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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EPS）於 2001 年蒐集之國中一年級及

高中職二年級學生的樣本，來研究研究家庭結構與學習行為及成就之議題。迴歸分析

之結果顯示： 
1、家庭結構的影響與家長人數、與子女血緣關係，以及家長性別有關。 
2、以家長人數言，多一個家長會有正面影響力，但這並不能推論到所有的情況。以祖父母

同住的影響力來說，祖父母的影響力是與家庭中其他家長的特性有交互作用。同樣的，

在養父母的家庭中成長，相對於與至少一個親生父母同住者比，學習表現並不好。 
3、家庭結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力的確是與家庭提供的經濟資源及社會資源有關。 
4、父親與母親對子女學習成就有不同的影響力。在控制父母的社經地位後，整體言，母親

仍會透過其對學習的關心與參與而有比較大，且是正面的影響力。父親的影響力則近乎

零。 
 
 
關鍵字：家庭結構，學習成就，青少年，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projec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family types and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We used th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of the cohort of 
7th and 11th graders collected by Taiwan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 (TEPS) in 2001 for the 
research.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1) the impact of family type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parents, bi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he gender of 
parents; (2) an additional par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f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finding, however, is qualified by other aspects of family types. For instance, the existence of 
grandparent(s) ha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offspring’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family is intact or not; (3) the impact of family type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mediated by family’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4) after controlling for 
family’s socioeconomic status, father’s and mo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earning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general, mother’s involvemen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achievement and the effect of father’s involvement is close to nil. 

  
 
Keyword: Family typ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dolescent,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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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 前言 

本計畫基本上為延續 92 年度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行為與成就

之影響初探」（NSC 92-2412-H-004-008）。九十二年度的專案研究計畫是分析「台灣教育長

期追蹤資料庫」（簡稱為 TEPS）於 2001 年蒐集之高中職五專學生及其家長的資料。該研究

計畫的初步主要發現為： 

（1） 家庭結構是對高中職五專學生的學習成就是有影響力，但影響的方式是有其複雜

性。家庭結構的影響力一部份是透過不同家庭結構類型在經濟資源與社會化資源上

的差異。特別是不完整家庭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之弱勢，相當程度可歸因於此類家

庭在經濟及社會化資源上的弱勢。 
（2） 從家庭結構的直接影響力來看，相對於核心完整家庭的學生，祖父母同住在有雙親

之完整家庭時，是會給學生在學習成就上有些許的優勢。而當祖父母是居住在單親

家庭時，他們會減少學生在學習成就上的弱勢，使其在表現上與居住在核心完整家

庭者相近。但進一步觀察不同家庭結構類型之影響力時，我們可看到因為失去一位

親生父母會嚴重影響經濟資源的享有，而在單親家庭中之祖父母相當程度可以彌補

此弱勢的情況，其正面影響力是大過同住在雙親完整家庭的情況。換言之，祖父母

的影響力會因同住之家庭結構類型而異。 
有鑑於以上之發現，本年度之專案計畫進一步以 TEPS後來公布之國中樣本為對象，

進行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生在此學習階段之表現的影響，並比較家庭結構對於國中與高中

階段青少年的影響是否會有不同。假設家庭結構對於青少年在不同階段有不同影響力的原

因有二： 

（1） 家庭結構對於國中階段的學習行為及成就的影響力應該比高中職五專階段更明顯：

高中職五專的學生已進入青春期後期，接近成年階段，已經有了自主意識，對父母

及家庭的倚賴變得很少，而且許多方面都已定型，家庭結構的影響相對可能薄弱；

過往父母教養行為對子女的影響之研究中，在高中階段的樣本中，常發現家庭結構

無顯著解釋力，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在這個階段，家庭及父母的影響已經很小（Muller 
1998）。此外，學習成就是多年際遇經驗與努力的累積，其中包含了國中小的成就，

也反映了當時環境際遇的影響。 
相對的，國中生正當進入青春期，恰逢人生第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時他們的心智

