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果 

 
  基於第三章所述之研究方法，對於第一章第四節提出之研究假設，本章

依序呈現對研究假設一至研究假設三的考驗結果。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

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源、以及孩子成就，各變項之分

佈情形；第二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源、以及孩子成就，

各變項間之相關情形；第三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

源變項，對孩子成就的預測情形；第四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

就模式。 
 
  參與本研究的受試者計有 521 位家長、521 位學生與 15 位老師，完全

排除遺漏值之後的有效樣本數為 440 位家長、440 位學生、以及 15 位老師。

除了第一節之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外，本章所提之研究結果，全數以完全排

除遺漏值之後的 440 個有效樣本數，作為分析基礎。 

 
 

第一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以及孩子成就變項之分佈情形  

 
  本節主要在分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與孩

子成就變項之分佈情形現況。分析方法是以描述統計，依照各變項之因素

列出平均數與標準差，以瞭解目前分佈之現況。 
 
 
ㄧ、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 

(一) 父母重視學習之現況分析 

由表 5-3-1 可知，父母重視學習的平均數達 3.97，在五點量表的平均數

3 以上，介於「普通」與「重要」之間，非常偏向於「重要」，雖然本量表

並沒有建立常模可供參照，無法判定本研究中的父母認為學習對孩子真正

重要的程度，但可以確定的是，父母反應出的對學習重視程度不低，而且

認為課業重要性(4.24)大於體育音樂重要性(3.57)，其間差異的 t 檢定達到

顯著 (t=26.144,df=469, p<.01)。 
 

 華人文化ㄧ向重視學習，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讀書高，本研究發現父

母重視課業的程度，高於音樂與體育的學習，還算符合一般華人父母的傳

統觀念。Galper, Wigfield 與 Seefeldt(1997)在研究幼稚園階段父母對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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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時，也發現西方父母認為孩子學習字母、閱讀、以及數字的重要性

大於運動或交友。 
 

表 5-1-1 父母重視學習現況分析  
父母重視學習 樣本數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課業重要性 472 10 4.24 .57789 

體育音樂重要性 470 7 3.57 .51884 

總量表 470 17 3.97 .48186 

 
 
(二) 父母正向知覺之現況分析 

由表 5-3-2 可知，父母正向知覺的平均數達 3.20，將近於五點量表的平

均數 3，介於「普通」到「好」之間，偏向於「普通」，由於本量表並沒有

建立常模可供參照，無法判定本研究中的父母認為孩子學習表現確切高低

的程度，但可推測父母認為孩子學習表現應只在平均水準，而且對孩子的

課業表現正向知覺(3.08)低於孩子的體育表現正向知覺(3.60)，其間差異的 t

檢定達到顯著 (t=-14.645,df=468, p<.01)；對孩子的體育表現正向知覺(3.60)
也 高 於 音 樂 表 現 正 向 知 覺 (3.09) ， 其 間 差 異 的 t 檢 定 達 到 顯 著 
(t=13.831,df=468, p<.01)。而父母對孩子課業表現正向知覺與音樂表現正向

知覺間，不存在差異，其間差異的 t 檢定不達顯著 (t=-.672,df=469, p=.502)。 
 
 

表 5-1-2 父母正向知覺現況分析  
父母正向知覺 樣本數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課業表現正向知覺 472 10 3.08 .63426 

體育表現正向知覺 469 4 3.60 .66697 

音樂表現正向知覺 470 3 3.09 .63706 

總量表 469 17 3.20 .50283 

 
 
  父母正向知覺(3.2)只達一般水準的結果，研究者以為這可能是因為我們

的父母普遍希望子女有好的學業表現，對孩子表現較不易滿意的現象。對

子女高期待似乎是亞洲父母的一般形象，例如 Crystal 與 Stevenson(1991)就
指出，亞洲父母(以台灣及日本的父母為研究對象)比美國父母認為孩子有更

多數學學習上的問題；Stevenson, Lee, Chen, Lummis, Stigler, Fan 與 Ge(1990)
的研究也發現，相較於 35%的美國父母受試者表示對孩子的數學表現非常

滿意(very well)，北京父母受試者只有 13%做出這樣的表達。因此本研究對

父母正向知覺現況的發現，特別是課業表現正向知覺，仍與之前的研究結

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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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母投入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父母投入(樣本數：470)的平均數為 3.3、標準差為.59595，表示

父母對孩子學習活動之關注、與孩子溝通談心的頻率、以及給予孩子自己

決定或自行判斷等投入活動的頻率介於「普通」到「常常」之間，偏向於

「普通」。由於本量表並沒有建立常模可供參照，無法判定本研究中的父母

對孩子學習活動投入程度的確切高低，但可推測父母投入活動的頻率應只

在中等水準。本研究的結果類似於李嘉惠 (2004)對於國中學生 (Hsinhua 
junior high school)父母參與的研究，其所發現國中父母對孩子的參與頻率也

不算高，平均數為 2.79 (以五點量表計分)，但是此研究是以孩子的知覺為

基礎，而非本研究直接以父母做為研究對象。 
 
 
(四) 父母自我效能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父母自我效能(樣本數：466)的平均數為 3.60、標準差為 .53575，
表示父母認為自己具有幫助孩子學習能力的程度介於「普通」到「具有此

項能力」之間，較偏向於「具有此項能力」。由於本量表並沒有建立常模可

供參照，無法判定本研究中的父母自我效能確切高低，但可推測父母自我

效能應在中等偏高水準。本研究的結果類似於 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與 Pastorelli(2001)對 11-15 歲青少年自我效能的研究，其得出父母自我效能

的平均數為 3.83(以五點量表計分)的結果。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父母重視學習是四個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變項

中最高者，父母正向知覺卻是最低者。特別是對於課業表現，表示父母認

為孩子在課業方面的學習很重要，但是對孩子在學校的課業表現，只達中

等滿意程度。另外，父母認為自己具有不錯的幫助孩子學習的能力，然而

對幫助孩子學習的投入活動，處於中等水準。 
 
 
 
二、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一) 能力感 

本研究以 RAPS 自我信念領域中的能力感附屬領域量表(以四點量表計

分)，測得能力感(樣本數：482)的平均數為 2.67、中位數為 2.68、眾數為 2.53，
標準差為.42091，因此本研究中，七年級孩子的能力感屬於中等的程度。 

 

 

