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當代家庭功能的轉化 

一、家庭的重要性 

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化的主要機構，對於個人乃至於社會制度的發展具有重

要的影響，特別是未成年人，受到家庭影響尤其深遠。就個人層面而言，家庭的

社會化功能對個人的人格發展及生命機會產生不同程度的影響。先就家庭對個人

人格發展產生的影響來看，個人從家庭中學習各種行為基礎及社會互動技巧等，

因此個人之人格主要透過家庭的塑造而得以完成及發展。家庭對個人的人格發展

可能透過家庭環境、父母親的教養方式及家人彼此之間互動等，而產生極為久遠

的影響(Bronfenbrenner 1979, 1989; Klein and White 1996)。其次就家庭對個人的

生命機會影響來看，家庭所提供的各種有形無形的教育資源，往往與個人的教育

成就有密切關係，並進而影響往後的各種職業、收入，乃至於社會地位。因此，

家庭的教育功能與個人生命發展歷程的各種生命機會有密切的關係。二者雖非直

接相關，但透過家庭教育功能的發揮，個人的各種生命機會往往與家庭教育功能

的彰顯與否有密切的關係。 

家庭的重要性不僅止於建立個人人格及對生命機會有所影響，就更為巨觀

的制度層面來看，透過家庭的各種功能的發揮，特別是教育及社會化功能的作

用，個人在家庭中學習各種參與社會生活的必要知識，再經由社會生活互動逐步

建立起各種制度性活動，使家庭成為更巨觀的社會制度的基礎。換言之，家庭的

結構與組成因而是大部份社會制度的基礎，一旦家庭組成結構與型態產生變遷，

整體社會制度也有可能因應家庭制度的改變而隨之產生變遷。舉例而言，當代在

家庭結構組成上逐漸出現的少子化現象對各種社會制度產生嚴重衝擊，例如教育

制度就必需學習面對少子化社會的到來，而在結構上進行調整。又如隨著雙生涯

(dual carrier)家庭的增多，子女的課後照護成為當代家庭的一大挑戰，各種補充

替代性的社會教育機構也隨著日益興盛，其與家庭教育資源之間的關係也有待學

者進一步探討。職是之故，對於當代家庭在結構型態，乃至於各種功能發揮進行

角色轉換的探討，為對當代社會進程進行了解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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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家庭對個人有著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同時透過個人參與社會生活進而

對社會整體變遷產生影響。然而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

位，自身也受到其他社會進程的影響，因而在結構組成及功能發揮等不同的面向

對社會進程作出回應。舉例而言，當代社會中要求的民主化進程和兩性平等觀念

的發展，改變了家庭的互動及組成方式，也澈底改變了家庭的組成型態。正如季

登斯(2001)在《失控的世界》一書中所說的，「傳統家庭」已經在逐漸改變當中。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民主的進程，再加上全球化的腳步，「家庭」的概念正在改變

當中。在「傳統」的家庭制度中，家庭作為一個多功能的社會單位，同時負有經

濟、政治、教育、生殖等功能。然而在當代社會之中，「家庭」不管在結構、型

態、功能等各種面向上都產生了巨大的改變。以家庭的教育功能而言，家庭不再

是唯一的教育場所，許多其他的社會制度，如學校、媒體等同樣發揮某種程度的

教育功能。這種家庭教育功能外部化所產生的後果，使得家庭社會化功能的完成

大量仰賴其他各種社會制度的配合，因此家庭與種種社會制度之間的互動關係更

為緊密；同時也強迫家庭為了完成其教育性功能，必需投入更多經濟性及非經濟

性的資源，以滿足當代社會對家庭角色扮演的要求。 

二、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 

而就家庭組成結構來看，家庭是否育有子女、生育子女的多寡及據此而生

的父母如何對待子女，已經不再被看作是一種父母及家庭的道德義務，而是一種

基於親密感而產生的自願性選擇。誠如季登斯(2001)所言，對當代家庭如何教養

子女的探討，前提是必需先了解當代家庭對於照顧保護子女的方式已經和傳統社

會有所不同，當代家庭對於子女的生育、保護及照顧事實上是立基於比傳統社會

更高的自願性脈絡下的選擇，而非道德強制性的規範依循。循此演變脈絡來看，

當代家庭生育及教育子女已非道德強制所要求的夫妻必需盡傳宗接代義務，而是

逐漸轉變為基於夫妻親密情感的共同自願性選擇。因此，當代家庭的型態與組成

方式，開始出現了有別於傳統社會的家庭組成方式，其所造成的影響也引起學者

的興趣進行討論與研究(Biblarz and Raftery 1999; Tsui 1989；姜得勝 2004)。 

隨著社會結構與家庭結構的改變，家庭的功能也已經有所轉移。在傳統觀

念當中，家庭被視為一個全功能的單位，同時肩負著經濟、教育、保護與照護等

功能(柯瓊芳 2006)，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及社會功能的特化，家庭的各種功

 2



能也有外部化及特化的現象，如家庭經濟功能朝向消費化，生育功能朝向自願

化，教育功能朝向外部化，家人關係朝向平等化及親密化等。但是家庭功能的特

化及外部化並不意味著對於兒童教養及照顧責任的減輕，在當代社會中家庭仍然

肩負著「育幼」及「養老」二項基本的功能。特別是對兒童的保育及照護，在當

代社會中有了全新的面貎。誠如 Berger and Berger(1990)所主張的，當資產階級

的意識型態隨著現代化及理性化的過程，滲透到家庭及家庭制度當中，對於兒童

的重視產生了一種態度上的「奢侈」。「童年的發明」，對於當代社會中兒童如何

被保護、照顧及教養產生了深遠的影響。雖然西方社會對於家庭的看法已經逐漸

朝向 van de Kaa(1987)所形容的「以夫妻關係為主」的社會。但隨著家庭型態改

變的同時，當代社會兒童的地位及角色早已和傳統社會大不相同，社會意識型態

的改變使得當代社會在家庭中除了重視夫妻關係外，對於兒童的重視程度早已進

入到 van de Kaa(1987)所形容的「以兒童為王」(child-king)的社會。換言之，在

當代社會中家庭如何教養及照護兒童受到比從前更高度的重視。誠如 Cheal(2005)

