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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依據研究目的、問題與假設進行資料分析並對研究發現加以討論，

本章將資料分析結果與討論分為四節呈現： 

第一節、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分布。 

第二節、 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氣氛、學業成就及危害健康行為現況。 

第三節、 學校氣氛、學業成就、危害健康行為之間的相關。 

第四節、 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危害健康行為的預測力。 

 

 

第一節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分布 
 

本次研究對象來自台北市某七所國民中學，由表 4-1 可知，研究對

象男、女生人數相當，女學生 206 人，男學生 200 人。曾有在校違規記

錄者為少數，不到二成。八成以上研究對象來自完整家庭。而研究對象

學歷較高的家長近四成是專科或大學畢業(38.9%)，其次有超過三成的家

長為高中或高職(33.5%)畢業。超過半數的研究對象來自 1,500 人以上的

大型學校 (57.6%)，其次近三成就讀於 1,000~1,499 人的中型學校

(26.4%)。而七成以上的研究對象就讀學校之社區土地使用類別為住宅區

(70.9%)。 

此外，學校對於健康議題的重視程度從「非常不重視」到「非常重

視」分別給予 1 到 4 分。總平均得分 11.9，單題平均得分介於 2.81 到

3.07 之間，代表樣本學校普遍重視「傷害他人或是自我傷害」、「抽菸、

喝酒或是參加幫派」、「違反學校常規」及「不良生活習慣」等健康議題，

其中又以對「違反學校常規」的重視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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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                                      (n=406) 
變項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Mean S.D. Min Max

男生 200 49.3     性別 
女生 206 50.7     
有 70 17.2     在校違規記錄 
無 336 82.8     
完整家庭 349 86.0     家庭結構 
不完整家庭 57 14.0     
國中以下 54 13.3     
高中或高職 136 33.5     
專科或大學 158 38.9     

家長教育程度 
(n=405) 

研究所以上 57 14.0     
小型學校 65 16.0     
中型學校 107 26.4     

就讀學校規模 

大型學校 234 57.6     
住宅區 288 70.9     
商業區 53 13.1     

就讀學校地區 

工業區 65 16.0     
學校對健康議題重視度  11.90 2.25 4 16 

         傷害他人或是自我傷害 2.96 0.65 1 4 
           抽菸、喝酒或是參加幫派 3.06 0.81 1 4 

違反學校常規 3.07 0.69 1 4 
不良生活習慣 2.81 0.73 1 4 

 
 
第二節 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氣氛、學業成就及危害健康行為現況 
 
壹. 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氣氛現況 

這個部分呈現研究對象知覺的學校氣氛現況；除了支持多元文化

(49~52 題)與安全問題(53~56 題)採用 Likert 四點量表計分外，其餘皆使

用五點量表。得分愈高表示研究對象所知覺的學校氣氛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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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 可知，使用五點量表的六個層面平均得分由高到低分別

為：同儕互動(3.62)、學業傾向(3.37)、學校設備(3.14)、教師支持與教學

創新(3.01)、紀律嚴苛(2.90)以及學生參與決定(2.46)；研究對象知覺的學

校氣氛得分除了學生參與決定和紀律嚴苛之外，均高於中間值(3.0 分)。 

也就是說，除了學生參與決定和紀律嚴苛得分介於「很少如此」到

「有時如此」間，其餘層面的平均得分介於「有時如此」到「通常如此」。

這樣的結果代表研究對象感受到學校的同儕互動、學習風氣、教師支持

與教學創新以及對硬體設備的評價皆偏正向，雖然知覺學校紀律不是非

常嚴苛，但是，在學校參與做決定的機會甚少。 

而使用四分量表的層面中，支持多元文化平均得分 2.88，表示介於

「偶爾如此」到「有時如此」間，而安全問題平均得分是 1.25，指介於

「從未如此」到「一或二次」間。這樣的結果說明研究對象知覺學校傾

向支持多元文化，而且校園中沒有太多安全問題。 

進一步瞭解各層面單題得分情形，顯示出「教師支持與教師的教學

創新」、「學生參與決定」及「學校設備」等層面中的單題得分偏低，分

述如下： 

一、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這個層面共有十四題，其中有八題得分低於中間值，換句話說，

研究對象知覺學校中這八種情形的頻率都是介於「很少如此」到「有

時如此」。此層面得分最低的三項為：1.老師們會花時間額外幫缺席的

同學補課(2.13)，2.老師會鼓勵學生嘗試奇特的方案(2.30)，以及 3.學

校會試驗新的點子(2.35)。 

二、 學校設備 

整體來說，研究對象對學校硬體設備持正向評價，但是，下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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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知覺得分偏低，分別是：1.我很滿意學校的所有設備(2.67)，2.學校

所安排的活動可以充分發揮我的能力(2.96)，以及 3.我喜歡學校的校園

(2.97)。也就是說，研究對象知覺學校中上述三種情形的頻率介於「很

少如此」到「有時如此」。 

三、 學生參與決定 

這個層面中有四題得分低於中間值，分別是：1.學生可以參與制

定學校的規定(1.90)，2.老師會詢問學生想學什麼(2.13)，3.學生們有機

會討論課堂時間如何運用(2.36)，以及 4.在我們的學校，對於事情該如

何進行學生有發言權(2.86)。因此，除了學生可以參與制定學校規定是

介於「從未如此」到「很少如此」間，其餘三項的頻率介於「很少如

此」到「有時如此」之間，顯示研究對象知覺學校不是十分重視學生

的想法與意見。 
 

另外，在紀律嚴苛的層面中，「學生會因為上課講話而受到處罰」

的平均得分是 3.29，代表頻率介於「有時如此」到「通常如此」之間，

由此可知，樣本學校仍普遍存有上述情形。 

 

綜合上述，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氣氛的主要發現為： 

(一) 研究對象所知覺的學校氣氛偏正向。 

(二) 校園是相當安全的環境，且多能接納不同文化，同儕互動良好，

學習風氣佳，學校紀律不算嚴苛，但是仍然時而可見學生因為

上課講話而被處罰。 

(三) 研究對象在校很少有參與學校事務與課室學習的決策機會，知

覺得到的教師支持仍顯不足，教師在教學上也少有創新表現，

學校硬體設備可更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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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為    項    目 Mean S.D. Min Max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3.01  0.60 2.13 4.16
10.老師們會用心幫助學生 3.71 1.05 1 5 
11.老師會找出時間來傾聽我們的心事 2.90 1.17 1 5 
12.老師會協助學生安排作業時間 2.93 1.17 1 5 
13.我覺得在學校上課很享受 2.68 1.11 1 5 
14.老師們會花時間額外幫缺席的同學補課 2.13 1.19 1 5 
15.老師們會主動關心學生 3.23 1.11 1 5 
16.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搗蛋的話，老師會做處置 4.16 0.89 1 5 
17.如果老師訂定規則，他們就會確實執行 3.22 1.00 1 5 
18.在課堂上老師會具體指導學生該如何完成作業 3.51 1.00 1 5 
19.老師們會在課堂上強調遵守規則的重要 3.68 0.99 1 5 
45.老師在課堂上會嘗試創新且不同的教學方法 2.48 1.07 1 5 
46.學校會試驗新的點子 2.35 1.00 1 5 
47.老師會鼓勵學生嘗試奇特的方案 2.30 1.05 1 5 
48.課堂上，老師會透過指定作業，幫助我們認識學校以外的事物 2.87 1.05 1 5 