 72



(二) 自主性 

本研究以 RAPS 自我信念領域中的自主性附屬領域量表，測得自主性

(樣本數：491)的平均數為 2.61，標準差為 .56086；三個自我調節形式構念

的平均數分別為，內攝自我調節 2.45，認定自我調節 2.82，內在自我調節

2.11。由於 RAPS 是以四點量表計分，因此本研究中，七年級孩子總體的自

主性應屬於中等程度，以自我調節形式的構念來看，則以認定自我調節的

得分最高。 
 

 

(三) 連繫性 

  本研究以 RAPS自我信念領域中的連繫性附屬領域量表，測得連繫性(樣
本數：516)的平均數為 2.97，標準差為.63533；五個連繫性構念的平均數分

別為，對自己的感覺 2.75，對自己的滿意度 2.27，父母情緒安全 3.42，老

師情緒安全 3.06，同儕情緒安全 3.33。由於 RAPS 是以四點量表計分，因

此本研究中，七年級孩子總體的連繫性應屬於中等偏高的程度，。 

 

經由 t 檢定，自主性的得分低於連繫性(t=-8.971, df=485, p=.000)與能力

感(以能力感減去自主性得 t=2.364, df=481, p=.018)，連繫性的得分又高於能

力感(以能力感減去連繫性得 t=-9.729, df=477, p=.000)。三項內在動機資源

之中，七年級的孩子所擁有的連繫性最高，能力感次之，自主性再次之。 
 
由這樣的結果可知，參加本研究的七年級孩子，知覺生活週遭還算是

友善、安全的環境，能和同儕、老師、以及父母愉快、放心的相處，對自

己也有不錯的感覺，然而對自己運用策略、掌握學習表現，可能只有中等

程度的信心，對於做功課或家庭作業的學習活動的原因，可能並不完全是

因為學習活動很有趣或很好玩，而是偏向於因為學習是重要的，如果沒有

做會有罪惡感這樣的原因。 
 
 
 

三、孩子成就變項 

孩子成就變項部分，本研究只呈現五育表現的現況，因為期末成績已

經以班級、學校做了兩階段標準化的處理。 
 
由表 5-3-3 可知，老師以老師評比問卷所評定孩子的五育表現平均數達

3.16，將近於五點量表的平均數 3，介於「普通」到「好」之間，偏向於「普

通」，由於本量表並沒有建立常模可供參照，無法判定本研究中的老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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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學習表現確切高低的程度，但可推測老師認為孩子學習表現應只在平

均水準，而且認為孩子的課業表現(3.10)低於孩子的體育音樂表現(3.24)，
其間差異的 t 檢定達到顯著 (t=-3.892,df=479, p=.000)。 
 
 

表 5-1-3 五育表現現況分析 
父母正向知覺 樣本數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課業表現 479 10 3.10 .83493 

體育音樂表現 479 7 3.24 .57844 

總量表 479 17 3.16 .6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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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以及孩子成就變項間之相關情形 
 
  本節主要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

源、以及孩子成就間，各變項之相關情形，據以考驗研究假設一。各變項

之相關分析，請參閱表 5-2-1。 
 
 

表 5-2-1 各變項相關分析 

 
父母重視

學習 
父母正向

知覺 
父母 
投入 

父母自 
我效能 

能力
感 

自主
性 

連繫
性 

五育 
表現 

期末
成績

父母重 
視學習 

1.000    

父母正 
向知覺 

.281** 1.000   

父母投入 .253** .414** 1.000   
父母自 
我效能 

.277** .494** .522** 1.000   

能力感 .148** .268** .159** .078 1.000   
自主性 .051 .169** .113** .090* .346** 1.000   
連繫性 .054 .191** .083* .108* .543** .291** 1.000  
五育表現 .246** .441** .162** .174** .412** .270** .253** 1.000 
期末成績 .236** .367** .113** .117** .357** .214** .158** .758** 1.000

                 完全排除遺漏值之後的有效樣本數：440 
                  *p<.05；**p<.01(單尾檢定) 
 
 
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間的關係：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相互間皆達到中度顯著正相關，相關係數介於

r=.253**(p<.01)至r=.522**(p<.01)之間。 

 父母重視學習與其他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間的相關係數分別

為，父母正向知覺 (r=.281**, p<.01)、父母投入  (r=.253**,p<.01)、
父母自我效能 (r=.277**, p<.01)，顯示父母認為學習愈重要，對孩子

學習表現的正向知覺越高、參與孩子學習的父母投入越頻繁、也越自

信於自己具有幫助孩子的父母自我效能。 
 

 父母正向知覺與父母投入間的相關為r=.414**(p<.01)、與父母自我效

能間的相關為r=.494** (p<.01)，顯示父母對孩子表現的正向知覺越 
高，參與孩子學習的父母投入越頻繁、也越自信於自己具有幫助孩子

的父母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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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的相關係數(r=.522**, p<.01)，是所有父母

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間相關最高者，表示父母認為自己有能力幫助孩

子的自我效能越高，對參與孩子學習的投入活動也越頻繁。 
 
  由Eccles 與  Harold(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

來看，本研究所選擇四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相互間達中度顯著正

相關，表示這四個變項源可能是於相同構念，卻不同信念形式的變項。其

中「父母投入」與「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之

間的相關係數更大於.4，可能由於「父母投入」屬於Eccles 與 Harold(1993)
模式中的父母運作構念，此模式指出父母信念會影響父母運作，因此「父

母投入」分別與「父母正向知覺」、以及「父母自我效能」間的關係更為密

切。 
 
 
 
二、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間的關係：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相互間皆達到中度顯著正相關，相關係數介於

r=.291**(p<.01)至r=.543**(p<.01)之間。 

 能力感與自主性的相關為 r=.346**(p<.01) 、與連繫性的相關達

r=.543**(p<.01)，表示自認對學習掌握度越高的孩子，主動參與學習

的自主性越高，與生活週遭 (例如與父母或老師等 )的正向連繫也越

高。 

 自主性與連繫性的相關為r=.291**(p<.01)，表示主動參與學習程度越

高的孩子，與生活週遭的正向連繫也越強，即越能與自己、他人愉快

放心相處。 
   
  過去的文獻中，同時考慮這三個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相關情形的研究

不多，Tucker等人(2002)的研究是其中之一，然而這個研究只得出能力感與

連繫性間的相關係數達到顯著(r=.60*, p<.01)，另外能力感與自主性，及自

主性與連繫性間的相關係數皆未達到顯著。Grolnick, Ryan與Deci(1991)的研

究報告了能力感與自主性的顯著相關(r=.25***, p<.001)。本研究則得到三個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相互間皆達到中度顯著正相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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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與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間的關係：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源間，各變項的相關係數，大部

