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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非認知學習表現、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表現、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學生學習特質 

一、研究緣起 

108 學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強調學生學習以素養

導向，在實施新課綱之後，新住民子女高中階段素養導向之學習表現值得重視。

現有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研究多以國中小學生為主，少以高中生探討。本研究以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為對象，分析他們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

學習成就(包括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及其關聯性。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並自編問卷及數學素養表現的測驗，以

全國公立高中生為母群，對普通與技術型高中各抽出 32 所及 34 所進行問卷調

查。2021年 3月完成問卷設計，4月對普通高中發出 8,600筆問卷。受疫情影響，

2022 年 1 月回收 7,575 筆問卷，其中新移民子女 1,209 筆。2022 年 1 月移民署

審查委員會建議加發技術型高中樣本，3月發出 1,400份，4月底回收 1,011筆，

其中新住民子女有 799筆。5月初統計分析，撰寫研究報告，10月結案。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對高中階段學生分析及歸納有以下幾項結論：(一)新住民子女家庭社

經地位屬中等，文化資本足、家庭社會資本與子女休閒活動偏低；(二)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偏低，但獲得良好社會支持；(三)新住民子女的數學學

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良好；(四)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為基礎級，在自我

效能、人際關係、幸福感與學習領域滿意度不錯；(五)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

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低於本國籍子女；技術型高中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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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數學素養高於本國籍子女；(六)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是預

測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七)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透過學生學

習特質間接影響學習成就，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建議如下： 

建議一(中長程) 

政府(教育部與移民署)應持續追蹤研究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學

校及教師鼓勵新住民子女善用家庭資源與增加休閒活動。 

建議二(中長程) 

政府(移民署、教育部、地方政府)應持續執行新住民培力計畫，並進行成效

評估，規劃未來更長期的新住民培力計畫，其中規劃協助其他部會及地方政府推

動新住民培力計畫執行，並鼓勵地方政府、學校及民間團體申請培力計畫，匡列

資源，提供資源給民團體及學校可以提供多元培力課程讓新住民子女家長參與，

並鼓勵新住民進修。 

建議三(立即可行) 

普通與技術型高中及教師應平時及課堂中持續鼓勵及誘發新住民子女數學

學習動機，導師應平時分享自律學習的優點，並找出自律學習的典範，讓學生學

模仿學習，進而讓學生自律學習，而學校應多與家長聯繫，瞭解家長給予子女學

習支持情形。 

建議四(立即可行) 

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數學及各領域教師以多元化、活潑和生活化的教學策略，

提高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與非認知學習表現。 

建議五(立即可行) 

普通高中及其數學教師應於學校重要會議，例如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討改善新

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問題，尤其針對較為抽象的數學主題內容應該如何教學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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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提出改善策略；而技術型高中及其數學教師應運用學校重要會議檢討本國

籍學生數學素養較低情形，尤其較為抽象的數學主題內容，並檢討教學方法及課

程設計，以改善本國籍子女數學素養。 

 

建議六(立即可行) 

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教師應運用策略引發新住民子女數學學習動機，增加學習

興趣，以提高數學素養、自我效能、人際關係與幸福感受。 

 

建議七(立即可行) 

普通與技術型高中的數學教師及導師應更重視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包括學

生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尤其數學教師應設計活潑的數學内容，以生

活化教學方法讓學生提高學習動機，同時導師應讓每位學生設定學習目標，提供

自律學習典範，逐漸讓學生建立自律學習，以提高學習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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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壹、研究緣起 

 

    雖然 2009年臺灣男性迎娶外籍及大陸配偶已比先前年度降低，但是新住民

(包括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國籍、大陸地區或其他外籍女性結婚者，以及臺灣女性

與外籍人士結婚並定居於臺灣)子女愈來愈多。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一直是近年

來各界關注與研究重點，然而現有研究多以國民中小學為樣本，少以高中學生探

究。108學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強調學習以素養為導向，

與先前以學習成就導向及課程本位方式不同。108課綱實施之後，新住民子女就

讀高中階段的學習表現如何呢？尤其就讀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 16-18歲，他們

雙親年齡至少在 40歲左右，也就是新住民來臺灣近二十年，對臺灣環境及教育

體制應熟悉。現有研究認為，國小與國中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較本地生差(張芳

全，2017a；謝進昌，2007)，這些子女在臺灣成長一段時間，他們學習狀況還會

比較差嗎？在眾多學習領域表現上，學生在數學學習較為困難，又是重要科目之

一，所以以高中階段學生的數學素養表現作為學習成就內涵探究。為了更完整瞭

解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本研究除了數學素養表現之外，還納入學生「非

認知學習成果」(non-academic learning outcomes)探討，或稱非認知學習表現，以

下以此稱之。它包含學生多元學習面向，包括學習態度、人際關係、幸福感受等，

也是學習表現的一環。究竟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

學習特質和數學素養表現表現關聯為何呢？為了瞭解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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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和數學素養表現與非認知學習表現關聯。本研

究以全國公立高中階段的學生為母群，也就是包括了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學

生，透過這兩類各抽取 32所普通高中及 34所技術型高中調查分析這些子女知覺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數學素養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關聯性。透過結論提供具

體改善策略給新住民子女、家長、學校與政府單位參考。以下說明研究動機與研

究目的： 

 

貳、研究動機 

 

    本研究的動機如下： 

  首先，現有研究針對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表現相當缺乏。教育部

(2020)指出，全國國中、小學生人數自 97 學年之 262萬 9,415人逐年遞減至 107

學年之 178萬 2,964 人，其中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卻反自 12 萬 9,917 人增為 16

萬 6,801 人，所占比率由 4.94%上升至 9.36%；以國中學生數 10 年來減少 33萬

人，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則自 1萬 6,735人激增至 6萬 8,955人，比率則自 1.76%

上升為 11.04%。這些子女在國中畢業之後，可能進入高中就學，教育部(2021)

指出，108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之新住民子女學生已有 8.0萬人。高中階段新住民

子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和他們的學習成就關聯性值得關注。張芳

全(2021a)調查分析新北市一所公立高中學生數學素養表現的相關因素發現，家

庭社經地位和數學素養表現並沒有顯著關聯性。該研究僅以一所高中的學生進行

探究，並沒有將全國高中、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納入分析。近年來新住民子女

進入高中階段就讀人數不少，國內在這方面研究相當欠缺。不僅本國籍高中階

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研究不多，甚至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研究更少。尤其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雙親年

齡多數應超過四十歲，新住民來臺近二十年，以這些學生分析更能瞭解他們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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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表現狀況。尤其 108課綱實施之後，更需瞭解新移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生學習特質與數學素養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關聯，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其次，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成長知能與子女學習狀況的研究，作為學術論證

依據與實務參考。高中階段的新移民子女研究相當缺乏，尤其是數學素養表現及

非認知學習表現和學習領域滿意度相關因素探討。如果可以透過全國的普通高中

與技術型高中學生的調查，來瞭解新移民子女知覺家長成長知能、學生數學素養

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有助於對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狀

況的瞭解，並提出解決方案，改善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傳統上，普通

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教育類型、教育目的、師資來源、學生來源、升學管道，乃

至於學生未來畢業發展徑路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可以瞭解兩類型高中的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成長知能與子女學習狀況，可以提供這兩類學校的新住民子女及家長

和學校的改進參考。尤其新住民子女人數逐漸增加，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數學

學習素養及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之關聯值得重視。國內對

於高中階段學生之教育議題少有研究，不管本國籍子女如此，新住民子女更是如

此，因而以此研究對象探究有其價值性及重要性。高中生不僅身心成長變化，學

習內容加深加廣，更面臨升學壓力。因此瞭解他們學習狀況有益於他們日後學習

及學校教學。本研究從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

成就分析，找出重要因素，提供改善他們學習成就的策略。 

    第三，數學素養表現是新住民子女學習的關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

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的

重要性與日俱增。數學是科學之母，也是教育重要的一環。如果可以把數學學習

好，也是所有很多學習的重要基礎。擁有數學素養表現，對於未來的學習會更具

有能力與競爭力。現有研究對新住民子女在針對國中小為樣本結果發現，新住民

子女的學習表現明顯低於本國籍(王世英等人，2006；張芳全、王平坤，2012；

張芳全、王瀚，2014)。究竟他們在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和學習領域

滿意度為何呢？或他們的數學素養表現與哪些因素有關聯呢？家長學習成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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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培力課程、社會支持、進修意願與公共參與)與學生學習特質和數學素養

表現的關聯值得探究。然而高中階段的學習不僅有數學而已，還有許多非認知學

習表現也值得重視。也就是除了數學素養表現之外，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學生

非認知學習表現值得關注。家長學習成長對子女課業表現的關聯，以及他們的個

人特質與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關聯程度為何呢？尤其數學素養表現是現代公民不

可或缺的條件之一，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將邁入大學或就業，如果可以瞭解學

習問題，可以幫助他們進入知識殿堂，或在未來就業職場有更好競爭力。 

雖然張芳全(2013)建立國小與國中階段新住民學生的科學與數學研究的縱貫

研究，為期三年追蹤國中及國小階段學生的數學及科學學習表現有一些研究(張芳

全、王瀚，2014；張芳全、于文灝，2016；張芳全、林盈均，2018；張芳全、陳

俐君，2018；張芳全、詹秀雯，2018)，這些研究指出，國中生數學學習受到家庭、

個人特質、學校因素及教師因素影響，其中學生學習特質的關聯程度較大，但是

上述研究以國中階段新移民子女分析，並沒有以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新移民子女

的個人特質與學習成就探究。究竟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與學生學習特質和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和學習領域滿意度關聯為何呢？

本研究對象以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探究，不僅研究對象及議題值得探究，而且

有益於瞭解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

學素養表現與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關聯，供後續參考。 

    第四，從家長與學生因素分析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表現表現及子女知覺家長

學習成長知能之相關性值得分析。本研究分析高中階段(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

中，以及這兩者所有樣本)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和

數學素養表現關聯，除了納入數學素養表現表現之外，也將會納入家庭背景(包

括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構、經濟收入來源、在家使用語言、家長教育期望、家

庭文化資本、家庭社會資本等)、學生學習特質(包括數學學習動機、自律學習、

學習支持)、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包括社會支持、培力課程、進修意願、公共參與)

對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關聯。本研究針對全國 32 所普通高中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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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技術型高中高二學生的問卷調查蒐集資料，來瞭解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

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和學習領域滿意度的關

聯。 

    本研究以新住民子女分析有幾項意義：第一，針對新移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

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張芳全(2020)針對

高中生的數學素養表現探究，但僅以新北市一所普通高中為範圍，並沒有針對臺

灣地區的新住民子女就讀高中階段學生探究，也沒有以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

學習特質納入分析。現有研究更沒有以不同教育目的及學生來源的學校類型，也

就是技術型高中與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成長知能與子女學習狀況進

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國內在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

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的研究相當欠缺。第二，本研究在問

卷調查過程，如僅以新住民子女施測有標籤效果，所以納入非新住民子女的學生

進行問卷調查；第三，本研究針對納入施測的樣本都採用數學素養表現測驗，主

要是考量在於相同測驗可以比較不同學校及不同班級高二新住民子女在數學素

養表現，同時可以以此來與高中階段學生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

對及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關聯。這研究結果不僅可以進行班內與校內差異分析，更

可以做跨校討論，因此以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來探究。 

總之，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可能與子女數學素養表現有關聯，

然而現有研究探討高中生數學素養表現研究少。高中階段學生，包括普通高中與

技術型高中學生知覺家長學習成長，而學生個人特質與學習表現是重要相關因

素。本研究分析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包括培力課程、公

共參與、社會支持與進修意願)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

現與學習領域滿意度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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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

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及學習成就情形，以及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

民子女在上述面向的差異。 

    (二)分析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成就的差異。 

    (三)探討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

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和學習成就的關聯。 

    (四)瞭解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特質在家庭背

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習成就之間的中介效果。 

    (五)根據結論，提供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的改善策略，作為教育實務、

政策制定及未來研究參考。 

 

貳、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問題如下： 

 (一)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學習

成長知能(包括培力課程、社會支持、進修意願與公共參與)、學生學習特質(包括

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學習成就(包括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

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的情形為何呢？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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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有明顯差異嗎？ 

    (二)不同家庭背景(雙親國籍、在家使用語言、家庭結構)的高中階段(包括普

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包括培力課程、社會支

持、進修意願與公共參與)、學生學習特質(包括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

學習成就(包括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有明顯差異

嗎？ 

    (三)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學

習成長知能(包括培力課程、社會支持、進修意願與公共參與)、學生學習特質(包

括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學習成就(包括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

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的關聯為何？哪些因素比較重要呢？ 

    (四)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透過學生

學習特質是否間接影響學習成就呢？學生學習特質在兩者之間是完全中介效果

或部分中介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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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新住民家庭背景與學習表現的理論及關聯性 

 

壹、新住民家庭背景與學習表現 

 

    家庭背景的內涵相當多元，舉凡家庭結構、主要成員的教育程度、職業、國

籍別、經濟收入、在家使用語言、家庭子女數等。而社會科學常探討家庭社經地

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與學習成就之關聯。在移民子女方面，新住民子女

比本國籍子女家庭SES還低，這在許多研究都獲得支持(謝進昌，2007)。新移民

的家庭背景(包括家長教育程度、經濟收入、家庭結構等)與學習表現也有顯著關

聯，如果家庭SES低，包括家長教育程度低、單親家庭或家庭經濟收入較少，子

女在校學習表現較不好(張芳全、王平坤，2012；張芳全、王瀚，2014)。張芳全

(2021b)分析臺灣的國中數學學習優勢生發現，學生的性別、母親教育程度、科

學推理、數學自信、自我期望、喜歡數學、數學投入與寫回家作業時間是影響數

學成就的重要因素。然而這些研究多以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為

研究結果，並不是以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為探討對象。張芳全(2021a)分析一所

普通高中學學生的家庭SES與數學素養表現之關係發現，家庭SES與數學學習成

就沒有明顯關聯。上述研究以國中小為樣本之分析少，在高中階段學生分析不

多，且以新住民子女為對象研究更少。因此本研究此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進行

探討，以做為未來研究及實務建議參考。 

 

貳、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教育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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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的普通高中學生來自的家庭背景與技術型高中學生有所差異，由於普

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教育目標不同，據民國110年《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條

規定，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基本學科為主課程，強化學生通識能力之學校；

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專業及實習學科為主課程，包括實用技能及建教合

作，強化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之學校。這兩種類型的學校類型不同，課程、

教學、教師教材教法不一樣，進入兩類高中的學生家庭背景狀況也不同，尤其他

們在未來升學及就業也不一樣，也就是在臺灣的現象是，國中學習表現較好的學

生通常往普通高中升學，而多數未能考上普通高中者，才往技術型高中就讀。因

此來自普通高中學生之家庭社經地位比來自技術型高中生好，尤其在不考量學生

的身份別，就讀普通高中的學生來自的家庭社經地位可能就明顯比技術型高中的

學生還要好，如以上述的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又比本地學生還要低的考量

下，來自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更可能在家庭學習環境、家庭資源、雙親教育程

度、家長經濟收入等都明顯比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還要好。因此技術型高中

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成長知能，也可能與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有所不同。很

重要的是，普通高中以升學為主，而技術型高中以技術及就業能力培養為主，因

而這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學習表現，包括非認

知學習表現會有所差異。所以，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決家長成

長知能的狀況為何呢？兩類子女的家庭背景與他們的學習特質和學習表現的關

聯性為何？是本研究要探討重點之一。 

    因此本研究在問卷第一部分納入新住民子女在家庭中使用語言、與誰同住、

媽媽出生地(包括臺灣、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馬

來西亞、緬甸、柬埔寨、其他等)、家長教育程度、經濟收入來源、經濟收入等

家庭背景的問卷題項，以及學校類型（區分為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以做為

瞭解高中階段（包括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與學習成就的

關係。因為本研究所探討的內容不僅有同時在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

還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之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家長成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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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學生特質、學生學習表現情形、差異與關聯性等，因此先做上述的說明，而

後面各節會針對各變項深入探討。 

 

參、文化資本理論與學習表現 

 

一、文化資本與學習表現 

 

本研究探討家庭背景因素(包括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構)、數學素養表現、

非認知學習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之關係，而家庭社經地位與文化資本理論有密

切關係。家庭資本包括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

資本(cultural capital)，這些是衡量不同社會階層差距的重要指標，也是研究不同

社會背景學生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Liu & Gao, 2011)。新住民子女家庭 SES 相對

本國籍子女低，所以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較缺乏。文化資本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 P. Bourdieu (1977, 1984)認為，文化資本是個體於高社會階層之精緻文化中，掌

握抽象知識或對具體物品展現品味程度，包括對物質的，如對藝術品、服飾或家

具品味展現；對非物質，如個人的談吐、儀態舉止與藝術氣質。資本包含物質性

與象徵性面向，過去對資本概念多屬金錢與財富或生產工具，被視為個人擁有資

本多寡衡量資產階級，這就是經濟資本，屬於物質資本；而象徵性資本是文化資

本 (李文益、黃毅志，2004)。Bourdieu(1986)將文化資本分為形體化(embodied state)

文化資本，如行為談吐、儀態舉止，屬於個人內在與外在的氣質傾向；客觀化

(objectified state)文化資本，如個體以經濟資源所取得之藝術品、服飾等，將文化

資本的抽象概念，以具體文化物品呈現；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state)文化資本，

如文憑或證照，在制度上被認可且合法化的文化資本。然而文化資本與性別與城

鄉差距有關，這些因素與學生學習成效有關。黃隆興、張德勝、王采薇(2010)研

究指出，男生精緻文化低於女生，負面性高於女生，使得成績不如女生，不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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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職業抱負仍高於女生。陳珊華(2014)的研究指出，農村地區的國中學生之文

化資本顯得較少，面對課程時常感到不易理解，較常採取記憶背誦的之學習策

略。Dumais(2002)研究指出，文化資本和女學生學習成績有顯著關聯，對於男學

生則較沒有顯著關聯。臺灣的普通高中學生來自的家庭背景與技術型高中學生有

所差異，來自普通高中的學生之家庭社經地位比來自技術型高中生來要高。究竟

是否兩類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文化資本是否有明顯不同，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討。 

    總之，文化資本是家庭背景很重要的衡量因素。文化資本與學習成就表現有

正相關。本研究將文化資本納入調查，在問卷第一部分關於自己，包括家長(或監

護人)的教育程度、家長教育期望、家庭經濟主要收入來源、家庭每個月經濟收入，

以及家庭中擁有個人專用設備，包括電腦、網際網路、和數學及自然學習有關的

參考書、課外讀物、書桌、手機等都是在設計文化資本的依據。而第三部分的新

住民子女課後補習，也就是你一週(含週末假日)補習下列課程次數？它的題目包

括家教課程、補習國文、補習英語、補習數學、補習自然科學領域（含生物、物

理、化學等）、補習藝術技能課程。而子女的休閒活動也是一種文化資本，所以

在問卷第三部分有詢問，本學期到目前為止，你一個月參加下列活動幾次？也就

是包括了到圖書館(含逛書店)看書、聽音樂會與觀賞表演、參觀美術展與文藝展

覽、參觀場館展覽(如博物館、天文館、科學館)、戶外活動(如爬山、踏青)接觸大

自然、會上網學習數位教材等相關課程。 

 

二、社會資本與學習表現 

 

資本內涵之一是社會資本。學生家庭社會資本與子女學習表現有密切關聯。

Bourdieu(1986)認為，社會資本是指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包括個人的社會網

絡及個人與機構的關係。周新富與王財印(2007)指出，社會資本以集體擁有形式

提供團體成員支持，也就是社會關係或網絡關係轉換成社會有價值的資源和機

會，包括感情支持、合法機構角色、特別資訊、社會流動機會。Colem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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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社會資本不是獨立實體，而是社會組織所構成，存在人際關係結構之中，

它是個人一種資源，有利於目標實現。周新富(2006)把家庭社會資本分為內在與

外在，前者包括家庭互動、家長教育期望、家長參與學校學習、家庭規範、行為

監督，後者包括家長與學校、鄰居及親友的關係。Majeed與 Samreen(2021)認為，

社會資本被衡量為一個多維概念，包括廣義信任、制度信任和對家庭、鄰里和陌

生人的信任。他們進一步使用 1980 年至 2017 年 89 個國家的數據探討社會資本

與幸福感之關係發現，社會資本與幸福感呈正相關，而人際之間的信任與幸福感

之關聯性更高。上述可以看出，家庭社會資本內涵相當多元，不易完整涵蓋。研

究支持的家庭社會資本愈高，有助於子女學習表現(蕭仲廷、黃毅志，2015)。

Zedan(2021)研究 726名學生的家長參與、子女的課堂氣氛，以及和子女學習動機

水平和學習成就發現，學習者在上學日，如果父母支持子女的學習，以及父母越

多參與學校活動，並與教師保持聯繫，並在子女出現問題可以參與，對子女學習

態度積極性和學習成就表現會愈有幫助。 

    總之，文化資本包含形體化、客觀化與制度化資本，更包括社會資本。家庭

文化資本不但是子女的文化與學習資源，還可能是改變其學習態度之重要因素，

更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家庭社會資本是學生家長與子女在學校的教師、學

校、家長的社會關係。這種互動關係愈為密切，尤其討論子女在校的學習表現及

學校活動愈多，代表家庭社會資本愈高，也可能與子女學習表現有關。上述的文

化資本與社會資本都是本研究設計問卷題目的重要依據。本研究在問卷第一部分

的第13題之爸媽(或監護人)會與他人分享子女的學習狀況，包括與朋友及家長分

享子女的生涯規劃、課業狀況、學習方法和討論在校的交友狀況等，都是家庭社

會資本的問卷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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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意涵與重要性及向度 

 

壹、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意涵與重要性 

     

    學習成長是透過學習歷程增加個人的觀念、知識、技術與能力，來擴充個人

的視野與見解，讓個體可以更適應於變遷的社會環境。學習成長是一種人力資本

的累積。張春興(2008)指出，學習是不斷歷程，個體從出生到死亡都在面對外在

環境，從學習得到的觀念與知識讓個體可以在社會環境中調適，並可以做好社會

適應為目標。換言之，學習目的在增加觀念知識，讓個體可以適應社會環境。而

成長是一個動態歷程，它從無到有，成長代表一種變化，可能從原有規模與能量

轉化到不同倍數的規模，例如學生學習成績從原來的 60分，經過一學期努力學

習，成長 20分，學期末變成 80分。然而成長也有負面，也就是在一定環境之中，

可能受到負面壓力或因素干擾，使得個人成長成為負面。例如原本 80分的學習

成就，在一次很大壓力下，如親人亡故，使得個體從高分變為低分。就教育觀點

來看，教育與學習具有價值導向，其目的在引導個體朝向正面價值，也就是學習

成長是一種正面價值，而不是負面表述。因此個人學習成長相當重要。 

    然而新住民在語言與文字的溝通與學習障礙較多，在一個新環境要能學習成

長有其困難。不僅個人學習成長有其困難，甚至對子女學習也產生限制。就家庭

收入與社經地位來說，新住民不僅學習機會及條件不足，因而學習成長有限，同

時也因為新住民的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及可以再學習時間不多，因而影響對子女管

教與學習表現。吳毓瑩、蔡振州與蕭如芬(2010)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母親在

課業督促約五成偶爾（含很少）參與，本地母親則僅有約 10%偶爾參與課業督促；

相反地，將近七成本地母親經常或總是提供課業督促，但新住民母親則僅有約 

30%。因經濟狀況不佳，親子互動時間縮減，在家庭缺乏文化刺激、學習資源欠

缺與學習氣氛對子女產生潛移默化之效果，影響子女學習表現。因此家長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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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充實自己，從各種管道學習就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識能量，讓子女感受到家長

以身作則，子女會無形把家長作為榜樣的學習，進而子女更努力學習影響他們的

學習表現。總之，家長不斷的學習成長知能，不僅對自己本身的知識、技能與觀

念提升相當重要，而且也可能影響到子女的生活態度與學習表現。 

 

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向度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並沒有特定向度，因為處處留心都學問，如果家長或個體

只要願意學習，就可以累積人力資本，產生知能成長，就是很好的學習。而學習

成長面向沒有特定範圍，本研究依據貴單位徵求研究案內容，即社會支持、進修

意願、培力課程、公共參與等作為學習成長知能向度，針對這些面向說明如下。 

    就社會支持來說，個體的成長有很多來自於重要他人及機構的支持。這方面

的支持包括心理、物質、生活、工作、學習或養兒育女的支持。不管是哪一種社

會支持都可以緩減壓力及提升工作效能或學習成效的效果。Friedlander、Reid、

Shupak 與 Cribbie(2007)認為，社會支持是人際之間的一種鼓勵，透過物質與心

靈給個人溫暖、愛或情感支持。Leavy(1983)認為，社會支持包括關心、信任和

同理心，它更是人類交換訊息使得個人感受被關愛、尊重、有價值感和隸屬某社

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滿足。上述看出，社會支持是人際之間的一個社會正向

動力，它從個人或團體所提供的正向語言或物質的協助，讓個人或團體感受到溫

暖、尊重與肯定的一個機制。 

    在社會支持類型有不同方式。House(1981)指出，社會支持分為情感性支持、

實質性支持、知識性支持和評價性支持等四類。Song、Son 與 Lin(2011)認為，

社會支持可以按不同方式分類，就其內容而言，社會支持分為情感支持（喜歡、

愛、移情）、工具性支持（商品和服務）、資訊支持（有關環境訊息）、或評估

支持（與自我評估相關的訊息）。邱文彬(2001)指出，不同的社會支持也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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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功能：1.物質的：工具性支持與幫助、2.情緒的：情感支持，關心與表達、

3.尊重的：肯定，價值觀的支持與了解、4.訊息的：建議、認知支持與指導、5.

友伴的：正向的社會互動。上述可以看出，社會支持類型相當多元，它包括物質

的(例如錢與生活物質)、心理的(包括情緒、關心、愛與尊重)、資訊的(例如就業、

升學、在職訓練、進修等資訊)、友伴的(例如人際之間的正向互動)、精神層面的

(例如宗教、價值觀念等)。 

    Cairney、Boyle、Oflbrd與 Racine(2003)研究 1994至 1995年全國人口健康

調查數據(N = 2,921)發現，壓力和社會支持對家庭結構和憂鬱之間具有中介和調

節作用。也就是個人的壓力和社會支持可以解釋單親狀態和憂鬱之間關係有

40%，易言之，社會支持可以緩和個人的憂鬱。Seawell、Cutrona與 Russell(2014)

縱向研究非裔美國女性樣本發現，有較高的社會支持可以讓個體在 1年後的樂觀

程度提高，同時對於遭受高度歧視的女性，社會支持對憂鬱症狀具有緩衝作用。

換言之，社會支持具有多面向的功能與效果。個體如果獲得社會支持，不管是物

質(獲得補助與獎勵)、心理(如鼓勵與肯定)或資訊支持等，個體會較正向看待社

會與他人。因而個體會擁有較正向態度應對他人及社會環境。 

    以臺灣的新住民來說，政府提供許多社會支持系統讓他們做為知能成長的管

道以及資訊傳播媒介。以「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IFI Network)」為例，取自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wSite/lp?ctNode=37257&nowPage=2&pagesize=15#a

C。如圖 2-1。在網業提供醫療福利資訊，例如新住民生育保健多語宣導(越南語

與印尼語)、智慧育兒小幫手、自我檢視網路習慣、孕媽咪保健五守則等，是一

種訊息的社會支持。而在教育文化乙項有很多項目，包括教材與線上課程、教育

課程與新住民母語文化學習等。這是一種物質的工具性社會支持。若新住民接受

到多元的社會支持，他們的生活會更為適應、工作更穩定、家庭氣氛更和諧，因

而新移民家庭更會正向及肯定態度管教子女，子女較能從中獲得家長的肯定、鼓

勵與心靈支持。這種互惠關係並不是直線式，當家長受到社會支持之後，亦能更

合宜的對子女支持，而家長對子女心理支持更是生活適應與提升學習表現的重要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wSite/lp?ctNode=37257&nowPage=2&pagesize=15#aC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wSite/lp?ctNode=37257&nowPage=2&pagesize=15#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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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簡言之，新住民子女的家長給與正向鼓勵、心靈與情感的支持，對於他們

的學習成就表現有其正面價值。 

 

 

圖 2-1  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IFI Network) 

 

    就家長公共參與而言，如果家長願意參與更多公共事務，例如在學校擔任志

工、社會志工、社區志工、非營利組織志工或參與學校事務等，不僅可以讓家長

的人力與社會資本增加，而且也會影響與子女的互動及和社會互動關係。公共參

與有許多正面價值，例如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會對子女就讀學校有更多瞭解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2001)，家長參與子女學習過程，

家長會提升自我的知識能量(Hornby, 2000)。Fairless、Somers、Goutman、Kevern、

Pernice與 Barnett(2021)研究 379名高中生（176名男性，193名女性）發現，家

庭的社會情感、自我效能感、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參與、同伴支持和教師支持都

可以顯著解釋他們的學習成就。以「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IFI Network)」的資

訊服務之下，有一項公共參與就提供相當多新住民公共參與訊息。例如新住民照

顧罕見疾病成為好人好事代表、舉辦異國服裝關懷弱勢、運用越南文發表新書說

出在金門一輩子的辛酸故事、擔任翻譯工作、教導東南亞國家語文、擔任海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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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推展多元文化、擔任移民節志工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新住民子女願意參公共事

務，某種程度代表家庭社經地位較高，不需更多時間忙於賺錢養家，可以有更多

時間無償付出公共事務。從參與過程中融入臺灣社會，更了解社會及學校與其他

團體機關的運作。此時家長教育子女會運用更多元方式，不會在打罵或處罰，因

而可能無形中影響了子女的學習表現。 

    就狹義的進修意願來說，升學是一個階段教育進入更高一階教育取得學位的

歷程，在此歷程需要有更多時間與精神及體力。就廣義來說，進修意願包括不一

定取得學位的進修與學習。不管廣狹義，最重要的是學習者內心需要有一股很強

烈動機。張芳全(2017a)指出，新住民家庭具有教育程度低、經濟能力偏低、文

化不利特性。新住民多數教育程度較本國籍低，如果新住民子女的家長願意在照

顧子女及家庭之外，挪出空餘時間進修，甚至進修意願，代表他們的學習成長意

願相當高。新住民子女的家長若有這項動機，若從社會學習理論來解釋，子女會

從中的觀察學習，進而形成模範，融入子女內心的觀念之後，會逐漸地強化他們

的學習態度與動機，進而影響了他們的學習表現。以「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IFI 

Network)」在教育文化之下，有學歷採認乙項，就提供很多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升

學管道。例如在該網頁可找到 2018年 1 月 4日內政部移民署公布的教育主題—

多元學習充實自我，就提供五種學習課程及自學進修考試提供新住民多元學習，

包括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國民中小學補校課程、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新住

民學習中心、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等。雖然這些升學方式困難度不一，但都需

要有強烈的動機才可以完成。由於子女看到家長的努力用心學習，會感染他們學

習投入，進而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 

    就培力課程來說，不斷地學習新課程內容是重要的。現在是一個終生學習的

時代與社會。很多社會團體與學校都會辦理許多的學習活動、專題演講、短期進

修課程等。就家長來說，在一定年紀之下，願意參與相關培力課程提升知能，這

也會影響子女對家長的認知。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從相關培力課程獲得新知與技

能，累積人力資本，擴充知識視野，不僅可以將相關的知能作為管教子女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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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巧，同時也可以讓子女作為學習榜樣。而本國籍子女的家長也是一樣，從不

斷地參與各種社團活動的課程來增長知識，也會讓其子女從觀察學習中獲得楷

模，化為內心的學習動力，進而影響子女的學習表現。 

    國內對新住民人力培育甚豐，從「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IFI Network)」可

以獲得目前臺灣各縣市政府及其新住民中心、家庭服務中心、職訓中心、文化部、

文化機構、學校或其他地方政府舉辦很多培育課程，包括本土語研訓練、美髮美

容、咖啡製造、東南亞國家的旅遊導覽、多元文化講師、理財、商管證照與微型

創業等，不一而足可以提供新住民進修，增加知識與創業，提升生活品質的功能。

因為新住民子女家長參與這些課程，增加生活競爭能力，無形中影響子女的學習

態度與表現。同時這些內容亦做為本研究編製問卷的重要參考依據。 

 

參、政府辦理新住民培力課程、民間團體及學校等辦理相關

公共參與和子女學習成就的關聯性 

 

    教育部(2016)訂定《外籍配偶終身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外籍配

偶終身學習課程範圍如下：1.語文學習：我國語文及外籍配偶母國語文等教育活

動。2.人文鄉土：民俗節慶、傳統手工藝、戲劇樂曲、鄉土建築、地方產業及古

蹟等人文鄉土特色之各類教育活動。3.家庭教育：親職、子職、性別、婚姻、失

親、倫理、多元文化、家庭資源與管理等教育活動。4.法令常識：憲政、移民法

規、戶籍法規、國籍法規、民事、刑事、社會秩序維護、消費者保護、教育、衛

生福利、勞動及其他基本法律常識。5.多元培力：提供外籍配偶各類生活技能之

輔導學習。6.其他各級主管機關因應實際需要開設之課程。這項辦法也成為各縣

市政府辦理外籍配偶的培力課程很重要依據。內政部移民署 109 年「新住民及其

子女海外培力計畫」強化新住民子女語言及文化連結，藉以培育多元文化人才種

子，接軌國際，也是一種語言培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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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9年補助各縣(市)政府設立 35所新住民學習中心，辦理活動及參

與的人數不斷增加如表 2-1所示（教育部統計處，2020）。新住民中心依學習需

求規劃終身學習課程，鼓勵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交流，讓新住民有知能成長的機

會。以新北市的五個新住民學習中心來說，他們辦理課程包括家庭教育活動課

程、多元文化學習課程、技能輔導課程、人文藝術特色活動、培力課程、政策宣

導課程，提供新住民學習成長機會(引自

https://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ntp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271/?cid=2293

1)。 

 

表 2-1  103 至 108年度新住民學習中心辦理新住民教育活動人數 

年度 中心數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103 28 4,824 155,123 

104 29 2,647 93,422 

105 30 2,154 82,144 

106 30 2,706 85,990 

107 33 3,020 89,881 

108 33 3,158 95,900 

109 35 -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21）。 

 

    除了教育部之外，政府其他部會提供新住民學習成長很多學習活動。這部分

相當多，不易分類與製表說明，茲就以幾個例子說明。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http:// www.wda.gov.tw/cp.aspx?n=49B34922D836FF24)免費提供創業課程，依民

眾創業過程之不同需求，開辦免費創業研習課程，以提升民眾創業知能，降低創

業風險，它有:1.入門班的課程內容為創業準備、商機選擇、風險評估、適性評量、

貸款說明等，針對欲創業，但不知該如何著手的民眾(包括新住民)，時數 3小時；

2.進階班的課程內容包括商品知識、資金籌措、開業準備、市場行銷、財務規劃

等課程，並安排顧問指導學員撰寫創業計畫書及進行分組討論。它是針對有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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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經營者(包括新住民)，以 18小時授課。3.精進班的課程內容：依創業者經營

需求，提供主題式講座深入探討與經驗分享，針對有意創業或經營者(包括新住

民)，時數 3小時。 

    地方政府辦理相當多培力課程。臺中市政府的新住民教育網(www. 

tcniew.org.tw/curriculum/l/46)分享多元培力課程，包括親子風味手工點心製作、

臺中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德化國小)109年度簡易烹飪研習班、東平國小辦理屯區

新住民學習中心培力課程--風味美食料理，錄取者費用全免，課程內容包含丙級

中餐暨丙級點心之入門理論與實務。高雄市北區新住民中心(https:// 

affairs.kh.edu.tw/224/page/view/70?cat=62)109 年度辦理相當多新住民家庭生活

習性聯結，運用生活技藝訓練課程加強彼此互動。新北市職訓中心

(http://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ntp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為提升新住

