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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有五節，分別針對學校氣氛、學業成就、危害健康行為，以及

三者關係的相關實徵研究結果加以整理。最後，則綜合文獻整理之發現

作為研究架構的建立基礎與控制變項的選擇依據。 
 

第一節 學校氣氛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學校氣氛對學生的影響，會不會影響？

如何影響？因此，在這一節首先要釐清什麼是學校氣氛？學校氣氛又該

如何測量？並且檢視相關研究，以利於進一步提出研究架構。 

壹. 學校氣氛的定義 

學校氣氛是一個集合的概念，通常與學校環境、學習環境、學習氣

氛、學術氣氛及社會氣氛等名詞交互使用，它既是一個實用的整合性概

念，也是一個欠缺明確定義的詞彙(Hoy, Hannum & Moran, 1998)。 

Anderson(1982)回顧 1964 到 1980 年間學校氣氛的相關研究指出：

因為氣氛類型的多元繁雜，所以明確為學校氣氛下一個定義是困難的。

Kelley 等人也指出，隨著研究者不同，學校氣氛的定義也就不同，有的

認為它是影響一所學校的紀律問題；有時候學校氣氛被認為是影響學生

學習與健康的心理因素；其他時候則被視為學校管理議題，影響著教師

的態度與效能(引自 Esposito,1999)。Marshall(2007)同樣認為學校氣氛即

使是已被研究多年的概念，但是至今仍沒有一個標準定義。 

Esposito(1999)指出，雖然學校氣氛的定義不同，但近年的研究傾向

以整合性角度來看，學校氣氛指的是「學校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知

覺」。蔡玉慧(1995)認為環境知覺是「環境系統中，個人根據感覺、經驗

而對環境訊息有所注意、選擇以至行動的一連串心理歷程」。由此顯見

學校氣氛是一種主觀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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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體對學校氣氛的知覺來看，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些學者

認為學校所有成員感受到的學校氣氛會有一致性，如：Bedley，Kaplan & 

Geoffroy，而 Nusser & Haller 則認為學校成員知覺的學校氣氛會因人而

異 (引自魏麗敏，2003) ；前者認為學校氣氛是學校層次的構念，後者

認為學校氣氛是個人層次的構念。Horn (2003) 則指出兩種不同理論基

礎的相異處，進一步整理如表 2-1。 

 
表 2-1 兩種學校氣氛理論之比較 

 學校層次 個人層次 
概念 學校氣氛是由學校中不同要素

組合而成；存在於學校中 
學校氣氛是個人對學校環境的

主觀知覺；存於個人腦袋中 
測量 假設同一所學校成員所知覺的

學校氣氛有一致性；以同校內

成員的知覺平均得分計算 

假設學校內不同個體所知覺到

的學校氣氛都不同，計算每位

學校成員所知覺的學校氣氛 
影響 整體學校氣氛可以預測學習成

果 
學習成果是受到學校成員的個

別差異所影響 
介入 改善學校氣氛的組成要素即可

增進學校氣氛 
改變不同個體對學校氣氛的知

覺才可以改善學校氣氛 

 

整體而言，學校氣氛的定義並沒有定論，究竟其屬於學校或是個人

層次的構念也仍需進一步驗證。但是，多數研究者認同學校氣氛是集結

許多變項相互作用的概念，如：Brookover et al., 1978; Vuille & Schenkel, 

2001。在本研究中，採用學校氣氛屬於個人層次的構念，即學校氣氛是

一個集合變項，可以藉由學校成員對學校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知覺所

測得，並且會對學校成員產生影響力。進一步將國內外研究者提出的學

校氣氛定義整理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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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氣氛的定義 
年代 研究者 學校氣氛的定義 
民 94 黃德祥、 

邱紹一、 
洪福源、林坤燦 

學校通常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個體，而這種無形的

影響力，就是學校氣氛。 

1968 Tagiuri 學校氣氛是學校內整體環境的特性，是一個包含

四個面向的組合變項：生態(ecology)、背景環境

(milieu)、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與文化(culture) 
(引自 Anderson,1982)。 

1978 Brookover et al.  學校氣氛是一個集合變項，可由該團體內成員藉

由知覺加以定義。集合的因素包括社會系統的規

範，團體成員知覺的期待以及團體內成員的溝通。

1990 Bedley 學校氣氛是成員的集體知覺與態度的產物，學校

氣氛會影響組織、個體的行為與態度，此氣氛具

持久性與可測量性(引自魏麗敏，2003)。 
1990 Kaplan 

and Geoffroy 
學校中所有成員對學校的感受，身旁的心理和物

理環境，與校長、教師、學生、行政人員和社區

的情感與感受，可以從學校氣氛反映出來，也深

深影響著學校(引自魏麗敏，2003)。 
1991 Hoy & Miskel 學校氣氛是指學校成員所經驗到，且相當持久的

學校特質，描繪出學校成員對日常行為的集體知

覺，並且影響學校成員在學校內的態度與行為。

1995 Nusser & Haller 學校氣氛指一整體的現象且具持續性，每個學校

氣氛都有其特徵，且每個人或群體所知覺的學校

氣氛也不相同，意即校長、老師以及學生所知覺

到的學校氣氛有顯著差異，也就是說學校氣氛的

知覺對象不同，所感受到的學校氣氛也不同(引自

魏麗敏，2003)。 
1997 Haynes, Emmons 

and Ben-Avie 
學校氣氛是校園內人際互動的品質與協調性，而

且會影響學生的認知、社會以及心理發展。 
2001 Vuille & Schenkel 學校氣氛是一個集合變項，用來描述在校幸福安

適的決定歷程，教師之間與同儕之間的關係，對

於學校常規與事務參與作決定的程度。 
2001 Peterson & Skiba 學校氣氛可定義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學生與教職

員對學校環境正向或負向的感受，而且會直接或

間接影響各種學習成果。 

 



 12

貳. 學校氣氛的測量 

本研究欲從學校環境出發，探討環境對學生行為的影響；Roach & 

Kratochwill (2004)指出在學校情境的研究中，常使用場域(setting)、氛圍

(atmosphere)、環境(environment)、文化(culture)以及氣氛(climate)等構念

進行測量，其中最常使用的是文化(culture)與氣氛(climate)。Hoy & 

Sabo(1998)曾區分學校氣氛與學校文化的不同處(表 2-3)，並且建議使用

學校氣氛做為研究學校情境的測量指標，理由有三：1.著重調查技術與

統計分析，2.學校氣氛可做為解釋學生成果與教職員表現的預測變項，

3.藉由學校氣氛的測量與介入，可以管理與改變組織成員的行為。  
表 2-3 知覺組織氣氛與組織文化之比較 
 氣氛 文化 
起始年代 1950s 1930~1940s 
理論依據 心理學與社會心理學 人類學與社會學 
方法 調查研究、多變量統計分析 民族誌技術、語言分析 
時間導向 重視現況 重視發展的歷史脈絡 
分析層次 具體且較少主觀 抽象且比較主觀 
分析內容 行為知覺 分享假說與意識形態 
 

