校資料送至加拿大國家統計局，根據各國國家研究協調人提

供的分層抽樣因素和排除受測學校類型或區域來制訂抽樣計劃。然後由加拿

大統計局依據分層隨機抽樣，抽出受測學校名單與候補學校名單交給各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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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研究協調人。各國再根據統計局規定的抽樣方法和 W3S (Within School 

Sampling Software)電腦軟體進行學校內的班級抽樣或學生抽樣，並建立學

生追蹤表和教師追蹤表，作為施測名單和記錄學生、老師是否完成調查用

（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Martin et al., 2000b）。 

調查執行後，各國將各校教師和學生參與調查的紀錄資料表和 W3S電腦

資料檔交回給加拿大國家統計局，由其檢視各國抽樣過程是否符合國際要

求，並計算各個學校和學生的各項抽樣因素加權值，作為估算學生測驗成績

用（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四） 德國漢堡的資料處理中心 

德國漢堡的資料處理中心負責開發紀錄各國班級或學生抽樣的 W3S電腦

軟體，與測驗後各國需將學生測驗和問卷、教師問卷、學校問卷等資料輸入

電腦的 DEM(Data Entry Mangager)軟體。資料處理中心收到各國的調查資料

後，開始檢查各國數據，包括各國調查工具中的國際選項處理、重複輸入和

資料間不一致的問題，經與各國聯繫修正資料後，將資料送至美國波士頓學

院國際研究中心確認，然後配合各項因素加權值開始分析（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Martin et al., 2000b）。 

（五） 國家研究協調人 

各國國家研究協調人負責在其國家申請經費參加調查研究，並定期參加

由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召開之國家研究協調人會議；與加拿大統計

局配合，共同制訂抽樣計畫；聯繫受測學校收集班級資料，進行學校內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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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抽樣；非英語系國家需翻譯調查工具，待經過 IEA秘書處確認後才可印

製測驗調查工具；配合國際調查時程執行調查，確保各個受測班級的出席率

需達到 90%；完成調查之後將所有調查資料輸入電腦，送交德國資料處理中

心，協助資料處理中心修正資料；對國際報告提供修正意見（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Martin et al., 2000b）。 

 

二、 調查架構 

TIMSS 1999 的研究目的是想要追蹤在TIMSS 1995是國小四年級的學生

到了 1999年升上國中二年級時的學習成就表現，因此重複進行 TIMSS 1995

研究調查，而 TIMSS 1999 研究的主要概念是源自於TIMSS 1995課程的模型，

如圖一（Robitaille, 1993）所示。TIMSS 1995的研究重點是想要提供一個

由許多課程縮減出來的課程架構，讓各國用這個課程來檢驗他們自己國家的

課程，探討課程因素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情形，TIMSS課程包括三種層次

（Robitaille, 1993；Robitaille & Garden, 1996；Martin,et al., 2000）： 

（1） 規劃的課程（intended curriculum）——是由國家或教育主管單

位所制訂的課程內容，用來說明社會希望教的和學習的目標是什

麼，這些目標通常反映著社會文化、理想、期望、價值觀和社會

資源；規劃課程時自然也受限於當時的學校形式、教學分配、財

力、師資等各方面的因素（Robitaille, 1993）。有些國家規劃的

課程包括很詳細的目標、內容主題、時間分配、教法與評量方式

等，有些國家只是一些建議與指引，並無強制規範（Ros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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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ves, 1991）。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從課程標準或課程大綱（指

引）、教科書、教學指引等得知規劃的課程的內容。 

 

 

 

 

 

 

圖一  TIMSS認為主要影響學生成就的三方面課程模式（譯自 Robitaille, 
1993,第 26頁）。 

 

（2） 執行的課程（implemented curriculum）——是在教室中實際教

學的主題和教學的過程。教室中的教學通常由老師所決定，除了

規劃的課程指引老師之外，老師的行為可能常被他自己所受的教

育、訓練和經驗所影響。另外學校的特質、組織的結構、教師之

間交互作用、社區資源、家長參與和師生之間的交互作用都會影

響執行的課程，而執行的課程成果即是學生達到的課程（Rosier & 

Keeves, 1991；Robitaille, 1993）。 

（3） 達到的課程（attained curriculum）——學生實際上學習到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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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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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就是學生在知識、情意、技能方面學習的成果。雖然學生

成就與規劃的課程、執行的課程有關，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學

生個別的特質，包括能力、態度、興趣、努力等對學生成就影響

更大。這些學生個人特質的養成與其家庭和社會背景有極密切的

關係，因此要探討學生成就因素時，對其家庭背景、周圍親友、

社會背景應該要一併考慮（Robitaille, 1993；Robitaille & 

Garden, 1996；Martin,et al., 2000b）。 

TIMSS 1995的測驗架構希望從學習內容（content）來瞭解學生在學習

數學和科學過程中所得到哪些學科知識和概念，從期待表現（performance 

expectations）來瞭解學生是否能夠理解與運用已經學過的知識和技能，從

觀點與立場（perspectives）來瞭解學生學習習慣、態度或看法，以及學生

對未來的期望。在此架構下制訂完整的架構細目，用以架構發展測驗和問卷

內容，來研究學生成就和學生自己的特性、教材、老師的教學方法、教室和

學校資源等關係。TIMSS 1999 採用 TIMSS 1995的測驗架構，然後稍做修改，

評量架構主要分類如表一所示。針對這些因素，TIMSS測驗發展了不同的工

具，調查三個不同層次的課程，說明如下（Martin,et al., 2000b；Garden & 

Smith, 2000）： 

(1) 課程問卷：由各國國家研究協調人負責填寫，主要調查各國規劃

的課程，包括入學年齡、有無統一的課程標準，各國各年級數學

和科學授課占上課時間的百分比、課程主題強調的情形等。 

(2) 學生問卷、教師問卷、學校問卷：用來收集執行的課程方面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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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教室中實際上被教的東西與教學進行方式。由學生填寫

學生問卷、受測學生的數學和科學老師填寫教師問卷、校長填寫

學校問卷，提供關於教學主題、教師教學方法、行政支援等相關

訊息。 

(3) 學生成就測驗和學生問卷：藉由全國性抽測學生數學和科學成就

結果來檢視達到的課程。學生成就測驗是由各國專家共同發展

的，涵蓋範圍廣泛的數學和科學學科主題與外在表現主題。學生

問卷中同時提供有關學生態度、經驗、信念、期望、家庭等有關

學習資料，對研究達到的課程和學生所形成的特性提供了重要的

資訊。 

表一  TIMSS 1999 評量架構主要分類（譯自 TIMSS 1999 International 
Science Report，第 346頁）。 

學科 內容 期待表現 觀點與立場 

l 科學 l 地球科學 l 理解的 l 態度 

 l 生命科學 l 建立理論、分析、解決
問題 

l 生涯事業 

 l 自然科學 l 使用工具、例行程序及
科學過程 

l 參與 

 l 科學、技術和數學 l 探究自然世界 l 增加興趣 

 l 科學和技術的歷史 l 溝通的 l 安全 

 l 環境和資源議題  l 心智習慣 

 l 科學本質   

 l 科學和其他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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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就測驗設計 