所言，這種以孩子為王的觀念迫使家庭及社會在「強化性育兒」的過程中當中扮

演更重要的角色。就家庭的育幼面向來看，雖然家庭的教育功能有外部化的現

象，但是家庭的各種功能，不管是經濟的、教育的、娛樂的等各種功能，卻更集

中在如何使兒童受到更好的照顧及發展的面向上。換言之，對於兒童的重視成為

一種「自願性的犧牲」，而不再只是一種家族延續的道德性義務。 

在教養子女方面必需作出的重大犧牲，意味著父母在生兒育女方面更為慎

重。換言之，當代家庭生兒育女的決定，就某種程度上已經超越了傳統的宗族繁

衍的目的，對子女提供更好的照顧與教養成為生兒育女的重要前提考量；就另一

個角度來看，家庭型態的變遷與教育功能的轉換與教育資源的提供有密切的相

關。舉例來說，一旦家庭決定生育兒女，夫妻必需要在時間、精力及經濟上付出

比傳統社會更高的代價。同時，隨著生兒育女的選擇也連帶的使夫妻的關係從傳

統的家族祭祀及宗族繁衍，逐漸轉為以子女撫育為夫妻關係連帶樞紐。在當代家

庭型態及結構逐漸朝向核心化與少子化的進程中，家庭各種活動的進行，其聚焦

的面向更集中在子女的教育面向上。為了使子女受到更好的保護與照顧，家庭的

其他功能幾乎都是為了發揮教育功能而存在。綜言之，一旦夫妻決定生育子女，

家庭的各種功能的發揮會全部集中在如何使子女受到更好的照顧面向上。同時，

家庭藉由將教育功能的外部化過程，逐漸將許多的社會化責任移轉給諸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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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媒體等，但家庭的教育功能卻逐步轉化為教育資源提供者，並且擔負資

源提供最重要的角色。 

貳、家庭教育資源的角色 

誠如前文所述，當代家庭在功能發揮方面的角色轉換，促使家庭在教育資

源的提供面向上扮演更重要的角色。就微觀層面而言，透過教育資源的提供，家

庭對個人的教育乃至於各種生命機會的取得有重要的影響。然而除了微觀層面的

影響外，透過家庭成員與社會生活的連結，家庭教育資源也與更巨觀的社會制度

層次及人口結構變動層次緊密相關，以下茲簡單討論家庭教育資源對當代社會的

個人及社會產生的影響。 

一、家庭教育資源影響個人生命機會 

傳統家庭理論多將家庭的組成型態及結構視為家庭提供各種有形及無形的

資源的基礎，因此家庭型態及結構對家庭教育資源取得有重要的影響，並可能進

一步影響子女的各種生命機會及教育機會的取得(Astone and McLanahan 1991; 

Eijck and Graaf 1995; Elder 1965)。先就家庭型態的多元化來看，現代化及工業化

造成的個人主義解放，加上當代社會對於婚姻及家庭的維持的容忍度愈來愈大，

使得人們在婚姻及家庭的選擇上享有更大的自由。這種對於婚姻及家庭自由選擇

的結果，使得家庭組成產生了更為多樣化的面貎。許多新興的替代家庭(alternative 

families)型態，例如單親家庭(single-parent families)、繼親家庭(step-families)等，

其家庭成員的居住安排與傳統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居住安排型式截然不同，

因此發揮的教養功能及所能夠提供的家庭教育資源也不相同，對個人生命機會的

取得所發揮的影響自然有所不同(Coleman and Ganong 1984,1991; Crosbie-Burnett 

1989)。如彭淑華(2006)的研究發現，家長缺位的家庭類型，經常由於經濟性資源

的缺乏，使得子女缺乏學習所必需的經濟支持，而在課外活動的學習方面往往 較

同儕不足；而繼親家庭的類型子女及家長同樣面臨對於血緣與非血緣的認同，因

此在管教及生活適應等面臨重大的挑戰。因此某些替代家庭(alternative families)

經常需要面對資源及時間有限所產生的壓力，進而影響子女某些生命及教育機會

的取得。 

然而即便是傳統核心家庭，有時往往因為工作與生涯發展因素，使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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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樣面對資源的分配問題。例如隨著婦女出外就業的比例日益提高，雙薪家庭

(dual income)及雙生涯(dual carrier)家庭也日益增多，其家庭運作及家庭關係也與

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方式有所差異，許多家庭的家務分工模式也開始產

生改變，進而造成家庭的權力分配問題，以及家庭親子的教養問題等，並進一步

使得當代家庭的育幼功能產生變化(王舒芸、余漢儀 1999；唐先梅 1999；張志

堯 2003；謝高橋 2004)。最明顯的是兒童在家庭以外的場所接受社會化時間增

長，而伴隨著子女由家庭以外的社會化機構(例如安親班、補習班)照護的時間增

長，對於家庭財務資源的要求也日漸增加。因此，家庭不同的組成型態，乃至於

結構形式與家庭教育資源的提供與分配能力有密切的關係。個人的生命機會的取

得因此受到不同的家庭結構形態，及不同的教育資源的提供能力的影響。 

二、家庭教育資源影響家庭結構及人口結構 

然而隨著當代家庭功能的角色轉變，不再以宗族繁衍為唯一的目的，而是

逐漸轉變為教育資源的提供者，因此家庭的結構與型態自然而然需要對其自身的

角色轉變作出回應。換言之，在某種程度上，當代家庭在型態及規模上產生的結

構變遷，其實與家庭教育資源的運用及分配有密切的關係。舉例而言，當代家庭

在結構組成上開始朝向核心化與少子化，就某種程度而言，是家庭功能轉變，並

在結構層次上對角色轉換進行回應產生的結果。因為要降低教養子女所必需付出

的巨大成本，並使得家庭當中有限的教育資源能夠被更有效的運用，因此家庭在

決定生育子女時，家庭教育資源的充足與否成為生兒育女的重要考量。因此本文

認為，當代家庭生育子女數量的普遍降低，除了與工業化所產生的人口轉型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有關之外，家庭教育資源也扮演了一定的角色。由於家

