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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國中生數學科的學習滿意度，以台北縣立 4 所國民中

學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以 SPSS 及 EXCEL 等統計套

裝軟體為工具，利用描述性統計、列聯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參

照單位分析及典型相關分析等方法來探討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

的情形，並探討其間的關聯性。 研究結果顯示，有下列的特性：1.學習



態度與年級、每週做數學的天數及數學成績有關。2.學習滿意度與年級、

每週做數學的天數、數學成績及學習態度有關。3. 一、二年級的學習態

度優於三年級。二年級的學習滿意度優於一年級，三年級最低。 由研究

的結果及結論，分別就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教師及學生，提出對

國中數學教學的具體建議。  

摘要

(英)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realize the current Math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middle schools. This research has engaged four middle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It adopts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s information; also, it covers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relevance in between by utiliz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ntingency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Reference 

Identical Unit Analysi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tatistics packaged 

software, such as SPSS and EXCEL.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1) Learning 

attitudes are relevant with what grade students are in、how many days a week they 

study math and their scholastic records in math. 2) Learning satisfaction is relevant 

with what grade students are in、how many days a week they study math、their 

scholastic records in math and the attitudes of learning. 3）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are better than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is better than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is the lowes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nd its result , some suggestions for Math teaching at 

middle schools are given to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 school 

administration ,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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