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基於第四章之研究結果，本章將綜合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全章共分為

兩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結論；第二節研究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論 
   
  研究結論分為四部分，依照「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

問卷」、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以

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之次序，分別提出結論。 
 
 
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 

  本研究所編製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經

過預試與正式施測兩個步驟。就信度方面，兩次施測裡，每個量表皆具有

良好內部一致性信度。就效度方面，兩次施測呈現一致的因素結構，除了

部分與音樂能力相關的題目外，每個題目具有合理的因素負荷量，每個因

素也都有不錯的因素解釋量。 

 

  本研究將「老師評比問卷」的題目設計為與「正向知覺量表」、以及「學

習重要性量表」完全相同，並得到五育表現(由老師評比問卷測量)與父母重

視學習(由學習重要性量表測量)、以及父母正向知覺(由正向知覺量表測量)
兩個變項間存在中等程度關連。同時我們也蒐集學生的期末成績作為客觀

的外在效標，並得到五育表現與期末成績間高度相關的結果。這些都可作

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效標關聯效度的證據。 
 
  基於兩次施測所得良好的內部一致性、相同的因素結構、合理的因素解

釋量、以及部分效標關聯效度的證據，可以說截至目前，「父母教養信念與

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累積了良好的信、效度。 
 
 
 
二、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 

  本研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的成立，可以得出下

列研究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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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對孩子成就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 

  對於本研究中七年級孩子與父母，由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

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所抽取出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構築成支持

性的後天環境，使得「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對「孩子成就」產生正向且

直接的影響。這樣的結果符合 Eccles 與 Harold(1993) 的「父母參與和孩子

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所指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與「孩子成就」間

的因果關係(請參閱圖 2-1-1)；也呼應 Grolnick 與 Slowiaczek(1994)以迴歸分

析所得出，母親行為直接且顯著影響期末成績的結果。 
 
 
(二) 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 

  對於本研究中七年級孩子與父母，由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所抽取出

的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也呼

應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

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中，三個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對學業

成就的路徑係數皆為正向且顯著的結果。但必須注意的是 Grolnick 等人

(1991)對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定義為控制感、能力感、以及自主性，並且以

測量變項的方式處理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因此三個變項各有其路徑係數

(請參閱圖 2-1-2)，這與本研究所定義之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以及以潛在

變項處理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的方式，略有不同。 
 
 
(三)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會經由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影響孩子成就。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除了對孩子成就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之外，也會透

過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正向且間接的影響。這樣兼具直接與

間接兩種影響途徑，與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提出之「孩子知覺的父

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以及

Grolnick 與 Slowiaczek(1994)模式中，提出的路徑類似。 
 
  但直接影響的路徑係數上，Grolnick 等人(1991)得出之直接影響(母親投

入對孩子成就)，其路徑係數為負值。本研究與 Grolnick 與 Slowiaczek(1994)
的直接影響路徑係數則皆為正值。為什麼會有這種正值與負值的差異呢？

可能是研究對象及測量方式的影響。 Grolnick 等人(1991)是以三到六年級

的孩子作為研究對象，而且以孩子知覺測得父母變項(父母的自主性支持、

以及投入)。Grolnick 等人(1991)指出，負向的母親投入對孩子成就之路徑係

數，可能因為小學生認為母親關心這麼多是因為自己的學業表現不理想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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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lnick 與 Slowiaczek(1994)以六到八年級的孩子為主，而且是以孩子、

以及老師的知覺同時測量父母投入，並得到父母投入對孩子成就正向的路

徑，顯示國中階段的孩子可能將父母投入視為父母關心自己，其解讀方式

與小學孩子的方式不同。本研究直接以父母來測量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就研究對象及測量方式來說，與 Grolnick 與 Slowiaczek(1994)的研究較為相

近，研究結果可能也因而類似。本研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

就模式」的成立，對自我決定論所提出的因果關係，提供了另一個不同切

入點的支持。 
 
 
 