庭教育資源的制約，自願性的減少子女數量，以完成社會對家庭強化性育兒角色

的要求，是當代家庭生育數量普遍降低的原因之一。 

除了影響家庭的型態及結構組成以外，在更巨觀的層面上，家庭教育資源

也與整體人口結構的變遷有密切的關係。如同前文所述，家庭教育資源的分配與

考量催化了少子化現象的出現，並進而對整體人口結構組成產生重要的影響。舉

例而言，當代家庭朝向少子化以及生育率降低的影響，逐漸反應在人口替代不足

的現象當中；再加上平均餘命的提高，更加速了高齡化社會的到來。因此近年來

政府開始從政策面著手，希望透過各種子女生育補助措施提高生育率，進而延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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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老化對社會可能造成的衝擊。然而追本溯源，當代社會在家庭結構及人口結

構上產生的變遷，至少有部份與家庭角色的轉變以及家庭教育資源的提供有密切

的關係。因此，當代家庭為教育資源所作的考量不僅關乎到兒童如何被保護及教

養，在更巨觀的面向上也與整體家庭組成及人口結構有密切的關係。 

三、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校及社會階層化 

家庭教育資源除了與家庭及人口結構變遷有密切的相關之外，更透過學校

系統的作用，與社會階層化產生密切的關連。許多研究顯示學業表現與教育成就

有密切的關係，並伴隨著不同的教育成就的取得對個人將來的職業乃至於社會地

位取得有重要的影響。換言之，家庭教育資源提供的充足與否，透過教育系統的

作用，事實上代表著不同的生命機會的差異，不僅直接影響個人的教育成就的發

展與取得，更間接與社會階層化的現象產生密切的連結。 

首先就學校系統而言，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學階段雖然目的在強調養成以德

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之國民為主要教育目標。但無可諱言的，升學仍然受到大多數

的學校及家長的高度重視，同時升學考試與學生的學業表現有高度的相關。因

此，為了升學所產生的種種扭曲的教育現象層出不窮，而這些扭曲的現象往往對

弱勢的學生產生不公平的對待。結果是使得原本優勢的學生在學校系統當中更佔

優勢，而弱勢的學生並未能得到補救，反而受到教育機會不平等的對待。舉例而

言，許多學校均設有所謂的「資優班」，以較多的資源投入到資優班的學生身上。

然而，就實務上而言這些所謂的「資優生」大多來自於教育資源較為豐富的家庭，

再加上學校資源的投入，這種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校教育資源分配不均交互產生一

來一往的結果，對家庭教育資源弱勢的學生所產生的教育階層化的後果值得學者

予以重視。 

其次，雖然教育當局三令五申不得進行「能力編班」，但對以「能力分組」

為名，而進行「能力編班」之實的現象，多數的縣市教育當局卻視若無睹，仿佛

無視於弱勢的學生在「能力分組」的過程中，事實上被編到所謂的「後段班」當

中的機率大於家庭教育資源優勢的學生。由於對升學的強調，想當然爾學校行政

當局自然是將最多的資源用於前段班，而後段班可能由於學業表現不佳，在資源

分配及運用的過程當中也經常受到不平等的待遇(例如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可能較

低，師資安排成為學校最後的考量等)。如此由於家庭教育資源的缺乏，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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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表現，進而在學校的受教過程當中也以能力分組的名義，受到階層化的待

遇，更加深了教育機會的不平等現象。 

第三，升學制度是一對學業表現進行評判的系統，在看似公平的升學測驗

當中，受到家庭教育資源不足的影響，使得弱勢的學生學業表現不佳，因而在升

學測驗中遭受挫敗的機會高於家庭環境相對較佳的學生，使其在國中畢業後往往

必需選擇昂貴的私立職校，或是以建教合作的方式升學，其教育機會的取得因此

受到很大的限制。並且在進入社會後，因為學歷較低，往往從事的職業社會地位

亦較低，從而加深了社會階層化的影響。 

換言之，家庭教育資源的影響構成了家庭─學校─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從而

更加的鞏固而非減輕社會階層化的現象。因此，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組成及其結

構探討，已經成為了解當代家庭及社會過程中重要的一環，更是學者在對當代家

庭與社會階層化的關係進行了解時不可或缺的理論基礎。 

參、家庭教育資源之概念 

一、學習資本及家庭結構作為家庭教育資源 

先前有關於家庭教育資源的研究絕大部份在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功能性面

向，因此大部份關於家庭教育資源的研究均聚焦在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對子女學業

表現所發揮的影響。本文歸納先前關於家庭教育資源概念相關的討論大致可分為

二個取向： 

第一，從學習資本理論(learning capital theory)出發，討論各種不同類型的家

庭學習資本，包括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財務資本

(financial capital)及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對學業表現的影響。亦即從資本取得

及累積的角度，將家庭教育資源視為類似經濟學的資本概念，探討學習資本多寡

與學業表現的關係(陳怡靖、鄭燿男 2000； 黃毅志、陳怡靖 2005)。換言之，

就學習資本論者而言，各種不同形式的學習資本就等同於家庭教育資源，然而本

文認為此種探討進路可能隱含了遺失某些重要的家庭教育資源元素的危險。因為

應用既存的各種學習資本理論操作化家庭教育資源的進路，在既存理論框架限制

下，在理論中未加以討論的家庭教育資源元素，在實證研究探討中可能被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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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失去探討進一步概念組成的機會。職是之故，本文認為似乎有必要跳脫既存的

學習資本理論框架，對家庭教育資源重新提出一個實證可檢驗的概念模型，並從

實證資料結構出發，對此概念模型之結構組成加以檢證。 

其次，許多研究從家庭結構及組成的角度出發，討論家庭結構，包括家庭

的型態、家庭的規模、子女及出生順序的影響等，對子女學業表現影響(Astone and 

McLanahan 1991; Biblarz and Raftery 1999; 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5; 

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1)。先前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結構及組成與家

