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方法與架構 

第一節  分析方法論 

壹、非計量性(non-metric)的多變項關係模式探討 

根據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及Tatham (2006)的看法，由於變項的測量層

次不同，多變項分析的所使用的方式隨研究變項的統計測量層次差異而有不同的

分析取向。一般而言，針對類別性(categorical)的變項之間的關係，適合採用非計

量性(non-metric)的分析方式；而針對測量層次較高的變項則可以使用計量性的分

析方式進行分析。傳統上，社會學為了應用線性模型進行多變項關係分析，多將

非計量性的資料透過操作化定義化為計量性指標，並採取變異(variation)及共變

異(covariation)的方式探討變項之間的關係。此種分析取向有操作化方便及量化

分析結果可以進一步運用等優點，因此成為被廣為運用的分析取向。但嚴格說

來，計量分析取向最大的限制來自於變項測量層次的限制1。然而社會學所使用

之概念在本質上卻絕大多數為順序性的類別概念(例如教育程度、職業類別等)，

而不是心理學式的等距量表，因此產生的變項之測量層次有所差異。職是之故，

計量性的多變項關係分析在運用上會受到資料的測量層次限制2。因此採用交叉

表分析(crosstab analysis)以及從交叉表衍生而來的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就成為探討多變項之間關係的另一種選擇。 

為了探討類別性的多變項關係，本研究嘗試採用非計量(non-metric)的研究

取向分析多變項彼此之間相對的結構組成關係。此種研究取向的目的在探討整體

結構中的變項類似性，並進一步探討多變項之間的近似性結構。此種結構分析方

式採取和前述的變異性解釋的進路不同，本研究之結構分析進路採用近似性

(proximities)或類似性(similarities)的概念3，對多個類別性變項之間的關係進行分

                                                 

1 某些統計軟體例如MPLUS可以進行類別性資料的分析，同時針對類別性變項進行多變項關係

驗證性(confirmative)模型建構。然而本研究的目的在對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進行探索性概念模

型建構，並未就概念之間進行因果模式討論，因此採用Cluster analysis及MDS分析已足以達成本

研究之目的。 
2 有讀者或許認為類型學的建構可以使用如因素分析(factors analysis)方式進行類型學建構。然而

關於測量層次與類型學方法的討論請參照Sackett(1969)的說明。 
3 等距或等比尺度的資料也可以運於結構分析當中，最明顯的例子就是以相關矩陣(correlation 
matrix)進行結構地位分析。然而對於統計測量層次較低的元素，則可以將之轉換為近似性矩陣進

行結構近似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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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多個類別性變項彼此之間並不預設因果關係，而是假定其為同一面向下的相

互依賴(interdepnedence)關係，其核心的概念在於採用變項彼此之間的反應近似

性觀念探討變項之間的近似性結構4。嚴格說來，非計量的多變項關係分析目的

不在以變異性或共變異的概念來探討多變項之間的相關程度，而是在於以近似性

矩陣來分析多變項之間近似性組成結構(Hair et al. 2006)，並進一步加以類型學的

區分。舉例而言，商業調查研究中經常進行的品牌偏好度測量，研究者經常進行

品牌之間的相似度研究，進而決定不同品牌彼此之間的類型區分。而結構分析的

概念和此類似，透過將彼此近似性程度較高的變項區分類型，進而可以建構比原

來更為簡化的概念結構模型。 

就方法上而言，結構分析的基礎概念在於透過變項和變項之間的近似性關

係決定其在整體關係結構上的近似性，進而探討同一理論面向的各個組成概念

中，概念彼此之間的相似程度，並加以類型學區分。因此，藉由結構分析的方式，

有助於探討理論構面的多面向構面之組成，藉以進行理論構面的探索性概念模型

之建構。更進一步來說，結構分析係從資料自身的結構組成及分析出發，可作為

為一種探索性的資料分析方式(explorative data analysis)，以更為直觀的資料呈現

方式，就實證資料的組成結構，對理論概念的內容進行有意義的向度區分與構面

組成可能性的探討，並且可以和既存的理論概念模型進行比較。職是之故，本研

究在結構分析上採用非計量性的資料處理方式，進行近似性關係結構分析，針對

本研究所提出之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的不同構面組成之概念進行概念模型的

類型學區分與建構。同時，藉由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分析的方式

比較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類型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 

貳、概念類型學探討 

一、概念模型建構之進路 

本研究目的在經由分析多元的家庭教育資源概念彼此之間的關係，並經由

                                                 

4近似性結構分析的觀念在於透過不同變項在受訪者上的回答模式近似性，可以用探索性分析的
方式對多個類別性(categorical)變項進行類型學的區分。換言之，假若任意兩變項在受訪者中的
回答模式愈相似，則此二變項彼此之間可被視為具備較高的相似性。並可由整體性之相似性結構
進行變項的類型學(typology)區分，進而從實證資料結構中探討概念面向的組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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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化約的方式，提出一家庭教育資源的探索性概念模型。就探索性概念模型的

建構而言，一般經常採用建構方式可以採取幾種進路： 

(一)潛在模型：可以用一較為精簡的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來化約多個相

關連(intercorreated)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較常見的方式為採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或是潛在結構分析(latent structure analysis)，以一潛在的影響變項描述多

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潛在模型的主要目的在於發現多變項彼此之間與潛在

變項之間的因果模式的建構。 

(二)線性結合模式：將多變項彼此之間依照既存理論加以線性結合，產生一

線性指標化約多變項之間的關係。線性結合模式並不預設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

係，但是對於多變項的測量層次的要求則不易適用於類別性資料。 

(三)類型學方式：對於概念的多面向概念之特徵性(profile)模型的建構，特

別是針對類別性(categorical)的概念分析，適合用類型學的方式進行模型的建構

(Tunstall and Gipps 1996)。換言之，針對概念面向之多面向組成，往往需要加以

區分不同的類別，而較不適合採用單向度的線性概念模型的建構。類型學的分析

方式因此為釐清(identify)、簡化(simplify)及將資料順序化(order data)使不同的類

型之間成為可相互比較的一種模型建構的方式。簡單來說，類型學的分析方法為

一種將資料由繁化簡(from complex to simple)的分析方式(Creswell, Roskens and 

Henry 1985)。藉由將資料採用某些判準(criteria)加以分類，然後加以重新組合為

不同的符合判準的類型，進而得以進行不同的類型之間的比較。 

就上述三種進路在分析方法上的優缺點加以相較來看，潛在模型可以用來

進行較為簡潔的因果概念模型的建構，然而對於概念之多面向組成結構的探討顯

然較為不足，且在資料的處理上也經常受到測量層次的限制；線性結合模型則可

以用一綜合性的組合指標來處理多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並且建立因果模型。然

而線性結合模式的不理想之處在於預設多變項之間的單一面向性。換言之，指標

在建構時被假定為多變項均反應出同一面向，因此加以結合時經常忽略了不同面

向的差異；類型學的方式則在針對概念的不同面向進行區分及組合為不同的類型

並進行比較，因此適合用來建構多面向特性的概念模型，然則缺點在於其描述性

較強，而對於因果模式的討論較少。因此，類型學的區分方式可以作為潛在模型

因果模式的建立基礎。更進一步來看，類型學的區分方式可以先描述資料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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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作為後續因果模型建立時對於資料多面向的描述性參考。 