和生理都產生急遽的變化，雖然同儕的吸引力與影響力逐漸加大，情緒也可能變得

不穩定而難以親近，但其實更需要父母家人的體諒與支持，才能平安穩定地度過這

段狂飆期，不致荒廢學習甚或誤入歧途。此外，國外研究發現，國中的師生關係，

課程與教學方式，與國小時的情況都相差極大，對國中生而言，是極大的震撼與挑

戰（Roeser et al. 1999）；他們格外需要家人適時的協助與鼓勵，學習成就才能穩定

長進。因此，國中學生父母的教養態度和家庭結構對於其學業成就和學習行為的影

響，應該都遠比高中職階段更明顯。 
（2） 高中職五專學校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成就：以台灣的現行教育體制言，在升學至高中

職階段時，學生已經經過了升學考試制度的一番篩選。最明顯的是，由於升學主義

的高漲，幾乎每位家長都希望子女能進大學，因此高中是絕大部分學子的第一選擇，

尤其是公立的明星高中，而明星高中的學生往往在國中時代已經是學習成就特別突

出的，考場上的常勝軍。所以，學生在高中、高職或五專就讀，甚或是在哪一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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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就讀，本身就是重要的學習成就指標。因此，依據高中職樣本所得出的家庭結構

的影響，應該算是保守而低估的。 
相對的，國中的入學主要是以學區為準，沒有經過篩選淘汰，每一所學校的立足點

（學生入學時的素質與程度）遠比高中職五專的情況平等許多，因此學校本身並不

是學習成就成就的一部份。探討家庭結構如何影響學習成就，以國中的資料進行分

析，當能更準確看出家庭結構的影響力。 
具體而言，以下報告將針對 TEPS所提供之綜合分析能力結果為學習成就之指標，回

答下列的研究問題： 
（1） 生活在核心完整家庭、三代同堂的複合式完整家庭，以及在其他不完整家庭結構類

型之國中生在學習成就上有何差異？ 
（2） 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成就之影響是透過哪些中介之機制，如家庭之經濟資源、父

母對學習之關心和介入等？ 
（3） 不同型態之家庭結構對就讀國中和高中職青少年的學習成就的影響力是否有差異？ 
 

二、文獻探討 

當代對教育社會學深具影響力的 James Coleman（1988）將家庭結構視為一種家庭內社
會資本的重要指標。Coleman認為家庭中的經濟資源及父母的人力資本都是要透過社會資

本才能有效的傳遞給下一代。而家庭結構完整與否，代表一種結構性缺陷（structural 
deficiency）的情況，也就是家庭中是否有父母或其他成人同住在家庭中的情況（Coleman and 
Hoffer 1987）。從此角度言，不僅是單親家庭會因有父親或母親不在家庭中，而造成結構性

的缺陷，即使是雙親俱在的核心完整家庭，也會因雙親都在外工作，而產生結構性缺陷的

可能。但如果有其他成年人如祖父母在家庭中，則可彌補結構中缺陷的情況。因此，從

Coleman的觀點來看，家庭結構中父母或其他成人同住的人數，代表著家庭提供監督與支

持子女的機會結構。但家庭結構類型除了父母或其他成人的人數外，還包括家庭中父母與

子女之間是否有強而良好的關係。從 Coleman之社會資本的觀點來說，這就是家庭中是否

有功能性缺陷（functional deficiency）的情況（Coleman and Hoffer 1987）。從進化論的觀點

來看，這種關係可能會受到家長與子女間是否有血緣關係，以及照顧子女之家長的性別的

影響。Biblarz 及 Raftery （1999）的研究即顯示，在家庭結構不完整的家庭中長大者的教

育成就，是以單親母親的家庭最好，其次是單親父親，最差的則是繼養家庭。從社會學的

觀點看，則此關係會受到家長及子女間互動情況的影響。而目前教育社會學界，大多數的

研究而從此觀點來探討家庭結構及學習成就間的關係。以實證研究的角度而言，家庭結構

透過父母及子女間關係進而對學習成就的影響，不論是因為血緣、家長的性別，或是互動

情況，基本上都可看成是在瞭解家庭結構與學習成就間的中介機制。 
從國外（主要是美國）在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行為和成就之影響豐富之研究成果來

看，家庭結構或家庭型態是透過哪些中介因素影其子女的學業表現？歸納一些學者的看

法，家庭結構主要是透過以下兩類資源為其影響力之中介機制：（1）經濟資源；（2）社會
化資源：包括父母對學習的關心及投入，以及父母的教育期待等。以下進一步說明這兩類