學校設備 3.14  0.26 2.67 3.49
1.學校的圖書很充實 3.41 0.96 1 5 
2.學校所安排的活動可以充分發揮我的能力 2.96 0.91 1 5 
3.老師所使用的教具很充分 3.17 0.95 1 5 
4.我喜歡學校的校園(包括花圃、操場、校舍、校室建築) 2.97 1.17 1 5 
5.我很滿意學校的所有設備 2.67 1.03 1 5 
6.在學校圖書館，學生們可以借到想要閱讀的書籍 3.10 1.09 1 5 
7.學校有充分的活動空間和設備 3.10 1.05 1 5 
8.學校的專科教室(音樂、自然與生活科技等)設備很充足 3.42 1.07 1 5 
9.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類器材很方便 3.49 1.16 1 5 

學業傾向 3.37 0.25 3.08 3.67
20.我們班同學會努力讀書以爭取好成績 3.30 1.06 1 5 
21.學生們會盡全力去得到最好的成績 3.45 1.03 1 5 
22.成績對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 3.36 1.15 1 5 
23.學生們會努力完成作業 3.15 0.96 1 5 
24.學生們對學校課業投注很多的心力 3.09 0.99 1 5 
31.學校裡的學生對認識別的同學感到很有興趣 3.67 0.91 1 5 
32.學生們樂於和同學一起從事校園活動 3.57 0.99 1 5 
34.學生們樂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 3.08 0.97 1 5 

表 4-2 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氣氛之得分分布情形                               (n=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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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為    項    目 Mean S.D. Min Max
學生參與決定 2.46 0.49 1.90 3.06

40.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有機會參與做決定 3.06 1.08 1 5 
41.在我們的學校，對於事情該如何進行學生有發言權 2.86 1.13 1 5 
42.學生可以參與制定學校的規定 1.90 1.08 1 5 
43.老師會詢問學生想學什麼 2.13 1.04 1 5 
44.學生們有機會討論課堂時間如何運用 2.36 1.02 1 5 

同儕互動 3.62 0.50 3.02 4.33
＃25.我們學校的學生有相處上的困難 3.68 1.03 1 5 
＃26.學校裡的學生對彼此都很小氣 3.96 0.88 1 5 
＃27.我們班的同學有相處上的困難 3.94 1.00 1 5 
＃28.學校裡，有學生會找其他同學的麻煩 3.03 1.10 1 5 
＃29.同學對我很小氣 4.33 0.82 1 5 
30.班上同學都互相了解 3.41 1.11 1 5 
33.學校裡，學生都互相瞭解 3.02 1.00 1 5 

紀律嚴苛 2.90 0.25 2.66 3.29
35.學校的規定太過嚴格 2.99 1.16 1 5 
36.在學校裡，學生很容易不及格 2.66 0.97 1 5 
37.學生們會因為違反不嚴重的規定而招來麻煩 2.88 1.05 1 5 
38.老師們太過嚴格 2.69 1.05 1 5 
39.學生會因為上課講話而受到處罰 3.29 1.14 1 5 

支持多元文化 2.88 0.19 2.73 3.17
49.老師會強調不同文化的同學們互相和平相處的重要性 2.86 0.95 1 4 
50.許多不同文化的學生都能參與學校重要的活動 3.17 0.93 1 4 
51.在學校中我藉由參與一些事物來了解不同文化的同學 2.73 0.94 1 4 
52.我會和不同文化的同學一起參與學校活動 2.78 1.06 1 4 

安全問題 1.25 0.12 1.09 1.37
53.學校裡曾有人威脅我說如果我不給錢或是交出自己私人的東

西，就要揍我或是傷害我 
1.09 0.41 1 4 

54.在學校中曾有人真正地揍我或傷害我 1.22 0.57 1 4 
55.在學校中，我害怕有人將會傷害我或是騷擾我 1.33 0.70 1 4 
56.我曾在學校被偷走價值超過 30 塊錢的東西 1.37 0.66 1 4 
＃為反向題     

 

 

 

表 4-2 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氣氛之得分分布情形(續)                          (n=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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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對象學業成就現況 

本研究是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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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級為單位將三科原始成績轉化為 T 分數之後，再

求得三科 T 分數的平均值做為學業成就的指標。 

表 4-3 描述各科原始得分情形，研究對象的國語平均成績 76.93 分，

為三科中最高，其次為英文 71.63 分，而最低是數學平均成績 65.48 分，

三科總平均為 71.35 分。 

 

表 4-3 學業成就各科原始得分情形(n=406)
 Mean S.D Min Max 
國語 76.93 17.49 0.00 100 

英文 71.63 23.59 0.00 100 

數學 65.48 25.16 0.00 100 

總平均 71.35 19.69 2.00 99.33 

 

表 4-4 描述七所學校三科加總後平均得分，各校平均得分範圍介於

65.05 分到 82.57 分間，標準差介於 15.77 分到 24.04 分間。 

 

表 4-4 學業成就各校原始得分情形(n=406)
學校代號 Mean S.D Min Max 

1 75.50 19.72 19.00 97.67 

2 73.08 16.23 22.00 96.00 

3 65.55 24.04 2.00 97.00 

4 67.43 17.02 21.00 93.00 
5 65.05 19.35 23.00 96.33 

6 82.57 15.77 25.33 99.33 
7 68.10 19.33 28.33 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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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各校學生的學業成就有所差異？除了第二章文獻曾提及的

影響因素外，考量可能是各校的評量方式和標準不盡相同所致。因此，

後續分析改採每位學生在班級中的 T 分數來代表研究對象的學業成就。 

表 4-5 則呈現三科 T 分數與平均 T 分數的分布情形。學業成就平均

T 分數的最小值落於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以外，而最大值則於平均值

以上約一點五個標準差。 
 

表 4-5 學業成就 T 分數得分情形  (n=406)
 Mean S.D Min Max 
國語 50.00 9.84 14.21 68.16 

英文 50.00 9.84 11.40 65.40 

數學 50.00 9.84 20.09 68.76 

總平均 50.00 8.84 17.47 64.91 
 
綜合上述，研究對象學業成就現況的主要發現為： 

(一) 研究對象在三科的學業表現優異程度分別為國語、英文、數學。 

(二) 不同學校之學生平均學業成績有所不同。 

(三) 整體而言，研究對象於本學期第二次段考之國、英、數三科平

均成績的 T 分布近似常態分布，而最低得分偏低，最高得分則

略高於平均值。 

 

參. 研究對象之危害健康行為現況 

這個部分呈現研究對象的危害健康行為現況(表 4-6)，用 Likert 四點

量表計分，「從來沒有」到「常常有」分別予以 1 到 4 分，得分愈高表

示研究對象進入國中後該項行為的出現頻率愈高。以下分別從三個方面

來討論，第一、整體來說，研究對象的危害健康行為情形，第二、五種

類型的危害健康行為狀況，第三、各項危害健康行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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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整體危害健康行為來看 

