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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以屏東地區原住民族國中學生之資料，來探討原

住民族國中學生家庭因素與學業成就的關係。共分四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樣本；第二節研究工具與施測過程；第三節研究方法

與步驟；第四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樣本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上一章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研究架

構，藉以了解各變項之內涵及相互關係。基本架構如圖（3-1-1） 

 

                     

 

 

 

 

 

 

                         

 

 

     背景變項            中介變項           結果變項 

圖3-1-1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因素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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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以國中生性別、家庭結構及家庭社經地位

為自變項，以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為歷程變項，而以國中生

的學業成就為結果變項。茲分述如下： 

（一）背景變項－性別、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有三個，包含國中生的性別、家庭結構及

家庭社經地位。首先以國中生的各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以學業成

就為依變項，探討不同性別、家庭結構及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學

生，在學業成就上的差異情形。 

 

（二）中介變項－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 

本研究的中介變項共有二組，首先是家庭關係，包括父母教

育價值觀念、父母教養方式、父母的教育信念、家庭氣氛四個因

素。其次是家庭物理環境，包括對子女的教育設施、家庭的文化

狀況二個因素。本研究以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為自變項，學

業成就為依變項，先探討與國中生學業成就的相關情形，之後再

探討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是否可預測國中生學業成就的情

形。 

 
（三）結果變項－學業成就 

學業成就是本研究唯一的結果變項，是國中學生九十一學年

度第一學期：國文、英文、數學、理化、歷史、地理、公民七科

總成績平均，為學生學業成就之代表，經轉換為T分數後加以比

較。本研究在了解各變項的差異、相關之後，在探討歷程變項對

學業成就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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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 

 

（一）預試樣本 

在選取預試的對象時，因考量預試的主要目的在於考驗問卷

的信度，以及文字的難易度是否適合國中學生的程度，故由泰武

國中74位原住民族同學參加預試，其中男生41位、女生33位

且皆為原住民族學生。 

 

（二）正式的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以屏東縣教育局國教課統計所提供之九十一學

年度上學期原住民族國中學生統計報表為主，並經由電話聯繫各

調查學校確定實際調查人數。調查學校以九十一學年度就讀於屏

東縣原住民族國中之日間部原住民族學生進行調查，分別為泰武

鄉的泰武國中、瑪家鄉的瑪家國中、來義鄉的來義完全中學（國

中部）、牡丹鄉的牡丹國中及獅子鄉的獅子國中等五所原住民族

國中。此五所原住民族國中具有原住民族特色之代表性，故選此

五所學校為研究樣本。 

其次，再以分層隨機取樣方式，針對各所國中全部二年級學

生為施測之對象。施測方式則先由施測者說明問卷之研究目的、

內容與填答方式後，再由受訪者依其看法與實際情況自行填答問

卷。為提高問卷資料的正確性，對於問卷內容有疑問之受訪者，

施測者僅輔以解釋問題，而不引導受訪者作答，使研究者能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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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真實之資料。 

最後，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有效樣本資料總數為334位，其中

泰武國中有52位，瑪家國中有71位、來義完全中學（國中部）

有117位，牡丹國中有48位及獅子國中有46位。五所原住民族

國中之學生樣本數分配狀況詳見表3-1-1。 

 

表3-1-1 調查研究之樣本統計表 

地區 學校 年級 班級數 性別 各校統計 百分比﹪

男生 28 泰武鄉 泰武國中 二年級 2班 

女生 24 

52 15.5 

男生 27 瑪家鄉 瑪家國中 二年級 2班 

女生 44 

71 21.3 

男生 65 來義鄉 來義完全

中學 

（國中部） 

二年級 3班 

女生 52 

117 35 

男生 14 牡丹鄉 牡丹國中 二年級 2班 

女生 34 

48 14.4 

男生 16 獅子鄉 獅子國中 二年級 2班 

女生 30 

46 13.8 

男生 150 總計 

 

5所國中 二年級 11班

女生 184 

334 1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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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有二種：一是基本資料調查表；二是

