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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leman報告書》指出學校因素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很小，引發後續不少探討學校有

無效能的研究。在這類眾多的研究中，並無一致性的定論。而這些研究往往忽略學校的階層

特性，沒有採用符合此特性的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來分析。本

研究以三階層 HLM分析「臺東縣教育長期資料庫」的國中資料，發現學校之間的變異雖然很

小，但是學校內班級之間的變異並不小，這是《Coleman報告書》中沒有發現的。本研究發現

學校的班級因素有：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導師族別和人力資本等，對學生學業成績具有

不小的影響力。這些學校因素當中，導師的人力資本是教育作為可以致力提升的著力點，這

也是學校發揮效能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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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 Coleman等（1966）《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問世後，指出解釋學生學業成績的變異，

主要是家庭和個人社經背景變項所造成（解釋變異量大），學校變項的影響很低（解釋變異量

小）。此研究發現往往被學者解讀為學校沒有效能（Wenglinsky, 1997），而引發各種學校效能

的研究。然而，學校因素影響很低（解釋變異量小），很可能是因為在不同學校之間，學校變

項之同質性很高而使變異量很小，這並不代表學校教育的成效不彰，而是很有可能是成效都

不低而差別不大，因而解釋變異量才會很小。 

先前採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探討學校和非學校因素對學業

成績影響的研究，往往將學校視為一個層級，而學生則為另一層級，只採取二階層 HLM分析

（林俊瑩、吳裕益，2007；Borman & Dowling, 2010; Rowan, Chiang, & Miller, 1997），這些研

究忽略了學校層級還可分成全校層級和班級層級。而這些採取二階層 HLM分析研究之結果，

多數和 Coleman 等（1966）的發現相同，在相較於學生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之下，即使有些

研究發現學校變項有影響，但其影響力（解釋變異量）往往都很小（林俊瑩、吳裕益，2007；

Rowan et al., 1997）。 

上述先前的研究把屬於全校所有教師的因素特質加以平均之後放在學校層級，例如，把

全校教師學歷的平均值當成學校層級的人力資本，並沒有考慮到一位導師帶一個班，這種一

對一的事實。所以，本研究把學校變項再分成全校層級和班級層級變項，校長和學校背景變

項為第三層因素，班級和導師變項為第二層因素，以三階層的 HLM來分析對第一層學生學業

成績的影響，這是和先前的研究不同之處。 

又根據之前的研究發現，非學校因素中學生個人出身背景及家庭場域各項新資本對學生

的學業成績影響很大（黃毅志、陳怡靖，2005）。各校、各班學生成績不好，不一定是學校辦

學、教師教不好，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學生社經背景或家庭場域各項新資本不佳所致。所以，

在探討學校因素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時，要控制住影響學業成績的非學校因素，才能真正

釐清學校因素的影響機制。這樣的研究必須同時蒐集學校、導師和學生資料。因此，本研究

以臺東縣教育長期資料庫來進行分析此資料庫有學校、班級與個人三階層資料，適合本研究

的三階層 HLM分析，且資料取得方便。 

貳、文獻檢討 

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眾多因素中，大致可分為學校因素與非學校因素二類（巫有鎰，

2007），而學校因素還可細分為全校層級因素和班級層級因素。全校層級因素，如學校所在地

都市化程度、公私立、全校讀書風氣、校長背景變項、校長人力資本等。而班級層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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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班級導師背景變項、導師人力資本、班級讀書風氣等等。這些變項中，有些屬無法人為操

控的客觀因素，有些則是教育作為可以改善而能提升學校效能之因素，後者正是本研究所關

注的焦點。 

另外，本研究也採用新資本論（Lin, 2000, 2001）的觀點，把財務資本、人力資本、社會

資本（Coleman, 1988）、文化資本（Bourdieu, 1973, 1977）等，視為是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重

要因素。新資本的概念和傳統馬克思的物質（physical）資本－指資本家所擁有的生產工具與

資金－是不同的。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新資本，依場域也可分成屬於學校場域和家庭場域二

類，前者屬學校因素，而後者屬於非學校因素。 

一、學校因素 

（一）學校場域的新資本 

人力資本論視個人所具有和生產工作相關的專業學能為人力資本，而教育程度往往被視

為代表從學校所學到與工作有關的專業學能而代表人力資本（Becker, 1975），研究實務上就常

將學歷轉成教育年數（Featherman & Hauser, 1978; Lin, 2001）。此外，人力資本論也以工作年

資代表在工作上所得到的經驗與訓練來代表人力資本（Fernandez-Mateo, 2009; Lin, 2001; 

Wright, 1979）。 

文化資本論者 Collins（1971）則認為，接受學校教育只是學到上階層的文化而已，而不

是學到與工作有關的專業學能，個人真正的專業學能是來自於就業後的工作經驗與訓練。雖

然，人力資本論與 Collins 對學校教育是否能學到與生產工作有關的專業學能之看法不同，但

卻一致認為工作經驗的訓練，能提升工作所需的專業學能。學校場域中最主要的工作者是校

長和教師，代表學校的人力資本可以校長和教師的學歷和年資來測量。於是，學校人力資本

就分成全校層級人力資本和班級層級人力資本。 

探討校長人力資本來對學生學業成績影響的實證研究，就研究者所知並不多。有研究指

出，校長任期一任是多少年對學生學業成績並沒有幫助，但是校長經驗豐富和穩定性高（指

不常異動）對學生學業成績則有幫助（Huff, Brockmeier, Leech, Martin, & Pate, 2011）。所以，

要探討校長人力資本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當以人力資本論的觀點（Becker, 1975）來推論，

當校長學歷愈高和年資愈長，愈有利學生學業成績。校長學歷代表具有做好領導工作所需的

領導專業知能，所以可推論研究所學歷的校長比起大學學歷的校長，其領導的學校之學生學

業成績表現應會比較好。而年資長代表領導的工作經驗豐富，其領導的學校之學生學業成績

表現會比較好。又因為在臺灣，學校的校長在同一校最多是擔任二任，一般學校每任 4年（王

逸棻，1996），所以，本研究中的校長年資就以任期來計算。 

在教師人力資本方面，有研究發現某些教師人力資本具有影響，如個別教師優異的口語

教學技巧，教師學歷、合格教師比率愈高，對學生學習成就有正向的影響（Hanushek,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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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n, 1995）。而教師教學技巧的高明，即是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和教師學歷、合格教師比

率，都是屬於人力資本的面向（Becker, 1975; Woodhall, 1995），但研究發現，其影響力仍然很

小。以致 Hanushek（1995）回顧 100 多篇文獻指出，只有少數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有顯著影