民就業技能，並輔導其順利就業或創業，開辦職前訓練及證照輔導訓練，109年

度課程持續規劃辦理。同學針對缺乏求職技巧及不清楚就業市場趨勢現況之新住

民，透過就業促進及職前準備班課程與專業講師解說，提供目前就業市場現況與

面試技巧。 

    新住民家長成長協會辦理相當多培力課程(https:// 

www.immfa.org.tw/?p=2398)，例如 107年度通譯人員培訓 551人次參加，有 72

人成為助人雙語服務人員；語言交流平台辦理 84場次，1,043人次參與，服務

146人，來自世界 15個國家地方的人參與。民間團體有很多辦理培力課程。例

如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利基金會

(https://servicestation.immigration.gov.tw/1469/1518/3892/3934/252744/)持續辦理

《新住民二代多元智慧培力暨親職增能計畫》，以新住民二代培力為目標，旨在

培養新住二代多元優勢能力、學習跨文化溝通、並促進新住民二代彼此交流、服

務社會，破除社會大眾刻板印象。 

    總之，近年來中央許多部會及各縣市對於新住民或社會大眾多有辦理相關的

培力課程，主要在增加新住民及民眾的就業及生活能力。家長參與這些課程無形

http://www.immfa.org.tw/?p=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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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公共參與機會，更能適應臺灣社會，這對於他們子女的學習有助益。可以

理解，如果新住民或家長從培力課程中獲得就業競爭力，將可以改善家庭經濟條

件，無形中更能參與公共社群，關心公共事務，而子女在家長有較多就業能力前

提下，在經濟環境改善之後，家長較能與子女學習會有較多的關心互動。子女從

家長的培力課程學習之下，也會觀察到家長的積極用心之處，無形中影響子女的

學習動力與學習表現，可以預期家長知能成長與子女學習表現有關聯。然而臺灣

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是否如此呢？是本研究要調查分析的重點。 

 

肆、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子女學習表現的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支持子女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子女學習表現有關聯。吳瓊洳、蔡

明昌(2014)針對新住民家長參與親職教育課程與子女學習表現，參與對象有六位

來自越南、印尼和中國大陸的新住民家庭八個成員，經過分析發現，參與親職教

育課程可協助家長更了解子女、增加親職效能感、改善親子關係，亦可提升部份

子女之學業成就表現。Sheridan、Kim、Coutts、Sjuts、Holmes、Ransom、Garbacz

（2012）研究發現，子女的雙親對子女積極正向的學習參與和教育關注，會影響

子女學校生活適應，有助於子女學習成就提升，自我控制能力較佳。Ferraces 

Otero、Mar、Otero與 Santos Rego(2021)研究 1,316名學生發現，父母的支持和

控制都直接影響數學及閱讀的學業成績，同時家長支持會透過自我效能、滿足

感、對環境感受、學習習慣等中介變項間接影響學習表現，而家長控制僅透過學

生的習慣間接影響學習表現。Hill 與 Tyson(2009)後設分析 50篇研究發現，父母

參與和子女的學習成就呈正相關，然而父母在家庭作業並沒有明顯與學習表現有

關。Lorenzo等人(2017）也指出，家長參與包括傳達家長對子女成就價值觀期望、

學習策略討論、以及家長學習成長的經驗分享等。Cui、Zhang與 Leung(2021)以

TIMSS 2015 的新加坡(N=6,237)和香港(N=3,316 人)資料分析發現，在控制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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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身份和家庭學習資源之後，父母對學習活動的參與和父母教育態度對 4年級

學生數學成績有顯著正向影響；這結果揭示父母的學習態度及在兒童早期參與孩

子數學活動的重要性。上述可得知，家長有更多學習，包括自我成長進修與參與

子女教育的學習，都可能與子女學習表現有正相關。基於上述，將這些相關研究

作為本研究分析的參考依據。 

 

第三節 數學素養及非認知學習表現意涵及其重要性 

 

壹、數學素養表現的意涵及其重要性 

 

    數學素養源於1950末，1980年代起逐漸受到關注，成為重要數學教學目標之

一。近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推動學生成就評量方案，讓數學素養開始成為討論焦點。吳

如皓、董增萊(2013)以OECD(2010)所主持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將數學素養定義：「在不同情境脈絡中，

個人能辨識、演算及運用數學的能力，以及藉由描述、建模、解釋與預測不同現

象，來瞭解數學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之能力。數學素養是連續的，即數學素養

愈高的人，愈能善用數學工具做出有根據的判斷，這也正是具建設性、投入性及

反思能力的公民所需具備」。PISA評量的科學素養、數學素養主要是要求受測

者透過讀寫算等過程，展現出科學或數學知識、概念、解題及其思維。因此，提

高學生數學素養是我國未來在數學課程的重要發展目標。 

    數學教育應培養個體具備數學素養，讓個體在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問題，能運

用數學知識及其技能來解決問題，學習將數學作為溝通媒介。李國偉、黃文璋、

楊德清、劉柏宏(2013)認為，數學素養是指個體所學習獲得之數學能力與態度，

使個體在面臨學習、生活、社會、與職業生涯的問題，能辨識問題與數學之間的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90%B3%E5%A6%82%E7%9A%93+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90%B3%E5%A6%82%E7%9A%93+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8%91%A3%E5%A2%9E%E8%9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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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進而根據所學習得到的數學知識加以適當應用數學技能，發揮個人數學思

維，從而能進行理性反思與判斷，並且在此一解決問題的歷程中，要能有效地與

他人溝通自己的思維觀點。Goos、Geiger與Dole(2012)強調，具有數學素養的新

世紀公民需要能運用科技工具作為數學學習之媒介，協助個體進行數學思考與行

動，並且要能具有批判性思考藉以運用數學知能進行論證。 

    總之，數學素養表現是指個體從數學學習中獲得數學觀念的有關態度、能力

與技能，個體從這些素養在生活及社會與未來工作之中適當應用，提高學習及生

活應用的機會。也就是說，數學素養表現學習不宜以數學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

相對的，數學素養表現的學習應關注數學學習和生活的結合，透過學生的實踐，

來突顯數學學習者的發展。因此數學素養表現具有多項的重要性，包括素養是以

知識、情意與技能等三方面為內涵，涵蓋於整個學習歷程之中，有別於傳統學習

成就僅以認知能力導向為主的學習；同時數學素養表現可以培養學生了解數學學

習價值、具備數學能力，並且能以數學作為溝通之媒介，進而對數學學習產生自

信心，運用數學思維解決問題，促使學生具備數學學習素養。然而新住民子女就

讀高中階段的數學素養表現情形如何呢？是本研究所要探究問題之一。 

    

貳、非認知學習表現的意涵及其重要性 

 

    學生學習表現是多元的，不僅有標準化學習成就測驗，而且還包括情意與技

能的學習表現。學習成就測驗屬於認知能力，而素養介於認知與情意或技能之間

的能力。本研究在數學素養表現方面已如上述，然而除了瞭解數學素養表現之

外，本研究也將學生的情意部分納入探討。也就是學習成果範圍應超出某些指定

領域的學科知識和技能，並包括廣泛的學習成果，例如態度、批判性思維能力、

社會能力和整體幸福感（洪兆樂，2013；張怡沁，2017；OECD, 2013）。Zheng(2020)

認為，學生的非認知學習表現比認知學習成就更重要，尤其現行學生評量體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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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對學生全面發展進行評估，這會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教育公平問題。學生情

意學習表現也是多面向，它可能是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感受、人際關係(包括

同儕、師生關係或與家人的關係)、幸福感受(也就是學生感受到學習的快樂、滿

足或學習感受到正向情緒)、社團活動表現、各學習領域的喜好程度等。張芳全

(2017a)把新住民子女的幸福感視為非認知學習表現，並與學習成就表現的相關

因素進行分析發現，幸福感受與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關聯性。余民寧、陳柏霖

（2017）設計「非認知性學習成果」問卷共 10題，他們參閱正向心理學文獻後

的設計題目，均為 4點量尺，施測對象為全國國小與國中生的抽樣樣本約 770

名，可供作效標變項的設計如下: 1.內在(正向)歸因（inner attribution）：「只要

我努力，功課就一定可以進步」。2.外在(負向)歸因（outer attribution）：「不管

我再怎麼努力，功課還是不會進步」。3.師生關係（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我與老師（含導師）相處愉快」。4.同儕關係（peer relationship）：「我與班

上同學相處愉快」。5.情緒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我認為自己是一

個快樂的人」。6.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我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把該學的

東西學好」。7.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我覺得上學很有趣」。8.壓

力正向因應策略（proactive coping for stress）：「當我碰到困難時，我會努力去

解決」。9.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我喜歡現在的自己」。10.正向心情

（positive emotion mood）：「我心情好的時間多過於心情差的時間」。上述這

些題目都會與學生學習成就有關，係屬於情意(人格)特質部分，不是考試成績般

的認知學習成果，也可以當作效標使用，且是簡題版(每一題選擇，均來自一分

長題本的心理量表)，可以方便施測。因為效標的測量以連續性變項為宜。這在

林惠彥、陸洛、吳珮瑀、吳婉瑜（2012）已有相關的分析。上述這 10題每題均

可作為效標單獨使用，也可以合併成一個因素來分析使用，它們就是「非認知學

習成果」(non-academic learning outcomes)。也就是說，非認知學習表現是學生在

不同面向的學習，所反應出來的一種內心感受。本研究在非認知學習表現是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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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在學習領域及學習歷程的感受，前者包括各學習領域的喜好程度，後則包括

了人際關係及幸福感受。上述「非認知學習表現」為本研究問卷設計依據。 

    Belwal、Belwal、Sufian 與 Al Badi(2021)研究結果表明，學生學習獲得了非

認知學習表現，可以現實工作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知能，例如會讓學生在行為技

能和能力方面受益匪淺，包括溝通、自信、英語語言技能、計畫、思考和時間管

理技能。非認知學習表現是將個人的心理健康與個人整個生活認知和情感評估聯

繫起來。因此，在學習環境中，個人心理健康包括與生活相關認知感受和對事件

情緒反應（即情感學習）。過去的研究利用不同的學生學習成果（例如課程成績

和學習成果）來評估學習效果。然而，Fan 與 Zhang(2014)指出，由於分數膨脹等

因素，學習成就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這是在不同學習水平或不同時間段

為相同實質表現都有可能的現象。Johnson(1997)指出，學生學習成就大多代表學

生實際學習能力，但是也可能存在偏差，為了克服這一限制，在信息可靠性和有

效性方面，學習成果常與非認知學習表現相關聯，例如心理健康、幸福感受，這

使得學習表現結果更具可比性。Davis 與 Hadwin(2021)分析了學習與心理健康之

間關係發現，這些心理因素與非認知學習表現在有效學習方面的改善提供額外見

解。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重要在於，它強調學習表現的多元性，可以不限定於成就

測驗，因為成就測驗在編製時要依測驗的學習內容，並依據標準化程序進行題目

設計，亦應有特定答案，評分明確。縱然設計好成就測驗，也要較長時間請學生

作答，不僅施測學校沒有多餘時間安排，耗時耗力又不經濟，而且這樣的測驗沒

有約束力之下，學生填寫的用心程度大打折扣，所以成效有很大討論空間。此外

非認知學習表現可以從情意面向內容來設計，包括人際關、社團活動、學科喜好

程度、學習的幸福感受等，這都可以彌補以成就測驗對於個人學習表現瞭解的不

足。本研究問卷第三部分關於自己的學習狀況的七、自己平時的學習狀況(包括學

生會努力複習課程、主動學習、安排學習環境等十題)。上述的問卷編製之後，做

為資料蒐集及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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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領域滿意度的意涵及其重要性 

 

    學習者對於學習科目的喜歡程度是學習成效反應之一，如果學習者對於某些

科目或領域的喜愛，可以帶給學習者有更好的學習適應，這對於學校及學生或教

師都相當重要。因此學校及教師應培養與鼓勵學生在各個學習領域的喜愛，是教

育很重要的一環。Kolter(1997)將滿意度解釋為一個人所感覺的愉快程度，這種說

法是源自消費者對產品性能結果所感受或知覺的期望。如果從學習領域滿意度來

說，顧名思義是指學習者對於學校所提供的學習領域與科目的喜歡、愉悅或感受

到有興趣程度。這種學習領域滿意度也是一種學習成效表現。如果學生愈對於學

科或學習領域愈喜歡，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對學習領域的一種正面肯定與滿意。

由於高中階段的學習領域相當多，本研究問卷第三部分關於自己的學習狀況，也

就是新移民子女對各科(國文、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等)學習領域的

滿意程度，在這些學習領域可以區分為文科(例如國文、英文或地理等)以及理科

領域(例如數學、物理、化學)滿意度。 

    總之，本節說明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的意涵及

其重要性。整體來看，素養能力導向以知識、情意與技能的結合，與傳統僅以認

知取向有所不同。而非認知學習表現則重視學習者的情意表現，而這種情意表現

是學習成就很重要項目之一。同時學習領域滿意度是學習者對於學科領域的重視

程度，也是學習成效一環。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也就是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

新住民子女在這些表現的情形，以及兩類高中學生差異為何？都是本研究探究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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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理論與學習表現 

 

    本研究分析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

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與學習領域滿意度的關聯。與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有

關理論包括鷹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學習動機理論、學習投入理論。說明如下： 

 

壹、鷹架理論與學習表現 

 

    Vygotsky(1978)提出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概念，或稱為

近側發展區，認為兒童皆兼具既有能力與潛在能力。既有能力是指兒童本身所具

備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潛在能力則需藉由成人或有能力的同儕協助下，所誘發

出來的能力。認知發展分為成實際的發展水準（real level of development）及潛

在的發展水準（potential level of development），介於兒童自己的實力水準與經

他人協助後達到的水準，在兩個水準之間的一段差距即為可能發展區。以教育觀

點來看，可能發展區說明了個體的可塑性與可教育性。 

    子女受到成人的支持與協助稱為鷹架作用(scaffolding)。Wood、Bruner與

Ross(1976)提出與 Vygotsky 之理論相呼應的「鷹架支持」隱喻。兒童就像正在搭

建的建築物，而社會文化環境是兒童在搭建過程中，最為需要的鷹架。因為社會

文化環境支持，兒童的發展能繼續建構出新能力，不斷提升自己原的能力水平，

協助對兒童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然而一旦子女發展到一定水準，鷹架應予拆除，

否則可能反而限制子女發展。Bazán、Castellanos 與 Fajardo(2020)研究墨西哥的

農村、土著私立和公立學校的 362 名六年級學生發現，閱讀成績與學生智力能

力有顯著正相關，其次是家長支持（由家長自己報告），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學生

智力有顯著關聯，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成績有間接影響。這說明家庭支持與學生智

力與學習表現有關，但智力是重要因素。Nkosi 與 Adebayo(2021)研究指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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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學業成功與家長參與之間存在正相關，也就是家長參與及支持是學生學習成

就的關鍵成功因素，而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溝通對子女的學習有影響，缺乏家長參

與所帶來挑戰可能是學習者在學校表現不佳，尤其貧困家長對子女教育努力表現

出較少關注，相對的，親師之間互利合作對孩子學習和在學校成功非常重要。 

    新住民子女在成長發展與學習階段，家長扮演很重要角色，因為子女實際擁

有的認知水平必須憑藉著家長協助，搭起輔助閱讀與學習鷹架，讓子女能依循鷹

架的支持不斷發展，在其可能發展區中達到最高的潛在水平，開發子女的潛能，

透過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提升子女的發展水平，也就是父母運用既有的能力加以引

導，使子女在聆聽或閱讀及學習的同時，可以讓子女的學習表現提升。例如新住

民可以在閱讀成長、公共參與或意願再升學的動力下，不但潛移默化子女的學習

習慣，進而提升自己的知識及學習成就。新住民子女的發展需要父母的關注，父

母本身的文化與認知能力，如果可以透過不斷學習成長，將影響其子女的學習表

現。家長若能瞭解子女的實際發展水準，考量可能發展水平，協助並帶動子女認

知發展，更能產生最佳的引導效果。本研究在問卷第二部分的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包括子女知覺家長(或監護人)參與增能課程，以及未來想參與課程增能情形

就是依據上述研究發現作為問卷設計的參考依據。 

 

貳、社會學習理論與學習表現 

     

    本研究有關的理論之一是社會學習理論。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可以從學校、

社會教育與媒體及相關機構獲得學習的機會，讓自己的知能增加。Bandura(1997)

認為，人類的學習是個人與社會環境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社會學習理論又稱為

三元學習論，影響學習因素由個人性格、行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複雜的相互

影響。個體從出生開始，就和生活中的環境有著緊密的連結，在有意或無意之間

透過觀察與模仿學習新經驗，發展自我的認知與融入社會文化。而環境的刺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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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要他人與接觸的事物，對子女的學習及發展帶來重大影響。 

    在 Bandura(1997)的社會學習理論中，學習者以旁觀者身分，經由觀察、模

仿他人的行為表現而改變個體行為。觀察學習不限於個體經由觀察別人行為表現

方式而學到別人同樣的行為。在某些情境之下，只憑見到別人直接經驗的後果，

亦可在間接中學到某種行為，透過注意、保留、行動與動機四個歷程完成觀察學

習(張春興，2008)。模仿是個體在觀察學習時，對社會情境某個人或團體行為學

習的歷程。模仿對象稱為楷模。不管是新住民或其子女喜歡模仿他心目中最重要

的人，就可以帶給他們學習成長。就新住民來說，新住民的學習典範就是他們很

好的學習與模仿者。而對新住民子女來說，家庭中的父母是影響兒童生活最大的

人，對於父母的態度與行為表現，子女會藉由觀察而模仿習得，因此應重視父母

以身作則。本研究在問卷第二部分的家長成長知能，包括家長(或監護人)參與增

能課程情形、未來想參與課程增能，以及家長升學或增能進修的意願，上述的情

形，新住民子女可以在平時觀察與知覺父母親知能成長，因而可能潛移默化，使

得這些子女想要更好學習表現。本研究依據上述的理論作為設計問卷依據。 

 

參、學習投入理論與學習表現 

 

本研究在這個理論是從新住民觀點來探討，如果子女的家長有更多學習投

入，就可以增加管教子女、親子互動及教導子女課業的觀念及知識，甚至與子女

一起投入學習，提高了家長自我知能。在家長教導子女技巧與關心子女方式改善

之後，子女學習表現可能提升。Russell、Ainley與 Frydenberg(2005)指出，學習投

入連結個人與活動之間所產生行動的動力，包括行為、情感和認知形式。如果家

長可以在上述面向更多投入，對於子女的學習表現有正面影響。而就後者來說，

如果新住民與新住民子女可以投入更多時間努力，代表他們對學習更有動力，對

其學習表現會更好。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1 

 

學習投入理論強調學習者投入學習的過程、情緒動機與對自我期許。Gibbs

與 Poskitt(2010)認為，學習投入指學生對於學習行為的一致性強度，藉以形成良

好的學習自信、積極努力、具良好學習動機，擁有正面學習價值、學習熱情與學

習興趣。而學習投入有不同面向。Furlong 等人（2003）指出，學習投入涉及學生、

同儕團體、班級與學校背景的情感、行為和認知投入。Yazzie-Mintz(2010)將學習

投入分為行為、認知與情緒等學習投入。Li、Chen、Su與 Yue(2021)研究 95名學

生的英文學習表現發現，學習投入，也就是學生參與自律學習是預測學生學習成

果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學習進度的監控、時間管理和任務理解可以顯著預測學

生學習表現。而學生學習投入可以從不同面向區分，例如學校、課業、學習活動

等，也可以從學習的內涵，例如行為、認知、態度及情感的投入等。學生的學習

自我效能強化學生學習投入、減少個人學習倦怠的重要內在資源，學習投入與學

習倦怠有關，學習投入程度愈高，則其學習倦怠愈低(林淑惠、黃韞臻，2012；邱

素玲、洪福源，2014)。Tadesse 與 Edo(2021)研究 83 名學生的結果發現，學習投

入的程度和學習成果有正向顯著關聯，學生投入參與因素可以預測學習表現的解

釋力在 17% 到 50% 之間。上述看出，學生學習投入會提高學習表現，同時學生

學習投入與自我決定、自我效能、學習表現也息息相關。因此新住民子女的學習

投入情形與數學素養表現表現的關聯性為何？是本研究所要分析的。 

學生在學校關係及家庭關係對於學習投入有顯著影響，其中又以同儕互動最

高(陳慧蓉、張郁雯、薛承泰，2018；鄭博真、王怡又，2012)。這說明了學生如

果在校有良好同學互動關係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投入。謝秉弘(2013)指出，在不同

學科課程，學生學習投入和目標取向關係有不同。因為學生在不同科目及課程的

學習興趣、學習動機或學習經驗不同，因而在學習投入就有所不同。 

    基於上述論點，本研究在問卷第二部分的家長成長知能，其中家長(或監護

人)想要參與增能課程、未來想參與課程增能與進修意願等，以及家長願意參與

公共事務，在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學習成長投入，所以本研究依據此理論論點來設

計問卷。而在問卷第三部分有關於新移民子女在學校心理感受(有關於學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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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習)、以及每個月參加戶外活動的次數、以及自己平時的數學學習狀況等，

都是學習投入的反應，本研究依據這理論論點來設計相關的問卷題目。 

 

肆、學習動機理論與學習表現 

 

與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有關的理論，除了鷹架理論與學習投入理論，還有包括

學習動機理論。但是它與新住民子女與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有關。就新住

民子女的家長來說，如果學習動機愈強，愈會從各種管道學習，也會更願意公共

參與試圖參與各種培力課程，以及期待有更高的學位文憑而有升學的意願，家長

透過上述充實知能。 

就新住民子女來說，學習動機是個體的特質，如果學習動機愈強，學習表現

愈好是多數研究支持。葉炳煙(2012)認為，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引發學習者

行為達成特定生理或心理目標的內在思考歷程，並且在學習活動中，促使個體自

發的投入心力、維持學習的原動力。蕭佳純(2017)認為，要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

業成就，最好能兼顧考量價值、預期、情感與執行意志不同的學習動機成分，也

就是說學習動機不僅可以建立對課業成功的期待，而且會引發學生對課業學習的

正面情感，並培養出執行任務的意志。Bandura(1997)的自我效能理論認為，個體

的自我效能與自我動力愈高，會提高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它說明了學習動機激

發學習情緒，因而促使個人對任務目標的達成。Rehman與 Haider(2013)指出，學

生學習成果會激勵他們學習；其激勵可能來自教師因素或來自外在讚美，或來自

學習者本身因任務結果而產生激勵。Aunola、Leskinen與 Nurmi(2006)對芬蘭的學

生分析發現，學生學習表現與學習動機是一個累加的良性循環，有好的學習成就

會增加學習動機，帶動下次學習成就的進步。當學生學習成果有良好表現就會產

生更多學習興趣，產生更強烈動機與更好的學習成效。Pintrich 等人(1989)依據認

知學派理論提出學習歷程有三項主要學習動機：對學習的價值信念、對單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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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信念、對學習的情緒反應，這三項學習動機強弱與學習者的學習表現有密

切關聯。 

由於誘發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材料、教學方法及教學方式有關聯。如果教材

內容枯燥、沒有系統的組織，加上教學方法過於呆板，沒有變化，學生學習動機

勢必降低，因而教材生活化、情境化、影音化、視覺化、脈絡化等，有助於學生

學習。尤其教學方式若僅止於把書本念完，沒有讓學生討論、對話，這也很容易

讓學生的學習動機下降，因此多元教學方式，例如以問題本位的學習方法，讓學

生從生活中的問題，慢慢去找尋問題的答案，也有助於提高學習動機。同時如果

在評量上僅限於紙筆測驗，沒有實作、檔案或作業的練習，也很容易讓學習淪為

紙筆測驗，沒有關注到學生的非認知學習表現。還有學生的學習意願及態度，也

就是學生找不到學習的意義及價值，就無法引起學習動機。也有可能是學生自己

認為自己的能力不好、準備時間不充份及沒有妥善的規劃學習內容，因而慢慢的

失去學習動機，對於學習任務的完成就相對減弱。當然家長與教師，尤其是教師

如果可以引導學生在隨堂或課後作有意義的作業，對於學生交回的作業給予立即

回饋，讓學生瞭解他們的問題所在和瞭解寫回家作業價值，以正向學習態度，可

以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此外在平時在校學習上，教師多給予學生肯定，不任意

批判學生，多給予學生正向回饋，少給予否定語言，也有助於學生動機提升。當

然透過教師輔導，讓新住民子女做自我肯定，不任意放棄學習任務及機會，尤其

對於比較困難的學習科目，例如數學、自然及英語等，鼓勵學生不要放棄，不斷

的投入學習，以提高他們的學習動力。 

    總之，學習動機是個體內在形成動機的歷程，在引發個體努力學習之動力，

擁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將能促成學生學習有較好的成就。本研究在瞭解新住民子

女家長學習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因素和數學素養表現的關聯性，新住民及其子女

學習動機愈好，數學素養表現表現愈好。本研究問卷第二部分關於家長學習成長

知能，包括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或監護人)未來想要參與增能課程及升學意願和

進修，某種程度與學習動機有關，依據此理論編製問卷；問卷第三部分關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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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學習狀況，其中學生學習數學以及關於數學學科說明等題就依據學習動機理

論論點設計題目。 

 

 

第五節 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因素探討 

 

  國內針對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和學習成就表現相關

研究不多。本研究蒐集相關研究，整理與說明如下。 

 

壹、家庭背景與學習表現 

 

    家庭背景因素相當廣泛，包括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學習資源、母親國

籍與家中使用語言、文化及社會資本等。張酒雄、張玉茹(1998)調查研究指出，

單親家庭子女在學習表現較雙親家庭子女低，同時家庭結構與學生學習表現有顯

著相關。林慧敏、黃毅志(2009)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對愈高，學習成就愈好。

李敦仁、余民寧(2005)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子女數愈少，家庭社經

地位除了會直接影響子女教育成就之外，也透過手足數目和家庭教育資源兩條路

徑間接影響子女教育成就。張芳全(2011)研究指出，子女雙親的教育程度愈高，

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文化資本正向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正向顯著影響

自我抱負，而文化資本、學生自我抱負與學習興趣對數學成就都有明顯正向影

響。Chen 與 Stevenson(1995)研究指出，家庭手足數對學習成就有明顯預測力，

手足數愈多的家庭，家長參與學習成長的知能有限，因而教育資源愈分散，不利

於子女之學習表現，手足數愈少家庭，愈能將教育資源集中，獲得較多學習機會，

進而提高學習成就及學習表現。Downey(1995)指出，兄弟姊妹數多會稀釋家庭教

育資源或文化資本，影響手足的學習表現。這也是家庭社經地位的一種反應。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D%8E%E6%95%A6%E4%BB%81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4%BD%99%E6%B0%91%E5%AF%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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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社會資本是文化資本之一，家庭社會資本代表了家長的人際關係及對外

的互動情形，它也可能與子女學習表現有關。Koyanagi、Aung、Yuasa、Sekine

與 Takao(2021)指出，學生學習動機對於學習表現相當重要，然而在大學或學院

的學生，除了他們的家人和社區外，還與朋友、同學和教師建立新的社交聯繫，

屬於他們的網絡，學生獲得社會的意見、欣賞、信任和規範，這些社會關係增強

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因而本研究將納入此變項進行分析。 

    Huang 與 Liang(2016)的研究指出，具有較高文化資本的學生在數學和科學

表現比較好。Jun 與 Hampden-Thompson(2012)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兒

童，從文化資本所獲得的學習效益較家庭地位低的孩子要來得多。張芳全(2018)

運用跨國資料研究指出，學生的家庭學習資源與家庭設備對數學學習成就有學生

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習表現之研究很多。李文益、黃毅志(2004)研究顯示，學生擁

有的精緻文化越高，越有利於親師互動，且提升學業成績與教育、職業抱負之間

接影響；負面文化則反之。楊淑萍、林煥祥(2010)分析臺灣 15歲學生參與 2006

年 PISA指出，擁有完整經濟資源或文化資源家庭的學生，在 PISA 評量中的科

學素養、數學素養表現、及對學習科學的興趣、參與程度、快樂指數、評鑑價值

等，均顯著優於其他的同儕。 

    而子女家長的國籍別與學習成就表現有關聯。新住民子女的數學學習表現明

顯比本國籍低(張芳全，2020；謝進昌，2007)。Verhoeven 與 Vermeer（2006）的

研究發現也類似。然而他們以國中小的新住民子女為研究對象，在高中階段是否

如此需進一步分析。張芳全(2017b)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在家中使用母親的家

鄉話之學習成就表現，明顯低於使用國語的家庭子女。可見新住民子女在家中使

用的語言也與學習成就表現有關。然而張芳全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究竟高中階

段的新住民子女是否如此，也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究。 

    當然家中使用語言與學習表現也有關聯，Shodavaram、Jones、Weaver、

Marquez與Ensle（2009）研究指出，移民子女在家庭中使用的他們的母語有助於

他們更適應生活。張芳全(2017a)研究指出，國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國語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A5%8A%E6%B7%91%E8%90%8D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E%97%E7%85%A5%E7%A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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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他們的數學學習表現提高。陳信助、白青琉(2021)研究新移民之背景因

素、閱讀能力及子女之國語文成績之影響因素，樣本來自北部兩所及中南部三所

國小學童之母親，與北部兩所國小學童，以華語文能力測驗的基礎級閱讀測驗為

測量工具，對新移民母親進行閱讀能力測試，以問卷調查之家庭背景與社經地

位，比對母親閱讀能力與子女國語文成績發現，新移民母親閱讀能力與子女國語

文成績，雖不具相關，但家庭背景與社經地位卻與新移民母親的閱讀能力與子女

的國語文成績具有影響。上述看出就讀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與學習表

現有關聯，然而高中階段新移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與學習表現會有關聯嗎? 尤其

臺灣的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學生來自家庭有所差異，多數未能考上普通高中才

往技術型高中就讀。這其中代表兩類學生來自家庭及學習目標不同。通常來自普

通高中學生的家庭SES比起技術型高中學生高。然而就讀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

的新住民子女在家庭背景是否有明顯不同，是本研究要分析。 

    總之，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子女、學習資源愈多的學生、家庭結構完整的學生，

他們可以擁有家庭資源較多，也有家長較多關心，同時也可能家庭社會資本會愈

多，因而學習成就比較好。同時子女在家中使用國語作為平常溝通語的學生學習

成就明顯高於使用新住民子女母親的家鄉語。 

 

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習表現 

 

    家長學習成長與子女學習表現有密切關係，國外許多研究支持這論點。Jay、

Rose與 Simmons(2018)分析父母支持兒童數學學習的經驗和做法，區分以學校為

中心和以家長為中心的家長參與兒童學習方式，對英格蘭西南部城市 16 所小學

學生家長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以學校為中心的方法有負面影響，它會限制父母對

子女支持家庭數學學習的理解；然而以家長為中心的家長參與數學學習方法相關

機會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表現。這可以看出家長學習，並參與子女學習，有益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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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學習表現。Buff、Reusser與 Dinkelmann(2017)研究子女知覺父母支持對兒童

數學學習的重要性發現，如果子女知覺父母控制，即侵入性的父母支持，對於子

女的學習有負面影響；相對的如果知覺父母對學習相關期望的明確性，子女在學

習樂趣有提升效果。Schaeffer(2018)研究結果指出，父母陪伴子女學習數學的時

間愈多，對子女數學學習將產生重要影響，同時父母對子女數學學習之教育期

望，對子女數學學習發揮持續性的影響。 

    個體獲得社會支持之後，獲得關懷與肯定，亦會支持家庭與子女。換言之，

新住民若獲得更多社會支持，對於子女教養、生活與學習是有幫助。若學生缺乏

社會支持與家長支持及社會關懷，往往導致偏差行為(劉宗幸，1999）。其實若整

合社會支持、家庭支持、同儕支持與社會網絡，更會減少學生學業壓力及生活壓

力。鄭照順(1999)研究指出，個體有適當家庭支持、同儕支持會降低青少年沮喪

情緒、減緩生活壓力及減輕身心症狀，甚至有助於學習表現。因此家長在學習知

能成長方面，如果本身受到社會支持愈多，愈會以正向態度對面對社會環境，在

教導子女較能鼓勵、積極與肯定態度。Clinton 與 Hattie(2013)研究高中生對其父

母參與和他們學習成就之關係，以 59所學校的 1,554名紐西蘭高中學生發現，家

長支持，並與孩子談論學習和學校教育，並對子女的其未來學習抱有很高的期

望，尤其是對學習成績較差的學生，更有學習提升效果。可見家長支持與子女的

學習表現有關聯。然而新住民是否獲得更多社會支持與關懷，對子女學習表現有

正面助益呢？值得研究。 

    家長公共參與有多面向價值，包括對個人、社區、社會，乃至於對子女的學

習方面的助益。公共參與可以讓個人增加對公共事務的瞭解，可以對社區提供人

力協助，也可以讓社會更為和諧。其實家長公共參與對子女也有很多優點，就以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來說，Keith 與 Keith(1993)指出，對子女最大幫助是學業表現

與成就獲得提升。Christenson、Rounds 與 Gorney(1992)研究指出，可以增加子女

的學習動機與自尊心。Epstein(1996)研究指出，家長參與公共事務能使學生更為

獨立。Henderson、Marburger與 Ooms(1986)研究也指出，家長高度參校務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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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缺曠課率；並可以提高子女參與學習活動意願(George & Kaplan, 1998)。

Resnick等人(1997)指出，若以青少年期學生來說，家長參與校務可以減少藥物濫

用、暴力、吸毒、鬥毆等高風險行為。 

    總之，家長學習成長與子女學習表現有密切關係。究竟這些因素與新住民子

女學習表現之關聯性為何？尤其本研究納入兩類高中的學生為不同家庭背景，因

為家庭背景差異，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是否有所不同？有

待本研究探究。 

 

參、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表現 

 

    個人特質因素與學習表現息息相關。學生學習特質相當多元，本研究以學習

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為探討探內容。Bryan、Glynn 與 Kittleson(2011)根據

架構面向設計科學動機問卷，將問卷內容分為內在動機、自我效能與自我決策；

其中內在動機題目包含發現學習科學是有趣、享受學習科學、理解科學會帶來成

就感以及認為學習比學業成就更重要。學習動機與自信心也有關聯。張芳全(2006)

針對 2003 年臺灣國二學生進行 TIMSS 分析顯示，影響學生數學成就最大因素是

學生學習特質，包括學生抱負、數學信心及對學科重視程度。張俊彥等人(2018)

針對臺灣在 TIMSS 2015 分析指出，在數學學習興趣方面，四年級與八年級生的

數學學習興趣都不佳，非常喜歡學習數學人數百分比遠低於國際平均；四年級學

生非常喜歡數學人數百分比為 23%，在 49 個國家中排名第 48；八年級生非常喜

歡數學的人數百分比為 11%，在 39 個國家中排名第 35。而在國際排名上，我

國四年級和八年級對數學的學習自信分別為 49 個國家中排名第 48和 39個國家

中的第 33。張芳全(2021)以新北市一所市立高中高一 303名學生資料探討與他們

在數學素養表現因素，研究中控制學生背景因素，探究學生家庭社經地位透過自

我教育期望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素養表現的影響發現，高中生的家庭社經地

位、補習數學時間對自我教育期望有正向顯著影響，家庭社經地位對於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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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沒有明顯影響，但是男生數學學習動機明顯高於女生；學生性別與補習數學

時間對數學素養表現明顯影響，男生數學素養表現明顯高於女生，且自我教育期

望與數學學習動機愈高，數學素養表現表現愈好。許多研究指出，兩性在數理學

科學系的學習興趣，在國小或國中階段沒有明顯差異，但會隨著年級增長，女學

生數理學科學習興趣會逐漸降低(Ethington & Wolfle, 1986; Guvercin et al., 

2010)。Anderman 等人(2018)研究高中學生的數學學習動機指出，學生對於數學

內價值與成就價值較低，缺乏數學學習動機信念，所以提升學生數學學習自信，

並培養學生以正向態度學習數學，進而對數學產生興趣，是促使學生在數學學習

更好表現方式。 

    而學習支持是學習者對學習的一種內在感受到重要他人的支持程度。學生的

重要他人之一是父母，所以學生的學習支持很多來自於父母或監護人。父母對於

子女的學習支持愈多，子女的學習表現會愈好。洪惠嘉、危芷芬(2017)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統整臺灣自 1982年至 2014 年問卷調查之「家長支持、自我效

能與學業成就之關係」所累積 50篇碩博士學位論文和 15篇期刊論文客觀分析，

以了解家長支持、自我效能對學業成就之影響，運用效果值進行後設分析，並透

過同質性檢定探討教育階段、學業成就科別和考試形式等調節變項發現，家長支

持與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為.29、家長支持與學業成就之間的相關為.18、自我效