TIMSS 1995在發展調查工具時，由美國波士頓學院的國際研究中心負責

組織調查工具開發審查小組，根據測驗架構發展成就測驗的內容架構問卷，

由參與的國家對每一學科概念內容填寫其國家課程的涵蓋情形，原則上所選

定的主題概念在各國課程涵蓋率約達到 70%，再由各國和調查工具開發小組

開發和蒐集試題，然後編製試測的調查工具，進行試測檢核新開發試題的難

易度與適用性。調查工具開發小組根據各國試測結果來選定試題，編製成實

測的調查工具。 

TIMSS 1995完成測驗之後，將大約三分之二的試題公開，而其餘約三分

之一的試題保留沒有公開，成為未來趨勢研究使用的趨勢試題。因此 TIMSS 

1999 測驗發展的一個重要部份，便是由一群國際數學和科學教育家發展了

300多題與 TIMSS 1995已經公開的測驗試題具有相似內容、格式、和難易度

的替代試題。最後有 114題數學和 98題科學試題被選用在 TIMSS 1999測驗

中當做替代試題（附錄三和附錄四）。TIMSS 1999測驗數學方面的內容涵蓋

分數與數感、測量、資料呈現分析與機率、幾何、代數等領域計有162題（不

計子題）；科學方面的內容涵蓋地球科學、生命科學、物理、化學、環境與

資源議題、科學探究與科學本質等領域計有 146題科學試題（不計子題）

（Garden & Smith, 2000）。 

TIMSS 1999全部的試題共有308題（不計子題），分成 26個群組，用英

文字母 A到 Z來標示群組編號，這 26個群組試題又可以分成五類：(1) 核心

群組；(2) 重點群組；(3) 數學和科學固定群組；(4) 數學自由反應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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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學自由反應群組（詳見附錄五）。這五類群組的劃分是依照所需的測驗

時間和主題來設計，最後由這五類群組交互編製成八本測驗題本，每一題本

所含的群組與群組的順序詳見附錄六。配合抽樣的設計，每個受測班級以測

驗題本一至測驗題本八循序分派給學生填答，每位學生只需要作答一份測驗

題本（Martin, et al., 2000b；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答題的型態可分為選擇題（單選）、填充題和問答題，其中填充題和問答

題等非選擇題測驗部分稱為自由反應試題。計算得分時，選擇題每題之得分

為一分；自由反應試題需經由人工閱卷來判讀學生的得分，有些自由反應試

題得分為一分，但有些自由反應試題題目含有子題或需要回答超過一個以上

的答案，得分是二分。自由反應試題得分計分方式是利用兩位數字〝XX〞的

評分碼來表示，因此各種正確或合理的答案可得滿分或部分得分。其中第一

碼等於〝1〞時表示該題得分為一分，即 1X（X=1,2,3,⋯9），包括 10、11、

12、13、14、⋯19等正確的評分碼。當第一碼等於〝2〞時表示該題得分為

二分，即 2X（X=1,2,3,⋯9），包括 20、21、22、23、24、⋯29等正確的評

分碼。當第一碼等於〝7〞時，7X（X=1,2,3,⋯8）評分碼表示該題答案錯誤

得分為 0，錯誤答案類型包括 70、71、72、73、74、⋯78等答案。79用來表

示非評分標準指引所標示的其他不正確答案(包含刪掉/擦掉，塗鴉，難以辨

認或無效的嘗試)。評分碼 99用來表示空白沒有作答。TIMSS測驗提供每一

自由反應試題閱卷之標準評分碼以及空白評分碼，各國於閱卷過程中可以視

其需要增加評分碼及其標準，然後將增訂部分之資料送交 DPC和 ISC。試題

和評分碼的設計與開發，需經過試測來收集各國學生對各個試題的答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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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試題和評分碼後，才完成測驗試題與閱卷的評分標準的開發（Martin, et 

al., 2000b）。 

 

四、 問卷內容 

TIMSS的問卷設計源自美國數學和科學機會調查計畫（The Surve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Opportunities ，簡稱 SMSO），這個計畫希望找

出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所有因素，同時藉由調查資料來建構一個學生教

育經驗模式。TIMSS在發展調查工具時即是參考SMSO調查的結果，因此問卷

內容包含非常廣泛，可以用來研究學生、教師和學校特性，進而可以利用從

學生、教師和學校收集到的資料，來解釋造成不同國家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成

就差異的原因（Martin, et al., 2000b）。 

所以 TIMSS針對教育制度、學校、教室、和學生四個教育層次分別發展

問卷。先根據過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從建立與問卷目的有關的概念架構或

模式開始，然後在不同國家進行試測與訪談，由收集到的資料不斷修改原來

設計的問卷架構，最後得到圖二的問卷概念架構。也就是由四個TIMSS研究

的核心問題所架構： (1)學生應該學什麼? (2) 誰負責教學活動? (3)如何組

織教學活動? (4) 學生學到什麼?（Martin & Kelly, 1996）。 

TIMSS 1999的問卷發展主要是保留 TIMSS 1995分析中被認為最有價值

的部份，然後再根據各國專家提供的意見進行修訂問卷。因此 TIMSS 1999

也是採用課程、學校、教師、學生四種問卷來收集各國的教育制度等背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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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Martin et al., 2000b）。其中各國可根據其需要來決定是否調查「國際

選項」部分。四種問卷之主要內容如下（Mullis, et al., 2001；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一） 課程問卷： 

l 指出是否有國家級和地區級的課程標準以及課程是否修訂中。 

l 提供關於課程的資訊。 

l 提供學習成就標準資訊。 

l 指出用來支持與檢測國家課程落實的步驟 

l 提供是否有國家級考試的資訊。 

l 指出在那一個年級學科首先由專門教師教授。 

l 指出 4、6和 8 年級課程標準中的教學時數。 

l 指出課程的組織結構。 

l 提供是否設計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課程的資訊。 

l 指出課程強調的方法和程序。 

l 指出 8 年級使用電腦的政策。 

l 指出學生學過科學各領域主題的百分比。 

l 指出學生學過數學各領域主題的百分比。 

 