響。主要原因是這些研究常把全校教師學歷的平均值當成學校人力資本，而沒有針對一位導師帶

一個班的情形，分析班級導師人力資本對所教學生的影響，以致學校人力資本的影響力不大。 

在國內國小階段，有研究發現國小教師養成背景與學生學業成績的關聯性不高，不同國

小師資養成教師教導的學生之學業成績並沒有顯著差異（王明仁，2005；楊肅棟，2001）。不

同學歷教師的教學成效表現，在國小學生並無顯著差異，這可能是教國小課程所需的專業性

不高，多數師資也不採分科教學而不需太高的學科專業，也就使教師學歷的影響不顯著。在

國中教育階段教師是採分科教學，課程比國小更具專業性，研究者依人力資本論的觀點推論，

教師學歷高低可能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有正向的影響。其中，研究所教師教育年數較長，

即人力資本較高，故其教導的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應會優於大學學歷的教師。 

國中師資來源至少有二類：第一類是一般大學主修國中課程領域學科的科系畢業生，再

進修教育學程學分而取得國中教職的教師；第二類是由師範大學培育，主修教育系學生副修

國中課程領域學科輔系，或由主修國中課程領域學科學系學生再加修教育學程學分而來。第

一類師資主修國文、數學和理化等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素養，可能就比第

二類高。但教育專業課程（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素養，如教學方法、班級經營等，第

一類可能就比第二類差。至於學科教學方法（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如國語文

教材教法，則難定孰優孰劣，這可能和教學經驗（年資）有關。也就是說，一般大學科系畢

業的國中教師其專門學科知識（CK）學能之人力資本較高，但師範體系畢業之國中教師的教

育專業（PK）之人力資本較高，二者各有其優勢。故一般大學學歷、師範體系學歷教師其教

導的學生學業成績表現，很難預期孰優孰劣，也就無法據以提出研究假設。 

在教師年資方面，王明仁（2005）和楊肅棟（2001）發現，臺東縣國小教師年資愈長者，

學生學業成績愈好；這可能是因為教師年資長，教學經驗豐富和教學能力比較好，所教的學

生學業成績比經驗不足的資淺教師好（王明仁，2005；Rowan et al., 1997），這符合人力資本

論與 Collins（1971）的觀點。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師資培育教育對國中、小教師第 1 年教

學生產效能有幫助，包括提高學生學業成績（Boyd, Grossman, Lankford, Loeb, & Wyckoff, 

2009），之後對其教學生產效能有幫助的是實務經驗（指非正式的在職訓練），尤其是任職後

前幾年的實務經驗幫助最大（年資），但正式的專業發展在職訓練並未發現對教學有幫助

（Douglas & Tim, 2011）。 

在學校社會資本方面，Coleman（1988）的社會資本是指存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能作為

個人的資本財，而有助於實現個人目的。所以，學校學生同儕之間的良好讀書風氣可視為學

校結構資源，符合社會資本的概念，是學校社會資本之一，林生傳（1994，1995）的研究就



 

 

 

 

 

 

 

陳順利、黃毅志 115 班級因素對成績之影響

是採此觀點。 

Coleman等（1966, pp. 295-325）曾將全校學生家長平均社經地位、學生平均教育抱負、

學生平均做功課時間總合代表學校讀書風氣，全校學生家長平均社經地位可部分代表整體學

校讀書風氣。因為全校學生平均後的特質，代表學校脈絡條件，屬學校層級變項，不再是學

生層級的變項（Raudenbush & Bryk, 2002）。而學校傳統優良的讀書風氣這種學校社會資本，

也是造成學校學生成績表現好壞的重要原因（林生傳，1994，1995）。全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

愈高，學生學業成績也愈好（林俊瑩、吳裕益，2007）。而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可代表整體

班級社經環境，好的整體班級社經環境，也會有利於學生學業成績。 

（二）學校場域的背景因素 

1. 全校層級的背景因素 

學校規模大小、平均班級學生人數、師生比（Hanushek, 1995; Wenglinsky, 1997），學校所

在地的都市化程度（巫有鎰，2007），公立或私立學校（林俊瑩、吳裕益，2007）以及市區與

離島城鄉差異等等特殊性，這些學校背景往往會影響學校場域內各項新資本。因為學校位在

高都市化的地區，通常教師的流動率比較低，因而教師在校的經驗得以累積而使學校人力資

本高，有利提升學生成績。學校規模小，對學生而言絕對的資源較少，但每生分配到的相對

資源反而多，即學校財務資本高，有利學生學業成績。而平均班級人數少，師生互動時間和

品質反而會增加，即學校裡班級內的社會資本高，這也有利學生學業成績（巫有鎰，2007；

巫有鎰、黃毅志，2009；林俊瑩、吳裕益，2007；Hanushek, 1995; Wenglinsky, 1997）。但國中

以上學校有可能受升學主義影響，加上家長選擇讓孩子就讀明星學校，反而使人數多的大班

級學生成績愈好，呈現成就排比現象（宋曜廷、邱佳民、劉欣宜、曾芬蘭、陳柏熹，2009）。

臺東縣人口約 23萬人，而在原住民族占人口三分之一這樣的人口組成脈絡下，原住民人口多，

原住民校長也就多，有足夠的原住民校長樣本，可探討原、漢校長族別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

響。 

2. 班級層級的背景因素 

在教師性別方面，國小女教師教導的學生，學業成績比男教師教導的學生高，可能是在

教導國小學童時，女教師較樂於接納學生、相信學生、能和學生建立良好互動的人際關係（吳

幼妃，1989），因而學生學業成績比男教師教導的學生高（楊肅棟，2001）。 

在教師族群方面，楊肅棟（2001）發現臺東縣國小原住民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漢人導

師教的學生高，是因為全縣原住民比率約占三分之一，而原住民導師往往教原住民學生，因有

相同的非主流文化背景較能互相溝通瞭解，而使師生關係比較好，所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漢

人導師教的學生好（巫有鎰、黃毅志，2009；黃順利，1999）。但同是漢人的本省閩南、本省客

家和外省導師的教學表現是否有所不同？研究者並未看到這方面的研究，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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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學校因素 

（一）家庭場域的新資本 

Coleman（1988）對社會資本的定義，是指能作為個人資本財的社會結構資源，有助於個

人實現目的。家庭場域內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對子女的關注與教導，是家庭內的社會資本。

過去有不少的研究證實，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愈高，代表家庭內的社會資本愈高，有助於