Anderson(1982)指出另一個常見的測量爭議：參與者的知覺就能代

表學校氣氛嗎？使用主觀知覺有兩個潛在問題：一是個人主觀知覺無可

避免會受到過去經驗、個人需求以及價值觀的影響，二是知覺者不同、

組織環境不同，測得的學校氣氛也有所不同。換句話說，如果採取主觀

的測量方法，那麼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一個客觀環境氣氛的真相。但是，

個體與環境的互動是立基於個體主觀的感受與知覺，所以想要瞭解個人

所處的社會環境仍須以個人認知與感受為基礎(林生傳，1976)；Roach

等人(2004)也說：「如果關心學校氣氛對學生行為的影響，那麼研究者應

該直接測量學生對於學校氣氛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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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1938 年到 2002 年間的文獻，有三種常用於學校氣氛的測量工

具，1.全國中學校長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 ool 

Principals, NASSP) 於 1986 年所發展的學校環境整合性評估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chool Enviornments, CASE)。2. Hoy 等人

於 1998 年發展的組織健康調查 (Organization Health Inventory, OHI)，以

及 3.Hoy 等人於同年發展的組織氣氛描述問卷(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ve Questionnaire, OCDQ)。由 NASSP 所發展的問卷可用於學

生、家長與教師的調查，而後兩者雖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但僅適用

於瞭解教師與行政者對學校氣氛的知覺(Roach et al., 2004)。 

本研究擬探討學生知覺的學校氣氛，因此測量教師、校長或是家長

知覺學校氣氛的研究(如：游進年，1989；鍾任琴，1997；張麗琪，1999；

張煌熙，2002；楊淑麗，2002；江滿堂，2004；Rosenblatt & Peled，2002)

與探討班級學習環境的氣氛(如：鍾紅柱，1983；彭淑玲，1998；張裕民、

陳淑貞、郭詩毅、高琦玲，1998；鐘培齊，2003)等文獻則不再贅述。 

進一步整理國、內外測量中學生知覺學校氣氛的工具。從表 2-4 可

知，不同的研究者會使用不同變項測量學校氣氛，也就是說，過往研究

所測量的學校氣氛面向與所使用的操作型定義可能都不同。 

本研究擬以完整的學校環境概念(包含物質與社會環境)為依據，因

此，蘇素美(1989)自編的學校環境知覺量表、Halderson, Kelley, Keefe, & 

Berge (1989)發展的學校氣氛量表及 Griffith (1997)的學校社會環境量

表，三者皆同時包括學校環境的物質與社會層面，與本研究立場接近；

然而，基於完整問卷可獲性的考量，擬以蘇素美(1989)的學校環境知覺

量表與 Brand, Felner, Shim, Seitsinger, & Dumas (2003)發展的學生知覺

學校氣氛量表作為本研究主要參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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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分量表 

蘇素美

(1989) 
高雄市國

二學生 
學校環境知覺

量表 
1.資源

＃2.親密 3.多樣 

鄭燿男

(1995) 
高雄市小

學五、六年

級學生 

學校氣氛問卷 1.智性氣氛 2.社會支持 3.秩序性 4.反智性 
5.衝動控制 6.成就標準 7.反成就 8.實用性 

洪福源

(2001) 
台灣地區

國中學生 
學校環境量表 1.聯合 2.摩擦 3.教師支持 4.凝聚 5.秩序 

6.競爭 7.規則清晰 
蔡金鈴

(2005) 
彰化縣國

中學生 
學生知覺學校

氣氛量表 
學生所知覺的教師控制方式 1.威權 2.服從 

Haynes, 

Emmons, 

& Comer 

學生 學校氣氛調查

(School Climate 
Survey) 

1.成就動機 2.公平性 3.秩序與紀律 
4.家長參與 5.資源分享 6.學生人際關係 
7.師生關係(引自 Marshall，2007) 

Johnson 
et al. 
(1996) 

教師、 
校長、 
學生 

CFK 學校氣氛

概況 
(School Climate 
Profile) 

1.尊重 2.信任 3.高道德 4.參與機會 
5.持續的學業與社會成長 6.團結 
7.學校改造 8.關懷 

Halderson 

et al. 

(1989) 

教師、 
家長、6~12
歲學生、 

學校氣氛量表 
(School Climate 

Scale of NASSP) 

1.安全與維持
＃2.師生關係 3.行政 

4.輔導 5.同儕關係 6.家長與社區-學校關係 
7.教育管理 8.學生活動 9.學生學業導向 
10.學生行為價值 

Griffith, 
(1997) 

小三~小六

學生 
學校社會環境

量表 
1.學校設備

＃2.學校教師協助 3.學校安全 
4.師生關係 5.學業指導 6.友誼的多樣性 

Brand 
et al. 
(2003) 

小六~高三

學生 
學生知覺學校

氣氛(Inventory of 

School 

Climate-Student, 

ISC-S) 

1.教師支持 2.規則與期待一致性 
3.負向同儕互動 4.正向同儕互動 
5.學生參與決定 6.教學創新/適宜 
7.學生承諾/成就取向 8.紀律嚴苛 
9.支持多元文化 10.安全問題 

＃
表示該分量表測量學校物質環境 

表 2-4 學校氣氛測量工具與分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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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學校氣氛的實徵研究 