研究對象的危害健康行為總平均得分是 1.64，代表研究對象進入

國中後的整體危害健康行為頻率介於「從來沒有」到「有過一、二次」

間，並不是非常普遍。 
 

二、 以危害健康行為的五個類型來看 

五種類型的危害健康行為平均得分由高到低分別是：不良生活習

慣(2.42)，違反常規行為(1.99)，偷竊與破壞行為(1.72)，物質濫用/尋求

刺激行為(1.24)，以及暴力/吸毒/性行為(1.10)，除了不良生活習慣平均

得分介於「有過一、二次」到「偶爾有」間，其餘四類危害行為皆介

於「從來沒有」到「有過一、二次」間。由此可知，研究對象最普遍

的危害健康行為是不良生活習慣。 
 

三、 以各項危害健康行為來看 

將「有過一、二次」、「偶爾有」以及「常常有」合併為「曾有」

時，可知超過半數的研究對象在進入國中之後曾有下列十項行為，依

人數比率排序分別為：1.吃速食、泡麵或西式漢堡(94.3%)，2.罵髒話

(91.4%)，3.憋尿(89.7%)，4.說謊(88.9%)，5.熬夜(87.7%)，6.頂撞師長

或父母(81.3%)，7.常在階梯上跑跳、追逐(77.1%)，8.生氣時摔東西

(63.5%)，9.考試時作弊(58.6%)，10.講黃色笑話(50.0%)。 
 

其次，有超過三成的研究對象進入國中後曾有暴飲暴食(36.7%)、

故意破壞公物(36.7%)、想要自殺(35.0%)，以及喝酒(31.8%)。在物質濫

用部分，研究對象的吸菸率是 15.3%，嚼檳榔比率 2.2%，吸毒率 0.5%。

而 2.5%的研究對象曾經有過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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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對象危害健康行為現況的主要發現為： 

(一) 研究對象的整體危害健康行為現況屬輕微程度。 

(二) 危害健康行為以吃速食、罵髒話、憋尿、說謊、熬夜、頂撞師

長或父母、常在階梯上跑跳、追逐、生氣時摔東西、考試時作

弊、講黃色笑話等「不良生活習慣」與「違反常規行為」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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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為  項  目 

從來沒有

n (%) 
※曾有 
n (%) 

Mean S.D. Min Max 

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   1.24 0.15 1.03 1.46 
4.蹺課或逃學 366(90.1) 40(9.9) 1.14 0.48 1.00 4.00 
9.穿著或髮型怪異 338(83.3) 68(16.7) 1.27 0.67 1.00 4.00 

14.和別人打架 312(76.8) 94(23.2) 1.30 0.61 1.00 4.00 
16.吸菸 344(84.7) 62(15.3) 1.24 0.66 1.00 4.00 
17.喝酒 277(68.2) 129(31.8) 1.46 0.77 1.00 4.00 
19.嚼檳榔 397(97.8) 9(2.2) 1.03 0.21 1.00 3.00 
21.飆車 390(96.1) 16(3.9) 1.05 0.27 1.00 4.00 
28.出入網咖、Pub 或汽車旅館等場所 310(76.4) 96(23.6) 1.39 0.81 1.00 4.00 

違反常規行為   1.99 0.58 1.34 2.95 
6.頂撞師長或父母 76(18.7) 330(81.3) 2.35 0.92 1.00 4.00 
7.考試時作弊 168(41.4) 238(58.6) 1.78 0.79 1.00 4.00 

12.常在階梯上跑跳、追逐 93(22.9) 313(77.1) 2.31 0.98 1.00 4.00 
22.看 A 片或色情光碟 297(73.2) 109(26.8) 1.43 0.81 1.00 4.00 
23.講黃色笑話 203(50.0) 203(50.0) 1.74 0.87 1.00 4.00 
26.罵髒話 35(8.6) 371(91.4) 2.95 0.93 1.00 4.00 
27.對別人做性方面的攻擊或傷害 311(76.6) 95(23.4) 1.34 0.70 1.00 4.00 

偷竊與破壞行為   1.72 0.50 1.13 2.43 
5.說謊 45(11.1) 361(88.9) 2.43 0.83 1.00 4.00 

10.故意破壞公物 257(63.3) 149(36.7) 1.49 0.74 1.00 4.00 
15.曾經想要自殺 264(65.0) 142(35.0) 1.56 0.89 1.00 4.00 
20.偷東西 360(88.7) 46(11.3) 1.13 0.37 1.00 4.00 
24.生氣時摔東西 148(36.5) 258(63.5) 1.97 0.92 1.00 4.00 

不良生活習慣   2.42 0.63 1.51 2.93 
1.吃速食、泡麵或西式漢堡 23(5.7) 383(94.3) 2.75 0.73 1.00 4.00 
2.憋尿 42(10.3) 364(89.7) 2.49 0.82 1.00 4.00 
3.熬夜 50(12.3) 356(87.7) 2.93 1.02 1.00 4.00 

29.暴飲暴食 257(63.3) 149(36.7) 1.51 0.78 1.00 4.00 
暴力/吸毒/性行為   1.10 0.10 1.00 1.24 

8.參加不良幫派 388(95.6) 18(4.4) 1.07 0.38 1.00 4.00 
11.欺負同學或勒索同學 357(87.9) 49(12.1) 1.17 0.52 1.00 4.00 
13.攜帶刀械或危險物品 348(85.7) 58(14.3) 1.24 0.65 1.00 4.00 
18.吸食毒品 404(99.5) 2(0.5) 1.00 0.07 1.00 2.00 
25.與異性發生性關係 396(97.5) 10(2.5) 1.03 0.18 1.00 3.00 

總量表得分   1.64 0.61 1.00 2.95 
※曾有包括「有過一、二次」、「偶爾有」及「常常有」 

表 4-6 研究對象在危害健康行為之得分分布情形                                (n=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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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綜合討論 
 
一、 研究對象知覺的學校氣氛 

整體而言，研究對象知覺的學校氣氛偏正向。其中「支持多元文

化」在有限的題數中僅能反映出校園中不同文化的成員是否彼此尊

重、是否有交流認識的機會；此層面得分雖然高於中間值，但是否有

表面上接納，暗地裡卻歧視的現象？是本次研究無法得知的。 

再者研究發現教師的創新教學偏少，研究對象也少有參與決策的

機會，由此可知教育現場多仍實施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即使如此，

教學、班務與行政工作仍是讓國中現場教師相當忙碌，然而，學生知

覺得到的教師支持仍然不夠，如何改善呢？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 研究對象學業成就現況 

從學業成就的原始平均得分來看，可知各校學生的學業成就有所

不同；這樣的結果與陳家如(2006)的研究結果一致。因此可知，即使同

在台北這個城市中，不同學校的學生表現仍有落差。未來研究可進一

步控制學校之間的變異，再探討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三、 研究對象危害健康行為現況 