提高學業成績（巫有鎰，2007；陳怡靖、鄭燿男，2000；陳順利，2001；楊肅棟，2001；Fejgin, 

1995; Hagan, MacMillan, & Wheaton, 1996）。 

Coleman（1988, p. S109）的家庭財務資本主要指家庭收入與財富，以及父母透過財力運

用以提升子女教育成就的事物，如提供學童固定的讀書場所。在臺灣，父母讓子女參加補習，

是父母透過金錢的運用來幫助子女提升教育成就，應屬於家庭財務資本（黃毅志、陳怡靖，

2005）；過去許多對臺灣地區的研究即發現，參加補習有助於提高教育成就（林大森、陳憶芬，

2006；陳怡靖、鄭燿男，2000；黃毅志、陳俊瑋，2008；劉正，2006），許多臺東地區的研究

也有同樣發現（巫有鎰，2007；林慧敏、黃毅志，2009；陳順利，2001；楊肅棟，2001）。 

又父母準備與子女學習有關的教育或學習設施，也是父母運用財力以提升子女教育成就

的事物，仍屬於家庭財務資本（Coleman, 1988），例如，家裡有書桌、電腦網路、參考書、測

驗卷、課外讀物等；許多研究證實此類家庭教育設施愈多，能有利子女的學業成績（巫有鎰，

2007；陳順利，2001；楊肅棟，2001）。而 Coleman（1988）又將父母親教育程度視為家庭人

力資本，人力資本代表知識、技能，認為父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者，由於知識、技能較高，較

能提供子女良好的認知環境，而有助於提高子女的學習成效（即子女的人力資本）。 

依 Bourdieu（1973, 1977）文化資本的定義，當學生對上階層文化的掌握程度愈多，則文

化資本愈高，容易給具有上階層文化品味的教師好印象，得到更多的學習關照，並影響教師

打成績，而有利提高其學業成績。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得到不少研究的支持（陳怡靖、鄭

燿男，2000；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Dumais, 2002），但在臺灣的研究大多數

並不支持（巫有鎰，2007），除了樣本小之外，有可能是文化資本的測量有問題，無法測出文

化資本概念的精髓。後來蘇船利與黃毅志（2009）改進文化資本的測量方式和加大樣本之後，

發現文化資本會透過師生關係而影響學業成績，即文化資本愈高，容易給教師好印象而師生

關係愈好，也就是學生在學校的社會資本愈佳，更能得到教師較多的學習輔導而成績也就愈

好。 

另外，DiMaggio和Mohr（1985）指出，除了精緻文化資本的正向影響之外，也要分析負

面評價的文化風格（negatively valued cultural styles），如龐克文化可能帶給教師不良印象，而

不利學習。在臺東的研究發現，原住民學生比漢人有較多負面評價的文化風格，如抽菸、喝

酒、嚼檳榔等嗜好（巫有鎰，2007；陳順利，2001），而學者們稱之「負面」，並不是因為他

們認為龐克文化、抽菸、喝酒、嚼檳榔是不良文化行為，而是因為龐克文化、抽菸、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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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檳榔會給教師不良印象，造成師生關係不佳而不利於學業成績，不過往往給讀者以為負面

是指不良，於是蘇船利與黃毅志（2009）就改稱為不利的（disadvantageous）文化風格。 

臺東後來的研究發現不利的文化風格，除了不利的嗜好之外，還有不利的休閒，如參加

廟會活動、八家將、街舞和上網咖等休閒活動。當學生從事不利的休閒愈多，除了給教師不

良印象，造成師生關係不佳外，也會耽誤讀書時間，以致學業成績表現就愈差（蘇船利、黃

毅志，2009）。 

（二）家庭場域的背景因素 

過去有不少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構完整性愈高，則學生學業成績愈好；家庭

結構完整性依序為完整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以及不和父母、祖父母同住，而由親友

或兄弟姊妹代為照顧或教養的寄親家庭；兄弟姊妹數目愈多，則學生學業成績愈差（李佩嬛、

黃毅志，2011；巫有鎰，2007；林俊瑩、吳裕益，2007；林俊瑩、黃毅志，2008；Dumais, 2002; 

Kalmijn & Kraaykamp, 1996; Raudenbush & Bryk, 2002）。因為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構完整性

愈高，家庭所能用在教育的資源也愈多，而有助於提升子女學業成績。但這些資源往往會被

過多的兄弟姊妹稀釋（Blake, 1985），而且在臺灣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之下，父母把較多資源

花在兒子們身上，也就是說兄弟間的稀釋作用比姊妹還大，以致兄弟人數對學業成績的負面

影響比姊妹人數大（巫有鎰，2007；林俊瑩、吳裕益，2007；Blake, 1985; Downey, 1995a, 1995b; 

Powell & Steelman, 1990; Shavit & Pierce, 1991; Teachman, 1987）。 

臺灣早期探討性別差異的研究發現，在小學階段女生的整體成績表現優於男生（巫有鎰，

2007；楊肅棟，2001）。可是到了中學以後，女生在語文能力比男生好的優勢逐漸消失，而男

生在數理成就表現約在八年級時開始超越女生，而在高中聯考的成績則更是顯著的優於女生

（張春興，1994, pp. 379-382；謝小芩，1992）。但後期研究發現，學業成績的性別差異已有了

變遷，甚至有些資本，如文化資本反而是女生比男生多（李文益、黃毅志，2004），造成女生

升高中考試的成績反而比男生好（盧雪梅，2007；盧雪梅、毛國楠，2008a，2008b），其至大

學成績也是（田芳華、傅祖壇，2009）。 

在族別差異上，以臺灣全國性樣本分析的早期研究，發現在控制其他背景變項後，客家

人的教育成就反而最好，而閩南人的教育成就比較低（黃毅志、張維安，2000；蔡淑鈴，1988；

蔡淑鈴、瞿海源，1992），此乃客家人一向比較重視教育、崇尚知識的緣故，這反應在客家村

落常設有惜字亭、利用田產設學堂，要求子女讀書習字等作為上（江淑美，2002）。不過，到

了最近由全國與臺東縣樣本的研究發現，客家學生的成績反而低於閩南學生（陳怡靖、陳密

桃、黃毅志，2006），可能客家人重視教育的優勢已勢微。而原住民學生的學業成績，在控制

其他出身背景變項後，由於社會資本、財務資本不如漢人，且不利文化嗜好較漢人多，學業

成績仍一向比漢人學生差（巫有鎰，2007；林慧敏、黃毅志，2009）。 

學生出身背景和家庭場域的新資本，對學生學業成績有影響（黃毅志、陳怡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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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佳純、董旭英、饒夢霞，2009），而這些屬於非學校因素（巫有鎰，2007）。要探討學校因