資源作為中介機制的意義： 
（一）經濟資源：許多研究發現，單親家庭學生的學業表現不如完整家庭的學生，經

濟資源的多寡是很重要的因素（McLanahan and Sandefur, 1994; 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5; 
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6），尤其McLanhann and Sandefur (1994)發現，經濟因素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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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0%的差異，McLanahan其他研究也顯示，來自完整家庭的青少年與來自單親家庭的

青少年，在高中畢業率之間的差異，其中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可被家庭收入上的差異解釋

(McLanahan and Bumpass 1988；McLanahan et al. 1991)。這也許是由於物資的貧乏，單親家
庭的孩子比較無法取得書籍或其他足以協助他們發展認知智能的文化活動，使得他們的智

能發展及學業成就不如家庭經濟情況較好的同儕。 
 
國內之研究也顯示如與完整家庭比，單親家庭在經濟資源上比較匱乏（Huang 2000），

而且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較少，特別是以男性為家長之單親家庭在教育支出方面相對來說是

更少(Huang et al. 2000)。 
至於在三代同堂的家庭方面，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對於家庭經資資源的影響可能是

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如果祖父母須要長期照顧的話，則其影響可能是負面的，甚至

會影響子女的教育經費（胡幼慧 1985）。但是如果祖父母自己有財產或收入，則可能會對
三代同堂家庭的經濟資源有貢獻。雖然台灣社會中三代同堂的比例日漸下降，但一些研究

發現成年子女不論是否與父母住在一起，仍然會給父母錢財並視為是義務（Chattopadhyay 
and Marsh 1999; Lee, Parish, and Willis 1994; Lin, Goldman, Weinstein, Lin, Gorrindo, and 
Seeman 2003）。Lee, Parish and Willis (1994)的研究則進一步顯示，年邁的父母通常會與經

濟情況較差的兒子住在一起，並從其他子女獲得經濟上的支持。此外，當子女因配偶去世

或離婚時，其父母也往往會讓此類子女與他們同住（唐先梅 2002），並提供財務及物質上
的支援或轉移其他子女所提供之資源給此類子女。 

（二）社會化資源：許多研究者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的重要性與父

母的教養方式 (包括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及對子女的生活作息及學習活動投入的多

寡)，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各自獨立的影響 (Astone and McLanahan 1991；Lee 1993；Ho and 
Wilms 1996)。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一再被發現與子女實際的教育成就有正相關 (Sewell 
and Hauser 1980；Milne et al. 1986；Astone and McLanhan 1991；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6)，且父母幾年前對子女學業成就的預期，在幾年之後仍可有力預測其的學習成就 
(Entwisle and Hayduk 1988；Entwisle et al. 1997)。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6)發現，高期
望的父母除了會對子女多抱持正面鼓勵的態度外，也會提供資源（買書及益智遊戲、講故

事、去圖書館），協助其認知學習的發展，使孩子達到他們的期望；因此他們認為父母的預

期包含了他們對兒童的行為與態度，因此父母的期望對於兒童而言，是除了人力資本及財

力資本以外的另一種資本。由於父母對兒女的期望常是以自身的經驗為準，而單親母親可

能常需肩挑生活的重擔，身心疲累，對子女的供給予關懷無法付出太多，相對的，期望可

能也就較完整家庭低。而繼親家庭親子關係較為冷淡疏遠，父母可能有的期望自然也較低。

因此繼親家庭繼親與單親家庭對於子女的期望都比正常家庭低（Astone and McLanahan, 
1991；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6），使得繼親與單親家庭的孩子，在這方面的資本比完整
家庭的學生少。 

除了成就期望外，在行為上，父母以各種形式投入或介入子女的學習（例如監督在家

的作息、督導功課、討論選課事宜、與就編班事宜學校交涉等）大致而言會增進孩子的學

習成就 (Fehrmann et al. 1987；Stevenson and Baker 1987；Astone and McLanhan, 1991；Ho and 
Wilms, 1996)；Muller (1998)在探討八年級到十年級的男女生在數學成就上的差異時更發

