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一性別環境對國中女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第四章  資料分析 

本章主要目的為呈現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說明樣本特

性，第二節為分析模式的設定，學生個人層次的國一數學成就、家庭背景、教育

期望與性別刻板印象對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進一步引進班級層次變項，含班級

性別類別、數學老師性別、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班級學業氣氛及學校公私立

別等，對於學生階層變項的影響分析，第三節為分析結果。 

 

第一節  樣本特性 

先就本章分析方法做一說明。本研究的學生個人層次資料來自於學生及家長兩份

問卷，班級層次資料依班級代碼合併學生及老師問卷產生，個人層次有效樣本計

3357 人，班級層次樣本 633 班。兩階層各變項的描述性統計資料如附錄四，各

變項遺漏值在進行 HLM 檔案轉檔時已剔除。 

在進入 HLM 模式分析之前，先就本研究所使用的各變項探討個人及班級層次自

變項與國三數學成就之間的相關情形。表 4-2 列出個人層次變項之間的相關係

數，各變項之間皆為正相關，其中與國三數學成就相關係數最高的是國一數學成

就，相關係數達到 0.770。教育期望愈高、家庭社經背景愈高，國三數學成就也

愈高。 

表 4-3 為班級層次變項檢定係數表。學校公私別與班級性別類別的係數明顯偏

高，概因女生班樣本 24 個班級中，有 14 班為私立學校。 

初步瞭解個人層次變項與國三數學成就的相關及班級層次變項之間的相關之

後，再就班級層次對國三數學成就的關聯性做一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首先

就班級性別類別來看，女生班的平均分數高於男女合班。其次，數學老師性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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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女老師任教班級的國三數學成就優於男老師。較特殊的是，數學老師性別刻

板印象偏高者，反而任教班級的數學成就較低。依照學校公私別區分，私立學校

的數學成就明顯優於公立學校。  

 

表 4-1 個人層次測量變項相關係數表 

 國三數學成
就 

國一數學成
就 

教育期望 家庭背景 性別刻板
印象 

國三數學成就      1  

國一數學成就 0.770** 1  

教育期望 0.375** 0.362** 1  

家庭背景 0.371** 0.371** 0.265** 1 

性別刻板印象 0.183** 0.176** 0.081* 0.077* 1 

*p<.05  **p<.01 

 
表 4-2 班級層次變項檢定係數表 
 班級性別類

別 
數學老師

性別 
數學老師性

別刻板印象

學校公私別 班級學業

氣氛 

班級性別類別   1  
數學老師性別 5.431* 1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0.678  72.543* 1  
學校公私別 663.5*  6.117* 23.021* 1 
班級學業氣氛(F 值)     10.2** 0.250 0.270   41.25** 1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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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不同班級性別類別學生國三數學成就的平均數分析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班級性別類別    
男女合班 -0.050 0.900 3268 
女生班 0.292 0.894 228 

  F=30.75**  
數學老師性別    

男 -0.107 0.906 1643 
女 0.041 0.895 1837 

  F=23.66**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1    

高 0.071 0.918 1489 
低 -0.098 0.888 1983 

  F=29.88**  
班級學業氣氛2    

低 -0.121 0.906 411 
中 0.007 0.896 2456 
高 -0.033 0.921 510 

  F=3.69*  
學校公私別    

公立 -0.091 0.892 3130 
私立 0.514 0.818 366 

  F= 153.19**  

                                                 
1 將非常同意和同意男生比女生適合念自然科學者視為高性別刻板印象，不同意和非常不同意者

視為低性別刻板印象。 
2 班級學業氣氛高低以平均得分作為區分依據。低於平均一個標準差視為班級氣氛低，高於平均

一個標準差為班級氣氛高，正負一個標準差之內者為中。 

 35



單一性別環境對國中女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第二節  分析模式的設定 

為了瞭解學生國三數學成就在個人及班級層次的變異程度，必須先計算不含任何

預測變項的『完全無限制模式』（fully unconditional model）（pp.36, Raudenbush & 

Bryk 2002），以學生國三數學成就為依變項，模式方程式列於下，結果如表 4-4：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Yij （國三數學成就）＝ β0j ＋ Rij     ，  Rij  ~ N（0, σ2
）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θ00 ＋ U0j     ，   U0j  ~ N（0, τ00） 