這三種概念模型建構方式各有其特點，在方法論上各有不同的適用時機。

本研究目的在針對家庭教育資源提出一概念模型，並區分家庭教育資源的弱勢與

相對優勢類型，因此在分析進路上採取類型學的模型建構方式。目的在藉由「弱

勢」與「優勢」的區分概念，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多面向結構組成，並進行弱勢

與優勢類型的相互比較。 

二、概念類型學的建構邏輯 

(一)類型學的區分判準 

類型學的分析方法需要預設概念為多面向的組成，不同的面向在特性上有

所差異。此特性差異一般而言可以根據理論上特性差異作為區分的判準；或是根

據實證上的觀察而由研究者進行主觀的區分。先前的許多研究指出類型學分析在

方法論上最重要的基礎在於面向組成結構的不同類型的區分判準(criteria)的提出

(Bourgeois and Nizet 1993; Creswell et al. 1985; O'Hare 1989; Samuel and 

Mannheim 1970)。根據此種方法論進路的建議，本研究認為家庭教育資源為多面

向的組成，因此不同的面向及其組成概念之間，在方法論上可以嘗試採用類別性

概念模型建構的方式，採用弱勢及優勢的差異作為概念類型的區分判準，區分為

不同的類型，而類型學建構出來的概念模型結果將更有助於接近日常生活經驗，

及進行更為直觀的了解。更進一步來看，採用類型學的模型建構方式，可以由資

料結構當中，藉由順序性的類別概念的區分，發現弱勢與相對優勢等不同概念類

型的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生學業表現的關連性。 

(二)類型的區分方法 

一般而言，類型學的區分係由理論或實證研究發現一個類型的區分判準，

然後按此判準進行類型的組合及區分。本研究對概念的區分判準係依據相對弱勢

與相對優勢的理論概念作為類型區分的邏輯。在類型的區分方法上本研究採用的

進路為由實證資料結構中發現弱勢與優勢的類型，區分的判準係經由資料的近似

性結構分析所得，而非一事先決定的判準。換言之，何謂優勢，何謂弱勢事實上

是經由資料結構相對比較而得的結果，而非一理論預先決定之判準。嚴格說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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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較為主觀的區分方式，而非完全客觀的概念類型學建構。然而就探索性的

概念模型的探討而言，本研究認為某種程度的主觀區分在方法論上為概念模型建

構時不可避免的作法。同時，在概念模型建構之後可以採用類型比較分析的方式

對概念模型進行有效性的檢驗。因此，本研究在建構出概念的不同類型後，進一

步將類型區分結果進行指標操作化，並進行不同類型的比較，以檢驗概念模型的

有效性。 

因此在分析方法上，研究經由對資料進行實證結構分析，採用相對優勢與

相對弱勢作為類型區分的邏輯；在方法上則是經由實證資料整理的結果，進行相

對比較作為相對弱勢與相對優勢的類型區分判準，並將相似變項進行結合以產生

新的概念類型並進行比較。例如以家庭經濟狀況為例，研究經由近似性結構分析

的結果，將家庭經濟狀況較佳者與收入較高者結合區分出經濟狀況優勢的類型；

反之，家庭經濟狀況不佳者及收入較少者結合並將之區分為經濟狀況弱勢類型。

而在區分出經濟情況優勢與弱勢的類型之後，二者就可以利用變異數分析

(ANOVA)進行比較，了解不同經濟情況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可以檢

驗概念模型建構的有效性。 

(三)類型學模型的建構特點 

在方法論上本研究有幾個不同於以往研究的特點。首先，類型學分析將家

庭教育資源概念視為順序性的類別概念，因此不同類型之間可以採用類別彼此之

間差異概念並進行比較。以教育程度為例，本研究將其進一步化簡為高、中、低

等三種順序性的類別，因此可以進行優勢者與弱勢者之類別性差異比較，所得之

結果將為更為貼近生活經驗，因而使研究結果更為直觀，也更易為一般非專業的

讀者了解並進行應用。 

再舉經濟狀況為例，在日常生活經驗中，我們較經常以經濟狀況的好壞來

理解經濟情況的影響，但較少以絕對的收入數字來比較經濟情況的差異。本研究

認為在某些情況下，類別性的概念更有助於貼近日常生活的直觀理解。當然，就

嚴謹的學術模型建構而言，類別性的概念模型可能不夠精確。然而作為一家庭教

育資源理論概念模型的探索性分析，研究者認為在嚴謹的模型建構，與理論模型

的可理解與應用性的選擇下，本研究採取的類型學的分析結果應是更為直觀及更

容易理解及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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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透過結構分析所產生的類型學概念模型，有助於多面向概念模型的

建構。換言之，藉由多面向的概念模型建構，可以採用特性(profile)區分的方式，

將概念模型的按資源弱勢與相對優勢的標準進行區分為多面向的概念結構組

成，進一步對本研究的理論概念模型進行多面向的概念模型建構。 

以居住安排為例，透過類型學的分析方式將有助於了解居住安排的主要面

向之組成元素，並可確定大多數的情況下所組成的居住安排主要類型，並根據成

員居住之近似性安排，進行不同居住類型之區分，進一步比較各種不同的居住安

排要素的有無所產生的差異。換言之，透過結構類型學的分析有助於探討居住安

排的多面向類別模型並可進行類型之間的相互比較。 

第三，透過理論概念的理論概念模型的提出及進行近似性結構分析，有助

於結合不同領域的相關概念，將之涵括入既存之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中，進而

產生較為寬廣的理論概念架構的組成。因為採用既存的理論概念架構操作化概念

並界定變項的方式，嚴重限制了研究者對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的發展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藉由多面向結構概念模型的提出，補充既存理論概念組成的不足之

處。先前研究多著重在分析家庭教育資源所發揮的功能，較少針對家庭教育資源

理論概念架構本身進行有系統的多面向結構探討。本研究在方法論上有助於結合

不同領域之相關概念，進行家庭教育資源理論基礎的建構。 

參、順序性類別概念指標的建構 

本研究在方法論上採用順序性的類別概念進行指標的建構。透過將實證近

似性較高的變項加以合併分類，並以優勢類型及弱勢類型作為順序性的概念區分

邏輯，進行順序性的類別資源指標的建構。因此，不同家庭教育資源狀況的類型

得以由實證資料結構的組成進行類型學區分，並可進一步就實證資料比較資源狀

況優勢者與資源狀況弱勢者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研究者認為此種分析方式在方法論上可能有幾個好處：第一，指標的建立

為先經由實證分析資料的結構所產生，可以適度減少不相似變項被結合的可能

性；第二，指標採取順序性的概念，因此可以發現程度的高低及弱勢與優勢類型

彼此之間差異；第三，家庭教育資源的多面向組成中，各個面向的不同組成類型

彼此之間的差異也可以經由類型學的比較得到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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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以重新編碼(recode)的方式將計量性指標進行類型區分也可以達