本研究想要探討學校環境對學生成果的影響，然而對學校的知覺與

學生成果都可能因為每所學校的差異以及不同的學生族群所影響，因此

研究者必須控制學生個人變項與學校變項，才可能看到學校氣氛對學生

成果的實際影響力。 

哪些背景因素會影響學生成果呢？將於後續兩節中探討。而哪些背

景因素會影響個體知覺的學校氣氛呢？在此歸納的影響因素包括：性

別、年級、過去經驗、學校規模與地區、家庭結構以及家庭社經地位，

分述如下。 

一、 性別 

侯崇文、黃啟賓(2002)以台北縣、市與桃園縣高中或國中學生

1,730 人為對象，指出學校氣氛與個人感受上，男女有別且達統計上顯

著差異。蔡玉慧(1995) 針對高雄市 4 與 6 年級小學生的調查，指出部

分環境知覺有性別上的差異，女生比男生更會注意校園與教室環境的

佈置。 

有些研究則得到相反結果，吳新華(1994)以高雄市、台南縣市國

小學童與洪福源(2001)以台灣地區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發現

不同性別在學校氣氛上沒有顯著差異。 

二、 年級 

蔡玉慧(1995) 指出，部分環境知覺有年級上的差異，四年級比六

年級學童更滿意學校設施與在校的人際知覺。吳新華(1994)有相似的

研究發現，即四年級學童對於學校感受比六年級滿意。洪福源(2001)

與蔡金鈴(2005)也發現學校氣氛知覺會因為年級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而且國中一年級學生感受到的學校氣氛較三年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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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去經驗 

洪福源與黃德祥(2002)發現不同欺凌行為的國中學生對學校氣氛

的感受有顯著差異，「同為欺凌者與受害者」及「一般學生」知覺的學

校氣氛皆比「受害者」得分要高；換句話說，知覺學校氣氛可能受到

在校曾否欺負他人或遭受欺凌的過去經驗所影響。 

四、 學校規模與地區 

學校大小與社區環境相互影響，通常座落於都市的學校其規模也

較大，大規模學校設備好、課程活動多元、給予學生的社會交流與經

驗較廣(林生傳，1976)。因此，在不同規模的學校中學習，學生的學

習經驗及知覺的學校氣氛可能有所不同。 

Rutter 等人以倫敦南部 12 所中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指出：不同學校

的學校氣氛差異很大，而學校內部氣氛則有一致性 (引自 Anderson, 

1982)。湯志民(1991)針對 2,330 位台北市國小六年級學生的調查，指

出學生人數愈少的學校，學生對學校環境的感受愈好。也就是說小規

模學校中，學生感受到的學校環境較佳。以不同對象的研究中，發現

相似的結果，呂祝義(1993)指出，中小型與偏遠鄉鎮學校教師對於學

校環境的整體感受較大型學校及省縣轄市學校為佳。 
 

綜合前述，可知不同性別知覺的學校氣氛是否不同未有一致結論，

有的認為女生對於學校環境的注意與感受比男生佳，有的則認為兩者沒

有差異。不同年級所知覺的學校氣氛有所不同，不論國小或是國中階

段，多數研究支持低年級學生知覺的學校氣氛較正向。學校規模愈小且

距離市中心愈遠，則學生知覺學校氣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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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節綜述 

在第一節中，分別釐清「學校氣氛」的意涵與「學校氣氛的測量」，

並且檢視相關研究。 

到底什麼是學校氣氛？又該如何測量？研究者至今仍未取得一致

看法。本研究採取的立場是學校氣氛屬於個人層次的構念，因此學校不

同成員感受到的學校氣氛可能有所不同，而學校氣氛是一個集合變項，

可以藉由學校成員對學校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知覺所測得，並且會對

學校成員產生影響。 

進一步探討學校氣氛的測量，可發現國內以學生為對象的學校氣氛

研究並不多，因此學生知覺的學校氣氛究竟為何？仍值得探討。本研究

依據學校環境的完整概念，採用蘇素美(1989)學校環境知覺量表與 Brand

等人(2003)學生知覺學校氣氛量表作為本次研究的主要參考工具。 

從學校氣氛相關研究來看，可知影響學生知覺學校氣氛的可能原因

包括學校因素，如：學校地區與學校規模，以及個人因素，如：性別、

年級、過去經驗，後續將進一步探討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的影響因

素，並歸納本研究的控制變項。 

 

 

 

第二節 學業成就 
 
壹. 學業成就的定義 
 

在心理學辭典上的解釋，學業成就約等同於成就。成就係指在學業

成就測驗上所得分數，也就是「學生在校的學業成績」(張春興，2006)。

因而可知，學業成就與學業成績是一致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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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學業成就與學習表現的概念也是相同的。學習指的是「個體

經由練習或經驗獲得知識或行為持久改變的歷程」或是「個體具有的知

識與見解」。而表現是指「能力測驗時受試者所得的分數」(張春興，

2006)。因此，學習表現可以說是藉由外顯的測驗分數反映出內在的知識

見解，也就是學習成果的展現。在教育評量的領域，則常使用學習成就

一詞代表學生學習而得的基本能力和知識程度。 

綜上所述，可知學業成就、學業成績、學習表現、學習成就等詞彙

通常具有相同的意涵，是指經由可以計量的測驗分數代表學習者內在的

改變歷程或是已具備的知識與能力。在本研究中採用學業成就約等同學

生在校的學業成績，以利進一步的研究測量。 

 

貳. 學業成就的測量 
 

在學科教學之後，為了瞭解學生學習後達到什麼成就水準，通常會

舉行成就測驗。學科成就測驗又可分為兩大類，一是「標準化測驗」，

可用於比較不同學校的學生程度，二為「教師自編測驗」，只用於評量

任教班級的學生程度(余民寧，2006)。 

比較上述兩種成就測驗，異同處包括 1.使用目的；2.內容的取樣；

3.試題的品質；4.信度；5.實施與計分；6.分數的解釋等六項(郭生玉，

2004)。雖然標準化學科成就測驗較客觀、信度佳而且用途廣，然而編製

比較不易而且費時，所幸，國內已建立數個學生學習成就資料庫。 

國內中等教育學生學習成就資料庫的建置最早創始的是 2000 年中

央研究院「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EPS)計畫，以全國國中、高中

及五專前二年學生為對象，蒐集質性與量性資料。其二為 2004 年國立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受教育部委託規畫的「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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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TASA)，以全國國小四年級、六年級、國中二年級及高中職二年級