分呈現低度正相關，且非全數達到顯著。相關係數介於r=.268**(p<.01)至
r=.051(p>.05)之間。 

 父母重視學習與能力感呈顯著正相關，係數為r=.148**(p<.01)，表示

父母認為學習越重要，孩子對掌握學習的能力感也越高；但是父母重

視學習與自主性及連繫性間的相關係數未達到顯著，表示父母認為學

習重不重要和孩子是否主動參與學習、孩子與生活週遭(例如與父母

或老師等)的正向連繫沒有關聯。 

 父母自我效能只與自主性與連繫性呈顯著正相關，係數分別為

r=.09*(p<.05)與r=.108*(p<.05)，表示越自信於自己具有幫助孩子的父

母，孩子主動參與學習的意願、及與生活週遭(例如與父母或老師等)
的正向連繫連繫性越高。但父母認為自己具有幫助孩子學習能力程度

與孩子的能力感則是無關。 

 父母投入與三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呈顯著正相關，相關係數介

於r=.159**(p<.01)至r=.083*(p<.05)之間，表示父母參與孩子學習的投

入活動越頻繁，孩子自認對學習活動的掌握、主動參與學習的意願、

孩子與生活週遭的正向連繫也都更強。 
 

父 母 投 入 與 能 力 感 正 相 關 的 結 果 ， 呼 應 Hoover-Dempsey 與

Sandler(1995)，即父母參與孩子的教育活動使孩子的自我效能增加的

研究結果；也呼應Grolnick, Ryan與Deci(1991)的研究所報告，母親投

入與父親投入對孩子的能力感及自主性皆有顯著相關的結果；父母投

入與連繫性顯著相關的結果，研究者目前沒有過去文獻對這兩個變項

相關的報告，但 Tucker等人 (2002)的研究發現老師投入 (teacher 
involvement)與連繫性間的相關為r=.29**(p<.05)，由於父母與老師皆

是孩子學習方面的重要他人，鑑於Tucker等人(2002)的研究，可以據

此推論本研究父母投入與連繫性間，呈現正相關結果之合理性。 

 父母正向知覺與三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呈顯著正相關，相關係

數分別為r=.268*(p<.01)與r=.169*(p<.01)，表示父母認為孩子的學習

表現越好，孩子也越自信於對學習活動的掌握、主動參與學習的意願

越高、與生活週遭的正向連繫也越高。 
 

  根據自我決定論，父母的教養信念與方式屬於後天環境的一部份，若此

環境具支持性，能激發與維持孩子的內在動機或提高其外在動機的自主

性，有助於孩子的學習表現。但可能相關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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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研究較少專注於探討父母重視學習、父母自我效能、父母正向知覺，

和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間的相關情形。本研究則得到父母重視學習與能

力感呈顯著正相關；父母自我效能與自主性及連繫性皆呈顯著正相關；父 
母正向知覺、以及父母投入皆與三個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呈顯著正相

關，這樣的結果符合自我決定論的論述。 
 
 
 
四、 五育表現與期末成績間的關係： 

  五育表現與期末成績間的相關係數為r=.758**(p<.01)，達到高度顯著相

關，表示老師所評定之五育表現越高的孩子，其期末成績也越好，另一方

面也顯示，老師評比問卷有不錯的校標關連效度。 
 
  本研究在這兩個變項間高相關的結果與Grolnick, Ryan與Deci(1991)及
Grolnick & Slowiaczek(1994)的結果近似。Grolnick等人的研究指出，老師學

業能力評比 (academic competence rating)與學期成績平均 (GPA)間相關達

r=.64*** (p<.001)；Grolnick & Slowiaczek(1994)的研究則發現，期末成績和

老 師 與 老 師 能 力 評 比 (teacher competence rating) 間 相 關 達 r=.88*** 
(p<.001)。由於期末成績相對上是一個較客觀的標準，五育表現與期末成績

間的高相關，也表示老師根據平日對學生的觀察所評定之五育表現，能呼

應學生的期末成績表現。 
 
 
 
五、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與期末成績間的

   關係： 

  所有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以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與期

末成績皆呈顯著正相關，相關係數介於r=.113**(p<.01)至r=.367** (p<.01)之
間。其中期末成績與父母正向知覺、及能力感間的相關最高，分別為

r=.367**(p<.01)及r=.357**(p<.01)。 
 

 父母重視學習與期末成績間r=.236**(p<.01)的結果，表示父母越認為

學習重要，孩子的期末成績就愈高，這樣的結果也呼應Hustsinger, Jose, 
Liaw與Ching(1997)的發現，即父母認為孩子學習數學之重要性，會

間接影響孩子數學表現。 

 父母正向知覺與期末成績間r=.367**(p<.01)的結果，表示父母認為孩

子表現得好，孩子的表期末成績也越高。這樣的結果也符合Stev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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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與Uttal(1990)的發現，母親對孩子閱讀與數學學習能力的正向

知覺，與孩子的學習表現間存在正向相關。 

 父母投入與期末成績間r=.113**(p<.01)的結果，表示父母參與孩子的

學習頻率越高，孩子的期末成績也越高。此發現和Shymansky(1999)
的研究結果類似，父母參與孩子的科學學習，孩子的科學成績也提

高；Murray, Woolgar, Martins, Christaki, Hipwell與Cooper(2006)的發

現，父母能模擬孩子思考方式的程度與學業表現(SAT分數界定)有正

相關；Ginsburg 與  Bronstein(1993)的研究，自主性的家庭教養方式

(autonomy-supporting family styles) 與孩子的學業成就有正相關的結

果。 

 父母自我效能與期末成績間r=.117**(p<.01)的結果，表示自認為具有

幫助孩子發展的自我效能的父母，孩子的期末成績也越高。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與  Pastorelli(2001)研究也報告父母自我效能與

孩子的期末成績間的相關係數為r=.12* (p<.05)。 

 能力感與期末成績間r=.357**(p<.01)的結果，表示對學習掌握度越高

的孩子，其期末成績也越好，這樣的結果和Miserandino (1996)的研究

指出能力感可預測中年級學生的數學及社會成績，Bouffard, Marcoux, 
Vezeau與  Boudeleau(2003)所報告，孩子對數學與閱讀的能力感可預