成與本研究相同的目的，但重新編碼的最大困難在於假如沒有一預先決定的理論

區分判準則研究者無法確定區分的標準為何。因此本研究採取的進路為經由實證

資料的整理及近似性結構分析所得之結果，以資源的多寡為相對優勢與弱勢的區

分標準，再採取重新編碼的方式建構優勢與弱勢類型的指標。換言之，指標建構

的重新編碼標準為以實證之概念近似性分析的結果作為區分之參考標準，而非任

意性類別界限決定。職是之故，就家庭教育資源指標的建構而言，研究的目的在

對家庭教育資源指標的建構過程進行更細緻的類型學探討。 

肆、對照分析比較 

本研究分析理論組成概念之多面向概念模型，可以使用更為寬廣的理論組

成概念，經由實證的資料分析，進行對理論概念模型的建構。經由結構分析所產

生的家庭教育資源類型及指標，在方法論上有幾種對照分析比較的可能性： 

第一，經由順序性類別概念的建構，可以針對同一種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型

進行差異比較。特別是經由相對優勢與相對弱勢類型的差異比較，可以用更貼近

生活經驗事實的方式呈現出家庭教育資源的組成結構，及其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例如家庭經濟情況愈好，和家庭經濟情況處於弱勢的學生相較，何者學業表現愈

高，彼此之間的差異為何，可以經由結構分析並進行比較得到初步的探索性了解。 

其次，經由重新界定理論概念的內容及向度，不同的理論面向彼此之間也

可以對照分析結果。舉例而言，依本研究之區分，家庭教育資源有經濟性資源及

非經濟性資源等二大組成面向，而此二面向對學業表現的影響為何也可以採用研

究所建構的指標進行比較。 

最後，藉由結構分析產生之概念模型之類型學區分結果可以和既存理論的

概念模型進行比較；同時前人使用相同概念所進行的研究也可和本研究的結果進

行比較。研究結果則可以供後續研究者在使用相同概念進行操作化時，有一可茲

依循的方向，並有助於未來研究者在方法論上作為基礎，從事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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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多面向概念探索性模型建構 

本研究結合相關理論，提出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組成模型，在方法論上

本研究採取多面向的概念模型建構。根據Law, Wong 及 Mobley (1998)的建議，

多面向的概念建構模型在分類學(taxonomy)上可以區分成三種類型：潛在模型

(latent model)、聚集模型(aggregate model)及特性模型(profile model)等三種不同的

概念模型5，表 3-1 簡單說明了這三種不同的多面向模型分類。而此三種模式在

建構多面向的概念時有不同的模型組成概念及操作化建議。本研究對於家庭教育

資源概念的多面向概念模型在分類學上較適合以特性模型的方式進行建構。以下

茲簡單說明這三種不同概念模型的特點： 

表 3- 1：多面向概念模型建構分類表 

模型類型 模型特徵 例子 

潛在模型 

(latent model)

預設一關於多面向概念背後的更高層次(higher-order)的概

念建構

例如人格特質、壓力程度

聚集模型 

(aggregate model)

根據不同的面向之間的相同層次，透過線性聚集的方式將

多面向的概念聚集為一個單一概念指標

工作滿意度、工作壓力指數

特性模型 

(profile model)

預設相同概念層次的建構，並根據不同面向之間的關連特

性，以類型學的加以合併成為多面向的概念建構

例如助人行為、組織環境

引自： Law et a1. (1998) 

聚集模型的概念是基於理論構面的多面向組成，進而以線性運算的加總方

式進行概念模型建構，概念模型時需以多個不同的分向度反應一個理論構面。例

如以工作滿意度而言(Law et al. 1998)，可以用多面向的概念聚集加總成為一工作

滿意度的總體概念模型指標；而潛在模型則需將預設有一更高層次的概念建構，

進而以此一更高層次的概念建構發展出更多面向的組成。換言之，多面向的概念

反映出同一面向的更高層次的概念建構；而特性模型則是主張建構模型之多面向

概念，可依其不同的特性，區分為數個不同特性的面向，而不同特性的面向共同

                                                 

5 有興趣之讀者請參閱本研究(附錄一)對此三種不同的多面向模型有進一步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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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一整體的概念模型內容。根據先前研究的看法，家庭教育資源應該是多面向

的不同特性所反映的整體性概念模型，故本研究在方法論上採取多面向特性模型

之建構進路，將家庭教育資源理論視為一多面向的概念模型，經由經濟資源面向

及非經濟性資源面向的區分，進一步區分構成不同面向的多面向組成概念，再進

行概念結構分析及概念模型之順序性類別指標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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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架構 

本研究採取概念近似性結構分析方法，就家庭教育資源的不同理論構面，進行

理論構面組成概念之結構類型學分析，並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以下簡單說明本研究之分析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分析脈絡 

一、理論概念模型的提出，與理論模型的結構分析 

本研究依文獻探討所得，將相關理論中的家庭教育資源概念，依其理論構

面屬性進行理論面向之區分為經濟性資源及非經濟性資源等兩大面向。進一步就

此二面向之組成概念進行次面向區分，然後採取結構分析的方式，對不同次面向

進行組成概念近似性分析及模型概念類型學之建構，同時依類型學分析結果，建

構順序性類別概念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 

二、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第二部份的分析則就本研究結構分析所得之探索性概念模型之指標，分析

家庭教育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型，以及不同家庭教育資源項目與學生學業表現之間

的關係。 
貳、家庭教育資源組成結構分析 

研究第一部份的分析係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將理論相關之家庭教育

資源依性質區分為經濟性資源及非經濟性資源，而後就此二大面向，分別對經濟

性資源及非經濟性資源進行次面向之區分，再依各個不同的次面向進行組成概念

結構類型學區分。因此家庭教育資源組成結構分析概念如圖 3-1 所示： 

經濟性資源

非經濟性資源

家庭型態

家長教育職業

家長教育參與

家庭成員互動

顯性經濟性資源

隱性經濟性資源

圖 3- 1：家庭教育資源結構分析概念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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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之關連分析 

在進行概念模型之多面向結構分析後，研究進一步根據結構分析之結果建

立順序性類別概念之家庭教育資源結構指標，並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生學業表

現的關係。換言之，本研究係採取兩階段性的分析進路，第一部份針對「家庭教

育資源」理論模型概念之組成結構進行探討；其次就概念結構分析所得之順序性

類別概念資源指標，探討不同類型及不同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綜合前二

階段的研究進路，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可以如下圖 3-2 所示： 

經濟性資源概念

非經濟性資源概念

課外活動資源投入

家庭型態類型

家長教育職業背景

家長教育參與類型

家庭成員互動類型

家庭經濟情況類型

學生學業表現

圖 3- 2：家庭教育資源結構分析及其與學業表現關係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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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使用概念及變項定義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設計，將家庭教育資源結構先區分為經濟