素對學生學業表現的影響，就需要控制學生的出身背景和各項家庭場域的新資本，尤其是社

經背景，如此才能看出真正學校因素的影響，這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即學校因素是本研

究關注的自變項，非學校因素為控制變項，學生學業成績則是依變項。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檢討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是學校因素對學生學業

成績的影響，分為全校層級和班級層級的因素，即圖 1 中的粗線箭頭，因而針對這些影響提

出研究假設。至於非學校因素，即學生層級的因素（控制變項）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如

圖 1中的細線箭頭，在本研究中是當成統計控制，也就不提研究假設。 

 

 

 

 

 

 

 

 

 

 

 

 

 

圖1. 學校因素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研究架構 

第三層：全校層級變項 

第二層：班級層級變項 

第一層：學生層級變項（控制變項） 

學生 

學業 

成績 

學生背景及新資本 

性別、族別、社經地位、

家庭完整性、兄弟姐妹

數、社會資本、財務資本、

文化資本 

班級與導師背景變項 

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 

性別、族別、婚姻狀況 

學校變項 

學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學校背景（都市化程度、

公私立、班級人數）、校長族別 

學校人力資本 

校長任期、學歷 

導師年資、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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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檢討與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在學校社會資本因素方面：學校平均社經地位愈高，往往學校讀書風氣愈佳，所以，提

出研究假設 1：「學校家長平均社經地位高的學校，則學生學業成績愈好」；班級平均社經地位

愈高，整體班級社經環境愈佳，所以提出研究假設 2：「班級家長平均社經地位愈高，其班級

學生學業成績愈好」。 

在學校人力資本因素方面：根據人力資本論（Becker, 1975; Lin, 2001, p. 104）的看法，就

學歷及年資而言，提出研究假設 3：「研究所學歷的校長其學校學生學業成績，比大學學歷校

長的學校學生好」；研究假設 4：「第二任校長其學校學生學業成績，比第一任校長的學校學生

好」；研究假設 5：「研究所學歷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大學學歷導師教的學生好」；研究

假設 6：「教師服務年資愈長，其班級學生學業成績愈好」。 

另外，在全校層級背景因素方面：學校位在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資源多、教師穩定，

所以提出研究假設 7：「學校位在都市化愈高的地區，則學生學業成績愈好」。私立學校學費高，

能就讀私立學校學生，家長社經地位往往較高才能讀得起，所以提出研究假設 8：「私立學校

學生學業成績，比公立學校學生好」；班級人數少，每生得到教師個別關注和指導的時間相對

較多，所以提出研究假設 9：「班級人數少的學生學業成績，比班級人數多的學生好」。至於校

長族別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無相關文獻可參考故不提研究假設，在本研究屬探索性質。 

在班級層級導師背景因素方面：提出研究假設 10：「女導師帶的班級學生學業成績，比男

導師帶的班級學生學業成績好」（吳幼妃，1989；楊肅棟，2001）；研究假設 11：「原住民導師

帶的班級學生學業成績，比漢人導師帶的班級學生學業成績好」（巫有鎰、黃毅志，2009；黃

順利，1999；楊肅棟，2001）。至於導師婚姻狀況對學業成績的影響，由於相關文獻不多，故

亦不提出研究假設，是本研究較具探索性的一面。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臺東縣教育長期資料庫 94學年的國中生普查資料，包括校長卷、教師卷、學

生卷和家長卷。全臺東縣國中共有 23 所，其中 22 所公立、一所私立。校長卷全部回收，共

有 23 份，回數率 100%，校長卷包括學校層級資料。而教師卷填答者包含八年級學生導師，

計有 91人，教師層級也就只能擺入 91位班級導師。全縣八年級學生共有 3,023人，回收 2,760

份，回數率 91.3%。家長卷由每位學生帶回請家長填寫，回收 2,401份，回收率 79.4%（黃毅

志、侯松茂、巫有鎰，2005）。由於近年來臺東並無與本研究相關的資料分析結果，也就無法

說明本研究結果與當今的教育現況（特別是與 Coleman 魔咒相關部分）沒有太大的不同。本

研究採用的是 2005 年的資料，距今已有 10 年，不過仍是最適合本研究運用可破除 Coleman

魔咒這項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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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項測量 

囿於篇幅的限制，本節只針對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自變項和依變項做說明，而控制變項的

測量則省略。 

（一）依變項：學業成績 

以臺東縣自辦學力檢測的標準化成就測驗得分計算，包含國語、英語和數學三科成績，

各科滿分各為 100分，採計平均分數。另外，也將三科平均分數加以標準化，取標準化分數。 

（二）自變項一：班級層級的變項 

班級層級的變項以導師卷和全班學生卷所填答變項資料的平均數為測量依據。 

1. 班級家長社經地位 

以學生個人社經背景（包括父親職業地位、父親教育年數、母親教育年數、全家每月收

入）的因素分數，取全班的平均值，代表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 

2. 導師個人背景變項 

包括性別、族別、婚姻狀況、年資和學歷等。 

(1)性別：男為 1、女為 0，為虛擬變項。 

(2)婚姻狀況：分已婚和未婚，為虛擬變項，以未婚者為對照組。 

(3)族別：有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外省和原住民四類。設三個虛擬變項，以本省閩南為

對照組。 

(4)年資：以所填答的服務年資做測量，以 5年為一級距，分成 0-5年、6-10年、11-15年、

16-20年、21年以上等五類。設四個虛擬變項來處理，其中以 0-5年為對照組。因本研究初步

分析發現，年資和學生學業成績並不是線性關係，所以用虛擬變項來處理。 

(5)學歷：分成師範體系、一般大學和研究所三類。設兩個虛擬變項，以一般大學為對照

組。 

（三）自變項二：學校層級的變項 

學校層級的變項以校長卷、學生卷所填答的資料為測量依據。 

1. 學校背景變項 

學校的脈絡背景變項，是根據校長卷、學生卷及臺東縣教育局編印的 94學年度國民中小

學公務統計報表中的國中資料為測量依據。 

(1)學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以學生卷中個人社經背景（包括父親職業社經地位、父親教

育年數、母親教育年數、全家每月收入）的因素分數取全校的平均值，代表學校平均家長社

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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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化程度：根據校長卷中學校代號，核對臺東縣教育局編印的 9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公務統計報表中的國中資料來分類。分成臺東市區六所、一般鄉鎮九所，以及離島兩所、原