能與學業成就之間的相關為.40，上述可以看出，各變項都與學習成就表現有正

相關。鐘珮純(2013)針對 18篇研究報告及 29, 141位研究對象進行後設分析發

現，臺灣父母參與及子女學習成就之平均效果量，具有正相關與中低度效果。 

    學生自律學習對學習表現有正面助益。會自律的學習者具有反思性和高度學

習效率，因此他們的學習過程形成積極的學習態度。Zimmerman(1998)指出，自

律學習是學習者自我監控與管理行為的一個歷程。Sansone與 Thoman(2005)認

為，自律學習策略會因為學習興趣而影響目標決定與學業成就。趙珮晴、余民寧

(2012)的研究指出，自律學習策略，在自我效能和學業成就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

果。翁雅芸、余民寧(2016)以小四學生追蹤至小六的追蹤調查進行分析指出：性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B4%AA%E6%83%A0%E5%98%89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8D%B1%E8%8A%B7%E8%8A%AC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7%BF%81%E9%9B%85%E8%8A%B8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4%BD%99%E6%B0%91%E5%AF%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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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對於自律學習與數學學業成就之起始水準的影響達顯著，其中女生的自律學習

起始水準高於男生，男生數學學業成就起始水準則高於女生。上述可以看出，學

生的自律學習愈好，代表自我要求愈高，對於學習任務的完成及學習表現愈好。 

    學習投入與學習表現有關連。陳慧蓉、張郁雯、薛承泰(2018)研究指出，經

濟弱勢學生的學習投入對於學業表現之影響顯著高於一般學生。而學生在學校的

關係、家長的學習參與、及家庭教育資源可以預期學業自我概念， 學校關係及

家庭關係對學習投入有顯著影響；學業自我概念對學習投入有顯著影響；同時學

業自我概念及學習投入為脈絡因素影響學業表現的中介因素，以及學業自我概念

會透過學習投入影響學業表現。張鈿富、林松柏與周文菁(2012)分析高中學生學

習投入影響因素指出，影響高中生間接行為學習投入的主要因素為性別，影響直

接行為學習投入因素主要為學校變項，包括學校類別與所在地；影響情緒學習投

入的因素主要為性別、類組與家庭社經地位；影響認知學習投入因素包括就讀類

組與家庭社經地位，以及就讀學校公私立別與地區別。學習投入向度對學習成果

的影響性依序為認知、直接行為，與情緒學習投入。 

    總之，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表現有密切關聯性。然而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

新住民子女在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現況，以及兩類高中學生在這方面

的差異是本研究所要探究問題。 

 

肆、學生學習特質在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習成

就之中介因素論證 

 

本研究以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與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為投入變

項，而以學習成就為結果變項，這兩者之間以學生學習特質包括學習動機、自律

學習、學習支持為中介變項。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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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庭背景與學習成就之關係來說，陳奎熹(1990)指出，學習者背景變項因

素不會直接影響教育成就，而是透過物質條件，例如有家長教育態度、教養方式

等影響學習者學習表現。林生傳(1996)也有相同論點認為，現代家庭社經地位並

非直接影響教育成就，而是透過許多中介因素影響子女學習表現。許多研究結果

支持這論點，包括鄭淵全(1998)、張芳全(2009)，張芳全和張秀穗(2016)、張芳全

和林盈均(2018)。張芳全和江淑芳(2020)以自律學習為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習成就

之間的中介變項獲得支持。張芳全(2021)以一所高中高一 303名學生資料探究學

生家庭社經地位透過自我教育期望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素養表現的影響發

現，高中生數學學習動機與自我教育期望在中介模式的整體間接效果不明顯，然

而自我教育期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數學學習動機沒有中介效果，同時自我教育

期望間接效果沒有明顯高於學習動機間接效果。Neuenschwander 等人(2007)研究

美國及瑞士的六、七年級生背景對學習成就之影響，而以能力信念為中介變項顯

示，家長教育期望影響學生能力信念，進而影響他們的測驗標準分數及本國語言

學習成就。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可能影響子女特質，包括學習支持、自律學習、學習動機

與自我教育期望，再間接影響子女學習成就。家庭 SES 較低者，其子女的家長

教育程度較低，而家長在工作賺取經濟所得與照顧家庭之外，又想要繼續進修與

升學，代表這些家長的學習動機高。因為家長擁有較高的學習動力，子女可能耳

濡目染，也會在課業學習上更多投入，這種學習投入，某種程度也反應子女在學

習動機與學習自信心較為強烈。因為高度學習投入與學習動機，也就可能影響了

他們的學習表現。翁楊絲茜、曾祥霖、黃伃延(2009)研究指出，家長教育程度愈

高者，其子女之教育抱負程度愈高，其中家長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含以上者），

其子女畢業後打算繼續進修之比例達 85.4%。Bakermans-Kranenburg、Uzendoorn

和 Bradley(2005)研究指出，雙親對子女教育期待愈高，子女的學習自律愈好，學

習表現也較好。Cao、Bishop 與 Forgasz(2007)探討中國大陸和澳大利亞的 5年級、

7 年級、9 年級 700 多名學生感受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影響發現，兩國隨著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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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高，學生感受到家長參與的影響力不那麼強，若與澳大利亞學生相比，中

國學生有更強知覺父母鼓勵和更高的家長教育期望。Cai、Moyer 與 Wang(1997)

調查 220 名家長在學生學習數學所扮演角色，並分析家長參與和學生數學學習之

關係，研究中把家長分為激勵者、資源提供者、監控、內容顧問與學習輔導員，

研究發現，若與父母最不支持的學生相比，父母最支持的學生表現出更高的數學

成績和對數學積極態度；如果父母作為激勵者、資源提供者和監督者的角色預測

學生數學成績是最重要的。  

Turney和 Kao(2009)指出，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是家長可以更多瞭解子女學習

獨特機會，在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可以對子女的學業表現與行為問題改善，他們運

用美國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1)的資料分析發

現，新住民參與校務有族群的差異性，新住民較本國籍家長困難參與校務，不過

如果新住民家長運用時間愈多與有能力使用英語和校務參與有正相關，而其子女

學習表現較好。親子天下(2016)報導指出，英國 D. Hartas 研究者從 10,931 位青

少年的問卷調查分析顯示，自信程度較高的青少年，高度渴望學習並傾向繼續升

學；家長經常與子女參觀展覽、美術館、博物館及音樂會等文化活動的子女有近

七成表達強烈的進修意願。上述看出，家長參與校務也是公共參與的方式之一，

這可能與子女學習表現也有關聯，同時家長學習成長也與子女學習信心有關。上

述的關聯性，也與新住民子女的學習表現有關聯。 

總之，多數以國中及國小的新住民子女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及家長學習成長

知能，會透過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間接影響。然而高中階段(普通高中與技

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方式，家長對子女關注以及和學校互動有所不同。

也就是，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是否家庭背景及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會

透過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有間接影響，有待本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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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名詞釋義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如圖 3-1。圖中在探討高中階段(包括技

術型高中與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與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透過

學生學習特質影響學習成就。也就是圖 3-1是包括了技術型高中與普通高中的新

住民子女，在後續資料蒐集與分析將會做這兩類型學校新住民子女及所有樣本的

分析，其中家庭及學生背景包括家庭結構、雙親國籍、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家

庭經濟主要來源、學生目前與誰同住、學生就讀的學校類型等。學生與誰同住在

瞭解學生目前的家庭結構狀況；雙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組成家庭社經地

位。文化資本是家庭提供子女學習資源，而家庭社會資本是家長與他人分享子女

學習狀況等。學生就讀的學校類型包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學習成就包括數

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與學習領域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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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的家庭及學生背景變項有些屬於連續變項(例如雙親教育程度、文

化資本、社會資本等)，有些不屬於連續變項(例如性別、國籍別、家中使用語言、

與誰同住、學校類型等)，對於不連續變項會運用描述統計來與有關的變項進行

交叉分析，而連續變項會運用統計檢定來瞭解變項之差異或關聯性。需要說明的

是家庭社經地位是包括雙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家庭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

形成一個組合變項，所以不是全部的家庭背景變項。基於文獻探討提出以下假設： 

    H1：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有明顯差異。 

    H2：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成長知能有明顯差異。 

    H3：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有明顯差異。 

    H4：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 

    H5：不同母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有明顯差異。 

    H6：不同母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生學習特質有明顯差異。 

    H7：不同母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 

學習特質 

1學習動機 

2學習支持 

3.自律學習 

家長成長知能 

1.培力課程 

2.進修意願 

3.社會支持 

4.公共參與 

學習成就 

1.數學素養表現 

2.非認知學習表現 

3.學習領域滿意

度 

家庭及學生背景 

1家庭結構 

2教育程度 

3經濟收入 

4文化資本 

  5社會資本 

6雙親國籍 

7家中用語 

8學校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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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8：不同父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有明顯差異。 

    H9：不同父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生學習特質有明顯差異。 

    H10：不同父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 

    H11：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對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有明顯差異。 

    H12：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對學生學習特質有明顯差異。 

    H13：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對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 

    H14：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和

數學素有顯著關聯。 

    H15：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和

非認知學習表現有顯著關聯。 

    H16：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和

學習領域滿意度有顯著關聯。 

    H17：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透過學生學習特質間接影響學習成就。 

 

貳、名詞釋義與變項測量 

 

一、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係指本國人民與外籍人士結婚所生之子女，亦即子女的父或母之其

中一方為非本國籍人士，它可能包括歐美先進國家、東南亞國家及地區和中國大陸

的國籍。本研究所稱新住民子女是指父或母一方為外籍人士，並就讀臺灣公立高

中(含綜合高中，也包括就讀技術型高中的學生，其中不是中華民國籍之父或母

包括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

柬埔寨、以及來自歐美先進國家、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本研究的新住民子女

不包括就讀私立高中職學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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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階段學生 

 

        高中階段學生係指就讀國中階段之後與大專校院之前教育學生。本研究所指

的高中階段依據《高級中學法》第五條第一款的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的定義：係

指提供基本學科為主課程，強化學生通識能力之學校。第二款的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提供專業及實習學科為主課程，包括實用技能及建教合作，強化學生專門

技術及職業能力之學校。以及第三款的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包括基本學

科、專業及實習學科課程，以輔導學生選修適性課程之學校。本研究所納入的都

是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 立高中，不包括私立高級中學。也就是本研究的高

中生包括就讀普通高中以及技術型高中生。文中亦以高職取代技術型高中，以高

中取代為普通高中。 

 

三、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是指家長透過各種學習管道，學習知識技能，增加家長自

我的知識與能力。本研究的家長成長知能是從自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問卷蒐集資

料，內容包括家長參與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與公共參與程度等面向，

上述的每個向度各有 23 題、5 題、21 題及 13 題，並沒有反向題目。這部分由新

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情形，若在這些題目的填答分數愈高，代表家長學習

成長知能愈高。 

 

四、學生學習特質 

 

    學生學習特質是指學生在學習所感受到的一些特性。本研究的學生學習特質

是指學生的數學學習動機(包括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其

中學習支持是子女知覺家長或監護人對他們的學習支持與鼓勵程度；而自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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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學生自我要求、時間規劃與自我監控學習的歷程。此構念有三個面向，每個

面向各有數個問卷題目，並沒有反向題，如果學生在問卷填答分數愈高，代表數

學學習動機、學習支持及自律學習愈好。 

 

五、學習成就 

 

    學習成就是指學生在學校學習表現。學習成就有多樣性，並不限於課業的認

知性的學習成就，還包括非認知學習表現。本研究的學習成就是指高中階段新住

民子女的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與學習領域滿意度。數學素養表現依據

108 課綱在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二年級之數學領域編製的測驗，所測量學生的

分數。非認知學習表現是指高二學生對於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幸福感受等。學

習領域滿意度是指學生在各學習領域(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地球科學

等領域)的學習滿意情形，分為文科學習領域及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 

 

六、數學素養表現 

 

    數學素養表現是指個人在數學能力與態度，個人在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

的情境脈絡中面臨問題時，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從而根據數學知識、運用

數學技能、並藉由適當工具與資訊，去描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發揮

數學思維方式的特長，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能有效地

與他人溝通觀點(教育部，2018)。本研究的數學素養表現依據 108 課綱在普通高

中及技術型高中二年級之數學領域內容，依據此規範，邀請高中數學教師設計「高

中階段學生數學素養表現測驗」(如附錄二的問卷第四部分)，此測驗包括普通高

中及技術型高中的二年級數學所要學習的重要素養，各以十題選擇題，每題一

分，如果學生在素養測驗的分數愈高，代表數學素養表現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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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認知學習表現 

 

    非認知學習表現是指學生不在學習領域所獲得的素養或學習成就表現。本研

究的非認知學習表現是指高二學生在自律學習、人際關係、幸福感受等。而自律

學習、人際關係與幸福感受共有十個題目。其中有一題為反向題，也就是不管我

再怎麼努力，功課還是不會進步。此題為反向題，因此會將此題的計分轉換與其

他題目相同正向分數。所以該向度分數愈高，代表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 

 

八、學習領域滿意度 

 

    學習領域滿意度是指學生在各學習領域(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地

球科學等領域)的學習滿意情形。本研究的學習領域滿意度包括高中階段學生在

國文、英文、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生物等

領域的滿意情形，它以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滿意及非常滿意，1 至 4 計分，分

數愈高代表愈滿意，在上述十個學習領域的前五個為文科學習滿意度，後面五個

領域為理科學習滿意度。 

 

參、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問卷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的背景資料、第二部分關於家長學習成長

知能、第三部分為關於你自己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狀況，第四部分為數學素養測驗

題。這些問卷題目與上述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成就、數學

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等重要名詞有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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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變項的測量 

     

    本研究在學生背景變項包括相當多變項，各個變項的意義及測量如表 3-1 所

示。值得說明的是學校類型亦為背景變項之一，然而它是由不同學校施測，所以

在問卷上並沒有讓學生勾選，而是本研究在回收問卷之後，將普通高中與技術型

高中直接區分。 

 

表 3-1  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變項的意義及測量 

變項 意義及測量 計分 

學生性別 男生與女生 1、2 分別代表男

女生 

手足數 家裡的兄弟姐妹(包含自己)數？一位、兩位、

三位、四位（含）以上 

以 1 至 4 分 

求學經驗 你曾經在臺灣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就讀小學

嗎？沒有、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越南、印

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柬埔寨、

其他 

以 1 至 11 分類 

父親出生地 爸爸出生於？臺灣（含臺灣本島及離島）、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越南、印尼、泰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緬甸、柬埔寨、其他______

（請填寫國名） 

以 1 至 11 分類 

母親出生地 媽媽出生於？臺灣（含臺灣本島及離島）、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越南、印尼、泰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緬甸、柬埔寨、其他______

（請填寫國名） 

 

父親教育程

度 

爸爸的最高學歷是？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

學、國小畢業、國中畢業、高中/職畢業、專

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博士 

以 1 至 8 計分，上

述依據學制年數

轉換，即 3、6、9、

12、14、16、18、

24 年 

母親教育程

度 

媽媽的最高學歷是？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

學、國小畢業、國中畢業、高中/職畢業、專

以 1 至 8 計分，上

述依據學制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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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博士 轉換，即 3、6、9、

12、14、16、18、

24 年 

未來求學期

望 

希望自己未來的教育程度？高中/職畢業、專

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博士 

以 1 至 8 計分，上

述依學制年數轉

換，即 12、14、

16、18、24 年 

爸爸(男監護

人)期望 

爸爸(男監護人)未來的教育程度？高中/職畢

業、專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博士 

以 1 至 8 計分，上

述依學制年數轉

換，即 12、14、

16、18、24 年 

媽媽(女監護

人)期望 

媽媽(女監護人)未來的教育程度？高中/職畢

業、專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博士 

以 1 至 8 計分，上

述依學制年數轉

換，即 12、14、

16、18、24 年 

家庭結構 它是以目前和誰住在一起？只和爸爸、只和媽

媽、和爸爸媽媽、和爸爸(媽媽及(外)祖父(母)、

只和(外)祖父(母)、其他______(請填寫) 

以 1 至 6 分類 

在家溝通語

言 

在家裡主要與家人溝通的語言？閩南語、國

語、客語、英語、原住民族語、東南亞國家語、

其他語言________（請填寫） 

以 1 至 7 分類 

每月收入 家裡(所有家人)每個月經濟收入大約多少？4

萬元以下、超過 4 至 8 萬、超過 8 至 12 萬、

超過 12 至 16 萬元、16 萬元以上 

以 1 至 5 計分 

收入來源 家裡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是？爸爸(男監護

人)、媽媽(女監護人)、其他__________(請填

寫) 

以 1 至 3 分類 

經濟狀況 家庭近五年來的經濟狀況？貧窮、勉強、普

通、小康、富有 

以 1 至 5 計分 

文化資本 家裡有下列這些屬於個人專用設備嗎？電腦

桌機(筆電)、網際網路、紙本字典(辭典，包含

中英文)、和學習有關的光碟(電腦軟體)、數學

與自然的參考書（含講義）、數學和自然相關

的雜誌期刊（如：牛頓）、課外讀物（如小說、

故事書、百科全書）、獨立書房或讀書空間、

書桌、手機等，共十題，以沒有及有為選項。 

 

你一週(含週末假日)補習下列課程次數？包括

沒有 1，有 2，這

些項目加總的總

分 

 

 

 

 

 

沒有、1 次、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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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課程、補習國文、補習英語、補習數學、

補習自然科學領域、補習藝術技能課程。 

 

本學期到目前為止，你一個月參加下列活動幾

次？包括到圖書館看書、聽音樂會與觀賞表

演、參觀美術展與文藝展覽、參觀場館展覽(如

博物館、天文館)、戶外活動(如爬山踏青)接觸

大自然、會上網學習數位教材等相關課程。 

3 次以上以 1 至 4

分 

 

沒有、1 次、2 次、

3 次以上以 1 至 4

分 

 

 

社會資本 爸媽(或監護人)會與他人分享你的學習狀況，

共有五題，從從不如此到總是如此 

以 1 至 5 計分 

 

二、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測量 

 

 本研究問卷的第二部分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它分為培力課程、進修意願、

社會支持、公共參與說明如下： 

 (一)培力課程：主要在瞭解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曾經參加哪些課程，可以增

加他們的生活能力，以及未來想要參加哪些課程可以提高他們的職場及生活的知

識、技術與能力。曾經參加課程者以沒有和有，各以 1 及 2 計分，如果分數愈高

代表，已有增能的基礎，而未來想要參加的課程有數題，選項是由非常不可能、

不可能、可能、非常可能，其計分由 1 至 4 分在這些題中，分數愈高代表未來愈

有可能參與課程，提高就業的競爭力。 

 (二)進修意願：它是指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或監護人)升學或增能進修意願

情形。本研究的家長進修意願，包括學習各種語言、到學校取得正規學位、講席

課程、網路進修課程等，它的選項由非常不可能、不可能、可能、非常可能，其

計分由 1 至 4 分在這些題中，分數愈高代表未來愈有進修意願，提高他們的知能

與就業競爭力。 

 (三)社會支持：它是指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或監護人)獲得的社會支持情

形。本研究的社會支持是新住民子女的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情形，它包括工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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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心理支持及訊息支持等三個面向，各面向都有數的題目，其選項是由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其計分由 1 至 4 分在這些題中，分數愈高代表

家長獲得社會支持的情形愈高。 

 (四)公共參與：它是指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或監護人)公共參與情形。本研

究的公共參與是指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情形，它包括志工參與及參與分

享等二個面向，各面向都有數題，在志工參與選項為有參與及沒有參與各以 1

及 2 計分，而分享參與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其計分由 1

至 4 分在這些題中，分數愈高代表家長分享參與情形愈高。 

 

三、學習成就的測量 

 

 本研究問卷的第三部分為學生學習狀況，主要是學習成就，它分為非認知學

習表現(包括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幸福感受)、學習動機(包括內在動機與外在動

機)、自律學習、學習支持。說明如下： 

 (一)非認知學習表現：它是指學生在學校學習成就之外的情意方面表現。本

研究以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幸福感受等向度編製問卷，並進行施測，其選項由

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由 1 至 4 計分。分數愈高，代表學生在

非認知的學習表現愈好。 

 (二)數學學習動機：它是指學生在數學領域的學習動力。本研究的數學學習

動機包括內在與外在動機，前者在瞭解學生內心對於學習數學的動力，後者在瞭

解學生學習數學之後可能會有的優點。它的選項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

非常符合，由 1 至 4 計分。如果學生填答的分數愈高，代表學生在數學學習的內

在與外在動機愈高。 

    (三)自律學習：它是指學生對於自我學習的管控、規劃與管理情形。本研究

的自律學習是指學生自己平時對於念書狀況的自我管控情形，它有多個問卷題目

所組成，選項由從不如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由 1 至 4 計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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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生填答的分數愈高代表自律學習愈高。 

    (四)學習支持：它是指學生感受到重要他人對他的學習支持程度。本研究的

學習支持是指學生感受到父母親(或監護人)平時對於他們學習的鼓勵、教導、協

助、以及討論生涯規劃等，它有多個問卷題目所組成，選項由從不如此、偶爾如

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由 1 至 4 計分。分數愈高代表學習支持感受愈高。 

    第三部分有兩大題，詢問學生一週(含週末假日)補習下列課程次數？以及本

學期到目前為止，你一個月參加下列活動幾次？各有六題，它屬於學生的家庭文

化資本之一，其選項為沒有、1 次、2 次、3 次(含以上)，如果分數愈高，代表學

生擁有的家庭文化資本愈多。 

 

四、數學素養表現的測量 

     

    本研究問卷的第四部分為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生的數學素養表現。本研究

結果變項包括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和學習領域滿意度。其中非認知學

習表現如上所述，其餘兩項說明如下： 

    (一)數學素養表現：它是指學生在數學的態度與認知能力，本研究的數學素

養表現依據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數學學習課程綱要編製，適合於高二學生測

試的十個題目，在普通高中及技術高中的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

各有 2、3、2、1、1、1 題，每個題目有四個選項，單選題，答對者給 1 分，答

錯者給 0 分，十題每題最高 10 分，分數愈高，代表學生學習素養愈高。本研究

的數學素養表現分為三級：答對 3 題以下者稱為待加強級、4 題至 7 題為基礎級、

答對 8 題以上為精熟級。精熟級：代表學生精通熟悉高二數學階段的數學素養表

現；基礎級：代表學生具備高二之基本數學素養表現；待加強：代表學生尚未具

備高二之數學素養表現。 

    (二)學習領域滿意度：它是指在素養與學習成就之外的學習表現狀況。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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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學習領域滿意度包括不同學習領域的喜愛程度，包括國文、英文、數學、地

理、歷史、公民與社會、生物、物理、化學、地球科學等，每個領域一題，其答

案選項由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滿意、非常滿意，由 1 至 4 計分。如果學生填答

的分數愈高代表對於學科學習領域愈滿意。而這與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及幸福感

受的非認知學習表現都屬於情意部分的表現，在第二部分已有說明，不再重複。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資料蒐集方式。移民署在委託研究規範指出，研

究若涉及新住民家人及其子女的調查統計，視需要增列對照組調查，以避免產生

以偏蓋全。為完整瞭解新住民子女表現，把本國籍就讀高中階段學生納入調查分

析，以有系統分析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

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與學習領域滿意度。本研究問卷自編「高中學生學習狀況

之調查問卷」及「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學生數學素養表現測驗」，作為研究工

具。前者先整理相關文獻，接著提出調查架構，再設計問卷題目，並進行問卷專

家審題。問卷形成之後，以五所高中的 350 位學生進行預試，接著針對 32 所普

通高中及 34 所技術型高中二年級生抽樣之後，進行正式施測。後者則邀請高中

數學教師依據高中階段之課程目標及教材編製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數學素養

表現的測驗工具，編製完成之後亦邀請三位高中學生進行測試，以瞭解測驗的難

易以及可否在 30 分鐘完成測試。 

 

貳、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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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自編問卷進行資料調查，2021 年 4 月底正式發出問卷，並附上

家長知情同意書，請參與研究的學校發放給學生，經家長同意之後，再進行問卷

調查。據教育部(2021)統計，109 學年度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和綜合高中校數

各有 377 所、268 所及 67 所，所有學生數共 755,575 名，上述各為 351,757 名、

369,564 名、34,254 名，而新住民學生約有 8 萬名，非新住民子女就讀高中階段

學生有 21 萬 6 千名。本研究考量新住民子女就讀明星高中比例不高，在抽樣時

儘量將各縣市屬學生第一志願高中予以排除。 

    本研究以全國就讀公立高級中學新住民子女為母群，在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

中各抽取 32 所及 34 所學校。顧及樣本代表性，依據北、中、南、東與離島地區

所占比率各為 42.0%、27.1%、27.7%、2.3%、0.9%等比率抽樣。本研究先分層(地

區與學校)，依地區比率抽取兩類高中，再對這些高二學生問卷調查，研究中為

避免新移民子女施測標籤化，調查學校有考量將本地生樣本一起納入施測。 

    普通高中以高二整班抽樣的考量：一是新住民發展基金委員會徵求內授移字

第 1090931836 號公文公告項目第六點第六項指出，若涉及新住民家人及其子女

的調查統計，視需要增列對照組的調查，以避免產生以偏蓋全的誤差。因此本研

究以新住民子女為對象，將本國籍子女納入調查。二是因學校各班學生，如沒有

整班抽取施測，僅由少部分新住民或本國籍子女施測有標籤效應。本研究在普通

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數學素養表現各讓學校測驗一致，施測委由各班導師或學校

分配專人負責，但如僅由少部分學生施測，其他未參與需要另行安排會影響施測

及學生學習。本研究轉知知情同意書給家長，若不願參與本研究者，會協調學校

安排人員管理或導師在施測時讓這些學生在原班自習。 

依據樣本決定公式：n0=Z2
(α/2)／4d2；抽樣人數 n=n0／（1+n0/N），Z 為常態

分配在信賴水準下相對應機率（α=.05），在幾乎沒有誤差下進行抽樣，Z2
(α/2)=9，

且錯誤機率設定 d 為.05，N 代表母群體。本研究在公立普通與技術型高中學生

母群體各為 284,363 及 244,492 名，其中高二生各為 96,680 名及 83,130 名，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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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占所有學生人數約為 10%，所以高中與高職高二母群各有

9,668 名及 8,313 名。因此代入公式： 

 

樣本決定公式：n0=9／4*(.05)2=900 

抽樣人數公式：n=900／{1+ (900/9,668）}=823  (普通高中) 

抽樣人數公式：n=900／{1+ (900/8,313）}=813  (技術型高中) 

 

基於上述，本研究在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宜各抽 823 名及 813 名新住民子

女為代表樣本。2021 年 5 月抽出 32 所普通高中發出 9,200 份，其中新住民子女

為 1,600 名，彰化一所高中原本寄出 800 份，後來退回 625 份，最後所有普通高

中共發出 8,600 份，總班級數 293 班，每班約 8 至 42 名學生。受到疫情影響，

2022 年 1 月 15 日回收 7,575 筆，其中新住民子女有 1,209 名學生。2022 年 2 月

10 日抽出 34 所技術型高中每所約 15 至 50 名學生，共發出 1,400 份。值得說明

的是新北市有一所技術型高中同意針對全校高二生 181 名學生施測，該所學校新

住民子女有 50 位。本研究最後蒐集到的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有 1,209 份，技術

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有 799 份，總共 2,008 份。 

    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移民子女家庭背景如表3-2所示，表中看出，普通

高中男女各有578及629名，各占47.9%及52.1%；家庭子女數以2位的占50.4%最

多；和誰同住項目，以和爸媽同住有559名，占46.4%最多，其次和爸媽及祖父母

有227名占23%，可見約有30.8%的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沒有和爸媽住在一起。家

中使用語言以國語的人數比率82.7%最高，東南亞語僅有0.7%；母親國籍別以中

國大陸及越南的最多，各占45.5%及37.2%。而高職部分，男女生各429名及369

名，占53.8%及46.2%；家中兩位子女者占51.3%最高；和爸媽同住者占46.9%最

多最多，其次和爸媽及祖父母有159名占20.5%，可見約有32.7%的技術型高中新

住民子女沒有和爸媽住在一起；家中使用國語者占82.6%最高，母親國籍別為越

南者占53.9%最多，這是與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以中國大陸占最多者不同。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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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整體來看，新住民子女與雙親住在一起的人數比率最高。 

  

表3-2   新移民子女背景因素的描述統計 

類別 項目 普通 高中 技術型 高中 全部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性別 男 578 47.9 429 53.8 1007 50.2 

女 629 52.1 369 46.2 998 49.8 

家中子

女數 

1位 334 28.2 216 27.4 550 27.9 

2位 596 50.4 405 51.3 1001 50.8 

3位 191 16.1 141 17.9 332 16.8 

4位以上 62 5.2 27 3.4 89 4.5 

和誰同 只和爸爸 120 10.0 118 14.8 238 11.9 

住 只和媽媽 157 13.0 91 11.4 248 12.4 

 和爸媽 559 46.4 375 46.9 934 46.6 

 和爸媽祖父母 277 23.0 161 20.2 438 21.9 

 只和祖父母 28 2.3 24 3.0 52 2.6 

 其他 64 5.3 30 3.8 94 4.7 

在家使

用語言 

閩南語 150 12.4 118 14.8 268 13.4 

國語 998 82.7 658 82.6 1656 82.6 

客語 34 2.8 14 1.8 48 2.4 

英語 8 0.7 1 0.1 9 0.4 

原住民語 2 0.2 1 0.1 3 0.1 

東南亞國家語 9 0.7 4 0.5 13 0.6 

 其他 6 0.5 1 0.1 7 0.3 

母親國 大陸地區 550 45.5 207 25.9 757 37.7 

籍別 香港澳門 4 0.3 3 0.4 7 0.3 

 越南 450 37.2 431 53.9 881 43.9 

 印尼 110 9.1 86 10.8 196 9.8 

 泰國 23 1.9 14 1.8 37 1.8 

 菲律濱 20 1.7 16 2.0 36 1.8 

 馬來西亞 7 0.6 3 0.4 10 0.5 

 緬甸 14 1.2 4 0.5 18 0.9 

 柬埔寨 16 1.3 32 4.0 48 2.4 

 其他 15 1.2 3 0.4 18 0.9 

註：表中的%是有效百分比是指原本登錄所有樣本，而有些樣本在某些題目沒有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58 

填答，所以僅在題目有回答者才納入統計，因此表中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各變

項樣本數加總不會都是 1,209 及 799 名，而有效樣比率是扣除缺漏樣本，實際上

有填答者計算其百分比。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工具 

 

本研究從學理及文獻整理歸納的問卷設計架構，於 2021 年 1 月參考相關問

卷所設計，在 3 月邀請五位專家學者進行問卷修訂，作為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

習狀況問卷。上述問卷調查工具分為三個部分，也就是家庭背景因素、學生學習

特質與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相關內容如表 3-1，這些內容依據參考文獻而來。 

    本研究的問卷編製流程包括擬定問卷大綱、擬定問卷題目，建立專家內容效

度、編製預試問卷、預試問卷施測及編製正式問卷。為提升問卷內容效度，2021

年 3 月邀請 5 位專家學者，包括數學教育、統計及測驗專長和政策領域，提供問

卷修正意見，作為內容效度。在問卷編製完成之後，透過 320 名學生預試，以因

素分析的主軸因子萃取法，最大變異法之直交轉軸，都以特徵值大於 1 為標準來

篩選問卷題目的建構效度。 

 

貳、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本研究在家長培力課程、進修意願、學習支持、自律學習、家庭社會資本之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3 所示，KMO(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切性量數各

為.80、.88、.84、.85 及.89，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aiser, 1974)，家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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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課程、進修意願、學習支持、自律學習、社會資本(家長與他人分享子女的學

習狀況)各抽取一個因素，其中自律學習刪除第 6 題，其他構念沒有刪題，解釋

變異量各為 58.44%、65.83%、56.89%、52.03%及 58.67%。Cronbach’s 係數估

計內部一致性，其係數各為.82、.80、.74、.81、.85。 

 

表 3-3 家長課程增能、進修意願、學習支持、自律學習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因素 題目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信度 

培力課程 聆聽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增廣見聞 .64 7.37 66.97 .82 

參加電腦知能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3    

參加導遊、領隊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5    

參加理財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2    

參加商管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7    

參加食品烘焙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3    

參加多元增能課程(如美容美髮、咖啡製造、

文創產品…)，提升就業能力 

.81    

參加網路行銷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3    

參加翻譯人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4    

參加保母人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4    

參加長期照護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82    

進修意願 學習他國語言(中文、閩南語、客語、英、日、法、

韓、俄、拉丁語、東南亞國家語言等) 

.75 3.55 71.02 .80 

要繼續進修以取得正規學制的學位 .84    

參加學校舉辦有關知識與技能提升的講習課程 .89    

參加社區大學(含空中大學)的學分課程 .88    

參加政府與民間機構開辦的數位及網路進修課程 .86    

學習支持 我會和爸媽(監護人)談論學校發生的事 .75 6.26 56.90 .74 

我可以感受到爸媽(監護人)對我的關心 .74    

我需要幫忙時，會找爸媽(監護人)協助 .76    

爸媽(監護人)會鼓勵我唸書 .71    

爸媽(監護人)會鼓勵我閱讀課外讀物 .76    

爸媽(監護人)會瞭解我的課業表現，並提供協助 .85    

爸媽(監護人)會跟我討論未來就業規劃 .79    

爸媽(監護人)會跟我討論學校課業表現 .83    

爸媽(監護人)會指導我的課業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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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監護人)會教我紓壓方式 .73    

爸媽(監護人)會鼓勵我學習外語 .68    

自律學習 回到家，我會複習上課所學 .72 4.68 52.03 .81 

我會盡力學習重要的上課內容 .76    

我會按時完成老師交代的作業 .69    

遇到課業困難，我會找人協助 .61    

遇到課業問題時，我會自己找尋答案

（如上圖書館或網路搜尋等） 

.64    

我會找方法解決問題 .73    

我會要求自己主動學習 .83    

我會確實訂正作業 .75    

我會安排適合自己的學習環境 .74    

社會資本 家長會與朋友分享我的生涯規劃 .79 2.93 58.67 .85 

家長與其他家長分享我的課業狀況 .77    

家長會彼此討論我在學校的表現 .83    

家長會教導我有效的學習方法 .74    

家長會試圖了解我的交友情形 .70    

 

    在家長獲得社會支持的因素分析摘要結果如表 3-4 所示，KMO 的取樣適切

性量數各為.90，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心理社會支持刪除了第 1、6 題，

而訊息支持刪除第 1、2 及 4 題。在工具支持、心理支持及訊息支持的解釋變異

量各為 34.67%、21.83%及 15.69%，整體解釋變異量為 72.19%。三個面向的

Cronbach’s 係數各為.76、.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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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家長社會支持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因素 題目 負荷

量 

負荷

量 

負荷

量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信

度 

工具 

支持 

1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語

言學習課程的資訊 

.84   5.55 34.67 .76 

2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生

活輔導的資訊 

.89      

3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健

康醫療與心靈成長等資訊 

.84      

4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社

會福利課程等資訊 

.88      

5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家

庭(含親職)教育的資訊 

.88      

6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就

業、轉職、求職等資訊 

.82      

7 接獲學校提供與升學進修有

關的資訊 

.83      

心理 

支持 

2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   .79 3.49 21.83 .77 

3遇到生活問題，會向親友尋

求協助 

  .77    

4遇到就業問題，會主動找政

府相關單位協助 

  .50    

5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會諮詢

醫生專業意見 

  .75    

訊息 

支持 

3.遇到孩子課業問題時，如向

學校反應，學校會提供協助 

 .58  2.51 15.69 .87 

5.遇到就業問題時，會透過就

業服務機構尋求幫助與諮詢 

 .79     

6.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

會從網路尋求法律協助 

 .80     

7.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

會從政府機關提供諮詢解惑 

 .86     

8.遇到問題時，新住民團體

會主動關心協助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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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長公共參與的因素分析之結果如表 3-5 所示，KMO 的取樣適切性量數

各為.88 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志工參與刪除第 4、6 題，而分享參與刪除

第 2 及 3 題。志工參與、分享參與的解釋變異量各為 25.66%及 25.40%，整體解

釋變異量為 51.06%。二個面向的 Cronbach’s 係數各為.70 及.71 

 

 

