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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總結、結論與建議 

本章內容包括研究總結、結論與建議。研究總結針對整個研究做一敘述，

結論部分將說明本研究主要發現，對研究的改進方向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研究利用 TIMSS 1999調查資料來探討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美

國、義大利和智利等七個國家，39802位國中學生科學成就與學生特質的關

係，並嘗試用次數分配、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等方法，從各項學

生特質因素中找出影響 TIMSS 1999學生學習成就的國際共同變數，以及各國

學生特質中影響學生科學學習成就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分析主要結果如下： 

一、 七個國家全體學生共同特質 

本研究依據下列三個標準挑選出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義

大利和智利等七個國家進行比較：（1）各國國民生產毛額購買力評價在 10000

美元國際貨幣以上；（2）各國學生至少學過科學測驗內容 60%；（3）各國科

學教學強調知道基本科學事實、瞭解科學概念、應用科學概念來解決問題和

發展解釋、設計和引導科學的探究。所有學生共同之特質為七個國家全體的

90%以上的學生有相同看法或情形，包括：（1）在上學前或放學後通常沒有花

時間在參加科學或數學的社團；（2）家中有電算器；（3）家中有個人專用的

書桌；（4）家中有字典；（5）母親認為在學校學好自然科學是重要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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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為在學校學好自然科學是重要的；（7）自認為有休閒輕鬆的時間是重要

的；（8）自認為要學好自然科學必需在家努力多學習；和（9）當年度在學校

有上自然科學的課程。 

 

二、 學生特質變數之因素分析 

利用主成分萃取法來對 27個學生特質變數進行因素分析，共抽取八個共

同因素，七個國家學生特質所有共同因素解釋的總變異量為 54％，第一個共

同因素即為「對自然科學學習的知覺」，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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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然科學對生

活很重要的想法」、和「動機」等八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15%。第二個共

同因素為「電腦資源與最高教育程度期望」，包含「網路資源」、「家有電腦」、「喜

歡用電腦學習自然科學的程度」、和「自己最高學歷期望」等四個變數，解釋

的變異量為 8%。第三個共同因素為「對學好自然科學的想法」，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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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學好自然科學必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的想法」等三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

為 7%。第四個共同因素為「對運動和休閒輕鬆時間的看法」，包含「自己對

運動的看法」和「母親對運動和休閒時間的看法」二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

為 6%。第五個共同因素為「課餘時間與文化休閒」，包含「文化休閒頻率」、

「打工時間」、和「休閒時間」等三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5%。第六個共

同因素為「家庭使用語言和藏書」，包含「在家講調查語言頻率」和「家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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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二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5%。第七個共同因素為「讀書時間、閱讀頻

率和對科學的應用信念」，包含「校外閱讀頻率」、「每日讀書時間」、和「對

科學的應用信念」等三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5%。第八個共同因素為「性

別和科學偏好」，包含「性別」和「科學偏好」二個變數，解釋的變異量為

5%。 

 

三、 學生特質變數與科學成就之間的相關性 

從各國學生特質變數與科學成就的相關性分析中得到下列幾點結論：（1）

科學成就較高的學生喜歡學習自然科學、喜歡從事有運用到自然科學的工

作、喜歡自然科學的程度較高、認為自己在自然科學的表現較好、不認為自

然科學厭煩或很困難、學好自然科學是為了能夠找到想要的工作，或使自己

和父母親高興，或進入自己喜歡的學校；（2）各國學生家中有電腦的學生、

對自己期望較高學歷的學生其科學成就明顯較高；（3）各國科學成就較高學

生不認為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和好運氣，科學成就較低學生則偏向

認為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科學天分和好運氣，智利、義大利、新加坡和美國

學生不認為必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的成就較高，認為必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

的學生則成就較低；台灣和日本學生認為要學好自然科學必需記憶教科書或

筆記的成就略高於不認為必需記憶教科書或筆記者；（4）各國學生科學成就

對自己和母親認為擅長於運動和有休閒輕鬆的時間是重要的看法的相關性很

低，台灣、日本和美國呈負相關，其餘國家為正相關；（5）休閒打工時間與

文化休閒頻率對各國學生科學成就皆呈現負相關，各國科學成就較高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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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較少時間看電視或錄影帶、玩電腦遊戲、和朋友聊天或遊玩、家做事、運

