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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假設 

第一節    資料來源 

本研究使用的資料取自「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簡稱 TEPS）是一項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規劃的全國性長期的調查計

畫。TEPS 自 2001 年起七年內，以問卷自填的方式進行調查，調查範圍涵蓋臺灣地

區的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的學生。同時，再以這些學生為研究核心，將研究範

圍擴及到會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最主要的幾個因素：學生家長、老師及學校。本研

究採用國中樣本，於 2001 年下半年對國中一年級的學生展開第一梯次的資料蒐集，

2003 年下半年，也就是在國中三年級上學期，針對同一批學生進行第二梯次的資料

蒐集。依照臺灣地區（含澎湖離島地區）的城鄉分佈、公立與私立學校的差異、及

國中、高中/高職、五專等學制作為分層依據，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行抽樣。由於

TEPS 同時牽涉三個類屬層次（nested groups）的設計：學生層次、班級層次與學校

層次，而每一個層次都可能進行多元因果分析，因此，要有足夠的學校數和班級數。

為了區分 A. 不同學校之間（differences between schools）與 B. 同一學校中不同班級

間（differences within school）學習結果的差異，每所學校至少需有兩班。但又考量

到避免因個人資料之缺漏造成班級資料之不完整，從而導致班級數降至兩班以下，

計畫中心在每一間學校內平均抽取三班。至於每一班抽取人數，為確保一定程度的

統計穩定性，學生數少於 10 人（含）的學校，即排除在抽樣範圍之外。所以，TEPS

所抽取的樣本班級每班至少需要有 12 位學生，加上流失率的考量，第一梯次調查至

少每班 15 人。 

TEPS 在 2001 年及 2003 年下半年實施的兩波追蹤調查，施測結果如表 3-1。 

TEPS 在資料蒐集上，主要分兩大類：1.只有學生才需要做的「綜合分析能力」

測驗，及 2.針對學生、家長、授課老師和學校所設計的自填問卷，資料蒐集工具與

內容示意如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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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TEPS 第一、二波實際完訪數量說明表 

國中  

一波 二波 

抽樣學校總數（學校數） 338 

實際完訪學校總數（學校數） 333 333 

實際完訪班級數（班） 1,244 1,930 

實際完訪學生數（人） 20,004 18,903 

實際完訪老師數（人） 3,580 3,845 

改自張苙雲（2005）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第二波資料使用手冊 2005.02.01 版 

 

圖 3-1  TEPS 資料蒐集工具與內容示意圖 

 

TEPS 

綜合分析能力測量（學生） 問卷 

學生問卷 學校問卷 老師問卷 家長問卷 

導師/科任老師

問卷 
導師/科任老師

評量 
校長問卷 其他處室問卷

引自張苙雲（2005）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第二波資料使用手冊 2005.02.01 版 

 

本研究將採用問卷設計中關於學生、家長、老師等三個部分以及綜合分析能力測驗

數學能力部分。其內容與蒐集方式簡述如下（張苙雲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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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問卷：由學生在課堂上自行填寫問卷。問卷內容包含學校、家庭、住家

環境、或社團、組織所能提供給學生的機會，學生投入學習的時間和努力的

多寡，交友狀況，對自我的評價等。 

（2） 家長問卷：由學生的家長所填寫的問卷，家長主要是指學生的父母，或是長

期同住且負責照料學生的監護人、親戚長輩等。問卷內容包括：家庭所提供

及影響學生學習機會的因素，如父母的管教方式、家庭氣氛、家庭活動等。 

（3） 老師問卷：包括學生的班級導師及國文、英文、數學三科的科任老師所填寫

的問卷，針對個人生活與任教經驗的導師或科任老師問卷，主要是蒐集老師

對學生學習機會的影響，譬如：老師個人的基本資料、對學校整體的評估、

老師的教學狀況等。 

（4） 綜合分析能力測驗：TEPS 的綜合分析能力測驗並非一般智力測驗，而是以各

種題材去測量學生非教科書內容的解決問題能力，此能力雖與智力相關，但

會因為學習而進步成長。經由長期追蹤調查，可看出學生的綜合能力是否有

隨年齡及學習階段而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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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分析方法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對於各影響國中女生數學成就的因素提出問題與假設，首先

延續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提出的幾個問題，首先由個人層次出發，根據 Keller（2001）

的研究，若女生認為數學為男性擅長領域，則數學成就較低，因此本研究假設在控

制國一數學成就、家庭社經背景及教育期望等三項因素之後，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對於其國三數學成就仍有影響。 

 