庭教育資源的提供有密切的關係。例如家庭的居住安排型態，與子女的學習及課

後的照顧有密切的關係。假如居住安排形式中家長有缺位的現象產生，則不管是

在家長的投入或是家庭可用的經濟資源方面都受到限制，並可能影響子女的學習

表現；再就家庭子女規模來看，資源稀釋理論(Blake 1981, 1989)主張家庭教養子

女的資源受到子女數的影響，換言之子女數量的多寡影響家庭教育資源的分配。

因此，家庭的結構及組成與家庭教育資源的取得、投入與分配有密切的關係，因

而成為探討家庭教育資源時不可忽略的重要元素。然家庭結構的相關研究並未探

討家庭所提供的各種社會性及文化性的資源對子女的影響，單就家庭型態及其結

構組成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作用亦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雖然不管是從學習資本

的角度出發定義家庭教育資源，抑或就家庭的組成與家庭教育資源的分配對子女

發展產生的影響，先前研究結果已經發現家庭教育資源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

的關係，然而本研究認為這二種進路均是從功能面向出發，缺乏對家庭教育資源

作進一步的概念模型結構組成的探討，因此值得研究者進行更深入的分析及研

究。 

二、本研究之家庭教育資源概念 

(一)家庭教育資源的定義 

如前文所述，家庭教育資源的相關研究大致可以區分為學習資本以及家庭

結構組成等二種功能性影響的探討進路。然而本研究認為應該就更為整合性的角

度來看待家庭教育資源的概念組成及其影響。進一步來看，研究主張家庭教育資

源不僅僅是各種不同形式的學習資本的組合，而應被視為一面向更廣的概念。就

廣義的面向來看，家庭中凡是有助於子女教養、學習乃至於發展有關的資源，不

管是經濟性或財務性的資源、家人相處及互動、甚至是家庭對於照護子女的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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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投入，均應被視為家庭可用的教育資源。職是之故，本研究所指之家庭教

育資源係指家庭為了教養子女所獲取及分配的各種經濟性因素(包含家庭的經濟

狀況與各種與學習活動有關的財務性資源的投入)及非經濟性因素(包含家庭居

住安排、家人互動、及家長的教育與職業背景等)。目的在提出一個探索性的家

庭教育資源概念模型，並對家庭當中各種與子女學習及教育有關的概念組成進行

更深入的結構組成探討，同時並以此概念模型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充足與否與子

女學業表現的關係。 

(二)家庭教育資源的型式 

就家庭教育資源概念的不同形式來看，Teachman(1987)主張家庭教育資源有

經濟性資源(economic resources)及非經濟性資源等二大面向。經濟性的資源指的

是與物質投入有關的資源，屬於較為具體的概念組成，例如家庭收入或者設備

等 ； 而 非 經 濟 性 的 資 源 則 眾 說 紛 紜 ， 包 含 文 化 性 資 源 (Roscigno and 

Ainsworth-Darnell 1999)、或是社會資源等，但學者大致同意非經濟性資源為非

物質性的效果組成，而同樣具備教育性意義的資源，例如家人的關心、家長的參

與、以及家長的管教方式等。 

依循此種進路本研究將家庭教育資源大致區分成經濟性及非經濟性資源兩

大面向。經濟性資源指的是家庭所能夠提供給子女在學習上的物質性及經濟性資

源，包括了財務上的支出、課外學習活動的安排、及家庭的經濟狀況等；而非經

濟性的教育資源的組成概念則稍微複雜，本研究主要採用家庭系統理論對家庭非

經濟性資源進行定義。首先，家庭中不同的親子及手足次系統的互動會影響子女

的學業表現，因此研究將家人的互動關係視為家庭非經濟性教育資源的構成概念

之一；其次，家長的教育與職業背景作為外部的中間系統，亦透過家庭系統對子

女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因此家長的教育及職業背景組成在本研究中被視為非經

濟性資源構成概念之二；第三，不同的家庭居住安排型態，直接影響及決定家庭

教育資源的分配，因此有其資源性意義，研究將家庭居住安排型式及家庭手足的

規模視為非經濟性資源構成概念之三；第四，家長對子女的學習過程的參與，可

被視為是一種家庭教育資源投入，也是子女重要的學習資源，因此本研究將其視

為家庭教育資源之四。 

簡言之，本研究的非經濟性資源包含了家庭居住安排及子女的規模、家庭

 9



成員的互動關係、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educational involvement)、家庭成員互

動關係，以及家長不同的教育與職業背景組成；而經濟性資源則指與學習有關的

經濟因素，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所發揮的資源性效果。 

肆、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隨著現代性的開展，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與傳統社會有相當大的

不同，而當代家庭功能開展的焦點集中在家庭教育功能的轉化及教育資源提供。

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概念探討研究成為了解當代家庭功能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

環。然而先前研究對於家庭的教育資源理論的探討多採用既存的理論進路，且偏

重在其功能性的面向，難免使得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

家庭教育資源的概念雖被廣為使用，然而其構成內涵及架構卻少見研究進一步釐

清及探討。職是之故，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透過研究進一步的研究，對家庭教育資

源相關的理論概念之結構與組成加以界定並且進行探討。 

因此，本研究的方向可以就理論層面及實務層面二個部份來看。就理論的

建構層面而言，先前研究多採用既存之家庭學習資本及家庭結構組成理論對家庭

教育資源進行定義，並以此進行家庭教育資源功能的探討，研究認為先前研究進

路缺乏對於概念本身的反思，同時針對「家庭教育資源」這個概念自身的理論概

念模型及結構組成分析之實證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並不多見，因此本研究首要目的

在對「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進行結構組成之探討。 

其次，家庭教育資源的提供最主要是聚焦在子女的教養面向上。而家庭教

育資源對於子女教養的影響，具體的表現在子女的學業表現上。因此，針對家庭

教育資源與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關係的探討，有助於理解家庭教育資源的功能。因

此，就實務層面來看，本研究擬藉由對家庭教育資源的結構組成分析，探討家庭

教育資源的組成類型，透過相同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型及不同資源項目之間的比

較，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子女學業表現之間的關連。因此，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

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的建構。及了解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成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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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當代家庭在家庭型態及結構上的轉換乃至於教育功能的發揮，在在都與家