測這兩個科目的成績相符合，而非如Tucker等人(2002)的研究般顯著

負相關的結果。 

 自主性與期末成績間r=.214**(p<.01)的結果，表示越主動參與學習的

孩子，其期末成績越佳，這個結果呼應Miserandino(1996)所指出，自

主性能預測閱讀、數學等的成績表現。 

 連繫性與期末成績間r=.158**(p<.01)的結果，表示越能與生活週遭(例
如與父母或老師等)建立正向連繫的孩子，其期末成績也越佳。這個

結果呼應Wentzel與Caldwell (1997)、以及Furrer與Skinner(2003)所指

出，孩子知覺到的連繫性會經由孩子的學業參與，間接影響孩子的學

業表現。 
 
  由於期末成績是一個相對客觀的校標，本研究所探討的父母教養信念與

方式變項、以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與期末成績皆呈顯著正相關的

結果，顯示我們所選出的測量變項與孩子在學校的表現都有一定程度之關

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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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以及五育表現間

   的關係： 

  所有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與老師

所 評 之 五 育 表 現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相 關 係 數 介 於 r=.441**(p<.01) 至
r=.174**(p<.01)之間。其中五育表現與父母正向知覺、以及能力感間的相關

最高，分別為r=.441**(p<.01)及r=.412**(p<.01)。這樣的結果表示父母認為

學習越重要、孩子表現得越好、參與孩子學習程度越高、自認幫助孩子發

展的能力越高，老師也認為孩子的表現越好；孩子認為可以掌握學習的程

度越高、主動參與學習的意願越強、與周圍關係越安全穩定，老師也認為

孩子的表現越好。 
 
  之前文獻較少提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和類似本研究五育表現之間關係的報告，然而根據本節的結論五，父母教

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和期末成績皆存在顯著的的

關係，再加本節結論四，五育表現與期末成績之間存在的顯著相關，可具

以推斷本研究中，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皆和五育表現皆呈顯著正相關結果，是合理的。 
   
  綜上所述，對於台灣七年級的孩子，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

內在動機資源變項，和孩子成就間的相關情形，除了父母重視學習和自主

性、以及連繫性間的相關係數並未達到顯著之外，大抵符合我們的研究假

設一，即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以及孩子成

就，各變項間皆存在顯著相關。 

 80



第三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對孩子成就的預測情形 

 
  本節主要以逐步迴歸分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變項，對孩子成就的預測情形，據以考驗研究假設二。 
 
  研究者以期末成績、五育表現分別作為依變項，將四個父母教養信念與

方式變項、三個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作為自變項，分別執行逐步迴歸分

析。結果如下： 
 
一、 以期末成績作為依變項： 

  由表 5-3-1 可知，對期末成績最有解釋力的變項，分別為父母正向知覺、

孩子能力感、以及父母重視學習。三個變項共同解釋 21.5%的期末成績變異

量。以 F 檢定考驗整個迴歸模式，F 值為 41.127**(p<.01)達到顯著，表示由

這三個變項共同預測期末成績的迴歸方程式達到統計意義，並非隨機因素

造成。共線性檢測上，VIF 值為 1.092 遠小於 10，顯示預測變項間並沒有多

元共線性的問題。Durbin-Watson 的 D 檢定值為 1.915，在 2 上下，表示模

式本身並沒有違反迴歸分析之基本假設，無須再進行殘差檢定(陳正昌，程

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然而就上一節的相關分析來看，每一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以及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與期末成績存在顯著相關，為什麼只有父母正

向知覺、孩子能力感、以及父母重視學習是顯著的預測變項呢？從父母教

養信念與方式變項來看，父母正向知覺與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這

兩個變項的相關係數皆超過 .4，與父母重視學習的相關係數也都超過 .25，
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這兩個變項與期末成績的相關雖然達到顯

著，但都沒能超過.12，所以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對期末成績的解釋力，

可能已藉由父母正向知覺和父母重視學習表現出來。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

項的情況也是相似，雖然自主性和連繫性，與期末成績間分別存在顯著相

關，但由於能力感與自主性的相關係數達到 .346，與連繫性的相關更達

到.543，所以這兩個變項對期末成績的解釋力，已表現在孩子能力感這個預

測變項上。 

 

  在這三個對期末成績有效的預測變項中，父母正向知覺解釋變異量為

13.2%，是期末成績最主要的預測變項，孩子能力感次之，解釋變異量為

7.1%，父母重視學習再次之，解釋變異量為 1.2%。這三個預測變項與期末

成績的複相關係數(R)為.470 (F(3.436)=41.127,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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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5-3-1，父母正向知覺、孩子能力感、以及父母重視學習的標準

化迴歸係數分別為.260(p=.000)、.269(p=.000)、.123(p=.006)，所建立的迴歸

方程式為： 

   期末成績=.260父母正向知覺＋.269孩子能力感＋.123父母重視學習 
 
 
 

表 5-3-1 對期末成績的逐步迴歸分析 

變項 
 原始 

   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

係數 t 值 
F  

改變值 
R2  

改變量 共線性 
Durbin 
Watson 

常數 -4.386 .434 -10.114** 容忍度=.915   1.915 
 父母正向知覺 .513 .090 .260 5.724** 68.009** .132 VIF=1.092 
 孩子能力感 .646 .106 .269 6.120** 56.922** .203  
父母重視學習 .255 .091 .123 2.788** 41.127** .215  
 R=.470 R2=.221    調整後  R2=.215 

完全排除遺漏值之後的有效樣本數：440             **p<.01 
依變項：期末成績 
  
 
  三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當父母認為孩子在學校

的各方面表現很好，孩子自認對學習掌握程度很高，而且父母認為學習對

孩子很重要，可以預測孩子的期末成績也會不錯；反之如果父母不認為孩

子在學校表現得好，孩子自認為無法掌握學習，父母也不特別認為學習是

重要的，那麼孩子的期末成績可能也不會理想。 
 
 
 
二、 以五育表現作為依變項：   

  由表 5-3-2 可知，對五育表現最有解釋力的變項，分別為父母正向知覺、

孩子能力感、孩子自主性、以及父母重視學習。四個變項共同解釋 30.4%的

五育表現變異量。以 F 檢定考驗整個迴歸模式，F 值為 48.908**(p<.01)達到

顯著，表示由這四個變項共同預測五育表現的迴歸方程式達到統計意義，

並非隨機因素造成。共線性檢測上，VIF 值為 1.093 遠小於 10，顯示預測變

項間並沒有多元共線性的問題。Durbin-Watson 的 D 檢定值為 1.949，在 2
上下，表示模式本身並沒有違反迴歸分析之基本假設，無須再進行殘差檢

定(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 
 
  與期末成績的迴歸分析同樣的問題，既然每一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

項、以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皆與五育表現存在顯著相關，為什麼只

有父母正向知覺、孩子能力感、孩子自主性、以及父母重視學習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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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變項呢？從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來看，父母正向知覺與父母投