動、娛樂性的閱讀等休閒活動或打工上，在校外的時間逛博物館或展覽會、

參加音樂會、欣賞歌劇和看電影等文化休閒頻率低，學生花較多時間在休閒

活動者，其科學成就較差。；（6）各國科學成就較高者在家庭使用調查語言

頻率較高，家中藏書較多；科學成就較低的學生在家庭使用調查語言頻率較

低，家中藏書較少；（7）各國科學成就較高的學生在校外閱讀書籍或雜誌頻

率高、每日花較多時間在自然科學課外輔導\補習或研讀自然科學、認為科學

可以幫助解決人為破壞、能源、污染等問題；（8）各國男生科學成就都高於

女生，相關係數在.09至.15，各國學生科學成就與其科學偏好相關性都不高。 

以學生科學成就最高相關的二個學生特質變數來看，智利學生學習成就

相關性最高分別為「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和「學好自然科學必需有好

運氣的想法」；台灣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性最高分別為「家中藏書」和「自己最

高學歷期望」；義大利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性最高分別為「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

想法」和「自己最高學歷期望」；日本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性最高分別為「自評

在科學的表現」和「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韓國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性最

高分別為「自評在科學的表現」和「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新加坡學生

學習成就相關性最高分別為「對科學的應用信念」和「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

想法」；美國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性最高分別為「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和

「家中藏書」。在最高相關的十個學生特質變數中，台灣、日本、韓國和新加

坡等四國學生都涵蓋「家中藏書」、「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科學的應用信

念」、「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喜歡自然科學的程度」、「對科學的興趣

態度」等六項。日本和韓國最前五個高相關的變數相同為「自評在科學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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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喜歡自然科學的程度」、「對科學的興趣

態度」、「家中藏書」。新加坡最前四個高相關的變數和美國相同，為「對科學

的應用信念」、「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網路資源」、「家中藏書」。台灣

學生科學成就與特質相關性整體表現和其他三個亞洲國家不同，分別只在「每

日讀書時間」和「校外閱讀頻率」二項特質與韓國相似，在「在家講調查語

言頻率」特質與新加坡相似。 

 

四、 學生特質變數之回歸分析 

從各國學生特質變數與科學成就的回歸分析得到下列幾點結論：（1）新

加坡和美國高預測力的前八個特質變數相同，但順序不同，對新加坡和美國

分別具有 38%和 45%解釋科學成就能力，顯示影響新加坡和美國學生科學成就

的主要因素相似；（2）日本和韓國高預測力的前二個特質變數相同，為「自

評在科學的表現」和「家中藏書」二個特質變數，對日本和韓國分別具有 32%

和 35%解釋科學成就能力，顯示影響日本學生和韓國學生科學成就的主要因

素相似；（3）智利、台灣和美國前二個高預測力的特質變數相同，為「對自

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家中藏書」，二個特質變數對智利、台灣和美國分別

具有 27%、25%和 28%解釋科學成就能力。；（4）從各國 R平方改變量 .01以

上之特質變數可以發現，「對運動和休閒輕鬆時間的看法」對各國學生科學成

就預測力最小；「對學好自然科學的想法」對智利預測力最大，「性別和科學

偏好」對日本和韓國學生科學成就預測力較小；「課餘時間與文化休閒」對義

大利和韓國學生科學成就預測力較小。 



164 

以 R平方改變量 .01以上之變數作為各國的回歸模式時，對七國全體學

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九個，預測力達 35%，其中家庭經濟地

位對全體學生的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17%，學生信念上的對全體學生的學習成

就預測力約 10%，性別對學習成就約有 2%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學習

成就約有 1%預測力。對智利學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九個，預

測力達 48%，其中家庭經濟地位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14%，學生信念上的對學

習成就預測力約 24%，性別對學習成就約有5%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

學習成就約有 5%預測力。對台灣學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十

個，預測力達47%，其中家庭經濟地位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21%，學生信念上

的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18%，性別對學習成就約有 2%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