表 3-5 家長公共參與問卷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因素 題目 負荷

量 

負荷

量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信

度 

志工 

參與 

1 曾擔任學校(包括幼稚園、國小、

國中或高中等)志工 

 .70 2.31 25.66 .70 

2 曾擔任社區志工(含巡守隊、村里

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等) 

 .68    

3 曾擔任社會志工(如通譯志工等)  .66    

5 曾擔任非營利團體的志工(如育

幼院、老人安養院志工) 

 .69    

7 曾擔任醫院志工  .60    

分享 

參與 

1 會在社群網路(例如 Facebook、

Twitter、部落格、Line、WeChat、即

時通、手機簡訊等)發表對時事看法 

.51  2.29 25.40 .71 

4 會參與里民大會討論 .87     

5 會參與市政(地方區域性)公聽會討論 .88     

6 會參加宗教組織的集會分享 .67     

 

 

    在非認知學習表現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6 所示，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各

為.80 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第一個面向題目與自我效能有關，命名為自

我效能；第二面向是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命名為人際關係；第

三個向度的題目都與學生內心愉悅有關，命名為幸福感受，它們的解釋變異量各

為 27.58%、18.02%及 17.10%，整體解釋變異量為 62.71%，二個面向的 Cronbach’s 

係數各為.73、.72 及.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witt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8%90%BD%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eCha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3%E6%99%82%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3%E6%99%82%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6%A9%9F%E7%B0%A1%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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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學生的非認知學習表現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因素 題目 負荷

量 

負荷

量 

負荷

量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信度 

自我效

能 

1只要我努力，功課就一定會進步 .76   2.76 27.58 .73 

2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功課還

是不會進步 

-.62      

6 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把該

學的東西學好 

.68      

8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努力去解決 .55      

人際 

關係 

3 我與老師（含導師）相處愉快   .86 1.80 18.02 .72 

4 我與班上同學相處愉快   .79    

幸福 

感受 

5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的人  .83  1.71 17.10 .81 

7 我覺得上學很有趣  .63     

9 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80     

10 我心情好的時間多過於心情

差的時間 

 .79     

 

    在學生數學學習動機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7 所示，KMO 的取樣適切性量

數各為.90 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兩個面向都沒有刪題，內在動機與外在

動機的解釋變異量各為 39.18%及 30.27%，整體解釋變異量為 69.46%，二個面向

的 Cronbach’s 係數各為.93 及.85。 

 

表 3-7  數學學習動機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因素 題目 負荷

量 

負荷

量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信

度 

內在 

動機 

我的數學科表現還算不錯 .82  4.31 39.18 .93 

我希望在學校多上一些數學課 .72     

我喜歡學習數學 .87     

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 .88     

我喜歡數學 .85     

我願意多花時間學數學 .69     

外在 

動機 

我認為學數學對我的日常生活有幫助  .58 3.33 30.27 .85 

我認為學好數學有助於我學習其他科目  .68    

我需要學好數學以進入我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84    

我需要把數學學好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職業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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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數學是很重要的科目  .79    

 

    在學生學習領域滿意度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8 所示，KMO 的取樣適切性

量數各為.78 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兩個面向都沒有刪題，文科與理科學

習領域滿意度的解釋變異量各為 28.95%及 23.69%，整體解釋變異量為 52.63%，

二個面向的 Cronbach’s 係數各為.70 及.81。 

 

表 3-8  學習領域滿意程度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因素 題目 負荷

量 

負荷

量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信

度 

文科滿

意度 

國文學習領域滿意度  .70 2.90 28.95 .70 

英文學習領域滿意度  .35    

地理學習領域滿意度  .69    

歷史學習領域滿意度  .78    

公民與社會學習領域滿意度  .74    

      

理科滿

意度 

數學學習領域滿意度 .61  2.34 23.69 .81 

生物學習領域滿意度 .70     

物理學習領域滿意度 .83     

化學學習領域滿意度 .87     

地球科學習領域滿意度 .74     

 

     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地位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9 所示，KMO 的取樣適切

性量數各為.70 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三個變項都沒有刪題，解釋變異量

為 62.37%，Cronbach’s 係數為.70。 

 

表 3-9  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地位的信度和構念效度 

變項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信度 

父親教育程度 .84 1.87 62.37 .70 

母親教育程度 .85    

家庭經濟收入 .67    

 

 

    本研究在數學素養表現係透過統一測驗題目，讓學生作答，如此統一數學素

養表現，學生測驗分數具有可以比較性。2021 年 3 月及 2022 年 2 月邀請高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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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設計題目(普通高中與技術高中測驗題)，讓研究工具更專業，並符應於 108

課綱的素養內容。普通高中的 10 題數學素養表現之命題單元及難易度如表 3-10

所示，其中容易、中等及偏難者各有 5 題、3 題及 2 題，而技術型高中的數學素

養表現題目在容易、中等及偏難各有 4 題、5 題及 1 題。每題都以五個選項，有

一個正確答案，如果答對 1 分，答錯 0 分，題目如附錄一的第四部分。在設計好

數學素養表現測驗之後，邀請二位在臺北市就讀高中生以 30 分鐘試作完成。兩

位高中生在社區高中就讀，在校高一數學期末成績為 B 等。在完成之後，研究

者詢問兩名高中，在作答時間及試題明確性，兩名高中均回應作答時間充份，題

目內容反應無異議。 

 

表 3-10  新住民子女的數學素養題目及其難易度 

題目單元 素養目標 難易度 

普通高中   

1 數列與級數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易 

2 無理數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易 

3.數與式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易 

4.指數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中 

5.函數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中 

6.拋物線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中 

7.機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難 

8.期望值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難 

9.對數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易 

10.統計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易 

技術型高中   

1.一次函數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易 

2.直角座標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易 

3.直線方程式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中 

4.數列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易 

5.不等式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中 

6.三角函數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中 

7.數線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中 

8.向量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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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圓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中 

10.斜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難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步驟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為以高中階段二年級生為研究對象，選取高二生主因在於 108 課綱

實施之後，第二年以課綱所規劃的課程為學習依據，這些學生已經歷過高一的素

養學習，在高二接續學習，所以對素養的感知會比高一生的學習狀況還穩定，所

以以高二生為研究對象較適切。也就是 108 新課綱實施，這些高中二年級學生是

第一屆參與此課程對象，在數學素養表現學習會比起高一剛進入者較適應，同時

在 110 學年高三學生不是素養導向課程，所以不在本研究的對象之中，故高一學

生及高三學生都不是納入分析對象。而現有研究多以國中與國小階段的新住民子

女為主，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研究缺乏，若可以探究他們的學習表現，對國內

在新住民教育實務也有助益。本研究在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各抽取 32 所及 34

所學校進行調查。 

    本研究探討就讀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包括培力課

程、社會支持、公共參與、進修意願)、學生學習特質和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

學習表現和學習領域滿意度的關聯，由於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一詞沒有具體的概念

和範圍。本研究以移民署公告研究主題設定四個面向，至於其他學習成長知能面

向不在本研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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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研究步驟包括確定研究主題，針對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之國內外的文獻進行探討，

提出研究目的與問題，形成研究架構並撰寫計畫，據以編製問卷、進行專家審題，

並進行預試，修改問卷後正式施測。本研究邀請高中數學教師編製「普通高中與

技術型高中學生數學素養表現測驗」作為施測的工具、進行施測、資料蒐集、資

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和撰寫研究報告。 

本研究以正式問卷進行問卷調查，接著將問卷調查有效樣本，先經編碼及登

錄之後，以 IBM SPSS 25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資料分析。因為受到疫情

影響，本應於 2021 年 6 月底回收所有樣本，但受到疫情限制，各校學生無法到

校上課，6 月僅有回收 7 所學校 1,000 筆樣本。2021 年 9 月疫情趨緩，各校開學

之後，請各校在 2021 年 12 月底完成施測寄回問卷。而技術型高中的樣本是因為

2022 年 1 月 18 日移民署審查委員會建議本研究需補發技術型高中學生問卷，讓

研究應用度增加。本研究於 2022 年 2 月抽取 34 所技術型高中並獲得各校同意之

後，陸續進行樣本施測，於 4 月底完成回收。在回收問卷之後，從各校問卷整理，

將學生在問卷未填寫半數題數者予以挑出，並陸續將問卷資料登錄，若學生在部

分題目沒有填寫留空視為缺失值。在登錄各班資料之後，並對於登錄資料運用

SPSS 軟體的次數分配功能鍵對於所輸入數值確認，如有登錄錯誤者，立即更正。

最後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獲得可以分析新住民子女各有 1,209 名及 799 名。 

在資料蒐集完成之後，以描述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變異數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及結構方程式等，藉以了解新住民子女知覺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

滿意度的差異及關聯情形，並提出改善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策略。最後將蒐集資

料加以統計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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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研究限制 

 

壹、資料整理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運用描述統計分析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因素、子女知覺家

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表現和非認知學習表現，透過樣本在

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次數分配及百分比來瞭解他們現況及相關因素表現。 

 

二、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來掌握高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

生學習特質的工具效度評估，以瞭解工具的建構效度，並運用 Cronbach's α 係數

來分析工具信度。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採 Cronbach's α 係數，它在.70 以上是可以

接受標準(Nunnally, 1978）。因素分析採用主軸因子分析法，再以最大變異法進行

正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 者為選入因素參考標準。 

 

三、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 

 

    本研究運用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來瞭解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中有關於兩類

別在某一變項的差異性。例如 H1 至 H4。以 H1：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

子女的家庭背景(包括雙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文化資本)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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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了瞭解新移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

對學習成就表現預測以多元迴歸分析來進行。在多元迴歸分析掌握自變項多元共

線性，以變異數波動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為評估依據，該數值大

於 10 代表有嚴重多元共線性。上述推論統計犯錯機率以.05 或.01 為標準。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的背景變項(包括國籍別、在家使用語

言、家庭結構)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

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和學習領域滿意度差異，進行群組之間的差異檢定。如果

各組之間，達到 p<.05，本研究將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é Method)事後比較，以

了解各群組之間的差異。 

 

六、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以 LISREL 8.70 版的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針

對所蒐集到的資料，檢定高中階段(全部樣本、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的模式，將以家庭背景、知

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進行模式檢定，以瞭解新移民子

女家庭背景透過學生學習特質對於學習成就的影響。據研究架構建立模式如圖

3-2。圖中符號如下：ξ1與 ξ2表示家庭背景與家長成長知能的潛在變項，η1與 η2

代表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的潛在變項；X1至 X3分別為家庭 SES(由父母親教

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透過因素分析抽取整併後的變項)、家庭文化資本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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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Ø 代表庭背景與家長成長知能的相關程度；X4至 X6分別代表學習動機、

學習支持、自律學習。X7至 X10分別代表培力課程、社會支持、進修意願、公共

參與；Y1至 Y3代表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γ1、γ2、

γ3分別代表家庭背景對學生學習特質、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對學習成就、學生學習

特質對學習成就的影響。λ1至 λ13為各潛在變項的觀測變項之因素負荷量。δ1至

δ3分別代表家庭背景的觀測值殘差、δ4至 δ6分別代表學生學習特質的觀測值殘

差、δ7至 δ10分別代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觀測值殘差。ε1至 ε3 分別代表學習成

就的三個觀測變項殘差。 

 

             δ1      δ2     δ3      

 

 

            

                  

             λ1  λ2   λ3     δ4   δ5     δ6 

                             

                                          

 

                         λ4   λ5  λ6                            ε1   

                                                     λ11 

                   γ1                                           ε2 

        Ø                           γ3                 λ12 

                 

                          γ2                         λ13        ε3 

 

 

              λ7   λ8  λ9  λ10  

    

 

 

 

            δ7          δ8        δ9        δ10      

 

圖 3-2  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影響之模式 

X1 

 

X2 

 

X3 

 

X7 

 

X8 X9 X 10 

家庭背景 ξ1 

學生特質 η1 

學習成長知能 ξ1 

學習成就 η2 

X4 

 

X5 

 

X6 

 

Y3 

 

Y1 

 

Y2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71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以下的限制： 

    配合 108 課綱實施，本研究的學習成就以高中生在新課綱政策下，學習表現

以素養導向，與先前學習成就內涵不同。所以不運用傳統的學習成就作為本研究

的學習表現測量，符應目前教育政策。108 學年起的高一學生的各學習領域都是

素養導向，若要瞭解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素養，最好運用標準化測驗，而非運用學

校所登錄的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縱然學校以 108 課綱進行課程設計與評量，然而

學校的學習成就不會僅有期中與期末紙筆測驗，它還包括平時學習成績。因此學

校所提供的各領域的學習成就，並非素養表現。所以本研究邀請高中數學教師針

對數學領域進行素養題目的命題。本研究無法將高中階段的國文、英文、數學、

自然科學與社會等各領域學習素養納入分析在於，每個領域都需要設計素養測

驗，更重要的是每個領域都需要一節課時間施測，各校沒有那麼多課程時間及研

究經費可以安排各領域施測，因此僅能以一個領域作為學習成就內容。而數學是

科學之母，數學學習表現好，在其他科目學習亦有相對幫助，所以就以數學領域

研究為主。本研究以數學素養表現作為學生學習表現，研究結論無法推論到其他

領域。為了彌補僅研究數學素養表現不足，本研究另以非認知學習表現(自我效

能、人際關係與幸福感)與各學習領域滿意度等做為瞭解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參

考。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再以統計方法對新住民子女的相關資料分

析，無法針對個別家庭及學生狀況深入探討是本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新住民子女就讀高二為樣本，高二生的身心發展較國中小學生成

熟，較能瞭解家庭及家長的生活及工作與家庭狀況，所以以高中生感受雙親學習

成長狀況並無不妥。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時亦發放知情同意書給學生，如附錄

一，讓家長知悉子女問卷填答狀況，並請施測學校配合轉知，若學生有不瞭解，

可以與家長討論。研究者的子女正讀高中，子女對於家庭，甚至家長生活狀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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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都大致理解，因此以高二生知覺家長知能成長情形有其適切性。此外本研究

編製好問卷之後，已請三位高二生試寫，學生反應題目的說明及內容勾選不困

難，因此不需要家長陪在身邊一起與子女填寫問卷。相對的，如以新住民子女的

家長做為施測對象，家長不一定瞭解學生在校學習狀況，以及學生學習表現，包

括數學素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基於上述，以新住民子女

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並以學生學習狀況做為施測內容有其合宜性。本研究沒

有以新住民子女家長施測，來瞭解子女學習狀況是其限制。 

    本研究在問卷未進行翻譯（越南、印尼、泰國等國的語文），但可以驗證填

答結果為有效樣本主要是，本研究重點放在以學生角度來知覺到家長成長知能，

而不是以家長的角度來看自己，所以，問卷沒有翻譯成各種外文來給家長施測。

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在國語文識讀沒有太大問題，而本研究所設計問卷運用簡

短淺顯中文字陳述，學生可以正確理解問卷題目所表達的意義來勾選。在預試問

卷對普通高中的 350 名回收樣都沒有反應本研究問卷內容無法理解，或難以填答

情形，基於此不用翻譯為不同語文方式。問卷調查的測量誤差不容易被排除，因

此研究者會透過使用大樣本資料，來獲取測量誤差可以正負抵銷後的精確測量，

以增加測量的信度與效度。另外可以透過進階統計方法，例如 SEM 把測量誤差

納入模型一起考量，並在大樣本統計分析下，若 SEM 的因果路徑模型能獲得樣

本資料適配的話，即表示本研究回收的資料有效，整個模型可以獲得效標關聯效

度的理論模型驗證。 

    最後，本研究不納入就讀五專的新住民子女施測，若納入五專學生施測，不

僅在學校端時間安排有困難，且新冠疫情難以掌握更難以施測。普通高中及技術

型高中的學生數學素養表現測量結果，易於進行客觀評比與解釋差異情形，如此

可以更廣泛瞭解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但無法與普通高中的數學素養表

現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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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和全體新住民子女之家庭背景、家長學習

成長知能、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以及這些變項之

關聯性與結構方程模式模型檢定結果等作說明。本章分為四節，說明如下： 

 

第一節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

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及其差異 

 

壹、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 

 

一、家庭社經狀況 

 

   本研究回收的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樣本各有 1,209 和 799 名，

因學生在某些題目沒有填答，因此僅以有回答者納入統計。普通高中、技術型高

中及全部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如表 4-1 所示。表中看出，若以全部樣本來看，

新住民子女之父母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人數佔 46.23%最多，家庭經濟收入以 4

至 8 萬元佔 45.82%最多；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以男監護人員占 61.33%居多，經濟

狀況以普通佔 57.37%最多。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之父親最高學歷以高中職畢

業的 563 名占 46.72%最高；母親最高學歷仍以高中職畢業的 36.55%最高；家庭

每月經濟收入以 4 至 8 萬元的 45.53%最高。在家庭經濟收入來源以男監護人或

爸爸占 61.68%，來自媽媽或女監護人占 32.15%；家庭經濟狀況以普通的 466 名

占 54.89%最高。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之父親最高學歷以高中職畢業的 362 名

占 45.48%最高；母親最高學歷也以高中職畢業的 263 占 33.33%最高，而國中畢

業的有 30.16%；家庭經濟收入以 4 至 8 萬元的 357 名占 45.03%最高；在家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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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收入來源以男監護人或爸爸的 481 名占 60.81%，來自媽媽或女監護人有 265

名占 33.50%。家庭經濟狀況以普通的 334 名占 61.4%最高。 

 

表 4-1 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狀況                 單位：人、% 

類別 項目 普通 高中 技術型 高中 全部 高中 

  人數 有效% 人數 有效% 人數 有效% 

父親學歷 小學沒畢業 14 1.16 13 1.63 27 1.35 

國小畢業 78 6.47 68 8.54 146 7.30 

國中畢業 278 23.07 225 28.27 503 25.14 

高中職畢業 563 46.72 362 45.48 925 46.23 

專科畢業 118 9.79 53 6.66 171 8.55 

大學畢業 128 10.62 65 8.17 193 9.65 

碩士 22 1.83 10 1.26 32 1.60 

博士 4 0.33 0 0.00 4 0.20 

母親學歷 小學沒畢業 69 5.80 75 9.51 144 7.28 

 國小畢業 167 14.03 147 18.63 314 15.87 

 國中畢業 350 29.41 238 30.16 588 29.71 

 高中職畢業 435 36.55 263 33.33 698 35.27 

 專科畢業 46 3.87 12 1.52 58 2.93 

 大學畢業 115 9.66 46 5.83 161 8.14 

 碩士 7 0.59 7 0.89 14 0.71 

 博士 1 0.08 1 0.13 2 0.10 

經濟收 4萬以下 390 33.51 293 36.95 683 34.90 

入 4-8萬 530 45.53 357 45.02 887 45.32 

 8-12萬 185 15.89 105 13.24 290 14.82 

 12-16萬 38 3.26 22 2.77 60 3.07 

 16萬以上 21 1.80 16 2.02 37 1.89 

收入來 男監護人 729 61.68 481 60.81 1210 61.33 

源 女監護人 380 32.15 265 33.50 645 32.69 

 其他 73 6.18 45 5.69 118 5.98 

經濟狀

況 

貧窮 36 4.24 18 3.20 54 3.82 

勉強 230 27.09 140 24.87 370 26.20 

普通 466 54.89 344 61.10 810 57.37 

小康 116 13.66 60 10.66 176 12.46 

富有 1 0.12 1 0.18 2 0.14 

註：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各變項樣本數加總不會都是 1,209 及 799 名，而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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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也不會兩類高中加總值，略有一些差異，主因是有效樣本百分比扣除缺漏樣

本，僅以有填答者計算百分比。 

 

    衡量家庭社經地位多以家庭主要成員的教育程度、職業及經濟收入作為測量

與整併變項。職業並不好測量沒有納入調查。本研究的家庭社經地位以父親、母

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為組合變項，透過因素分析抽取出家庭社經地位指數

見第三章，分數愈高代表家庭社經地位愈高。以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兩類高中

在家庭社經地位差異如表 4-2 所示，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在家庭社經地位、父

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收入都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可見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來自的家庭社經地位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表 4-2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差異 

項目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兩者差異 

家庭 SES 高中 0.11 0.97 0.88** 

 高職 -0.78 0.84  

 全體 -0.67 090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 4.80 1.31 0.90** 

 高職 3.90 1.18  

 全體 4.35 1.25  

母親教育程度 高中 4.68 1.25 1.21** 

 高職 3.47 1.32  

 全體 4.08 1.28  

家庭經濟收入 高中 2.40 1.06 0.47** 

 高職 1.93 0.91  

 全體 2.17 0.99  

 ** p<.01   

 

二、家庭文化資本 

 

    本研究在家庭文化資本方面包括：1 電腦桌機、筆電、2 網際網路、3 紙本

字典、辭典(包含中英文)、4 和學習有關的光碟電腦軟體、5 數學與自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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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含講義）、6 數學和自然相關的雜誌期刊（如牛頓）、7 課外讀物（如小說、

故事書、百科全書）、8 獨立書房或讀書空間、9 書桌、10 手機。在這些題項中

選項沒有以 1 代表，有以 2 代表，如果計算之後的數值高於 1.5 代表有 50%以上

的學生擁有這些家庭文化資本。結果如表 4-3 所示，全部高中生、普通高中及技

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之數學和自然相關雜誌期刊（如：牛頓）各僅有 23%、23%

及 22%擁有這些學習資源，在 10 個題項比率最低；而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

住民子女各擁有手機 98%及 99%最高。進一步比較兩類高中差異發現，普通高

中新住民子女在家庭文化資本明顯比技術型高中生高(p<.05)。不過各題項互有多

寡，例如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擁有電腦桌機、筆電、網際網路明顯高於普通高

中；在紙本字典、辭典(包含中英文)則是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技術型

高中。在獨立書房或讀書空間、書桌方面，兩類高中生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

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之家庭文化資本充足。 

 

表 4-3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1 電腦桌機、筆電 高中 1.71 0.45 -0.05* .02 

 高職 1.76 0.43   

 全部 1.73 0.44   

2 網際網路 高中 1.90 0.30 -0.03* .05 

 高職 1.93 0.26   

 全部 1.91 0.29   

3 紙本字典、辭典 高中 1.76 0.43 0.08** .00 

 高職 1.68 0.47   

 全部 1.73 0.45   

4 和學習有關的光碟、電腦軟體 高中 1.52 0.50 0.02 .35 

 高職 1.50 0.50   

 全部 1.51 0.50   

5 數學與自然的參考書 高中 1.79 0.41 0.23** .00 

 高職 1.56 0.50   

 全部 1.70 0.46   

6 數學和自然相關的雜誌期刊 高中 1.23 0.42 0.01 .53 

 高職 1.2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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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1.23 0.42   

7 課外讀物 高中 1.81 0.39 0.07** .00 

 高職 1.74 0.44   

 全部 1.78 0.41   

8 獨立書房或讀書空間 高中 1.73 0.45 0.02 .44 

 高職 1.71 0.45   

 全部 1.72 0.45   

9 書桌 高中 1.91 0.28 0.02 .19 

 高職 1.89 0.31   

 全部 1.91 0.29   

10 手機 高中 1.98 0.13 -0.01* .03 

 高職 1.99 0.09   

 全部 1.99 0.12   

文化資本 高中 1.73 0.19 0.03** .00 

 高職 1.70 0.21   

 全部 1.72 0.19   

註：差異是指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各題項平均值差距。   

  * p<.05, ** p<.01   

 

 

三、課後補習狀況 

     

    學生課後補習是家庭文化資本之一。本研究在課後補習各題以每週沒有、1

小時、2 小時、3 小時以上，即 1 至 4 計分，以 2.5 為參照。表 4-4 看出，全部高

中、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整體課後補習平均分數各為 1.15、1.2

及 1.0。在補習項目之中，全體高中生及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補習數學最高。進

一步分析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課後補習差異發現，除了補習國文（含作文寫作）

沒有差異之外，家教課程、補習英文（含文法、會話、作文等）、補習數學、補

習自然科學領域（含生物、物理、化學等）、補習藝術技能課程（如鋼琴、小提

琴等）方面達到 p<.01，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可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課後補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78 

 

 

表 4-4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課後補習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家教課程 高中 1.10 0.44 0.07** .00 

 高職 1.03 0.26   

 全部 1.08 0.38   

補習國文 高中 1.06 0.28 0.02 .06 

 高職 1.04 0.24   

 全部 1.05 0.26   

補習英語 高中 1.40 0.70 0.28** .00 

 高職 1.12 0.43   

 全部 1.29 0.62   

補習數學 高中 1.44 0.72 0.32** .00 

 高職 1.12 0.43   

 全部 1.32 0.64   

補習自然科學領域 高中 1.13 0.45 0.09** .00 

 高職 1.05 0.29   

 全部 1.10 0.40   

補習藝術技能課程 高中 1.10 0.42 0.03* .05 

 高職 1.06 0.31   

 全部 1.08 0.38   

課後補習 高中 1.20 0.30 0.13** .00 

 高職 1.07 0.23   

 全部 1.15 0.28   

  * p<.05  ** p<.01   

 

 

四、家庭社會資本 

 

    本研究在家庭社會資本，係以新住民子女的爸媽(或監護人)會與他人分享子

女學習狀況的各題為準，以從不如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等選項分

別以 1 至 4 計分，以 2.5 為參照。表 4-5 看出，全部高中生、普通高中與技術型

高中生新住民子女的家長與朋友分享子女生涯規劃、會與其他家長分享課業平均

分數都在 2.0 以下，而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長會教導子女有效學習方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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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僅 1.77 及 1.83，可見多數新住民子女家庭社會資本偏低。進一步分析發現，

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爸媽(或監護人)彼此討論子女在學校表現比技術型高中

多(p<.05)，其他題目則皆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整體來看，全體高中、兩類

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都不高。 

 

表 4-5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與朋友分享我的生涯規劃 高中 1.94 0.75 -0.04 .26 

 高職 1.98 0.72   

 全部 1.96 0.74   

與其他家長分享我的課業狀況 高中 1.96 0.76 0.03 .31 

 高職 1.93 0.72   

 全部 1.95 0.75   

彼此討論我在學校的表現 高中 2.05 0.78 0.07* .05 

 高職 1.98 0.75   

 全部 2.02 0.77   

教導我有效的學習方法 高中 1.77 0.76 -0.06 .06 

 高職 1.83 0.77   

 全部 1.79 0.77   

試圖了解我的交友情形 高中 2.20 0.82 0.03 .52 

 高職 2.17 0.82   

 全部 2.19 0.82   

社會資本 高中 1.98 0.57 0.01 .83 

 高職 1.98 0.58   

 全部 1.98 0.57   

  * p<.05 

 

 

五、休閒活動 

 

 

    本研究在休閒活動的各題，以每個月活動次數分成沒有、1 次、2 次、3 次(含)

以上，即分別以 1 至 4 計分，以 2.5 為參照。表 4-6 看出，全部高中及兩類高中

新住民子女整體課後休閒活動各為 1.52、1.56 及 1.46。在這些休閒活動方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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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到圖書館(含逛書店)看書最高。進一步分析兩

類高中學生休閒活動差異發現，除了聽音樂會與觀賞表演、參觀場館展覽(如博

物館、天文館、科學館)、戶外活動(如爬山、踏青)接觸大自然沒有差異之外，到

圖書館(含逛書店)看書、會上網學習數位教材等相關課程方面達到顯著差異

(p<.01)，也就是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而技

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參觀美術展與文藝展覽明顯高於普通高中。可見普通高中新

住民子女到圖書館、上網學習數位教材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整體來

看，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休閒活動偏低，普通高中學生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 

 

表 4-6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休閒活動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到圖書館(含逛書店)看書 高中 2.13 1.19 0.37** .00 

 高職 1.76 1.03   

 全部 1.98 1.14   

聽音樂會與觀賞表演 高中 1.25 0.61 0.01 .61 

 高職 1.24 0.67   

 全部 1.25 0.63   

參觀美術展與文藝展覽 高中 1.17 0.49 -0.05* .05 

 高職 1.21 0.59   

 全部 1.19 0.53   

參觀場館展覽 高中 1.13 0.43 -0.03 .14 

 高職 1.16 0.50   

 全部 1.14 0.46   

戶外活動接觸大自然 高中 1.81 1.09 0.06 .21 

 高職 1.75 1.03   

 全部 1.78 1.07   

會上網學習數位教材等相關課程 高中 1.90 1.18 0.27** .00 

 高職 1.63 1.00   

 全部 1.80 1.12   

休閒活動 高中 1.56 0.50 0.11** .00 

 高職 1.46 0.52   

 全部 1.52 0.51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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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一、曾參加增能課程情形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曾經參加培力課程如表 4-7 所示。這些項目選

項，沒有以 1 代表，2 代表有，若 1.20 及 1.5 代表各有 20%及 50%的新住民子女

知覺家長曾參加增能課程。表中看出，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

民子女知覺到家長聆聽專家學者專題演講的 17%、20%及 13%最高；技術型高中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加保母人員訓練課程 2%最低。整體來看，兩類高中新住

民子女知覺家長曾經參加培力課程偏低。進一步分析發現，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

爸媽(或監護人)，整體曾參加增能課程明顯比技術型高中多(p<.05)。尤其在聆聽

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參加理財課程、參加保母人員的訓練課程、參加食品烘焙

證照課程參加增能課程(如美容美髮、咖啡製造、文創產品、創業...)等，普通高

中新民子女知覺家長曾參加者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生知覺家長參與，其他題目則

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過去

曾參與增能課程相當低。 

 

 

表 4-7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曾參與增能課程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聆聽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 高中 1.20 0.40 0.07** .00 

 高職 1.13 0.34   

 全部 1.17 0.38   

參加電腦知能訓練課程 高中 1.10 0.30 0.01 .34 

 高職 1.09 0.28   

 全部 1.09 0.29   

參加導遊與領隊訓練課程 高中 1.04 0.20 0.00 .80 

 高職 1.04 0.20   

 全部 1.04 0.20   

參加理財課程 高中 1.10 0.30 0.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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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 1.07 0.26   

 全部 1.09 0.28   

參加商管證照課程 高中 1.06 0.23 0.01 .19 

 高職 1.04 0.20   

 全部 1.09 0.28   

參加食品烘焙證照課程 高中 1.11 0.31 0.03* .02 

 高職 1.07 0.26   

 全部 1.09 0.29   

參加增能課程 高中 1.15 0.35 0.05** .00 

 高職 1.10 0.29   

 全部 1.13 0.33   

參加網路行銷課程 高中 1.05 0.21 0.01 .30 

 高職 1.04 0.19   

 全部 1.04 0.20   

參加翻譯人員的訓練課程 高中 1.03 0.18 0.00 .89 

 高職 1.03 0.18   

 全部 1.03 0.18   

參加保母人員的訓練課程 高中 1.04 0.19 0.02* .04 

 高職 1.02 0.14   

 全部 1.03 0.17   

參加長期照護員的訓練課程 高中 1.04 0.21 0.01 .14 

 高職 1.03 0.17   

 全部 1.04 0.19   

參加家庭經營方面的訓練課程 高中 1.05 0.22 0.01 .44 

 高職 1.04 0.20   

 全部 1.05 0.21   

曾參與培力課程 高中 1.08 0.14 0.02** .00 

 高職 1.06 0.11   

 全部 1.07 0.13   

  * p<.05,  ** p<.01   

 

 

二、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未來想參加培力課程情形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未來想參加培力課程的情形，各題分為非常不

可能、不可能、可能、非常可能，即分別予以 1 至 4 計分，並以 2.5 為參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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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看出，全部高中、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未來想參加培力課程整

體平均數各為 1.95、1.95 及 1.945，其中以參加理財課程以提升就業能力各為

2.16、2.18 及 2.13 最高；而參加長期照護員及褓母的訓練課程各為 1.78、1.77、

1.78 最低。參加多元增能課程(如美容美髮、咖啡製造、文創產品…)也不高，可

見多數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未來想參加培力課程偏低。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

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未來想參加增能課程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

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未來想要參與增能課程相當低。 

 

 

表 4-8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未來想參與增能課程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聆聽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增廣見聞 高中 2.07 0.83 0.05 .20 

 高職 2.02 0.79   

 全部 2.05 0.82   

參加電腦知能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2.03 0.82 -0.01 .74 

 高職 2.04 0.80   

 全部 2.03 0.81   

參加導遊、領隊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1.82 0.73 -0.03 .32 

 高職 1.85 0.71   

 全部 1.83 0.72   

參加理財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2.18 0.88 0.05 .20 

 高職 2.13 0.85   

 全部 2.16 0.87   

參加商管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1.99 0.81 0.04 .26 

 高職 1.95 0.77   

 全部 1.97 0.79   

參加食品烘焙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2.01 0.85 0.01 .83 

 高職 2.01 0.80   

 全部 2.01 0.83   

參加多元增能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2.09 0.87 0.02 .55 

 高職 2.07 0.82   

 全部 2.08 0.85   

參加網路行銷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1.93 0.81 0.00 .97 

 高職 1.9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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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1.92 0.79   

參加翻譯人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1.80 0.76 -0.03 .47 

 高職 1.82 0.72   

 全部 1.81 0.74   

參加保母人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1.78 0.72 -0.01 .84 

 高職 1.78 0.67   

 全部 1.78 0.70   

參加長期照護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高中 1.77 0.73 -0.03 .40 

 高職 1.80 0.70   

 全部 1.78 0.72   

未來擬參與增能課程 高中 1.95 0.65 0.01 .81 

 高職 1.94 0.63   

 全部 1.95 0.64   

 

 

三、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的情形，各題分為非常不可能、不可

能、可能、非常可能，即分別予以 1 至 4 計分，並以 2.5 為參照。表 4-9 看出，

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平均數為 1.98、

1.97 與 1.99，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他國語言(中文、

閩南語、客語、英、日、法、韓、俄、拉丁語、東南亞國家語言等)各為 2.24 及

2.31 最高之外，其他四個題目都低於 2.0。可見兩類高中的多數新住民子女知覺

家長進修意願偏低。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整體進修

意願以及各項進修都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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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長進修意願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學習他國語言 高中 2.24 0.87 -0.07 .07 

 高職 2.31 0.87   

 全部 2.26 0.87   

要繼續進修以取得正規學制的學位 高中 1.92 0.80 -0.05 .14 

 高職 1.97 0.79   

 全部 1.94 0.79   

參加學校舉辦有關知識與技能提

升的講習課程 

高中 1.94 0.78 -0.01 .71 

 高職 1.95 0.74   

 全部 1.94 0.79   

參加社區大學(含空大)學分課程 高中 1.84 0.74 -0.01 .75 

 高職 1.85 0.70   

 全部 1.85 0.72   

參加政府與民間機構開辦的數位

及網路進修課程 

高中 1.92 0.77 0.03 .32 

 高職 1.88 0.69   

 全部 1.90 0.74   

進修意願 高中 1.97 0.67 -0.02 .53 

 高職 1.99 0.64   

 全部 1.98 0.66   

  

 

四、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情形 

 

(一)工具支持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可以從多元資訊管道獲得相關資訊的各題，分

別以非常不可能、不可能、可能、非常可能，即分別予以 1 至 4 計分，並以 2.5

為參照。從表 4-10 看出，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

長獲得工具支持各為 2.40、2.40、2.38，接近 2.5。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

長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健康醫療與心靈成長等資訊最高，各為 2.45 及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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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其他工具支持都低於此，可見多數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工具支持尚可。

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工具支持以及各項工具支持

都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工具

支持尚可。 

 

表 4-10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獲得工具支持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語言學

習課程資訊 

高中 2.37 0.80 0.00 .96 

 高職 2.38 0.78   

 全部 2.37 0.79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生活輔導資訊 高中 2.36 0.80 0.01 .87 

 高職 2.35 0.77   

 全部 2.36 0.79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健康醫

療與心靈成長等資訊 

高中 2.45 0.81 0.03 .43 

 高職 2.42 0.78   

 全部 2.44 0.80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社會福

利課程等資訊 

高中 2.49 0.81 0.04 .34 

 高職 2.45 0.78   

 全部 2.47 0.80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家庭(含

親職)教育的資訊 

高中 2.37 0.80 0.02 .56 

 高職 2.35 0.77   

 全部 2.37 0.79   

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就業、

轉職、求職等資訊 

高中 2.41 0.82 0.02 .62 

 高職 2.39 0.78   

 全部 2.40 0.81   

接獲學校提供與升學進修有關的資訊 高中 2.37 0.82 0.03 .35 

 高職 2.34 0.78   

 全部 2.36 0.81   

工具支持 高中 2.40 0.71 0.02 .53 

 高職 2.38 0.70   

 全部 2.4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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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支持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心理支持的各題，分成非常不可能、不可