三、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 

  本研究根據文獻挑選出父母重視學習、正向知覺、投入、以及自我效能

四個變項作為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的測量變項。依據第五章相關的研究結

果，可以得出下列研究結論。 
 
(一) 父母重視學習、正向知覺、投入、以及自我效能四個測量變項，無法

完全涵蓋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這個潛在構念。 

  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的四個測量變項，其測量誤差皆不低 (請參閱圖

5-4-2)，同時模式中父母重視學習與父母正向知覺兩者的測量誤差間存在顯

著相關，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間亦然。這兩種現象顯示父母教養方式

與信念這個潛在構念，除了本研究選擇之四個變項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

存在，例如從 Eccles 與 Harold (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

模式」裡可知(請參閱如表 2-1-1)，父母信念與父母運作方格中，除了本研

究挑選四個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變項外，還有林林總總的其他各種變項。

但是這些其他相關於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的測量變項，並未包含在本研究

之研究範圍內，必須留待後續研究再做進一步驗證。 
 
 
(二) 父母正向知覺、父母重視學習很重要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 

  不論經由「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的成立或逐步迴歸

分析的結果，都可以發現父母正向知覺、以及父母重視學習對孩子成就，

是相對重要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這兩個變項中，又以父母正向知

覺為最重要，這樣的發現呼應畢馬龍效應，也和 Aunola, Nurmi, Lerkkanen
與 Rasku-Puttonen(2003) 所提父母正向知覺影響孩子數學表現、以及

Stevenson, Chen 與 Uttal(1990)所提母親正向知覺與孩子的學習表現相關的

研究發現相符合。父母對孩子表現的正向看法，伴隨而來正向的姿勢與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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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變化，在不知不覺中傳達給孩子，再經由也許是孩子的預言自驗或建

立可能我的機制，促使孩子擁有正向的自我概念，因而正面影響孩子的學

習及成就。 
 
  父母重視學習是次重要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符合 Eccles, Adler
與 Kaczala(1982)所提出的期望價值模式，父母認為學習很重要的價值觀也

許藉由期望或對孩子價值觀形成的潛移默化，進而影響孩子成就。 
 
  相對於父母正向知覺、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投入和父母自我效能的重要

性就弱了一些，研究者以為這可能是七年級孩子作為研究對象所致，因為

發展上剛剛進入青春期階段的孩子，生活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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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態度所表達的關愛方式(例如父母親對孩子學習的正向觀感、父母

本身認為學習對孩子很重要)，也許相對較介入式的關愛方式(例如父母直接

幫助孩子的課業或其他投入活動、父母具備幫助孩子發展的自我效能)，更

能為孩子所接受。 
 
 
 
四、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本研究根據自我決定論，以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三個變項作為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的測量變項。依據第四章相關的研究結果，可以得出下

列研究結論。 
 
(一)  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三個變項，無法完全涵蓋孩子內在動 
   機資源這個潛在構念。 

  自主性與連繫性兩個測量變項的解釋力不高(請參閱表 5-4-2)，這個現

象顯示孩子內在動機資源這個潛在構念，除了本研究選擇之三個變項外，

還有其他因素存在，這些因素也許是 Maslow 需求層次論中所提出的自尊需

求或自我實現需求等，或是影響動機的其他因素，例如孩子本身特質、文

化等。然而限於研究資源，這些可能之其他因素並不在研究範圍之內，因

此必須留待後續研究再做進一步驗證。 
 

(二)  能力感是預測孩子成就最重要的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不論經由「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的成立或逐步迴歸

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能力感相對上是最重要的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

這個結果與陳彥甫(2001)對七年級學生所作孩子能力感、孩子的學習行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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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研究之發現相符，也與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以及 Wong, 
Weist 與 Cusick(2002)的發現相符，Grolnick 等人指出由於能力感直接與孩