（二） 學校問卷： 

l 指出學校的位置。 

l 說明學校的教職員比例。 

l 說明一般情形下學生由同一教師授課的年限。 

l 指出學校是否有促進教師合作和合作的政策。 

l 指出校長花在各種事務的時間。 

l 指出學校各種決策的負責人。 

l 指出學校中個人或團體對課程決策的影響力。 

l 指出是否有學校級的數學和科學課程標準、教材存在。 

l 指出學校的各項設備資源是否影響教學。 

l 提供學生人數和出席、班級大小等資料。 

l 提供學生和教師可使用的電腦數量、是否使用網際網路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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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TIMSS的問卷架構（譯自Martin & Kelly, 1996，第 5之 10頁）。 

 

l 說明學校常見學生不良行為的頻率。 

l 依照學校行事曆說明受測年級教學總日數和每週時數。 

l 說明學校是否對不同數學和科學能力學生有特別課程與措施。 

l 學生入學條件。【國際選項】 

l 說明學校期望父母參加的活動類型。【國際選項】 

 

（三） 教師問卷： 

l 性別、年齡範圍和教學年資。 

l 每週教學時數、每週花費在管理與諮商學生的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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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非上班時間從事教學或學校相關活動的時間。 

l 每週教學活動總時數的時數。 

l 指出和同事合作與討論的頻率。 

l 指出對一些教學相關事務的決定權。 

l 指出對學生擅長技巧的信念。 

l 指出對學科本質與應該如何教的信念。 

l 指出對課程標準、教學指引、考試細目熟悉程度。 

l 提供對 TIMSS 1999數學或科學主題領域的熟悉度。 

l 學歷與在職進修情形。 

l 說明是否想改變職業、社會和學生是否推崇他們的工作、家中

藏書。【國際選項】 

l 指出在受測班級任教學科、授課時間、使用教科書情形。 

l 指出在受測班級使用計算機和電腦、網際網路的頻率。 

l 指出準備課程的資源。 

l 要求學生在上課時進行各種不同活動的頻率。 

l 花費在與教學有關活動的時間。 

l 在受測班級教學的主題。 

l 影響教學活動的因素。 

l 對受測班級指定家庭作業的頻率、數量、類型、回收處理方式。 

l 指出如何評量學生學習成就。 

 

（四） 學生問卷： 

l 提供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使用語言、居住時間。 

l 指出在非上課時間參加可能影響學習成就活動的資訊。 

l 指出在上學期間每天花在家庭作業和休閒活動的時間。 

l 提供父母親關於教育程度、出生地資訊。 

l 提供期望自己教育程度資訊。 

l 指出家中藏書、相關於學習的設備資訊。 

l 提供學生認為母親對學習和休閒活動的重視程度的看法。 

l 提供班級的上課情形、上課中常見活動的頻率。 

l 提供學生認為同儕對學習和休閒活動的重視程度的看法。 

l 提供學生自己對學習和休閒活動的重視程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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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供學生自評在數學和科學的表現與勝任情形。 

l 指出認為學好數學和科學的原因。 

l 提供學生自評對數學和科學的喜好程度與看法。 

l 指出使用電腦和網際網路學習數學和科學情形。 

l 提供學生自評要學好數學和科學的理由。 

l 指出數學和科學教師如何開始一個新主題的學習。 

l 提供學生家庭人口資訊。【國際選項】 

l 在校外從事各種文化活動或遊戲休閒的頻率。【國際選項】 

l 提供學校中學生問題行為的頻率。【國際選項】 

l 提供學生對應用科學幫助環境議題的信念。【國際選項】 

l 指出在職業上對科學領域的偏愛。【國際選項】 

 

五、 參與國家 

TIMSS 1999共有38個國家參加調查，其中有26個國家曾參加TIMSS 1995

的 13歲群調查，在這26個國家中有 18個國家在 1995年參加 9歲群的調查。

因為以色列、南非和泰國等三個國家，在 1995年的抽樣過程不合規定，1995

年成績不被列入國際比較範圍（Beaton et al., 1996)，因此在 1999年分析

各國趨勢比較時，只有 23個國家可以進行比較。參加 TIMSS 1995調查的國

家、受測學生年級、受測學生平均年齡詳見附錄七。 

 

六、 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一） 研究對象 

為了能夠進行趨勢分析，TIMSS 1999受測學生的界定與 TIMSS 1995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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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即是「在測驗時，包含最多13歲群的在學學生的年級」，結果包括 7年

級至 9年級的學生。 

TIMSS 1999調查研究是延續TIMSS 1995的調查，為了使同時參加TIMSS 

1995和 TIMSS 1999研究的 26個國家，除了有機會與各國學生的學習成就比

較之外，更可藉由兩次TIMSS調查來看他們自己國家在 1995年時是國小四年

級的學生，升上國中二年級之後的數學和科學成就趨勢變化。所以 TIMSS 1999

選定研究的學生為TIMSS 1995中的第二母群（Population 2），受測學生的

年級界定與 TIMSS 1995相同，即是「在測驗時，包含最多13歲群的在學學

生的年級」。決定受測年級需要靠各國的國家研究協調人結合各國教育體系的

訊息來判斷，決定各國的受測學生應該是哪一個或哪二個年級。大多數國家

選定八年級為受測對象，全部受測學生之平均年齡為14.4歲（Martin et al., 

2000a）。 

TIMSS 1999調查研究的對象除了學生之外，尚有受測學生的數學和科學

任課教師，以及學校校長或相關人員，他們分別需要填寫教師問卷和學校問

卷，用來了解不同的教學安排與學生成就相關的訊息（Martin et al., 

2000b）。 

（二） 抽樣單位與抽樣人數 

一個研究調查結果的正確程度全賴抽樣設計的品質與抽樣實施的過程，

由於 TIMSS 1999的分析重點在於學生的累積學習和影響學習的教學特性，因

此探討的對象包含了學生、班級、學校等，而這些就成了抽樣單位(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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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IMSS 1999的抽樣設計要求各階層抽樣時，都必須符合抽樣的正確

性和調查品質的要求(Foy & Joncas, 2000；Martin et al., 2000b)。 

 調查資料的信度來自於可信的學生特質之評估，因此 TIMSS 1999希望

每一個國家都能選出足夠且具有代表性的受測學生，所以對樣本母群參數和

抽樣變數提出正確的加權評估。由於利用分層抽樣會產生群集效應

(clustering effect)，為了降低這個效應，在TIMSS 1999抽樣的標準中，

要求每一個探討的變數至少要有400個有效的學生作答資料，這樣才能使分

層抽樣產生的誤差，不會大於用簡單隨機抽樣所產生的誤差(Foy & Joncas, 

2000)。 

TIMSS 1999為了避免抽樣的精確性因為班級內群集效應而下降，事先要

分析抽測學校數和班級人數的資料，可以利用下列公式進行評估班級的群集

效應，即班級內的相關 ( intraclass correlation) ，當相關係數越小時，

顯示班級內的群集效應越小，所需抽測的學校數也就越少。 

A＝
MCS

a
MCS

MCSICa )152())1(1( ÷
+

−×+
 

其中 A：抽測學校數 

a：有效的抽樣人數（TIMSS 1999要求需 400人） 

IC：班級內相關係數 

MCS：最小群集大小，即每校平均班級人數 

根據上述公式，TIMSS 1999抽樣設計製成如附錄八的表格，供各國在決

定抽樣的學校數和班級平均人數時使用，可以預估受測學生人數。藉由TI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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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的經驗得知，受測班級人數在 15人以上時，班級內的相關係數在 0.1