能、可能、非常可能，即分別予以 1 至 4 計分，並以 2.5 為參照。表 4-11 看出，

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整體心理支持各為

2.53、2.53 及 2.54 都高於平均值，其中全部高中及兩類高中生知覺家長遇到個人

健康問題，會諮詢醫生專業意見各為 2.94、2.95 及 2.93 最高，同時兩類高中遇

到生活問題，會向親友尋求協助各為 2.72 及 2.77；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

也有 2.72 及 2.72，代表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心理支持還不錯。

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心理支持以及獲得各項心理

支持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心理支

持良好。 

 

表 4-11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獲得心理支持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遇到煩惱時，只靠自己解決，不

接受他人幫助 

高中 2.34 0.75 0.03 .37 

 高職 2.31 0.74   

 全部 2.33 0.75   

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 高中 2.72 0.75 0.00 .99 

 高職 2.72 0.72   

 全部 2.72 0.73   

遇到生活問題，會向親友尋求協助 高中 2.72 0.73 -0.05 .15 

 高職 2.77 0.68   

 全部 2.74 0.71   

遇到就業問題，會主動找政府相

關單位協助 

高中 2.31 0.80 -0.01 .73 

 高職 2.32 0.77   

 全部 2.31 0.79   

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會諮詢醫生

專業意見 

高中 2.95 0.72 0.0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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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 2.93 0.72   

 全部 2.94 0.72   

遇到生活(含就業問題)，會找相關

新住民團體尋求協助 

高中 2.14 0.79 -0.06 .08 

 高職 2.20 0.76   

 全部 2.17 0.78   

心理支持 高中 2.53 0.43 -0.01 .50 

 高職 2.54 0.43   

 全部 2.53 0.43   

 

 

(三)訊息支持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的各題，分成非常不可能、不可

能、可能、非常可能，即分別予以1至4計分，並以2.5為參照。表4-12看出，全部

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平均數各為

2.49、2.52及2.58。其中兩類學生知覺家長在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時，會前往醫療

院所尋求治療各為3.12及3.10最高，同時遇到問題時，會有親戚主動來關心各為

2.67及2.68，其他題項都接近2.5，代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還不

錯。進一步分析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差異發現，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普通高中。尤其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在遇到

生活問題時，會有鄰居主動協助、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會從政府機關提供諮

詢解惑等都明顯高於普通高中生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最後，兩類高中新住民

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包括工具支持、心理支持及訊息支持)沒有明顯不

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訊息支持良好。最後，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包括工具支持、心理支持及訊息支

持)沒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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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獲得訊息支持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遇到問題時，會有親戚主動來關心 高中 2.67 0.81 -0.01 .71 

 高職 2.68 0.78   

 全部 2.49 0.45   

遇到生活問題時，會有鄰居主動協助 高中 2.40 0.84 -0.07* .05 

 高職 2.47 0.80   

 全部 2.43 0.83   

遇到孩子課業問題時，如向學校

反應，學校會提供協助 

高中 2.54 0.75 -0.06 .06 

 高職 2.60 0.70   

 全部 2.57 0.73   

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時，會前往醫

療院所尋求治療 

高中 3.12 0.63 0.03 .37 

 高職 3.10 0.57   

 全部 3.11 0.61   

遇到就業問題時，會透過就業服

務機構尋求幫助與諮詢 

高中

全部 

2.42 0.77 -0.09** .01 

 高職 2.51 0.71   

 全部 2.46 0.75   

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會從網

路尋求法律協助 

高中 2.44 0.79 -0.13** .00 

 高職 2.57 0.72   

 全部 2.49 0.76   

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會從政

府機關提供諮詢解惑 

高中 2.44 0.78 -0.09** .01 

 高職 2.53 0.73   

 全部 2.48 0.76   

遇到問題時，新住民團體會主動關心協助 高中 2.11 0.78 -0.09** .01 

 高職 2.20 0.75   

 全部 2.15 0.77   

訊息支持 高中 2.52 0.52 -0.07** .01 

 高職 2.58 0.49   

 全部 2.54 0.51   

社會支持 高中 2.48 0.46 -0.02 .39 

 高職 2.50 0.44   

 全部 2.49 0.45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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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長擔任各種志工情形 

 

(一)曾經擔任志工情形 

 

    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擔任志工的各題項，以 1 代表沒有，2 代表曾經擔任，

結果如表 4-13 所示，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

曾擔任志工僅有 1.07，其中以曾擔任學校(包括幼稚園、國小、國中或高中等)志

工及社區志工(含巡守隊、村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等)各為 1.16 及 1.15 最高，

而擔任非營利團體志工(如育幼院、老人安養院志工)、海外志工推展多元文化、

醫院志工、環保志工、新住民相關團體志工情形都不高。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

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擔任志工以及擔任各項志工上，都沒有明顯不同。整體

來看，全部高中、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志工參與不高。 

 

表 4-13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擔任志工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曾擔任學校志工 高中 1.16 0.37 0.01 .43 

 高職 1.15 0.36   

 全部 1.16 0.37   

曾擔任社區志工 高中 1.14 0.34 0.01 .58 

 高職 1.13 0.33   

 全部 1.13 0.34   

曾擔任社會志工(如通譯志工等) 高中 1.03 0.18 -0.01 .31 

 高職 1.04 0.21   

 全部 1.04 0.19   

曾擔任宗教團體志工 高中 1.10 0.30 -0.01 .45 

 高職 1.12 0.47   

 全部 1.11 0.38   

曾擔任非營利團體的志工 高中 1.05 0.22 0.01 .14 

 高職 1.04 0.19   

 全部 1.0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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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海外志工推展多元文化 高中 1.02 0.14 0.01* .03 

 高職 1.01 0.09   

 全部 1.02 0.12   

曾擔任醫院志工 高中 1.02 0.12 0.01 .31 

 高職 1.01 0.10   

 全部 1.01 0.12   

曾擔任環保志工 高中 1.04 0.19 0.00 .60 

 高職 1.04 0.20   

 全部 1.04 0.20   

曾擔任新住民相關團體志工 高中 1.06 0.23 0.01 .62 

 高職 1.05 0.22   

 全部 1.06 0.23   

擔任志工 高中 1.07 0.14 0.00 .54 

 高職 1.07 0.14   

 全部 1.07 0.14   

  * p<.05  

 

 

(二)參與分享 

 

    本研究在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分享的各題項，分成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同意、非常同意，即分別予以1至4計分，並以2.5為參照。表4-14看出，全部

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分享整體平均數各為

2.11、2.11及2.12，其中兩類高中學生知覺家長會與家人分享對政治議題看法各

為2.74分及2.59最高，而普通高中學生知覺家長會參加宗教組織集會分享為1.84

最低，技術型高中學生知覺家長會參與市政(地方區域性)公聽會討論為1.83最

低。其他題也低於2.5，代表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分享不高。進

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會與家人分享對政治議題看法上，

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有此情形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而技術型高中的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會參與市政(地方區域性)公聽會討論明顯高於普通高中新

住民子女知覺會參與這活動；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會在社群網路(例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92 

 

如Facebook、Twitter、部落格、Line、WeChat、即時通、手機簡訊等)發表對時

事看法沒有明顯不同。最後，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包括擔任

志工及參與分享)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

覺家長分享參與以及公共參與不高。 

 

表 4-14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參與分享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會在社群網路發表對時事的看法 高中 2.33 0.90 -0.07 .11 

 高職 2.39 0.90   

 全部 2.35 0.90   

會與家人分享對政治議題的看法 高中 2.74 0.81 0.15** .00 

 高職 2.59 0.82   

 全部 2.68 0.81   

會透過社群網路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 高中 2.12 0.81 -0.04 .26 

 高職 2.16 0.78   

 全部 2.13 0.80   

會參與里民大會討論 高中 1.87 0.72 -0.02 .46 

 高職 1.89 0.66   

 全部 1.87 0.70   

會參與市政公聽會討論 高中 1.76 0.64 -0.06* .03 

 高職 1.83 0.64   

 全部 1.79 0.64   

會參加宗教組織的集會分享 高中 1.84 0.77 -0.05 .13 

 高職 1.89 0.73   

 全部 1.86 0.75   

參與分享 高中 2.11 0.54 -0.01 .57 

 高職 2.12 0.53   

 全部 2.11 0.53   

公共參與 高中 1.59 0.30 -0.01 .69 

 高職 1.59 0.29   

 全部 1.59 0.29   

  * p<.05,  ** p<.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witt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8%90%BD%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eCha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3%E6%99%82%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6%A9%9F%E7%B0%A1%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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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情形 

 

    本研究在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包括數學學習動

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的結果，說明如下： 

 

一、數學學習動機 

 

    在數學學習動機方面，以 2.5 為參照。表 4-15 看出，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

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整體數學學習動機各為 2.35、2.40 及 2.28，全部及兩類

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內在動機各為 2.21、2.26 及 2.15，外在學習動機各為 2.49、

2.55 及 2.41，外在學習動機比內在學習動機高。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內在學習動

機，以與數學有關的事學得很快的 2.09 最低，而願意多花時間學數學的 2.47 最

高；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以我願意多花時間學數學、我的數學科表現還算

不錯的 2.26 最高，以我希望在學校多上一些數學課的 2.05 最低。外在動機方面，

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都是以我需要學好數學以進入我心目中理想的學校分數

最高，而我認為學數學對我的日常生活有幫助最低。可見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都

認為學習數學是要進入心目中的學校最高。進一步分析發現，普通高中新住民子

女內在、外在學習動機及整體學習動機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表 4-15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數學學習動機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我的數學科表現還算不錯 高中 2.28 0.87 0.02 .60 

 高職 2.26 0.87   

 全部 2.27 0.87   

我希望在學校多上一些數學課 高中 2.15 0.82 0.09** .01 

 高職 2.05 0.79   

 全部 2.11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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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學習數學 高中 2.29 0.86 0.14** .00 

 高職 2.15 0.83   

 全部 2.23 0.85   

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 高中 2.09 0.84 0.03 .51 

 高職 2.07 0.82   

 全部 2.08 0.83   

我喜歡數學 高中 2.26 0.86 0.17** .00 

 高職 2.09 0.84   

 全部 2.20 0.86   

我願意多花時間學數學 高中 2.47 0.87 0.21** .00 

 高職 2.26 0.86   

 全部 2.39 0.87   

內在動機 高中 2.26 0.73 0.11** .00 

 高職 2.15 0.73   

 全部 2.21 0.73   

我認為學數學對我的日常生活有幫助 高中 2.31 0.81 -0.01 .80 

 高職 2.32 0.79   

 全部 2.31 0.80   

我認為學好數學有助於我學習其他科目 高中 2.44 0.86 0.08* .04 

 高職 2.36 0.83   

 全部 2.41 0.85   

我需要學好數學以進入我心目中理想學校 高中 2.67 0.89 0.21** .00 

 高職 2.46 0.87   

 全部 2.58 0.89   

我需要把數學學好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職業 高中 2.45 0.88 0.20** .00 

 高職 2.26 0.81   

 全部 2.37 0.86   

我認為數學是很重要的科目 高中 2.88 0.84 0.21** .00 

 高職 2.67 0.86   

 全部 2.80 0.86   

外在動機 高中 2.55 0.68 0.14** .00 

 高職 2.41 0.67   

 全部 2.49 0.68   

數學學習動機 高中 2.40 0.63 0.13** .00 

 高職 2.28 0.62   

 全部 2.35 0.63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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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支持 

 

    在學習支持方面，以 2.5 為平均分數為參照。表 4-16 看出，全部高中、普通

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整體家長學習支持各為 2.35、2.37 及 2.31。其中

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可以感受到爸媽對我的關心、爸媽會鼓勵我唸書最高；而

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以爸媽會指導我的課業最低。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

中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習支持有明顯差異，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技術型

高中新住民子女，尤其在我會和爸媽談論學校發生的事、可以感受到爸媽對我的

關心等，普通高中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表 4-16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支持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我會和爸媽談論學校發生的事 高中 2.43 0.88 0.14** .00 

 高職 2.29 0.79   

 全部 2.37 0.85   

我可以感受到爸媽對我的關心 高中 2.86 0.83 0.12** .00 

 高職 2.74 0.84   

 全部 2.81 0.84   

我需要幫忙時，會找爸媽協助 高中 2.67 0.88 0.05 .26 

 高職 2.63 0.85   

 全部 2.66 0.87   

爸媽會鼓勵我唸書 高中 2.86 0.87 0.13** .00 

 高職 2.73 0.88   

 全部 2.81 0.88   

爸媽會鼓勵我閱讀課外讀物 高中 2.14 0.93 0.02 .65 

 高職 2.12 0.90   

 全部 2.13 0.92   

爸媽會瞭解我的課業表現，並提供協助 高中 2.23 0.88 0.04 .37 

 高職 2.19 0.85   

 全部 2.21 0.87   

爸媽會跟我討論未來就業規劃 高中 2.59 0.89 0.04 .29 

 高職 2.54 0.87   

 全部 2.57 0.88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96 

 

爸媽會跟我討論學校課業表現 高中 2.45 0.88 0.06 .12 

 高職 2.39 0.88   

 全部 2.43 0.88   

爸媽會指導我的課業 高中 1.60 0.80 -0.06 .11 

 高職 1.66 0.80   

 全部 1.62 0.80   

爸媽會教我紓壓方式 高中 1.80 0.88 -0.03 .51 

 高職 1.83 0.87   

 全部 1.81 0.88   

爸媽會鼓勵我學習外語 高中 2.48 1.05 0.17** .00 

 高職 2.31 1.02   

 全部 2.41 1.04   

學習支持 高中 2.37 0.64 0.06* .04 

 高職 2.31 0.63   

 全部 2.35 0.64   

  * p<.05,  ** p<.01   

 

 

三、自律學習 

 

    在自律學習方面，以 2.5 為參照。表 4-17 看出，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

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整體自律學習各為 2.54、2.60 及 2.45。其中普通高中的新住

民子女在遇到課業問題時，我會自己找尋答案（如上圖書館或網路搜尋等）、我

會找方法解決問題最高，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以我會找方法解決問題最高；

而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以我會事先預習課程內容最低。進一步分析發現，兩

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整體自律學習有明顯差異，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

技術型高中，尤其是回到家，我會複習上課所學、我會盡力學習重要的上課內容、

我會按時完成老師交代的作業等都是普通高中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

女。整體來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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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回到家，我會複習上課所學 高中 2.23 0.73 0.26** .00 

 高職 1.97 0.66   

 全部 2.13 0.71   

我會盡力學習重要的上課內容 高中 2.75 0.78 0.20** .00 

 高職 2.55 0.78   

 全部 2.67 0.79   

我會按時完成老師交代的作業 高中 2.86 0.77 0.09** .01 

 高職 2.77 0.77   

 全部 2.82 0.78   

遇到課業困難，我會找人協助 高中 2.86 0.80 0.08* .03 

 高職 2.77 0.80   

 全部 2.82 0.81   

遇到課業問題時，我會自己找尋答案 高中 2.87 0.85 0.19** .00 

 高職 2.69 0.88   

 全部 2.80 0.87   

我會事先預習課程內容 高中 1.80 0.66 0.14** .00 

 高職 1.66 0.62   

 全部 1.75 0.65   

我會找方法解決問題 高中 2.87 0.73 0.09** .01 

 高職 2.78 0.76   

 全部 2.84 0.74   

我會要求自己主動學習 高中 2.51 0.81 0.24** .00 

 高職 2.27 0.80   

 全部 2.41 0.81   

我會確實訂正作業 高中 2.60 0.79 0.06 .12 

 高職 2.55 0.81   

 全部 2.58 0.80   

我會安排適合自己的學習環境 高中 2.66 0.85 0.14** .00 

 高職     

 全部 2.60 0.86   

自律學習 高中 2.60 0.53 0.15** .00 

 高職 2.45 0.52   

 全部 2.54 0.53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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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非認知學習表現與學習滿意度 

 

一、數學素養表現情形 

 

    本研究在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各有 10 題，每題答對計 1 分，最低

與最高各為 0 分與 10 分。在數學素養分為三級，若答對 3 題以下為待加強級、4

題至 7 題為基礎級、答對 8 題以上為精熟級。基礎級代表學生具備高二之基本數

學素養。表 4-18 每列題目單元有兩項，以斜線隔開，前者為普通高中，後者代

表技術型高中的數學素養目標。表中看出，普通高中的數列與級數分數平均為.81

最高，而最低為期望值僅有.18，這各代表前者平均每 10 位學生有 8.1 位答對此

題，後者則為每 10 位學生僅有 1.8 位答對。整體來看，數學素養平均答對 4.24

題。從上述可以瞭解，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已具備基本數學素養，然而在函數、

拋物線、機率、期望值、統計等較抽象的數學素養仍需要加強，這些也反應出普

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等數學素養目標之達成有待

強化。 

    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數學素養題目答對整體平均數為.51，代表每 10

位中有 5.1 名學生答對。換言之，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也達到基礎級，

其中以一次函數題目的答對比率.79 最高，答對最低為三角函數僅有.32，其他題

目都在.40 以上。整體來看，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還不錯，僅在三角

函數答對偏低，代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的數學素養目標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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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表現 

類別  普通高中  技術型高中 

題目單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數列與級數/一次函數 .81 0.39 .79 0.41 

2 無理數/直角座標 .52 0.50 .66 0.47 

3.數與式/直線方程式 .51 0.50 .45 0.50 

4.指數/數列 .68 0.47 .56 0.50 

5.函數/不等式 .22 0.41 .47 0.50 

6.拋物線/三角函數 .30 0.46 .32 0.47 

7.機率/數線 .26 0.44 .41 0.49 

8.期望值/向量 .18 0.39 .56 0.50 

9.對數/圓 .45 0.50 .44 0.50 

10.統計/斜率 .31 0.47 .45 0.50 

數學素養表現 .42 0.20 .51 0.23 

 

 

二、非認知學習表現 

 

    在非認知學習表現方面，分成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四個選

項，以 1 至 4 分計分，平均數為 2.5。從表 4-19 看到，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

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各為 2.83、2.81 及 2.85，而普通高中的新

住民子女在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及幸福感受各為 2.74、3.17、2.70，而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各為 2.76、3.16 及 2.79。就各題來看，除了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功

課還是不會進步，兩類高中各為 2.16 及 2.05 較低，其他 9 題目都高於 2.5 以上，

兩類高中學生，以我與班上同學相處愉快各為 3.21 及 3.20 最高，最低為不管我

再怎麼努力，功課還是不會進步各為 2.16 及 2.05。進一步分析發現，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在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幸福感受明顯高於普通高中新住民子

女，而在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方面，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之間沒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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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非認知學習表現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只要我努力，功課就一定會進步 高中 2.84 0.71 -0.16** .00 

 高職 3.00 0.64   

 全部 2.90 0.69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功課還是不會進步 高中 2.16 0.70 0.11** .00 

 高職 2.05 0.66   

 全部 2.12 0.69   

我與老師（含導師）相處愉快 高中 3.15 0.55 0.03 .22 

 高職 3.12 0.55   

 全部 3.13 0.55   

我與班上同學相處愉快 高中 3.20 0.58 -0.01 .64 

 高職 3.21 0.56   

 全部 3.20 0.57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的人 高中 2.81 0.77 -0.08* .03 

 高職 2.88 0.71   

 全部 2.84 0.75   

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把該學的東西學好 高中 2.91 0.70 -0.05 .10 

 高職 2.97 0.63   

 全部 2.93 0.67   

我覺得上學很有趣 高中 2.55 0.78 -0.06 .11 

 高職 2.60 0.75   

 全部 2.57 0.77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努力去解決 高中 3.04 0.59 0.00 .88 

 高職 3.04 0.57   

 全部 3.04 0.58   

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高中 2.65 0.84 -0.11** .00 

 高職 2.75 0.79   

 全部 2.69 0.82   

我心情好的時間多過於心情差的時間 高中 2.81 0.81 -0.09** .01 

 高職 2.90 0.73   

 全部 2.84 0.78   

自我效能 高中 2.74 0.35 -0.02 .12 

 高職 2.76 0.32   

 全部 2.75 0.34   

人際關係 高中 3.17 0.48 0.01 .67 

 高職 3.16 0.47   

 全部 3.1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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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受 高中 2.70 0.65 -0.08** .00 

 高職 2.79 0.59   

 全部 2.73 0.63   

非認知學習表現 高中 2.81 0.40 -0.04* .02 

 高職 2.85 0.38   

 全部 2.83 0.40   

  * p<.05,  ** p<.01   

 

 

三、各學習領域滿意程度 

 

    在各學習領域滿意程度方面，選項分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滿意、非常滿

意的 1 至 4 分計分，平均數為 2.5。表 4-20 看到，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

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學習領域整體滿意度各為 2.49、2.48、2.52，而兩類高中新住

民子女的文科滿意度各為 2.65、2.63 及 2.68，理科滿意度各為 2.34、2.32 及 2.36，

顯示新移民子女在文科滿意度高於理科滿意度。各學習領域中，普通高中的新住

民子女在國文學習領域滿意度 2.78 最高，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以公民及社會

學習領域 2.80 最高。兩類學校學生學習領域滿意度最低為物理各為 2.09 及 2.26。

而兩類高中學生的數學學習領域滿意度各為 2.40 及 2.26 略低，某種程度代表，

兩類高中及其數學教師應鼓勵或指導新住民子女對於數理科目如何提高學習興

趣，進而喜歡學習數理領域學科。進一步分析發現，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在文科、

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之間沒有明顯差異，但技術型高中學生整體學習滿意度高於

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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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科領域滿意程度與比較 

題項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p 值 

國文學習領域 高中 2.78 0.73 -0.01 .86 

 高職 2.78 0.73   

 全部 2.78 0.73   

英文學習領域 高中 2.46 0.91 0.02 .64 

 高職 2.44 0.86   

 全部 2.45 0.89   

數學學習領域 高中 2.40 0.91 0.14** .00 

 高職 2.26 0.87   

 全部 2.34 0.90   

地理學習領域 高中 2.61 0.78 -0.01 .84 

 高職 2.62 0.79   

 全部 2.61 0.78   

歷史學習領域 高中 2.64 0.87 -0.11** .00 

 高職 2.75 0.82   

 全部 2.68 0.85   

公民與社會學習領域 高中 2.69 0.80 -0.11** .00 

 高職 2.80 0.74   

 全部 2.73 0.78   

生物學習領域 高中 2.53 0.85 0.00 .99 

 高職 2.53 0.80   

 全部 2.53 0.83   

物理學習領域 高中 2.09 0.85 -0.17** .00 

 高職 2.26 0.79   

 全部 2.15 0.83   

化學學習領域 高中 2.16 0.88 -0.13** .00 

 高職 2.28 0.81   

 全部 2.20 0.86   

地球科學學習領域 高中 2.42 0.88 -0.04 .33 

 高職 2.46 0.82   

 全部 2.44 0.86   

文科滿意度 高中 2.63 0.55 -0.04 .09 

 高職 2.68 0.55   

 全部 2.65 0.55   

理科滿意度 高中 2.32 0.67 -0.04 .20 

 高職 2.36 0.63   

 全部 2.34 0.6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103 

 

學習領域滿意度 高中 2.48 0.45 -0.04* .05 

 高職 2.52 0.48   

 全部 2.49 0.47   

  * p<.05,  ** p<.01   

 

 

 

第二節  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

生學習特質及學習成就差異 

 

壹、母親國籍在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

習特質與學習成就差異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母親國籍在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成就的差異如表 4-21 所示。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家

庭社經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習支持、自律學習、

數學素養等有明顯差異，也就是母親為外國籍新住民及其子女在這些項目都比我

國籍還低。在技術型高中方面，除了家庭社經地位、數學素養有明顯不同，其中

我國籍子女家庭社經地位明顯高於外國籍，而新住民子女的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本

國籍子女，而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很特別的是，技術型高中新住民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我國籍。若以所有

高中階段學生來看，家庭社經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公共參與、

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數學素養等有明顯差異，這些項目都是母親為

外國籍新住民比我國籍還低。 

    上述看出，母親為外國籍新住民子女在家庭社經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

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比我國籍還低，但技術型

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本國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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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母親國籍在家庭社經地位、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差異 

項目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 類別 M SD 差異 M SD 差異 M SD 差異 

家庭 SES 我國 0.26 0.92 1.00** -0.19 0.80 0.74** 0.25 0.92 1.06** 

 外國 -0.74 0.81  -0.93 0.78  -0.81 0.80  

培力課程 我國 2.10 0.60 0.15** 2.07 0.67 0.13** 2.10 0.60 0.15** 

 外國 1.95 0.65  1.94 0.63  1.95 0.64  

進修意願 我國 2.12 0.65 0.15** 2.08 0.72 0.09 2.12 0.66 0.14** 

 外國 1.97 0.67  1.99 0.64  1.98 0.66  

社會支持 我國 2.57 0.43 0.08** 2.49 0.50 -0.01 2.57 0.43 0.07** 

 外國 2.48 0.46  2.50 0.44  2.49 0.45  

公共參與 我國 1.63 0.28 0.05** 1.61 0.34 0.02 1.63 0.29 0.04** 

 外國 1.59 0.30  1.59 0.28  1.59 0.29  

學生動機 我國 2.43 0.63 0.03 2.09 0.68 -0.19** 2.42 0.64 0.06** 

 外國 2.40 0.63  2.28 0.61  2.35 0.63  

學習支持 我國 2.60 0.65 0.22** 2.49 0.68 0.17** 2.59 0.65 0.24** 

 外國 2.37 0.64  2.32 0.63  2.35 0.64  

自律學習 我國 2.65 0.54 0.04* 2.45 0.59 -0.01 2.64 0.54 0.09** 

 外國 2.60 0.53  2.46 0.52  2.55 0.53  

數學素養 我國 0.44 0.21 0.01* 0.47 0.21 -0.05**    

 外國 0.43 0.20  0.51 0.23     

非認知學習 我國 2.82 0.39 0.01 2.84 0.43 -0.01 2.82 0.39 -0.01 

 外國 2.81 0.40  2.85 0.38  2.83 0.40  

自我效能 我國 2.74 0.35 0.00 2.78 0.39 0.01 2.74 0.35 -0.01 

 外國 2.74 0.35  2.76 0.32  2.75 0.34  

人際關係 我國 3.15 0.48 -0.02 3.12 0.53 -0.04 3.15 0.48 -0.01 

 外國 3.17 0.48  3.16 0.47  3.17 0.48  

幸福感受 我國 2.72 0.62 0.02 2.75 0.65 -0.03 2.72 0.62 -0.01 

 外國 2.70 0.65  2.78 0.59  2.73 0.63  

學習滿意 我國 2.48 0.45 0.00 2.38 0.52 -0.14** 2.47 0.45 -0.02 

 外國 2.48 0.45  2.52 0.48  2.49 0.47  

文科滿意 我國 2.61 0.55 -0.03 2.53 0.57 -0.14** 2.61 0.56 -0.05** 

 外國 2.63 0.55  2.68 0.55  2.65 0.55  

理科滿意 我國 2.34 0.66 0.02 2.23 0.66 -0.13** 2.34 0.66 0.00 

 外國 2.32 0.67  2.36 0.63  2.34 0.65  

註：技術型高中不是全班普測方式蒐集問卷資料，與普通高中採全班普測作法不

同，在解釋或推論結果要特別小心。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105 

 

*p<.05, ** p<.01 

 

貳、父親國籍在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

習特質與學習成就差異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父親國籍在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差異如表 4-22 所示。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地

位、進修意願有明顯差異，父親為外國籍新住民家庭社經地位比我國籍還低，但

是進修意願比我國籍高。在技術型高中部分，我國與外國籍在所有項目之間都沒

有明顯差異。在全部高中方面，家庭社經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

公共參與、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數學素養等之間都沒有明顯差異。 

    上述看出，父親為外國籍新住民子女在家庭社經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

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學習領域滿意度、非認

知學習、數學素養和本國籍子女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表 4-22 父親國籍在家庭社經地位、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差異 

項目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 類別 M SD 差異 M SD 差異 M SD 差異 

家庭 SES 我國 0.11 0.97 0.18** -0.78  0.81  -0.11  0.00  0.99  0.21  

 外國 -0.07 1.22   -0.67  1.37   -0.21  1.28   

培力課程 我國 2.07 0.61 -0.09 1.97  0.64  -0.03  2.06  0.62  -0.06  

 外國 2.16 0.69  1.99  0.67   2.12  0.68   

進修意願 我國 2.10 0.66 -0.14** 2.01  0.66  -0.03  2.09  0.66  -0.10  

 外國 2.23 0.7  2.04  0.61   2.19  0.68   

社會支持 我國 2.55 0.43 -0.01 2.50  0.45  -0.09  2.55  0.44  -0.02  

 外國 2.56 0.47  2.59  0.44   2.57  0.46   

公共參與 我國 1.63 0.29 0 1.60  0.29  0.01  1.62  0.29  0.00  

 外國 1.63 0.3   1.59  0.37   1.62  0.32   

學生動機 我國 2.42 0.63 -0.15** 2.24  0.63  -0.01  2.40  0.64  -0.10  

 外國 2.57 0.58  2.25  0.75   2.50  0.64   

學習支持 我國 2.56 0.66 0.05 2.35  0.64  -0.13  2.54  0.6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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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 2.51 0.63  2.48  0.67   2.51  0.64   

自律學習 我國 2.64 0.54 0.01 2.46  0.54  -0.02  2.62  0.54  0.02  

 外國 2.63 0.52   2.48  0.59   2.60  0.54   

數學素養 我國 0.44 0.21 -0.03 0.51  0.22  0.04     

 外國 0.47 0.24  0.47  0.23      

非認知學習 我國 2.82 0.39 0.03 2.84  0.39  -0.08  2.82  0.39  0.00  

 外國 2.79 0.42  2.93  0.36   2.82  0.41   

自我效能 我國 2.74 0.35 -0.01 2.76  0.34  -0.06  2.74  0.35  -0.03  

 外國 2.75 0.36  2.82  0.24   2.77  0.34   

人際關係 我國 3.16 0.48 -0.02 3.15  0.48  0.06  3.16  0.48  0.00  

 外國 3.17 0.52  3.09  0.51   3.16  0.52   

幸福感受 我國 2.72 0.62 0.08 2.77  0.60  -0.18  2.73  0.62  0.01  

 外國 2.65 0.68  2.95  0.54   2.71  0.66   

學習滿意 我國 2.48 0.45 -0.03 2.49  0.49  -0.05  2.48  0.45  -0.03  

 外國 2.5 0.44  2.54  0.51   2.51  0.46   

文科滿意 我國 2.61 0.55 0 2.65  0.55  0.06  2.62  0.55  0.01  

 外國 2.61 0.6  2.59  0.63   2.61  0.61   

理科滿意 我國 2.34 0.66 -0.06 2.33  0.64  -0.16  2.34  0.66  -0.08  

 外國 2.39 0.61   2.48  0.60   2.41  0.61   

**p<.01 

 

參、不同母親國籍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之差異，如表 4-23 所示。僅有培力課程的 F 值達到 p<.01，經過薛費法(Scheffé 

Method)事後比較發現，港澳地區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程明顯高於

中國大陸籍及越南籍的新住民子女。在不同母親國籍之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

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成長差異方面，僅有培力課程的 F 值達到 p<.01，事後比較

發現，港澳地區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程明顯高於中國大陸籍的新住民

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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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差異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培力課程 組間 14.33 9 1.59 3.89** 港澳>大陸 

 組內 483.54 1181 0.41  港澳>越南 

 總計 497.87 1190    

進修意願 組間 9.67 9 1.07 2.38  

 組內 537.62 1193 0.45   

 總計 547.29 1202    

社會支持 組間 3.68 9 0.41 1.93  

 組內 247.50 1167 0.21   

 總計 251.18 1176    

公共參與 組間 1.45 9 0.16 1.85  

 組內 101.64 1165 0.09   

 總計 103.09 1174    

技術型高中       

培力課程 組間 8.70 9 0.97 2.46** 大陸>港澳 

 組內 307.62 783 0.39   

 總計 316.32 792    

進修意願 組間 7.65 9 0.85 2.07  

 組內 318.63 778 0.41   

 總計 326.27 787    

社會支持 組間 1.10 9 0.12 0.63  

 組內 149.31 770 0.19   

 總計 150.41 779    

公共參與 組間 0.72 9 0.08 0.99  

 組內 61.95 764 0.08   

 總計 62.67 773    

**p<.01 

 

    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培力課程，如表 4-24 所示。港澳

地區較高，柬埔寨較低，技術型高中則以馬來西亞較高，其他類較低；普通高中

的進修意願則以港澳地區較高，馬來西亞與緬甸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緬甸較

高，其他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獲得社會支持以港澳較高，以柬埔寨

較低，技術型高中則以馬來西亞較高，緬甸較低；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家長公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108 

 

共參與以港澳較高，馬來西亞較低；技術型高中則以其他類較高，馬來西亞較低。 

 

表 4-24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項目 培力 課程 進修 意願 社會 支持 公共 參與 

國籍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大陸地區 2.05 2.07 2.05  2.07  2.52  2.56  1.60  1.61  

港澳 2.52 1.88 2.35  2.00  2.77  2.51  1.80  1.52  

越南 1.84 1.86 1.88  1.93  2.45  2.47  1.56  1.58  

印尼 1.90 2.02 1.92  2.03  2.47  2.52  1.63  1.61  

泰國 1.93 2.05 1.97  2.26  2.42  2.51  1.60  1.66  

菲律濱 1.87 2.10 1.91  2.18  2.60  2.51  1.69  1.61  

馬來西亞 1.78 2.33 1.80  2.33  2.43  2.58  1.42  1.45  

緬甸 1.88 2.09 1.80  2.70  2.35  2.39  1.48  1.82  

柬埔寨 1.76 1.80 1.95  1.89  2.21  2.50  1.62  1.55  

其他 2.16 1.67 2.21  1.67  2.58  2.44  1.58  1.77  

 

 

肆、不同母親國籍的學生學習特質之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之差異，如

4-25 所示。僅有學習支持的 F 值達到 p<.01，經過薛費法事後比較發現，港澳地

區的新住民子女學習支持明顯高於中國大陸籍及越南籍的新住民子女。在技術型

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差異方面，三項學生學習特質的 F 值都沒有達到顯著

差異(p>.01)，可見不同國籍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之間沒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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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之差異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學習動機 組間 4.710 9 0.523 1.329  

 組內 467.086 1186 0.394   

 總計 471.796 1195    

學習支持 組間 12.238 9 1.360 3.402**  

 組內 474.417 1187 0.400   

 總計 486.654 1196    

自律學習 組間 5.453 9 0.606 2.155  

 組內 331.453 1179 0.281   

 總計 336.907 1188    

技術型高中       

學習動機 組間 3.946 9 0.438 1.165  

 組內 293.926 781 0.376   

 總計 297.872 790    

學習支持 組間 3.712 9 0.412 1.035  

 組內 312.435 784 0.399   

 總計 316.147 793    

自律學習 組間 1.702 9 0.189 0.690  

 組內 212.307 775 0.274   

 總計 214.010 784    

**p<.01 

 

 

    不同母親國籍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如表 4-26 所示。其他類較

高，柬埔寨較低；技術型高中也是其他類較高，馬來西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

子女學習支持以港澳地區較高，柬埔寨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緬甸較高，馬來西

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以港澳較高，柬埔寨較低，技術型高中以

其他類較高，馬來西亞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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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 

項目 學習 動機 學習 支持 自律 學習 

國籍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大陸地區 2.41 2.36 2.42 2.34 2.62 2.41 

港澳 2.39 2.34 2.91 2.30 3.28 2.57 

越南 2.43 2.24 2.30 2.29 2.58 2.47 

印尼 2.39 2.34 2.30 2.30 2.62 2.53 

泰國 2.27 2.39 2.78 2.55 2.44 2.58 

菲律濱 2.28 2.12 2.38 2.54 2.68 2.51 

馬來西亞 2.06 1.90 2.56 1.85 2.71 2.23 

緬甸 2.40 2.22 2.37 2.80 2.56 2.68 

柬埔寨 1.99 2.22 2.06 2.27 2.28 2.48 

其他 2.53 2.57 2.67 2.45 2.84 2.73 

 

 

伍、不同母親國籍的子女學習成就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母親國籍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成就差