Yij：第j班中，第i位學生的國三數學成就分數。 

β0j：第j班中，學生的國三數學成就平均分數。 

θ00：全部班級學生的國三數學成就平均分數。 

Rij：階層一的隨機效果，假定為常態分配。 

U0j：階層二的隨機效果，假定為常態分配。 

由表 4-4 可看出最大概似估計的結果，所有班級學生的平均國三數學成就的估計

值為-0.003，估計標準誤為 0.023，由此估算 95%的信賴區間為(-0.049, 0.042)3： 

班級間之差異達到顯著水準（p<0.01），亦即各班級學生在國三數學成就的表現

有顯著差異。接著計算內在組別相關係數 ρ（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ρ = τ00 / (τ00 + σ2
 ) = 0.209/ (0.209+0.596) = 0.260 

                                                 

3 (-0.003454－1.96×0.023259 , -0.003454＋1.96×0.023259) = (-0.049, 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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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完全無限制模式( fully unconditional model)結果 

固定效果 係數 估計標準

誤 
T 值 P 值 

學生國三數學成就之整體平均值

（θ00） 
-0.003 0.023 -0.148 0.882 

隨機效果 變異成分 自由度 χ2 P 值 

階層二之隨機效果(U0j) 0.209 633 1833.467 <0.000 

階層一之隨機效果(Rij) 0.596    

 

顯示全體學生在國三數學成就的總變異量中，有 26%來自於班級階層，值得進

一步探討班級層次的影響。 

由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結果： 

1. 各班級學生在國三數學成就的平均數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2. 全體學生在國三數學成就的變異量中，由班級階層產生的變異量佔總變異量

的 26%。 

學生個人層次分析依研究目的，含國一數學成就、學生家庭社經背景、性別刻板

印象及教育期望等四因素。班級層次將納入班級性別類別、數學老師性別、數學

老師性別刻板印象、班級氣氛。最後，因為上一章資料分析初步發現，本研究的

女生班樣本多來自私立學校，因此將討論學校公私立別的影響。將以上變項運用

HLM 分析，分別為模式（一）到模式（六），各模式的設定順序，先從個人層次

變項開始，模式一置入國一數學成就、教育期望及家庭社經背景等三個在表 4-2

中與國三數學成就相關係數較高的變項，模型二中加入性別刻板印象，以觀察模

型解釋力的變化。 

模式三到六的個人層次模式皆同模式二，開始一步步探討班級層次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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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班級性別類別開始，模式四加入數學老師性別及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模式五增加班級學業氣氛，最後一個模式六引進學校公私立別，以釐清資料中女

生班多來自私立學校的影響。各模式列於後，結果如表 4-6。 

 

模式（一）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Y ij（國三數學成就）＝ β0j ＋ β1j（國一數學成就）＋ β2j（教育期望）＋ 

β3j（家庭社經背景）＋ Rij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 θ00   ＋  U0j

 

模式（二）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Y ij（國三數學成就）＝ β0j ＋ β1j（國一數學成就）＋ β2j（性別刻板印象） 

＋ β3j（教育期望）＋ β4j（家庭社經背景） ＋ Rij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 θ00   ＋   U0j 

 

模式（三）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同模型二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 θ00 ＋ θ01（班級性別類別）＋ U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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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四）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同模型二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 θ00 ＋ θ01（班級性別類別）＋ θ02（數學老師性別）  

＋ θ03（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U0j

 

模式（五）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同模型二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 θ00 ＋ θ01（班級性別類別）＋ θ02（數學老師性別）  

＋ θ03（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θ04（班級學業氣氛）＋ U0j

 

模式（六） 

Level-1 Model 個人層次 同模型二 

Level-2 Model 班級層次 

β0j ＝ θ00 ＋ θ01（班級性別類別）＋ θ02（數學老師性別）  

＋ θ03（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θ04（班級學業氣氛） 

＋ θ05（學校公私別）＋ U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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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結果 

一、個人層次變項對於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 

以表 4-5 加以說明，在模式一與模式二中，可以看到國一數學成就對國三數學成

就的影響最顯著，這也符合過去研究數學成就具有高度穩定性的結果。模型一的

三個變項加入之後，個人層次的變異成分由完全無限制模式的 0.601 下降至

0.295，可得出國一數學成就、教育期望和家庭社經背景等三變項對於學生之間

國三數學成就差異的變異解釋量為 0.5094。模式二納入性別刻板印象之後，個人

層次的變異成分僅微微下降，由 0.295 降至 0.294，且原先三個變項的影響係數

皆略微下降。個人性別刻板印象對於學生國三數學成就差異解釋量為 0.0035，雖

然刻板印象效果的解釋係數相較於國一數學成就、教育期望及家庭社經背景等三

個變項為低，但對於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影響仍達到顯著。 

 