庭的教育資源提供有緊密的關係。然而，前人關於家庭教育資源之概念及其影響

之研究焦點多著墨在從功能取向探討其與學業表現的關係，較少自理論概念架構

進行釐清及方法論的探討嘗試，針對家庭教育資源概念結構自身進行深入的探

討。因此對於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的組成進行界定，同時對理論概念的組成結

構分析，為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其次，先前研究在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

係探討上多將家庭資源等同於學習資本，採用線性的資本儲量指標探討與其學業

表現的關係。然而，本研究認為家庭教育資源假如以類別性的概念進行分析或許

能夠更貼近經驗事實，也能以更直觀的呈現出家庭教育資源差異所造成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在對家庭教育資源提出理論概念之提出，並對研究提

出之理論概念進行多面向概念模型之結構組成分析。其次，本研究第二個目的在

嘗試以順序性的類別概念，對家庭教育資源的弱勢與優勢類型進行區分，並探討

不同家庭教育資源的優勢與弱勢類型與學生學業表現的關係。循此脈絡以下本節

依次討論本研究四個主要目的。 

壹、家庭教育資源理論基礎的探討 

家庭教育資源的概念雖已被廣為運用，但迄今尚缺乏一清楚之理論範圍界

定，學者迄今仍鮮少針對家庭教育資源概念本身進行有系統之結構組成探討。因

此雖然家庭教育資源概念被廣泛使用，但大部份的研究均是從家庭學習資本的角

度出發，針對家庭教育資源的功能進行探討。截至目前為止，針對家庭教育資源

理論基礎界定及結構分析的實證研究尚不多見。然而就理論關懷性來看，家庭教

育資源與教育地位的取得乃至於社會流動有密切的關係，因此家庭教育資源理論

基礎的建構，是家庭社會學及教育社會學理論建構的一部份，欲達成此目標則需

要先對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的結構進行探討。職是之故，本研究之首要目的在

藉由先前相關的理論及研究文獻，將與家庭教育資源有關之學習資本理論及家庭

系統理論中之概念進行結合，並嘗試提出一個關於家庭教育資源理論之組成架

構。同時藉由家庭教育資源結構之組成面向與其類型學之探討，提供後續研究者

進行理論概念建構及實證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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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法論的嘗試 

鑑於先前研究未能就家庭教育資源概念本身進行深入之結構組成探討，因

此本研究實證分析的第一部份著重在自方法論的嘗試出發，以近似性結構分析的

方法，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組成結構，並進行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類型學探

討。就方法論的嘗試而言，本研究欲達成的目的約有如下數端： 

一、家庭教育資源結構組成類型之探索性分析 

前人研究中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探討往往集中在其功能面向之探討，分析

不同家庭教育資源的功能及其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相較之下，對於家庭教育

資源的概念自身組成結構之探討顯得較為缺乏。就方法論的考量而言，對家庭教

育資源自身的組成概念及組成類型進行探討，有助於釐清家庭教育資源的建構概

念，並可作為進一步家庭教育資源理論建構的基礎。換言之，本研究接續以往之

家庭教育資源研究之主張，但將研究焦點進一步聚焦在家庭教育資源組成結構的

探討。職是之故，本研究在方法論上之性質屬於探索性之分析，嘗試以類型學的

探討方式，對家庭教育資源相關之理論概念進行結構分析及類型學區分，以利後

續研究者在應用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時，能夠以本研究分析之結果作為基礎，對家

庭教育資源理論的概念化及操作化作更進一步的探討。 

二、非計量(non-metric)性指標類型之建構 

通常家庭教育資源模型的建立過程中，為了線性因果模型的需要，研究者

經常採用既定的理論組成概念對資源指標進行操作化。因此，指標在概念上通常

被假定為線性的聚集性組合(aggregate combination)。然而，線性的聚集組合雖然

有著容易分析的優點，卻較為不易進行直觀的理解。舉例而言，學習不同的才藝

活動被量化為文化資本的量對學業表現的影響，雖然可以探討文化性資源的影

響，然而不同的學習活動，可能代表不相同的意義，採用線性的聚集性組合，有

可能忽略了這些資源在「質」上差異。舉例而言，學習鋼琴與學習繪畫可能代表

不相同的意義，假設將之視為同一面向，而假定學習的種類愈多，則文化資本量

愈高似乎也不盡合理。相反的，假設能對家庭教育資源進行類型學之分析，發現

不同的學習活動所代表的不同資源類型意義，則分析的結果可以更為直觀且貼近

日常生活經驗事實，在方法論上也可能成為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不同進路。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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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本研究在方法論上將嘗試以類型學的區分方法，對家庭教育資源進行結構

組成分析，並建構順序性的類別概念指標。 

先前研究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探討，目的多在將家庭教育資源予以計量性

(metric)的概念化為各種學習資本指標。然而就直觀理解性的考量而言，非計量

性的分類概念指標可以提供更貼近生活經驗事實的理解概念，因此本研究企圖經

由實證的資料結構分析，將本研究所界定之家庭教育資源理論組成概念，透過結

構分析及類型學建構的方式，建構出不同結構面向的類型，同時並進行不同類型

之間的比較分析。就方法論而言，這是一種對本研究所提出的概念模型進行模型

有效性檢驗的進路，尤其是針對類別性的多變項資料結構，採用結構分析可對次

級資料進行更深入的結構類型的理解，因此有助於在方法論上建構出非計量性的

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作為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關係研究的基礎。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關於結構分析目的可分成二個次面向來看，第一部份

在嘗試界定並提出一家庭教育資源的理論組成概念；其次，研究透過實證資料的

分析，探討理論概念的組成結構，提供後續研究在應用家庭教育資源理論進行相

關研究的基礎。  

參、家庭教育資源類型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探討 

研究採用順序性的類別性概念對家庭教育資源進行類型區分及指標建構，

進一步可由不同教育資源項目之比較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之關係。嚴格

說來，本研究經由結構分析的結果所建構出之概念模型及資源性指標，尚需進一

步就實證資料結構中驗證概念模型的有效性。因此為了探討本研究之概念模型的

有效性，研究進一步對同一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型之間與學業表現的關係進行探

討，以及不同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連進行比較。就概念模型的有效性探討來

看，可以分成二部份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一、同一資源項目之不同類型比較 

研究透過近似性結構分析處理多變項之間的相似性關係，再經由變項的合

併產生理論上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並採取順序性的類別概念對家庭教育資源指

標進行類型區分，區分的結果可以進行同一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別之間的比較。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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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而言，可以透過家庭收入與對家庭經濟情況的認知等二個不同變項合併成為家