子對學習活動的感覺相關，而自主性所表示的是參與學習的理由、連繫性

表示和周圍環境建立安全的關係，這兩個變項與孩子成就間的關係就不如

能力感般，這樣接近。 
  
  本研究發現自主性對孩子成就的重要性不如能力感，這個結果與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的結果相符，Grolnick 等人指出，自主性所表

示的是參與學習的理由，而孩子也可能因為任何理由而投入學習活動，外

在動機也可能會產生不錯的表現，這可能是自主性的重要性不若能力感的

原因之ㄧ。但是文化及環境的因素也可能是原因之ㄧ，D’Ailly(2003)研究台

北市小學生，發現四個動機的調節形式中，只有認定自我調節是學業成績

有效的預測變項，所以台北市的小學生是因為學習是一件重要的事，而非

學習本身是有趣的原因；D’Ailly(2003)並且也發現自主性與學業成就負向關

聯的結果，也就是認為學習有趣而參與學習的孩子，學業成績反而較低。

台灣的升學壓力沉重，對大部份的孩子來說，如果完全依照興趣、好玩的

理由來學習，可能無法在學業成績上得到好的表現。這些原因可能都使得

自主性對孩子成就不如能力感來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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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結論，本研究分別對父母、老師、以及未來研究做出研究

建議，分述如下。 
 
一、 對父母的建議－ 

告訴孩子學習的重要性，並且表達對孩子學習的正向觀感 

  每個父母都希望孩子能喜愛學習，在學校能有好表現，但是面對正在中

學階段的孩子，課業上的難度增加，身心發展也走入青春期的轉變，人格

發展上面對自我認同的挑戰，父母可能覺得孩子和以前不同，不再像以前

那麼乖巧聽話，不再像以前一樣的依賴自己，是不是父母的影響力不再重

要？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父母對孩子的學習表現仍然很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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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孩子產生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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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該做些什麼對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幫助最大呢？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雖

然參與孩子學習活動的頻率和父母具有幫助孩子發展的自我效能對孩子的

表現很重要，但父母本身重視學習的價值觀和對孩子表現正向欣賞的態度

對孩子的表現最具影響力。 
 
  所以只要父母本身認定學習的重要性，父母的價值觀就會傳遞給孩子，

父母若能欣賞並看好孩子，父母的信心就會經由態度、語言、舉止傳遞給

孩子，如同畢馬龍效應，被欣賞的孩子也會建立自信，也就是認為自己具

有做好學習的能力感，進而提升自己的表現。因此父母要做的可能不是花

許多時間教導或監督孩子作功課、替孩子安排許多補充實力的課後補習、

各種才藝訓練、或是對孩子不時的耳提面命，而是秉持著重視學習的態度，

正向樂觀地看待孩子的表現，不用做很多事情，而是在態度上潛移默化中

學階段的孩子，孩子就會表現得好。 
 
  對於父母本身認定學習的重要性與對孩子學習的正向觀感，研究者以為

前者對大部分台灣的父母應該沒有問題，因為承襲儒家傳統思想的父母們

大抵認為學習很重要，華人父母對孩子學業成就普遍抱持著較高期望

(Huang & Leung, 2004)。但建立對孩子學習的正向觀感可能是大部分台灣父

母需要努力的，由本研究對父母正向知覺的分佈現況分析發現，參與研究

的父母們似乎認為孩子的表現尚未盡如人意，而參與研究的七年級孩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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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習的自信程度也並不是太高，孩子能力感只在中等水準。如果父母

常常認為孩子的表現沒有令人滿意，孩子也不容易建立對自己的自信及對

學習活動的掌控感，對其在校表現就不會有加分的作用。盡力調整自己養

成對孩子表現正向樂觀的態度是本研究對父母們衷心的建議。 
 
 
 