現，父母的投入使得兩性的差異消失，控制了父母的投入參與後，兩性差異即變顯著，而

高中之後父母的參與或介入漸漸不再有影響；但即使如此，父母的監督還是繼續對數學成



 4

績有正面的影響。事實上監督孩子在家的作息，不斷被發現能增進其學校的學習成就 
(Crouter and MacDermid 1990；Muller 1993)）。Muller (1993)進一步發現，控制了家庭與學

校的相關因素及其他父母投入子女學習的形式後，監督時間的長短仍與學生的學期成績及

測驗分數有顯著正相關。單親與繼親家庭的學生在這方面也是無法與完整家庭的學生相

比：單親與繼親家庭的學生在家時沒有人監督的時間，都比完整家庭的學生長 (Dornbusch 
et al. 1985；Muller and Kerbow 1993)。 

從以上之文獻可看出，家庭結構會透過一些中介機制而對青少年之學習行為和成就有

相當顯著之影響力。國內之研究在此方面則仍然有限，而其原因之一是研究者並無大型之

教育研究資料庫從事此類之分析。本計畫利用 TEPS所蒐集的資料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正

可彌補此遺憾。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假設 
（一）樣本 

本研究計畫所用之樣本為 TEPS在 2001 年所蒐集之台灣地區國中一年級及高中職二年

級學生的樣本，以及其家長的資訊。分析所用的資料則為 TEPS計畫中心提供學界的公共
使用版。在進行分析時，為能確保家庭結構的影響是比較長期的，所以凡是在學生就讀國

中或高中職五專時，經歷父母離異、分居或死亡等事件者，也排除在分析樣本中。分析所

用之樣本數，在未減去迴歸分析時各變項之遺漏值前，國中為 13,978，高中職則為 10191。 
（二）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及變項 
本研究主要是以迴歸分析來探究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由於 TEPS

的抽樣設計為多階段分層叢集抽樣，因此需考慮抽樣權重的調整。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是

以 Stata 8.2統計軟體所提供之處理複雜調查抽樣設計的程式來進行分析。 
至於迴歸分析中的應變項是 TEPS公布之綜合分析能力測驗分數做為學習成就指標。

此測驗分數為根據 item response theory所分析出來的（楊孟麗等人 2004）。TEPS資料中提

供了數個以不同參數得到的 IRT分數。本研究是以公布之 w1all1p為學習成就的指標。 
本研究的家庭結構類型，則是依照學生問卷中「你家裡現在有哪些家人同住？」的複

選答項建構出來。此題項可複選的答案包括：爸爸、媽媽、繼（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兄弟姊妹、其他等六個答項。依據這些答項，本研究依據父母的類型可建構出以下

的家庭結構類型： 
1、父母均為親生的兩代核心完整家庭；2、只有親生父親的單親家庭；3、只有親生母親的
單親家庭；4、只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庭；5、繼父及親生母親的家庭；6、親生父
親及繼母的家庭；7、養父母的家庭；8、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及親生父母的完整家庭；
9、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的家庭；10、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及親生母親
的家庭；11、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繼父、親生母親的家庭；12、有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親生父親、繼母的家庭；13、其他類型之家庭。本研究的分析排出了「其他類型之家

庭」。在迴歸分析時，是以核心完整家庭為參考類型。這些類型的建構，可以讓研究者比較

家庭中家長人數、性別及血緣等因素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中代表家庭經濟資源的變項是家長問卷中對「家裡每個月的總收入是多少？」

之回答為指標。社會化資源則包括了學生問卷和家長問卷中一些相關的題項。學生問卷方

面，包括學生自答之從國中以來爸爸、媽媽會不會和學生談升學或就業的事情，會不會看

作業或考卷等，以及家長之教養方式。家長問卷方面則為對學生未來最高教育成就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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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題項。 
 在迴歸分析中尚控制了學生性別、父母的教育程度、籍貫、手足人數等其他可能影響

學生學習成就的變項。其中父母教育程度是取父母或監護人中學歷最高的。籍貫則是以父

親的籍貫為原則。沒有父親籍貫者，則以兄姐、母親或監護人之籍貫取代之。 
 
四、結果與討論 
（一）描述統計分析 
 表 1呈現的是經過抽樣加權後，就分析所用樣本中各種家庭結構類型之比例的估計。

整體言，國中及高中職樣本的差異不大。兩個樣本均以兩代核心完整家庭為主，分占 63％
及 65％左右。三代同堂的完整家庭則分占 16％及 17％左右，是第二大類的家庭。因此，