異，如表 4-27 所示；在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包括自我效能、人際關

係與幸福感受)、學習領域滿意度(包括文科領域滿意度及理科領域滿意度)的 F

值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這些項目的 F 值，沒

有達到顯著差異(p>.05)。代表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不同母親國籍新住民子女

學習成就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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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之差異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數學素養 組間 0.812 9 0.090 2.273  

 組內 47.511 1197 0.040   

 總計 48.323 1206    

非認知學習 組間 1.480 9 0.164 1.005  

 組內 193.979 1185 0.164   

 總計 195.459 1194    

自我效能 組間 1.298 9 0.144 1.157  

 組內 148.436 1191 0.125   

 總計 149.734 1200    

人際關係 組間 1.707 9 0.190 0.817  

 組內 277.126 1194 0.232   

 總計 278.833 1203    

幸福感受 組間 4.663 9 0.518 1.238  

 組內 497.531 1189 0.418   

 總計 502.194 1198    

學習領域 組間 2.349 9 0.261 1.267  

 組內 244.390 1187 0.206   

 總計 246.738 1196    

滿意文科 組間 3.428 9 0.381 1.271  

 組內 357.105 1192 0.300   

 總計 360.532 1201    

滿意理科 組間 3.155 9 0.351 0.789  

 組內 528.509 1190 0.444   

 總計 531.664 1199    

技術型高中       

數學素養 組間 0.628 9 0.070 1.377  

 組內 39.935 788 0.051   

 總計 40.563 797    

非認知學習 組間 1.794 9 0.199 1.388  

 組內 112.021 780 0.144   

 總計 113.815 789    

自我效能 組間 0.940 9 0.104 1.028  

 組內 79.753 785 0.102   

 總計 80.693 794    

人際關係 組間 2.508 9 0.279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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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內 174.498 786 0.222   

 總計 177.006 795    

幸福感受 組間 4.596 9 0.511 1.477  

 組內 271.352 785 0.346   

 總計 275.948 794    

學習領域 組間 1.690 9 0.188 0.799  

 組內 184.810 786 0.235   

 總計 186.499 795    

滿意文科 組間 2.181 9 0.242 0.801  

 組內 238.222 787 0.303   

 總計 240.403 796    

滿意理科 組間 3.848 9 0.428 1.088  

 組內 309.561 788 0.393   

 總計 313.408 797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如表 4-28 所示，母親為馬來西亞的子

女數學素養為 0.60，泰國為 0.33，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其他類為較高，馬來西

亞較低。普通高中的學習領域滿意度方面，菲律賓為 2.61，泰國為 2.27；技術型

高中以馬來西亞較高，泰國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文科滿意度以其他類較

高，泰國較低，技術型高中以馬來西亞較高，港澳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理

科滿意度以馬來西亞較高，柬埔寨較低；技術型高中以馬來西亞較高，泰國較低。 

 

表 4-28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及學習領域滿意度 

項目 數學 素養 學習 領域 滿意 文科 滿意 理科 

國籍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大陸地區 0.44 0.54 2.46 2.56 2.61 2.66 2.32 2.45 

港澳 0.48 0.53 2.50 2.63 2.65 2.60 2.35 2.67 

越南 0.42 0.50 2.50 2.50 2.65 2.67 2.35 2.33 

印尼 0.42 0.52 2.50 2.50 2.70 2.66 2.30 2.32 

泰國 0.33 0.49 2.27 2.41 2.40 2.71 2.14 2.11 

菲律濱 0.34 0.44 2.61 2.48 2.83 2.74 2.38 2.23 

馬來西亞 0.60 0.37 2.54 3.00 2.63 3.33 2.46 2.67 

緬甸 0.48 0.48 2.39 2.63 2.56 2.85 2.23 2.40 

柬埔寨 0.39 0.54 2.30 2.60 2.53 2.81 2.08 2.39 

其他 0.40 0.80 2.45 2.57 2.79 2.73 2.1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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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如表 4-29 所示，普通高中

平均值都高於 2.5 分，代表不同母親國籍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良好，其中

以港澳地區籍子女最好，馬來西亞最低但仍高於平均值；在技術型高中除了馬來

西亞低於 2.5 分之外，其他國籍都高於平均值，代表不同母親國籍的新住民子女

在非認知學習表現良好，其中以港澳地區的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較好。在

自我效能方面，不同母親國籍的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都高於 2.5，代表高中階段

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良好，且都以港澳地區較好，馬來西亞較低。在人際關係方

面，不同母親國籍新住民子女都在平均值以上，代表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人際關

係不錯，仍以港澳地區較好，馬來西亞較低。而在幸福感受方面，不同母親國籍

新住民子女都在平均值之上，其中以港澳地區新住民子女較好，仍以馬來西亞籍

的新住民子女幸福感較低。 

 

表 4-29  不同母親國籍之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 

項目 非認知 學習 自我 效能 人際 關係 幸福 感受 

國籍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大陸地區 2.80 2.84 2.73 2.76 3.17 3.17 2.69 2.74 

港澳 3.08 3.10 3.00 3.00 3.38 3.50 3.00 3.00 

越南 2.82 2.84 2.76 2.74 3.17 3.14 2.70 2.79 

印尼 2.84 2.90 2.73 2.79 3.22 3.22 2.76 2.84 

泰國 2.75 2.96 2.84 2.82 3.20 3.18 2.45 3.00 

菲律濱 2.92 2.84 2.78 2.83 3.13 3.19 2.96 2.67 

馬來西亞 2.53 2.27 2.57 2.58 2.86 2.50 2.32 1.83 

緬甸 2.83 3.00 2.69 2.88 3.27 3.38 2.75 2.94 

柬埔寨 2.73 2.89 2.59 2.85 3.03 3.23 2.70 2.78 

其他 2.79 2.93 2.70 2.83 3.11 3.00 2.71 3.00 

 

 

陸、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所知覺家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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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知能差異，如表 4-30 所示。在四類學習成長知能的 F 值都沒有達到顯著差

異(p>.05)，在技術型高中的 F 值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代表普通高中與

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類型，其感受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間沒有明

顯差異。 

 

表 4-30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差異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培力課程 組間 3.068 6 0.511 1.225  

 組內 493.480 1182 0.417   

 總計 496.548 1188    

進修意願 組間 3.037 6 0.506 1.111  

 組內 543.789 1194 0.455   

 總計 546.826 1200    

社會支持 組間 0.502 6 0.084 0.391  

 組內 249.852 1168 0.214   

 總計 250.354 1174    

公共參與 組間 1.169 6 0.195 2.230  

 組內 101.808 1166 0.087   

 總計 102.977 1172    

技術型高中       

培力課程 組間 2.665 6 0.444 1.117  

 組內 311.807 784 0.398   

 總計 314.472 790    

進修意願 組間 0.846 6 0.141 0.339  

 組內 324.375 779 0.416   

 總計 325.221 785    

社會支持 組間 2.136 6 0.356 1.854  

 組內 148.018 771 0.192   

 總計 150.154 777    

公共參與 組間 0.213 6 0.036 0.436  

 組內 62.406 765 0.082   

 總計 62.619 771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和家人溝通，他們知覺家長接受培力課程差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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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所示。普通高中以說東南亞國家語言願意參與培力課程較高，以說英語

最低，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說客語較高，其次是東南亞國家語言，以原住

民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感受家長進修意願則以說原住民語及東南亞國家

語較高，客語較低，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以客語較高，英語較低；普通

高中新住民子女感受家長獲得社會支持，以說東南亞國家語較高，以說原住民語

較低，技術型高中以說東南亞國家語較高，以說英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

家長公共參與，以說東南亞語較高，以說原住民語較低；技術型高中則以說原住

民語較高，其他類較低。 

 

 

表 4-31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項目 培力 課程 進修 意願 社會 支持 公共 參與 

使用語言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閩南語 1.95 1.90 1.94 1.99 2.49 2.44 1.60 1.60 

國語 1.95 1.95 1.97 1.99 2.48 2.51 1.58 1.59 

客語 1.95 2.18 1.91 2.04 2.47 2.73 1.64 1.60 

英語 1.68 1.18 2.00 1.40 2.50 1.90 1.55 1.58 

原住民語 2.41 1.00 2.50 1.60 2.43 2.21 1.24 1.75 

東南亞國家語 2.42 2.11 2.47 1.80 2.71 2.86 1.83 1.62 

其他 1.73 2.00 2.00 1.60 2.43 2.35 1.40 1.17 

 

 

柒、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學生學習特質之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之學習特質差異

如表 4-32 所示。這三項學生學習特質的 F 值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在技

術型高中的三項特質的 F 值也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可見新住民子女在家

使用語言別在學生學習特質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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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學習特質差異 

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學習動機 組間 2.763 6 0.460 1.166  

 組內 468.809 1187 0.395   

 總計 471.572 1193    

學習支持 組間 4.819 6 0.803 1.984  

 組內 481.441 1189 0.405   

 總計 486.260 1195    

自律學習 組間 2.805 6 0.467 1.653  

 組內 333.705 1180 0.283   

 總計 336.509 1186    

技術型高中       

學習動機 組間 3.986 6 0.664 1.771  

 組內 293.365 782 0.375   

 總計 297.351 788    

學習支持 組間 2.346 6 0.391 0.979  

 組內 313.399 785 0.399   

 總計 315.744 791    

自律學習 組間 2.514 6 0.419 1.538  

 組內 211.379 776 0.272   

 總計 213.893 782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之學習動機差異如表 4-33 所示。在家

使用英語的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較高，說原住民語較低，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

女在家是說東南亞國家語的學習動機較高，說原住民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

女學習支持以說英語較高，說國語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說客語較高，以說其他

語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以說英語較高，以說原住民語較低，技

術型高中則以其他類較高，以說原住民語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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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學習特質 

項目 學習 動機 學習 支持 自律 學習 

使用語言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閩南語 2.41 2.19 2.43 2.31 2.56 2.52 

國語 2.41 2.30 2.36 2.31 2.61 2.45 

客語 2.26 2.02 2.24 2.64 2.56 2.61 

英語 2.66 2.12 3.03 2.73 2.95 3.00 

原住民語 1.58 1.30 2.41 1.82 1.85 1.70 

東南亞國家語 2.40 2.59 2.46 2.43 2.67 2.70 

其他 2.26 3.02 2.48 1.73 2.83 3.30 

 

 

捌、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學習成就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之學習成就差異

如表 4-34 所示。在數學素養表現的 F 值達到 p<.05。經過事後比較，在家說閩

南語、國語、東南亞國家語、英語、客語都明顯高於原住民語；而在非認知學習

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的 F 值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5)。技術型高中的新住

民子女與普通高中的情形一樣。這代表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非

認知學及表現與學習領域滿意度之間沒有明顯差異；而在數學素養則有差異。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118 

 

 

表 4-34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學習成就之變異數分析 

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數學素養 組間 0.746 6 0.124 3.135** 說閩南語、國語、東

南亞國家語、英語、

客語>原住民語 

 組內 47.520 1198 0.040   

 總計 48.267 1204    

非認知學習 組間 1.403 6 0.234 1.435  

 組內 193.264 1186 0.163   

 總計 194.667 1192    

學習領域 組間 2.939 6 0.490 2.387  

 組內 243.753 1188 0.205   

 總計 246.692 1194    

技術型高中       

數學素養 組間 1.151 6 0.192 3.845** 說閩南語、國語、東

南亞國家語、英語、

客語>原住民語 

 組內 39.359 789 0.050   

 總計 40.510 795    

非認知學習 組間 1.058 6 0.176 1.229  

 組內 112.031 781 0.143   

 總計 113.088 787    

學習領域 組間 0.404 6 0.067 0.285  

 組內 185.916 787 0.236   

 總計 186.320 793    

 ** p<.01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之數學素養如表 4-35 所示。在家使用閩南語、

國語、東南亞國家語、英語、客語都高於說原住民語者的數學素養。不管在家使

用的語言，非認知學習都高於平均值，代表在家使用不同語言類型的自我效能、

人際關係及幸福感都良好。在學習領域滿意度方面，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說

英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較高，說原住民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較低；在技術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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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說東南亞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較高，說原住民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較低。 

 

表 4-35  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學習成就 

項目 數學 素養 非認知 學習 學習領域 滿意度 

使用語言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閩南語 0.44 0.45 2.81 2.92 2.50 2.54 

國語 0.43 0.53 2.81 2.84 2.47 2.51 

客語 0.38 0.43 2.81 2.93 2.52 2.51 

英語 0.44 0.70 3.13 2.60 2.93 2.60 

原住民語 0.05 0.00 2.80 3.20 1.75 2.00 

東南亞國家語 0.28 0.53 2.58 2.95 2.58 2.63 

其他 0.27 0.80 2.95 2.50 2.50 2.50 

 

 

玖、不同家庭結構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差異 

 

    本研究的家庭結構以新住民子女目前和誰同住。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

家庭結構之普通高中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知能成長差異，如表 4-36

所示。在四類知能成長的 F 值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p>.01)，上述代表兩類高中

新住民子女家庭結構，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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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不同家庭結構之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變異數分析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培力課程 組間 4.744 5 0.949 2.286  

 組內 490.700 1182 0.415    

 總計 495.444 1187      

進修意願 組間 3.507 5 0.701 1.544  

 組內 542.261 1194 0.454    

 總計 545.767 1199      

社會支持 組間 2.122 5 0.424 1.997  

 組內 248.200 1168 0.212    

 總計 250.321 1173      

公共參與 組間 0.470 5 0.094 1.072  

 組內 102.287 1166 0.088    

 總計 102.757 1171      

技術型高中       

培力課程 組間 3.990 5 0.798 2.011  

 組內 312.325 787 0.397    

 總計 316.316 792      

進修意願 組間 3.000 5 0.600 1.451  

 組內 323.274 782 0.413    

 總計 326.274 787      

社會支持 組間 0.498 5 0.100 0.514  

 組內 149.915 774 0.194    

 總計 150.413 779      

公共參與 組間 0.146 5 0.029 0.358  

 組內 62.520 768 0.081    

 總計 62.666 773      

 

    表 4-37 看出，不同家庭結構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培力課程，高中階段新

住民子女都以和媽媽住感受參與培力課程較高，和其他人住較低；普通高中新住

民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以和祖父母住較高，只和爸爸住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

只和媽媽住較高，和其他人住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

以和祖父母住較高，和爸爸住較低，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和爸媽祖父母住較

高，和其他人住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只和祖父母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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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住較低；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和爸爸、和爸媽及其他住較高，只和祖

父母住較低。 

 

 

表 4-37  不同家庭結構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項目 培力 課程 進修 意願 社會 支持 公共 參與 

與誰同住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只和爸爸 1.84 1.80 1.86 1.92 2.40 2.50 1.58 1.60 

只和媽媽 2.00 2.02 2.03 2.12 2.50 2.48 1.57 1.57 

和爸媽 1.98 1.95 1.98 1.99 2.49 2.50 1.60 1.60 

和爸媽祖父母 1.95 2.00 1.97 1.99 2.51 2.54 1.59 1.59 

只和祖父母 1.99 1.91 2.12 2.05 2.63 2.41 1.62 1.54 

其他 1.76 1.81 1.88 1.83 2.40 2.47 1.51 1.60 

 

 

拾、不同家庭結構在學生學習特質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家庭結構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特質差異，如表

4-38 所示。學習支持的 F 值達 p<.01，其他兩項則否，在事後比較發現，新住民

子女和爸媽祖父母、和爸媽、只和媽媽的學習支持都明顯高於只和爸爸住的子

女。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 F 值都沒有達到明顯差異(p>.01)，可見技術型

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沒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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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不同家庭結構之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的變異數分析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學習動機 組間 2.260 5 0.452 1.144  

 組內 468.955 1187 0.395    

 總計 471.215 1192      

學習支持 組間 12.043 5 2.409 6.073** 和爸媽祖父母、和爸

媽、只和媽媽>只和

爸爸 

 組內 471.565 1189 0.397    

 總計 483.608 1194      

自律學習 組間 3.841 5 0.768 2.741  

 組內 330.715 1180 0.280    

 總計 334.556 1185      

技術型高中       

學習動機 組間 0.814 5 0.163 0.430  

 組內 297.058 785 0.378    

 總計 297.872 790      

學習支持 組間 3.261 5 0.652 1.643  

 組內 312.886 788 0.397    

 總計 316.147 793      

自律學習 組間 0.736 5 0.147 0.538  

 組內 213.273 779 0.274    

 總計 214.010 784      

 ** p<.01 

 

 

    表 4-39 中看出，不同家庭結構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以只和媽

媽較高，而和其他人住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和其他人住較高，只和媽媽、和祖

父母住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支持以只和媽媽住較高，以只和爸爸住最

低，而技術型高中則以和爸媽、和爸媽祖父母住較高，以和祖父母住較低；普通

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以和爸媽住較高，以只和祖父母較低，技術型高中以只

和爸爸住較高，只和祖父母住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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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不同家庭結構之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 

項目 學習 動機 學習 支持 自律 學習 

與誰同住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只和爸爸 2.35 2.30 2.13 2.21 2.45 2.53 

只和媽媽 2.44 2.21 2.44 2.24 2.62 2.47 

和爸媽 2.43 2.30 2.42 2.36 2.64 2.45 

和爸媽祖父母 2.39 2.26 2.40 2.36 2.61 2.45 

只和祖父母 2.34 2.21 2.19 2.17 2.54 2.37 

其他 2.27 2.31 2.19 2.32 2.57 2.50 

 

 

拾壹、不同家庭結構的學習成就差異 

 

    經過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家庭結構之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學

習成就的差異如表 4-40 所示。在數學素養、非認知學習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

的 F 值都沒有達到明顯差異(p>.01)。這代表不同家庭結構的普通高中與技術型

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成就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表 4-40 不同家庭結構之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的變異數分析 

普通高中       

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數學素養 組間 0.329 5 0.066 1.648  

 組內 47.801 1197 0.040    

 總計 48.130 1202      

非認知學習 組間 0.772 5 0.154 0.944  

 組內 193.859 1186 0.163    

 總計 194.631 1191      

學習領域 組間 1.194 5 0.239 1.167  

 組內 243.176 1188 0.205    

 總計 244.370 1193      

技術型高中       

數學素養 組間 0.377 5 0.075 1.487  

 組內 40.186 792 0.051    

 總計 40.563 797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特質對其數學成就關聯之研究 

124 

 

非認知學習 組間 1.096 5 0.219 1.525  

 組內 112.719 784 0.144    

 總計 113.815 789      

學習領域 組間 0.902 5 0.180 0.768  

 組內 185.598 790 0.235    

 總計 186.499 795      

 

    表 4-41 看出不同家庭結構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只和祖父母住

最最高，而以只和爸爸住最低，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和其他人住最高，和祖父

母住最低；而非認知學習表現方面，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不管哪

一種家庭結構都表現不錯。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和祖父母住的學習領域滿意度

較高，而只和爸爸住的滿意度較低，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以只和爸爸住的滿意

度較高，而和爸媽祖父母住的滿意度較低。 

 

表 4-41  不同家庭結構之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成就 

項目 數學 素養 非認知 學習 學習領域 滿意度 

與誰同住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只和爸爸 0.39 0.53 2.77 2.87 2.42 2.58 

只和媽媽 0.44 0.49 2.80 2.79 2.50 2.47 

和爸媽 0.43 0.52 2.83 2.86 2.47 2.51 

和爸媽祖父母 0.43 0.50 2.82 2.84 2.49 2.49 

只和祖父母 0.49 0.43 2.78 2.74 2.59 2.56 

其他 0.41 0.56 2.74 2.97 2.40 2.57 

 

 

第三節  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生學習特質與數學素養的關聯 

 

壹、 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相關因素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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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結果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的迴歸分析如表 4-42 所示，表中看出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模式看出，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數學

學習動機對於數學素養影響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學生數學學習動機愈高，

其數學素養愈高，而其他變項對於數學素養沒有明顯關聯，解釋力為 7.6%。在

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技術型

高中新住民子女的數學學習動機、自律學習對於數學素養影響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學生學習動機與自律學習愈高，其數學素養愈好，而家庭社會資本、

家長公共參與和數學素養為負向顯著關聯，代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社會

資本低及公共參與少，其子女數學素養有較高表現，解釋力為 13.3%。兩個模式

的 VIF 都小於 3.0，並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42  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普通高中   技術高中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ß   b  標準誤 ß   

常數 0.28** 0.07  0.29** 0.09  

家庭 SES 0.01 0.01 .05 0.01 0.01 .04 

文化資本 -0.01 0.04 -.01 0.08 0.04 .07 

社會資本 -0.01 0.01 -.04 -0.05* 0.02 -.12* 

培力課程 0.00 0.01 -.01 0.01 0.02 .03 

進修意願 0.00 0.01 .01 -0.03 0.02 -.08 

社會支持 -0.02 0.02 -.04 -0.01 0.02 -.02 

公共參與 0.00 0.03 .00 -0.07* 0.03 -.09* 

學習動機 0.09** 0.01 .28** 0.11** 0.01 .31** 

學習支持 0.00 0.01 .00 0.01 0.02 .02 

自律學習 0.02 0.01 .04 0.04* 0.02 .09* 

最高 VIF 2.31   2.14   

adj-R2 .076   .133   

F 值 9.47**
   11.64**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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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因素對非認知學習表現的預測情形 

 

 一、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結果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的迴歸分析如表 4-43 所示。模式

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長公共參與、學生數學學習

動機愈高，其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模式解釋力有 36.7%。在技術型高中新

住民子女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的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其中僅有學生

數學學習動機愈高，其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模式解釋力有 13.2%。在全部

高中新住民子女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的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

式適配。其中公共參與及數學學習動機愈高，其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模式

解釋力有 32.7%。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所以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43  新住民子女的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0.46**  0.70**  0.61**  

家庭 SES 0.01 .01 -0.02 -.02 -0.01 -.01 

文化資本 -0.06 -.02 -0.01 .00 -0.05 -.02 

社會資本 0.00 .00 -0.04 -.04 -0.01 -.01 

培力課程 0.02 .02 0.09 .09 0.04 .04 

進修意願 -0.02 -.02 0.01 .01 -0.01 -.01 

社會支持 0.03 .02 -0.03 -.02 0.01 .01 

公共參與 0.19* .08* 0.14 .06 0.17* .08* 

學習動機 0.62** .58** 0.51** .49** 0.57** .55** 

學習支持 -0.02 -.02 0.07 .07 0.02 .02 

自律學習 0.06 .05 0.03 .02 0.03 .03 

最高 VIF 2.31  2.24  2.28  

adj-R2 .367  .283  .327  

F 值 60.60**
  28.25**  84.76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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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科領域滿意度結果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的迴歸分析如表 4-44 所示。模式

之 F 值達到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學生數學學習動機愈高，文

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低。這可以理解為文科學習滿意者可能在理科的學習會有困

難。不過普通高中的自律學習愈高，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代表自律學習是

重要的因素，模式解釋力有 13.2%。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文科學習領域滿意

度的模式之 F 值達到 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庭文化資本、社會支持及

自律學習愈高，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模式解釋力有 13.2%。在全部高中新

住民子女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模式之 F 值達到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

配，其中文化資本、社會支持、公共參與、自律學習愈高，其文科學習領域滿意

度愈高，然而數學學習動機愈高，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低，模式解釋力有

12.2%。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44  新住民子女的文科滿意度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1.48**  1.13**  1.35**  

家庭 SES 0.00 .00 0.03 .04 0.01 .01 

文化資本 0.17 .06 0.22* .08* 0.19** .07** 

社會資本 -0.05 -.05 -0.01 -.01 -0.04 -.04 

培力課程 -0.03 -.03 0.01 .01 -0.01 -.02 

進修意願 0.02 .02 0.06 .07 0.04 .05 

社會支持 0.07 .06 0.14* .11* 0.10** .09** 

公共參與 0.13 .07 0.14 .07 0.13* .07* 

學習動機 -0.15** -.17** -0.04 -.04 -0.11** -.12** 

學習支持 0.06 .07 0.04 .05 0.05* .06* 

自律學習 0.32** .31** 0.20** .20** 0.27** .26** 

最高 VIF 2.30  2.24  2.14  

adj-R2 .132  .132  .122  

F 值 16.64**
  11.50**  24.93**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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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領域滿意度結果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整體學習領域滿意度的迴歸分析如表 4-45 所示。模式

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

愈高、學習動機愈高、自律學習愈高，其整體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兩個模式解

釋力各有 23.4%及 22.9%。在全部高中新住民子女整體學習領域滿意度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除了學生知覺家長公共參與、學習動機、

自律學習之外，社會支持對於整體學習領域滿意度也有正向顯著影響，模式解釋

力有 22.3%。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因此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45  新住民子女整體學習領域滿意度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0.97**  0.91**  0.97**  

家庭 SES 0.01 .01 0.01 .01 0.00 .00 

文化資本 0.06 .02 0.10 .04 0.07 .03 

社會資本 -0.03 -.04 -0.03 -.03 -0.02 -.03 

培力課程 -0.01 -.01 0.05 .07 0.01 .02 

進修意願 0.00 .00 0.04 .05 0.02 .02 

社會支持 0.06 .06 0.06 .05 0.06* .06* 

公共參與 0.16** .10** 0.14* .08* 0.15* .09* 

學習動機 0.23** .32** 0.24** .30** 0.23** .31* 

學習支持 0.02 .03 0.06 .08 0.03 .05 

自律學習 0.19** .23** 0.11** .12** 0.15** .17** 

最高 VIF 2.30  2.41  2.27  

adj-R2 .234  .229  .223  

F 值 32.37**
  21.57**  50.27**  

* p < .05. ** p < .01. 

 

四、滿意度因素的歸納 

 

    本研究將上述學習領域滿意度因素彙整如表 4-46 所示。新住民子女的學習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129 

 

動機對於理科學習領域及所有學習領域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學習動機愈高，其

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而學習動機對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為負向關聯。 

 

表 4-46   新住民子女在學習領域滿意度預測因素彙整 

類型 理科   文科   整體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高中 高職 全部 高中 高職 全部 

家庭 SES + - - + + + + + + 

文化資本 - - - + +* +** + + + 

社會資本 + - - - - - - - - 

培力課程 + +  - + - - + + 

進修意願 - + - + + + + + + 

社會支持 + - + + +* +** + + +* 

公共參與 +* + +* + + +* +** +* +* 

學習動機 +** +** +** -** - -** +** +** +** 

學習支持 - + + + + +* + + + 

自律學習 + + + +** +** +** +** +** +** 

adj-R2 .367 .283 .327 .132 .132 .122 .234 .229 .223 

*p<.05. **p<.01. 

 

    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愈多，文科學習領域愈高，這也說明了

家庭學習資源愈多，對於子女學習態度改變有關聯。同時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愈多，在文科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這說明了新住民獲得

更多社會支持，對於子女教養、生活與學習有幫助。社會支持、家庭支持與社會

網絡減少學生學業壓力及生活壓力。也就是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愈多，可以降低青

少年沮喪情緒、減緩生活壓力，甚至有助於學習表現。 

 

二、非認知學習表現 

 

(一)幸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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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幸福感的迴歸分析如表 4-47 所示。模式之 F 值達顯著

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庭社會資本、家長公共參與、學生學習動

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其幸福感愈高，然而學生知覺家長進修意願與幸

福感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 19.1%。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幸福感的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長的社會支持、學習動機、學

習支持與自律學習愈高，其幸福感愈高，模式解釋力為 16.5%。在全部高中新住

民子女幸福感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庭社會資

本、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其幸福感愈高，而家長進

修意願與幸福感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為 17.1%。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

所以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47  新住民子女幸福感受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1.19**  1.11**  1.20**  

家庭 SES 0.02 .03 -0.02 -.03 0.00 .00 

文化資本 -0.16 -.05 0.09 .03 -0.07 -.02 

社會資本 0.13** .12** 0.00 .00 0.08** .08** 

培力課程 -0.01 -.01 -0.09 -.09 -0.04 -.04 

進修意願 -0.09* -.10* -0.02 -.03 -0.06* -.07* 

社會支持 0.07 .05 0.22** .17** 0.13** .10** 

公共參與 0.16** .07** 0.06 .03 0.13* .06* 

學習動機 0.16** .16** 0.09** .10** 0.13** .13** 

學習支持 0.17** .17** 0.25** .27** 0.20** .21** 

自律學習 0.21** .17** 0.10* .09* 0.15** .13** 

最高 VIF 2.30  2.27  2.28  

adj-R2 .191  .165  .171  

F 值 25.21**
  14.69**  36.63**  

* p < .05. ** p < .01. 

 

(二)自我效能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的迴歸分析如表 4-48 所示。模式之 F 值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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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p < .01)，其中家庭社會資本、家長受到的社會支持、學生學習動機、學

習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其自我效能愈高，模式解釋力為 21.4%。在技術型高中

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的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

長的公共參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愈高，學生的自我效能愈高，

模式解釋力為 17.4%。在全部高中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庭社會資本、家長受到的社會支持、家長公共參

與、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其自我效能愈高，而學生知覺家長培

力課程與自我效能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為 19.3%。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所以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48  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1.68**  1.97**  1.82**  

家庭 SES 0.00 .00 0.01 .02 0.00 -.01 

文化資本 0.02 .01 -0.05 -.03 -0.02 -.01 

社會資本 0.05* .07* 0.02 .03 0.03* .06* 

培力課程 -0.03 -.05 -0.07** -.14** -0.04** -.08** 

進修意願 -0.03 -.07 0.02 .05 -0.01 -.02 

社會支持 0.07* .09* 0.05 .08 0.06** .09** 

公共參與 0.06 .05 0.11** .11** 0.08** .07** 

學習動機 0.07** .13** 0.05** .10** 0.06** .11** 

學習支持 0.04* .08* 0.06** .12** 0.05** .10** 

自律學習 0.20** .31** 0.15** .26** 0.17** .28** 

最高 VIF 2.30  2.26  2.28  

adj-R2 .214  .174  .193  

F 值 28.98**
  15.61**  42.33**  

* p < .05. ** p < .01. 

 

(三)人際關係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人際關係的迴歸分析如表 4-49 所示。模式之 F 值達顯

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學生的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其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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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愈好，而學生知覺的家長參與培力課程與學生的人際關係為反向關聯，模式

解釋力為 13.7%。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人際關係的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長的社會支持、學生受到的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

愈高，學生的人際關係愈好，而學生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程、進修意願與學生人

際關係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為 12.7%。在全部高中新住民子女人際關係模式

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長受到社會支持、學生學習

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學生人際關係愈好，而學生知覺家長培力課程與人際關係

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為 13.0%。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所以沒有多元

共線性問題。 

 

表 4-49  新住民子女人際關係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2.44**  2.27**  2.36**  

家庭 SES -0.01 -.02 0.03 .06 0.00 .01 

文化資本 -0.10 -.04 0.02 .01 -0.05 -.02 

社會資本 0.04 .05 -0.04 -.05 0.01 .01 

培力課程 -0.12** -.17** -0.11** -.16** -0.12** -.17** 

進修意願 0.01 .01 -0.08* -.11* -0.02 -.04 

社會支持 0.06 .05 0.15** .14** 0.09** .09** 

公共參與 -0.01 -.01 0.11 .07 0.04 .03 

學習動機 0.02 .02 0.02 .03 0.02 .03 

學習支持 0.10** .13** 0.13** .17** 0.11** .15** 

自律學習 0.24** .27** 0.18** .21** 0.22** .25** 

最高 VIF 2.30  2.25  2.28  

adj-R2 .137  .127  .130  

F 值 17.41**
  11.09**  26.81**  

* p < .05. ** p < .01. 

 

(四)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的迴歸分析如表 4-50 所示。模式

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其中家長的社會資本、家長獲得的社會支持、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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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愈高，其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

而學生知覺家長進修意願與學生的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

為 26.6%。在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的模式之 F 值達 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學生學習動機、學生受到學習支

持與自律學習愈高，學生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而學生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

程與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為 22.0%。在全部高中新住民

子女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模式之 F 值達顯著水準(p < .01)，代表模式適配，其中

家庭社會資本、家長受到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

學習愈高，學生的整體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而學生知覺家長培力課程與整體非

認知學習表現為負向關聯，模式解釋力為 23.9%。三個模式的 VIF 都小於 3.0，

所以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50  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有關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變項／參數 b  ß b    ß  b ß   

常數 1.64**  1.69**  1.68**  

家庭 SES 0.01 .01 0.00 .00 0.00 .00 

文化資本 -0.08 -.03 0.02 .01 -0.04 -.02 

社會資本 0.08** .11** 0.00 .00 0.05** .07** 

培力課程 -0.04 -.06 -0.09** -.15** -0.06** -.10** 

進修意願 -0.05* -.08* -0.02 -.03 -0.03 -.06 

社會支持 0.07* .08* 0.14** .17** 0.10** .11** 

公共參與 0.09* .07* 0.09 .07 0.09** .07** 

學習動機 0.10** .15** 0.06** .10** 0.08** .13** 

學習支持 0.10** .17** 0.15** .25** 0.12** .20** 

自律學習 0.21** .28** 0.14** .19** 0.17** .24** 

最高 VIF 2.29  2.28  2.28  

adj-R2 .266  .220  .239  

F 值 38.06**
  20.49**  54.92**  

* p < .05. ** p < .01. 