家庭環境問卷，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調查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 

內容包括：學生的名稱、年級、性別。 

 

（二）家庭結構 

本研究的家庭類型區分為：生親家庭（與親生父母同住）、

單親家庭（只與親生父母一方同住）、繼親家庭（與親生父親、

繼母或親生母親、繼父同住）、及寄親家庭（不與父母同住）等

四類。 

（三）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 

1. 調查內容 

    此調查表主要是藉由了解受試者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等

級，以計算其家庭社經地位。本調查係參照林生傳（1994）修訂

A.B.Hollingshead（1957）提出之「二個因素社會地位指數」

（Two-factors social position）為測量方法，將父母的教育

與職業程度，各區分為五個等級，各等級的內容如下： 

（1）教育程度： 

I.    研究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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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大學或專科學校。 

III. 高中、高職。 

IV. 國中。 

V.    國小、未接受教育。 

（2）職業等級 

依據工作性質分為五個等級： 

I.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II.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III. 半專業、一般性公務人員。 

IV. 技術性工人。 

V.    無技術或非技術性工人。 

 

家庭社經地位指數的計算是以父母親二人之中，教育程度等

級較高者為代表，若父母親雙亡則以目前主要家計負責人為代

表。計算時以社會地位二因素指數區分法，將職業等級高低乘以

7，其中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指數為5；專業人員、中

級行政人員指數為4；半專業、一般性公務人員指數為3；技術

性工人指數為2；無技術或非技術性工人指數為1；加上教育程

度乘以4；其中研究所以上指數為5；大學專科學校指數為4；

高中、高職、指數為3；國中指數為2；小學、未接受教育指數

為1，所得和數作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數，作為區分家庭社經地位

等級的依據。在本研究將家庭社經地位歸納為三個等級，其中等

級Ⅰ、Ⅱ類列為高社經地位，等級Ⅲ類列為中社經地位，等級Ⅳ、

Ⅴ類列為低社經地位，等級換算方式如表3-2-1所示。 



 79

表3-2-1家庭社經地位等級換算表 

教育程度 教育指數 職業等級 職業指數社經地位

指數 

區分界線 社經地位 等級 

Ⅰ 5*4 Ⅰ 5*7 5*4+5*752-55 Ⅰ 高階層

Ⅱ 4*4 Ⅱ 4*7 4*4+4*741-51 Ⅱ 高階層

Ⅲ 3*4 Ⅲ 3*7 3*4+3*730-40 Ⅲ 中階層

Ⅳ 2*4 Ⅳ 2*7 2*4+2*719-29 Ⅳ 低階層

Ⅴ 1*4 Ⅴ 1*7 1*4+1*711-18 Ⅴ 低階層

（資料來源：參考林生傳，1994：49） 

 

二、家庭環境調查表 

（一）問卷內容 

 本問卷從文獻中，選取賴保禎（1993）之「家庭環境診斷

測驗」中之「動態環境」及「靜態環境」兩部份，選出與本研究

所進行研究有關方面的題目，將其歸類成四十個問題，來測量原

住民族國中生之家庭環境。問卷內容詳見（附錄三）。 

1. 家庭關係（動態環境）：共計二十八題。包括： 

（1） 父母教養方式：第5、8、9、10、21、22、23題。 

（2） 父母教育價值觀：第1、2、3、4、7、15、17、18題。 

（3） 父母教育信念：第6、16、19、20、24、25題。 

（4） 家庭氣氛： 第11、12、13、14、30、33、34題。 

2. 家庭物理環境（靜態環境）：共計十二題。包括： 

（1）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設施：第26、27、29、36、37題。 

（2）家庭的文化狀況：第28、31、32、35、38、39、4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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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答方式與問卷架構 

為了讓問卷具有區別性，所有題目皆為單選題，每一題有3

個選項，作答方式，乃在答案前打「ˇ」，每題選項分為3分、2

分、1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親角色扮演越正面，問卷以採積差

相關，考驗各項填答者對於各個題目的看法之差異統計顯著性。  

 