學生為對象，初期評量的內容包括國語文、英語、數學、自然科學與社

會等五個學習領域的認知層面(洪若烈，2006)。由於本研究欲探討學校

氣氛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時序上學業成就的資料必須在學校氣氛之後蒐

集，故無法使用現有的資料庫資源。再者因人力、物力及時間限制，無

法同時蒐集量性與質性資料。 

再看國內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表 2-5)，除了標準化測驗與教師自編

測驗外，也有以受試者自填學業成績做為測量指標，如：黃德祥、李介

至(2003)。其實除非可以證實自填成績與實際成績相當符合，否則使用

這樣的指標可能無法避免有回憶偏差和社會預期效應的限制。 

許多研究者(如：李宛真，2004；魏麗敏、黃德祥，2001；張善楠、

洪天來、張麟偉、張建盛、劉大瑋，1997)則以學年或學期中，數次或某

次段考的全部學科或特定幾個學科成績做為學業成就的代表。如果僅以

某次段考的部分學科成績做為學業成就的測量，能夠代表的學生能力其

實相當有限，再者由於教師自編測驗的主觀性會造成試題難易不均，因

此多會依據原始成績轉化為可以比較的標準化 Z 分數或 T 分數。 

本次研究對象是國中八年級學生，所以無法使用「國民中學學生基

本學力測驗」，因此參考過去研究，以受試對象在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

期第二次段考之國文、英語與數學三科成績再轉化為平均 T 分數做為學

業成就的測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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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學業成就的測量指標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測量指標 

李鴻章

(2006) 
九十一學年台東

縣小六學童 

學童數學學業成就：台東縣九十二年國中小基

本能力測驗，數學科標準化分數。 

李宛真

(2004) 

高雄縣市公立國

中二年級學生 

學生在九十二年度第一學期校內三次段考學科

(國文、英文、數學、自然、社會)平均分數，轉

化為標準 T 分數。 

黃玉英

(2004) 
台北市 28 所國中

三年級學生 

91 學年度「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 

謝亞恆

(2004) 
國 中 一 年 級 學

生、家長與老師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綜合分析能力測驗」

黃德祥

李介至

(2003) 

台灣地區八所國

中學生 

受試者自填上學期(民國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期平均分數或等第。 

魏麗敏 
黃德祥 
(2001) 

全台北、中、南、

東 12 所國中與高

中學生 

學業成就調查表：受試者導師填寫學生國文、

數學、英文三科成績，求出班級 T 分數，再將

三科 T 分數加以平均。 
陳順利 
(2001) 

關山六年級學生 施測該學期之第一次月考成績做加權平均；國

小平均學業成就=（國語×10+數學×6+自然×4+

社會×3）/23 

巫有鎰

(1999) 
台北市與台東縣

國小五年級學生 

受試者在自編國語科與數學科成就測驗得分。 

吳明隆

(1998) 
高雄市公立國小

五、六年級學生 

八十三學年度下學期智育成績等第，分為優、

甲、乙、丙、丁五個等第。 
張善楠

等人

(1997) 

台東市四所國小

五、六年級學童 

83 學年度至 84 學年度上學期之國語、數學、自

然、社會四科成績，再轉化為 Z 分數。 

吳武典

林繼盛

(1982) 

花蓮市某國小五

年兩班學生 

師大教育心理系所編製之「學科成就測驗」，以

國語、數學、常識三科總分為代表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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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學業成就的實徵研究 
 

林生傳(1976)分析可能影響學習的社會環境包括：家庭(如：家庭結

構、家庭社經地位、家庭互動關係…)、鄰里社區(如：社區類型、社區

結構環境…)以及同輩團體(如：同輩團體互動、同輩團體價值環境…)，

而這三者可能透過其他因素(如：教育機構組織、個人人格、智力等)間

接或是直接影響學業成就。 

本研究想要探討學校環境對學業成就的預測力，因此必須針對其他

可能影響學業成就的社會環境因素加以控制，歸納相關因素有：性別、

遵守學校規定、家庭結構、父母教育程度及學校規模與地區，分述如下： 

一、 性別 

石培欣(2000)以台南縣市及高雄縣市國中二年級學生為對象，研究

指出國中女生的學業成就顯然優於男生。陳江水(2003)分析台中縣市、

彰化縣及南投縣國三學生在九十一年第一次國民中學基本學力測驗的

成績，也發現學業成就會因不同性別而有顯著差異，女生的基測得分

高於男生。其他針對國中或國小高年級學生的許多研究中，皆發現學

業成就會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而且女生的學業成就顯著優於男

生(巫有鎰，1999；陳順利，2001；李宛真，2004；李鴻章，2006；謝

亞恆，2004)。 

相反的研究結果如鄭建良(2002)以高雄縣六年級學生 122 人，李美

慧(2004)以台南縣新市國民小學六年級全體學生 337 人的研究，則發現

國小六年級男女學生的學業成就並無差異。究其原因，可能是抽樣人

數與樣本代表性不足，因此無法顯示出性別在學業成就上的差異。然

而，在瑞士也有研究指出，八年級的中學男生與女生在學業成就上沒

有顯著不同(Vuille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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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遵守學校規定 

楊肅棟(2001)追蹤張善楠&黃毅志於 1999 年的有效樣本，結果發

現遵守校規是預測國小六年級學童學業成就的顯著變項。 

三、 家庭結構 

張善楠等人(1997)與吳明隆(1998)分別以台東市及高雄市國小高

年級學童為對象，研究皆發現家庭完整性與學童學業成就的關係並不

顯著。 

但是，近年的研究多得到相反結果，劉明松等人(2001)針對高雄市

某國小三到六年級學生 185 人的研究，發現破碎和完整家庭的子女在

學業成就上有顯著差異，完整家庭子女的學業成就優於破碎家庭者。

其他諸多論文研究都有相同發現：家庭結構完整者，在學業成就的表

現上比家庭結構不完整者更好(李鴻章，2006；陳順利，2001；巫有鎰，

1999；巫有鎰，2005)。 

四、 家長教育程度 

張善楠等人(1997)針對台東市高年級國小學童的研究，指出家長教

育程度與學童的學業成就呈顯著正相關。許多研究結果也都支持家長

教育程度愈高，其子女學業成就也愈高(陳順利，2001；李鴻章，2006；

謝孟穎，2003)。 

相反研究發現如：謝亞恆(2004)分析「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

國中一年級學生的學業成就，指出父母教育程度對子女學業成就未有

顯著影響。 

五、 學校規模與地區 

(一) 學校規模 

黃玉英(2004)以台北市國中三年級學生為對象，並依據班級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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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學校規模，研究發現學校規模愈大，學生學業成就愈好。巫有鎰

(2005)分析「台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得到相似結果，即學校規模越

大對成績越有利。 

(二) 學校都市化程度 

陳家如(2006)比較台北市與非台北市國中學生的學測成績，結果

指出：台北市學校平均學測成績比台北縣及宜蘭縣市學校高，且控制

住學校學生數、學校平均升學成績及學校家長平均教育程度等學校變

項，學校所在地區對學校平均學測成績還是有影響。謝亞恆(2004)有

相似的研究發現，即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國中學生學業成就顯著低於城

鎮地區國中生。多數研究在學校都市化程度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上有相

同發現，即學校都市化程度愈高，則學生的學業成就愈高(張善楠等

人，1997；陳順利，2001；李鴻章，2006)。 
 

綜合前述，可知性別、家庭結構、父母教育程度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結果並不一致，有的研究認為上述變項不會影響學業成就，但是多數研