庭經濟狀況指標，並依據相似性結構分析的結果將家庭經濟狀況進行區分。此種

區分結果所得為順序性的類別概念，進一步可以進行不同家庭經濟狀況的學生不

同學業表現差異之比較。除了家庭經濟情況外，其他的家庭教育資源項目也可以

採用此種結構分析的方式進行不同類型的差異比較。就方法論而言，進行類型比

較的最大好處是分析結果較為貼近日常生活經驗，有助於以較為直觀的方式理解

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此外，經由類型學的分析，可以比較探討分別

位處於順序性類別二端的弱勢類型與優勢類型，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為何，同

時進行差異比較分析。 

二、不同資源類型對學業表現的影響探討 

除了同一家庭資源項目的不同類型比較之外，經由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的探討，研究也可以進行不同家庭教育資源對學業表現的影響評

估。研究經由逐步置換不同家庭教育資源項目的過程，分析不同類型的家庭教育

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同時，研究也可以分析當其他的家庭教育資源受到控制

的情況下，某些特定的家庭教育資源及其不同的類型對學業表現的影響。經由一

般線性模型的分析，本研究得以分就不同的特定資源項目，或者就研究所提出之

家庭教育資源的經濟與非經濟性因素，就整體的角度分析本研究之概念模型與學

生學業表現的關係，並進行優勢類型與弱勢類型的比較。 

肆、具體目的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料分析，以國中階段的學生家庭所提供的不同家庭教育

資源項目為對象，對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組成面向與組成結構進行探討，同時

研究利用一般線性模型分析家庭教育資源組成對學業表現之影響。析言之，本研

究目的可分成四個部份：首先，經由相關理論及研究，提出家庭教育資源的理論

概念組成面向；第二，以探索性分析的方式，對本研究提出之家庭教育資源理論

概念，進行資料結構之分析及類型學之探討；第三，就家庭資源的不同概念類型，

分析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最後並就研究結果提出發現與政策建議供

有關單位參考。綜上所述，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文獻分析及研究回顧，本研究嘗試在既存的家庭教育資源理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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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應用並結合部份其他相關理論(例如家庭系統理論、學習資本理論等)，提

出關於家庭教育理論之多面向概念模型，以期擴大並且補充家庭教育資源的理論

基礎，並供後續研究者進行研究時之參考。 

二、以更為貼近生活經驗事實的呈現方式，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多面向理

論概念模型，進行結構組成之類型學分析，並進行概念模型之順序性類別指標之

建構。而主要的目的在藉由類型學的方法，區分出弱勢類型的學生，並與相對優

勢者進行比較。期望能藉由研究的比較分析，發現並探討弱勢類型的家庭教育資

源對學業表現所造成的不利影響。 

三、對本研究提出之概念模型與所建構的指標，進行相同資源項目的不同

類型與學業表現之比較，並就整體概念模型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

係。目的在討論本研究所提出之概念模型，應用於實證資料時的有效性，並藉由

研究的概念模型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四、對本研究概念模型區分所得與既存理論概念之模式進行比較，並與先

前相關研究進行對話，比較結果發現的異同。同時，並就研究發現對理論基礎、

實務工作者提出方法論之建議，最後並就研究發現提出對家長及教育政策制定者

的實務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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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使用概念 

壹、家庭教育資源 

本研究所稱之家庭教育資源係指家庭所提供之有助於提升子女學業表現之

各種有形或無形資源。就概念上而言，家庭教育資源可以是有形的經濟性資源或

無形的非經濟性資源，然二者之間有密切的關係。有形之經濟資源包含父母所能

夠提供的財務資源(例如課外補習、才藝活動的學習等、以及家庭的經濟情況

等)；而無形之資源則包括了家庭的組成結構、居住安排型態、家庭成員的互動

關係(例如家長的管教方式、親子之溝通情況等)、家長的教育參與(例如家庭成員

對學生之學習活動的參與、親師的連絡等)及家長的教育與職業背景等，以下茲

分述之： 

一、經濟性教育資源 

泛指家庭有助於子女學習的物質與經濟因素，例如家庭的收入情況、家長

對於家庭經濟情況的認知等。而某些需要家庭經濟情況支持的學習活動，則被本

研究視為隱性的家庭經濟資源因素，例如家庭是否有足夠的能力讓學生參加課後

補習(孫清山、黃毅志 1996)，或者是否有能力讓學生參加才藝活動的學習等。

先前研究顯示家庭經濟資源愈佳，愈有能力為子女的學習提供物質性基礎，進而

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因此，研究探討家庭經濟性資源的不同類型，及其

對學業表現的影響。 

二、非經濟性的教育資源 

本研究所指之非經濟性的教育資源概念組成較為多樣化，研究所分析之非

經濟性的教育資源包含了以下四部份： 

(一)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參與 

泛指父母親在子女的學習過程中的參與，包括家長是會檢查子女的作業或

考卷、家長是否會參加子女學校的活動、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以及家長是否

經常和學校有關於學業或行為問題的溝通及聯繫等。根據學習資本理論的看法，

家長對子女的學習活動的參與(不管是在家庭內或家庭外)是子女重要的學習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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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雖然不見得直接與子女的學習或學業有關，但的確對