（三）編擬過程 

本研究係採賴保禎（1993）所編製之「家庭環境診斷測驗」

中的「動態環境」及「靜態環境」兩部份，選出與本研究所進行

研究有關方面的題目，將其歸類成四十題問題，來測量原住民族

國中生之家庭環境。並針對各題目的適用性、需要性、以及涵蓋

面來衡量是否恰當。 

1. 將問卷由同班同學、學長和老師在小組會議上討論，藉由 

彼此間的問答，再次審查問卷題目的內容，以發揮集思廣益之效。 

2. 整理以上之評論意見，再由教授修正後，才將整個問卷

定案。 

3. 最後送請泰武國中三年級的國文老師閱讀預試問卷初

稿，以文字敘述清晰性、文字通順、詞義清楚，以及符合國中學

生的理解力與認知程度等原則，修正部份題目之措辭，始訂為預

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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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過程 

1.預試過程 

預試則以泰武國中74位原住民族同學參加預試，其中男生

41位、女生33位且皆為原住民族學生。為了控制施測的情境，

研究者親自前往施測主持問卷的施測工作，以團體施測方式進

行，施測後立即收回，作答時間為20分鐘。回收率為100％，

可用率為100％。作為檢驗研究工具的效度、信度。 

 

2.預試結果分析 

回收預試問卷後，隨即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以考驗研

究的效度與信度。本量表共計四十題，以總樣本進行項目分析，

結果發現，全量表的同質性極高，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6，顯示

出量表項目其有相當的同質性。依據邱皓政（2002）量化研究統

計分析指標，其個別試題的同質性檢驗標準以相關係數低於0.3

者，做為剔除不恰當題目的依據，發現該量表的所有題目與總分

的相關值皆達.001顯著水準。因此，保留該量表所有題目（如

附錄二）。進行因素分析後發現（採主成分因素抽取法，直接斜

交轉軸），該量表包含兩個因素，分別為：「家庭動態環境」與「家

庭靜態環境」。前者包含了父母教養方式、父母對子女之教育價

值觀、父母對子女之教育信念、家庭氣氛等；後者包含了家庭的

文化狀況、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設施等。這兩個因素，家庭動態環

境可解釋42.31﹪的變異量，家庭靜態環境可解釋19.72﹪的變

異量，合計可解釋總變異量為62.03﹪（如附錄二）。 

    各項檢定支持因素分析的基本假設均未違反，所有題目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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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度的抽樣適切性。經斜交轉軸後，計算出兩者之間具

有.31的相關，顯示兩個因素是具有相當的關連性，效度尚可。 

 

3.正式施測過程 

本研究係針對屏東地區五所原住民族國中二年級學生進行

調查，研究者在取得各校同意參加本研究後，寄發相關問卷並於

預定日期前完成問卷回收。施測過程中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填寫

每一個題目，在各校班導師的協助之下，時間和預測時間相同，

皆為20分鐘。 

首先學業成就部份：以施測對象在於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

的學業成績，為學生學業成就之代表，經轉換為T分數後加以比

較。 

其次，將問卷按組別各自統計出每一題每一個答案的回答人

數。所有題目皆為單選題，每一題有3個選項，作答方式，乃在

答案前打「ˇ」，將有效問卷資料編碼輸入電腦。本研究之資料

分析係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PSS（SPSS FOR WINDOWS  

RELEASE 8.0）進行各項資料統計處理，並作結果分析，以積差

相關檢定，以考驗各項填答者對於各個題目的看法之差異統計顯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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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介紹擬對原住民族國中生的家庭因素有進一步的了

解，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並輔以統計分析進行研究，以

促使整個研究更客觀、更具價值性。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乃透過文獻的分析建構理論架構之

後，輔以實地的編製「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環境調查問卷」，其

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家庭環境關係評量表進行調查研究。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係針對屏東地區五所原住民族國中進行調查，研究者