住民鄉五所，設為三個虛擬變項，對照組為一般鄉鎮學校。 

(3)公私立：公立給 1、私立給 0，為虛擬變項。 

(4)學校規模（班級數）：指各國中普通班的班級數，是學校規模的指標。分成六班以下、

7-12班、13班以上，設為兩個虛擬變項，對照組 6班以下。 

(5)平均班級學生數（班級大小、生師比）：以全校學生數除以全校的班級數來計算。因為

國中每班有編制兩位教師，平均班級學生數也就相當是生師比（平均班級學生數÷2）。因為

全縣平均班級學生人數約 25人，故分成 25人以下、26人以上兩組，設為一個虛擬變項，25

人以下為對照組。 

2. 校長個人背景 

(1)校長族別：分原住民和漢人（含本省閩南、客家和外省），設一個虛擬變項，以原住民

為對照組。 

(2)校長到任年資：以校長在該校服務的年資計算，分成第一任（1-4 年）和第二任（5-8

年），設一個虛擬變項，以第一任為對照組。 

(3)校長學歷：以校長的最高學歷計算，分成大學和研究所畢業，設一個虛擬變項，以大

學為對照組。 

五、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 HLM進行分析，此方法適用於具有階層性的研究資料。因本研究採用臺東縣

教育長期資料庫追蹤資料，資料本身具有階層特質，第一層為學生、第二層為學生就讀的班

級與導師、第三層為臺東縣各國中學校。目前國內有關探討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研究尚未普

遍使用此一方法，但就研究者所知，國際上從 1990 年代後期即廣泛使用此一分析方法

（Raudenbush & Bryk, 2002），不過研究者也只看到運用二階層 HLM分析資料的研究，很少看

到用三階層的 HLM。國內不少學者即指出分析具階層特性的學校資料之研究，應以 HLM 方

法來分析，以避免錯失有用的資訊（林俊瑩、吳裕益，2007；溫福星，2006；劉子鍵、陳正

昌，2003）。HLM可針對不同學校間、同一學校內各班級間，以及班級內學生之間成績的變異

做分析，而傳統的迴歸分析則無法做到。 

本研究先以 SPSS 13.0版進行描述性統計，再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來萃取具有理論意義的

因素變項，以精簡分析的模式（因篇幅限制，不呈現描述性統計結果）。接著，將教師性別、

族別、學校規模、平均班級學生數及校長年資、族別、任別、學歷等類別變項設為虛擬變項，

進行 HLM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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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變項包含有國文、英文和數學三科成績的未標準化平均分數，以及標準化後的成績，

以檢驗自變項對其影響得分的多寡和效益量大小。當依變項和自變項均為標準分數時，係數

即為標準化係數。而不是標準分數的等距尺度以上變項也轉成標準分數，以計算標準化係數。

當依變項為標準化分數，而自變項為類別變項時，此時係數即為半標準化係數（代表不同類

別相差多少標準差），此即效益量。 

因為資料是臺東縣全縣普查，其實也就不用進行統計推論，而是以實質意義判斷。當效

益量超過 0.1個標準差以上（Rowan et al., 1997, p. 272）、或標準化係數大於 0.075，則視為有

實質意義（陳順利，2013）。不過，研究者依研究慣例，仍列出 p值供參考（陳順利，2013；

黃毅志，2009；Schafer, 1999; Van Rossem, 1996）。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表 1中，模式一是零模型（null model），即尚未加任何預測變項，從零模型的隨機效果，

可知學校層級和班級導師層級的學生成績變異的多寡。學校間學生成績變異約占學生成績總

變異 .06（τ），學校內班級間變異成分約占總變異 .22，班級內學生間的學生成績變異約占總

變異 .70。而三者的變異加總不等於 1，是因為小數第三位數四捨五入，1以及本研究樣本即母

體，HLM以樣本估計母體所占變異所造成的誤差。 

本研究的三階層 HLM 分析，已包括臺東縣內 23 所國中所有的學生，樣本就是母群，母

體組間的變異即樣本 ANOVA的 Eta
2
。而 HLM的組間隨機變異（τ）是以 ICC估計，意義類

似由樣本變異推估母體變異，只是估計的方式不同，在 HLM的零模型（表 1的模式一）中，

學校間的隨機變異，因學校數和班級數的比值較大（23/90），會有以小樣本的樣本變異推計母

體變異而造成低估的誤差問題，不過低估情形並不嚴重；而學校內班級間的隨機變異，因學

校數和學生數的比值較小（23/1690），低估誤差的問題更是輕微。 

另外，在執行 HLM之前需先製作MDM（HLM軟體所建置的資料檔名稱）資料檔，研究

者選擇在製作時即排除缺失值，因少數導師和學校背景變項有缺失值，最後被擺進 MDM 資

料檔的只有 87位導師和這些導師帶領的班級學生 1,690位，見表 1。 

                                                        
1
 第三層學校間變異 0.06489、第二層班級間變異 0.22403、第三層學生間變異 0.70127，合計為 0.9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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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生學業成績 HLM 分析摘要（N＝23 校、87 位導師、1,690 位學生） 

模式一 

投入－產出 

模式二 

投入－產出 

模式三 

投入─過程 

─產出 

模式四 

投入─過程 

─產出 

模式五 

投入─過程 

─產出 

預測變項 

 

 

 

固定效果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學校層級（level-3） （df＝22） （df＝22） （df＝22） （df＝22） （df＝12） 

 截距（學業成績） 49.49* -.09* 50.87* -.01* 56.99* .31* 54.06* .16* 60.07* .47 

學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      -1.17* -.06 

 學校背景       

  市區（對照一般鄉鎮）      .77* .04 

  離島       

   綠島      6.84* .36 

   蘭嶼      -8.45* -.45 

  原住民鄉      .76* .04 

  公立（對照私立）      -6.45* -.34 

  平均班級26人以上（25人以下）      1.05* .06 

 校長背景       

  漢籍校長（原住民）      -1.94* -.10 

 校長人力資本       

  校長第2任（第1任）      .15* .01 

  校長研究所學歷（大學）      1.11* .06 

班級層級（level-2） （df＝86） （df＝86） （df＝86） （df＝86） （df＝74） 

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         6.06*  .32* 

 導師背景          

  男         -.3700 -.02 

  已婚（未婚）         -.7900 -.04 

  客家（本省閩南）         2.70*  .14 

  外省         -.59* -.03 

  原住民         2.48*  .13 

 導師人力資本          

  年資6-10年（5年以下）         2.17*  .11 

    11-15年         1.21*  .06 

    16-20年         6.07*  .32* 

    21年以上         .81*  .04 

  學歷師範（一般大學）         -3.20* -.17* 

    研究所         -1.94* -.1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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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生學業成績 HLM 分析摘要（N＝23 校、87 位導師、1,690 位學生）（續） 

模式一 

投入－產出 

模式二 

投入－產出 

模式三 

投入─過程 

─產出 

模式四 

投入─過程 

─產出 

模式五 

投入─過程 

─產出 

預測變項 

 

 

 

固定效果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原始 

分數 

標準 

分數 

學生層級（level-1） （df＝1,689） （df＝1,685） （df＝1,676） （df＝1,667） （df＝1,645） 

 社經地位           

  父親職業（z）     1.88* .10* 1.90*. ..10*    .90* .05*   .81* .04* 

  父親教育（z）     1.66* .09* 1.63*. ..09*    .38* .02*   .39* .02* 

  母親教育（z）     3.15* .17* 2.86*. ..15*    .59* .03*   .54* .03* 

  收入（z）      .16* .01* -.07. . .-.00*.  .-1.05* -.06*.  -1.25* -.07* 

 男性     -6.13*. .-.32*0  .-3.26* -.17*.  -3.20* -.17*. 