二、班級層次變項對於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 

於模式三中納入班級性別類別，對於國三數學成就有正影響。班級層次的變異成

分由模式二的 0.274 下降為 0.270，顯示班級性別類別對於班級之間國三數學成

就差異的變異解釋量為 0.0156，即就讀女生班對於學生的數學成就有正向效果。 

於模式四中，根據理論與相關文獻探討，加入數學老師性別及數學老師性別刻板

印象，發現班級性別類別的影響力略有下降（影響係數由 0.317 降至 0.304），但

仍達到顯著。數學老師為女性，對於女生國三數學成就有顯著正面效果。但數學

老師具有性別刻板印象對女生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卻是正向，與假設不符。合計

                                                 
4 [(0.60121－0.295)/0.60121] = 0.509 
5 [(0.295－0.294)/0.295] = 0.003 
6 [(0.274-0.270)/0.274] =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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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數學老師的影響對於班級之間國三數學成就差異的變異解釋量增加了

0.0227，數學老師和就讀女生班的影響，可解釋女生班和男女合班之間女生數學

成就的部分差異。 

模式五進一步討論班級學業氣氛，根據文獻探討，單一性別環境較能幫助學生專

注在課業上，學生對單一性別環境的評價也較正面。結果發現班級學業氣氛的效

果達到顯著，與國三數學成就為正向關係。班級性別類別的影響仍顯著，但略微

下降（係數由 0.304 降至 0.297）。班級學業氣氛對於班級之間國三數學成就差異

的變異解釋量為 0.0238，女生班的學業氣氛較一般男女合班為佳，且對於女生的

國三數學成就有正面的顯著效果。 

模式六納入學校公私立別討論。結果發現原先影響顯著的班級性別類別效果消

失，學校公私立別的影響顯著且與國三數學成就呈正向關係，影響係數為 0.588，

亦即私立學校學生的國三數學成就與公立學校相比較高。學校公私立別對於班級

之間國三數學成就差異的變異解釋量為 0.1129。顯示學校公私立別對於國三數學

成就的影響大於班級性別類別，本發現將於後文進一步討論。 

 

三、研究發現小結 

首先對於影響學生國三數學成就的初步分析發現，個人因素中最具有影響力的是

國一數學成就，國一與國三數學成就之間的相關係數達 0.770，國一數學成就對

於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係數最高，顯見數學成就發展具有高度穩定性，在模式一

到六依序加入其他變項的解釋之後，國一數學成就的影響係數仍有 0.659。學生

對自己的教育期望與家庭社經背景對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也達顯著，與過去研究

結果一致，家庭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其國三數學成就也較高。國一教育期望高

                                                 
7 [(0.270－0.264)/0.270] = 0.022 
8 [(0.264－0.258)/0.264] = 0.023 
9 [(0.258－0.229)/0.258] =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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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國三數學成就也較高。此外，性別刻板印象的效果亦顯著，越不認同男