就台灣地區青少年，近八成是生活在有親生父母的家庭中。在不完整家庭中又以有一個親

生父親或母親的單親家庭比較多。而其中，是以單親母親的比例較大，在國高中職分別是

百分之 6到 7左右。而單親家庭中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的，則也有 1.5％左右。只有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隔代教養家庭則只有 2％左右。只有繼父或繼母的家庭則占的比例，均

不到 1％。其他類型的家庭比例也都很小。 
 
（二）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計畫以階層式迴歸分析的作法，來進一步剖析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成就的直

接及間接影響。表 2呈現四個迴歸模式：Model 1是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初步觀察不

同家庭結構類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Model 2則是加入學生性別、手足人數、籍貫，以及父

母教育程度等控制變項。Model 3是進一步加入代表經濟資源的家庭每月總收入，來看家庭

結構如何受到經濟資源為中介因素的影響。Model 4則是更進一步，將各類社會資源相關的

變項加入，來觀察此類變項的中介效果。由於不完整家庭中，兩代或三代單親家庭的比例

較大，對於標準誤差的推估，以及相關的顯著度檢定會比較可靠。其他類型之不完整家庭，

因在分析樣本中比例甚小，因此對其迴歸分析的結果，要比較保守的態度來解釋。 
 從Model 1之R2的大小所代表的解釋力來看，如先前預期的，家庭結構對學習成就的解

釋力，在國一階段是大過高中職二年級的階段。但是在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家庭結

構自身對國一學習成就的解釋力有限，僅解釋約 3％左右的變異量。高中職階段則不到 1
％。 
就迴歸分析結果，進一步觀察各類家庭結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時，可以從組成家庭結

構的三個不同層面來剖析。這三個層面是家長人數、家長與子女的血緣關係，以及家長的

性別等。首先，以Model 1所呈現結果來看，在國中階段，學生住在繼親家庭的表現，或

是住在有祖父母的單親母親的家庭時，並不比住在兩代完整核心家庭的差。而學生在有祖

父母同住的三代同堂完整家庭的表現，則是比做為參考組的兩代核心完整家庭來得稍好。

至於，只與單親父親或母親同住的學生，其表現則比兩代核心完整家庭者差。但是這樣的

結果，並不就支持家長人數越多，則學生的成就越好。因為，當學生生活在有祖父母及單

親父親的家庭，或是只有養父母時，其表現是比較差的。特別是與養父母同住時，學生的

學習成就比兩代核心家庭者少了近一個標準差之多。此外，只與單親父親同住者的學習成

就，也比與只與單親母親同住者來得稍差些。因此，就國一階段來看，家庭結構對學習的

影響力，除了家長人數外，也受到血緣關係及家長性別的影響。 
至於在高中職階段，從Model 1的結果來看，原先與住在兩代核心完整家庭比，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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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且比較差的兩代單親父親家庭或三代單親父親家庭的學生表現，都變成不顯著了。而其

他原先達顯著影響力的家庭類型，其正面或負面影響力均減弱。比較特別的是，高中職學

生與祖父母、繼父及親生母親同著者，其學習表現比兩代核心完整家庭的要好。但因此類

學生的比例很小，因此此類家庭對學生成就是否真有正面影響，要採比較保守的看法。 
Model 2的結果顯示，不論是在國中或高中職，Model 1所觀察到達顯著解釋力之家庭

結構類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均大多減弱。唯一例外是，高中職學生住在三代同堂完整家庭

者的較佳表現反而更凸顯出來。這表示家庭結構的解釋力有一部份是與控制變項有關。當

進一步加入家庭每月總收入到迴歸分析時，住在三代同堂完整家庭者的較佳表現沒有多少

變化。但住在不完整家庭的學生在成就上劣勢，則相當程度的減少。以國中生只與單親父

親或單親母親同住者來說，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習成就上的劣勢可歸因於經濟資源上的缺