 族別（本省閩南）           

  客家     -1.00*. .-.05*0  .-1.64* -.09*.  -1.42* -.08*. 

  外省     .05. . ..00*.   .-.67* -.04*.  .-.45* -.02*. 

  原住民     -5.23*. .-.28*..  .-2.68* -.14*.  -2.33* -.12*. 

 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     -1.73.0 .-.09*..   .-.45* -.02*.  -.47 -.02*. 

  隔代     -2.00*. .-.11*..  .-1.52* -.08*.  -1.42* -.08*. 

  寄親     -.10.0 .-.01*..   .-.10* -.01*.   .40* .02* 

  兄弟人數（z）     -1.43*. .-.08*.   .-.83* -.04*.  .-.76* -.04* 

  姐妹人數（z）     -1.19*. .-.06*.   .-.54* -.03*.  .-.49* -.03* 

 家庭社會資本           

  父母期望（＋）         5.83* .31*  5.90* .31* 

  父母參與（＋）         .-.21* -.01*.  .-.25* -.01* 

 家庭財務資本           

  學科補習項數（z）         4.09* .22*  4.02* .21* 

  教育設施（＋）         2.82* .15*  2.68* .14* 

 學生文化資本           

  精緻文化（＋）          .85* .05*   .71* .04* 

  不利嗜好（＋）         -.47* -.02*  .-.50* -.03* 

  傳統戲劇（＋）       . . . ..00* .00*  .-.05* -.00* 

  流行文化（＋）       . . . ..37* .02*   .50* .02* 

  不利休閒（＋）       . .-2.37* -.13*. . -2.40* -.13*. 

隨機效果           

 學校間變異（第三層）  22.24* .06*   8.08* .02*   4.14* .01*   1.86* .01*    .01* .00* 

 班級間變異（第二層）  78.94* .22*  54.98* .15*  48.47* .14*  26.88* .08*  12.46* .04* 

 班級內學生（第一層） 248.41* .70*  23.84* .65* 217.490 .61* 149.06. .42* 148.83* .42* 

註：（＋）表因素分數；（z）表標準分數；加框表有實質意義；斜體字表標準化係數。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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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的模式二到模式四中，皆是尚未加入學校層級和班級層級變項之前，在學生層級

逐步加入社經背景（模式二）、其他家庭和個人出身背景變項（模式三）、各項新資本變項（模

式四）。其中，模式二在加入社經背景之後，發現學校間的變異只剩 2%，而母親教育、父親

職業和父親教育的影響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17、 .10和 .09，看來支持 Coleman等（1966）

的結論，不過，班級間的變異仍然有 15%。 

而從模式二到模式四，班級間的變異仍然不小，最後仍約有 8%。這和 Coleman等（1966）

的發現相對照，可發現 Coleman 等人只說對了一半，即控制學生社經背景之後，學校間的變

異就變得很小，但是 Coleman 等人並沒有分析班級間的變異，而本研究則分析了，並發現班

級間的變異不小，且在控制學生社經背景之後仍然不小，又控制了各項資本之後，班級間的

變異還是不小。也就有必要在控制學生社經背景、各項資本之後，探討學校因素，特別是班

級導師變項對學生成績的影響。 

接著，進一步探討學校與班級層級變項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機制。在班級與導師變項

方面，從表 1 模式五中，發現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愈高，2學生成績愈好（γ＝ .32）；本省

客家（γ＝ .14）、原住民（γ＝ .13）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本省閩南導師教的學生好；年

資 6-10年（γ＝ .11）、16-20年（γ＝ .32）的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 5年以下年資導師教

的學生好；而為師範學歷（γ＝-.17）、研究所學歷（γ＝-.10）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一般

大學學歷導師教的學生差。 

在學校與校長變項方面，發現離島的綠島（γ＝ .36）國中學生的學業成績，比一般鄉鎮

學校的學生好，而離島的蘭嶼（γ＝-.45）國中學生的學業成績，比一般鄉鎮學校的學生差；

公立學校學生的學業成績比私立學校學生差（γ＝-.34）。 

二、討論 

（一）有關研究假設檢證之討論 

在學校社經地位因素方面，本研究以班級家長平均社經地位、和學校家長平均社經地位

為測量，發現學校家長平均社經地位高低對學生學業成績沒有影響，即研究假設 1 沒有獲得

支持。但班級家長平均社經地位愈高，學生學業成績愈好，即研究假設 2 獲得支持。學校家

長平均社經地位雖可部分代表整體學校的讀書風氣（Coleman et al., 1966），不過與各班的學生

並沒有一對一的關係，班級家長平均社經地位代表的整體班級社經環境才與班級學生有一對

                                                        
2 多重共線性檢查： 

(1) 以「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學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放到學生層級，再與「父職」、「父教」、「母

教」、「收入」對依變項「學生學業成績」做迴歸分析，各自變項 VIF值大小皆在 2左右。 

(2) 以「學校層級各變項」對依變項「全校平均學生學業成績」的迴歸分析，發現「學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

與「大規模學校」二者的 VIF皆在 7左右，而這兩個變項間的相關很高，樣本小，會帶來嚴重的多重共

線性問題（Lewis-Beck, 1980, p. 61）。「學校平均家長社經地位」的影響是本研究想探討的，於是刪除「學

校規模大小」，之後表中學校層級各變項的 VIF值大小皆在 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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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關係，所以影響學生學業成績重要的是整體班級社經環境而非部分的學校讀書風氣。 

在學校人力資本因素方面：校長的學歷面向上，本研究發現研究所學歷的校長，學校的

學生學業成績，和大學學歷校長學校的學生沒有差異，即研究假設 3 沒有得到支持。可能原

因是：研究所的課程普遍重視理論與研究之學術能力的培育，以致於和提高校長領導專業能

力有所脫節。 

在校長的年資面向上，第二任校長其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和第一任校長學校學生沒有差