學生的學習過程產生影響。因此研究將家長對子女學習過程的參與行為視為無形

的家庭教育資源進行分析。 

(二)家庭型態 

研究所指之家庭型態係指家庭成員居住安排類型與學生家中的手足數量型

態。一般研究探討家庭型態多依循傳統的家庭類型的分類，將家庭型態分為核心

家庭、主幹家庭、擴展家庭及不同的替代家庭等型態進行研究。本研究則採取依

學生學習過程中家庭包含的成員類型及居住安排的型態，用居住安排類型來探討

居住安排的主要類型與其他不同類型的差異。 

其次，依據家庭資源稀釋理論的看法，家庭手足的多寡影響家庭可用的資

源及資源的分配，並與子女學業表現有密切關係。因此本研究將家庭子女數量予

以分類，作為家庭型態的組成要素之一，而採取資源稀釋理論的概念，將受訪者

之手足數量類型視為無形的家庭教育資源之一。 

(三)家庭成員互動關係 

本研究所稱之家庭成員互動關係指親子之間的溝通、家長的管教方式、親

子之間的衝突與解決、以及手足之間的互動關係等。根據家庭系統理論的看法，

家庭中存在許多不同的次系統，例如夫妻次系統、親子次系統、以及手足次系統

等。各個次系統之間為相互關連的存在，並透過次系統互動影響家庭成員。假如

我們將家庭視為一內部相互關連的系統，則家庭不同成員的互動關係，以及互動

的型式與內容，均有可能透過成員之間的互動影響子女的學業表現。因此本研究

將家庭成員之間的不同互動關係視為無形的家庭教育資源的概念進行分析。 

(四)家長之教育與職業背景 

家長的教育與職業背景影響家庭各種可用之經濟性與非經濟性資源之取得

與分配，同時也與家長對子女可能採取的管教類型有某種程度的關係。因此，家

長的教育與職業背景與家庭社經地位有密切的關係。本研究所稱之家長教育與職

業背景係指家長的教育程度，以及家長所從事的不同職業，並依職業所需之專業

知識進行專門程度的區分。先前研究顯示家長之教育與職業背景對子女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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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作為無形的家庭教育資源概念進行

分析。 

貳、學業表現 

本研究所指學業表現係指對於國中生學習能力之標準化評量指標。本研究

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簡稱 TEPS)針對

台灣地區國中生所進行之大樣本、長期性追蹤調查資料進行分析。TEPS 共分為

四波對樣本追蹤蒐集資料，但截至本文完成為止，只有三波資料可供使用，本研

究所使用之資料來源為第一波調查之公共使用版資料。TEPS 採取標準化學業表

現測驗對國中學生之學業表現進行測量。TEPS 之測驗共分為：(1)綜合分析能

力：所使用的測驗包括一般能力分析分項測驗、數學分項測驗、語文分項測驗、

及科學分項測驗，國中部份共有 71 題；(2)一般分析能力：使用一般分析能力分

項測驗，國中部份有 27 題；(3)數學分析能力：數學分項測驗，兩個檔案都是 20

題；(4)數學或數字型分析能力：除了數學分項測驗的 20 題之外，另外加入一般

分析能力的 9 題數字型測驗題項，共 29 題(張苙雲 2007)。根據分析顯示，四種

測驗結果有高度相關，為避免與他人業已完成之研究過份重疊，故本研究只採取

一般能力分析及數學分析能力作為學業表現之測量指標。職是之故，本研究所稱

之學業表現係以 TEPS 所進行之一般能力分析測驗(W1cfree 題項，共 27 題)、及

數學分析能力測驗(W1math20，共 20 題)等二大項指標的答對題數作為學業表現

的代表性指標。學生在標準化測驗中的答對題數愈多表示學業表現愈佳。 

參、家庭教育資源結構 

本研究所稱之家庭教育資源結構為結合家庭系統理論與學習資本理論之部

份概念，所提出之家庭教育資源之相關理論概念組成，並針對概念之間進行近似

性分析而建構之順序性類別概念模型。因此家庭教育資源結構分析，意指透過對

家庭教育資源的相關概念進行結構相似性分析，進而將不同的資源項目予以合併

並且加以類型學(typology)區分所得之探索性概念模型建構。 

在方法上本研究採取類似馬克思及韋伯對於社會結構之分析方式，以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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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區分方法對家庭教育資源相關理論概念進行概念相似類型之分析1，最終目

的在透過類型學的建構過程，區辨家庭教育資源弱勢與優勢等不同的概念類型，

並進行相互比較。本研究之概念模型建構採取步驟如下：首先，由先前家庭系統

理論及學習資本理論的相關研究進行探討，並選取與家庭教育資源相關之概念，

提出一多面向之理論概念架構之組成；其次，將不同面向之概念進一步依其不同

之性質進行多面向之概念結構分析，並針對不同次面向中之關連概念進行結構近

似性探討；第三，依近似性結構分析之結果，進行概念之合併與概念類型學區分，

並建構順序性類別資源指標；第四，比較同一資源項目之不同類型的差異，並就

不同的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之關連性進行探討。 

                                                

1 本研究對家庭教育資源進行之類型學分析，在概念上類似理想類型(ideal type)，但並非純粹理

想類型之建構。理想類型的建構必需由現實現象中抽取某些純粹概念加以組合，然而本研究是以

概念的近似性作為分類的標準，而將家庭教育資源區分為不同的面向及概念性類別。因此理想類

型建構所得為純粹概念模型，而本研究所區分之類型為概念之相似性類型，因此為一種探索性概

念模型建構，目的用以對弱勢及相對優勢的不同類型進行對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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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分析進路 

本研究在理論基礎上擴大先前研究對於家庭教育資源之界定，嘗試以更多

元之家庭教育資源相關概念，進行理論面向的區分與整體結構類型學之探討，並

以類型學區分所得之概念建構，進行順序性類別概念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界定，

並進一步分析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在實證分析的進路上大致區分為

二個部份，其一為家庭教育資源結構類型學區分；其二為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

生學業表現的關連。 

壹、家庭教育資源結構類型學之探討 

家庭教育資源的組成包含多元且複雜的概念，就本研究關注的焦點來看，

凡與提升子女學業表現有關的家庭因素均可被視為家庭教育資源的可能組成概

念。同時研究認為雖然家庭教育資源的包含範圍甚廣，但不同資源項目之間可能

存在某些近似性結構，可以採取順序性類別概念建構的方式將相近似的概念加以

結合，並進行家庭教育資源概念模型之探討，目的在化簡原有之複雜概念，並提

出一個家庭教育資源的探索性理論組成結構。 

簡言之，藉由結構組成類型學分析，能夠進一步就不同但近似的變項加以

結合，使學者在變項選取時作為操作化的參考；再者，藉由順序性類別概念的指

標建構，也能夠提供家庭教育資源一種非計量性的指標建構方式，目的在使研究

所建構出之概念模型更接近日常生活經驗事實，因而更為直觀也更易為非專業的

讀者了解。 

在結構分析的進路上，本研究先依據先前文獻探討所得，由理論面向出發

將多元化的家庭教育資源的不同組成元素就類型學(typology)上先區分出二個不

同的理論面向2： 

                                                