整體而言，研究對象的危害健康行為現況屬輕微程度，也就是說

台北市國中學生最普遍的危害行為通常不會立即影響個人或他人健

康。與蔡季蓉(1990)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原因為立即影響個人或他人

健康的行為多明顯違反校規，往往得到較嚴重的處分，因此學生較少

出現這類行為。相對來說，不良生活習慣等行為不會引起太大懲處，

卻普遍存於研究對象之間，日積月累對健康所造成的影響不容輕視。

以下則針對各類行為加以討論，考量各種危害健康行為之測量對象、

定義及頻率皆有不同，因此主要以李蘭等人(1999)的研究做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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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不良生活習慣與違反常規行為 

超過半數的研究對象進入國中後曾經出現這兩類行為，包括：吃

速食、罵髒話、憋尿、說謊、熬夜等十項。這樣的結果與李蘭等人(1999)

的研究結果完全一致。 

(二) 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 

研究對象進入國中後曾經吸菸比率是 15.3%，嚼檳榔比率 2.2%。

此結果低於李蘭等人(1999)的發現：曾吸菸率(17.3%)與曾嚼檳榔率

(4.6%)，但是相近於民國九十三年台北市 14 歲國中生可能吸菸比率

(14.1%)；曾嚼檳榔率則遠低於九十一年度台北市 12-17 歲學生的比率

(16%)(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可能原因是本研究對象之年

齡層涵蓋範圍較少。而陳富莉、李蘭(2001)分析民國八十四年臺灣地

區 13-18 歲青少年曾飲酒率為 13.5%，與之相比本次研究結果曾飲酒

率(31.8%)超過二倍，可能與兩次研究時間差距甚遠有關，再者本次

研究樣本僅來自台北市，可能是飲酒率較高的原因。 

(三) 偷竊與破壞行為 

本次研究中超過三成研究對象曾經故意破壞公物、曾想要自殺，

相較於李蘭等人(1999)的結果，故意破壞公物增加一倍，而曾有自殺

意圖則略微下降。但是，美國 YRBSS 的資料顯示西元 1991-2005 年

全美 9-12 年級學生曾想自殺比率維持約 8%(CDC，2007a)，相較之下

國內國中學生的心理健康亟需投注更多的關心。 

(四) 暴力/吸毒/性行為 

針對兩項可能對國中學生健康有較大危害的行為來看，曾吸毒率

為 0.5%；曾經有過性經驗有 2.5%。皆低於李蘭等人(1999)的結果。

由於兩者皆是相當敏感的行為，吸毒更是違反少年事件處理法的犯罪

行為，因此推估實際情形可能多於調查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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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氣氛、學業成就、危害健康行為之間的相關 
 

本節依據研究假設使用 Pearson 積差相關探討研究變項間的相關，

以下依次說明學校氣氛與學業成就之相關、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之

相關以及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之相關，並加以討論之。 
 
壹. 學校氣氛與學業成就的相關 

本部分驗證假設 1-1：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結

果如表 4-7 所示。在學校氣氛八個層面中，有四個層面與學業成就有顯

著相關：學生參與決定與學業成就有顯著負相關(r=-.138，p<.01)，支持

多元文化與學業成就有顯著正相關(r=.143，p<.01)，紀律嚴苛與學業成

就有顯著負相關(r=-.179，p<.001)，而安全問題也與學業成就有顯著負

相關(r=-.100，p<.05)。 

綜上所述，學校氣氛在「學生參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律

嚴苛」及「安全問題」等四個層面皆與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在接納多

元文化的學校氣氛中有較佳的學業表現；但是，學生知覺學校紀律愈嚴

苛、校園愈不安全以及在校參與決定的機會愈多，其學業成就反而愈

低。由此結果可知，假設 1-1『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

得到部分支持。 
 
表 4-7 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學業成就之相關                     (n=406)

 教師支

持與教

學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參

與決定

支持多

元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學業 
成就 

.013 -.024 -.009 -.138** .143** -.008 -.179*** -.100*

*p<0.05   **p<0.01   *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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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的相關 

本部分驗證假設 1-2：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相

關。結果如表 4-8 所示。研究發現學校氣氛各層面與整體危害健康行為

之間皆有顯著相關。 

在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各類危害健康行為間，除了「學生參與決定」、

「支持多元文化」、「同儕互動」與部分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負相關，而

「安全問題」與部分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正相關，其餘「教師支持與教

學創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等層面與所有危害健康行為皆有顯

著負相關，而「紀律嚴苛」也與所有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正相關。 

綜上所述，知覺學校氣氛愈好，危害健康行為的表現愈少；以各層

面來看，在校知覺得到愈多教師支持、規則的訂定與落實愈一致、創新

教學愈多、愈滿意學校設備、學習風氣盛，學生各類危害健康行為愈少，

然而，知覺學校的管教紀律愈嚴苛，則危害健康行為的表現愈多。由此

結果可知，假設 1-2『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相關』獲

得部分支持。 
 

表 4-8 學校氣氛各層面與危害健康行為之相關                             (n=406)
 教師支

持與教

學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參

與決定

支持多

元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危害健康行為 -.306*** -.299*** -.306*** -.215*** -.181*** -.131** .327*** .281*** 
物質濫用/ 
尋求刺激行為 

-.178*** -.189*** -.260*** -.084 -.159** -.026 .274*** .216*** 

違反常規行為 -.270*** -.248*** -.277*** -.210*** -.187*** -.077 .252*** .240*** 
偷竊與破壞行為 -.311*** -.282*** -.239*** -.201*** -.177*** -.214*** .284*** .228*** 
不良生活習慣 -.197*** -.218*** -.152** -.173*** -.032 -.156** .212*** .222*** 
暴力/吸毒/性行為 -.155** -.164** -.159** -.121* -.035 -.017 .180*** .084 
*p<0.05   **p<0.01   *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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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的相關 

本部分驗證假設 1-3：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相關。結果

由表 4-9 可知，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負相關(r=-.175，

p<0.001)。在五類危害健康行為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上，除了偷竊與

破壞行為、不良生活習慣與學業成就未有顯著相關，其餘三類與學業成

就之間皆有顯著負相關。 

綜上所述，學業成就愈高，危害健康行為愈少。從學業成就與危害

健康行為各層面來看，可知學業成就愈好，則物質濫用/尋求刺激、違反

常規，以及暴力/吸毒/性行為等三類危害健康行為的表現愈少。由此結

果可知，假設 1-3『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相關』獲得大部分

支持。 

 
表 4-9 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之相關                          (n=406)

 整體危害

健康行為 
物質濫用/ 
尋求刺激 

違反常規

行為 
偷竊與破

壞行為 
不良生活

習慣 
暴力/吸毒

/性行為 
學業 
成就 

-.175*** -.271*** -.120* -.092 -.024 -.124*

*p<0.05   ***p<0.001 

 

肆. 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探討學校氣氛、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三者間的相關，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彙整於表 4-10，並與過去文獻、相關理論進行討論。 

一、 學校氣氛與學業成就的相關 

學校氣氛層面中「學生參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律嚴苛」

及「安全問題」皆與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以下分別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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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參與決定與學業成就有顯著負相關 