究則認為女生的學業成就優於男生，完整的家庭結構有助於學業成就，

且父母教育程度愈高者，其學業成就也愈高。在學校規模與地區方面，

研究結果趨於一致，即學校所在地愈都市化，且學校規模愈大，其學生

的學業成就愈高。 

另外，有研究指出遵守學校規定可顯著預測學業成就，雖然這方面

相關的研究較少，但是不論過去或現在，每所學校中總難免有特定族群

因違紀犯過而遭懲戒，滋事情節或輕或重，但是相較於安於求學的一般

學生來說，兩者的學業成績可能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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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節綜述 
 

這一節探討了學業成就的定義、測量方式以及與學業成就有關的社

會人口學變項。 

在本研究中學業成就等同於學業成績的概念，參考過去研究的測量

方式，蒐集受試對象在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之國、英、數

三科成績，再轉化為平均 T 分數做為學業成就的測量指標。 

綜合過去許多研究發現：學生的學業成就會受到非學校因素影響，

如性別、遵守學校規定、家庭結構或是父母教育程度等，大致皆支持林

生傳(1976)所提出的影響途徑。近年更有許多研究立基於家庭教育資源

的相關理論，如：文化資本論、社會資本論，證實個人背景會透過文化

資本、社會資本及財務資本等中介變項，進而影響學業成績(巫有鎰，

1999；陳順利，2001；楊肅棟，2001；謝孟穎，2003；巫有鎰，2005；

許修龍，2006)。 

少數探討學校因素影響學業成就的研究，則是建立在教育社會學的

功能典範與衝突典範之上，探討學校是創造公平機會的場所還是階級複

製的推手(鄭淵全，1998；陳家如，2006)；這類研究所測量的學校因素

多僅只於學校學生數、學校所在地區等學校背景或是教師期望、人際關

係等學校社會資本的探討。由此可知，將既有的非學校因素加以控制，

探討整體學校情境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仍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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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危害健康行為 
 
壹. 危害健康行為的定義 

危害健康行為(health-risk behavior)是可能導致疾病或死亡的行為。

通常始於童年時期，並延續到成年期，成人時期的危害健康行為與早年

的危害健康表現是有關的(Riesch, Anderson & Krueger, 2006 )。而且青少

年健康危害行為可能有聚集效應，一旦有了某種行為就可能增加另一項

危害行為的產生；也可以視之為一種問題行為，如：用藥、酗酒、犯罪、

過早的性行為等(Takakura, Nagayama, Sakihara & Willcox, 2001)。而所謂

的問題行為是指行為的性質帶有反社會性或破壞性等不利於別人者，或

是由不良適應導致不利於自己者(張春興，2006)。 

上述觀點反映出危害健康行為與問題行為是相近的概念，泛指可能

為自己或他人造成不良後果的行為，影響的層面可能包括生理、心理與

社會。從健康的觀點來看，是可能造成死亡、失能與社會問題的有害健 

康行為(CDC，2007a)。若從道德的觀點來看，則是指違反社會標準、價

值觀念或道德規範的偏差行為(張春興，2006)。 

所謂的偏差行為(deviant behavior)是指偏離常軌、常態的行為表現，

不僅包括有強烈犯罪傾向的虞犯行為，更包括觸犯刑罰的犯罪行為。其

種類繁多，如：飆車、藥物濫用、校園暴力或出入不良場所(董莊敬，

2003)。有研究者則將偏差行為的範疇擴大，稱為廣義偏差行為：指違反

社會機構，如：家庭、社會、學校之要求與期望的行為，舉凡：逃學、

逃家、抽菸、打架、偷竊、飆車、喝酒、傷害、無故攜帶刀械、吸毒、

恐嚇勒索、毀損公物、自殺、閱讀黃色書刊、出入不良場所等(陳景圓、

董旭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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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可知從不同的觀點探討諸多因違反規定或期望而造成個

人或他人不良後果的行為時，常使用不同的詞彙，諸如：危害健康行為、

危險行為、問題行為以及偏差行為；然而，在不同名詞之下所關心的行

為表現卻有所重疊。在本研究中將危害健康行為界定為「任何有害於個

人或他人健康的行為」，並在後續的探討中納入問題行為與偏差行為的

相關文獻。 

 

貳. 危害健康行為的種類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於 1990 年開始針對全美九到十二年級學

生建置長期青少年危害健康行為監測系統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 YRBSS)，依據死亡率與致病率提出與青少年有關的

六類危害健康行為(CDC，2007b)，之後也陸續被用於相關實徵研究中，

如：日本 Takakura 等人(2001)與國內張富琴(2001)。分述六類行為如下： 

一、 蓄意和非蓄意傷害行為：蓄意傷害包括攜帶武器、打架、校園暴

力、想要自殺等。非蓄意傷害則包括酒後駕車、騎機車未戴安全

帽、未用汽車安全帶等。 

二、 菸品使用行為：開始吸菸年齡、頻率、菸品種類等。 

三、 酒和藥物使用行為：開使始用年齡、種類、頻率等。 

四、 性行為：性交年齡、性傳染病、非預期懷孕等。 

五、 不良飲食習慣：攝取高脂肪食物、體重超重或肥胖、節食等。 

六、 缺乏身體活動：是否從事會流汗的體能活動、是否從事可增強體

能之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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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尼蘇達州學生資料庫(Minnesota Student Survey, MSS)將九年

級與十二年級的學生危害健康行為(health risk behaviour)分為五類：1.物

質使用行為：菸、興奮劑、鎮定劑、古柯鹼等，2.性行為：性交行為、

飲酒後性行為，3.犯罪行為：故意破壞、攻擊，4.自殺可能性：自殺念

頭、嘗試自殺，5.酒後或用藥後開車(Gruber & Machamer，2000)。McNeely 

& Falci(2004)針對美國七到十二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則使用六類危害