性資源及非經濟性資源兩大理論面向，其次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就此二理

論面向區分出經濟性資源面向(包含顯性經濟資源以及隱性經濟資源)、家庭型態

面向、家長教育職業背景面向、家長教育參與面向、及家人互動面向等五個次面

向，接著就此五次面向進行概念類型結構分析，並進行家庭教育資源概念類型的

區分。第二部份則就類型學區分之結果建構學生之家庭教育資源結構組成指標，

並探討不同家庭教育資源彼此之間及與學業表現的關係。以下茲就不同理論面向

之概念與變項界定如下： 

一、家庭經濟資源面向 

研究將家庭經濟資源概念定義為家庭所能夠提供給子女與學習有關的經濟

及財務資源。根據此概念定義，研究進一步將家庭經濟資源作區分為與財務有關

的支出及收入、以及與經濟資源支持有關的學習活動等二個次面向，並分就此二

次面向進行操作化定義如下： 

(一)與學習活動有關的家庭支出及收入 

研究所指之與學習活動有關之家庭支出及收入包括：(1)學生平均每月花在

學業課外補習的費用(家長問卷問題 5-12)；(2)才藝學習的費用(家長問卷問題

5-13)；(3)家庭每個月的總收入(家長問卷問題 5-15)；(4)家庭近十年來的經濟情

況(家長問卷問題 1-33)等五個構成題項。此類的學習活動因直接與家庭的財務收

入及支出有關，收入及支出愈高者顯示家庭經濟狀況可能愈好，故研究將其視為

顯性的家庭經濟資源。 

(二)與經濟資源有關的學習活動 

某些課外學習活動雖不是直接涉經濟情況的好壞，但是否參與則與家庭是

否提供經濟資源的支持有密切的關係。同時，參加的時間愈長，表示家庭需要投

入的經濟性資源也愈多，因此本研究將這類的課外學習活動視為家庭之隱性經濟

資源，用以補充顯性經濟資源。此部份之變項組成包括：(1)學生參加的校內外

課業輔導(學生問卷問題 1-31-1,1-31-2)；(2)是否參加過課外的才藝班(學生問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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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4-22-1~4-22-4)；(3)是否參加過課外的補習或家教(學生問卷問題 4-28-1~4-28-4)

等三個構成題項。 

二、非經濟性資源 

研究將家庭所提供之非經濟性資源概念定義為非直接與經濟性資源有關，

但能夠對學生之學業表現發揮影響之資源性因素，包含家庭型態及組成、家長教

育及職業背景、家長教育參與及家庭成員互動關係等因素。這些非經濟性的因素

最主要是透過無形的家庭系統互動中發揮資源性影響。根據非經濟性的相關係概

念，研究就理論面向上將這些非經濟性資源區分為四個次面向： 

(一)家庭組成型態 

本研究對家庭組成型態之定義為與家庭組成有關之成員居住型式，此部份

之組成包括：(1)學生的居住的型態(學生問卷問題 2-1)；(2)同住的家庭成員類型

(學生問卷問題 2-2 及 2-3~2-7)；(3)兄弟姐妹之數量(學生問卷問題 2-3~2-6) 

(二)家長教育及職業背景 

本研究所指之家長之教育與職業背景定義為由父母親的教育程度及職業之

相關變項包括了：(1)父親及母親(含繼、養父母)的教育程度(家長問卷問題

w1faedu,w1moedu)；(2)父親及母親(含繼、養父母)職業類別(家長問卷問題w1faocc, 

w1moocc)；(3)家長的教育程度及職業類別(w1p104, w1p518)6

(三)家人互動 

指父母親與子女之間的相處情況之變項。本研究選取使用之家人互動情況

變項包括了：(1)親子之間的溝通情況(學生問卷問題 2-19~2-26)；(2)親子之間的

及衝突及原因(學生問卷問題 2-27,2-28-1~2-28-6,2-33,2-34-1~2-34-6)；(3)親子之

間的衝突解決之道(學生問卷問題 2-29,2-35)；(4)手足之間的相處關係(學生問卷

 

6 在TEPS釋出之第一波資料中有進一步區分出父親及母親之身份以供使用者使用，本研究使用

之分析家長背景變項則採用未加以區分之資料中之填答家長的回答進行分析。但是本研究另外也

分別對父親及母親之教育與職業背景變項進行描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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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45~2-50)。 

(四)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 

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指家長是否關心子女功課，是否會陪同或教導子女

的功課及家長是否參與子女學校活動等，研究使用變項包括了：(1)父母親是否

與子女討論未來進路(學生問卷問題 2-19,2-23)；(2)父母親是否傾聽子女心裡的話

(學生問卷問題 2-20,2-24)；(3)父母親是否會看子女的考卷或作業，了解子女的學

習狀況(學生問卷問題 2-21,2-25)；(4)父母親是否會參與子女的學校活動或擔任家

長會義工(學生問卷問題 2-22,2-26)；(5)家裡人是否會教子女功課(學生問卷問題

2-16)；(6)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待(家長問卷問題 5-10)；(7)家長與學校的溝通聯

繫(家長問卷問題 3-10,3-12) 

三、學業表現 

本研究所指學業表現意指對於國中生學習能力之標準化評量指標。本研究

以TEPS所進行之一般能力分析測驗(共 27 題)7、及數學能力分析測驗(共 20 題)

等二大項指標為主。學生在標準化測驗中的得分愈高，表示學業表現愈佳。學業

表現變項選自學生問卷問題 W1cfree(27 題)及w1math20(20 題)。。 

 

 

7 根據TEPS手冊的說明，高中題數和國中略有不同，高中職部份為 25 題，而國中部份為 27 題。 



 

第三節  資料來源及使用 

壹、使用資料來源 

本研究在資料來源方面採取次級資料分析，擬使用的資料取用自「台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TEPS)。該計劃係由中

央研究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規劃的一項長期性的調查(張苙雲 2007)。該資

料庫的特點是同時採取橫斷面(cross-sectional)及縱貫面(longitudinal)的方式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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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資料庫之特性為選取全國性大樣

本資料，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為先由教育部提供當年度的學校資料中，抽出樣本

學校。再由教育部發函至被抽取到的學校，請這些樣本學校提供TEPS所需的年

級資料，包括班級數量、班級特性、各班學生人數與完整的學生名單。計畫中心

在彙整資料後，先抽出樣本班級，最後再由樣本班級中隨機抽出 15 名學生做為

正取樣本。因此TEPS所選取之樣本屬於全國性之隨機大樣本資料，可供統計分

析推論使用。TEPS目前已經釋出了三波的追蹤調查資料，本研究採用的是第一

波(2001 年)調查之公共使用版資料(張苙雲 2003a, 2003b)中的國中學生資料及學

生家長資料進行資料結構分析及學業表現關連分析8。根據教育部(2008)資料顯

示，截至 91 學年度為止，全國國中總數為 716 所，而TEPS當年實際完訪學校數

有 333 所(表 3-2)。 

                                                 

8 根據 TEPS說明，公共使用版學生為原始資料庫中隨機抽取 70%的學生資料，並釋出與此 70%
的學生資料相關的家長資料作為公共使用版資料。本研究採用學生代碼(stu_id)與家長資料連結

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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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TEPS 抽樣學校數與實際完訪樣本數量說明表 

學程類別 

國中 普通 綜合 高職 五專

抽樣學校總數（學校數） 338 162 48 64 27

實際完訪學校總數（學校數） 333 158 47 63 26

實際完訪班級數（班） 1244 570 132 261 96

實際訪問學生數（人） 20004 8674 2092 4082 4485

1575 406 766實際完訪老師數（人） 3576

2725

 

資料來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張苙雲 2003a, 2003b) 

