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年「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共同問卷 

(     )1. 我是: ①男生 ②女生  

(     )2. 我的兄弟姐妹共有幾人(不含自己)?  

(     )3. 我的親生父親及親生母親的狀況是: ①住在一起 ②離婚 ③因工作而分開居住 ④其

中 1 人過世 ⑤2 人都過世 

(     )4. 我現在與誰住在一起(可複選)? ①親生父母 ②親生父親或親生母親 ③親生父親及

繼母 ④親生母親及繼父 ⑤祖父和/或祖母 ⑥其他人 

(     )5. 父親出生地為: ①台灣 ②大陸地區(含港澳) ③東南亞地區 ④其他 

(     )6. 母親出生地為: ①台灣 ②大陸地區(含港澳) ③東南亞地區 ④其他 

(     )7. 我是否為原住民: ①是 ②否 

(     )8. 父親教育程度: ①不識字 ②國小 ③國中 ④高中、職 ⑤大專 ⑥碩士 ⑦博士 

(     )9. 母親教育程度: ①不識字 ②國小 ③國中 ④高中、職 ⑤大專 ⑥碩士 ⑦博士 

(     )10.父親的職業: ①農 ②工 ③商 ④公務員 ⑤軍 ⑥教職 ⑦自由業 ⑧其他 

(     )11.母親的職業: ①農 ②工 ③商 ④公務員 ⑤軍 ⑥教職 ⑦自由業 ⑧其他 

(     )12.我每天看電視時間平均: ①不到 1 小時 ②1~2 小時 ③3 小時以上 ④沒有電視 

(     )13.我每天玩電腦遊戲平均: ①不到 1 小時 ②1~2 小時 ③3 小時以上 ④沒有電腦 

(     )14.我每天在家閱讀或作功課時間: ①不到 1 小時 ②1~2 小時 ③3 小時以上 

(     )15.我每天總是會作完家庭作業: ①是 ②否 

(     )16.在家裡，家人常與我討論學校或學業的事: ①是 ②否 

(     )17.在家裡，家人有規定我看電視及作功課的時間: ①是 ②否 

(     )18.家人會參加學校的活動 (例如母姐會或當義工): ①是 ②否 

(     )19.家人希望我至少能完成: ①國中 ②高中、職 ③大專/學 ④碩士 ⑤博士學歷 

(     )20.我喜歡上學: ①是 ②否  

(     )21.我與家人相處得很愉快: ①是 ②否 

(     )22.我與老師相處得很愉快: ①是 ②否 

(     )23.我與同學相處得很愉快: ①是 ②否 

(     )24.閱讀課外書之種類(可複選): ①漫畫 ②散文/小說 ③科學叢書 ④探險/偵探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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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TASA 小六 國語科問卷 

 

(      )1. 我在上小學之前，就學過注音符號了嗎？  

①是   ②否   

(      )2. 若我學過注音符號，那是什麼時侯學的？                                   

①大班   ②中班   ③小班 

(      )3. 平時在家裡，我大多用何種語言和父母、家人聊天交談呢?                        

①國語   ②閩南語   ③客家語   ④原住民語 

(      )4. 我是什麼時候學會認國字、寫字的？                                             ①

幼稚園大班前   ②大班   ③一年級以後 

(      )5. 在我的印象中，低年級老師在教生字時，會為我們講解字體結構，或造字原理嗎？        

①會   ②不會 

(      )6. 平常在國語作業或習作發回後，我會訂正錯別字，或者再反覆練習嗎？            

①會   ②不會 

(      )7. 我平時喜不喜歡看課外讀物？  

①喜歡   ②不喜歡 

(      )8. 我通常利用什麼時間看課外讀物？                                         

①閱讀課   ②下課時間   ③回家後   ④假日 

(      )9. 在我家裡或班上，有為小朋友訂閱的報紙嗎？  

①是   ②否 

(      )10.在我家裡或班上，有為小朋友訂閱的月刊嗎？  

①是   ②否 

(      )11.平常國語習作中照樣造句等句型練習，我通常會如何完成？                     

①須經老師講解示範   ②自己讀題書寫   ③和同學討論   參考自修 

(      )12.這學期以來我寫了幾篇作文？                                                

① 1～2 篇   ② 2～3 篇   ③4 篇以上 

(      )13.一般多在何種情形下完成作文？                                            

①課堂上   ②回家寫   ③在作文班寫   ④應父母的要求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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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TASA 小六 英語科問卷 