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間的相關皆超過.4，與父母重視學習間的相關係數也

都超過.25，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這兩個變項與五育表現的相關雖

然達到顯著，但卻未能超過 .18，所以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可能藉由父

母正向知覺和父母重視學習影響五育表現。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中，連

繫性被排除在迴歸方程式之外，可能是連繫性與能力感間的的相關係數達

到.543，而連繫性與五育表現的相關係數為.158，所以其對五育表現的影響

可能由能力感表達。 
 
  父母正向知覺、孩子能力感、孩子自主性、以及父母重視學習，四個對

五育表現有效的預測變項中，父母正向知覺解釋變異量為 19.3%，是五育表

現最主要的預測變項，孩子能力感次之，解釋變異量為 9.1%，孩子自主性

與父母重視學習再次之，解釋變異量同為為 1.0%。這四個預測變項與五育

表現的複相關係數(R)為.557 (F(4.435)=48.908, p=.000)。 
 
 

表 5-3-2 對五育表現的逐步迴歸分析 

變項 
原始 
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

係數 t 值 
F 

改變值 
R2

改變量 共線性 
Durbin 

Watson

常數 -5.202 .419 -12.411*  容忍度=.915 1.949 
 父母正向知覺 .627 .085 .317 7.401** 105.680** .193 VIF=1.093 

孩子能力感 .649 .105 .270 6.187** 88.216** .284  
孩子自主性 .209 .076 .117 2.742** 62.000** .294  
父母重視學習 .229 .086 .111 2.655** 48.908** .304  
 R=.557 R2=.310    調整後  R2=.304 

完全排除遺漏值之後的有效樣本數：440       *p<.05   **p<.01 
依變項：五育表現  
   
 
  根據表5-3-2，父母正向知覺、孩子能力感、孩子自主性、以及父母重

視學習的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為.317 (p=.000)、.270(p=.000)、.117(p=.006)、
以及.111(p=.008)，所建立的迴歸方程式為： 

五育表現=.317父母正向知覺＋.270孩子能力感＋.117孩子自主性+.111父母重視學習 
   
  四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當父母認為孩子在學校

的各方面表現很好，孩子自認對學習掌握程度、以主動參與學習的意願都

很高，而且父母認為學習對孩子很重要，可以預測到老師也會認為這個孩

子在學校各方面的表現不錯；反之如果父母不認為孩子在學校表現得好，

孩子自認為無法掌握學習，對主動參與學習的意願不高，父母也不特別認

為學習是重要的，那麼老師所評定孩子的五育表現也可能不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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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不論依變項是期末成績或五育表現， 父母正向知

覺、孩子能力感、以及父母重視學習都是最有效的預測變項，孩子自主性

則是只對五育表現有預測作用。可見這幾個變項對七年級孩子的成就，其

重要程度大於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能、孩子連繫性，為什麼會這樣呢？

研究者以為七年級的孩子，發展上剛剛進入青春期階段，生活不再如小學

般完全以父母為重心，心理上雖然也還依賴父母，但也想嘗試獨立(蘇建文，

1991)，在這種階段，比較介入的關愛方式，例如父母投入或父母自我效能，

相較於父母親對孩子學習的正向觀感、父母本身認為學習對孩子的重要性

這種由態度所表達的關愛方式，後者也許更能為孩子所接受，因此父母正

向知覺和父母重視學習，對孩子成就的預測力較高。連繫性之所以對孩子

成就不具預測力可能是因為，孩子與他人建立連結而產生安全感的連繫

性，相對於學習理由的自主性、以及認為自己能夠掌握學習活動的能力感，

前者與學習活動就不如後兩者直接，就如同Osterman(2003)所指出，許多孩

子連繫性的相關研究是以學業參與(academic engagement)，而非以學習表

現，作為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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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 
 
  本節主要以結構方程模式來考驗本研究所假設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影響孩子成就模式」是否成立，據以考驗回答研究假設三。 
 
  本研究以 440 名七年級孩子、父母及 15 位老師為觀察樣本，進行「父

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的建構與評估。統計工具為 LISREL 
8.72 版套裝軟體，使用 SIMPLIS 程式撰寫語法檔，以最大概似法(maximi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行參數估計。語法檔請參閱附錄九。 
 
 
一、 初始理論模式的建立 

  根據文獻探討第二章第一節的結果，本研究提出如圖 3-1-1 的因果路

徑，以「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作為潛在自變項(ξ1)，「孩子內在動機資

源」，分別作為潛在中介變項(η1)，「孩子成就」作為潛在依變項(η2)。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的測量變項為父母重視學習(X1)、父母正向知覺

(X2)、父母投入(X3)、以及父母自我效能(X4)，「孩子內在動機資源」的測

量變項為孩子能力感(Y1)、孩子自主性(Y2)、以及孩子連繫性(Y3)，「孩子

成就」的測量變項為五育表現(Y4)、以及期末成績(Y5)。 
 
 
 
二、 理論模式之適配度考驗 

  表 5-4-1 是 440 個樣本，各個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數、平均數、標準差。

以相關係數矩陣、標準差進行參數估計，結果如圖 5-4-1。 
 
  圖 5-4-1 中，各觀察變項的測量誤差誤有偏高現象，但每一個路徑係數

的標準化估計值皆小於 1，並未有不合理的的估計參數出現，表示變項間並

未發生多元共線性的現象，此與本章第五節迴歸分析的結果相呼應。每一

個標準化的路徑係數，其 t 檢定值皆達到顯著，這樣的結果大體上與文獻探

討的結果一致，並顯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符合本

研究之假設。 
 
  但是整體模式的卡方值達到顯著(χ2=90.38, df=24, P=0.000)，均方根近

似誤(RMSEA=0.079)尚未達到完全適配，顯示初始之理論模式尚無法與實際

的資料相配合，必須進一步作模式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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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的修正是基於理論與 LISREL 軟體所提供的 MI 指標，並以「一次

放寬一個具有較大修正指標的參數」，再重新估計模式(余民寧，2006)為原

則。首先，根據 MI 指標，估計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之測量誤差變異誤

間的相關可降低 39.36 的卡方值，理論方面，由於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

皆屬於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進行估計測量誤差變異誤間的相關仍屬

合理。這樣的修正使得整體模式的卡方值降到 49.15，但仍達到顯著  
(χ2=49.15, df=23, P=0.000)，均方根近似誤為RMSEA=0.051，尚未達到完全

適配。 
 

表 5-4-1 各觀察變項的相關係數、平均數、標準差 
 

 
  