期望對學習成就約有 5%預測力，休閒時間對學習成就約有 1%預測力。對義大

利學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九個，預測力達 36%，其中家庭經

濟地位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6%，學生信念上的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19%，性

別對學習成就約有3%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學習成就約有7%預測力，

科學偏好對學習成就約有 1%預測力。對日本學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

變數有九個，預測力達 43%，其中家庭經濟地位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6%，學

生信念上的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33%，性別對學習成就不具預測力，自己最

高學歷期望對學習成就不具預測力，「打工時間」和「喜歡用電腦學習自然科

學的程度」分別對學習成就約有2%和 1%預測力，「休閒時間」對學習成就約

有 1%預測力。對韓國學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六個，預測力達

43%，其中家庭經濟地位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8%，學生信念上的對學習成就

預測力約 34%，性別對學習成就不具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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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2%預測力。對新加坡學生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九個，預測

力達 39%，其中家庭經濟地位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12%，學生信念上的對學習

成就預測力約 23%，性別對學習成就約有 1%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學

習成就約有 1%預測力，「休閒時間」對學習成就約有 2%預測力。對美國學生

科學成就具有預測力之特質變數有七個，預測力達 44%，其中家庭經濟地位

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17%，學生信念上的對學習成就預測力約 23%，性別對學

習成就約有 21%預測力，自己最高學歷期望對學習成就不具預測力，「休閒時

間」對學習成就約有 2%預測力。 

 

第二節 結論 

對本研究七個國家學生科學成就最具預測能力的學生特質包括家中藏

書、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對科學的應用信念、自己最高學歷期望、網

路資源、文化休閒頻率、自評在科學的表現、打工時間、校外閱讀頻率、性

別等，這些特質對各國學生成就的解釋能力都不盡相同，這是反映各國學生

在整體文化薰陶與社會資源不同的結果。相較於過去研究影響學生成就的家

庭資源來說，網路資源除了反映家庭經濟地位之外，也反映現代科技社會的

需求，可以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成效；打工時間和文化休閒頻率反映學生減少

課餘讀書時間，當學生花較多時間在打工和文化休閒頻率時，會對學生學習

成就有負面影響；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對科學的應用信念、自評在科

學的表現等學生的信念與信心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 17-34%解釋力，顯示教學

上對學生信念與信心學習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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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家庭經濟地位預測力為 21%，高於其他三個亞洲國家，其中新

加坡經濟地位預測力為 12%，日本家庭經濟地位預測力為 6%，韓國家庭經濟

地位預測力為 8%，顯示我國學生科學成就優異表現主要來自家庭對學生的教

育投資與努力，幾乎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進一步升學。台灣學生

學生信念預測力為 18%比其他國家低，其中新加坡學生信念預測力為 23%，日

本學生信念預測力為 33%，韓國學生信念預測力為 34%，顯示我國學生對自己

學習成效沒信心，也許是因為我國學生對自己最高學歷期望比其他三個亞洲

國家高，以及我國升學競爭壓力可能比其他三個亞洲國家高。我國學生優異

的成就顯然與聯考升學有關，這是一個社會文化全面性的結果，但不能說學

生優異的表現是反覆訓練學生的結果，而忽視國家、家庭與學生的努力。 

從科學教學強調的方法和程序（表六）發現，我國課程中等強調使用實

驗室設備、做實驗、科學-技術-社會和評量學生學習，很少強調溝通科學過

程與解釋、將數學和其他學科整合、科學跨學科整合、以主題和多元文化方

式教學。我國課程雖然中等強調評量學生學習，實際上因為聯考升學競爭，

教師們非常強調評量，希望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由於我國課程很少強調溝通

科學過程與解釋，學生表達自己看法的能力較差，學生對非選擇題試題反應

包括答非所問、闡述不清楚、不會作答和不想作答，在非選擇題試題的答對

率明顯比選擇題試題的答對率低（顏秀玫，2004）。 

新加坡學生科學應用的信念對科學成就有 17%預測力，可能因為其在教

學強調科學-技術-社會和主題方式教學，因此新加坡學生對科學應用性的信

念高。日本和韓國學生科學成就分居世界排名第四和第五，在科學教學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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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和程序有很高的相似性，包括很強調使用實驗室設備、做實驗和評量