乏。至於住在同樣環境的高中職學生，則在加入經濟資源的變項後，其家庭結構的負面影

響變成不顯著。 
 Model 4的結果進一步顯示，家庭結構的影響力也與家長的社會資源有關。以家長是

否關心子女生活及學習的變項來說，可以觀察到父親的關心與參與，基本上並沒有什麼影

響力。母親對功課或升學的關心及參與學校活動等，則有正面影響力。比較特別的是，在

國一階段，原先單親父親的負面影響力，有一部份可能是透過與子女談內心話的負面影響

力。在高中階段，則母親與子女講內心話，則有負面影響力。以教育期望來說，則父母期

望不高的，不論是在哪一階段，都是負面影響。 
 

（三）總結 
從表二的結果來看，可以做出以下的初步結論： 

5、家庭結構的影響與家長人數、與子女血緣關係，以及家長性別有關。 
6、以家長人數言，多一個家長會有正面影響力，但這並不能推論到所有的情況。以祖父母

同住的影響力來說，祖父母對生活在完整家庭中的孫子女，在學習表現上是會給予一些

正面幫助。但祖父母同住最能幫助是與單親母親住在一起的學生。而只與祖父母同住

者，對學生學習的幫助，則是相當負面的。因此，祖父母的影響力是與家庭中其他家長

的特性有交互作用。同樣的，在養父母的家庭中成長，相對於與至少一個親生父母同住

者比，學習表現並不好。 
7、家庭結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力的確是與家庭提供的經濟資源及社會資源有關。 
8、父親與母親對子女學習成就有不同的影響力。在控制父母的社經地位後，整體言，母親

仍會透過其對學習的關心與參與而有比較大，且是正面的影響力。父親的影響力則近乎

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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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 

表 1：家庭結構次數分配* 
學制 國中（N＝13,978） 高中職五專（N＝10,191） 
家庭結構類型 Mean Std. Err. Mean Std. Err. 
  親生父母  .633 .005 .649 .007 
  親生父親單親  .036 .002 .023 .002 
  親生母親單親 .061 .003 .070 .004 
  只有（外）祖父母 .021 .002 .017 .002 
  親生父親及繼母 .002 .0004 .005 .001 
  繼父及親生母親 .002 .0005 .004 .001 
  養父母 .006 .001 .002 .001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母 .160 .004 .173 .005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單親 .015 .001 .013 .002 
 （外）祖父母及親生母親單親   .014 .001 .015 .002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與繼母 .001 .0003 .001 .0004 
 （外）祖父母及繼父與親生母親 .002 .0001 .001 .001 
* 描述統計值是經抽樣加權所得到之估計，因此表 1報告平均數的 standard error，而非一般之 stan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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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國高中職學生學習成就之迴歸分析 
 Model 1 Model 2 
學制 國中 高中職 國中 高中職 

自變項 B  (SE) B  (SE) B  (SE) B  (SE) 
家庭結構類型(參考組:親生父母）     
  親生父親單親  -.528 (.061)*** -.104 (.092) -.392 (.054) *** -.073 (.094)  
  親生母親單親 -.341 (.055) *** -.185 (.061) ** -.275 (.050) *** -.131 (.058) * 
  只有祖父母 -.469 (.119) *** -.309 (.108) ** -.310 (.116) ** -.264 (.098) **

  親生父親及繼母 -.060 (.237) -.209 (.201) -.016 (.200) -.196 (.188) 
  繼父及親生母親 -.142 (.128) -.138 (.226) -.072 (.164) -.172 (.214) 
  養父母 -1.334 (.126) *** -.584 (.280) * -1.105 (.126) *** -.440 (.291)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母 .129 (.026) *** .087 (.038) ** .110 (.024) *** .111 (.035) **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單親 -.330 (.084) *** -.173 (.113) -.242 (.078) ** -.105 (.120) 
 （外）祖父母及親生母親單親   .010 (.086) .037 (.135) -.021 (.084) .023 (.132)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與繼母 .049 (.165) -.023 (.256) .023 (.176) -.057 (.214) 
 （外）祖父母及繼父與親生母親 -.187 (.413) .612 (.075) *** -.352 (.398) .563 (.089) ***

經濟資源（家庭每月總收入，以新台幣

萬元計；參考組：>= 20,000 to < 
50,000) 

    

