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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 TASA 2010 參與數學科測驗的國中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

在探討家庭背景、家庭學習環境、課後活動、其它學科學習成就各面向與

數學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並利用線性迴歸模型對數學學習成就作預測。

研究結論如下： 一、5 成以上的國中生家長期望孩子能擁有大學以上學

歷。 二、國中生之家庭學習設備已非常普及。 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國中

生在家庭學習環境、課後活動與數學學習成就三面向存在顯著性差異。 

四、家庭學習環境愈好的國中生，數學學習成就愈高。 五、花較短時間從

事平時活動的國中生，其數學學習成就愈高。 六、以家庭背景、家庭學習

環境、課後活動、其它學科學習成就四面向對數學學習成就作預測，最具

預測力前五名依序為其它學科學習成就、校外課程、平時活動時間、女性

監護人對孩子期望與數學作業時間。 

摘

要

(英) 

The study 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family factors in the math achievements of the 

eighth-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ath contest, 

TASA 2010. The factors ar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the family background, 

home-learning environment, after-school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of other 

subjects. In this study, the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predict the factors in the math 

achievement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More than 5% of the subjects’ 

parents expect their children to have a university degree or above. 2.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the subjects was well-equipped. 3.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mily background,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fter-school activities, achievements of other subjects. 4.The 

better home-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students had; the higher achievements they 

gained. 5.The less time on non-academic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the students spend: 

the higher achievements they gained. 6.In the four dimensions, the top five most 

predictable factors in order are: (1)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ther subjects, (2) 

extracurricular courses, (3) non-academic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4) female 

guardians’ expectations, and (5) time on doing math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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