到 0.3之間時，其所需抽測的學校數是相同的。因此 TIMSS 1999抽樣時選定

班級內群集的相關係數為 0.3，並將學校的班級平均人數少於20人的學校排

除於抽測名單，每個國家原則上抽測 150校，每校一班，這樣可以從抽測學

校數和班級人數預估受測學生人數，而且誤差在 %5± 以內(Foy & Joncas, 

2000；Martin et al., 2000b)。 

（三） 分層抽樣 

TIMSS 1999的抽樣設計是沿用TIMSS 1995的方法(Foy & Joncas, 2000；

Martin et al., 2000b)，目的希望能使抽樣結果兼顧各國間的差異與各種族

群的分布，使樣本更具有代表性。為了提高抽樣效率和信度，在發展調查工

具時，就一併設計抽樣方法。TIMSS 1999抽樣設計採用三階分層群集抽樣設

計(Foy & Joncas, 2000)，第一階抽樣單位是學校，首先由各國選定分層的

變數，再由加拿大統計局根據各國的分 層變數，利用機率等比例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to-size，簡稱 PPS)系統抽樣方法來抽取受

測學校和候補學校（附錄九是PPS系統抽樣的範例）。例如採用地理上分區作

為一個外顯的(explicit)分層變數，先將所有學校依地理位置分成不同的學

校群，各學校群再依據內隱的(implicit)分層變數來排序，考量學校的不均

勻分布，利用等比例方法抽樣。這種系統抽樣方式的優點在於操作方便，且

容易監控執行過程是否恰當，如果被抽到的受測學校無法施測時，改由候補

學校受測；因此抽取受測學校時，大部分受測學校的第一順位和第二順位候

補學校名單也同時抽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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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抽樣單位是受測學校內的班級(Foy & Joncas, 2000；Martin et 

al., 2000b)。每一個國家都是根據加拿大國家統計局提供的受測學校名單進

行班級抽樣工作，這個階段是採用亂數隨機抽樣，通常是在每一個受測學校

抽出一個受測班級，但是有些國家也許會因為一個班級學生人數太少而需要

抽出兩班以上的學生來受測，也就是利用兩班以上組成一班所謂的虛擬班

級。有些國家的學生並不是所有課程都在同一班一起上課，因此TIMSS 1999

界定班級時，是以所有在同一個數學課程班級上課的學生為一個班級。如果

這個數學班級學生成員來自不同年級時，只有屬於受測年級的學生需要接受

調查。如果受測學校無法界定出班級時，只好從受測年級中的所有學生隨機

抽樣出受測學生。所有教過受測班級或受測學生的數學和科學課程的教師，

必須填答教師問卷。 

第三階抽樣單位是受測班級內的學生(Foy & Joncas, 2000；Martin et 

al., 2000b)。基本上被抽到的受測班級內的所有學生都應接受測驗，但是有

些國家的受測班級內的人數過多，必需再從該班進行部分抽樣，以亂數隨機

選取適當的人數參加測驗。所以第三階段的抽樣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需要使

用。 

（四） 抽樣過程與排除受測的條件 

由於每一個國家可以依據正式測驗實施時所需的經費、複雜度、困難度、

地理因素與特小型學校等各種相關考量，而在不同的抽樣階段決定排除受測

的學校、班級、或學生名單，各階段的排除受測名單與受測學生母群的關係

如圖三。但是每一個國家排除受測的比例不可以超過該受測年級學生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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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圖三  不同階段的排除受測名單與受測學生母群的關係(譯自 Foy & Joncas, 
2000，第 33頁)。 

 

依照國際的時程規定，各國要正確估算排除學校的比例與班級的學生平

均人數，並將各種抽樣相關表格寄至加拿大國家統計局，再由加拿大國家統

計局依照 PPS方式，將試測與實測受測學校與候補學校名單抽選出來。在確

立試測與實測的受測學校與候補學校之後，各國再根據TIMSS 1999所提供的

抽樣手冊和 W3S電腦軟體進行班級和學生的隨機抽樣，然後再向各個學校收

集受測學生個人相關資料，製作測驗紀錄表格與標籤。 

學校內排除受測學生的條件主要有三項（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1) 學習遲緩的學生：此類學生是指經由校長

或其它合格教職員工的“專業”意見認定為學習遲緩的學生，或是經由心理

醫師認定為學習遲緩的學生；此類學生包括了情緒性或心智上不能照著一般

的測驗說明去作答的學生。學業成績不良或管教上有問題的學生不可以用學

國際希望的受測學生母群  

各國希望的受測學生母群  國家級的排除受測學校  

各國界定的受測學生母群  學校級的排除受測學校  

各國有效的受測學生母群  受測班級的排除受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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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遲緩這個原因將之排除在外；(2) 身體功能缺陷者：由於身體上的缺陷，

致使無法與其他人依照規定同時進行 TIMSS 1999測驗者。若肢體雖然殘障但

可以回答測驗問題者，仍須被包含在測驗之內；(3) 母語有困難者：學生實

質上無法讀或寫本測驗的語言，或是在考試狀態下無法克服語言障礙。尤其

是學生學習測驗所使用的語言的時間未逾一年者。 

（五） 抽樣過程「小學校」問題  

利用 PPS 抽樣過程中，最棘手的問題是抽到學生人數少的小學校造成的

問題，包括學生需不成比例的抽樣加權和會減少全體學生抽樣人數。因此

TIMSS 1999 界定學校受測年級的平均班級人數如果少於 20位學生，就是小

學校。TIMSS 1999 在補救小學校引起的問題時有兩個過程：（1）如果學校受

測年級的平均班級人數少於10人，被定義為極小學校。如果所有極小學校的

受測年級學生人數少於全國受測年級人數的2%，而且全國的總排除受測率低

於 5%時，就將所有極小學校排除在受測學校名單中；（2）如果所有小學校的

受測年級學生人數超過全國受測年級人數的10% 時，就需要將小學校單獨分

層抽樣，使所有的學校有相等的機率被抽到(Foy, 1998)。 

（六） 抽測出席率問題 

因為有些被抽到的學校可能拒絕接受調查，因此可以採用加拿大統計局

提供之該校的候補學校進行測驗，但因不是每一所學校都有候補學校，為了

確保整個測驗結果的人數，因此要求每一受測班級的學生出席率不得低於

90%，如果班級學生出席率低於90%，該班缺席學生就必須進行補測。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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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被抽測學生的班級出席率經加權換算後，要求要達到 75%，否則該國成