為什麼學生知覺在校愈少參與決定時，學業成就愈高呢？可能原

因是愈少在校參與決定的學生多是服從權威者，在認同師長以學業為

重的價值觀之下，自然有較好的學業表現。 

另一方面，經常在校參與決定的學生可能多是意見領袖，或許因

為多重角色而分散學業上的努力，更有可能其實這些時常參與決定的

學生整體學習表現並不差，只是無法藉由某次段考的國、英、數三科

成績來說明。因此，「學生參與決定」與學業成就的關係仍待進一步

探討。 
 

(二) 支持多元文化與學業成就有顯著正相關 

為什麼在校常有機會與來自不同文化的同儕交流有助於學業成

就呢？從個體的認知發展來看，Piaget 提出的基模概念或許可以解釋

這個現象：吾人要正確理解外界事物，必須先具備適當的基模，當具

備的知識背景愈豐富，愈能快速正確掌握訊息(史萊文，2005)。不同

且正向的文化交流無疑是很好的基模來源，藉由在校接受不同文化的

刺激，累積廣泛的背景知識，進而增進學習成效。 
 

(三) 紀律嚴苛與學業成就有顯著負相關 

當學生知覺學校的管教紀律愈嚴苛，其學業成就愈差。這個結果

與蔡金鈴(2005) 發現知覺的學校氣氛愈偏向監控型，則學業成就愈差

的結果一致。一方面可能與國中生反抗權威的心理有關；另一方面，

若處於動輒得咎的氛圍中學習，只要一點小過錯就要受罰，難以累積

在校的成功經驗，也難以引起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自然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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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全問題與學業成就有顯著負相關 

從 Maslow 的基本需求理論來看，低層次的需求被滿足後，較高

層次的需求才可能取得支配的優勢(彭運石，2001)。因此，當學習環

境中充斥愈多恐嚇、威脅、霸凌與偷竊時，第二層次的安全需求無法

被滿足，自然難有較高層次的學習動機，更惶論完成學業成就的挑戰。 
 
二、 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行為的相關 

(一)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與各類危害健康行為都

有顯著負相關。前項結果與洪福源等人(2001)、鄭燿男(1995)及

李旻陽(1992)的發現相近，顯示出在校的師生互動愈佳則學生危

害健康行為愈少。後者則與蘇素美(1989)的發現相似。 

(二) 「學業傾向」與各類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負相關。當知覺學校

的學習風氣愈佳，代表認同努力向學這個價值觀的學生愈多；

當學生愈致力於學業目標時，愈不易有危害健康行為的產生。

這樣的結果相似於鄭燿男(1995)的發現：發展助力知覺(係指學

校有支持追求智慧的氣氛)與偏差行為呈負相關。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當學校過度強調升學主義而學生卻不認同時，反而可能

促使偏差行為的產生(周愫嫺，2001)。 

(三) 「紀律嚴苛」與各類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負相關。此研究結果

與鄭燿男(1995)發現控制壓力知覺(係指學校氣氛傾向控制學生

衝動)與偏差行為呈正相關相近。何以管得愈嚴，學生反而有愈

多危害健康行為？從黃德祥與向天屏(1999)針對三位中輟後復

學的學生深入訪談結果，可略知一二：影響國中生中途輟學的

主要因素之一為「老師管太多」；在其內心中則「希望學校的管

束能放寬」。由此可知，當青少年渴望自由卻不得自由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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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其出現偏離常軌的行為或決定。反過來說，經常性出現各

種危害健康行為可能因違反學校規定而常遭受處分，因而知覺

到的學校紀律愈嚴苛。 
 

三、 學業成就與整體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負相關 

學業成就愈高，整體危害健康行為愈少。反之則相反。研究結果

與國內外許多量性研究相同(如：鄭斐芬，2001；董旭英，2000；李蘭

等人，1999；李燕鳴等人，1999；吳明隆，1998；李旻陽，1992；Micheli

等人，2004；Wright等人，2004)。在廣州，周燕(2000)使用質性研究

方法探討學校因素對學生健康的影響，也指出「學業失敗使學生對學

校產生感情上的疏離，是行為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表 4-10 學校氣氛各層面、學業成就、危害健康行為之相關分析綜合摘要 

 

學業 

成就 

整體危

害健康

行 為 

物 質 

濫用/ 

尋求刺

激行為

違反常

規行為

偷竊 

與破壞

行為 

不良生

活習慣 

暴力/吸

毒/性行

為 

教師支持與教

學創新 
 ☆ ☆ ☆ ☆ ☆ ☆ 

學校設備  ☆ ☆ ☆ ☆ ☆ ☆ 
學業傾向  ☆ ☆ ☆ ☆ ☆ ☆ 
學生參與決定 ☆ ☆  ☆ ☆ ☆ ☆ 
支持多元文化 ☆ ☆ ☆ ☆ ☆   
同儕互動  ☆   ☆ ☆  
紀律嚴苛 ☆ ☆ ☆ ☆ ☆ ☆ ☆ 
安全問題 ☆ ☆ ☆ ☆ ☆ ☆  
學業成就  ☆ ☆ ☆   ☆ 

☆表示達到統計上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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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危害健康行為的預測力 
 

本節旨在探討控制背景因素前後，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

行為的預測能力。因此以學校氣氛為自變項，依變項為學業成就與危害

健康行為，並控制性別、在校違規記錄、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度、學

校對健康議題重視度、就讀學校規模以及就讀學校地區等背景因素。 

進行多元迴歸分析前，先將類別變項轉化為虛擬變項，對照組為：

性別(女生)、在校違規記錄(無違規記錄)、家庭結構(完整家庭)、家長教

育程度(研究所以上)、就讀學校規模(中型學校)及就讀學校地區(工業

區)，並整理如表 4-11。此外參考吳明隆與涂金堂(2007)所述，進行共線

性診斷，發現就讀學校地區(住宅區)之容忍度(Tolerance)接近零，代表可

能有共線性問題存在，進一步檢視相關距陣，發現其與就讀學校規模(小

型、大型學校)有高度相關(r=-.682，p<.001；r=.747，p<.001)。考量學校

地區的分類方式較無法確立，另一方面，文獻皆支持學校規模為可能的

干擾變項，因此刪除「就讀學校地區」，以其餘自變項進行複迴歸分析。 
 

表 4-11 虛擬變項轉換表 
變項 分類 虛擬變項 
性別 女生 0   
 男生 1   
在校違規記錄 無違規記錄 0   
 有違規記錄 1   
家庭結構 完整家庭 0   
 不完整家庭 1   
家長教育程度 國中以下 1 0 0 
 高中或高職 0 1 0 
 專科或大學 0 0 1 
 研究所以上 0 0 0 
就讀學校規模 小型學校 1 0  
 中型學校 0 0  
 大型學校 0 1  
就讀學校地區 工業區 0 0  
 商業區 0 1  
 住宅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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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之預測 
 