TEPS 有五項特色：(1)以問卷調查方法來蒐集資料，研究中心為學生，再將

以學生為中心的各個小系統中(如家庭、班級、學校)的不同因素加以連結，最主

要目的在了解學校及家庭學習環境（制度及社會面向）對學生的影響；(2)研究

設計考慮到多面向，如個人情況、學校生活、家庭結構、師生關係等，並提供長

期追蹤的資料；(3)資料為多層次(multilevel)的設計，採取內屬(nested)(高新建、

吳幼吾 1997)的方式設計，資料範圍包含學生個人、班級和學校等多層次，以便

進研究者能夠進一步應用近來年盛行的多階層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進行對學校、班級等不同層次效應之估計(林俊瑩 2007)；(4)調查採取 panel 的方

式，以便後續研究者具有準實驗設計的可能性；(5)在釋出資料時分為不同版本，

以利不同領域研究者進行不同目的之使用。在資料釋出時分為：(A)公開使用版：

從實際受訪樣本中抽取約 70%的樣本釋出相關資料；(B)限制使用版：從所有受

訪班級中抽取 70%的班級，也從所有受訪學校中抽取 85%的學校，只有落在被

抽取的學校及班級中的學生，其老師問卷方被釋出；(C)現場使用版：抽取 90%

的學校及班級，以及 95%的學生，並提供所有代碼使使不同資料來源之間可以透

過代碼相互連結(張苙雲 2007)。 

就本研究目的而言，所考量因素為家庭教育資源結構，並無需使用學校及

班級資料的需要。研究進行資料分析的目的及方式已如前所述不再贅言。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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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使用為第一波釋出之公共使用版學生及家長問卷資料(張苙雲 2003a)，選取該

資料庫學生及家長問卷部份內容進行分析(問卷內容請參見附錄二)。 

因資料庫本身設計時雖然有參考某些理論，並非憑空發生，然而進行資料

庫設計時並不對使用者所欲應用之理論加以限制。因此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先就

資料庫內容加以分析，按使用之理論面向性質選取使用的資料庫之概念內容。換

言之，本研究亦無特定理論的適用，而由研究者視研究目的與需要進行資料內容

的分析與選取。本研究所使用的資料庫內容，以適當反映研究旨趣為目的，同時

配合研究進路分析之需要。本研究選取之資料庫內容在學生問卷部份方面著重在

學生的平常生活情況、家庭生活及家人關係、及課外活動的參與情況。而家長的

部份則著重在與家庭經濟有關的內容、家庭社經背景組成、家長與子女相處及管

教有關的面向，以及家庭對子女的教育參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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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之使用 

在資料的使用方面，最主要是根據研究所設定的兩個家庭教育資源面向，

自資庫料庫中選取符合概念之定義之資料內容，並進行次面向之區分及結構分

析。以下茲將本研究使用之資料庫內容選取部份整理如表 3-3： 

表 3- 3：家庭教育資源結構成理論面向及內容 

理論面向 使用之資料庫內容

非經濟資源面向 家庭成員型態及組成 

親子間之溝通 

親子間之衝突 

手足關係 

家長對子女的學習參與 

家長教育期望 

家長與學校的聯繫溝通 

家長教育程度 

家長職業類別

經濟性資源面向 補習或課外的輔導活動 

才藝活動的學習費用支出 

家庭收入情況 

家庭經濟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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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方法 

壹、近似性矩陣(proximities matrix)分析 

本研究所用以進行各種分析的資料格式為將理論上相闗之家庭教育資源概

念，經由近似性(proximities)計算所得之近似性結構矩陣(proximities matrix)。在

得到近似性矩陣後，對矩陣進行近似性關係之分析及類型學之分析。近似性關係

結構分析的基礎概念是以概念在整體受訪者中之反應模式為基礎，透過概念彼此

之 間 的 相 似 性 反 應 比 例 係 數 (matching coeffcient) 9 、 變 項 反 應 距 離

(distances)10(Bailey 1975)，就變項彼此之間的近似性關係(proximities)，描述理論

概念結構的組成關係(Hair et al. 2006)，同時就不同的區分類型學(typology)，進行

對理論概念的多向度特性模型探討。 

近似性關係結構分析的目的在分析兩個(或以上)的客體(objects)(可以是變

項或行動者)彼此之間的近似性關係。所謂近似性關係可以是類似性(similarities)

或不類似性(dissimilarities)。兩客體之間的類似性愈高(或不類似性愈低)則兩客體

之間的關係愈近似。若採用類似性的概念，則二客體之間愈類似，表示二客體愈

接近；反之，採用不類似性的概念則經常使用距離(distance)的概念(例如歐幾里

德距離或者卡方距離)，距離愈接近表示兩客體之間的近似性關係愈大。近似性

距離可以採取類似相關矩陣的方式呈現，同時呈現出多客體之間的相對距離關

係，此即所謂的近似性矩陣。近似性矩陣為一對稱矩陣(symmetric matrix)，矩陣

中之行(column)與列(row)分別表示出二客體之間之近似性距離關係。因此，針對

近似性矩陣進行結構分析，可以了解多客體在整體闗係結構中的類似性關係，進

一步進行可能關係結構分析。 

類似性測量的概念類似相關係數(例如 Person’s coefficient)，相關性愈強，則

值愈接近 1；反之相關性愈弱，則數值愈接近於 0。類似性(smilarities)的概念和

                                                 

9本係數採取的係就二變項之間所有的可能反應組合中計算出現相同反應者。換言之，假若在一
個相似性係數矩陣中二變項之相似性係數較高，二者之間反應愈類似。換言之，可以將此係數視
為變項之反應模式係數。係數愈高者，表示反應模式愈類似，二者之關係愈近似。 
10 變項反應距離則是就兩變項在所有受訪者中出現之作答反應之同異度進行計算。假若兩變項

在所有的受訪者中所出現的反應模式愈類似，則此二變項之變項反應距離會愈小。舉例而言，受

訪者所表示的家庭收入愈高、則在經濟狀況中的表示可能愈傾向於富裕，則此二種反應的變項反

應距離愈會小，表示這二個變項之間的近似性愈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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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似，兩客體之間愈類似，則類似性測量數值愈接近於 1，反之則愈接近 0。

當兩客體之類似性等於 1 時，則表示此兩客體相等。不類似性(dissimilarities)測

量和類似性測量相反，若採用距離(distance)測量法，則當兩客體愈相似時，其距

離數值愈接近於 0，反之距離則愈大。但將之標準化後，則兩客體之距離愈接近

於 1 表示兩客體愈不相似。在經由近似性計算產生近似性矩陣後，研究接著利用

集群分析及 MDS 分析，進行概念彼此之間的可能類似性結構分析與類型學概念

的建構。 

貳、結構分析使用方法 

結構分析的目的在對不同類型的家庭教育資源進行類型學區分，藉由概念

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關係探討概念之近似性結構，以進行概念模型之類型學的區

分。因此，配合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與多面向尺度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二種分析方式對同一概念向度內之理論相關概

念進行以概念互賴(interdependence)取向之概念模型組成結構進行探討。 

一、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集群分析方法屬於分類方法的一種，目的在將理論概念的組成變項依據其