假設一：控制國一數學成就、家庭背景及教育期望等因素，學生越沒有性別刻

板印象，其國三數學成就越高。 

 

在瞭解學生個人層次性別刻板印象的效果之後，接下來進一步推論班級層次因素的

影響。根據過往研究女生班或女校對於學生國三數學成就有顯著影響，就讀女生班

對於女生學習數學有正面效果，因此假設就讀女生班的女生，其國三數學成就較一

般男女合班的女生高。 

 

假設二：就讀女生班的女生，其國三數學成就較就讀一般男女合班的女生高。 

 

台灣的學校教育以固定班級為單位，由老師主導課堂教學及師生互動，由此推論數

學老師對於學生的國三數學成就將有顯著影響。若數學老師為女性，對於女生學習

數學的過程將可扮演正面模範角色，降低女生對數學的排斥及恐懼，進而加強數學

的學習動機及信心，因而可假設女性數學老師對於學生國三數學成就有正面影響。

另一方面，數學老師的性別刻板印象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若老師認為女生不適合

念理工科，則較容易忽略女生的數學表現，所以其班上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較差。

綜上所述，針對數學老師的影響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對不同性別班級類別的女生而言，女性數學老師對其國三數學成就有

正面影響；數學老師的性別刻板印象對於女生的數學成就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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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同的班級性別環境之中學習，學生所感受到的班級氣氛將會影響其國三數學成

就，女生在女生班會與較具學業傾向的同學交往，其感受到的班級學業氣氛會較一

般男女合班為佳。一般男女合班的課堂上，女生受到的注意力明顯少於男生，且較

易受到同儕間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因此，假設推論女生班的班級學業氣氛較佳，

且對於學生的國三數學成就有正面影響。 

 

假設四：女生班的學生，其所感受到的正向班級學業氣氛對其國三數學成就將

有正面顯著影響。 

 

最後，將學校也納入討論之中。過去歐美澳地區對於單一性別班級或學校的研究被

認為有選擇性偏誤的問題，由於單一性別班級或學校以私立及天主教設立居多數，

因而若只討論學生的學業成就，將會得到男女分班分校對於學生學業成就有正面影

響的結論。然而，私立及天主教學校入學時已有一篩選過程，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

較高。根據過去研究發現，高家庭社經背景的家長能提供給子女的資源越豐富，有

助於子女的學業表現。因此，私立或天主教學校學生學業成就較一般以男女合班合

校為主的公立學校為高，實則為學校的篩選效果，而非男女合班或分班的影響。為

了釐清私立學校的篩選效果，本研究將學校公私別納入最後一個模型，若引進學校

公私別之後，女生班效果即消失，則可支持學校篩選效果先於班級性別環境的相關

討論。 

 

假設五：不論女生班或男女合班，就讀私立學校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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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因應研究目的與資料結構，本研究採取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以

下簡稱 HLM）為分析方法，HLM 在進行綜合的統計分析時，可估計在各層次的效

果，以及各層次所能解釋的變異量（Raudenbush & Bryk 2002）。 

本研究考量學生及班級兩個層次，第一層為學生的國一數學成就、家庭社經背景、

個人教育期望、性別意識等。第二層為班級，自變項為班級性別、數學老師性別等，

以觀察女生班是否較有利於女生數學成就。HLM 分析中學生個人層次的依變項為國

三數學能力 IRT 分數。決定選擇數學能力 IRT 分數為依變項的原因有二：（1）在所

有學科中，數學是在學校教育中學習最多的，較不受家庭因素影響（Murnane 1975）；

（2）數學成就根據過去研究顯示，有最高的穩定性，國高中的差異較小（Lee and Bryk 

1989；Wang and Goldschmidt 2003）。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國中女生在三年級時的數學成就，資料來源為 TEPS 釋出之問卷內

容及綜合分析能力測驗。國一的數學成就為第一波綜合分析能力測驗數學或數字性

能力測驗分數，國三數學成就為第二波學生問卷綜合分析能力測驗數學或數字性能

力測驗分數。依據文獻回顧，考量學生家庭社經背景、性別刻板印象、教育期望、

班級學業氣氛等等因素。研究使用變項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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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變項來源及測量 

研究變項 資料來源 變項測量 

依變項：國三數學成就 TEPS 第二波綜合能力分析測

驗：數學或數字性能力測驗 
w2m3p28：IRT 分數 

自變項：個人層次   

國一數學成就 TEPS 第一波綜合能力分析測

驗：數學或數字性能力測驗 
w1m3p29：IRT 分數 

學生性別刻板印象 第二波學生問卷 男生是否比較適合念自然科

學（學生 w2s404）  

教育期望 第一波學生問卷 教育期望：學生（w1s553a）

家庭社經背景 第一波家長問卷 父親職業、教育程度及家庭

收入 

   

