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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就讀國小五、六年級之教師子女生活適應與

學業成就之情形，根據文獻探討將生活適應分成「個人適應」、「家庭適

應」、「學校適應」與「人際適應」等四個向度；而學業成就僅採用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成績考查的「國語」和「數學」成績排名 PR 值與

T 分數，為學業成就評斷的標準。 此外，本研究主要採取普查的方式進行

問卷調查，以台北市 125 所公立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問卷共發出 810

份，回收 411 份，收率約為 50.7％，無效問卷 31 份，有效問卷 380 份，有

效問卷率為 92.4％。並針對所得之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與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等

統計方法加以分析，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國小教師子女整體的生活適

應情形皆屬良好的狀態。 二、國小教師子女整體的學業成就屬於中等以

上。 三、不同性別、不同年級之國小教師子女在「人際適應」與「整體生

活適應」表現上，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以及與父母不同類型的同校

方式之國小教師子女在「國語成績」及「整體學業成績」有部分達顯著差

異。 五、國小教師子女在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部分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其

中「個人適應」、「學校適應」及「整體生活適應」與「國語成績」、

「數學成績」、「整體學業成績」有部分達顯著正相關。 六、國小教師子

女在生活適應對學業成就部分具有預測力；其中「學校適應」對「國語成

績」及「整體學業成績」具有預測作用；「學校適應」與「家庭適應」對

「數學成績」具有預測作用。 關鍵字：生活適應、學業成就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adap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who are the offspring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The study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of adaptation: personal adaptation, 

family adaptation, school adapt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Chinese and Math midterm results during the second semester of 2007 were used as 

basis of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 total of 810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sent to all 125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with a return rate of 

50.7% (411 copies). Thirty-one copies were invalid, leaving the valid ratio at 92.4%.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then analyzed in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The overall adaptation was good. 2.The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above average. 3.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and overall adaptation in terms of gender 

and age. 4.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hinese and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gender. 5.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adap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6.School adaptation level has some bearings 

and predictability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adaptation,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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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38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8/7/2 

轉

檔

日

期 

2008/07/08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145152 2008.7.8 14:05 61.216.48.11 new 01 495145152 2008.7.8 14:06 

61.216.48.11 new 02 495145152 2008.7.8 14:07 61.216.48.11 new 03 495145152 

2008.7.8 14:08 61.216.48.11 new 04 495145152 2008.7.8 14:10 61.216.48.11 new 

05 495145152 2008.7.8 14:13 61.216.48.11 new 06 495145152 2008.7.8 14:15 

61.216.48.11 new 07 495145152 2008.7.8 14:17 61.216.48.11 new 08 495145152 

2008.7.8 14:18 61.216.48.11 new 09 495145152 2008.7.8 14:20 61.216.48.11 new 

10 

異

動

記

錄 

C 495145152 Y2008.M7.D2 22:55 61.216.50.66 M 495145152 Y2008.M7.D2 22:55 

61.216.50.66 M 030540 Y2008.M7.D3 10:53 140.136.209.44 M 030540 

Y2008.M7.D3 15:10 140.136.209.44 M 030540 Y2008.M7.D3 15:35 

140.136.209.44 M 030540 Y2008.M7.D3 15:49 140.136.209.44 M 030540 

Y2008.M7.D3 15:49 140.136.209.44 M 030540 Y2008.M7.D7 14:52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8.M7.D7 14:53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8.M7.D7 15:37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8.M7.D7 15:41 

140.136.209.53 M 495145152 Y2008.M7.D8 0:57 59.112.249.183 M 495145152 

Y2008.M7.D8 11:05 61.216.48.11 M 495145152 Y2008.M7.D8 11:05 61.216.48.11 

M edle3387 Y2008.M7.D8 14:30 61.216.48.11 M 030540 Y2008.M7.D8 15:52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8.M7.D8 15:52 140.136.209.53 I 030540 

Y2008.M7.D8 15:52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9.M10.D14 10:19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4 10:19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