異，即研究假設 4 沒有得到支持，這可能是因為校長到了第二任，不管其辦學績效如何，反

正第二任到期就得調校服務，辦學動力可能就鬆懈了，所以，第二任校長的人力資本較高對

學生學業成績的正向影響，也就可能被抵銷了。 

在導師學歷面向，本研究發現國中導師學歷為師範、研究所者，教導的學生學業成績，

比一般大學學歷者差。即研究假設 5：「研究所學歷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大學學歷導師

教的學生好」沒有得到支持。這和研究者預期教師學歷愈高，人力資本愈高，教學成效會愈

好的推論不符合。原因可能是：只要一般大學學歷的教師在國中任教專門科目，就具有一定

的學科人力資本，而能勝任國中教學。依人力資本論的觀點，研究所畢業的教師受教育年數

長，人力資本要比大學者高，但其教導的學生學業成績反而比一般大學學歷者差，可能是研

究所的課程普遍重視理論與研究之學術能力的培育，造成研究所學歷導師的能力與國中教學

實務有脫節的情況（郭丁熒，2001, p. 167），教學的表現也就比不上一般大學學歷的導師。 

在導師年資方面，本研究只發現國中導師年資在 6-10年、16-20年者，教導的學生學業成

績，比年資 5年以下者好，研究假設 6只得到部分的支持。這和之前的研究（王明仁，2005；

楊肅棟，2001；Rowan et al., 1997）不符合，其原因何在？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 

在學校所在地都市化程度方面，發現綠島鄉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最好，市區、一般鄉鎮和

原住民鄉學生次之，最差的是蘭嶼鄉學生。研究假設 7 沒有得到支持。綠島鄉人口幾乎都是

漢人，是臺東縣十六個鄉鎮中唯一非原住民鄉鎮，居民非常重視教育，這可能是歷史因素造

成。綠島鄉在清代即有在地居民聘請私熟教授子女漢文，期待子女不忘本（綠島鄉公所，

2012）。1960年代，綠島學生升學比照邊疆學生有加分優待，接受教育也就成為綠島人向上流

動的主要管道。就研究者所知，臺東縣出身自綠島鄉的國中、小校長之人口比例很高。根據

40至 50年次左右綠島鄉出身的校長口述，小時候曾受過「新生」教導，而當時的志願就是長

大也要當「新生」。而「新生」指的是綠島監獄的政治思想犯，不少是高級知識份子，像是臺

大醫院醫生。其口述的歷史應是指「新生訓導處」在 1956 至 1962 年間利用寒暑期成立課業

輔導班，免費義務指導當地學童課業，而大大提高升學率，這對綠島鄉教育水準的提升有很

大的貢獻（綠島鄉公所，2012）。 

而蘭嶼鄉人口幾乎都是達悟族人，又位處邊陲，較少像其他住在臺灣本島的原住民族群

與漢人有較多互動機會。國內學校教育實施的是以漢文化為主流的課程，是意識型態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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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進行文化霸權宰制，因而對蘭嶼地區相對上有文化剝奪、文化差異之先天不利影響（譚

光鼎，1998）。而市區、一般鄉鎮和原住民鄉學生的成績差不多，這應是控制了會造成學生學

業成績差異的學生家庭背景等非學校因素之故，因而沒有顯著差異。 

在公、私立學校方面，私立學校學生學業成績，比公立學校學生好，研究假設 8 得到支

持。在班級平均人數上，25人以下和 26人以上學生學業成績沒有差別，研究假設 9沒有得到

支持，其原因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探討。因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講授教學法，對學生學習

的影響在班級人數為 15 人、25 人、30 人之間的效果無顯著差異，而有差異影響的是教師和

學生互動的教學品質（Gamoran, Secada, & Marrett, 2007）。 

在班級層級其他導師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國中導師性別對學生學業成績沒有影響，即

研究假設 10：「女導師帶的班級學生學業成績，比男導師帶的班級學生學業成績好」沒有得到

支持，這和研究者根據先前的研究（吳幼妃，1989；楊肅棟，2001）發現所做的推論不符。

此可能是因先前的研究是以國小教師和學生為對象，國小階段女教師的樂於接納學生、相信

學生，以及能和學生建立良好互動的師生關係特質，對學童成績而言有幫助（吳幼妃，1989），

而到了國中階段的學生進入青少年叛逆期，可能女教師不一定就能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

導師性別的差異對成績的影響也就不那麼重要了。另外，研究發現國中原住民導師教導的學

生學業成績，比本省閩南導師教導的學生多 2.48分，即研究假設 11獲得支持。 

（二）綜合討論 

根據表 1 模式一與相關的討論，學校間的變異並不太，即學校間的變異小，看起來支持

Coleman等（1966）學校因素影響小的說法；但進一步分析顯示，學校內班級間的變異有 22%，

而班級導師層級因素對學業成績有不小的影響，班級與導師都在學校中，班級與導師當然都

屬於學校因素，班級與導師因素對學生成績影響可能不小，這就和 Coleman 等人發現的結論

不一致。 

因此，探討學校因素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力，也就需以 HLM方法來重新檢視。國外有

學者利用此法，重新分析 Coleman 等（1966）的資料，得到學校間的變異量比例高達 40%

（Borman & Dowling, 2010）。而不是當時 Coleman等人用 OLS迴歸分析發現學校間的因素變

異量比例落在 8.5%-18%之間而已。國內陳順利（2013）也用 HLM 方法，發現導師工作滿意

度愈高，對學生學業成績愈有利的影響。 

模式二控制了學生社經背景，包括父親職業、父親教育、母親教育和收入，學校間的變

異只剩 2%，而母親教育、父親職業和父親教育的影響並不小，看來支持 Coleman等（1966）

所說控制了學生社經背景之後，學校間的變異就變得很小。不過，此時班級間的變異仍然有

15%。接著，控制了學生其他出身背景和各項資本之後，班級間的變異仍然不小，最後還有

8%的變異。也就是 Coleman等人並未分析班級間的變異，而本研究則分析了，且發現班級間

的變異其實並不小，即使在控制了學生社經背景和各項資本之後，班級間的變異還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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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些班級變異的因素，正是學校可以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關鍵所在。 

從模式五中，可知班級和導師的變項對學生學業成績有實質影響的因素，其影響的標準

化或半標準化係數 γ絕對值大都在 .10到 .33之間。其中，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的 γ值最高，