生比女生更適合念自然科學的女生，其國三數學成就較高，符合本研究假設一。 

HLM 的兩階層分析結果顯示班級層次因素對於學生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力約為

26%左右，女生班及男女合班班級間的國三數學成就差異達到顯著，可繼續討論

造成班級間差異的原因。假設二：就讀女生班對於學生國三數學成就具有正面影

響得到支持，女生班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高於一般男女合班的女生。 

數學老師的影響可分兩方面討論，女性數學老師對於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如假設

所預期，有正面顯著效果，數學老師為女性對於女生的數學成就有幫助。但數學

老師具有較強的性別刻板印象卻對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有正面影響，即數學老師

越認同男生比女生適合念自然科學，班上女生的國三數學成就較高，此結果與假

設不符，因此研究假設三無法完全成立。進一步研究數學老師性別、數學老師性

別刻板印象與班級性別的加乘效果之後發現，數學老師性別與其性別刻板印象的

效果是獨立存在，與班級性別類別之間並無交互作用，詳見附錄五模式七。 

研究假設四，女生班的女生所感受到的班級學業氣氛較佳，不同班級性別類別的

女生所感受到的班級學業氣氛對於其國三數學成就影響顯著，且有正面效果，此

假設可被接受，即女生班班級學業氣氛高，國三數學成就也較高。 

其他與過去研究報告有不同之處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私立學校的影響，私立學校對

於國三數學成就的影響顯著，國外研究天主教學校亦有同樣的發現（Morgan 

2001），但此結果與國內陳怡靖（2004）以 TEPS 高中資料所進行的研究結果不

符，該研究發現公立學校學生表現優於私立學校。國內外研究結果不同之處主因

為台灣特殊的國中和高中教育環境，國內各地區高中聯招前幾志願多為公立高

中，可吸引到成績好的學生就讀，已經有一篩選效果，故學校間差異顯著。但國

中階段仍屬義務教育階段，公立國中普遍，學生傾向於就讀居住地所在地區學

校，私立國中並不普遍。依照 TEPS 釋出公共使用版資料顯示，第一波 1397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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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樣本中，就讀私立學校佔 11.68%。私立國中學費高，有能力就讀的學生多

來自社經背景高的家庭，因此學業成就表現會優於公立國中學生。研究假設五納

入學校公私別討論之後，私立學校對於學生國三數學成就有顯著正面效果，但本

研究最關注的女生班影響作用即消失。此結果一方面可能是本研究未竟嚴謹之

處，未預先考慮私立學校的篩選效果。一方面也受限於研究資料的限制，TEPS

的限制使用版資料沒有提供完整班級及學校資料，雖然已盡力利用現有資料分類

整理，但班級編碼及班級性別類別資料處理時可能有所缺失遺漏，造成編班可能

不符合實際情況，女生班樣本以私立學校居多，影響之後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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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模式一到模式六 HLM 分析結果 

階層一：學生層次 （N = 3357）            

依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預測變項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國一數學成就 0.666 0.015 45.647 ** 0.659 0.015 44.606 ** 0.659 0.015 44.606 **

教育期望 0.074 0.012 6.142 ** 0.073 0.012 6.077 ** 0.073 0.012 6.077 **

家庭社經背景 0.061 0.014 4.406 ** 0.060 0.014 4.390 ** 0.060 0.014 4.390 **

性別刻板印象     0.042 0.012 3.400 ** 0.042 0.012 3.400 **

             

階層二：班級層次 （N = 633）            

依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固定效果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班級性別類別         0.317 0.123 2.570 *

數學老師性別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班級學業氣氛             

學校公私別             

             

  隨機效果 變異數成分 自由度 χ2 變異數成分 自由度 χ2 變異數成分 自由度 χ2  

  階層二之隨機效果(U0j) 0.274 632 3709.689  0.274 632 3722.222  0.270 631 3646.551  

  階層一之隨機效果(Rij) 0.295    0.294    0.294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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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 模式一到模式六 HLM 分析結果 

階層一：學生層次 （N = 3357）            

依變項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六   

預測變項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國一數學成就 0.659 0.015 44.606 ** 0.659 0.015 44.606 ** 0.659 0.015 44.606 **

教育期望 0.073 0.012 6.077 ** 0.073 0.012 6.077 ** 0.073 0.012 6.077 **

家庭社經背景 0.060 0.014 4.390 ** 0.060 0.014 4.390 ** 0.060 0.014 4.390 **

性別刻板印象 0.042 0.012 3.400 ** 0.042 0.012 3.400 ** 0.042 0.012 3.400 **

             

階層二：班級層次 （N = 633）            

依變項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六   

固定效果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係數 標準誤 T 值  

班級性別類別 0.304 0.125 2.437 * 0.297 0.120 2.482 * 0.007 0.119 0.062  

數學老師性別 0.138 0.046 2.999 ** 0.143 0.046 3.138 ** 0.181 0.044 4.154 **

數學老師性別刻板印象 -0.080 0.033 -2.458 * -0.086 0.032 -2.653 ** -0.075 0.031 -2.454 *

班級學業氣氛     0.028 0.008 3.374 ** 0.018 0.008 2.276 *

學校公私別         0.588 0.082 7.205 **

             

  隨機效果 變異數成分 自由度 χ2 變異數成分 自由度 χ2 變異數成分 自由度 χ2  

  階層二之隨機效果(U0j) 0.264 629 3575.624  0.258 628 3523.249  0.229 627 3212.776  

  階層一之隨機效果(Rij) 0.294    0.294    0.294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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