     < 20,000     
     >= 50,000 to < 100,000     
     >= 100,000 to < 150,000     
     >= 150,000 to < 200,000     
    >= 200,000     
     未填答     
社會化資源     
  父親談升學或就業     
  父親講內心的話     
  父親看作業或考卷     
  父親參加學校活動     
  母親談升學或就業        
  母親講內心的話       
母親看作業或考卷     

  母親參加學校活動        
  教育期望程度（參考組：大專畢業）：     

國中或高中職畢業     
     研究所畢業     
     沒想過/不知道     
控制變項     
  男性        -.065 (.019) *** .105 (.027) ***

  手足數       -.002 (.0005) *** -.005 (.001) ***

  族群：（參考組：本省閩南）           
   本省客家   -.113 (.027) *** -.072 (.044) 
   大陸省市   -.017 (.028) -.038 (.049) 
   原住民   -.643 (.053) *** -.742 (.123) ***

父母教育程度：（參考組：高中職）     
     國中或以下   -.329 (.024) *** -.249 (.033) ***

     專科或科技大學   .393 (.026) *** .444 (.042) ***

     一般大學   .675 (.031) *** .852 (.045) ***

     研究所   .817 (.048) *** 1.047 (.085) ***

     其他或未填答   -.386 (.107) *** -.144 (.138) 
Constant .095 (.012) *** -.160 (.018) *** .093 (.019 )*** -.269 (.028) ***
R2 .032 .007 .191 .149 
F 26.72*** 9.59*** 105.11*** 50.37*** 
D. F. 11, 12288 11, 9873 21, 12278 21, 9863 
N 12,300 9,885 12,300 9,885 
* p <= .05  ** p <=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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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國高中職學生學習成就之迴歸分析 
 Model3 Model 4 
學制 國中 高中職 國中 高中職 

自變項 B  (SE) B  (SE) B  (SE) B  (SE) 
家庭結構類型(參考組:親生父母）     
  親生父親單親  -.359 (.055) *** -.047 (.093) -.215 (.051) *** .052 (.087) 
  親生母親單親 -.215 (.051) *** -.001 (.059) -.155 (.046) *** -.019 (.056) 
  只有祖父母 -.270 (.117) * -.178 (.096) -.194 (.110) -.158 (.088) 
  親生父親及繼母 -.170 (.205) -.142 (.181) -.029 (.161) -.057 (.182) 
  繼父及親生母親 -.043 (.167) -.207 (.234) -.023 (.155)  -.187 (.203) 
  養父母 -1.091 (.130) *** -.334 (.324) -1.017 (.120) *** -.264 (.264) **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母 .109 (.024) *** .110 (.034) ** .087 (.022) *** .098 (.031)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單親 -.187 (.076) * .007 (.108) -.065 (.071) .117 (.111) 
 （外）祖父母及親生母親單親   .046 (.083) .103 (.140) .027 (.082) .039 (.127) 
 （外）祖父母及親生父親與繼母 .085 (.166) .009 (.202) .318 (.185) .180 (.185) 
 （外）祖父母及繼父與親生母親 -.295 (.364) .453 (.080) *** -.250 (.320) 1.163 (.256) ***

經濟資源（家庭每月總收入，以新台幣

萬元計；參考組：>= 20,000 to < 
50,000) 

    

     < 20,000 -.126 (.038) *** -.225 (.051) *** -.048 (.034) -.170 (.048) ***
     >= 50,000 to < 100,000 .147 (.022) *** .253 (.033) *** .094 (.021) *** .162 (.031) ***
     >= 100,000 to < 150,000 .250 (.037) *** .433 (.049) *** .156 (.034) *** .277 (.044) ***
     >= 150,000 to < 200,000 .254 (.050) *** .495 (.091) *** .182 (.048) *** .269 (.074) ***
    >= 200,000 .294 (.072) *** .401 (.116) ** .182 (.069) ** .223 (.104) * 
     未填答 -.097 (.113) *** .023 (.160) -.017 (.117) .010 (.156) 
社會化資源     
  父親談升學或就業   .004 (.010) -.014 (.017) 
父親講內心的話   -.024 (.011) * -.004 (.016) 

  父親看作業或考卷   .012 (.010) .002 (.016) 
  父親參加學校活動   -.009 (.010) .013 (.017) 
  母親談升學或就業      .004 (.011) .059 (.017) ***