在整體近似性結構矩陣(proximities matrix)中之相似性或彼此距離遠近進行分群

歸類的方式((Bailey 1975; Scott 2000)。嚴格說來，集群分析並非結構分析模型，

但卻是常見的資料結構分析及分類方法。因此，集群分析可被視為是將總體資料

結構作簡化及總結或是類型學建構的分析方式。 

集群分析除了在社會學界應用相當廣泛之外，在其他學術領域例如生物

學、生態學、商業研究等領域在類型學研究上應用甚廣。例如生態學應用已久的

數值分類學(numerical taxonomy)就是依生物與環境的不同特性，對物種或生態環

境進行分類的一種分析方法。而商業調查或者管理學研究中(Holt 1995)，更常見

集群分析的應用方式，例如亞馬遜網路書店經常依使用者之不同選購偏好，在使

用者鍵入關鍵字搜尋時，自動依消費者選購時對相關書籍的選擇類似性程度列出

相關的同一領域的書籍以提供消費者參考，就是集群分析概念的應用。換言之，

原本看似雜亂無章的多種概念，在經過集群分析後成為根據近似性程度大小而產

生的不同類型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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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分析可以有兩種不同的歸類方式。第一是依行動者在不同的變項上的

相似性加以分群；第二種則是按變項在不同的行動者上的相似性加以分群。換言

之，假如我們將變項在多個行動者中的反應視為近似性的依據的話。則任兩變項

在行動者之間的反應模式愈類似，表示這二個變項的近似性程度愈大，愈有可能

被歸入相同的集群當中；反之，任兩變項在多個行動者中的反應模式相差愈大，

表示這二變項的近似性程度愈小，則愈不可能被歸入同一集群當中。因此採用集

群分析的方式可以發現變項彼此之間的可能相似性結構。簡言之，根據變項將行

動者加以分群，或是根據行動者反應模式將概念加以分群，這二種不同的方式可

以如圖 3-3 表示： 

 

圖 3- 3：集群分析概念圖，引自：Bailey (1975)。 

如圖 3-3 所示，左圖為數個不同客體在多個變項同時考量下之近似性關係空

間圖示；而右圖則是數個不同變項在不同客體(或行動者)上的近似性關係圖示。

因此，本研究採用集群分析進行結構分析的取向可以視為將同一理論分向度之多

種組成概念視為變項在 n 個行動者上的相對近似性關係，並進行相似性結構分

析。 

嚴格說來，集群分析中的變項分群的標準是由資料結構中自生的，是依照

不同變項在整體關係結構中的近似程度決定，而非一預先判定的標準，最常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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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分析方式為階層式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及互斥式集群分析

(Disjoint Cluster Analysis)11。本研究採用階層式集群分析法，視不同概念彼此之

間的近似性，分別將不同的概念歸入可能近似性結構群中並據以進行類型學之探

討。 

綜言之，集群分析的分類基礎係依不同變項在行動者上產生的總體相似程

度決定其集群歸屬。同時近似性並非指變項在單一行動者上的類似性，而是基於

整體近似性結構產生的總體比較，然後加以決定變項之集群歸屬。 

集群分析可就近似性矩陣(proximities matrix)或相關矩陣(correlation matrix)

進行類別性歸類，也可就原始資料進行歸類。本研究採取的方式為就原始資料結

構中依照變項反應近似性定義出理論相關概念彼此之間的近似性矩陣，再經由近

似性矩陣進行概念集群分析。集群分析的結果，可對理論相關之概念在整體近似

性矩陣中的相對近似性進行類型探討。因此，藉由集群分析方法，可以發現資料

中的可能近似性結構。雖然藉由集群分析可以將近似的概念歸類，但歸類的結果

產生之不同近似性的集群則需要由研究者加以定義，而集群分析的最終目的在探

討理論概念的可能組成面向之不同類型。集群分析的優點在於其理解相近似的變

項組成之類型，但是對於變項之間在整體多面向之向度相對關係則區分能力較

為。因此研究同時也使用在類型學研究中被廣泛運用的 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分析進一步對概念類似結構進行分析。 

二、多面向尺度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除了利用集群分析來描述可能近似性結構之外，多面向尺度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簡稱 MDS)也是一種經常被用來描述多變項之間的近

似性關係結構的方式(Mead 1992; O'Hare 1980; Subkoviak 1975; Syrquin 1978)。利

用 MDS 方法除了可以描繪理論概念的組成元素在整體結構近似性程度之外，更

可同時根據結構相似性程度進行更多向度的近似性關係描繪(Pearce and Amato 

1980; Ruch 1977)，以及進行類型學之分析(Samuel and Mannheim 1970)。 

MDS 方法係藉由不同的演算法(Mead 1992)，將矩陣結構元素的離進行轉化

                                                 

11 讀者可以參照Bailey(1975)對於集群分析有較為詳盡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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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面向成份值(component value)，並進一步由因素成份值作為笛卡爾平面

(Cartesian plane)座標值(cooredinates)進行二向度(或更多向度)空間的距離描繪，

多變項彼此之間的座標值雖然在不同的向度空間內不同，但就整體而言其相對位

置並不改變。換言之，不同的向度之間變項結構距離不因向度空間改變而有所變

化，因此更有助於我們對近似性矩陣之結構進行距離關係的空間呈現，因此可以

對理論概念組成成份之進行更為直觀的理解。 

同時，由不同向度的轉換及呈現，也有助於研究者發現有意義的理論向度

構成。MDS 在分析上的最大優點乃是可以採用向度座標的結果呈現方式，顯示

各個組成元素的相對結構位置。換言之，在結構相對位置上愈類似的概念，在

MDS 圖中會愈靠近；反之，在結構上愈不類似的部份，在空間上距離會愈遙遠。

因此，以 MDS 圖型進行結構位置分析的優點在於能夠從 MDS 圖型分析中了解

概念的各個組成元素結構位置的近似程度。因此不僅可以作歸類及分向度區分，

同時可以了解整體的相對結構組成。在理解概念的組成結構之後，研究者可以根

據結構分析之結果，將相似之組成元素根據其在多面向上的接近關係進行面向區

分及相對近似性的分類，進而建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並進一步分析家庭教育資

源與學業表現之關係。 

MDS 方法在如同集群分析一樣，在社會學界及其他的領域應用都相當廣

泛，例如商業調查研究中經常使用消費者對於類似商品的不同偏好程度進行類型

學的區分(Hair et al. 2006)。Syrquin(1978)應用 MDS 分析對不同現代化程度國家

進行不同社經背景變項進行分類，並探討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Pearce 及 Amato 

(1980)也應用 MDS 的面向區分，探討助人行為的不同面向，並認為以 MDS 方法

分析有助於發現不同類型的助人行為在「質」上的差異。 Samuel 及 

Mannheim(1970)則是以 MDS 方法對科層組織(bureaucracy)進行類型學之分析。

近幾年來逐漸興起的社會網路研究更大量的應用 MDS 方法，分析行動者之結構

地位相似性，以發現行動者背後的可能相似性結構(蔡毓智 2008)。 

三、集群分析與 MDS 模型比較 

雖然集群分析與 MDS 分析同樣都是企圖就變項的可能相似性結構進行結

構類型分析，但二者採用之取向有些許不同(Bailey 1975)。首先，集群分析目的

在區分歸屬界限，將變項依近似性進行歸群之分析；而 MDS 分析之結果則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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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歸群界限，因此 MDS 可被視為集群分析之分群標準補充。第二，嚴格上來