2 本研究將家庭教育資源依其經濟特性區分為經濟性資源及非經濟性資源，就某種程度而言為研

究者主觀性的區分，而不同的研究者可視其研究目的在本研究的基礎上繼續進行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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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家庭經濟性資源有關的面向 

本文所稱之經濟性資源可以分為兩個次要面向，第一是家庭用於教育子女

的直接而明顯的財務資源的投入，例如家庭的經濟情況，以及家庭為教養子女而

投入的財務性支出。第二個部分為某些需要財務性資源作為基礎，而進行的課外

學習活動。此部份雖非直接明顯可以量化計算的數字，但與家庭經濟情況有密切

的關係，例如補習、或者學習某些才藝活動等，均需家庭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方有

可能提供。因此本研究將家庭經濟性資源進一步區分為「顯性經濟資源」及「隱

性經濟資源」等二個次面向。前者指直接與家庭經濟情況有關的家庭收入或是主

觀認知的家庭經濟情況，而後者則是指需要經濟資源作為基礎的各種額外課外學

習活動。 

二、與非經濟資源有關的各種無形的家庭資源面向 

本文所指之與非經濟性資源有關的家庭教育資源包含了：(1)家庭結構型

態：可能影響家庭教育資源的取得及分配；(2)家長的教育參與：可能影響家長

的各種人力及時間資源的投入；(3)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可能影響家庭對於無

形的教育資源的分配；(4)家長的教育及職業背景：可能影響家長對子女的管教

方式、互動乃至於經濟性資源的取得等。因此本研究的家庭非經濟性資源可進一

步區分為家庭的居住安排形式以及家庭手足數量規模、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包

含親子及手足互動、家長對子女的教育及學習活動的參與、及家長本身的教育及

職業背景等四個次面向來進行探討。 

在概念模型建立及面向區分後，其次研究由實證的角度出發，依各個不同

理論次面向的性質，進一步對各理論面向之內部相關概念進行相似性類型學的探

討；第三則是將探討結果進行教育資源類型學的區分，並以順序性的類別概念為

為基礎，建立家庭教育資源指標；最後則探討弱勢類型與相對優勢類型之間的差

異，以及不同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連。藉由此種分析進路，研究得以將家庭

教育資源具體化為可進行分析比較之概念模型，並就弱勢及相對優勢的類型進行

模型驗證及比較。根據前述研究理論，本研究採取的理論概念模型架構的組成可

如圖 1-1 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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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家庭教育資源概念 子女學業表現

經濟性資源

非經濟性資源

家庭結構型態

家庭成員互動

家長教育參與

顯性經濟資源 

隱性經濟資源 

家長教育與職業背景

圖 1- 1：家庭教資源結構組成及其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分析概念圖 

貳、家庭教育資源類型與學業表現之關連分析 

在研究的第二部份將就前述類型學區分之結果，對家庭教育資源進行類型

學區分，並據以操作化不同順序性類別概念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進一步探討其

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此部份分析進路包含二種類型的分析：(1)比較並分析同一

資源項目中弱勢與相對優勢類型的學生在學業表現上之差異；(2)比較並分析不

同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係，並分別就不同資源項目進行整體相對效果進行探

討。因此，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性在分析進路上將進行如下分析： 

一、經濟性資源分析： 

研究將家庭經濟性資源區分為顯性經濟資源及隱性經濟資源，顯性經濟資

源直接與家庭可用的財務資源有關，諸如家庭用於課外活動的花費、以及家庭的

收入及經濟狀況等；隱性的經濟資源係指某些活動(例如補習或學習各種才藝)雖

非直接與財務資源有關，但進行這些活動卻需要一定的財務基礎，並且隨著時間

階段的延長，在邏輯上需要投入更多的經濟資源，因此可以作為隱性的經濟資源

代表。研究對顯性經濟資源及隱性經濟資源進行區分為不同高低順序類型，並進

行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的差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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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經濟性的資源分析 

非經濟性資源在本研究中又可依不同的理論面向，將多樣化的非經濟性資

源進一步區分為四個次面向： 

(一)家庭型態 

包含學生之居住安排型態，以及家中的手足數量等二個與家庭型態有關的

因素。研究顯示不同的居住安排(例如家長是否缺位)或者是手足數量的多寡可能

與學業表現有關。因此研究對居住安排型式進行基本要素之分析，並將居住安排

進行不同的類型比較。經由類型比較，就可以發現對學業表現影響最大的居住安

排形式，並進行各種不同類型的比較。此外，研究也就學生的手足數量對家庭資

源產生的稀釋作用進行探討。 

(二)家庭成員互動 

如 Muller(1993)、Sui-Chu 及 Willms (1996)、江民瑜 (2006)等主張的透過家

庭成員之間的互動(例如親子互動、手足互動)，家長能夠展現對子女的關心。因

此，諸如不同的家長管教方式、親子之間的衝突及解決、手足之間的互動關係等

家庭成員互動能夠對子女產生某種資源性效果。因此研究就親子之間的互動、家

長對子女的管教方式進行類型學探討，並比較不同的互動與管教類型與學業表現

的關連。此外，手足之間的互動類型與頻率也進行類型學的分析，並探討手足之

間不同的互動類型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三)家長的教育參與 

家長的教育參與包含了家長是否關心子女的學習、家長是否參與子女的學

校活動、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等項目。根據學習資本理論的看法，家長對子女

的教育參與為影響子女學業表現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對家長的教育參與活動進

行類型學之區分，並比較不同教育參與類型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四)家長教育及職業背景 

根據家庭系統理論的看法，家長的不同的教育背景及職業背景為家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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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中間系統因素，會透過家庭內部各個次系統的互動關係，影響子女的行為

表現。因此，研究就家長不同的教育程度與職業類別的近似性程度，對教育與職

業類別進行類型學之區分，同時並比較不同教育職業類型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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