一、 控制背景因素前，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之預測 

這個部分驗證假設 2：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學業成就有顯著預測

力。因此以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學生參與決

定、支持多元文化、同儕互動、紀律嚴苛、安全問題等八項為自變項，

依變項是學業成就，以 Enter 方式進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2。 

從表 4-12 Model 1 可知，學校氣氛可顯著預測學業成就，學業成

就的總變異量中有 8.3%可被學校氣氛所解釋。學校氣氛各層面中，「學

生參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及「紀律嚴苛」為顯著預測變項。從

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學生參與決定對學業成就的預測力最大。研究

假設 2.『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學業成就有顯著預測力』獲得部分支持。 
 
二、 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之預測 

本部分驗證假設 3：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學業成就

仍有顯著預測力。因此將上述學校氣氛八個層面加上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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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及就讀學校

規模等六個背景因素共十四個自變項，以學業成就為依變項，採 Enter

方式進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 

由表 4-12 Model 2 可知，控制背景變項後，學生參與決定、支持

多元文化及紀律嚴苛等三項對學業成就仍有顯著預測力，代表三者對

學業成就有獨立的預測能力。故研究假設 3.『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

氣氛各層面對學業成就仍有顯著預測力』獲得支持。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可知，支持多元文化對學業成就的β為正值，

而學生參與決定與紀律嚴苛的β係數均為負值，表示控制其他因素

後，研究對象知覺在學校有愈多與不同文化交流的機會，其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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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佳；但是，知覺學校紀律愈嚴苛、在校參與決定的機會愈多，其學

業成就反而較低。 
 
表 4-12 影響國中學生學業成就之多元迴歸分析              (n=406)
 學業成就 

Model 1 
學業成就 
Model 2 

學校氣氛 b    (β) b (β)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024  ( .025) .094 ( .099) 
學校設備 - .091  (-.067) - .085 (-.062) 
學業傾向 .004  ( .003) - .128 (-.078) 
學生參與決定 - .513  (-.221) *** - .462 (-.199) ** 
支持多元文化 .573  ( .197) ** .505 ( .173) ** 
同儕互動 - .075  (-.036) - .012 (-.006) 
紀律嚴苛 - .438  (-.181) ** - .253 (-.104) * 
安全問題 - .434  (-.081) - .314 (-.058) 

性別 A  -1.215 (-.069) 
在校違規記錄 B  -4.166 (-.178) ***

家庭結構：不完整家庭 C  -2.338 (-.092) * 
學校對健康議題重視度  - .038 (-.010) 
家長教育程度：國中以下 D  -8.491 (-.326) ***

家長教育程度：高中或高職 D  -5.709 (-.305) ***

家長教育程度：專科或大學 D  -3.336 (-.184) ** 
就讀學校規模：小型學校 E  1.096 ( .045) 
就讀學校規模：大型學校 E  -2.298 (-.129) * 
常數項 61.577*** 64.886*** 
R2 (Adjusted R2) .101(.083) .237(.204) 
F 值 5.595*** 7.095*** 
*p<0.05   **p<0.01  ***p<0.001 
A：參考組為女生 
B：參考組為無在校違規記錄 

C：參考組為完整家庭 
D：參考組為家長教育程度在研究所以上 

E：參考組為中型學校 

依變項 
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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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校氣氛對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 
 
一、 學校氣氛對整體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 

此部分驗證假設 4-1：學校氣氛各層面對整體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

預測力。因此自變項為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

學生參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同儕互動、紀律嚴苛、安全問題等八

項，依變項是危害健康行為，以 Enter 方式進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

表 4-13 所示。 

從表 4-13 Model 1 可知，學校氣氛可以顯著預測危害健康行為，

並解釋危害健康行為 22.2%的變異量。學校氣氛各層面中，「學業傾

向」、「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是預測危害健康行為的重要變項。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安全問題對危害健康行為的預測力最大。研

究假設 4-1『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預測力』獲得部

分支持。 
 
二、 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對整體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 

此部分驗證假設 5-1：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各層面對整體危

害健康行為仍有顯著預測力。因此將上述八個層面與前述六個背景因

素等十四個自變項，以 Enter 方式進行迴歸分析，探討其對危害健康行

為的預測能力。 

結果如表 4-13 Model 2 可知，控制背景變項後，學校氣氛中學業

傾向、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三個層面仍對危害健康行為有顯著預測

力，代表三者對危害健康行為有獨立的解釋力。研究假設 5.1『控制背

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各層面對整體危害健康行為仍有顯著預測力』獲

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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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學業傾向對危害健康行為的β值為負

值，而紀律嚴苛與安全問題的β值均為正值，這樣的結果代表控制其

他變項之後，研究對象知覺學校愈重視學習，危害健康行為愈少，而

知覺學校紀律愈嚴苛、校園環境愈不安全，危害健康行為愈多。 
 
表 4-13 影響國中學生危害健康行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n=406)
 危害健康行為 

Model 1 
危害健康行為 

Model 2 
學校氣氛  b   (β) b (β)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 .086  (-.084) - .094 (-.092) 
學校設備 - .077  (-.051) - .069 (-.046) 
學業傾向 - .381  (-.214) *** - .302 (-.170) ** 
學生參與決定 - .075  (-.030) - .060 (-.024) 
支持多元文化 .042  ( .013) .174 ( .055) 
同儕互動 .131  ( .058)  .057 ( .025) 
紀律嚴苛 .566  ( .214) ***  .495 ( .187) *** 
安全問題 1.352  ( .230) *** 1.152 ( .196) *** 

性別 A  1.935 ( .101) * 
在校違規記錄 B  5.814 ( .228) *** 
家庭結構：不完整家庭 C  1.146 ( .041)  
學校對健康議題重視度  - .167 (-.039) 
家長教育程度：國中以下 D  - 1.817 (-.064) 
家長教育程度：高中或高職 D  - .552 (-.027) 
家長教育程度：專科或大學 D  .972 ( .050) 
就讀學校規模：小型學校 E  -3.355 (-.128) * 
就讀學校規模：大型學校 E  -2.266 (-.116) 
常數項 45.782*** 47.210*** 
R2 (Adjusted R2) .237(.222) .312(.282) 
F 值 15.446*** 10.365*** 
*p<0.05   **p<0.01  ***p<0.001 
A：參考組為女生 
B：參考組為無在校違規記錄 

C：參考組為完整家庭 
D：參考組為家長教育程度在研究所以上 

E：參考組為中型學校 

依變項 
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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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控制背景因素前後，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各類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 

這部分旨在瞭解控制背景因素前後，學校氣氛對各類危害健康行

為的影響，使用 Enter 進行迴歸分析，將變項逐次投入迴歸模式中；

第一次以學校氣氛同時投入預測變項，分別以各類危害健康行為做依

變項；第二次依變項與分析方法不變，自變項則是學校氣氛加上六項

背景因素，廻歸模式分別驗證假設 4-2：學校氣氛對各類危害健康行

為有顯著預測力和假設 5-2：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對各類危害

健康行為仍有顯著預測力。依據各類危害健康行為將結果分述如下。 
 

(一) 學校氣氛各層面對物質濫用/尋求刺激層面預測之分析 

由表 4-14 可知，學校氣氛中「學業傾向」、「紀律嚴苛」及「安

全問題」對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有顯著預測力，其中以學業傾向

預測力最大；而且在控制背景因素後，三者的預測力仍在。 

也就是說，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的總變異中有部分可由知覺

學校的學習風氣、管教紀律及安全問題獨立解釋；當知覺的學校氣氛

愈傾向重視學習，物質濫用與尋求刺激行為愈少，而知覺學校紀律愈

嚴苛、校園愈不安全，物質濫用與尋求刺激行為愈多。 

然而，「同儕互動」對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的正向影響在加入

控制變項後卻消失了，代表同儕互動與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可能

受到性別、在校違規記錄及就讀學校規模等背景因素的影響，因此當

控制性別、違規記錄及學校規模在相同的情況下，同儕互動可能不是

預測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的重要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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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學校氣氛各層面預測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之迴歸分析              (n=406)