健康行為：1.抽菸，2.喝酒，3.使用大麻，4.自殺，5.性行為，6.武器相

關的暴力行為。 

在澳洲維多利亞，Patton 等人(2006)以三類行為探討八年級學生的

危害健康現況，分別為：1.物質使用：抽菸、喝酒，2.反社會行為：財

物侵佔、人際之間的暴力行為及偷竊，3.初次性行為。 

李蘭、翁慧卿、曾東松、孫亦君(1999)參考國內死亡率、疾病率與

國家衛生目標後，針對台北市 1,477 位國中生為對象，依據統計因素分

析結果，得到五類危害健康行為：1.蓄意傷害行為：和別人打架、在階

梯上追逐、故意破壞公物等，2.物質濫用/幫派/性交行為：使用非法藥物、

參加不良幫派、與異性有性行為等，3.違反常規行為：考試時作弊、說

謊、曾經想要自殺等，4.尋求刺激行為：頂撞老師或父母、生氣時摔東

西等，5.不健康生活習慣：熬夜、憋尿、吃速食等。 

綜合前述，可以發現危害健康行為至今沒有一致的分類方式，不論

以哪一種方式分類，其探討的行為在程度上不外乎三個向度，一、不會

立即對個人或他人造成健康危害，如：吃速食、吸菸、嚼檳榔等；二、

會對個人或他人健康造成立即危害，如：打架、飆車、侮辱師長、頂撞

父母等；三、有違反法律之虞或明顯違法事實者，如：出入不良場所、

偷竊、逃學或逃家、參加幫派等。由此可知，危害健康行為因其「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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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量」的不同而有情節「輕」與「重」的程度差異，所產生行為後果

也有所不同，有些人會得到懲戒，有些人則需要輔導與諮商，有些人可

能因此接受管訓處分。 

考量研究對象與危害健康行為項目後，發現李蘭等人(1999)也是以

台北市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而且其使用的五個分類含括較完整的行為

項目。因此參考其分類方式與測量工具進行本次研究。 

 

參. 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危害健康行為的實徵研究 
 

如前所述，由於危害健康行為所包含的行為項目與偏差行為或問題

行為有所重疊，因此，在文獻探討上亦同時參酌偏差行為或問題行為的

研究發現。歸納與危害健康行為有關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

年級、過去經驗、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以及學校所在地區等六項，

分述如下。 

一、 性別 

洪福源(2001)針對全台國中學生的調查，發現男性除了是欺凌者的

高危險群之外，同時也是欺凌受害者的高危險群。蘇素美(1989)以高雄

市國二學生為對象的調查，發現男生比女生有更多的偏差行為，包括：

一般性違規犯過、攻擊、間接異性(講黃色笑話)以及不當財物行為等。

其他諸多研究都有相同發現：男生比女生有更多的攻擊、辱罵、攜帶

刀械等偏差行為(蔡松瑜、林瑞欽，2006；侯崇文、黃啟賓，2002；鄭

燿男，1995；馮莉雅，1997；Khoury-Kassabri, Benbenishty, Astor, & 

Zeira，2004；Micheli & Formigoni，2004)。但是，李蘭等人(1999)的研

究則指出台北市國中男生的蓄意傷害、物質濫用/幫派/性交和尋求刺激

等行為比率高於女生，但女生曾有不健康生活習慣的比率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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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與飲酒行為方面，蔡季蓉(1990) 以台北市某二所國中生 336

人的研究，指出男生吸菸、喝酒皆多於女生。姜逸群、黃雅文、黃春

太(2003)以臺灣地區 5,956 名國中生為對象，也發現男生吸菸行為顯著

多於女生。在芬蘭，則有研究指出九年級女生的吸菸率(53.8%)大於同

年紀男生 (28.3%)，而男生的飲酒行為則多於女生 (Katja, Päivi, 

Marja-Terttu, & Pekka, 2002)。 

二、 年級 

李蘭等人(1999)比較國中生五類危害健康行為，發現違反常規和尋

求刺激會隨著年級升高而明顯增加。換句話說，另外三類行為則不會

因為年級不同而有不同。馮莉雅(1997)以高雄市國中學生為對象，調查

發現二、三年級的學習偏差行為比一、二年級學生嚴重。Sprott(2004)

分析加拿大 10 到 13 歲中學生資料庫，結果指出年齡較大者較有暴力

攻擊以及較高的財物侵佔。董旭英(2000)比較美國不同時期青少年的自

陳犯罪行為以及李碧霞(1999)回顧民國 80年至 86年臺灣地區在校學生

用藥率，結果發現初次暴力行為與平均開始用藥年齡，多發生在青少

年早期(11-13 歲)階段。 

姜逸群等人(2003)調查指出每月至少吸菸一到二次的國中學生比

率，一、二、三年級分別為 9.4%、10.9%、13.9%，顯示吸菸行為隨著

年級有增加趨勢，而國內蔡季蓉(1990)與芬蘭 Katja 等人(2002)也有相

同發現：九年級學生吸菸率顯著高於七年級。在嚼檳榔行為方面，鄭

斐芬(2001)研究指出屏東縣國中二年級學生嚼檳榔率(16.9%)最高，其

次為三年級(13.5%)與一年級(8.2%)。而李蘭、翁慧卿、孫亦君(1998)

針對台北市 1,477 位國中生的研究，指出年級愈高的男生，吸菸、飲酒

或嚼檳榔行為的可能性就愈大。 



 30

三、 過去經驗 

加拿大 Sprott (2004)研究發現：過去的攻擊經驗是中學生暴力攻擊

行為的顯著預測因子。國內類似研究如：黃俊傑、王淑女(2001)將研究

對象分為一般組與偏差組，結果發現在校曾被記過的青少年較一般生

有更多的打群架、恐嚇、勒索、逃家等行為，但是未達到顯著差異。 

Wright & Fitzpatrick(2004)以美國非裔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曾遭

受家暴經驗者，酒和大麻的使用愈多。鄭瑞隆(2001)針對 2,729 位犯罪

少年與雲嘉南學生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指出家庭暴力經驗先直接造成

被害少年的生理與心理創傷，再導致負面行為加以因應，如：逃學、

逃家、吸毒、自傷、報復等。 

四、 家庭結構 

蔡松瑜等人(2006)調查發現來自不同家庭型態的國中生在出入不

良場所與觀看色情影片等認知偏差行為有顯著差異。侯崇文等人(2002)