二、 對老師的建議－ 幫助父母建立孩子的正向知覺 

本研究發現父母對孩子在學校的表現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因此身為

老師就可以藉助父母做為幫助孩子學習的資源，利用親師交流的活動，例

如聯絡簿、親師懇談會、成績單等，邀請家長參與孩子的學習。雖然參與

研究的父母們普遍認為自己具備幫助孩子學習的能力，然而老師可以做的

是幫助父母建立對孩子表現的正向知覺，也就是幫助父母欣賞孩子的表

現，因為父母對孩子正向的看法會讓孩子建立正向的自我概念。 
 
目前社會普遍的價值仍是升學掛帥，每當全國性的大考過後，各個學

校總忙著播放某某同錄取某某國立大學或本校某某同學基測得到滿分 300
之類的跑馬燈或紅布條，但是能名列前矛的孩子畢竟是少數，父母可能容

易受社會普遍價值的影響，容易以特定的標準來看待孩子，老師與孩子每

天一起學習，也許能幫助父母發現或確認孩子的強項智能，或是幫助父母

對孩子建立合理的期望，進而作為父母欣賞孩子在學校表現的基礎。就這

方面來說，學校或老師多舉辦相關的親職教養課程或父母成長團體，例如

有關多元智能或親職知識的宣導，也是可行的方式。 
 
 
 
三、 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涵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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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孩子成就變項，變項很多，每個變項都可以是一個研就主題。然

而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驗證「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

架構的成立，架構成立除了驗證自我決定論的理論邏輯之外，也代表整個

資料結構的合理性，後續可以再個別做深入的探討，列舉如下： 
 

(一) 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組成因素的探討 

由因素分析可知，父母重視學習由課業重要性、以及體育音樂重要性兩

個因素組成；父母正向知覺由課業表現正向知覺、體育表現正向知覺、以

及音樂表現正向知覺三個因素組成。父母對特定因素的重視程度與正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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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例如父母對體育表現的重視程度)，與特定學科成績(體育學科成績或老

師評定之體育表現、其他學科成績等)之間的關係等，可以再探討，研究者

曾想在本研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模式中納入因素，

但這樣的改變可能由於原本樣本數不足，無法建立模式，因此做類似探討

時，建議也許可以先行排除孩子內在動機資源的部份，或先蒐集足夠的樣

本數後，再進行嘗試。 

 

 

(二) 孩子所知覺到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正確地被孩子知覺之後，父母對學習的價值觀、

對孩子表現正向看法、或參與孩子學習的好意，才能無誤地被孩子接收，

進而影響孩子成就，本研究是直接以父母的知覺做研究，如果能再核對孩

子的知覺，探討其間一致程度與孩子成就的關連，也許可以使研究更完整。 
 
 

(三) 中學階段孩子自主性的研究 

  根據 D’Ailly(2003)對台北市小學生研究，發現四個動機的調節形式中，

只有認定自我調節是學業成績有效的預測變項，看來台北市的小學生學習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習重要，而非學習有趣。本研究的七年級孩子，其自

主性的現況也可以看出這樣的現象，不同地區不同文化背景的孩子，自主

性對學習活動的影響可能不同，也許可以再做深入的探討。 
 
 
(四) 中學階段孩子連繫性的研究 

  本研究的七年級孩子，連繫性的總分是三個內在動機資源測量變項中最

高者，其中孩子與父母、與老師、與同儕間相處感覺大抵不錯，但是連繫

性對孩子成就的影響卻不大，會不會是其他兩個構念「對自己的情緒安全」

和「對自己的滿意度」稍低所致，如果是這樣，這兩個構念的得分，與能

力感的得分也只在中等程度的現象，是否有所關連，也許可以再做進一步

的探討。 
 
 
(五)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以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構念的完整 

  由「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考驗的結果，發現部分測

量變項解釋力偏低，顯示這些測量變項未能涵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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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貌，因此後續研究可再對相關的

變項進行檢視，也就是再擴增或修改測量變項，使模式結構更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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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持續累積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及老師評比問卷的信、效度資料 

  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及老師評比問卷，可

以持續累積其信、效度資料，特別與測量相同構念的類似問卷的校標關連

效度的研究。使這兩種研究工具日趨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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