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8051 

狀態 G0495725093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應用統計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5725093  

研究

生(中) 
林俊昌 

研究

生(英) 
Chun-Chang Lin 

論文

名稱

(中)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相關及預測之研究-以台北縣某國中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and the Prediction of the Scores of the BC Test – An 

Example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aken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劉正夫 

指導

教授

(英) 

Jeng-Fu Liu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8.6.12 

校外

全文
2009.6.12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9.6.12 

檔案

說明 

封面(書名頁) 摘要(含中英文) 誌謝 目錄(含圖表目次) 本文(含附錄及參考

文獻)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6 

出版

年 
97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變異數分析 相關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 

關鍵

字(英) 

the BC (Basic Competence) 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Correlate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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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題目：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相關及預測之研究 －以台北縣

某國中為例 校（院）系所組別：天主教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研究

生：林俊昌 指導教授：劉正夫博士 論文頁數：83 頁 關鍵詞：國中基本

學力測驗、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 論文摘要內容： 本

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之相關變數，並以相關變數來預測

基測數學及總分。本文以台北縣某國中 1004 位國三學生為研究對象，利

用敘述統計、卡方檢定、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等方

法，來探討基測成績之相關變數，並對基測數學及總分做預測。 由資料

分析的結果發現：以第一次基測而言，基測總分在學生性別、導師年資



及父母親教育程度方面有顯著差異；與學生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在

校成績及導師年資有顯著相關；基測數學在學生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

方面有顯著差異；與學生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及在校數學成績有顯著

相關；基測總分之多元迴歸模型可用學生性別、導師任教年資、父母親

教育程度及在校總成績等解釋變數對基測總分有解釋能力；基測數學之

多元迴歸模型可用學生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在校數學總成績及導師

是否已婚等解釋變數對基測數學有解釋能力。就兩次基測成績比較而

言，考兩次基測的學生，其第一次基測各科的平均成績，均明顯優於只

考第一次基測的學生；第二次基測各科平均成績除了社會科外，其餘都

比第一次進步；相關性以基測總分最高，其次是英文科；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科及總分的平均數有差異，而自然科及寫作測驗則沒有差

異。 最後由本研究得知國中基測總分和在校成績有高度相關性。在校成

績較佳的學生，其基測成績相對也會較好。本研究建議：基測可測得學

生平時的基本學習能力，所以平時要注意基本能力的培養。再者，學生

有參加兩次基測之機會，應善加把握之。  

摘要

(英) 

Abstract Title of Thesis: 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and the Prediction of the 

Scores of the BC Test – An Example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aken Name of Institu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Statistics, College of 

Manage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 Lin, Chun-Chang 

Advisor: Dr. Liu, Jeng-Fu Total Pages: 83 Key words: the BC (Basic Competence) 

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Correlate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ve variables of the scores of the Junior 

High Basic Competence (BC) test, and then took advantage of the correlative 

variables to predict the math scor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BC test. By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Chi-square Test,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Correlate Analysis, and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research, 

composed of 1004 third-year subjects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explored the correlative variables of the BC test, used to predict the math scor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BC test.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In the first BC 

te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scores and the subjects’ 

genders, the teachers’ seniority, or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Besides, the total 

scores were also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three previous aspects and their 

academic scores at school.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math scores of the first BC test and not only the subjects’ genders but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Besides, their math scores were also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two preceding aspects and their academic math scores. The model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of their total scores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bjects’ 

genders, their teachers’ seniority,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and their academic 

scores to explain the variables, with enough explanation of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BC test. Furthermore, the model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of their math scores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bjects’ genders,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their 

academic scores, and whether their teachers were married or not to explain the 

variables, with enough explanation of the math scores of the BC test. For those 

subjects having taken two BC tests, their scores of the first BC test were 



comparatively and apparently better than the scores of the subjects having taken 

only one BC test. Except Social Studies, the scores of the other four subjects in the 

second BC test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first BC test.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two BC tests were the most highly correlative, and the English scores were the 

seco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s of Chinese, 

English, math, Social Studies, and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two BC tests.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s of Science and writing. In 

conclusion,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BC test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academic scores. Those having better academic scores definitely got better total 

scores of the BC tes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should attend to their 

cultivation of basic learning abilities, which the BC tests can reveal; besides, 

students should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wo BC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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