自變項：班級層次 資料來源 變項測量 

班級性別環境 第一波及第二波學生問卷及

限制使用版老師問卷 
新增虛擬變項：男女合班及

女生班 

數學老師性別 第二波老師問卷 數學老師性別(w2t301)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第二波老師問卷 男生是否比較適合念自然科

學（w2t316） 

班級學業氣氛 第一波學生問卷 班級的學業氣氛題組

（w1s315-w1s320） 

學校公私立類型 第一波學生問卷 學校公私立別（w1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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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處理及變項測量  

本節依次說明資料處理過程方法及所使用變項的測量方式。 

資料處理 

TEPS 提供的資料依照使用權限，分為公共使用版、限制使用版及現場使用版。本研

究依權限可取得的資料為前兩者，學生、家長及老師問卷透過學生代碼（stud_id），

可連結前後兩波調查的各問卷。由於 TEPS 釋出資料時，是從原始樣本中抽取 70％

的樣本資料，做為公開釋出資料之用，因此本研究也以此資料進行分析。 

 

一、 學生樣本： 

以學生樣本編號（stud_id）連結 TEPS 公共使用版學生問卷及限制使用版老師問卷導

師部分，可得知學生是否屬於同一個班級。本研究對於有效樣本採取較嚴格定義，

刪除無法確定兩波資料中皆在同一班級中的樣本，排除國一到國三階段有轉班或換

班的學生，再扣除全班人數未滿五人的班級樣本，整理前後兩波資料之後，總計有

效的國中女生樣本數共 3517 人。 

 

二、 班級性別： 

以學生樣本編號（stud_id）連結TEPS公共使用版學生問卷及限制使用版1老師問卷導

師部分，以stata9.0 統計軟體產生新變項：班級編碼（cls_id）。再比對班級內的性別

分佈狀況，將班級性別區分為兩種，男女合班為 0，女生班為 1。前後兩波調查中，

部分學校有重新編班，或學生有轉班，因此女生班樣本採取較嚴格定義，只計算兩

波調查中皆為女生班的樣本。總計符合條件的女生班總計 24 班，樣本數 229 人。男

女合班總計 644 班，3288 人。 

                                                 
1 本研究所使用的TEPS限制使用版授權碼：10y745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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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測量

個人層次 

各變項描述統計如表 3-3 所示，以下依序解釋變項測量及操作過程。 

一、 數學成就 

以TEPS的綜合分析能力測驗2為依據，採用第一及第二波學生問卷數學數字性能力測

驗部分分數。國一的數學成就為第一波學生問卷中綜合分析能力測驗數學能力估算

值（w1m3p29），國三數學成就為第二波學生問卷綜合分析能力測驗數學能力估算值

（w2m3p28）。 

 

二、 家庭社經背景 

綜合職業聲望、家庭收入及教育程度三者，分別以父親職業與家庭每月總收入，及

選擇父母親中教育程度較高者為代表，將三指標分別標準化為 Z 分數之後，相加得

一家庭社經背景分數，各指標之描述統計於附錄三。 

1. 父親職業：綜合第一波家長問卷 faocc（職業）、faself（是否為負責人或老闆）及

faindu（工作行業）、famgm（工作單位中的職位）等四題，整理出職業變項六

類。若父親職業為遺漏值，則以母親職業填補。 

2. 家庭每月總收入：第一波家長問卷 5-15 題，以家長實際填答的資料為分析依據。 

3. 家長教育程度：第一波家長問卷，取父母中教育程度最高者，若有遺漏值則以有

填答家長答案為主。 

 

三、 學生教育期望 

第一波學生問卷w1s553a：『你期望自己念到何種教育程度？』，重新編碼為四類，選

項依序為(1)高中職及以下、(2)專科、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畢業、(3)一般大學畢業、

                                                 
2 採用TEPS綜合分析能力測驗分數為學業成就是可被接受的，因為TEPS所設計的綜合分析能力測驗是

測驗解決問題能力，會因為學習而進步成長，有別於一般智力測驗。經由長期追蹤調查，可看出學生

的綜合能力是否有隨年齡及學習階段而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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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所畢業。3

 