在取得各校同意參加本研究後，寄發相關問卷並於預定日期前完

成問卷回收。研究對象為九十一學年度就讀於屏東縣原住民族國

中之日間部二年級原住民族在校學生共計334名進行調查。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來編製問卷。預試問卷經泰

武國中74名原住民學生填答後，開始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

及內部一致性考驗後，送請教授審閱、修訂完後始編製成正式問

卷及量表。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自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開始擬定研究計劃，蒐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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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至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完成論文撰寫，進行步驟如下（圖3-3-1

研究流程圖）： 

 

（一）擬定研究計劃 

首先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待確定研究主題後，再對研究範

圍、步驟加以界定，並確立研究方法、資料分析方式後，才擬定

研究計劃，最後送教授修正。 

 

（二）蒐集與探討相關文獻 

本研究相關文獻之蒐集係利用圖書館蒐集相關論著專書、研

究報告、ER IC 光碟索引、微縮片；經由網際網路線上搜尋引擎

（如Google）尋找；同時也在國內各大書店（三民書局、五南出

版社）或教育專業書店（師大書苑、復文書局） 蒐購相關書籍

資料。最後再閱讀上述相關資料後，進行文獻的分析與探討，並

作為以後調查研究實施之參考依據。 

 

（三）進行預試 

根據文獻分析資料，歸納整理後擬定預試問卷並經由泰武國

中74 位原住民族同學實施預試後，並經由項目分析結果修訂及

調整題目以編製正式問卷。 

 

（四）正式施測 

本研究之正式施測選定屏東地區五所原住民族國中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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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分別為泰武鄉的泰武國中、瑪家鄉的瑪家國中、來義鄉的

來義完全中學（國中部）、牡丹鄉的牡丹國中及獅子鄉的獅子國

中等五所原住民國中進行問卷調查。發出問卷350份，回收347

份，扣除無效問卷13份，有效問卷334份，所收回之資料隨即進

行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量表回收後進行編碼，並利用SPSS 8.0 for Windows 版統

計軟體開始進行統計並分析問卷調查的結果。 

 

（六）撰寫論文 

本研究根據先前文獻分析及實施問卷調查，問卷分析結果

後進行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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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原住民族國中學生家庭因素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流程圖 

 

 

正式施測 

擬定研究計劃 

           撰寫論文 

資料整理與分析 

蒐集與探討國內外

相關文獻 

擬定調查問卷 

進行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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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原住民族國中生性別、家庭結構、家庭社經

地位、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對其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資料

採取SPSS 8.0 for Windows 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以

下針對量表編製時所使用的統計方式及正式研究所採用的統計

分析方法分別詳述如下： 

 

一、量表編製所使用的統計方法 

（一） 信度分析 

以「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環境量表」的預試施測結果，進行

內部一致性分析，並依據邱皓政（2002）量化研究統計分析指標，

其個別試題的同質性檢驗標準以相關係數低於0.3者，做為剔除

不恰當題目的依據，求出總量表及各因素之α係數，以了解量表

之內部一致性，作為研究量表的信度。 

（二） 因素分析 

  「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環境量表」的預試問卷回收後，研究者

以SPSS 8.0 for Windows 版統計軟體分析量表的因素結構，作

為量表的效度依據及選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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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研究部分所使用的統計方法     

本研究正式研究部分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敘述如下：  

（一）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包括次數分配及百分比來分析原住民族

國中生基本資料分布情形，並求出各變項之標準差及平均數，以

探討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因素和學業成就的現況。 

（二） T 考驗 

本研究以性別為自變項，以學業成就為依變項，探討不同性

別的原住民族國中生在學業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為自變項，以學業成就為

依變項，探討不同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的原住民族國中生在

學業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 積差相關考驗 

本研究以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為自變項，以學業成就為

依變項，探討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與學業成

就之間的相關程度。 

 

（五）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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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家庭關係、家庭物理環境為預測變項，以學業成就

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考驗家庭關係、家庭物理

環境對原住民族國中生學業成就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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