 

三、新住民子女的相關因素對非認知學習表現影響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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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於新住民子女的相關因素對非認知學習表現影響彙整如表 4-51所

示。大致看出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對於幸福感受、自我效能、人際關係與非認知學習表現有正

向顯著影響。 

 

表 4-51  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預測因素的彙整 

項目 幸福 感受  自我 效能  人際 關係  整體 非認知 學習 

類型 高中 高職 全部 高中 高職 全部 高中 高職 全部 高中 高職 全部 

家庭

SES 

+ - + + + + - + + - + + 

文化

資本 

- + - + - - - + - - + - 

社會

資本 

+** + +** +* + +* + - + + + +** 

培力

課程 

- - - - -** -** -** -** -** -** -** -** 

進修

意願 

-* - -* - + - + -* - + - - 

社會

支持 

+ +** +** +* + +** + +** +** + +** +** 

公共

參與 

+** + +* + +** +** - + + -  +** 

學習

動機 

+** +** +** +** +** +** + + + + +** +** 

學習

支持 

+** +** +** +* +** +** +** +** +** +** +** +** 

自律

學習 

+** +* +** +** +** +** +** +** +** +** +** +** 

adj-R2 .191 .165 .171 .214 .174 .193 .137 .127 .130 .266 .220 .239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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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壹、模式的適配度 

 

 臺灣後中等教育之技術型高中與普通高中，雖然學制都是學習年限三年，但

是卻有截然不同的學校類型，包括在學生學習目的、學生未來發展路徑、學校教

育目的、升學管道、學習內容、課程與教學、師資來源、學生來源等都有極大差

異。如果將這兩群學生分別分析更可以瞭解兩群新住民子女對家長成長知能、學

習特質與學習表現的影響情形。本研究以圖 3-1 的研究架構為基礎，進行相關變

項之間的 SEM 模式檢定。在參考余民寧（2006）、Hair、Black、Babin 及

Anderson(2019)之建議，以整體適配度指標來針對本研究架構之理論模式與觀察

資料之間的整體適配程度進行評鑑。模式分為全體樣本、普通高中樣本及技術型

高中樣本來進行，各樣本情況下的整體適配度指標值如表 4-52 所示。表中看出，

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及全部樣本模式的各種適配指標估計值，雖然三個模式的

χ2值都達到顯著程度(p<.01)，然而卡方值受到樣本數過多而影響其模式適配性，

需要從其他適配指標來評估。三個模式的 NNFI、NFI、GFI、AGFI、IFI 都高於.90

以上，代表模式在這些指標適合，在 RMR、SRMR 亦都符合適配的標準。因此

所蒐集到資料經過檢定之後，三個模式都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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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新住民子女的結構方程式模型檢定之整體適配度指標 

指標 普通高中 技術型高中 全體樣本 適配條件 

χ2 422.21 304.8 624.38  

Df 55 55 55  

P .00001 .0001 .00001 > .05 

RMSEA .079* .081 .077* < .08 

NFI .93* .92* .93* > .90 

NNFL (TLI) .91* .91* .91* > .90 

CFI .93* .93* .94* > .90 

IFI .93* .93* .94* > .90 

RFI .90* .89 .91* > .90 

GFI .94* .94* .95* > .90 

AGFI .90* .89 .91* > .90 

RMR .061* .066* .058* < .10 

SRMR .061* .066* .058* < .10 

CN 202.14* 190.54 231.34* > 200 

N 1065 693 1758  

註： *表示該指數達到適配。 

 

 

貳、各參數估計結果 

 

由於原先假設研究架構之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之間，並無法直接完全適配，

後來依據修正指數(modification index)的參考建議進行模式修正後，獲得最後滿

意且適配程度之各參數估計值標準化解及其結構關係路徑圖，如表 4-53 及圖 4-1 

至圖 4-3 所示。表 4-53 看出，普通高中樣本模式的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學習特質

具有顯著影響（.74，p<.01)，也就是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正向影響學生

學習特質。同時學生學習特質也正向影響學習成就(.83，p<.01)，然而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沒有正向影響學習成就(-.02)，不過家庭背景透過學生

學習特質間接正向影響學習成就(.61)，而家庭背景與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關聯

為.68，也就是家庭背景愈好者，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會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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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新住民子女的結構方程式模式檢定之各結構參數估計值 

路徑/樣本 高中樣本 高職樣本 全體樣本 顯著性 

家庭背景 ->學生學習特質 .74* .70* .72* .01 

學生學習特質 ->學習成就 .83* .56* .68* .01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學習成就 -.02 .34* .14* .01 

家庭背景->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成就 .61* .39* .49* .01 

家庭背景與家長成長知能相關係數 .68* .65* .66* .01 

註：*表示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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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全體樣本(N=1,755)的模式標準化解結構關係路徑呈現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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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全體樣本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影響之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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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普通高中樣本(N=1,057)的模式標準化解結構關係路徑呈現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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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普通高中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影響之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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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技術型高中樣本(N=698)的模式標準化解結構關係路徑呈現如圖 4-3。 

 

 

                      .15     

             .89     .88    .49      

 

 

            

                             -.42     -.39       

            .33  .34  .72    .72   .01    .49 

                             

                                          

 

                         .52  1.04  .71                         .98   

                                                    .14         

                 .71**                                         .73 

       .65**                       .56**              .52 

                                                      

                        .34**                         .48       .77 

 

 

             .69  .65 .76  .64  

    

 

 

 

            .52   .25   .57      .42        .60      

 

 

圖 4-3 技術型高中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影響之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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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模式的意義 

 

 從表 4-53 及圖 4-1 至~圖 4-3 所示可知，最後適配的研究架構之理論模式涵

義，分別以全體、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樣本數值合併呈現，說明如下： 

    首先，全體高中生、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之家庭背景會直接

影響到學習特質，上述三個模式的直接影響效果分別為.72、.74、.70。也就是說，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都對於子女的學習特質有顯著影響。 

    其次，全體高中生、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之學習特質會直接

影響學習成就，上述三個模式的直接影響效果分別為.68、.83、.56。也就是說，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都對於他們的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可以看出，

對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的效果比起普通高中效果略低一些。 

    第三，全體高中生、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之家庭背景可以透

過學習特質而間接影響到學習成就，其間接影響效果分別為.72*.68=.4896(小數

取兩位為.49)、.74*.83=.61、.70*.56=.39；顯示兩類學校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

在此扮演家庭背景對學習成就影響的部分中介變項角色。換句話說，兩群子女的

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有其重要性。 

    第四，全體高中生、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到家長學習成

長知能會直接影響到學習成就，其直接影響效果分別為.14、-.02 (p>.05)、.34；

其中，高中樣本的影響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可見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感受

到家長成長知能相對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感受到的少。 

    第五，全體高中生、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之家庭背景與知覺

到家長學習成長智能之間分別具有.66、.68、.65 的正相關；亦即表示兩類高中新

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愈好者，子女知覺到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也會愈高。 

    從兩群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對學習特質的影響都達到顯著水準，普通高中與

技術型高中各為.74 與.70，兩者看起來數值差不多，可見兩群新住民子女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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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對他們的學習特質影響差異不大；而家庭背景透過學習特質對於學習表現影

響力也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表 4-53 看出普通高中樣本的效果值為.61，而技術

型高中的效果值為.35，換言之，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特質對學習表現的中介

效果高於技術型高中；然而更重要的是，普通高中的家長成長知能對學習成就並

沒有達到顯著影響，但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之家長成長知能對學習成就達到顯

著水準，其效果值為.34。上述看出，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感受到家長成長

知能對學習表現比起普通高中還要明顯。 

    整體來看，圖 4-1 至圖 4-3 所示的全部樣本、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

學生在結構方程式模型都是適配。在意義上，不管是普通高中或技術型高中新住

民子女，家庭背景會透過學生學習特質間接影響學習成就，然而新住民子女知覺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並沒有透過學生學習特質間接顯著影響學習成就，不過新住

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正向直接影響子女學習成就。 

 

 

第五節   研究結果的綜合討論 

 

壹、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的討論 

 

    如以全部調查樣本來看，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之父母親教育程度多以高中職

人數最多，家庭經濟收入以 4 至 8 萬元最多；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以男性監護人居

多，經濟狀況以普通最多。這些結果說明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屬於

良好，與社會刻板印象認為新住民子女屬於經濟弱勢者有別。進一步分析發現，

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庭社經地位、父母親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收入都明顯高

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可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比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還要高，接受 H1。以家庭文化資本來看，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

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之家庭文化資本不錯，也就是家庭學習資源沒有太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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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而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也沒有明顯不同。重要的是，普通高中

新住民子女課後補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可以理解普通高中以升學

為主，而技術型高中以就業為導向，因此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課後補習明顯比技

術型高中還多，可以理解這是臺灣多年來的社會現象。 

    在家庭社會資本方面，本研究所發現的臺灣全體高中、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不高，兩類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之家庭社會資本沒有

明顯不同。顯然，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學習多數操之於自己。可能是，雖然新

住民已來臺灣近二十年，但是仍對臺灣環境較無法掌握，子女進入高中階段就讀

之後，課業內容較難，不像在國民中小學的課業相對較為簡單，同時國小階段的

子女以生活照顧為主，因而家長會與其他家長或朋友分享子女在校學習表現相對

有限，所以在社會資本偏低，兩類高中家庭社會資本沒有明顯差異。 

    最後，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休閒活動偏低，這是因為新住民子女的庭社經地

位偏低，家長多忙於家計，較沒有陪伴子女休閒。這與 Liu 和 Gao(2011)的研究

發現接近。其中到圖書館(含逛書店)看書較高。新住民子女到圖書館看書、會上

網學習數位教材等相關課程方面，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參

觀美術展與文藝展覽則是技術型高中明顯高於普通高中。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休

閒活動偏低，多以到圖書館看書為主，這與升學有關，而目前網路及手機相當普

遍，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上網學習數位教材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

不過技術型高中學生較沒有升學壓力，他們的參觀美術展與文藝展覽明顯高於普

通高中。整體來看，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休閒活動偏低，普通高中學生明顯高於

技術型高中。 

 

貳、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

不僅曾參與增能課程相當低，而且在未來想要參加培力課程不高。兩類型高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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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加知能課程不高，經過統計檢定之後，兩群子女在培力課程

沒有明顯差異。很可能是這些項目由新住民子女知覺，不一定是家長的真實情

形；另一方面可能實際參與培力課程很少，主因在於高中階段子女即將進入成年

人，新移民女性多在四十歲左右，對於這些培力課程學習動機下降，新住民有穩

定工作，忙於工作及家庭，沒有考量額外學習相關培力課程等，這些因素讓新住

民女性參與培力課程不高的原因之一。在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有相同情形，也

就是全部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不高，因為

全部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不高，所以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

長進修意願沒有明顯差異。這是新移民女性以照顧家庭與賺錢養家為主，所以對

於進修意願不高。 

    在社會支持方面，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工具支持尚可，其中以

家長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健康醫療與心靈成長等資訊最高，可見兩類高中的

家長獲得健康醫療及心靈成長的工具支持較多。整體上，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

得工具支持尚可，但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整體工具支持以及各項工

具支持之間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

工具支持尚可。新住民來臺灣需要更多身心靈及醫療支持，所以在接獲政府與民

間機構提供健康醫療與心靈成長等資訊較高，這是未來政府應持續強化的重點。 

    在獲得心理支持方面，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心理支持高於平均

值，其中家長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會諮詢醫生專業意見最高；在遇到生活問題會向

親友尋求協助不低；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不低；這代表兩類高中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獲得心理支持還不錯。但是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心理支

持以及獲得各項心理支持之間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

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心理支持良好。這說明，政府及民間機構提供給新住民的心理

支持之相關資源獲得新住民肯定，也是協助新住民獲得心理支持的主因之一。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良好的訊息支持，其中家長在遇到個人健

康問題會前往醫療院所尋求治療最高，遇到問題會有親戚主動來關心不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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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還不錯。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

整體訊息支持明顯高於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在

遇到生活問題會有鄰居主動協助、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會從政府機關提供諮

詢解惑等，都明顯高於普通高中的學生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兩類高中新住民

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包括工具支持、心理支持及訊息支持)良好，兩者之

間沒有明顯不同。整體來看，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訊息支持

良好。 

    在家長擔任各種志工方面，兩類高中的學生知覺家長曾擔任者低，其中曾擔

任學校(包括幼稚園、國小、國中或高中等)志工及社區志工(含巡守隊、村里辦公

室、社區發展協會等)相對較高，而擔任非營利團體的志工(如育幼院、老人安養

院志工)、海外志工推展多元文化、醫院志工、環保志工、新住民相關團體志工

都不高。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擔任志工之間沒有明顯不同。這是家長

仍以養家賺錢為主，願意擔任志工情形較少。加上高中職教育不像國小階段有導

護、說故事或其他參與校務機會，所以在這方面志工機會自然更少。整體來看，

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志工參與都不高。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分享不高，而普通高中學生的家長會與家

人分享對政治議題看法較高，家長會參加宗教組織集會分享較低；技術型高中學

生知覺家長會參與市政(地方區域性)公聽會討論較低，整體上高中階段新住民子

女知覺家長參與分享不高。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會與家人分享對政治議題看法

上，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在此情形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而技術型高中

的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會參與市政公聽會討論明顯高於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

知覺家長會參與這類活動。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包括擔任志

工及參與分享)之間沒有明顯不同。這是新住民子女家長仍以養家為主，較不易

公共參與。因此，全部高中、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分享參與和公共參與

不高。基於上述，兩群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間沒有明顯差異，因

此，拒絕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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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都認為學習數學是要進入心目中的理

想學校最高，代表新住民子女數學學習重要目的仍在升學。臺灣目前高中階段教

育體制仍以升學為主，所以學生會把學習主要科目視為升學目的之一。普通高中

新住民子女在內在學習動機、外在學習動機及整體學習動機都明顯高於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這說明普通高中學生升學壓力比技術型高中還要明顯，所以普通

高中新住民子女會更在意外在誘因來學習數學。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可以感受到爸媽對我的關心、爸媽會

鼓勵我唸書最高，這代表新住民子女的家長仍關心其學習表現，而不是刻版印象

僅以賺錢養家為主。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認為爸媽會指導我的課業最低，這可能

是家長對於高中階段的課業較不熟悉，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有些家長需要賺錢養家

較無暇指導子女課業。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學習支持明顯高於技術型高

中，尤其會和爸媽談論學校發生的事、可以感受爸媽對我的關心等。這說明普通

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地位較高，在普通高中以升學前提下，這些家長的學習

支持會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此外，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遇到課業

問題時，會自己找尋答案（如上圖書館或網路搜尋等）、會找方法解決問題最高，

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則以會找方法解決問題最高，代表兩類高中的新住民子

女在遇到課業問題會主動找方法來解決問題；不過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會事先預

習課程內容最低，某種程度也說明新住民子女對於課業的學習沒有很積極。 

    最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同時普通高中新

住民子女回到家會複習上課所學、會盡力學習重要上課內容、會按時完成老師交

代作業等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這符合上述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內在外在學習

動機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也就是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會更積極完成學校課業。

整體來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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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我要求、自我監控及時間管理比技術型高中好。整

體來看，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特質明顯不同，接受 H3。 

 

肆、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及非認知學習表現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具備基本數學素養，然而在函數、拋

物線、機率、期望值、統計等較抽象的數學素養仍需加強，這些數學所反應了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

通表達、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等數學素養目標。普通高中及其數學教師應針對新

住民子女強化這方面素養。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數學素養題目答對整體平

均數之上，換言之，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達到基礎級。整體來看，技

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還不錯，僅在三角函數答對偏低，代表技術型高中

新住民子女在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數學素養目標需要加

強。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都高於平均值，而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

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及幸福感受都不低。可見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自我效能、

人際關係與幸福感都不錯，這些是新住民子女在學校適應很重要因素。而技術型

高中新住民子女在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幸福感受明顯高於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而

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在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之間沒有明顯不同。可能是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較沒有升學壓力，因而在幸福感受或快樂明顯高於普通高中。 

    在各學習領域滿意程度方面，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領域整體滿意度良

好，而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文科滿意度都高於平均值，理科滿意度低於平均

值，這看出文科滿意度高於理科滿意度。此外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國文學習領

域滿意度較高，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以公民及社會學習領域較高。可見新住民

子女對於國語文以及對於社會領域學習最滿意。不過兩類學校學生學習領域滿意

度最低為物理，數學滿意度也不高，可能是物理及數學較為抽象難學，所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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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新住民子女對於理科學習感到較不滿意。這代表高中階段數理教師應鼓勵或

引導新住民子女對於數學或物理產生學習興趣，進而喜歡學習數學及物理。而高

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文科、理科學習領域滿意度之間沒有明顯差異，但技術型高

中學生整體學習滿意度高於普通高中，接受 H4。這是技術型高中學生比較沒有

升學壓力，因而對學習科目較不會討厭，因而滿意度較高。 

 

伍、不同家庭結構之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母親國籍方面，普通高中的本國籍學生家庭社經地

位、家長接受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生學習支持、自律

學習、數學素養明顯都高於母親為外國籍者，接受 H5、H6、H7。在技術型高中

方面，我國籍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明顯高於學生的母親原國籍為外國籍者，而新住

民子女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本國籍子女，但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學

習成就之間沒有明顯差異。很特別的是，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明顯高

於本國籍子女。所有高中學生來看，母親原國籍為外國籍新住民子女在家庭社經

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

學習比我國籍還低，但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學生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我國籍學生。這

可以看出，不是新移民子女身分的普通高中生在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都比母親原國籍為外國籍者還要高，這說明普通高中新

住民子女在學習表現仍要加強，而由於新移民女性對於臺灣環境熟悉程度不高，

所以在培力課程、公共參與、社會支持及進修意願較低。然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

子女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本國籍子女是特別發現。 

    在不同父親國籍方面，父親為外國籍新住民子女的普通高中生之家庭社經地

位比我國籍還低，但是子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比我國籍高，因此拒絕 H8。在技

術型高中方面，我國籍與外國籍在所有項目之間都沒有明顯差異。在全部高中生

方面，父親為外國籍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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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共參與、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自律學習、學習領域滿意度、非認知學習

表現、數學素養和本國籍學生之間沒有明顯不同，因此拒絕 H9、H10。可能是

臺灣女性嫁給外國籍男性，通常男性教育程度或職業聲望比女性高，在這種所組

成的家庭社經地位不會比臺灣女性嫁給臺灣男性低，因此不同父親國籍在上述項

目之間就沒有明顯差異。 

    其次，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長參與培力課程不高，但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程有差異，以港澳地區明顯高於中國大陸籍及越

南籍新住民子女。在技術型高中方面，港澳地區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

程明顯高於中國大陸籍的新住民子女。這可能是港澳地區新住民家庭社經地位較

高，所以有較多時間參與，相對的，來自中國大陸及越南的新住民女性則否。 

    在家長培力課程方面，普通高中以來自港澳地區新住民女性較高，越南較

低，技術型高中以馬來西亞較高，其他類(以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較低。可能

是來自這些國家新住民家庭社經地位較高，願意接受培力課程較高。普通高中新

住民子女家長進修意願以港澳地區較高，東南亞國家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緬甸

較高，其他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獲得社會支持以港澳較高，以柬埔

寨較低，技術型高中以馬來西亞較高，緬甸較低；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家長公

共參與以港澳較高，馬來西亞較低；技術型高中以其他類較高，馬來西亞較低。

上述大致看出，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在培力課程、進修意願、公共參與、社

會支持大致以港澳地區或其他類(以日、韓及新加坡)新住民女性較高，而以東南

亞國家較低，這代表了應留意來自東南亞國家新住民學習成長知能提升。 

    在不同母親國籍之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方面，港澳地區的新住民子女學

習支持明顯高於中國大陸及越南籍新住民子女。在技術型高中方面，不同國籍新

住民子女學習特質之間沒有明顯差異。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其他類較

高，柬埔寨較低，技術型高中也是其他類較高，馬來西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

子女學習支持以港澳地區較高，柬埔寨較低，而技術型高中以緬甸較高，馬來西

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以港澳較高，柬埔寨較低，技術型高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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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較高，馬來西亞較低。上述大致看出，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

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大致以港澳地區或其他類(以日韓及新加坡)較

高，而以東南亞國家較低，這應留意來東南亞國家新住民的子女學習特性。 

    在不同母親國籍的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在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

(包括自我效能、人際關係與幸福感受)、學習領域滿意度(包括文科領域及理科領

域滿意度)之間沒有明顯不同，但新住民子女的母親國籍來自馬來西亞的數學素

養較高，泰國較低；技術型高中以其他類(以日、韓及新加坡)較高，馬來西亞較

低。在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以港澳地區籍子女較好，馬來西亞

較低；技術型高中除了母親國籍來自馬來西亞較低之外，母親其他國籍新住民子

女非認知學習表現良好，其中以港澳地區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較好。在自

我效能及人際關係與幸福感方面，不同母親國籍的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良好，且

都以港澳地區較好，馬來西亞較低。 

    第三，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間沒有

差異，拒絕 H11。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說東南亞國家語言，家長接受培力課

程較高，以說英語較低；技術型高中以說客語較高，以原住民語較低。可見新住

民子女在家說東南亞國家語言的家長期待接受更多培力課程。普通高中家長進修

意願，以說原住民語及東南亞國家語言者較高，客語較低；普通高中家長獲得社

會支持，以說東南亞國家語較高，以說原住民語最低，技術型高中以說東南亞國

家語較高，以說英語較低。可見新住民子女在家說東南亞語之家長獲得社會支持

較多。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以說東南亞語較高，以說原住民

語較低，這說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願意公共參與較高。 

    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之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

自律學習之間沒有差異，拒絕 H12。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以在家使用

英語者較高，在家使用原住民語溝通較低；技術型高中方面，在家使用東南亞國

家語者較高，說原住民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支持，以在家使用英語

者較高，以說國語者較低；而技術型高中方面，在家以客語溝通者較高，在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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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較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以在家使用英語者較高，在家說原住

民語者較低；技術型高中以其他類較高，以說原住民語較低。 

    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的數學素養、非認知學習

表現、學習領域滿意度之間沒有差異，拒絕 H13。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說閩

南語、國語、東南亞國家語、英語、客語者的數學素養都高於說原住民語。高中

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不同語言者的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及幸福感良好。這說

明了不管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類型，在非認知學習表現都很好。在學習領域

滿意度方面，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說英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較高，說原住民

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最低；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以東南亞語溝通的學習

領域滿意度最高，而以說原住民語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較低。 

    最後，不同的家庭結構之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培力課程、

進修意願、公共參與、學生學習動機、自律學習、數學素養、非認知學習表現、

學習領域滿意度之間並沒有明顯不同，只有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支持有顯

著差異。上述代表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不管和誰同住，子女所知覺的家長學習成

長知能、學習成就之間沒有明顯差異，僅有在普通高中學習支持。如果新住民子

女和爸媽祖父母、和爸媽、只和媽媽的學習支持都明顯高於只和爸爸，這可以看

出，如果新住民子女家庭結構較完備，提供給子女學習支持會更多。 

 

陸、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

特質與數學素養關聯的討論 

 

一、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相關因素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新住民子女數學學習動機對於數

學素養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就讀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的學習動機愈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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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素養會愈好。這與許多研究發現一樣(張芳全，2017a；2021a)。同時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的自律學習愈好，數學素養愈好，可以理解是學生自我監控與管理

愈好，愈能在學習有好表現。這與 Zimmerman(1998)提出的自律學習理論的論點

一樣。而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家長的培力課程、進修意願及社會支持、學

習支持對於數學素養並沒有明顯關聯，因此拒絕 H14。就家庭社經地位來看，高

中階段的學生不一定受到家長教育程度及經濟收入決定性影響，高中生自主性

高，所以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習表現的關聯不大。這與張芳全(2021a)的研究發現

是一樣。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和數學素養為負向關聯，可能

是就讀技術型高中子女新住民家長的社會網絡薄弱，可以與其他家長分享機會

少，一方面是家長忙於工作較無暇與他人分享，所以會有負向關聯。而在家長成

長知能與數學數素養都沒有明顯關聯，這與學習投入理論的論點不同，也就是與

Russell、Ainley 與 Frydenberg(2005)的研究發現不同，可能是這些項目係由子女

知覺的資訊，子女感受不一定代表家長，所以在這方面會沒有明顯關聯。 

 

二、新住民子女相關因素對非認知學習表現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為負向顯著影響，這可以理解為數學

領域學習動機數，不是文科領域，所以數學學習動機愈好，數學學習好，因而理

科學習動機高，文科學習滿意愈低。而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愈高、知覺家長公共

參與愈多，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自律學習愈高，代表愈會自我監控與時間管理，

對於學習任務愈能掌握，所以在學習領域滿意度會愈高；而家長公共參與愈高，

子女學習領域滿意度高，這與 Keith 與 Keith(1993)指出，對子女最大幫助是學業

成就獲得提升，以及 Christenson 等人(1992)指出可以增加子女的學習動機與自尊

心等論點一樣。整體來看，拒絕 H16。 

    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公共參與、學生的學習動

機、學習支持與自律學習對於幸福感受、自我效能、人際關係與非認知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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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顯著影響，部分接受 H15，代表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愈多、公共參與愈高、

學生學習動機愈高、家長學習支持愈多以及學生自律學習愈高，幸福感受、自我

效能、人際關係與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這與 Khan 和 Husain(2010)研究指出，

積極的心理力量與主觀幸福感和社會支持呈正相關，以及社會支持會調節積極的心理力

量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代表社會支持顯著調節積極心理力量與幸福感的關係。換言

之，社會支持讓人感受到被關愛、受尊重與隸屬社會網絡之滿足。家長公共參與愈

高，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愈高，與 Keith 與 Keith(1993)指出，對子女最大幫助是

學業表現與成就獲得提升，以及 Christenson 等人(1992)研究指出，可以增加子女

學習動機論點一樣。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愈高，子女學幸福感

受及自我效能會愈高。然而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程愈多與進

修意願愈高，子女的自我效能、人際關係愈低，可能原因為子女感受家長未來是

否參與培力課程為主觀認知，不是家長真實反應，也可能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之

家長多數超過四十歲，忙於家計對於培力課程參與誘因下降，所以與上述的結果

變項為負向關聯。 

 

柒、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

特質對學習成就影響的討論 

 

    本研究透過 SEM 進行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家長學習成長知

能、學生學習特質對於學習成就的模式檢定發現，不管是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

或整體高中樣本新住民子女的模式適配。這三個模式的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學習特

質有正向顯著影響，這與 Bourdieu(1977)的文化資本理論的論點相近；學生學習

特質對於學習成就也有正向顯著影響，尤其是學生學習動機、自律學習與學習支

持對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這與張芳全(2021a)、Rehman 與 Haider(2013)的研究

發現相近，以及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對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這與陳信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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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琉(2021)的研究發現相近。同時學生的家庭背景透過學生學習特質間接影響學

習成就，這與陳奎熹(1990)的論點一樣，也就是學生的家庭背景不一定是直接影

響學習成就表現，而是透過許多中介因素間接影響學習表現。上述說明了高中階

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愈好，學習特質愈好，也就是在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

律學習愈好，這和許多研究結果一致，支持家庭文化資本理論論點。可能是新住

民子女家庭背景愈好，可以提供子女學習資源愈多，無形之中讓子女耳濡目染，

提高子女想要學習的動機與自我管理和自我要求能力。 

    此外，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也就是學習動機、學

習支持及自律學習愈好，其學習成就愈好。這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趙珮晴、余

民寧，2012；Sansone & Thoman, 2005；Song et al, 2011；Zimmerman, 1998)，也

與學習動機理論、學習支持理論論點一致。這可以理解學習動機愈高、家長給予

學習支持愈多，以及愈會自律學習，對於學習任務愈能掌握，因而學習成就，包

括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就愈高。 

    更重要的是，技術高中及全部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直接影

響學習成就，也就是技術高中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愈高，子女學習成就愈好，這與

學習投入理論及鷹架理論論點一致，也就是家長愈多學習成長知能，新住民子女

學習成就愈好。然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沒有直接影響學習成

就。雖然普通高中學生來自的家庭社經地位較高，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明顯高於技

術型高中的家長，然而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對於子女學習成就影響較不明顯，而技

術型高中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較低，但是對於子女學習成就影響較明顯。 

    最後，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透過子女學習特質間接影

響學習成就，也就是學習特質具有部分中介效果，這與張芳全(2021a)的研究發

現相同，接受 H17。從模式來看，家庭背景對於學習成就沒有明顯直接影響，而

家庭背景對學生學習特質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有顯著影

響。因此判定學習特質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全部高中樣本、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

中新住民子女學習特質的中介效果量分別為.49、.61 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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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探討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家庭背景、學生學

習特質與學習成就的關聯性。本研究的貢獻與價值如下：1.具有開創性。現有對

高中學生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養表現、非認知學習表

現及學習領域滿意度影響之研究相當少，尤其沒有針對新住民子女探究。本研究

以臺灣的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數學素

養表現及非認知學習表現研究具有開創性。2.具有推論性。本研究依據抽樣原理

與考量抽樣代表性及充足性和臺灣的高中階段學校分布，針對全國高中階段學校

進行抽樣，其中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各有 32所及 34所，各發出 8,600分及 1,400

份大規模調查，最後各回收 7,575 份及 1,011 份，在新住民子女各有 1,209 及 799

名，並分析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習成就差異，所獲得

結論具有可靠性與推論性。3.具有學理性。本研究以 SEM 分析影響新住民子女

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的影響，納入家庭背景、學生

學習特質及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的理論作為檢定模式依據，所以具有學理價值。4.

具有基礎性。本研究以標準化數學素養測驗來瞭解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

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從這調查資料分析可以瞭解普

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

成就的影響。5.具有實務性。配合新課綱實施，以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

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包括數學素養、非認知學習表現與學

習領域滿意度，找出與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以提供學生、家庭、學校及政府在

改善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習策略，作為輔導學生學習參考。茲

將結論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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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地位屬中等，文化資本足、家庭社

會資本與子女休閒活動偏低與課後補習少；普通高中子女家

庭社經地位與課後補習高於技術型高中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之父母親教育程度多以高中職最多，

家庭經濟收入以 4 至 8 萬元最多；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以男監護人員居多，經濟狀

況普通。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地位、父母親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收入明

顯高於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不錯，普通高

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沒有明顯不同，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

課後補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社會資本及休閒活動偏

低，兩類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社會資本、休閒活動之間沒有明顯不同。 

 

貳、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偏低，但獲得良好社

會支持；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學習成長知能之

間沒有明顯不同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曾參與增能課程與未來想要

參加培力課程都偏低，兩類高中子女知覺家長接受培力課程之間沒有明顯不同。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包括工具、心理及訊息支持良好，兩

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加長獲得工具、心理及訊息支持之間沒有明顯不同，其中

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工具支持尚可，其中以家長接獲政府與民間機

構提供健康醫療與心靈成長資訊最高；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良好心

理支持，其中家長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會諮詢醫生專業意見最高，同時遇到生活

問題，會向親友尋求協助不低；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也不低；高中階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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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良好訊息支持，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還不

錯。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明顯高於普通高中。高中階段

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分享參與和公共參與均不高，兩類高中之間沒有明顯不同，

其中(一)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曾擔任志工不高，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

覺家長擔任志工沒有明顯不同；(二)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分享不

高，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公共參與沒有明顯不同。 

 

參、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數學學習動機、學習支持與自律

學習良好，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數學學習動機、學習支持

與自律學習沒有明顯不同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數學學習動機不低，普通高中新住民

子女的內外在學習動機及數學學習動機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高中階段新住民子

女獲得家長良好的學習支持，而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支持明顯高於技術

型高中。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良好，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明顯

高於技術型高中。 

 

肆、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表現良好，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具

有基礎級數學素養、在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幸福感與學習

領域滿意度等非認知學習表現良好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具備基礎級數學素養，然而普通高中

學生在函數、拋物線、機率、期望值、統計等數學素養需加強，技術型高中在三

角函數應加強。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及幸福感受良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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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的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幸福感受明顯高於普通高中，自我效能

與人際關係之間則沒有明顯差異。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學習領域滿意度良好，

文科滿意度又高於理科滿意度，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國文學習領域滿意度最高，

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以公民及社會學習領域滿意度最高。兩類高中學生學習領

域滿意度最低為物理。 

 

伍、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

習特質及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普通高中學生的母親為本國

籍之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

學素養明顯高於外國籍；技術型高中學生的母親為本國籍之

家庭社經地位明顯高於外國籍，而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高於

本國籍子女，而不同國籍子女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學生學

習特質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普通高中學生的母親為本國籍家庭社經地位、家長

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母親為外國籍者。而技術型高

中學生的母親為本國籍的家庭社經地位明顯高於外國籍者，而新住民子女數學素

養明顯高於本國籍子女，但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沒有明

顯差異。(二)普通高中學生的父親為外國籍的家庭社經地位比我國籍還低，但子

女知覺家長進修意願比我國籍高。技術型高中學生的父親為我國籍與外國籍在家

庭 SES、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成就之間沒有明顯不同。(三)

不同母親國籍之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參與培力課程，以港澳地區明顯高

於大陸地區及越南籍新住民子女。在技術型高中方面，來自港澳地區家長參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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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課程明顯高於大陸地區新住民子女。(四)不同母親國籍之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

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子女學習特質大致以港澳地區或其他類(以日韓及新加坡)新

住民女性較高，而以東南亞國家較低。(五)不同母親國籍的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

在學習成就之間沒有明顯不同，但母親國籍來自馬來西亞的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

較高，來自泰國較低；技術型高中則以來自日韓及新加坡較高，東南亞國家較低。

不同母親國籍的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及人際關係與幸福感良好，且都以

港澳地區較好，東南亞國家較低。(六)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知

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間沒有差異，新住民子女在家說東南亞國家語言的家長期

待接受更多培力課程、獲得社會支持較多。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願意公共參

與較高。(七)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在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成就

之間沒有差異，但非認知學習表現良好。 

 

陸、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是預測數學素養、自我效

能、人際關係、幸福感受等學習成就表現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學習動機愈高，數學素養愈好，其

中技術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愈好，數學素養愈好。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

SES、文化資本、家長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學習支持對數學素養沒

有明顯關聯。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自律學習愈高，學習領域滿意度愈

高；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愈多，文科學習領

域愈高。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與公共參與愈高、學生學習

動機愈高、家長學習支持和學生自律學習愈高，在幸福感受、自我效能、人際關

係與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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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學習特質，學生

學習特質對學習成就，以及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對學習成就有

正向顯著影響，學生學習特質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正向影響學生學習特質，

學生學習特質正向顯著影響學習成就；整體樣本及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

成長知能愈高，學習成就愈好，然而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沒

有直接影響學習成就；全部高中、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透

過子女學習特質間接影響學習成就，學生學習特質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第二節  建議 

 

    針對上述的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建議，如下： 

 

建議一、政府及學校應關注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

景，鼓勵新住民子女善用家庭資源與增加休閒活動 

 

    結論一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屬中等，經濟狀況普通，然而文化

資本佳，而家庭社會資本及子女休閒活動與課後補習偏低；普通高中子女家庭社

經地位與課後補習高於技術型高中。 

 

一、立即可行建議 

 

    學校及教師應關注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狀況，教師可以透過班級

學生的手機群組來瞭解家長鼓勵子女使用家庭資源與休閒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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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程建議 

   

    政府(教育部及移民署)應有計畫式對於高中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及其家長長

期的追蹤調查，以瞭解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的家庭背景狀況，包括新住民家庭資

源、休閒活動、學習成長知能活動等狀況。 

 

 

建議二、政府及學校應提供多元培力課程讓新住民子女家長

參與，增加誘因鼓勵新住民進修，提供社會支持協助新住民 

 

     結論二指出，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學習成長知能、進修意願與公共參

與偏低，但獲得良好社會支持；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

學習成長知能、進修意願、公共參與都不高，所以兩類高中在這些面向沒有明顯

不同。 

 

一、立即可行建議 

 

    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應提供多元培力課程讓新住民子女家長參與，提高他

們的知能。學校與民間團體在規劃新住民培力課程應以生活化及提升職能方式來

鼓勵新住民升學進修，而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學生導師及輔導單位應持續提

供社會支持，包括工具、心理及訊息支持，以提高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尤其技

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訊息支持明顯高於普通高中。普通高中與技術

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分享參與和公共參與以及志工參與不高，學校可以鼓

勵家長多參與學校志工，新住民應有社會關懷，在時間允許應投入各種志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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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學校應鼓勵新住民子女參與《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在地創生培育營》透過新

住民子女更多互動，以增加新住民子女瞭解家長在移民後的學習困難、生活需求

等，以更能瞭解家長所需要的成長需求。 

 

二、中長程建議 

 

    政府(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協辦機關：教育部)應持續的研擬中長期新

住民培力方案計畫，這方面內容應包括對於地方政府或學校在實施新住民培力方

案的經費補助、計畫執行評估，以及行銷和傳播新住民接受培力方案有改善職能

者的經驗分享，更重要的是政府(包括教育部及移民署等)應延續性執行新住民培

力方案。地方政府則依據地方的新住民學習需求有短中長期的新住民培力方案計

畫，透過有系統及時間期程匡列預算，邀請專家學者及來臺多年新住民設計培力

課程，以及設計多元培力課程方式，並提供參與培力課程之後給予相關證照，讓

新住民更多參與。而學校及民間團體(包括新住民的非營利團體)可以向政府申請

新住民培力計畫方案，運用相關資源，來增加新住民參與培力課程機會，以提高

新住民的職能。同時應提供誘因，例如提供給新住民的學費補助，鼓勵新住民升

學進修，並持續在就業、醫療等提供社會支持，包括工具、心理及訊息支持，以

提高新住民的生活適應。 

    尤其家長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健康醫療與心靈成長資訊最高，代表新住

民對這方面需求殷切，政府(包括移民署、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的社政單位等)

更應在這方面提供更多訊息支持。雖然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良好心

理支持，其中家長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會諮詢醫生專業意見最高，新住民遇到生

活問題會向親友尋求協助不低；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不低，這說明學校及

家庭提供心理支持相當重要。 

    總之，持續執行及規劃《新住民及其子女海外培力計畫》，除了評估執行成

效之外，更應在疫情趨緩前提下，持續執行與規劃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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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教師應持續鼓勵及誘發新住民子

女數學學習動機，鼓勵學生自律學習與家長持續給予學習支

持 

 

    結論三指出，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數學學習動機不低，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

的內外在學習動機及數學學習動機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 

    立即可行建議方面，鼓勵及誘發學習動機更具體作法如下:學校及教師應強

化教材的生活化、情境化、影音化、視覺化、脈絡化等，教師在設計教材應從上

述著手，有助於學生學習。在教學方式，以問題本位的學習方法，讓學生從生活

問題，慢慢找尋問題答案，有助於提高學習動機。在教學評量上，不限於紙筆測

驗，給予實作、檔案或作業練習，來提高新住民子女動手作，讓新住民子女學習

動機提升。學校及教師應關注學生非認知學習表現，就是不要僅重視學科的知識

學習動機，更應注意學生的情意學習興趣等，教師若能注意新住民子女各科目的

學習興趣亦可以提高學習動機。當然教師輔導學生找到學習的意義及價值，引起

學習動機，尤其新住民子女很容易自己認為自己能力不好、準備時間不充份及沒

有妥善規劃學習內容，慢慢失去學習動機，在學習任務完成就相對減弱。因此教

師應輔導學生找到學習的意義、興趣與價值，更可以提高學習動機。當然教師提

供給學生在隨堂或課後作應該有意義，學生交回的作業給予立即回饋，讓學生瞭

解他們問題所在，並瞭解回家作業價值，運用正向學習態度，以提高新住民子女

學習動機。平時在校學習上，教師多給予學生肯定，不任意批判學生，多給予學

生正向回饋，少給予否定語言，也有助於學生動機提升。當然教師輔導新住民子

女，輔導他們自我肯定技巧，不任意放棄學習任務及機會，尤其對比較困難的學

習科目，例如數學、自然及英語等，鼓勵學生不要放棄，不斷投入學習，透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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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指導學生的自我肯定、自我成就感、自我比較、正向回饋，也有助於新住民子