績無法列入國際比較（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七、 施測與資料處理 

（一） TIMSS 1999施測過程 

參與 TIMSS 1999測驗的 38國家各有不同的學年時間，因此南半球國家

是在 1998年 9月至 11月期間施測，而北半球國家是在1999年 2月至 5月期

間施測（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TIMSS 1999有一完整的標準化施測程序 （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目的在確保每個國家測驗過程的品質。為了確

保測驗過程的品質，美國國際研究中心發展國際品質控制觀察員和國家品質

控制觀察員兩種角色，負責在各國檢測施測是否符合標準化的程序。各國的

國家研究協調人負責執行測驗調查和收集資料，並依照TIMSS 1999調查執行

手冊規定的標準化程序聯絡受測學校、安排測驗。受測學校聯絡人根據學校

聯絡人手冊上的指引負責接收、保管和寄回所有測驗材料，並與監試人員一

起安排測驗之相關工作。監試人員為正式施測人員，依照監試人員手冊規定

執行標準化施測程序，分發和回收試題本與問卷，記錄測驗過程學生出缺席

情形和是否有特殊事件發生。如果每班學生的出席率低於 90%，則受測學校

聯絡人必須在原訂測驗日期後儘快安排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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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IMSS 1999施測後之自由反應試題評分與資料輸入 

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試題是自由反應試題，在資料輸入電腦之前，需先由

評分者將學生答案轉換成兩位數字的評分碼。為了確保評分者評分的一致

性，評分者評分之前需要接受講習訓練，同時有 25%的試題被要求由第二位

評分者複閱（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TIMSS 1999提供每個參加國家資料輸入軟體（DEM）與手冊，使每個國

家將學生成就測驗、學生問卷、教師問卷、學校問卷等的回答選項資料輸入

在電腦檔案中。藉由 DEM軟體程式，各國送資料至國際料處理中心前，即已

經先將資料經過標準化格式處理。再由國際料處理中心負責資料的清理與訂

正程序，多次與各國國家研究中心連絡和檢討資料，以確保建立高品質的國

際資料庫，使所有資料可以進行有效的比較分析（TIMSS-R Main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1998）。 

（三） TIMSS 1999 資料的加權處理 

為了要解釋抽樣設計造成在選擇樣本時的不同機率，TIMSS 1999從三個

步驟計算了每位受測學生的在整個抽樣過程的抽樣權重（ sampling 

weight）：第一個步驟計算學校權重，第二個步驟計算班級權重，第三個步

驟計算學生權重。計算過程中，每個步驟分別考量是否因為學校、班級、學

生沒有參加受測而需調整權重，統計上分析資料時必須使用適當的抽樣調查

加權，才能正確的反映出抽樣母群資料(Martin et al., 2000b)。TIMSS 1999

每位受測學生的整體抽樣權重標示在公布的資料檔案中(Gonzalez &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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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TIMSS 1999 試題內容與題數都很多，但是整個測驗中每位學生只作答一

部分試題（作答一個題本），每位學生對整體數學和科學成就測驗成績評估

是靠 IRT按照量尺化方法（scaling methods），藉由考慮每位受測學生平均

答對率和每個試題的難度和鑑別度能力，來計算該生在數學和科學成就測驗

各內容領域可能的得分，用似真值（plausible value）來作為學生成就的指

標(Gonzalez & Miles, 2001)。這種方法常見於跨國比較平均成就的研究當

中，TIMSS 1995和 TIMSS 1999都是採用這個方法來計分，全部國家平均成

績是以 500為基準，標準差是 100，然後利用加權方式估算學生成就得分，

由於估算本身即具有不確定性與誤差，TIMSS 依照慣例為每位學生在數學和

科學各個內容領域產生五個估計的似真值，為受測學生成績，同時使用變異

數將抽樣誤差一併算進來。 

 

第三節 學生特質與科學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 

一、 Centra and Potter的教與學模式 

Centra and Potter (1980)認為父母、同儕、教師、學校、學生本身對

學生的學習成就都有影響，因此提出一個教與學模式來描述這些影響學生學

習的變數關係（圖四）。Centra 和 Potter教與學模式指出六組影響學生學

習成就的變數：教師特質、教學表現、學校特質、校內情形、學生特質、學

生行為。其中學生特質包含社會地位、種族、父母影響、性向、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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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Centra and Potter的教與學模式 ，圖中箭頭代表因果的關係，教師
與校內情形之間是一種相關，但不是因果關係（譯自 Centra and Potter, 
1980，第 274頁）。 

 

價值觀和態度、期望、認知、學習風格等因素；學生學習成果的特質包含基

本技巧、認知結果和非認知測驗結果。Centra 和 Potter的教與學模式是一

個由許多研究成果結集的概念模式，其文章內容主要在探討學校和教師對學

生成就的影響，沒有探討學生特質部分，但 Centra 和 Potter認為這個模式

教師特質  
1. 資格 
2. 經驗 
3. 性向 
4. 學科知識  
5. 教學知識  
6. 價值觀和態度  
7. 期望 
8. 社會地位  

學校或教育措施  
1. 學校大小  
2. 財政資源、薪水  
3. 師生比例  
4. 教職員比例  
5. 專業人員服務  
6. 設備（實驗室、圖書等）
7. 平均班級人數  
8. 學校位置  
9. 學生社會地位  
10. 種族組成  

校內情形  
1. 行政組織  

a. 教職員比例  
b. 學位管制、權威  
c. 回饋機制  

2. 教學組織  
a. 追蹤 
b. 協同教學  
c. 開放或傳統  

3. 學生同儕影響  
4. 班級人數  
5. 上學時間  
6. 環境或氣氛  

教學表現  
（行為）  

學生學習成果  
1. 基本技巧  
2. 認知結果  
3. 非認知測驗  

學生特質  
1. 社會地位、種族、父母影響  
2. 性向、先備知識  
3. 價值觀和態度  
4. 期望 
5. 認知和學習風格  

學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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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預測許多學生特質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之外，也提供機會讓其他研究來

檢視這個模式的適切性。 

Lee (1987) 探討民國 67年的國小自然科新課程成效時，修改 Centra 和 

Potter教與學模式，在教師特質方面增加「在職進修」和在學生特質增加「性

別」二個變數（圖五），來分析台灣國小學生科學成就最具有預測力的因素。

結果發現科學先備知識對科學成就的預測力最強，對國小三年級至五年級學

生科學成就分別有10-15％解釋力，其次是數學和國語二項成績有20-30％解

釋力，學生背景因素有 9-13％的解釋力，父親的教育程度分別有4-5％解釋

力，性別對科學成就的解釋力低於百分之一，而且男生成績稍微優於女生。

綜合來說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學校國語和數學成績、和科學先備知識三項對

科學成就約具有38-53％的預測能力。 

 