X1 
父母重視

學習 

X2 
父母正向

知覺 

X3 
父母 
投入 

X4 
父母自我

效能 

Y1 
孩子 

能力感 

Y2 
孩子 

自主性 

Y3 
孩子 

連繫性 

Y4 
五育 
表現 

Y5 
期末 
成績 

ξ1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父母重視學習 1.000    
  父母正向知覺 .281 1.000   
  父母投入 .253 .414 1.000   
  父母自我效能 .277 .494 .522 1.000   
η1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孩子能力感 .148 .268 .159 .078 1.000   
 孩子自主性 .051 .169 .113 .090 .346 1.000   
 孩子連繫性 .054 .191 .083 .107 .543 .291 1.000  
η2 孩子成就：  
 五育表現 .246 .441 .168 .175 .412 .270 .253 1.000 
 期末成績 .236 .367 .113 .117 .357 .214 .158 .758 1.000

 平均數 3.9673 3.2067 3.2966 3.5988 2.6777 2.6220 2.8315 .0000 .0000
 標準差 .48309 .50573 .59948 .52962 .41638 .55925 .39926 .99886 .99886

完全排除遺漏值之後的有效樣本數：440 
*p<.05；**p<.01(單尾檢定) 
 
 
    再根據MI指標，估計父母重視學習與父母正向知覺之測量誤差變異誤

的相關可降低 21.58 的卡方值，理論方面，由於父母重視學習與父母正向知

覺皆屬於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進行估計測量誤差變異誤間的相關仍

屬合理。這樣的修正使得整體模式的卡方值降到 28.17，不達顯著(χ2=28.17, 
df=22, P=0.1701)，均方根近似誤為RMSEA=0.025，已達到完全適配。然而

這樣的修正使得父母正向知覺的測量變異誤估計成為負值(δ2=-0.21)，但是

其t值並未達到顯著，表示這個負值應是個趨近於０的值。根據李敦仁與余

民寧(2005)，可將不合理之測量誤差變異誤設定為趨近於０之定值，因此研

究者再將父母正向知覺的測量變異誤設定為.01，最後整體模式的卡方值為

30.10(χ2=30.10, df=23, P=0.14669)，均方根近似誤(RMSEA= 0.027)，達到

完全適配。正式模式請參閱圖 5-4-2。正式模式之標準化參數估計及顯著性

考驗，請參閱表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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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90.38, df=24, P-value=0.000, RMSEA=0.079 
 

圖 5-4-1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初始理論模式 

 
 
 

三、 正式模式之評估 

依 Bagozzi 與 Yi(1988, 引自李敦仁與余民寧，2005)建議，本研究從基

本適配度、整體適配度、以及內在結構適配度三方面，對正式模式進行評

鑑。 
 

(一) 基本適配度 

  根據余民寧(2006)重要的模式基本適配度指標有下列幾項。 
 

1. 誤差變異誤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2. 參數間相關的絕對值不能太接近於 1。 
3. 因素負荷量介於.50-.95 之間為理想值。 

 

 

 87



                     .26         .82         .61 
                       
 
 

 
 
                         
.67                       .86     .43    .62 

                        .90 
                   .58                       .10 
.04                      
                   .98      .31           .39     .95 
                                                         .64    
                                  .35 
.82               .43                            .80     
                                 .36 

                .50                                         
                         
.75 

父母教養

重視
學習  

正向
知覺 

父母
投入 

父母自
我效能  

連
繫
性 

自
主
性 

能
力
感 

孩子動機 

孩子成就

期末
成績 

五育
表現 

.31 

-.29 

                        
Chi-square=30.10, df=23, P-value=0.14669, RMSEA=0.027 

 
圖 5-4-2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正式模式 

 
 
  由圖 5-4-2 與表 5-4-2 可知，正式模式中並不存在負的誤差變異誤。除

五育表現的測量誤差變異誤 (ε 4) p<.05 之外，每一個誤差變異誤皆達到

p<.01 的顯著水準。正式模式只估計Θδ1δ2=-.29 與Θδ3δ4=.31，兩者皆小於

1 很多。就因素負荷量而言，有三個值沒有符合標準，分別為λX
31=.43、λ

Y
21=.43 與λX

21=.98，其餘的值皆介於.50-.95 之間。所以除了λX
31、λY

21與

λX
21的因素負荷量未達理想外，正式模式的基本適配度屬於可接受範圍。 

 
 
(二) 整體適配度 

  根據余民寧(2006)建議各項整體適配度指標的判斷標準，將初始理論模

式與正式模式的各樣指標列於表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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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適配度指標是指結構方程式模型與觀察樣本之間的適配程度(余民

寧，2006)，由表 5-4-3 可知，正式模式之卡方考驗不達顯著，顯示觀察資

料與本研究假設之理論模式間完全適配；GFI, AGFI，RMR, SRMR 與

RMSEA，每一個指標都符合良好適配的標準，顯示模式接近適配的機率極

高。 
 
 

  表 5-4-2 正式模式之估計值、顯著性考驗、及標準化參數估計 
 

參數 
估計
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
估計值 參數 估計值

標準
誤 t 值 

標準
化估
計值

λX
11 .28 .035 8.08** .58 δ1 .16 .018 8.51** .67 

λX
21 .50 .017 28.47** .98 δ2 .01 ------ ------ .04 

λX
31 .26 .027 9.47** .43 δ3 .29 .02 14.90** .82 

λX
41 .27 .024 11.29** .50 δ4 .21 .014 14.86** .75 

λY
11 .36 ------ ------ .86 ε1 .045 .012 3.74** .26 

λY
21 .24 .033 7.25** .43 ε2 .26 .019 13.83** .82 

λY
31 .25 .027 9.19** .62 ε3 .097 .0088 11.03** .61 

λY
42 .95 ------ ------ .95 ε4 .10 .051 1.98* .10 

λY
52 .80 .054 14.81** .80 ε5 .36 .043 8.32** .36 

γ11 .31 .052 6.01** .31 ζ1 .90 .12 7.55** .90 
β21 .39 .059 6.59** .39 ζ2 .64 .073 8.79** .64 
γ21 .35 .046 7.55** .35 Θδ1δ2 -.07 .014 -4.92** -.29 

     Θδ3δ4 0.098 .013 7.68** .31 
未列出標準誤及 t 值者為參照指標或已事先設定誤差變異之變項     
 *p<.05，**p<.01 

 
 