物質濫用/ 
尋求刺激行為 
(依變項) 

教師

支持/
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

參與

決定

支持

多元

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F-value R2 

β 
(SE) 

.018

(.022)

-.007 

(.028) 

-.276***

(.032) 

  .054

(.045)

-.046

(.053)

.128*

(.034)

.225***

(.041) 

.187*** 

(.085) 
10.263*** .171

β＃ 
(SE) 

.007

(.021)

.005 

(.027) 

-.181**

(.031) 

.041

(.043)

.004

(.050)

.088

(.032)

.184***

(.039) 

.145** 

(.080) 
10.330***

註：1.＃：控制背景因素(性別、在校違規記錄、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度、學校對健康

議題重視程度以及就讀學校規模)後的標準化相關係數。 
    2. *p<0.05   **p<0.01  ***p<0.001。 

 

(二) 學校氣氛各層面對違反常規層面預測之分析 

由表 4-15 可知，學校氣氛可解釋違反常規行為 17.9%的變異量。

各層面中，「學業傾向」、「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是預測違反常

規行為的重要變項，其中以安全問題的預測力最大。而且在控制背景

因素後，三者的預測力仍在。 

這樣的結果代表知覺學校氣氛愈重視學習，違反常規行為愈少；

然而，知覺學校紀律愈嚴苛且校園不安全時，違反常規行為愈多。 
 

表 4-15 學校氣氛各層面預測違反常規行為之迴歸分析                    (n =406) 

違反常規行為 
(依變項) 

教師

支持/
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

參與

決定

支持

多元

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F-value R2

β 
(SE) 

-.063

(.028)

-.014 

(.037) 

-.205**

(.042) 

-.063

(.058)

-.027

(.069)

.091

(.045)

.153**

(.054) 

.214*** 

(.112) 
10.791*** .179

β＃ 
(SE) 

-.064

(.029)

-.022 

(.036) 

-.151**

(.041) 

-.080

(.057)

.022

(.067)

.048

(.043)

.121*

(.052)

.163*** 

(.108) 
8.873***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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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偷竊與破壞層面預測之分析 

由表 4-16 可知，學校氣氛可解釋偷竊與破壞行為 18.1%的變異

量。各層面中，「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

對偷竊與破壞行為有顯著預測力，其中仍以安全問題的預測力最大。

而且在控制背景因素後，三者的預測力仍在。 

這樣的結果代表知覺學校中教師支持愈多、創新教學愈多、規則

的訂定與落實愈一致，則偷竊與破壞行為的表現愈少；知覺學校紀律

愈嚴苛且校園愈不安全，偷竊與破壞行為愈多。 

 
表 4-16 學校氣氛各層面預測偷竊與破壞行為之迴歸分析                  (n =406)

偷竊與破

壞行為 

(依變項) 

教師

支持/

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

參與

決定

支持

多元

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F-value R2

β 
(SE) 

-.149*
(.018)

-.070 
(.024) 

-.075
(.027)

-.004
(.038)

-.001
(.045)

-.072
(.029)

.149**
(.035) 

.168*** 
(.072) 10.968*** .181

β＃ 
(SE) 

-.167*
(.019)

-.062 
(.024) 

-.085
(.028)

.024
(.039)

-.003
(.046)

-.070
(.029)

.154**
(.036) 

.167** 
(.073) 5.569***

註：1.＃：控制背景因素(性別、在校違規記錄、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度、學校對健

康議題重視程度以及就讀學校規模)後的標準化相關係數。 

    2. *p<0.05   **p<0.01  ***p<0.001。 

 

(四) 學校氣氛各層面對不良生活習慣層面預測之分析 

由表 4-17 可知，學校氣氛可解釋不良生活習慣 12.1%的變異量。

各層面中，「支持多元文化」、「紀律嚴苛」及「校園安全」是預測不

良生活習慣的重要變項，其中仍以安全問題的預測力最大。而且在控

制背景因素後，三者的預測力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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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說明在校園中與不同文化的交流機會愈多、學校紀律

愈嚴苛且校園愈不安全時，學生愈容易形成不良生活習慣。 
 

表 4-17 學校氣氛各層面預測不良生活習慣之迴歸分析                  (n =406)

不良生活

習慣 

(依變項) 

教師

支持/

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

參與

決定

支持

多元

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F-value R2

β 
(SE) 

-.080 
(.016) 

-.086 
(.021) 

-.052
(.024)

-.070
(.033)

.119*
(.039)

-.046
(.025)

.118*
(.031)

.170** 
(.063) 

6.827*** .121

β＃ 
(SE) 

-.063 
(.017) 

-.087 
(.021) 

-.087
(.024)

-.047
(.034)

.132*
(.039)

-.050
(.025)

.122*
(.031)

.180*** 
(.063) 

4.871***

註：1.＃：控制背景因素(性別、在校違規記錄、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度、學校對

健康議題重視程度以及就讀學校規模)後的標準化相關係數。 

    2. *p<0.05   **p<0.01  ***p<0.001。 

 

(五) 學校氣氛各層面對暴力/吸毒/性行為層面預測之分析 

由表 4-18 可知，學校氣氛可解釋暴力/吸毒/性行為 6.9%的變異

量。各層面中，「學業傾向」與「紀律嚴苛」對暴力/吸毒/性行為有顯

著預測力，其中以紀律嚴苛的預測力較大。 

但是，在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業傾向」對暴力/吸毒/性行為的負

向影響消失，反而顯現「支持多元文化」對上述行為的正向影響；代

表學業傾向、支持多元文化及暴力/吸毒/性行為可能受到背景因素影

響，因此當控制違規記錄及學校對健康議題重視度在相同的情況下，

預測暴力/吸毒/性行為的重要變項不是學業傾向，而可能是支持多元

文化的學校風氣。由此可知，控制背景因素後，「支持多元文化」與

「紀律嚴苛」對暴力/吸毒/性行為有正向預測力，即知覺校園內不同

文化的交流機會愈多、紀律愈嚴苛，學生愈易有暴力/吸毒/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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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學校氣氛各層面預測暴力/吸毒/性行為之迴歸分析                (n =406)

暴力/吸毒/

性行為 

(依變項) 

教師

支持/

創新 

學校

設備 

學業

傾向

學生

參與

決定

支持

多元

文化

同儕

互動

紀律

嚴苛

安全

問題 
F-value R2

β 
(SE) 

-.060 
(.009) 

-.049 
(.012) 

-.131*
(.014)

-.035
(.019)

.102
(.023)

.087
(.015)

.153**
(.018) 

.051 
(.036) 