二、 社會地位、種族、父母與學習成就 

有很多探討學生學習成就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家長職業與學生

成就有關係（Srivastava, 1974；Walberg, 1986； Parker & Asher, 1987；

Lee, 1987；Elliott et al., 1999；Burns & Darling, 2002； Richardson 

& Kring,1997； House, 2000）。IEA從第一次國際調查以來一直注意著社會

經濟、家庭背景和學生成就之間的關係，由於無法直接用問卷來調查學生家

庭收入，在 IEA第一次和第二次調查時曾將職業分成四類來調查家長職業，

希望藉由家長職業來瞭解學生家庭經濟地位。然而職業類別太多，各國職業

分級制度不同，很難用簡易的問卷選項來歸類，甚至有些國家不願意被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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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職業，因此用家長職業來說明家庭經濟狀況有執行上和解釋資料上的困

難（Keeves & Saha, 1992）。 

 

 

 

 

 

 

 

 

 

 

 

 

 

圖五  Lee (1987) 的教與學模式，圖中 ＊ 為其探討的變數（譯自 Lee, 
1987，第 4頁）。 

 

教師特質  
1. 資格 
2. 經驗 
3. 性向 
4. 學科知識  
5. 教學知識  
6. 價值觀和態度  
7. 期望 
8. 社會地位  
9. 在職進修＊  

學校特質  
1. 學校大小＊  
2. 財政資源、薪水  
3. 師生比例  
4. 教職員比例  
5. 專業人員服務  
6. 設備(實驗室、圖書等) 
7. 平均班級人數  
8. 學校位置  
9. 學生社會地位  
10.種族組成  

校內情形  
1. 行政組織  
甲、教職員比例  
乙、學位管制、權威 
丙、回饋機制  

2. 教學組織  
甲、追蹤  
乙、協同教學  
丙、開放或傳統  

3. 學生同儕影響  
4. 班級人數  
5. 學校教育時間  
6. 環境或氣氛  

教學表現  
（行為）  

學生行為  

學生學習成果  
1. 基本技巧  
2. 認知結果＊  
3. 非認知測驗  

學生特質  
1. 社會地位＊、種族、父母影響＊  
2. 性向、先備知識＊  
3. 價值觀和態度  
4. 期望 
5. 認知、學習風格  
6.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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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一直努力收集各種可行資料，歸納出找出可靠的家庭經濟指標來，

IEA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科學成就調查時用家中是否有字典和藏書作為家庭背

景的指標（Keeves & Saha, 1992），到了第三次科學成就調查（TIMSS 1995

和 1999）時，調查項目增加了電算器、個人專用的書桌、和電腦，在 1999

年調查更增加了網際網路資源的調查。家中是否有字典和藏書在IEA第一次

和第二次科學成就調查時被用來探討家庭中的社會文化情形，Comber和 

Keeves (1973)與 Keeves和 Saha (1992)對十個國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科學

成就調查分析，學生科學成就與家中有字典的相關性為 0.10和 0.11，藏書

的相關性為 0.20和 0.28。 

許多研究顯示家庭的設施環境對學生的學業成就有影響，包括家中的書

籍和雜誌的多寡、電視節目的偏好、電腦的有無、參加文化活動等。其中學

業成就高的學生閱讀較多課外讀物，因此家中的書籍和雜誌較多；學業成就

高的學生觀看電視偏好知識性與社教性的節目，參加文化活動或學習也較頻

繁（Marjoribanks, 1972；Fotheringham, 1981；林繼盛，1982；王秀槐，

1984；郭素蘭，1984）。 

Walberg提出一個以年紀、學生的能力、學習環境、家庭環境四項變數

影響學生成就的模式，他發現社經地位與家庭背景對學生學習成就有影響各

約佔 10%（Walberg, 1981）。在家庭背景中，父母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成就影

響很大，一般認為有較高學歷的父母比較有時間與能力輔導子女的課業

（Cuttance, 1980），尤其是父親的教育程度影響顯著（Straus, 1968；Lee, 

1987；姚若芹，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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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多數直接反映在要求子女的課業表現好、能夠接受高

等教育、以及未來的職業成就上（張世平，1983；林義男，1993）。而一般青

少年對自己的教育期望與父母的期望相當一致，父母社會地位較高者，對子

女的教育期望比較高（Shen, 2001；Schoon & Parsons, 2002），而父母期望

較高的家庭會發展出較完整的教育計畫，或是利用適當的獎勵來鼓舞學生

（Smith, 1981；張世平，1983；王秀槐，1984）。在不論社經地位如何，如

果父母注重教育，尊重子女，給予子女自動自發、獨立行事的機會，子女能

有較好成績（Greenburg, 1972；Cuttance, 1980；林生傳，1972；王秀槐，

1984；吳松林，1990）。在父母的期望中，研究顯示母親的期望影響大於父親

的影響，因為子女從小成長的過程中非常倚賴母親，因此子女非常重視母親

的看法（Smith, 1981；林繼盛，1982；林美珍，1991）。 

IEA在第二次科學成就調查時開始調查學生在家庭使用的語言，雖然大

部分國家在家中使用不同語言的學生比例不高，但是這些學生的學習成就較

差，顯示家庭使用的語言與學校教學用的語言不同時，對學生的學習會有影

響（Keeves & Saha, 1992）。語言對一個族群、文化、以及個別成員認同上

扮演著重要角色，所有的人在使用語言時，就會學到語言中的觀念和分類方

式，再藉由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他人溝通（丘才廉，1983；廖淑馨，1970）

個人語言的獲得是從家庭開始，父母的教導與期望，都是透過語言來傳達，

所以在家中使用的語言模式與個人的思想、溝通技巧、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學校的教學是藉由語言傳遞教學內容，因此語言使用較多者，學生的語言運

用靈活，學生成就較高（Norman- Jackson, 1982；林繼盛，1982；王秀槐，

1984）。TIMSS 1995和 TIMSS 1999測驗結果顯示，學生在家使用測驗工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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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頻率愈高者，其學習成就愈高（Martin & Kelly, 1996；張殷榮，2002）。 

 

三、 性向、態度與學習成就 

性向可以用來描述一個人較持久的特性，並可預測未來的行為（Winne, 

1997）。由於每個人都有特定的人格特質，在選擇職業時，每個人通常會依照

個人特質與能力找尋符合自己的職業，因此個人性向、個性、社會地位和機

會是導致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Holland, 1985，引自 Schoon & Parsons, 