  比較適配度指標是用來探索根據理論建構所提出之模式適配度，相較於

虛無假設所指稱之模式適配度而言，有多好之意(余民寧，2006)，由表 5-4-3
也可知，正式模式的每一個比較適配度指標皆大於 0.9，表示良好適配。 
 
  精簡適配度指標是指，在達到預期的適配程度下，模式所需進行估計的

最少參數個數，模式必須愈精簡愈好(余民寧，2006)。正式模式的理論模式

AIC(model AIC)值為 74.10，小於飽和模式 AIC(saturated AIC)值 318.90 與獨

立模式 AIC (independence AIC)值 1445.23；同時適當樣本數(critical N, CN)
也大於 200，表示正式模式符合精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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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在結構適配度 

  依 Bollen(1989b，引自黃方銘，2002)主張內在結構適配度應包括測量

模式及結構模式兩方面。 
 
 
      表 5-4-3 初始理論模式與正式模式之整體適配度指標 
 
 指標  初始理論模式  正式模式  判斷規則  
df      24    23 
 卡方考驗    
χ2      90.38       30.10 愈小愈好  
χ2/ df      3.7658 1.3087 介於 1-3 之間  
P value      0.000   0.14669 不達顯著表示適配  
     整體適配度指標    
GFI       0.96   0.98 >0.9 表示良好適配  
AGFI       0.92   0.97 >0.9 表示良好適配  
RMR       0.027 0.013 <.05 表示良好適配  
SRMR   0.058   0.031 <.05 表示良好適配  
RMSEA       0.079    0.027 <.05 表示良好適配  
       比較適配度指標     
NFI       0.94    0.98 >0.9 表示良好適配  
NNFI       0.93    0.99 >0.9 表示良好適配  
CFI      0.95    0.99 >0.9 表示良好適配  
IFI       0.95    0.99 >0.9 表示良好適配  
RFI      0.91    0.97 >0.9 表示良好適配  
     精簡適配度指標    
PGFI       0.51    0.50 愈高愈好表精簡適配 
PNFI      0.63          0.63 愈高愈好表精簡適配 
Independence AIC     1445.23    1445.23 
Model AIC      132.38    74.10 
Saturated AIC      318.90   318.90 

理論模式的  AIC 須  
小於飽和模式與獨

立模式的 AIC 
CN      231.32    606.01 CN>200 

 
 
(1) 測量模式 
  測量模式適配度方面，根據 余民寧(2006)重要的測量模式適配度指標

有下列幾項。 

1. 測量模式中的因素負荷量λX或λY及測量誤差變異誤δ或ε，需達 
  顯著。 
2. 測量變項的信度(即個別測量變項之R2值)，需大於.5。 
3.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ρc，composite reliability)必須大於.6。 
4. 平均變異抽取量(ρv，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必須大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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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6-2 可知，所有估計的因素負荷量，皆達顯著水準， t 值介於

t=7.25(p<.01)-14.81 (p<.01)；所有估計的測量誤差變異誤，皆達顯著水準，

t 值介於 t=1.98(p<.05)-14.90(p<.01)，符合第 1 項規定。 
 
  由表 5-4-4 可知，九個測量變項之中，四個測量變項的信度大於.05，分

別為父母正向知覺(X2)、孩子能力感(Y1)、五育表現(Y4)、以及期末成績

(Y5)。但有五個測量變項，包括父母重視學習(X1)、父母投入(X3)、父母自

我效能(X4)、孩子自主性(Y2)、以及孩子連繫性(Y3)，其信度小於.5，表示

這五個測量變項的測量誤差不小。三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介於.6834-.7311
之間，皆大於.6 的標準。平均變異抽取量則介於.43-.77 之間，即父母教養

信念與方式(ρv(ξ1)=.43)和孩子內在動機資源(ρv(ξ2)=.4367)，這兩個潛在變

項的平均變異抽取量未達到.5 的標準。 
 

(2) 結構模式 
  結構模式的適配度方面，Hair、Anderson、Tatham與Black(1998，引自

李敦仁與余民寧，2005)等人認為應從結構參數(γ,β)的顯著性考驗、潛在

變項的信度(即潛在變項的R2值)、以及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三方面來評

量。重要的結構模式適配度指標有下列幾項。 

1. 結構參數γ, β需達顯著。 
2. 潛在變項的信度(即潛在變項的R2值)，需大於.5。 
3. 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數應低於.9。 

  由表 5-4-2 可知，γ11、γ21、β21，t值介於 6.01-7.55 之間，皆達到.01
的顯著水準。潛在變項的信度(即R2值)卻偏低，除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為

限定值，孩子內在動機資源(η1)的信度為.1(由 1 減去殘差估計值.9 得出，

即 1-.9=.1)，孩子成就(η2)的信度為.36(1-.64=.36)，皆未為達到.5 之標準。

關於潛在變項的相關係數方面，由表 5-4-5 可知，潛在變項的相關係數介

於.31 至.5 之間，符合第 3 項，潛在變項的相關係數應低於.9 之標準。 
 
  由上可知，正式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的內在品

質方面，有五個測量變項，分別為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

能、孩子自主性、以及孩子連繫性的信度低於.50；「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與「孩子內在動機資源」兩個潛在變項平均變異抽取量不到.50 的標準；「孩

子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成就」，兩個潛在變項的信度也不到 .50 的標準，

即兩個潛在變項的殘差偏高。然而根據黃方銘(2002)，個別觀察變項的信度

大於.50 是嚴格的標準，依 Bollen(1989b, 引自黃方銘，2002)的意見，雖未

明確提出任何判斷標準，但其意指只要 t 值達到顯著的信度值就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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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 正式模式之個別指標信度、潛在變項組合信度與平均變異抽取量 
 
變項  個別指標信度  潛在變項組合信度  平均變異抽取量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ξ1) ------ .7311 .43 
  父母重視學習(X1) .33 ----- ----- 

父母正向知覺(X2) .96 ----- ----- 
  父母投入(X3) .18 ----- ----- 
  父母自我效能(X4) .25 ----- -----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η1) ----- .6834 .4367 
  孩子能力感  .74 ----- ----- 
  孩子自主性  .18 ----- ----- 
  孩子連繫性  .39 ----- ----- 
孩子成就(η2) ----- .8694 .77 
  五育表現  .90 ----- ----- 
  期末成績  .64 ----- ----- 

 
 

表 5-4-5 正式模式潛在變項間的交互相關係數 
 

變項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孩子成就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1.00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50 1.00  
孩子成就  .31 .47 1.00 

 
  