說，集群分析呈現的結果為二維空間的直線親近性距離關係，變項之間的近似性

關係可以如圖 3-4 的方式表示： 

圖 3- 4：變項類似性距離關係圖，引自：Bailey (1975) 

變項與變項之間的距離關係為二維空間的線性關係，彼此之間由距離大小

決定近似性關係的分群，但不具備空間意義；MDS 則可以在二維直線或三維的

空間中決定彼此相對距離關係；第三，集群分析之過程中，變項與變項之間的距

離關係不需經過轉換，可以直接按近似性大小決定分類標準，進而進行分群歸

屬；MDS 則需將距離關係經過轉換成為座標值。換言之，MDS 將變項視為幾何

空間中的點，點與點之間的距離經過尺度運算法(Scaling)的過程轉換為空間座標

值，並在二維或三維空間中進行座標投射(projection)，進以決定其相對彼此位置。 

雖然集群分析與 MDS 二者目的均在探討多變項之間的可能近似性關係結

構，但是二者的取向和主要目的有所不同。集群分析目的在發現群組界限，而

MDS 則在發現變項之相對位置關係；集群分析為二維空間之直線距離關係，而

MDS 則以進行三維空之相對位置呈現，但是 MDS 仍可參考集群分析之結果作為

空間分群之參考，故二者可被視為互補的二種分析方式。職是之故，本研究採用

集群分析及 MDS 二者作為家庭教育資源結構分析之方法，同時參照二者之分析

結果，進行不同理論次面向之概念組成關係結構類型分析。 

而 MDS 和一般常用的因素分析的異同也經常被研究者用來進行比較

(Gower 1967; O'Hare 1980)。就其本質而言，因素分析目的均在發現多個變項之

間背後的潛在共同組成結構，但 MDS 則是多變項之間的近似性進行面向可能性

之區分與類型學之探討，但二者均可作為指標建構的參考依據(有關的討論請參

閱附錄一)。 

四、一般線型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藉由概念組成類似性結構分析探討家庭資源的組成概

念之內在相似性結構，並建構順序性類別概念之資源指標，進一步研究探討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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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指標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因此在關係比較上的建立上，研究藉由一般線性

模型之效果評估及參數估計，比較各種不同類型的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生學業表現

之差異，並討論各種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因素的相對影響力。 

在分析方法上，首先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就相同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型

之間比較不同類型對學業表現的影響是否有所差異；其次研究採用一般線性模

型，將多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依序置入線性模型中，以不同的模型參數估計結

果及變異量的變化程度，分析當模型中考慮不同教育資源因素的情況下，各個教

育資源因素與學業表現關連性與變化程度。藉由探討不同的模型組成可能性，最

終目的則在探討家庭教育資源不同類型與學生學業表現之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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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析概念及模型之定義 

本研究採取近似性關係結構分析，是將家庭教育資源之組成概念視為不同

之變項，在總體行動者上所產生的不同反應類別上之同異程度高低，決定概念之

間的近似性程度。換言之，任意給定兩理論相關概念在不同的行動者上呈現反應

相同的程度愈高，則研究將之定義為概念近似性程度愈高；反之假若任意兩個給

定概念在總體行動者之間的反應差距程度愈大，則此二變項之近似性程度愈小。

藉由將多個變項彼此之間的近似性程度定義並計算，則可以進一步將近似的變項

加以合併，並且根據合併後的數值大小，區分出弱勢與優勢類型的順序性類別概

念指標。以下本節說明研究採用之近似性與模型有關概念。 

壹、近似性定義 

一、概念近似性定義 

設有任意給定二理論相關概念 x 與 y，R 為 x 與 y 在同一行動者上產生的

相同反應類別：  

定義 1.1： },|{: krxiRr →∃∈∀ R 為變項行動者 i 的反應類別(response 

categories)，則 Xikr 代表 x 變項在行動者 i 上具有反應類別 kr。 

定義 1.2： },|{, kryiRr →∃∈∀ R 為變項行動者 i 的反應類別 (response 

categories)，則 Yikr 代表 y 變項在行動者 i 上具有反應類別 kr。 
( )

niRRrKKk
yxyxcedisYikrXikriif

..3,2,1,...3.2,1;...3,2,1
;,0),(tan

==∈=∈
=⇒=⇒=定義 1.3： 

 

( )
niRRrKKk

yxyxcedisYikrXikriif
..3,2,1,...3.2,1;...3,2,1

;,0),(tan
==∈=∈

⇒≠ ≠ ⇒ ≠定義 1.4：  

 

0;0),(, ≥≅⇒→∈∀ ∑ dyxyxDDd定義 1.5： ：二概念之間的變項

反應距離愈相近，則此二概念愈近似。 

定義 1.6： )(:},{\ yRzxRzyxUz ⇔∈∀ ：兩變項之近似性關係對同一理論面

向第三概念 z 亦成立上述近似性關係。 

二、概念近似性結構定義 

根據定義 1.1~1.5，可以定義兩理論相關概念 x,y 之近似性，且根據定義 1.6

可知：對第三理論相關概念 z 而言，x,y 與 z 成立近似性關係。因此，就 n 個理

論相關概念而言，當 n 個理論概念彼此之間在愈多的行動者上有相似反應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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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彼此之間的近似程度愈高，進而可以根據此 n 個概念彼此之間的近似性大

小，發現並區分其可能近似性結構的不同面向與類型。同時，對同一理論構面的

其他相關理論概念而言，兩個及以上的概念之間也成立近似性關係。應用以上定

義概念，我們可以透過行動者的反應模式定義多個理論相關之概念彼此之間相似

性關係，進而發現概念之可能相似結構組成。 

貳、概念之反應距離及近似性矩陣定義 

一、概念反應距離之定義： 

若將概念在行動者上之相似反應定義為概念之間的反應距離(distances)，則

可以進一步計算各理論相關概念之間的近似性關係。一般而言，不同特性之變項

之距離測量方式雖有不同，但大部份均以歐幾里德距離(Euclidean distance)作為

測量的基本概念(Bailey 1975; Mead 1992; O'Hare 1980; Syrquin 1978)，以直角座

標測量距離為主。而歐幾里德距離之定義如下(Bailey 1975)： 

定義 2.1：設有數值 Xji 表示 j 變項在行動者 i 上的數值；及 Xki 表示 k 變項

在行動者 i 上的數值，n 為行動者數，則任意給定之二理論相關概念 j , k 之反應

距離(近似性)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定義： 

 

( ) kjD
n

i
kiji XX ≠∀⎥

⎦

⎤
⎢
⎣

⎡
−= ∑

=

,
2

1

1

2

二、概念使用之不同測量層次之距離測量 

雖然變項之反應距離可以採用歐幾里德距離加以定義，然而因為不同變項

所使用之測量層次並不相同，因此在變項距離的計算上所使用的方式也略有差

異。本研究採用 SPSS 計算變項關係近似性矩陣，故摘要 SPSS 對於近似性之定

義： 

(一)連續變項 

採用 x 與 y 變項在行動者 i 上的反應差距程度定義其距離，其定義如下： 

∑ −=
i ii yxyxEuclid 2)(),(定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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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序變項 

