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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採用改良式等級反應模式，針對 2007 年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

料庫國小四年級學生的共同問卷資料，將人際關係分為親子關係、師生關

係與同儕關係三個面向，進行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子女的人際關係之分



析。結果可提供教師與學校參考，作為教學上的改進或輔導的依據。茲將

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1.本測驗試題符合 IRT 單向度假設，適合以改良式等

級反應模式進行分析。 2.新移民子女在三個面項問項中，師生關係最容易

達成，親子關係最難達成。 3.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子女的人際關係存在

差異，其中以親子關係問項差異最大。在親子關係問項中，所有問項均存

在差異；在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中，約四成問項存在差異，其餘問項均無

差異。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adopted Modified Graded Response Model , focusing on the common 

questionnaire data of elementary students in 4th grades from the database of Taiwan 

Assessment Student Achieve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nd non-new immigrant children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 can provide 

for teachers and schools as reference, serving as the basis for improvement or 

council for future teaching.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1.The test items meet the 

uni-dimensionality assumption and are suitable for suitable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modified graded response model. 2.As for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the easiest to achieve;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is the hardest. 3.There is a distinc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nd non-new immigrant 

children. Within it, the difference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the biggest, every 

item existing difference. As for the varient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about 40% questionnaire items exists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while 

the rest items with no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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