  母親講內心的話     .009 (.011) -.040 (.146) **

母親看作業或考卷   .073 (.011) *** -.032 (.016) 
  母親參加學校活動      .024 (.010) ** .083 (.016) ***

  教育期望程度（參考組：大專畢業）：     
國中或高中職畢業   -.532 (.033) *** -.685 (.054) ***

     研究所畢業   .411 (.021) *** .676 (.029) ***

     沒想過/不知道   -.039 (.030) .005 (.051) 
控制變項     
  男性      -.068 (.018) *** .090 (.027) *** -.075 (.017) .081 (.026) **

  手足數     -.002 (.0005) *** -.005 (.001) *** -.002 (.0004) -.004 (.001) ***

  族群：（參考組：本省閩南）            
   本省客家 -.115 (.027) *** -.082 (.043) -.114 (.025) *** -.086 (.039) **

   大陸省市 -.021 (.028) -.062 (.047) -.015 (.026) -.070 (.103) 
   原住民 -.592 (.054) *** -.681 (.111) *** -.554 (.046) *** -.659 (.044) ***

父母教育程度：（參考組：高中職）     
     國中或以下 -.283 (.025) *** -.184 (.034) *** -.189 (.023) *** -.117 (.031) ***

     專科或科技大學 .342 (.026) *** .361 (.041) *** .241 (.025) *** .255 (.038) ***

     一般大學 .580 (.033) *** .675 (.048) *** .433 (.032) *** .466 (.044) ***

     研究所 .676 (.050) *** .808 (.088) *** .463 (.047) *** .524 (.079) ***

     其他或未填答 -.338 (.109) ** -.145 (.143) -.223 (.086) ** -.130 (.136) 
Constant .023 (.021) -.375 (.031) *** -.200 (.034) *** -.491 (.046) ***
R2 .202 .175 .284 .291 
F 87.75 *** 51.24 102.13*** 76.55*** 
D. F. 27, 12272 27, 9857 38, 12261 38, 9846 
N 12,300 9,885 12,300 9,885 
* p <= .05  ** p <=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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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計畫自評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是在瞭解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行為與成就之影響。研究所用的樣

本為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於 2001 年蒐集之國中及高中職五專的資料。計畫執行一年已

經有以下之成果： 
（一）過去在台灣並沒有大型針對國高中青少年在學習方面蒐集供基礎研究之資料。因

此，對於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之影響方面的研究，往往只能靠成年人之樣本或小

型樣本之研究來推論。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所蒐集的資料解決了上述問題。本

研究計畫利用 TEPS的資料，在相當程度支持了過往在歐美社會學研究所發現家庭

結構及其中介機制對學習成就之影響力。另一方面，本研究在過往國內外相關研究

的基礎上，對與家庭結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力，有更細微的觀察分析，並有在過往

國外研究未能發現者。。 
（二）由於 TEPS之抽樣設計有其特殊性，如多階段叢集抽樣及加權等。從事統計分析時，

須要用 Stata之類的統計軟體將這些抽樣設計對估計所造成之影響納入考量。因此，

在執行計畫期間，參與研究人員均學習使用 Stata及特殊考量之統計分析方法。 
（三）本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已經在國內外的學術研討會發表過（見

www.sidos.ch/method/RC28/ abstracts/Ping-Yin%20Kuan%20_TT_.pdf；
http://www.teps.sinica.edu.tw/report/Paper2.pdf）。根據這些會議論文，未來將在做進一

步的修改後投稿學術期刊。由於，TEPS資料的獨特性，以及本研究的一些重要發現，

相信這些論文會得到國內外學界的重視。 
就本研究原先設定的目標言，本計畫在執行一年後，雖在家庭結構與學習成就之關係

方面已有部分成果，但在學習行為如蹺課、逃學等方面，卻未能做更深入之研究。因此，

未來將利用同樣資料對此方面做更深入之研究。此外，隨著 TEPS逐步釋出第二波的追蹤
調查資料，未來將能進一步觀察家庭結構對青少年學習之長期之影響力。此外，目前的資

料分析主要是以迴歸分析的作法，而並未能使用結構方程式來進行。這是未來需進一步探

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