  綜合所述，正式模式中，有五個測量變項的信度(即R2值)、兩個潛在變

項的信度(即R2值)、以及平均變異抽取量未達.50 的標準，造成這種現象的

可能原因，請參閱下列「正式模式的解釋」的討論；但模式中所有的因素

負荷量、測量誤差變異誤、結構參數皆達到顯著，潛在變項之組合信度符

合高於.60 的標準，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也都小於.90，因此正式模式之內

在結構適配度仍屬於可接受之合理範圍。 
 
 
 
四、 模式中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 

  除了整體模式適配度的考驗與模式內在品質的評鑑外，尚須比較各潛在

變項之間的效果，才能瞭解變項間的線性結構關係。潛在變項間的效果包

括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全體效果三方面。 
 
  由圖 5-4-2 可知，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對孩子成就的直接效果為.35 (即
等於γ21)，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透過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的間接

效果為 .1209(γ 11*β 21)，所以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對孩子成就的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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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709(=.35+.1209)，表示正向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除了直接影響孩子

成就外，也會經由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影響。 
 
 
 
五、 正式模式的解釋 

  自我決定論指出，支持性的後天環境得以激發或維持孩子學習的內在動

機或提高外在動機的自主性，使孩子產生好的學習表現。奠基於自我決定

論，本研究假設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的理論模式，其中我們

關心的後天環境是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也就是假設父母重視學習、父

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這四種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得以構築成支持性的後天環境，使孩子產生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

進而增進孩子成就。 
   
  這個基於理論假設的初始模式，經由修正指標，在不影響理論完整性之

下，將觀察變項的誤差變異誤設為相關，也就是開放估計父母重視學習和

父母正向知覺、以及父母投入和父母自我效能，兩對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之

後，使得「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其理論模式與觀察資

料間呈現良好適配。正式模式的成立表示，父母對孩子學習的正向觀感、

父母本身認為學習對孩子的重要性、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的頻率、以及

父母認為自己擁有幫助孩子發展的自我效能這四項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能構築成父母對孩子支持性後天環境，除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外，還能使

孩子產生掌握學習活動的能力感、主動參與學習的自主性、以及與環境建

立安全連結的連繫性，進而幫助孩子在學校的表現。 
 
  在四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潛在變項上，父母重視學習和父母正向知覺

這兩個測量變項的因素負荷量較高，顯示這兩個變項的重要性高於父母投

入與父母自我效能，這樣的結果也呼應第三節迴歸分析中，父母重視學習

和父母正向知覺是孩子成就的有效預測變項這樣的結果。就孩子內在動機

資源潛在變項上，孩子能力感的因素負荷量是三個測量變項中最高者，顯

示孩子能力感相對上較為重要，就如同其在迴歸分析中，是孩子成就有效

的預測變項。 
 
  雖然理論模式與觀察資料間呈現良好適配，潛在變項間的效果也都符合

本研究提出之假設。但是有兩個部分必須注意，分別是：(一)部分測量變項

(包括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能、孩子自主性、以及孩子連

繫性) 的信度(即R2值)未達.50 的標準；(二) 潛在變項(包括孩子內在動機資

源、以及孩子成就)的殘差偏高。這兩種情形，分別討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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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分測量變項的信度未達.50 的標準 

  由表 4-6-4 可知，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能、孩子自主

性、以及孩子連繫性，這幾個測量變項信度較低，這可能由下列因素造成。 
 
(1) 潛在變項「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所涵蓋的範圍 

  本研究根據文獻挑選出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以及

父母自我效能作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的測量變項，但是這些測量變

項的信度不高，例如父母重視學習之R2＝.33、父母投入R2＝.18、以及父母

自我效能R2＝.25。這樣的情形表示，對於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這幾個測

量變項的解釋力有限，應該還有其他未屬於研究範圍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

式相關因素存在。從Eccles與Harold (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

因素模式」(請參閱如表 2-1-1)，其實可以發現除了本研究討論到的測量變

項外，父母本身的社會化目標、知識與方法等也都會影響到孩子成就。也

就是說，本研究所選擇的測量變項也許未能涵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這個潛在變項的全貌。 
   
  在正式模式裡，父母重視學習與父母正向知覺間測量誤差變異誤間存在

相關(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間亦同)，顯示這兩個變項間除了本研究所抽

出的潛在變項之外，還存在研究範圍之外的系統性關連，也可以呼應上述

的推論。 
 

(2) 潛在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所涵蓋的範圍 

  本研究根據自我決定論選擇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作為「孩子內在動

機資源」。但是測量變項的信度不高，例如自主性的信度R2＝.18 與連繫性

的信度R2＝.39。這樣的情形表示，對於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這三個變項

的解釋力有限，應該還有其他的動機因素存在。這些其他因素，也許是

Maslow需求層次論中所提出的生理、自尊、或自我實現需求等，或是影響

動機的其他因素，例如孩子本身特質、文化等。也就是說，本研究所選擇

的測量變項也許未能涵蓋「孩子內在動機資源」，這個潛在變項的全貌。 
 
  在正式模式中，自主性的信度R2＝.18 偏低，但類似研究卻也是呈現差

不多的數據，例如Grolnick, Ryan與Deci(1991)的模式中，以小學三到六年級

456 位學生為樣本，得出自主性的信度為R2＝.0049；在D’Ailly(2003) 以 806
位台灣地區四到六年級學生及 50 位老師，建立其「孩子學習動機與成就模

式」中，其自主性的信度值為R2=.14；這兩個研究的自主性皆由SRQ-A測量

(Ryan & Connel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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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潛在變項的殘差偏高 

  由表 4-6-2 可知，潛在變項孩子內在動機資源的殘差達.9，造成其信度

值為.1(由 1 減去殘差得出，即 1-.9=.1)，孩子成就的殘差達.64，造成其信度

為.36(1-.64=.36)偏低。就「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而言，由於上述測量變項涵

蓋範圍的問題，使得潛在變項的解釋力也跟著變低。就孩子成就方面，由

於本研究只著重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和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

的影響，事實上影響孩子成就的因素很多，例如孩子的智商、先前的學業

成就等等皆是，因此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以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這兩個

潛在變項聯合起來解釋孩子成就，使「孩子成就」的信度只有.36。 
   
  雖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有上述部分測量變項信

度偏低、潛在變項殘差偏高的問題，但模式中所有的因素負荷量、測量誤

差變異誤、結構參數等皆達到顯著，整體模式也與觀察資料呈現良好適配，

因此我們仍可以宣稱由本研究所提出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

就模式」的有效性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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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square=90.38, df=24, P-value=0.000, RMSEA=0.079 
	Chi-square=30.10, df=23, P-value=0.14669, RMSEA=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