研究改採用卡方距離測量 x 與 y 各自與其期望值之間差異(亦即卡方值

chi-square value 之和)，其定義如下： 

)(
))((

)(
))((),(

22

i

ii

ii i

ii

yE
yEy

xE
xExyxChiSq −

+
−

= ∑∑定義 2.3： 

 

(三)二分變項 

當概念的值為二分(出現或不出現)時，就必需採用相同反應比例係數

(matching coefficient)計算其關係相似性，所謂相同反應如表 3-4 所示。當兩變項

的反應為相同時，則藉由總體的相似與不相似的比例可以計算相同反應比例係

數，進而決定兩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近似性。 

表 3- 4：二分變項之反應同異區分表 

 Item y

 出現 不出現

出現 a b

 

Item x

不出現 c d

較 常 被 使 用 的 相 似 性 係 數 有 Sokal-Michener 、 Sokal-Sneath 、

Roger-Tanimoto、Russell-Rao、Jaccard 、Czekanowski、Sokal-Sneath 2rd、及

Kulczynski 等幾種相似性測量，本研究採用 Jaccard 相似性測量即相同反應比例

係數(matching coefficient)計算二變項之間之距離，兩變項相似反應的程度愈高，

則研究定義其彼此之間的距離愈接近，換言之兩變項愈近似，其定義如下： 

cba
ayxJaccard
++

=),(定義2.4： 

 

參、關係矩陣之定義 

透過變項之間的距離計算結果進一步可以建立變項之間的近似性矩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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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近似性矩陣後，可以進一步根據近似性矩陣採用集群分析模型及 MDS 模型

進行結構類型學分析。變項近似性矩陣可藉由以下性質定義： 

定義 2.5： 

定義 2.5.1：  0),( ≥yxd

定義 2.5.2：  0),( =xxd

定義 2.5.3：  ),(),( xydyxd =

定義 2.5.4： yxyxd =⇒= 0),(  
肆、分析方法說明 

本研究之結構分析模型最主要採取集群分析及 MDS 方法，前者用以將近似

性程度較高的元素依據相似性程度進行分群命名，後者則將不同的元素以近似性

的程度進行關係近似性之空間呈現分析及歸納，並進而透過在整體結構中的分佈

近似性關係，以不同面向分佈進行不同類型之區分。 

一、集群分析 

研究首先採用階層集群分析對同一理論面向當中之元素進行類似性之分

類。階層集群分析係就資料結構矩陣中之變項依其相似性程度進行多階段分群，

相似性較高的變項會被歸入到同一個集群當中，而相似性較低的變項會在隨後的

階段陸續被歸入同一或其他集群，因此採用集群分析可以將相似的元素依據其相

似性的程度進行分群歸屬。集群分析之步驟如下(Doreian、Batagelj and Ferligoj 

2005)： 

1.令 D=[dxy] ：D 為由單位變項構成之相似性矩陣；令 U 為單位變項之集合。 

2.重覆以下程序，直至存在至少兩個集群 

2.1 令 ：先將每一個單位變項區分為獨立的集

群。 

;...,3,2,1,},{ niUxxCi ii =∈=

2.2 根據 Ci 的相似性歸入一較大的集群，再根據相混合之集群區分出新集

群，使得相混合之集群之矩離最小，不斷重覆此步

驟，其定義如下： 

 

),((min),( , vuvuqp CCdC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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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 Cp 與 Cq 混合為一新集群，或是將二者歸為互斥的集群=>  或

 

CqCpCr ∪=

CqCpCr ¬=

4.重覆 2.2 與 2.3 直至全部變項均歸屬於某一集群為止。 

本研究採用階層式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藉由相似概念之

間的聚集式(agglomerative)分析，對相同面向之概念進行近似性分析，並進一步

探討概念的基於相似性產生的分類組成結構。 

二、MDS 分析 

MDS 是被廣泛應用的一種描繪行動者之間或是變項之間關係的空間距離呈

現方式。應用 MDS 方法除了可以描繪變項相似性之外，更可同時根據結構相似

性程度進行空間的描繪及結構相似類型的分析，進而參考集群分析的結果進行可

能近似性結構的探討。 

基本上，近似性矩陣無法直接以座標軸方式呈現，而必需經過尺度化(scaling)

的矩陣運算過程，將原始資料矩陣透過矩陣的運算進行類似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的過程，求出不同的元素在矩陣成份(component)上的座標值，再按不同

元素在不同成份上的座標值以二度空間的方式加以呈現其彼此之相對位置。因

此，MDS 在概念上類似對變項進行因素分析，但它適用於不同測量層次的變項，

並且它是以相似性矩陣的運算過程求出不同變項在不同的成份上的座標值，最常

用的方式為主要成份法(principle component)。不同的套裝軟體有不同的運算方式

求座標解，本研究使用 UCINET(5.0)係以高爾氏成份法 (Gower’s principle 

21.1 deEnn −=× 矩陣
2 ijij，且有元素設有一

.....2 eeeefF jiijij +−−=，且有元素設有一矩陣

3.求 F 矩陣之第 k 向量(vector)之潛在向

222.4 ijijjjiiijjjii deeefff =−+=−+令：

component)求座標值解(Gower 1967)，以下茲簡單說明進行尺度化的過程： 

(latent vector)，其潛在根(latent root)度

值即為第 k 個向度(dimension)座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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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MDS 透過將變項投射為空間點的座標方式，以 n-1 個向度(dimension)

原有之近似性矩陣。當然，原有之近似性矩陣之在空間座標

，愈能夠反應原有之近似性矩陣結構

關係。不過，正如同因素分析方法所得出之因素愈多愈能夠解釋變異一樣，MDS

以 stress 值(Syrquin 1978)來反應近似性結構矩陣的逼近程度。 

Stress= 

由 Stress 定義可以得知當 Stress 值愈低，表示 MDS 座標值與原始近似性矩

陣的逼近效果愈佳。一般而言，stress 值隨著向度值而降低的情況如圖 3-5 所示。

故一般而言，解出二個向度進行平面座標描繪就可以達到相當好的空間距離投射

效果。因此本研究以下之分析採用之 MDS 分析為二維空間平面座標投射結果。 

自：O'Hare (1980) 

MDS 方法，對理論面向進行探索性的結構分析，並

，接著以順序性類別概念的方式建構家庭教育

由於本研究所建構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為類別性的概念，故研究採用

。研究所使用之一般線性模型

座標值投射(project)

上的反映程度需要視向度數而定。向度愈多

圖 3- 5：stress 與空間座標關係，引

三、一般線性模型 

研究在藉由集群分析及

嘗試區分出理論概念模型之類型後

資源指標。

一般線性模型探討各個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之迴歸形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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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 ：為第 k 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

y：為學業表現 

iτ ：為家庭教育資資源指標之第 i 組效果 

μμτ −i  

業表現產生的效果。 

 

kkiiy ,...,1;,...,1, ==++= εμ

=i

xki∑τ

上述之一般線性模型的迴歸線性模型形式，可以採用虛擬變項的方式，將

每一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之不同類型當中一個設為對照組(本研究預設為優勢類

型或其他類型作為對照組)，與同一資源項目的其他類型進行差異比較。同時可

以觀察當其他家庭教育資源項目受控制的情況下，不同種類的家庭教育資源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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