研究指出父母分居及離婚的中學生偏差行為(如：參加幫派、偷竊、攜

帶刀械等)最嚴重。林青瑩(1999)針對台北縣、市 19 名學生進行晤談以

及李信良(2004) 以 32 篇與美國青少年相關的期刊論文進行後設分

析，結果同樣指出家庭結構不完整是增進青少年藥物濫用的原因。 

相反的研究結果如：洪福源(2001)以臺灣地區國中學生及吳明隆

(1998)以高雄市國小高年級學童為對象，皆發現欺凌行為或整體偏差行

為未因家庭結構而有差異。馮莉雅(1997)則發現多親家庭(大家庭)的國

中生在家居型偏差行為較雙親與單親家庭學生嚴重。 

五、 家庭社經地位 

周愫嫻(2004)以臺灣 12,887 位高中、高職與專科學生為對象的調

查指出，父親從事愈高層主管工作者，其偏差行為愈高。類似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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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蔡松瑜等人(2006)指出中上社經地位國中生比高社經地位及中下

社經地位有較多的攻擊性偏差行為。國外方面，李信良(2004)也指出家

庭社經地位愈高的美國青少年愈易成為藥物濫用者。 

相反研究如：洪福源等人(2001)指出社經地位較低的國中生，愈有

欺凌行為的傾向。蘇素美(1989)發現相似結果，亦即低社經國中學生比

高社經國中生有更多的攻擊行為與不當財物行為。林青瑩(1999)與 19

位國中生晤談以及 Khoury-Kassabri 等人(2004) 針對以色列中學生的

研究，也都指出家庭社經地位偏低是校園暴力的高危險群。 

六、 學校所在地區 

吳明隆(1998)以高雄市公立國小五、六年級學生為對象，研究指出

學校位置對學童偏差行為有顯著影響，郊區學童的偏差行為多於市區

學童(如：說謊、欺負同學、考試作弊、騎車、喝酒等生活、人際、社

會與學習偏差行為)。另一相似結果為王淑女(1998)的研究，其比較台

北市與高雄縣男學生，發現都市化程度愈高的地區，青少年的偏差行

為反而愈少。由此可知，城鄉地區學生的危害健康行為較多於都市化

地區的學生。 

 

綜合前述，個人因素方面，性別是危害健康行為的重要影響因子，

多數研究支持男學生的危害健康行為多於女生，但也有研究指出男女在

不同類型的危害健康行為表現上有所不同。此外研究指出危害健康行為

多發生在青少年早期，而且隨著年級愈高，危害健康行為愈多。但是，

也有研究指出用藥行為(如吸食安非他命)不因性別或年級而有所不同

(如：蔡季蓉，1990；姜逸群等人，2003)。過去若曾有過攻擊行為、在

校曾被記過或是曾遭受家暴者，皆可能是危害健康行為的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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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方面，家庭結構是否為危害健康行為的影響因素仍未有一

致結論，有些研究發現不完整家庭的子女有較多危害健康行為，有些則

指出完整家庭的子女有其特定的危害健康行為。進而更有研究呼籲重視

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的互動對青少年危害健康行為的影響(侯崇文，

2001)，因為完整家庭也可能有適應不良的子女，因此除了家庭完整性，

更應努力維繫家庭的親密關係。此外，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其危害

健康行為的影響未有一致的結果，也有研究指出組成家庭社經地位指標

之一的父母教育程度與危害健康行為沒有顯著差異(如：黃俊傑等人，

2001；李蘭等人，1999)。 

 

肆. 本節綜述 

在第三節中，探討了危害健康行為的定義與分類，並回顧相關研

究，探討相關的社會人口學變項。 

綜合國內外文獻可以發現許多相同的負向行為在不同的領域中有

不同的專有名詞，並且依據各種原則有不同的分類方式，因此本研究嘗

試以廣義的觀點探討危害健康行為，將危害健康行為定義為「任何有害

於個人或他人健康的行為」，並參考李蘭等人(1999)的分類方式，所探討

的危害健康行為包括五種類型，即「蓄意傷害行為」、「物質濫用/幫派/

性交行為」、「違反常規行為」、「尋求刺激行為」以及「不健康生活習慣」。 

由過去研究可知，危害健康行為多發生在青少年早期，一旦養成習

慣則可能延續該行為到成年期甚至更久，不僅有害個人健康，也因而造

成家庭、學校以及社會許多的困擾。有鑑於預防勝於治療，所以本研究

以國中學生為對象，針對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進行探討，並瞭解其危害

健康行為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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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校氣氛、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之實徵研究 
 

本節在探討學校氣氛、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三者之間的實徵研

究，分別從學校氣氛與學業成就的關係、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的關

係以及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的關係三方面敘述如下。 

 

壹. 學校氣氛與學業成就的關係 
 
一、 國內研究 

鄭淵全(1998)針對台灣地區國小五年級學生及其教師的研究，結果

指出學校教育環境與學生學業成績呈顯著正相關；教師知覺學校氣

氛、教師教育期望、教師教育價值觀念，以及學生知覺人際脈絡等學

校環境可解釋 29.15%的學生學業成就變異量。李旻陽(1992)以張老師

中心學員與一般國中生為不同組別的對象以及李鴻章(2006)以小學六

年級學生為對象，皆指出師生互動不良對學業成就有負面影響。蔡金

鈴(2005)則指出，國中學生知覺的學校氣氛愈偏向監控型，則其學業成

就愈差；服從型學校氣氛可負向預測學業成就。 
 
二、 國外研究 

Plucker(1998)指出許多研究皆支持學生志向與數項教育成果有

關，舉凡：學業表現、心理健康與領導技能等；而在其針對美國東北

部六州 1,170 位高中生的研究，則發現志向高的學生知覺學校氣氛優於

志向低的學生，並建議藉由營造增進學生自信心、歸屬感、多樣性與

重視學業的學校氣氛來提昇學生的抱負與志向。因此間接支持良好的

學校氣氛有助於學業成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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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的關係 
 