學生學習，中等強調溝通科學過程與解釋，很少強調將數學和其他學科整合、

科學跨學科整合、多元文化方式教學。智利課程很少強調使用實驗室設備、

科學-技術-社會、整合數學和其他學科、多元文化方式教學和評量學生學習。

也許是因為智利不重視評量學生，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壓力較小，學生也沒有

回饋機制知道自己的學習情形，因此智利學生的科學成就在國際上的表現比

較差。 

由上述可知各國學生特質與學習成就表現高度相關，除了學生家庭和個

人因素之外，也反映了各國對課程的設計與教學上的強調情形。 

 

第三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討論與結論，對教育及研究作以下的建議： 

一、教育方面： 

（一） 本研究發現家中藏書和家有電腦兩項家庭資源對全體學生科學

成就具有高預測力，對學生科學學習約有14%的影響力，因此建

議加強資助家庭經濟地位弱勢的族群，提供學習的資源。 

（二） 對科學應用的信念和對自然科學困難度想法這兩項對全體學生

科學成就也具有高預測力，對學生科學學習約有 10%的解釋力，

研究顯示學生相信科學應用性越高和不認為自然科學是困難



168 

者，其科學成就越高。建議學校在教學上要提高學生瞭解科學

在日常生活的應用性，同時協助學生降低認為自然科學是困難

的想法，增強學生學習的信心。 

二、研究方面： 

（一） 日本和韓國學生自評在科學上的表現對科學學習約有 30%的預

測力，兩國在科學教學強調的方法和程序有很高的相似性，日

本和韓國學生特質的相似是否與兩國課程設計和科學教學強調

方向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 新加坡與義大利在科學教學強調的方法和程序上有很多相似之

處，兩國都非常強調做科學實驗、科學-技術-社會和主題方式

教學，中等強調溝通科學過程與解釋、多元文化方式教學；義

大利比新加坡強調將數學和其他學科整合、科學跨學科整合；

新加坡比義大利強調使用實驗室設備和評量學生學習。然而新

加坡學生科學成就國際排名第二，對科學應用的信念對其科學

成就有 17%預測力；義大利學生科學成就國際排名第二十一，對

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在科學成就有 15%預測力。顯示兩國在評

量制度、學生的價值觀和文化尚有很大的差異，值得進一步探

討。 

（三） 美國與智利在科學教學強調的方法和程序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兩國都非常強調做科學實驗、科學-技術-社會和主題方式教

學，中等強調溝通科學過程與解釋、主題方式教學，很少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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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數學和其他學科整合、科學跨學科整合、科學-技術-社會、

多元文化方式教學。因為美國比智利強調使用實驗室設備和評

量學生學習，美國學生成就國際排名第十八，智利學生成就國

際排名第三十五。兩國學生對自然科學困難度的想法在科學成

就皆有 17%預測力，家中藏書有 10-11%預測力。雖然美國與智

利兩國課程設計和科學教學強調方向相似，且對科學成就有預

測力的主要特質相似，但兩國學生科學成就不同，值得進一步

探討兩國對學生的評量方式。 

（四） 從科學教學強調的方法和程序可以發現，七個國家在評量學生

學習的強調情形剛好可以反映學生科學成就：台灣在課程上沒

有很強調評量學生學習但實質上非常強調，新加坡、日本和韓

國三個國家非常強調評量學生學習，這四個強調評量和升學考

試競爭激烈的國家，學生科學成就排名都居於前五名；美國和

義大利中等強調評量學生學習，學生科學成就排名都居於中

間；智利很少強調評量學生學習，學生科學成就排名都後面。

本研究結果顯示亞洲四個國家學生特質對學習成就的預測力不

都相似，但卻都是升學考試非常激烈，因此升學考試對學生科

學成就的影響值得探討。建議學者們可以跨國合作，從評量制

度、學生的價值觀和文化特質來探討其對學生科學成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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