3.698*** .069

β＃ 
(SE) 

-.092 
(.010) 

-.030 
(.012) 

-.100
(.014)

.001
(.019)

.134*
(.022)

.065
(.014)

.129*
(.018)

.026 
(.036) 

3.630***

註：1.＃：控制背景因素(性別、在校違規記錄、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度、學校對

健康議題重視程度以及就讀學校規模)後的標準化相關係數。 

    2. *p<0.05   **p<0.01  ***p<0.001。 

 

(六) 小結 

從表 4-14 至表 4-18 的分析結果發現，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各類危

害健康行為有不同的預測力，假設 4.2.『學校氣氛對各類危害健康行

為有顯著預測力』獲得支持。 

控制背景因素後，有些原有的顯著變項消失，有些原本不顯著的

變項卻出現預測力，假設 5.2.『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對各類危

害健康行為仍有顯著預測力』獲得部分支持。彙整結果如下： 

1. 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總變異量中有 17.1%可由學校氣氛所

解釋。學業傾向、同儕互動、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是物質濫用

/尋求刺激行為的重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學業傾向的預測力最

大。控制背景因素後，同儕互動的影響力消失，而學業傾向、

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仍可顯著預測物質濫用/尋求刺激行為。 

2. 違反常規行為：總變異量中有 17.9%可由學校氣氛所解釋。控

制背景因素前後，學業傾向、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是預測違反



 84

常規行為的重要變項，其中以安全問題的預測力最大。 

3. 偷竊與破壞行為：總變異量中有 18.1%可由學校氣氛所解釋。

控制背景因素前後，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紀律嚴苛與安全問

題是預測偷竊與破壞行為的重要變項，其中以安全問題的預測

力最大。 

4. 不良生活習慣：總變異中有 12.1%可由學校氣氛解釋。控制背

景因素前後，支持多元文化、紀律嚴苛及安全問題是預測不良

生活習慣的重要變項，其中以安全問題的預測力最大。 

5. 暴力/吸毒/性行為：總變異量中有 6.9%可由學校氣氛所解釋。

各層面中，學業傾向與紀律嚴苛是重要預測變項，其中以紀律

嚴苛的預測力較大。但是，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業傾向的影響

力消失，卻出現支持多元文化的預測力，而紀律嚴苛仍可顯著

預測暴力/吸毒/性行為。 

 

參. 綜合討論 

本節旨在探討控制背景因素前後，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危害健康

行為的預測能力。以研究發現驗證研究假設，可知假設 3、假設 4-2 與

假設 5-1 皆獲得支持，而假設 2、假設 4-1 以及假設 5-2 皆獲得部分支持，

以下則綜合前述重要研究發現彙整於表 4-19，並進行討論。 
 
一、 學校氣氛對學業成就之預測 

研究發現控制背景因素前後，「學生參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

及「紀律嚴苛」皆能顯著預測學業成就。其中以「學生參與決定」的

預測力最大。此結果與 Brand 等人(2003)的發現並不一致。Brand 等人

以小學六年級到高中三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同時採用標準化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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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生自覺學業績來代表學業成就，有可能因為受試對象範圍較廣且

學業成就的測量不同，所以「學業傾向」在本研究中不是預測學業成

就的主要因素。 
 
二、 學校氣氛對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 

研究發現控制背景因素前後，「學業傾向」、「紀律嚴苛」及「安全

問題」皆能顯著預測危害健康行為。其中以「安全問題」的預測力最

大。此結果與蔡德輝等人(2000)、石泱等人(2006)的結果相近。在本研

究中安全問題的得分愈高代表知覺學校環境愈不安全，也就是指校園

中有較多的威脅、暴力與偷竊問題。若從 Glaser「差異認同理論」來

詮釋：校園中的問題行為可能經由學習模仿，而產生更多的問題學生

(陳景圓，董旭英，2006)。 
 
三、 學校氣氛對各類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 

(一) 「紀律嚴苛」能顯著預測各類危害健康行為 

除了各類危害健康行為之外，紀律嚴苛對學業成就亦具有獨立的

負向預測力。由此可知，一昧要求學生服從的權威式管教，不僅無益

於學業成就，更可能促使各類的危害健康行為的發生。 
 

(二) 「學業傾向」可顯著預測物質濫用/尋求刺激與違反常規行為 

知覺學校有良好的學習風氣，學生較不易有物質濫用/尋求刺激或

是違反常規行為。換句話說，在不認同學業目標的氛圍中，學生較難

從傳統價值觀中獲得成功與被認同的機會，容易誘發物質濫用/尋求刺

激或是違反常規行為的發生。 
 

(三)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可顯著預測偷竊與破壞行為 

除了偷東西外，說謊、生氣時摔東西、故意破壞公物以及曾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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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等四項行為皆是超過三成的研究對象進入國中後曾表現之行為。

而研究發現控制背景因素前後，「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皆可負向預測

此類行為，也就是說知覺在校得到愈多的教師支持、創新教學及規則

的定訂與執行愈一致時，偷竊與破壞行為愈少。然而，究竟是教師支

持、創新教學或是規則的一致性與偷竊與破壞有關，則需進一步釐清。

因此以「教師支持」、「創新教學」，以及「規則的一致性」為自變項，

「偷竊與破壞」為依變項，探討何者為重要預測變項。結果發現教師

支持(t=-2.95，P<0.01)與規則的一致性(t=-2.91，P<0.01)皆可負向預測

偷竊與破壞行為，其中又以教師支持的預測力較大。由此可知，增加

學生在校的教師支持程度，有助於降低學生的偷竊與破壞行為。 
 

(四) 「支持多元文化」可顯著預測不良生活習慣與暴力/吸毒/性行為 

除了不良生活習慣與暴力/吸毒/性行為外，支持多元文化對學業

成就也有正向的預測力，為什麼知覺在校與不同文化的交流機會愈

多，有益於學業成就，卻也可能促使上述兩類危害健康行為？可能原

因仍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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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預測變項 

學業 

成就 

整體危

害健康

行 為

物 質 

濫用/ 

尋求刺

激行為

違反常

規行為

偷竊 

與破壞

行為 

不良

生活

習慣 

暴力/

吸毒/

性行為

 Model Model Model Model Model Model Model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教師支持與 

教學創新 
        ☆     

學校設備               

學業傾向    ☆ ☆ ☆      

學生參與決定  ☆             

支持多元文化  ☆          ☆  ☆

同儕互動              

紀律嚴苛  ☆  ☆ ☆ ☆ ☆  ☆ ☆

安全問題    ☆ ☆ ☆ ☆  ☆   

性別    ☆  ☆  ☆    ☆   

違規記錄  ☆  ☆  ☆  ☆    ☆  ☆

家庭結構  ☆          ☆   

家長教育程度  ☆          ☆   

學校重視健康

議題程度 
             ☆

就讀學校規模    ☆  ☆         

Model 1 表示控制背景因素前，學校氣氛對依變項的預測模式。 

Model 2 表示控制背景因素後，學校氣氛與背景因素對依變項的預測模式。 

、☆表示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 
 

表 4-19 學校氣氛各層面對學業成就與危害健康行為之預測分析綜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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