由於探討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兩者關係的文獻較少，因此參考

學校因素與偏差行為的相關文獻進行探討。 
 
一、 國內研究 

 
鄭燿男(1995)調查 1,219 名高雄市國小 5、6 年級學生，指出學校

氣氛的發展助力知覺與違規、破壞、攻擊及不當取財等偏差行為呈負

相關；控制壓力知覺與上述行為呈正相關。湯志民(1991)發現國小六年

級學生對學校環境感受愈差，人際爭執就愈多。蔡玉慧(1995)以 759

名高雄市 4、6 年級小學生為對象，也發現國小學生的環境注意、環境

滿意及環境感受皆能有效預測人際爭執。 

蘇素美(1989)指出國中二年級學生對學校環境的知覺和偏差行為

有顯著負相關，學校環境知覺得分愈高的學生，其一般性違規、攻擊、

間接異性(如：看黃色書刊、講黃色笑話)及不當財物行為愈少。侯崇文

等人(2002) 以台北市、台北縣及桃園縣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對學

校氣氛不以為然，感受不滿意者，其自陳之霸凌行為最高。石泱、連

綠蓉(2006)一項針對台北市 1,300 位國中生的縱貫性研究，指出學校中

有愈多的偏差環境(即學校中學生缺席、抽菸與酗酒的比例愈高)，則青

少年發生偏差(指蹺課、偷竊、抽菸與喝酒)的可能愈高。 

周愫嫻(2001)以三組不同青少年為研究對象，指出學校因素中，對

青少年虞犯與犯罪行為最大影響的是教師排斥與不喜歡上學，其次是

學校過度強調升學。蔡德輝、楊士隆(2000)針對 431 位犯罪少年與中學

學生的調查，指出引發青少年暴力行為的學校因素，包括：不被信任

的老師、暴力的同儕、不安全的校園、錯誤的價值觀。 



 35

二、 國外研究 

Khoury-Kassabri等人(2004) 調查以色列 162 所學校 7 到 11年級學

生 10,400 人，發現學校氣氛是校園暴力的預測因子。Wilson (2004)以

美國科羅拉多州中學生與高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知覺學校氣氛愈佳

則攻擊行為愈少。Eitle & Eitle (2004) 分析美國佛羅里達州 40 個學區

的國中與高中資料庫，發現教師經驗不足、每位學生得到資源愈少，

而且對學校認同與依附愈低者，違紀物質使用率愈高，顯示學校氣氛

與校園暴力、違紀物質使用有負相關。 
 
參. 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的關係 
 
一、 國內研究 

李燕鳴、張慈桂(1999) 以花蓮市九所公私立高中、高職 15-17 歲

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不論是原住民或是漢族學生，學業成績對於菸、

酒和檳榔使用都有一定影響力。鄭斐芬(2001)以屏東縣公私立國中學生

1,022 人為對象，也發現在校成績愈低者，嚼檳榔行為愈多。李蘭等人

(1999)以台北市國中學生的研究指出：學業成就低者有較多的尋求刺激

行為。李旻陽(1992)調查發現學業成績可以有效預測國中生的偏差行為

(如：暴力、違反社會風俗等行為)。 
 
二、 國外研究 

巴西Micheli等人(2004) 針對 6,417 位公立中學生為對象，指出低

學業成就者是用藥的高危險群。而 Wright 等人(2004)以美國阿拉巴馬

州小五到高三非裔學生的研究，則發現學業成績愈高，菸、酒、大麻

的使用愈少。Sprott (2004)針對加拿大中學生與國內洪福源(2001)以臺

灣國中生的研究，有相似發現：整體學業成就較低者有較多暴力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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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董旭英(2000)分析美國科羅拉多州大學行為研究所建置的全國青

少年調查(NYS)資料庫，更指出在校學業成績差者，其初次暴力行為是

學業成績佳者的四倍。 

相反地，周愫嫻(2001)研究發現：控制其他因素後，學業失敗與中

學生的偏差行為未達顯著差異。而 Crum, Storr, & Anthony(2005)分析美

國馬里蘭州 1,229 位 11 歲到 14 歲學生的長期資料，結果也指出自陳學

業表現與是否飲酒沒有顯著差異。由上可知，國內外多數研究支持學

業成就與各類危害健康行為有負相關，少數研究則發現兩者沒有顯著

差異。 

 

肆. 本節綜述 
 
一、 學校氣氛與學業成就：文獻直接或間接支持學校氣氛愈佳，有助

於學生成績表現，而組成學校氣氛的要素中有特定幾項與學業成

就特別有關，如：師生互動與學校的紀律與管理。從文獻中可知，

針對國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並不多，因此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 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知覺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兩者有

顯著負相關，當知覺學校氣氛愈差(如：被教師排斥、不喜歡上

學、學校過分強調升學、暴力的同儕或是不安全校園等)，產生

的偏差行為以及違紀物質使用行為愈多。至於其他類型的危害健

康行為與學校氣氛的關係如何，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 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兩者間可能是互相影響的關係。根據

國內外研究指出，整體學業成就較低者有較多的暴力行為或是

菸、酒與檳榔行為；但是有極少數研究發現兩者沒有統計上的顯

著差異，因此仍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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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論 
 

綜合過去文獻可知學校氣氛、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彼此之間

可能有相關，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學校氣氛為預測變項，同時探討環境

因素對學生兩類成果的影響，包括學業成就與其危害健康行為的表

現。有別於以往研究，在本次研究中使用較完整的學校氣氛概念，而

不侷限於某些特定要素，並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此外探討較多元

的危害健康行為，而不只是單一或幾項群聚的行為。 

本研究想探討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的預測力，因

此必須將相關的變項加以控制。整理前述第一節到第三節與各研究變

項有關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如下表。從表 2-6 可知，過去曾否攻擊他人

或是遭受暴力的經驗皆會影響個體對學校氣氛的知覺以及危害健康行

為，考量若曾在校攻擊他人者，很可能因違反學校規定而遭懲戒，因

此參考過去研究，使用「在校違規記錄」做為控制變項。 

再者有鑑於父母教育程度常是構成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之一，加

以家庭社經地位較欠缺符合現代社會的測量工具，因此以「家長教育

程度」為控制變項。另外，由於人力與物力的限制，本研究僅以台北

市為研究範圍，因此樣本學校皆屬於都市化學校，為了將學校所在地

區的環境因素加以考量，所以仍將「就讀學校地區」納入控制項。 

最後， 截至 2005 年七月，全臺已有 25 個縣市 317 所學校實施「臺

灣健康促進學校整體行動方案」(劉潔心、晏涵文，2005)，而香港曾有

研究指出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者，其學校風氣較正向(賴香如，2004)。有

鑑於此，考量健康促進學校的推動或是平日校內舉辦的各式健康倡導

可能影響學校氣氛與學生健康行為，因此本研究使用「學校對健康議

題的重視度」做為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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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本研究的控制變項共有性別、年級、在校違規記錄、

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度、學校對健康議題重視程度、就讀學校規模

以及就讀學校地區等項。其中「年級」不列入統計分析中，而是以選

取研究對象的方式加以控制，其原因是考量國中新生對於學校環境仍

處於適應階段，而國三考生面臨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壓力，故針對國

中二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表 2-6 研究變項與其社會人口學變項的關係摘要表 

 學校氣氛 學業成就 危害健康行為 

性別    

年級    

過去經驗    

遵守學校規定    

家庭結構    

家庭社經地位    

家長教育程度    

學校規模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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