 

(    )1.  我何時開始學習英語？ 3 歲以前 3 歲多到上小學以前  

一、二年級時候 三、四年級時候 五、六年級時候。 

(    )2.  我每天會花多少時間做英語家庭作業？ 

30 分鐘以下  30 分鐘到 1 小時  1 小時多到 2 小時  2 小時以上 

(    )3.  我對學習英語有很大的興趣: 是 否 

(    )4.  我經常閱讀英語書籍(童書): 是 否 

(    )7.  我經常聽或觀賞英語卡通、電影、歌曲等 是 否 

(    )8.  我勇於嘗試用英語與人交談 是 否 

(    )9.  我時常和家人討論學校英語學習的狀況？是 否 

(    )10. 父母親有時會用英語與我交談 是 否 

(    )11. 父母親與我一起閱讀英語書籍(童書) 是 否 

(    )12. 父母親常常會鼓勵我多加學習英語 是 否 

(    )13. 父母親購買英語學習輔助工具，如：童書、雜誌、VCD…等 是 否 

(    )14. 父母親會帶我出國（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澳洲）去遊覽 是 否 

(    )15. 在學校上英語課時，老師大部份使用英語（講英語）來教我們 是 否 

(    )16. 在學校上英語課時，老師會使用輔助教具(如：閃式卡、玩偶或錄音機等) 

  是 否 

(    )17. 在學校上英語課時，老師會進行小組教學: 是 否 

(    )18. 學校老師上英語課的方式，使我對於學習英語有很大的興趣: 是 否 

(    )19. 學校設有英語學習角落:是 否 

(    )20. 校園內有一些英語標示(如:英語地圖、指標或每日一句等) : 是 否 

(    )22. 學校有固定的英語日或英語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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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TASA 小六 數學科問卷 

1.（  ）這學期中，你是否曾經和家人一起討論學校數學功課？ 

（A）是                       （B）否  

2.（  ）上學的日子（非假日），你一天大約看幾個小時的電視（或是玩電腦遊戲）？  

（A）0~1 小時                 （B）1~2 小時 

（C）2～3 小時                （D）3 個小時以上 

3.（  ）你每天放學後大約花多少時間做數學作業？ 

（A）30 分鐘以內              （B）30 分~1 小時  

（C）1~2 小時                 （D）超過 2 小時 

5.（  ）這學期，你主動做數學參考書練習題或評量卷的情形如何？ 

（A）很少                     （B）一個月一兩次    

（C）一個禮拜一兩次           （D）每天 

6.（  ）這學期，你是否曾經和同學一起討論數學問題？ 

（A）是                       （B）否 

7.（  ）這學期，你主動運用數學工具（尺、圓規、量角器等）的情形如何？ 

（A）很少                     （B）一個月一兩次   

（C）一個禮拜一兩次           （D）每天 

8.（  ）你營養午餐的費用是否有減免？  

（A）是                       （B）否     

9.（  ）家中適合你閱讀的書籍大約有多少？ 

（A）很少或沒有書籍             （B）大約一個小書櫃的書籍 

（C）大約一個大書櫃的書籍       （D）超過一個大書櫃的書籍 

10.（  ）如果兩個月後要再做一次類似的測驗，你願意更努力去準備嗎？  

（A）願意，我希望提昇數學能力  （B）願意，不努力就會被父母責備 

（C）願意，不努力就會輸給同學  （D）不願意，努力沒有用 

11.（  ）你比較喜歡哪一類型的數學題目？  

（A）簡單熟悉的題目            （B）有難度需要思考的題目  

（C）新鮮沒有看過的題目 

12.（  ）你是否希望自己學校數學段考成績更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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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希望，我希望表現比別人好  （B）希望，成績好會被誇獎 

（C）希望，數學很重要          （D）不抱希望 

13.（  ）你認為學好數學最主要的方法是什麼？  

（A）準確計算                  （B）熟記公式         

（C）瞭解數量間的關係 

14.（  ）碰到不會做的數學題目，你通常怎麼辦？ 

（A）主動嘗試想辦法解決（包括請教老師或同學） 

（B）等老師教，老師沒教就表示這題不會考 

（C）不會的就算了 

15.（  ）考試時遇到沒看過的題目，你通常如何解題？ 

（A）運用老師最近教過的公式     

（B）仔細閱讀，嘗試找出解決的方法 

（C）放棄！沒看過的我一定不會 

（D）用猜的，運氣好就會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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