2002）。從臺北市某一所高中一年級學生各科段考成績、性向及興趣測驗分

數，來預測學生選組傾向，結果發現男生性向在機械推理、空間關係及抽象

推理的分數較高者，偏向選擇自然組，而女生的性向與選組之間並無顯著的

關係；結果同時顯示性向無法預測學生物理科的學業成就（李秉書，2003）。 

態度是個人由舊經驗對特定事物或狀態所採取的直接反應（Allport, 

1935），是未發表的內在行為與外在行為的預備，有進行完成的傾向，因此使

人有偏好某一種方式去反應事情，涉及了情感上的喜不喜歡、信念與行為（孫

本文，1956；Rokeach, 1973）。科學態度（science attitudes）包含了科學

的態度（scientific attitudes）和對科學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 

science），前者包括像科學家從事科學探究過程中應有的行為與思考方式，

後者是個體接觸與科學相關的事物之後，對這些事物產生的看法或信念，對

個體的行為會產生影響(Gardner, 1975；Gauld, 1982；Schibeci, 1984；

Simpson et al., 1994)。影響學生的對科學的態度中最重要的是教師的教學

策略，除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意願之外，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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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beci, 1984）。正面的對科學的態度使學生對科學課程與相關活動感興

趣，可以提升學生科學推理能力和過程技能的獲得，提升學習能力（Germann, 

1994），對科學成就有9-22%的預測力（蘇懿生，1994）。 

IEA在展開第二次科學調查前就先發展對科學的態度的調查工具，目的

想要瞭解學生對科學的態度如何影響其科學成就（Keeves & Morgenstern, 

1992）。態度調查內容分成四方面：（1）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包括對科學的興

趣、科學是簡單的學科；（2）科學的態度和價值觀：未來職業的需求、科學

應用的價值觀、科學無害的觀點；（3）對學校和學習環境的態度：喜歡上學

的程度；（4）家庭作業和上課情形。第二次科學調查結果發現，國小四年級

學生不認為科學是困難的學科，可是除日本大多數學生認為科學是困難的之

外，其餘國家有一半國中二年級學生認為科學是困難的學科；對未來從事應

用科學的職業態度與學生科學成就呈正相關，也就是學生愈喜歡未來從事應

用科學的職業者，其科學成就愈高；對科學應用的價值觀方面，除日本學生

持中性看法之外，其餘國家學生是持正面的態度；在科學無害的看法方面，

除瑞士學生持保留的態度和日本學生持中性看法之外，其餘國家學生是持正

面的態度；對學校所教的科學課程興趣方面，除日本和荷蘭學生持負面態度

之外，其餘國家學生都是持正面的態度。整體來說各國學生科學成就與科學

的態度呈正相關（Keeves & Morgenstern, 1992）。 

分析 TIMSS 1995學生認定科學的困難度與科學成就的結果發現，學生對

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是科學成就的強預測變項（Sh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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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動機、自我期望與學習成就 

心理學家 Murray (1938)曾提出人類具有追求成就的內在動機（Atkinson 

& Feather, 1966），提供行動者在完成事物的行為上的指引與動力，以便把

事情做好或做的更好（Elliot, 1997）。成功的成就感包括來自與自己比較和

與他人比較，自我成就感表現在個人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自己對事物的精熟

程度，勝過他人的成就感來自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優於他人，當個體察覺自

己表現比別人好時，動機會獲得增強，也因此自我期望也會跟著提高。 

自我期望是指對未來行為或結果有所祈盼，學生的自我期望與父母期

望、教師期望大多呈現一致（張世平，1983）。自我期望常被用自我概念和自

我效能來解釋，自我概念是透過他人，間接對自身表現的一種主觀知覺與評

估；自我效能是個人通常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對自己從事某種工作所具有能

力，以及對該工作可以達到程度的一種主觀評價（張景然，1991；張春興，

1991； Rogers, 1959；Bandura, 1982；Bandura, 1988）。自我效能是一個

人對自己預期達成某項目標的能力信念，會決定一個人所選擇的任務和努力

的程度，對於自認能力不足的工作，會選擇逃避致使容易失敗，面對困難時

的堅持程度會降低（洪菁穗，1999；Bandura, 1982；Bandura, 1988；Schunk, 

1989）。學生個人自我評估能力與升學期望有顯著的正相關（高希均，1977），

自我效能信念對於學業成就有2%∼16%的預測能力（Pajares, 1996；吳恬妮，

1999；許德發，2000）。 

Haller (1982)指出家庭背景因素、性向、學習成就、學習態度、未來工

作地位等都會影響學生是否追求較高學歷的期望（引自 Keeves & S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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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在 IEA第二次科學成就調查時曾利用路徑分析，探討影響學生對自己

最高教育程度期望的因素，在家庭背景、性向、性別、價值觀、動機、學習

成就、學習態度等七項因素中，家庭背景對學生追求較高學歷的期望影響最

大（Keeves & Saha, 1992）。 

TIMSS 1995的起初發展階段是以一個〝輸入-過程-輸出〞的模式來架構

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與成效，這個模式經過實地問卷訪談和試測之後做了重

大修改，因為他們發現雖然學生的個人背景、先備知識、家庭社經地位、學

生對成功的信念、讀書時間、教師和同儕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努力

和興趣，但是動機、努力和興趣才是影響學習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提出

以動機、努力和興趣為中心的學生特質模式（如圖六），然後根據這個特質模

式架構 TIMSS 1995的學生問卷內容（Martin & Kelly, 1996）。TIMSS 1995

國際調查結果的主要發現，顯示各國大部分學生都表示喜歡自然科學，國中

二年級學生學好自然科學的動機是為了取悅父母和為了能夠進入高中或大學

（Beaton,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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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TIMSS以動機、努力和興趣為學習成就中心的學生特質模式（Martin & 
Kelly, 1996，第 5之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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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性別與學習成就 

在許多測驗中顯示男生的科學成就比女生好，尤其是物理科的成就差異

顯著，在 IEA的第一次國際測驗中約有2%的變異量（Comber & Keeves, 1973；

Walker, 1976；Erickson & Erickson, 1984）。到了SISS 、TIMSS 1995和 TIMSS 

1999測驗結果發現各國男生明顯在物理、化學、和地球科學方面的成就優於

女生，在生命科學上男生和女生沒有顯著差異，女生只有在科學本質方面成

就較佳。台灣學生在TIMSS 1999科學表現中，雖然在統計上並無顯著性別差

異，但是除了科學本質外，男生在各領域成就都優於女生（Martin, et al., 

2000a；Mullis, et al., 2000）。雖然性別上學生科學成就的差異不大，而

且似乎從 1970年代至今，隨著社會的發展有減小的趨勢，但性別差異仍是研

究上重要的課題之一。 

造成性別在學習成就差異最主要原因有二：（1）社會的期望；（2）生理

的因素（何金針，1986；何寶珠，1990；呂學榮，1987；吳佳玲，2001；劉

佳容，2002；佘曉清，1998；陳皎眉，1999；陳幸仁，1996；Comber & Keeves, 

1973；Walker, 1976；Lee, 1987；Fleming & Malone, 1982；Stockard, 1980； 

Erickson & Erickson, 1984）。已有的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1） 社會的期望：在有些國家中有重男輕女觀念，女性能否接受高等教育