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愈高，對學生學業成績有正向的影響。 

至於一般大學科系畢業的國中教師，其專門學科知識學能之人力資本較高，但師範體系

畢業之國中教師的教育專業之人力資本較高，二者各有其優勢，師範體系畢業的並非兩者都

較強。兩項資本整體而言，可能在有些脈絡下，一般大學科系畢業較強，其他脈絡下，師範

體系較強。本研究在臺東的脈絡下發現：相較於一般大學學歷導師，師範學歷導師帶的班級

學生學業成績比較差；照理說師範學歷導師的教育專業知能要比大學學歷導師占優勢，可能

是因為學科知識專業知能的劣勢更多，而造成學生學業成績比較差。而研究所導師的教學表

現也比不上一般大學學歷的導師，可能是研究所學歷導師的學術研究能力與教學實務有脫節

的情況（郭丁熒，2001, p. 167），因而學科知識專業知能所需的人力資本並沒有因此而提升。 

原住民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比閩南漢人導師教的學生高，可能是因為臺東縣原住民學

生很多，原住民導師對原住民學生，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容易溝通而互動良好，造成師生

關係比較好，所教的學生學業成績，也比閩南漢人導師教的學生好（巫有鎰、黃毅志，2009；

黃順利，1999）；也就是說原住民導師所教的學生多為原住民學生，且因多具有相同的文化背

景，所以會比閩南漢人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好。而漢人導師中，由於年輕客家人重視教育

的優勢已勢微（陳怡靖等，2006），教導學生學業成績比閩南導師高的客家導師應多是老一輩

的客家人，這可能是在特別重視教育、崇尚知識的客家傳統文化（江淑美，2002）之下成長

的老一代客家導師，因為重視班上學生的學業表現，而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幫學生輔導功課，

因而提高學生的成績。 

綜合言之，根據這些發現，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愈高，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愈好。導師

的人力資本愈高，學生學業成績愈好；比起閩南導師，原住民、客家導師教的學生學業成績

較好。這些都是學校內班級變項而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班級層級變項當然也是學校因素。 

從以上的分析發現和 Coleman 等（1966）的研究認為「學校變項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

很小」做比較，可能是因 Coleman 等人當時的研究，受限於統計工具無法對三階層的資料做

HLM分析，在分析時未將學校層級變項再細分成全校性和班級性層級，也就未能發現能發揮

教學效能的重要關鍵，即班級因素的重要影響，因而造成低估了學校因素的影響力。 

在 Coleman等（1966）之後，採取二階層 HLM分析方法的研究（林俊瑩、吳裕益，2007；

Rowan et al., 1997），無法改變 Coleman等人的結論。直到 Borman及 Dowling（2010）重

新分析 Coleman 等人的資料，才發現學校間的變異量比例高達 40%，足以證明學校還是有影

響的。而本研究以三階層 HLM分析，發現了學校內班級間的變異並不小，以及也屬於學校因

素的班級層級因素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力，而本研究的發現和 Coleman 等人認為學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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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學業成績影響很小的結論不一致。學校要影響學生學業成績，重點不是進了什麼學校，

而是要看進了什麼班級、給什麼老師教！名師出高徒，就像諾貝爾獎得主的教授，往往也能

指導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學生，因為傑出的科學家會把專業學能和追求學術專業的態度傳

給他的學生（馬信行，1993, p. 165）。 

國中是分科教學，而導師只是教其中一門課而已，在此情形下，本研究發現了導師對學

生學業成績有不小的影響力；而國小導師是包班制，主要是教國語和數學主科；研究所教授

指導研究生幾乎是一對一的指導，這些教師的影響力應該會更大，所以學校要能發揮效能，

重點就在要聘請具備高人力資本與專業態度的教師。然而，人力資本並不容易測量，本研究

只以學歷和年資為因素，還不足以精確測出教師的教學與學科專業，若能精確測量教師人力

資本，人力資本的影響應還會提高很多；若能進一步測出教師的專業態度，教師的影響因素

又會更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學校間的變異小，但學校內班級間的變異則不小，學校因素中的班級層級因

素是學校發揮效能的關鍵所在：班級平均家長社經地位愈高，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愈好；一般

大學學歷導師教的學生成績比研究所、師範學歷導師教的學生成績好；本省客家、原住民導

師教的學生成績表現，比本省閩南導師教的學生成績好。 

二、建議 

（一）對教育實務的建議 

在國中教師之中，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比研究所和師範體系畢業的教師，更適合擔任國

中分科教學的師資，很可能是因為其學科專業知能的人力資本較高。所以，學校若能聘請具

任教學科人力資本的教師，如本科系畢業的正式教師，相信會提升學生學業成績。教育當局

在教師進修上，宜多鼓勵及提供教師進修學科專業知能的機會，而不是政令宣導類的研習，

以提高教師學科專業本職學能，這也會提升學生學業成績。 

教育當局也應重新思考校長任期制的合理性，依校長遴選聘用辦法，校長最多只能在同

一校服務二任，期滿就必須調校，也就有可能使校長在第二任任期時失去辦學動力，不管績

效如何，反正也不能留在原校服務。建議教育行政當局能重新思考，將校長任期制和績效責

任結合，辦學績效好的校長可打破任期限制而留任，以維持校長辦學動力，讓校長的年資可

以增加而提高從事領導工作的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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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對象只是臺灣臺東地區性的三階層資料，未來的研究可以本研究的 HLM分析模

式為基礎，採用全國代表性樣本的資料，如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調查，進行三階層 HLM分析，

研究結果將更具通則性。也可針對不同階段的學校教育，分析導師對學生的影響，如國小階

段，導師是包班，負責教國語和數學主科，其影響應會比本研究發現國中導師的影響大得更

多；又如研究所階段，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幾乎是一對一的指導，其影響應又會更大。一

旦這樣的研究累積多了，可進行後設分析，也就能找出提升學生成績重要的班級導師層級因

素。本研究的發現也無法推論到其他國家。在世界各國，如有類似的全國性三階層資料，就

可以利用三階層 HLM重新檢證 Coleman等（1966）的結論，如果得到與本研究相同的結論，

則本研究的結論又更具通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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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Coleman et al. argu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factors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was low, humerous subsequ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examining school effectiveness. 

The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were not coherent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disregarding the 

hierarchical data structure of schools. To reexamine the conclusion presented by Coleman et al., this 

study applied Taitung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 data in three-level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lthough the variance i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among schools 

was low according to Coleman et al., the variance among homeroom classes was high, which 

contradicts their conclusion. This curr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class factors, such as averag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class, and the ethnic and human capital of homeroom teachers, substantially 

influenc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Regarding school factors, the human capital of 

homeroom teachers affect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and is key to school effectiveness. 

Keyword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school factors,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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