女學習動機提升。 

    雖然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獲得家長有良好學習支持，以及普通高中新住民子

女家長學習支持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這方面對家長立即可行建議是，普通高中

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平時應持續給與子女學習支持，並常與學校師長聯絡，而對於

技術型高中的家長宜花更多時間來支持子女學習表現。雖然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

的自律學習良好，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明顯高於技術型高中，但是家長

及學校教師應運用各種方式引導學生自我要求與自律學習，包括提供自律學習典

範、導師引導學生規劃學習計畫，讓學生建立自律學習的習慣，尤其技術型高中

及家長更應該如此。 

    總之，建議普通高中的數學教師應運用生活化、活潑化的教學方法，同時在

設計教案時應融入生活議題，多元化的教學來誘發學生學習動機；而技術型高中

的數學教師宜運用更多元、活潑及結合生活實用的案例引導學生學習數學。 

 

建議四、學校及教師以多元教學策略，提高新住民子女數學

素養與非認知學習表現，讓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人際關

係、幸福感與學習領域滿意度提升 

 

    結論四指出，普通高中與技術型新住民子女已具備基礎級數學素養表現，然

而普通高中學生在函數、拋物線、機率、期望值、統計等數學素養表現較弱。 

 

    立即可行建議方面，普通高中及數學教師在學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應檢討學

生這方面學習問題，鼓勵教師進行對於這類主題教學優良教師進行教學觀摩，同

時數學教師應參加教學及教案設計研習，設計活潑與易於學習的抽象素養內容，

以提高學生在這方面的素養；而技術型高中及教師對於新住民子女的三角函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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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而學校改進方式如上所述。 

    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人際關係及幸福感受良好，技

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非認知學習表現及幸福感受明顯高於普通高中，自我效能與

人際關係之間則沒有明顯差異。 

     立即可行建議方面，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及教師應輔導學生瞭解自我的

學習狀況，不斷改善學習問題，以提高新住民子女的自我效能、人際關係與幸福

感受。同時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領域滿意度良好，文科滿意度又高於理科滿

意度，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國文學習領域滿意度最高，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以

公民及社會學習領域滿意度最高，兩類高中學生學習領域滿意度最低者為物理。

因此兩類高中應持續維持或改善學生在學習領域不滿意情形，而普通高中及其教

師應瞭解學生對於數學及物理不滿意原因，找出原因改善學生這方面滿意度。 

 

建議五、提升普通高中新住民子女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改善

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在技術型高中應改善本國籍子女數學

素養 

 

    結論五指出，普通高中學生的母親為本國籍之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學習成長

知能、學生學習特質、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母親為外國籍。而技術型高中學生的母

親為本國籍的家庭社經地位明顯高於外國籍，而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明顯高於本

國籍子女。因為家庭社經地位不易改變，所以透過教師的教學與輔導來提升學生

的數學素養表現。在普通高中方面，母親國籍來自於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子女的

數學素養有所不同，而技術型高中方面，母親來自於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

子女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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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可行建議 

 

    普通高中應針對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子女多給與課後的學習扶助，而技術型

高中則應針對母親來自馬來西亞的子女平時多給與學習支持和輔導。雖然不同母

親國籍的高中階段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及人際關係與幸福感良好，且都以港澳地

區較好，但是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的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較低，學校應注意這些

學生的非認知學習表現。 

    結論指出，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在家使用語言別所知覺家長學習成長知能之

間沒有差異，但新住民子女在家說東南亞國家語言的家長期待接受更多培力課

程、在社會支持獲得較多。母親為外國籍的子女就讀普通高中的數學素養較低；

而技術型高中則較高。立即可行具體建議方面，普通高中及其教師應透過學校相

關會議(包括校務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來檢討，提出改善新住民子女數學素養

學習策略，而技術型高中及教師也應透過學校相關會議或教學觀摩，並鼓勵教師

教案創意設計，讓活潑的數學學習教材來提高本國籍子女數學素養策略。 

 

二、中長程建議 

 

    政府(移民署及教育部等)應持續追蹤瞭解高中階段新住民子的學習狀況，並

提出改善方案，以強化新住民女性子女學習成長知能，尤其在兩類高中以港澳地

區新移民在培力課程參與較高，同時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大陸地區、越南籍、柬

埔寨、緬甸、馬來西亞在培力課程參與較低。政府應持續追蹤調查新住民培力課

程的需求，並針對來自這些國家的新移民提供培力課程需求。同時政府宜持續推

動新住民培力計畫，並檢討其成效，並從成效中找執行問題，規劃新一期的新住

民培力計畫，這其中可以讓地方政府及學校和民間團體參與，包括計畫案的申

請，提供更多補助費用提高誘因，讓學校及新住民的民間團體辦理新住民知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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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課程經費，來增加新住民參與的機會。 

    政府(移民署及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應給來自東南亞國家新住民女性提供更

多培力課程訊息及學習機會。尤其應持續規劃及執行新住民培力計畫，提供更多

資源給其他部會、地方政府、學校和民間團體辦理，同時建置更多新住民培力資

訊平台，傳播新住民培力訊息及分享培力成效等。 

 

建議六、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教師應誘發新住民子女數學學習

動機，增加學習興趣，以提高數學素養、自我效能、人際關

係與幸福感受 

 

    結論六指出，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是預測數學素養、自我效能、人

際關係、幸福感受等學習成就表現的重要因素，而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家

長培力課程、進修意願、社會支持、學習支持對數學素養沒有明顯關聯。這說明

兩類高中及其教師對學生學習動機誘發之重要性。 

 

一、立即可行建議 

 

    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教師應在平時注意學生學習狀況，記錄他們的學習

成長狀況，瞭解學生的學習困難，改善學生的問題，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在學

習動機方面，在上述建議三提出各項的具體策略，因此除了學習動機之外，兩類

高中新住民子女自律學習愈高，學習領域滿意度愈高，這說明教師引導學生自律

學習與教導學生自我監控，並讓學生建立起自律學習及自我監控的習慣相當重

要，以提高學習領域滿意度。 

    結論指出，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與家長獲得社會支持愈多，

文科學習領域愈高。這代表學校及家庭應注意家庭學習資源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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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程建議 

 

    政府應透過網路、媒體及相關平台提供給新住民更多社會支持訊息，讓新住

民更能適應臺灣社會。以「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IFI Network)」為例，目前僅

有此一平台，建議地方政府的社政單位亦能有建立類似的平台，提供給在地的新

住民有更多培力發展的訊息。甚至在這些平台上，可以運用各國語言，尤其是東

南亞國家語，呈現這方面的資訊，提供給新住民，他們勢必更能接受到這些培力

課程，願意投入學習，增加職能。同時政府應給予新住民更多社會支持，包括應

該提供多元訊息管道，透過多元網路媒體提供新住民在語言學習、生活輔導、健

康醫療、家庭教育、就業、轉職及升學進修等資訊，因為技術型高中學生的家長

成長知能提高，學生學習成就會提高。 

    而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新住民子女知覺家長獲得社會支持與公共參與愈

高、學生學習動機愈高、家長學習支持和學生自律學習愈高，在幸福感受、自我

效能、人際關係等非認知學習表現愈好。立即具體可行建議方面，除了上述建議

政府透過網路平臺的傳播及分享訊息，給予新住民有更多社會支持之外，學校及

教師透過良好的教材設計及多樣的教學方法來誘發學生學習動機，引導新住民子

女自我學習，提升新住民子女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和幸福感受。 

 

建議七、普通與技術型高中應重視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特質在

家庭背景與學習成就之間扮演的重要效果，並提升家長學習

成長知能，以提高子女學習成就 

 

    結論七指出，兩類高中新住民子女家庭背景透過學生學習特質間接影響學習

成就，而此學生學習特質在兩者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同時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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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可見學生學習特質及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對於學習成

就影響的重要性。 

    立即具體可行建議方面，普通高中及技術型高中的輔導單位和教師應重視學

生學習特質，包括學習動機、學習支持及自律學習，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提升

的重要性。導師應從學校輔導中心透過心理測驗對新住民子女的測量來評估他們

的學習特質，以瞭解他們的學習態度與興趣。尤其，就讀普通高中的新住民子女

特質對學習表現的中介效果高於技術型高中，代表普通高中及其教師應對學生學

習動機及自律學習有更多的引導，這部分可以見第三項的建議。 

    而對學校及教師具體建議方面，除了上述第三項立即可行建議，對學習動機

之外，教師教學設計應生活化，引發新住民子女學習動機，教師應教導新住民子

女自律學習，而家長給予子女更多學習支持，包括常與子女討論學校學習活動、

討論未來生涯規劃、鼓勵學習外語及閱讀課外讀物等等，透由各種管道強化新住

民子女在自律學習與學習動機，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成就表現。同時高中階段新住

民子女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成對於子女學習成就有直接正向顯著影響，更說明新

住民家長參與多元培力課程學習、公共參與愈多、進修意願提高來提高子女的學

習成就。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在這方應積極投入，讓子女耳濡目染看到家長追求成

長的學習動機，進而提高子女的學習成就。 

 

建議八、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由新住民子女知覺而來，而非由家長本身所填寫

的問卷，所以所蒐集到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資料的主觀性較高。這也可能是本研

究在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探究時，尤其是普通高中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無法

直接透過學生學習特質而間接影響學習成就的原因之一。未來研究若改由新住民

子女家長填寫，其子女的學習表現亦會變成由家長來填答，而不是本研究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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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施測數學學習測驗結果，這樣亦會落入家長無法真正瞭解子女在校的各項

學業成就表現，而會有主觀填寫子女表現的另一種研究限制。本研究僅納入數學

素養表現，沒有納入其他學習領域素養表現，這是受到數學素養表現的施測至少

需要一節課時間，再加上填答學習狀況問卷，學生填答時間會更長，學校很難安

排出更多時間對學生施測，所以無法納入其他領域素養表現。未來如果政府機關

可以透過協調協助辦理施測之後，再以公文邀請學校安排更多時間施測，就可以

納入更多學習領域素養，如此更能瞭解高中階段學生在各學習領域素養表現狀

況。此外，本研究僅以橫斷面調查，沒有長時間縱貫研究，未來如果更要掌握高

中階段的學生數學素養表現成長變化軌跡，建議政府(教育部及移民署)需要長期

追蹤學生在不同學期的學習狀況，這樣更能找出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問題及學習

成長情形，也是未來研究可以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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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歡迎您參與本研究！此份文件名為「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它將詳述

您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及您的權利。在研究開始進行及您簽署本同意書之前，

研究主持人或研究人員為您說明研究內容，回答您的任何疑問。 

研究計畫名稱 

新住民家長學習成長知能對其子女學習成就影響之研究 

研究機構名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經費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研究計畫主持人：張芳全       職稱：教授 

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余民寧      職稱：教授 

※研究計畫聯絡人：張芳全         電話：0921718327 

一﹑研究目的：為了瞭解同學的家長學習成長知能與子女學習成就影響，邀

請您參加問卷調查。 

二﹑參與研究之條件與限制：全國 110 學年度三十所高中(普通班)的高二

同學參加 

三﹑研究方法與程序：(含研究方法、研究流程、預計招募之參與者總人數、以及研

究參與者所需付出之時間) 

本研究為調查家長成長知能對子女學習表現相關因素。參與學生都在原來班級

上課，由學校安排時間施測。問卷調查包括數學學習素養及學習因素，在老師

引導下進行50-60分施測。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而研究流程上，會先與學校

及行政團隊溝通，確定學校可以配合，再寄發公文及問卷來完成資料蒐集。預

計有全國4500名高二學生參與。 

四、參與研究時之禁忌、限制及應以配合事項：(含研究中對參與者的各項

限制，及研究參與者可能需自行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若無亦請註明。)  

參加高中數學學習素養之調查，同學不必繳交任何費用，問卷由內政部移民署

贊助。 

五、研究潛在風險、發生率及救濟措施：（請說明 1. 對研究參與者有潛在之

生理、心理、或個人資訊保密上之風險，或可能產生的任何不適；2.風險發生率；3. 降低風險

與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方法；4. 風險發生時之處理措施。）    不適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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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含 1. 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

保存方式、運用規劃；2. 涉及可辨識之個人資訊如身分紀錄和隱私資料之機密性，及其保護

與處置材料之方式。） 

  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之資料視同

機密處理，絕對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將被充分保密。凡

簽署知情同意書，即表示您同意各項原始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及主管

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和各種規範要求；上述人員

承諾絕對維繫您身分之機密性。 

七﹑損害補償或保險：  

(一) 本研究依計畫執行，除可預期之不良事件（請盡量詳細列舉）外，

若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不良事件或損害，將由（請填寫補償負責機構

名稱或承擔責任者姓名）以（請填寫補償方式）方式作為補償。除前述

之補償原因與方式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二)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八﹑研究之退出方式及處理：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

或退出研究。如果您拒絕參加或退出，將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日後研

究計畫主持人對您的評價，更不會損及您的任何權利。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

出研究，可透過（請填寫撤回方式）進行，計畫主持人將會（請填寫相關後續

處理方式）。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計畫贊助或監督單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

止該研究之進行。 

九﹑研究參與者權利： 

(一)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妥善地向您說明了研究內容與相關

資訊，並告知可能影響您參與研究意願的所有資訊。若您有任何疑

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人員將具實回答。 

(二)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留

存。 

十、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簽名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

的，以及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研究人員簽名：＿＿張芳全＿＿＿＿＿ 

日期：202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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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研究參與者簽名同意 

    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的

疑問，已獲得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本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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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高中學生學習狀況的問卷 

 

 

 

 

 

 

 

第一部分：關於自己 

1.男生或女生？  男生   女生 

2.家裡的兄弟姐妹(包含自己)數？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含）以上 

3.你曾經在臺灣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就讀小學嗎？  

    沒有  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緬甸  柬埔寨 其他：______（請填寫國名） 

4.父母的出生地？ 

(4-1) 爸爸出生於？ 臺灣（含臺灣本島及離島）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緬甸  柬埔寨 

其他：______（請填寫國名） 

(4-2) 媽媽出生於？ 臺灣（含臺灣本島及離島）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緬甸  柬埔寨  

其他：______（請填寫國名） 

5.父母的教育程度？ 

(5-1) 爸爸的最高學歷是？ 

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 國小畢業 國中畢業  高中/職畢業 

專科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       

(5-2) 媽媽的最高學歷是？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 國小畢業 國中畢

業  高中/職畢業 專科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       

6.對未來求學的期望？ 

各位同學好： 

    這份問卷及數學素養在瞭解你的爸媽或監護人學習成長知能與你的學習

狀況，這研究可能會影響國家教育政策，所以要認真填寫。你的大力協助將

會使本研究更順利，共十一頁的每一題作答都十分重要。這不是考試，每一

題都沒有正確答案，且無關對錯，所以請你仔細閱讀每一題後，放鬆心情作

答。作答時，請依據你自己的情況在每一題裡勾選符合你的選項，每題只能

勾選一個選項，記得填寫姓名及座號喔! 

                     指導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21.05. 

高 二  ＿＿＿班   姓名：＿＿＿＿＿＿____  座號：____________號 

                                          學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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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希望自己未來的教育程度？ 

高中/職畢業  專科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 

(6-2) 爸爸(或男監護人)最希望我未來的教育程度？ 

高中/職畢業  專科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 

(6-3) 媽媽(或女監護人)最希望我未來的教育程度？ 

高中/職畢業  專科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 

7.目前和誰住在一起？ 

  只和爸爸  只和媽媽  和爸爸媽媽  和爸爸、媽媽及(外)祖父(母)      

  只和(外)祖父(母)     其他______(請填寫) 

8.在家裡主要與家人溝通的語言？ 

  閩南語   國語   客語  英語  原住民族語   東南亞國家語  

  其他語言________（請填寫） 

9.家裡(所有家人)每個月經濟收入大約多少？ 

   4萬元以下   超過4至8萬   超過8至12萬   超過12至16萬元   

   16萬元以上 

10.家裡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是？ 

    爸爸(男監護人)  媽媽(女監護人)  其他__________(請填寫) 

11.家庭近五年來的經濟狀況？ 貧窮  勉強  普通  小康  富有 

12.家裡有下列這些屬於你個人專用的設備嗎？ 沒有 有 

(1) 電腦桌機、筆電   

(2) 網際網路   

(3) 紙本字典、辭典(包含中英文)   

(4) 和學習有關的光碟、電腦軟體   

(5) 數學與自然的參考書（含講義）   

(6) 數學和自然相關的雜誌期刊（如：牛頓）   

(7) 課外讀物（如：小說、故事書、百科全書）   

(8) 獨立書房或讀書空間   

(9) 書桌   

(10) 手機   

13.爸媽(或監護人)會與他人分享你的學習狀況 

 

     爸媽(或監護人)會…… 

從

不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與朋友分享我的生涯規劃     

(2) 與其他家長分享我的課業狀況     

(3) 彼此討論我在學校的表現     

(4) 教導我有效的學習方法     

(5) 試圖了解我的交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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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關於家長學習成長知能 

一、家長(或監護人)參與增能課程情形 

(一)過去曾參與 

    爸媽(或監護人)曾經…… 
沒有 有 

1. 聆聽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   

2. 參加電腦知能訓練課程   

3. 參加導遊與領隊訓練課程   

4. 參加理財課程   

5. 參加商管證照課程   

6. 參加食品烘焙證照課程   

7. 參加增能課程(如美容美髮、咖啡製造、文創產品、創業...)   

8. 參加網路行銷課程   

9. 參加翻譯人員的訓練課程   

10. 參加保母人員的訓練課程   

11. 參加長期照護員的訓練課程   

12. 參加家庭經營方面的訓練課程   

    

 

(二)未來想參與 

    我知道爸媽(或監護人)很想…… 

非

常

不

可

能 

不

可

能 

可

能 

非

常

可

能 

1. 聆聽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增廣見聞     

2. 參加電腦知能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3. 參加導遊、領隊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4. 參加理財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5. 參加商管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6. 參加食品烘焙證照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7. 參加多元增能課程(如美容美髮、咖啡製造、文創

產品…)，提升就業能力 

    

8. 參加網路行銷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9. 參加翻譯人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10. 參加保母人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11. 參加長期照護員的訓練課程，提升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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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或監護人)升學或增能進修意願情形 

 

    我知道爸媽(或監護人)很想… 

非

常

不

可

能 

不

可

能 

可

能 

非

常

可

能 

1. 學習他國語言(中文、閩南語、客語、英、日、法、

韓、俄、拉丁語、東南亞國家語言等) 

    

2. 要繼續進修以取得正規學制的學位     

3. 參加學校舉辦有關知識與技能提升的講習課程     

4. 參加社區大學(含空中大學)的學分課程     

5. 參加政府與民間機構開辦的數位及網路進修課程     

三、家長(或監護人)獲得社會支持情形 

(一)工具支持 

我知道爸媽(或監護人)能從多元的資訊管道(含網路媒

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語言學習課程的資訊     

2.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生活輔導的資訊     

3.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健康醫療與心靈成長等資訊     

4.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社會福利課程等資訊     

5.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家庭(含親職)教育的資訊     

6.接獲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就業、轉職、求職等資訊     

7.接獲學校提供與升學進修有關的資訊     

(二)心理支持 

    爸媽(或監護人)…… 

1.遇到煩惱時，只靠自己解決，不接受他人幫助     

2.遇到煩惱時，會向家人傾訴     

3.遇到生活問題，會向親友尋求協助     

4.遇到就業問題，會主動找政府相關單位協助     

5.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會諮詢醫生專業意見     

6.遇到生活(含就業問題)，會找相關新住民團體尋求協助     

(三)訊息支持 

    爸媽(或監護人)…… 

1.遇到問題時，會有親戚主動來關心     

2.遇到生活問題時，會有鄰居主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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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或監護人)……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遇到孩子課業問題時，如向學校反應，學校會提供協助     

4.遇到個人健康問題時，會前往醫療院所尋求治療     

5.遇到就業問題時，會透過就業服務機構尋求幫助與諮詢     

6.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會從網路尋求法律協助     

7.遇到勞動權益等法律問題會從政府機關提供諮詢解惑     

8.遇到問題時，新住民團體會主動關心協助     

四、家長(或監護人)公共參與情形 

 (一)志工參與 

   爸媽(或監護人)…… 

沒有 有 

1. 曾擔任學校(包括幼稚園、國小、國中或高中等)志工   

2. 曾擔任社區志工(含巡守隊、村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等)   

3. 曾擔任社會志工(如通譯志工等)   

4. 曾擔任宗教團體志工   

5. 曾擔任非營利團體的志工(如育幼院、老人安養院志工)   

6. 曾擔任海外志工推展多元文化   

7. 曾擔任醫院志工   

8. 曾擔任環保志工   

9. 曾擔任新住民相關團體志工   

    

 

(二)參與分享 

   爸媽(或監護人)…… 

非常

不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會在社群網路(例如 Facebook、Twitter、部落格、

Line、WeChat、即時通、手機簡訊等)發表對時事的

看法 

    

2. 會與家人分享對政治議題的看法     

3. 會透過社群網路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     

4. 會參與里民大會討論     

5. 會參與市政(地方區域性)公聽會討論     

6. 會參加宗教組織的集會分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witt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8%90%BD%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eCha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3%E6%99%82%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6%A9%9F%E7%B0%A1%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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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關於你自己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狀況 

 

 

一、你在學校的學習心情與感受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只要我努力，功課就一定會進步     

2.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功課還是不會進步     

3. 我與老師（含導師）相處愉快     

4. 我與班上同學相處愉快     

5.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的人     

6. 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把該學的東西學好     

7. 我覺得上學很有趣     

8.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努力去解決     

9. 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10. 我心情好的時間多過於心情差的時間     

 

二、關於你對數學學習信念的敘述 

 

(一)你對下列學習數學說法的感受？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的數學科表現還算不錯     

2. 我希望在學校多上一些數學課     

3. 我喜歡學習數學     

4. 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     

5. 我喜歡數學     

6. 我願意多花時間學數學     

(二)你對下列有關數學學科敘述的看法？ 

1. 我認為學數學對我的日常生活有幫助     

2. 我認為學好數學有助於我學習其他科目     

3. 我需要學好數學以進入我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4. 我需要把數學學好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職業     

5. 我認為數學是很重要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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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一週(含週末假日)補習下列課程的次數？  

 

沒

有   

 

1

次 

 

2

次   

3次

(含)

以上 

1. 家教課程     

2. 補習國文（含作文寫作）     

3. 補習英語（含文法、會話、作文等）     

4. 補習數學     

5. 補習自然科學領域（含生物、物理、化學等）     

6. 補習藝術技能課程（如鋼琴、小提琴等）     

      

 

四、本學期到目前為止，你一個月參加下列活動幾次？ 

 

沒

有   

 

1

次 

 

2

次   

3次

(含)

以上 

1. 到圖書館(含逛書店)看書     

2. 聽音樂會與觀賞表演     

3. 參觀美術展與文藝展覽     

4. 參觀場館展覽(如博物館、天文館、科學館)     

5. 戶外活動(如爬山、踏青)接觸大自然     

6. 會上網學習數位教材等相關課程     

      

 

 

五、你對下列各學科學習的滿意程度？ 

非

常

滿

意 

不

滿

意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國文     

2. 英文     

3. 數學     

4. 地理     

5. 歷史     

6. 公民與社會     

7. 生物     

8. 物理     

9. 化學     

10. 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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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爸媽(或監護人)與你相處情形如何？ 

從

不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我會和爸媽(監護人)談論學校發生的事     

2. 我可以感受到爸媽(監護人)對我的關心     

3. 我需要幫忙時，會找爸媽(監護人)協助     

4. 爸媽(監護人)會鼓勵我唸書     

5. 爸媽(監護人)會鼓勵我閱讀課外讀物     

6. 爸媽(監護人)會瞭解我的課業表現，並提供協助     

7. 爸媽(監護人)會跟我討論未來就業規劃     

8. 爸媽(監護人)會跟我討論學校課業表現     

9. 爸媽(監護人)會指導我的課業     

10. 爸媽(監護人)會教我紓壓方式     

11. 爸媽(監護人)會鼓勵我學習外語     

      

 

七、自己平時的學習狀況如何？ 

從

不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回到家，我會複習上課所學     

2. 我會盡力學習重要的上課內容     

3. 我會按時完成老師交代的作業     

4. 遇到課業困難，我會找人協助     

5. 遇到課業問題時，我會自己找尋答案（如上圖書館

或網路搜尋等） 

    

6. 我會事先預習課程內容     

7. 我會找方法解決問題     

8. 我會要求自己主動學習     

9. 我會確實訂正作業     

10. 我會安排適合自己的學習環境     

八、關於你對英文學習信念敘述 

 

非常不

符合 

不符

合 

符合 非常符

合 

1. 我有信心把英文學習的很好     

2. 我希望在學校多上一些英文課     

以下還有題目，各題都要勾選，在第一頁寫上你的姓名與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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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數學素養(普通高中) 

這些題目很重要，請認真請從以下題目說明，選出一個最適合答案在前面括號內。 

(   ) 1. 四角錐數（square pyramidal number），是一個形數表示有多少球堆

積成一個金字塔。這是以正方形為基礎，如圖所示第一層、第二層、

第三層、第四層每層都是正方形，合起來是正四角錐。 

 
A1表示有第一層的四角錐數，A1=1 

A2表示有第一，第二層的四角錐數，A2=1+4 

A3表示有第一，第二與第三層的四角錐數，A3=1+4+9 

以此類推，請問 A10=________。 

(1) 55  (2) 100  (3) 385  (4) 576   (5) 625 

(   ) 2. 如右圖把一條線段分成長短兩段，其中「全段長：長段長＝長段長：

短段長」，比值為 0.618，此分割方式稱為「黃金分割」，A 點稱為

黃金分割點。人體感覺最舒適的溫度恰為體溫的黃金分割點，此時

人體的生理機能會處於最佳狀態。若體

溫為 37 度時，請問人體感覺最舒適溫度

最靠近幾度？ 

(1) 14  (2) 15  (3) 22  (4) 23  (5) 24 。 

(   ) 3. 便利商店常常有商品的折扣活動，今天有一款 30 元的飲品有下列的

活動。請問，下列哪一個促銷活動的單價買下來最便宜？ 

活動一：同商品買三送一 

活動二：同商品第二件打 6 折 

活動三：同商品第三件打 5 折 

活動四：同商品三件打 7 折 

活動五：同商品第三件 10 元 

(1) 活動一  (2) 活動二  (3) 活動三  (4) 活動四 (5) 活動五 

(   ) 4. 自然界中三種碳同位素有碳-12(占 99％)；碳-13(占 0.99％)； 碳-14(非

常微量)。之中只有碳-14 有放射性，半衰期為 5730 年。當生物有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96%B9%E5%B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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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時，體內的碳-14 與大氣相同約 1ppt，但死亡後每經過一個半衰期，

碳-14 就會減少二分之 一。考古學家發現一具骨骸化石，體內的碳-14

大約為  ppt，可推測此化石是生活在大約幾年前？ 

(1) 5730 年 (2) 11460 年 (3) 57300 年 (4) 573000 年 (5) 5730000 年 

(   ) 5. 君君想投資理財，他尋找的方式有下列兩種： 

方法一： 

採取單利方式，將現金 100 萬買進基金，每年配發股利 6%。 

方法二： 

採取複利方式將現金 100 萬，年利率 6%，半年配發一次利息。 

請問，十年後兩種方式的本利和相差多少萬元？（公式如下） 

單利公式：本利和＝本金（1+利率期數） 

複利公式：本利和＝本金（1+利率）期數
 

（利率＝  ，期數＝一年分利息次數） 

(1.03)10=1.344，(1.06)10=1.79 

(1) 16  (2) 19  (3) 19.4   (4) 20  (5) 20.6 。 

(   ) 6. 乘船飄蕩在波光粼粼的康河，欣賞如詩如畫的風景。拋物線造型的

康橋最讓人們喜歡。當水深為 1m 時，水面的寬度為 8m，此時水面

與橋最高點的距離為 4m。 

渡船規定為：兩船交會時要保持 0.5m 以上的安全距離，且船與岸邊

也要保持 0.5m 以上的安全距離。 

請問當水面上升至 3m 時，船最寬不可以超過多少，才能讓兩艘船安

全渡過康橋？ 

(1) 1.5  (2) 2  (3) 3  (4) 3.5  (5) 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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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鹿鹿至郵局辦理臨櫃提款，除了帶印章和存簿外還須輸入一組自選

的阿拉伯數字四位數的密碼，但規定輸入密碼三次錯誤就會把帳號

鎖定，無法提款。某天鹿鹿提款時發現她忘了正確密碼，只記得是 2，

4，6，9 四個數排成。請問，他嘗試輸入不同密碼組合，則帳號被鎖

定的機率為何？ 

(1)   (2)  (3)    (4)   (5)    

(   ) 8. 保險公司規劃一個「千萬房屋地震平保險」，針對房屋損毀程度理

賠，保單內容設定為： 

一棟房屋 1000 萬元，全損時賠房價的 80%即賠 800 萬；半損時賠房

價的 40%；四分之一損賠房價的 20%，其餘小損傷不賠。 

過去資料顯示一棟房屋在地震

時損壞情形及其機率如右表。

請問若保險公司希望賺 2 萬

元，保費應如何制定才合理？ 

(1) 4 萬  (2) 4.8 萬  (3) 5 萬  (4) 5.8 萬  (5) 6.8 萬 

 

損壞情形 全損 半損 四分之一 

機率 

   

(   ) 9. 地震強度是描述地震的大小，表示地面的震動程度。地震規模則是

描述地震所釋放能量大小。從地震規模來估算此次地震釋出的能量

有多少，可採用芮氏（Richter）提出的關係公式計算，即 logE = 11.8 

+ 1.5Μ。 

其中 E：能量（單位：爾格） Μ：地震規模。 

請推算規模 8 的九二ㄧ大地震所釋放出的能量，約為規模 6 的台南

大地震所釋放出的能量幾倍？ 

(1) 10   (2) 20   (3) 200  (4) 1000  (5) 10000 

(   ) 10. 右表是小傑班上第一次段考國英數三科平均、標準差及小傑的三科

分數統計表。試問小傑的成績，哪一科在班上的相對程度最好？ 

(1)國文  

(2)英文  

(3)數學  

(4)國和英 

(5)英和數 

科目 國 英 數 

平均 80 74 70 

標準差 6 9 10 

小傑 84 8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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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數學素養(技術型高中) 

 這些題目很重要，各題都有一個正確答案，請選最適合的答案在前面的括號內 

(   )1. 
小華爸爸開著轎車到加油站加了 95 無鉛汽油，並使用加油優惠價手工洗車，一共花了 1350 元，

當天小華看到加油站的每公升油價看板和洗車價目表如下： 

 

 

 

 
 

 

則當天小華加油約幾公升？(1) 28  (2) 38  (3) 48  (4) 58    

 
(   )2. 

如右圖直角坐標平面上，便利商店位置在 A( -3 , 2 )，學校的位置在 B( 5 , 6 )，小

君家位於線段 AB上。已知小君家到便利商店的距離等於小君家到學校距離的 3

倍，則小君家在坐標平面上的位置Ｑ(x,y)為何？ 

(1) Ｑ( -1 , 3 ) 

(2) Ｑ( 1 , 2 ) 

(3) Ｑ( 3 , 5 ) 

(4) Ｑ( 4 , 4) 

 

 

(   )3. 
政府倡導「垃圾確實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現在要為 A、B、C 三個里設置大

型回收站，考量對三個里都方便及公平性，回收站選在距離三個里等距離 D 的地

方。如右下圖三個里的相對位置，請問要如何設置Ｄ的位置？ 

(1) 畫出 的角平分線交點，即為Ｄ 

(2) 畫出線段 中垂線交點，即為Ｄ 

(3) 畫出線段 中線交點，即為Ｄ 

(4) 畫出過 交點，即為Ｄ 

 

 

 

 

 

(   )4. 
R0 值全名為「基本傳染數」，就是平均一名確診者從染疫到康復或死亡期間，能

傳染給幾個人的數值。現在一病源「肺炎病毒 原來的 R0 值＝8，每變種一

洗車價目表 

洗車項目 泡沫 水刀 手工 

車型 轎車 休旅 轎車 休旅 轎車 休旅 

價格 80 100 150 180 200 250 

優惠價格 50 80 100 13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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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病毒 就會減半，請問要變種幾次病毒 才會逐漸消失？ 

其判斷標準如下表 

R0 值範圍 傳染力敘述 

R0<1 傳染力減弱，病源會逐漸消失。 

R0=1 傳染力維持，病源會持續存在，成為地方疾病。 

R0>1 傳染力增加，病源會呈現指數型增加，傳播力強成為流行病。 

(1) 8 次  (2) 5 次  (3) 4 次  (4) 3 次 

 

(  ) 5. 
數學家凱特樂發明身體質量指標 BMI(Body Mass Index)， 

公式為 BMI =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健康體重 BMI 應介於 18.5 到 25 之間，則下面四人 

甲、乙、丙、丁哪位不在健康體重範圍內？ 

(1) 甲 

(2) 乙 

(3) 丙 

(4) 丁 

 

 

(   )6. 富市渡假勝地內有一湖泊，今天開發商

想在湖泊旁Ｂ、Ｃ兩棟度假飯店中間搭

一座空中走廊，今在湖邊Ａ點測得，

公里、 公里，且

，利用上述條件，求得Ｂ、

Ｃ兩棟飯店之間的直線距離為何？ 

(1)    (2)    (3)     

 (4)  

 

 

 

(  ) 7. 
將阿拉伯數字 1,2,3…等排列出來，有時能變成有趣的成語，例如有人說小蓮常常

「1 , 2 , 5 , 6」是隱喻她「丟三落四」;蕭蕭說數學老師發數學考卷時，她的心情「 」，

人 體重 身高 

甲 50kg 165cm 

乙 80kg 180cm 

丙 55kg 160cm 

丁 41kg 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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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心情「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若一燈謎為：「2 , 4 , 6 , 8 」，則下列猜哪一成

語較不恰當？ 

(1) 數奇不遇   (2) 無獨有偶  (3) 成雙成對  (4) 舉世無雙 

 

(   )8. 有一帆船在海中的Ａ點位置，今天水流

的向量為 風的向量為 在沒有

其它動力下風力和水力的合力會讓Ａ帆

船漂到哪ㄧ點？ 

(1) Ｄ   

(2) Ｅ    

(3)   

(4) Ｇ 

 

(  ) 9. 3 小時前中度颱風那莉，暴風圈其外緣以圓方程式： 表示 

，現在那莉的颱風中心向東和向南各移動 2 單位，且暴風半

徑增為原來的 2 倍，臺北市的坐標是(1,0)，假設那莉行進方

向和暴風半徑不變下，試問哪個颱風預報敘述較正確？ 

(1) 臺北市不會進入暴風圈，所以民眾正常上下班。 

(2) 臺北市會落在暴風圈外緣，請民眾適度防颱措施。 

(3) 臺北市即將進入暴風圈內，慎防強風豪雨，低窪處車輛請

移置高地處。 

(4) 颱風逐漸遠離臺北市，脫離警戒了民眾可放心外出。 

 

(  ) 
10 小美家考慮到三條能依山傍水的自行車道騎車 

Ａ車道：日月潭自行車道（台灣最美車道） 

Ｂ車道：集集自行車道（蒼勁老樹 vs 鐵道風情） 

Ｃ車道：冬山河自行車道（遠眺龜山島） 

從地圖上判斷Ａ車道水平前進 5 公里爬升 450 公尺，Ｂ車道水平前進 2 公里爬升

150 公尺，C 車道水平前進 3 公里爬升 225 公尺，考慮家中有長輩的情形下，怎

樣選擇較恰當？ 

(1) 選擇Ａ較平緩   (2) 選擇Ｂ較平緩   (3)A 與 B 一樣平緩，抽籤決定即可 

(4) Ｂ與Ｃ一樣平緩，投票看哪ㄧ個票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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