和家庭經濟有關，而且男生會被期待得到高一點的學歷，所以會要求

男生努力唸書，和提供較多的機會給男生；女生被期待擔任家庭主婦

的角色，因此較少鼓勵爭取好成績，或是女孩受教機會不均等（Sewell 

& Shall, 1968；Wajcman, 1991；何金針，1985；何寶珠，1990；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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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榮；楊龍立，1991；汪昭瑛，2002）。科學及科學家的男性形象，

使社會上對男女學生的期待不同，包括教師，因此男生多被鼓勵朝富

有冒險精神的理工科系發展，而女生常用鼓勵學習文史和藝術方面的

科系(何寶珠，1990；楊龍立，1991；佘曉清，1998；Stockard,1980)。 

（2） 生理的因素：在大腦神經生理學上的研究發現，男性荷爾蒙的分泌會

增加視覺和空間的能力，所以男生則偏好發散思考來處理問題，在科

學過程技能的邏輯思考能力研究上顯著優於女生，女性荷爾蒙則對對

空間能力有抑制作用，常用收斂思考來解決問題，因此影響女生對數

學方面的學習，同時因為女生荷爾蒙分泌具有週期性，使的女生的專

注力與應用能力產生週期性影響，而男生和女生在成就上的區別，在

青春期以後有明顯的趨勢（陳幸仁，1996；佘曉清，1998；吳佳玲， 

2000；Erickson & Erickson, 1984；呂學榮，1987；洪 蘭譯，2000）。 

 

第四節 文化差異相關研究 

雖然人們常會提到「文化」，但是對於文化很少達成一致的共識，因為我

們對文化的概念一直在變動，在人類學文化概念發展階段認為文化是指一個

特定社會群體或歷史階段的各種價值觀、信念、風俗、常規、習慣等，而文

化的研究是在對文化現象和現象中的行為進行解釋（Thompson,1990，引自王

逢振，2000）。文化是一個整體，當文化實際被經歷時，總有一部分無法被瞭

解，因此文化具有無意識性，無法從內部的某一點瞭解整體全部。而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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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群體接觸並觀察另一個群體所發現的相異之處（Williams, 1958，引自

王逢振，2000）。長期研究青少年的才能發展過程發現，文化的評價對青少年

發展技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Csikszentmihalyi et al., 1997；Elliott et 

al., 2001）。 

我們對於社會現象的解釋，不但受大眾媒體散播和文化的影響，也受到

科學與專家知識的影響，而形成社會主流解釋或是特定的意義系統。例如

Mann（1971）評析美國和英國個人主義成就價值關係中，各種社群對於成功

存在的共識是靠努力與能力，而不是靠運氣（Elliott et al., 1999）。藉

由探究俄國、英國和美國青少年在學校中和在家對他們自己的表現和工作速

度的滿意程度、成就歸因於努力或能力、是否希望未來有一個令人想要的職

業等主題，來看不同國家的青少年學生動機與學習成就的關係，結果發現俄

國學生比美國和英國同年紀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俄國的學生表示他們相

信花較多時間成績會比較好，他們認為教育本質是有價值的，可以使他們將

來有一個好的工作，所以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在家庭作業。而且他們對老師

給予的能力評價和他們對於自己在教育上的表現或能力比較謙虛，比較少評

價自己很好或感到滿足。相反地美國青少年對老師給予的能力評價比較滿

足，而且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和表現也如同老師說的那樣好，可能因為美國

教師對學生多是給予正面的評價而產生誤導（Elliott et al., 1999）。這

可能是由於蘇聯政權解體後，社會文化和社會經濟因素對俄國青少年的態度

和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力(Williams, 1997；Elliott et al., 2001； Chuprov 

& Zubo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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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國家的學習成果需要考慮不同課程，同時也需要考慮文化和社

會經濟的差異（Husen,1983）。跨國研究為了要進行比較，經由各個層級收集

到的複雜資料集合之後，最後呈現國家資料時，就無法同時顯示國家資料在

其國內的變化情形，反映出來的是該國與政策相關的整體現象（Robitaille, 

1992）。雖然也有人會質疑國際調查的適切性與有效性（Brown, 1998；張錦

弘，2000），然而從那些表現優異的國家引進教學策略和學習方法，提高低學

習動機和低成就學生學習成效，才是教育改革所需關心的重點（Elliott et 

al., 2001）。在利用TIMSS 1995資料研究學生成就和數學與科學的自我知

覺能力時發現，在一個國家裡面學生成就和數學與科學的自我知覺能力之間

呈現肯定的關係；在國家之間比較時，學生自我評估比較高的國家，學生在

TIMSS測試表現比較差，可能反映了低成就表現的國家學生對學術上的期待

和標準較低，而高成就表現的國家的高學術上期待和標準都比較高（Shen & 

Pedulla,2000）。 

在東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較研究中，西方國家對於東亞學生的優異表現

深感興趣，他們發現東亞的教師與父母對學生的學業表現期望較高，認為努

力是獲致高成就的原因，而不是靠天賦才能。東亞的父母會儘量與學校教師

配合，協助學生適應學習及輔助學生課業。美國家長們對子女學術表現不太

要求（Stevenson & Stigler, 1992）。在解釋〝亞洲奇蹟〞時，很多人認為

這和東方的小孩從小被教導要服從、堅持、忍耐，而西方小孩從小被訓練要

有自信、自己作決定、獨立有關，這個文化上的特質使得東方學生提早適應

學校要求，同時教師在教學上得以建立權威，增加教學成效（Biggs, 1994； 

Hess & Azuma, 1991；Reynolds, 1999；Elliott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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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TIMSS 1995教師教學實地錄影的資料（Stigler, et al., 1999），

針對教師教學模式進行分析，顯示各國教學模式(teaching patterns)不同：

美國教師上數學課時，注重公式的應用與個別學生的解題練習；德國教師強

調邏輯概念程序的發展；日本教師注重引發學生的好奇心，由小組探究式的

活動中解決問題。由於教學是文化的活動，教學型態應與各國文化密切相關 

(Stigler & Hiebert, 1999)。日本、韓國、新加坡與台灣等國學生在國際學

習成就上都名列前茅，這些國家都有升學考試制度，也受儒家文化影響，學

生對教師較為尊重，因此令人不禁認為國家文化因素對學生的成就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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