四、 學生性別刻板印象 

此概念主要在評量受訪者對於自然科學領域是否有性別刻板印象。根據第二章文獻

回顧，學校教育歷程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將性別階層現象合理化及性別刻板印象內

化，影響之後的性向和能力發展。因此，以學生及老師問卷中對於自然科學領域的

性別態度，作為性別刻板印象的指標。 

 

第二波學生問卷 w2s404：『你同不同意男生比女生更適合念自然科學？』：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不同意' 

4 '非常不同意' 

 

分數越高，對於自然科學領域越不抱持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表 3-3 個人層次變項描述統計 

個人層次 合班（N=3288）   女生班（N=229）   

測量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國一數學成就 -0.019 0.891 -2.412 2.39 0.269 0.937 -2.107 2.259

國三數學成就 -0.05 0.9 -1.897 2.313 0.292 0.894 -1.744 1.973

家庭社經背景 -0.044 0.972 -1.744 3.517 0.626 1.167 -1.744 3.517

學生教育期望 2.791 0.913 1 4 3.149 0.878 1 4

學生性別刻板印象 2.792 0.808 1 4 3.149 0.878 1 4

 

 
                                                 
3教育期望回答國中者有 84 人，佔有效樣本的 2.4%，因此與回答高中職者合併。回答不清楚或不知道

的人數有 617 人，佔樣本的 17.73%，為了分析需要，選擇以中位數 2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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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層次 

一、 班級性別類別 

以學生代碼連結第一和第二波公共使用版學生問卷及限制使用版老師問卷，經過統

計軟體（stata 9.0）處理後，得到班級資料。將男女合班編碼為 0，純女生班為 1。總

計資料中合班佔 644 班，女生班共 24 班。 

 

二、 班級學業氣氛 

根據過往單一性別環境的研究指出，女生在女生班所感受的班級氣氛較為溫和友

善，比較可以將注意力集中在學業上（Hubbard and Datnow 2005），因此女生班的班

級學業氣氛較男女合班為佳。本研究將第一波學生問卷中關於班級氣氛的變項，重

新編碼後加總，產生一『班級學業氣氛』變項。 

題組：w1s315 'w1:班上的情況?  在同年級中,我們班的成績算好的'（重新編碼） 

w1s316 'w1:班上的情況?  同學常一起討論功課或唸書'（重新編碼） 

      w1s317 'w1:班上的情況?  同學間學業競爭激烈' 

      w1s318 'w1:班上的情況?  同學間常討論升學的事'（重新編碼） 

      w1s319 'w1:班上的情況?  常常結伴參觀校外展覽或聽演講'（重新編碼） 

      w1s320 'w1:班上的情況?  同學會找老師聊天'（重新編碼） 

相加之後，再轉為標準化分數。得分越高，班級學業氣氛越強，由表 3-4 可知女生班

的學生所感受到的班級學業氣氛較男女合班為強烈。 

表 3-4 班級學業氣氛 

 合班（N=3288） 女生班（N=229）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班級學業氣氛 -0.014 0.995 -3.314 2.870 0.206 1.04 -3.314 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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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數學老師性別 

資料來源：限制使用版第二波老師問卷數學老師個人資料，重新編碼以 0 表示男性，

1 為女性。女性數學老師人數略多於男性數學老師，且女生班的數學老師性別較多為

女性。 

表 3-5 數學老師性別 

 合班（N=3288） 女生班（N=229）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數學老師性別（人） 307 337 9 15

數學老師性別（比例） 47.67% 52.23% 37.5% 62.5%

 

四、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第二波老師問卷：數學老師 

『你同不同意男生比女生更適合念自然科學？』：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不同意' 

4 '非常不同意' 

分數越高，對於自然科學領域越不抱持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如表 3-6 及 3-7 結果所示，若以班級區分，合班及女生班數學老師之間的性別刻板印

象差異小於以數學老師性別區分，男老師和女老師相比，較傾向同意男生更適合念

自然科學。 

表 3-6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以班級區分 

 合班（N=3288） 女生班（N=229）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別刻板印象 2.581 0.684 1 4 2.598 0.70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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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以性別區分 

 男老師（N=316） 女老師（N=352）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別刻板印象 2.518 0.731 1 4 2.641 0.637 1 4

 

 

五、 學校公私立別 

公共使用版第一波學生問卷，可由表 3-8 看出女生班以私立學校佔多數，女生班學生

中有 60.7%來自私立學校，在之後的分析中有重要影響。 

表 3-8 學校公私立別 

 合班（N=3288） 女生班（N=229） 

 公立 私立 公立 私立 

班級數（班） 580 64 10 14

學生數（人） 3059 229 90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