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家庭教育資源相關理論及研究 

第一節  家庭系統理論介紹 

壹、家庭系統的概念與家庭教育資源的關係 

家庭作為一社會化的基本單位，肩負經濟、教育、保護與照顧等多種功能。

同時，家庭作為一互動的整體，其功能的發揮有賴於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完

成。假如我們將家庭的教育功能視為教育資源提供而非主要的教育完成者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借用家庭系統理論的觀點，將家庭視為一外在資源輸入及轉

換為教育資源輸出的處理系統。 

家庭系統的概念源自於一般系統理論，其主要的概念是將家庭視為一個有

機的整體性組成，進而延伸出家庭的界限(boundary)、訊息的回饋(feedback)、資

源的轉換規則(rules of transformation)、次系統(subsystem)等概念。特別是家庭中

的三個主要的次系統，親子、夫妻及手足等三個次系統對家庭成員有重要的影

響。家庭系統理論認為家庭成員是相互關連的互動性組成，家庭系統中的任何一

個組成部份皆關連到其他部份。換言之，家庭成員彼此是相互關連的，並且相互

影響的。同時，家庭系統的功能發揮也必需被置放於更大的社會環境下來觀察。

家庭系統受環境影響而不斷的調適改變，例如整體性的經濟環境的改變，有可能

在巨觀層次上對社會整體的家庭結構造成改變，並因而影響家庭系統的組成及改

變，同時影響家庭生活的品質(White and Rogers 2000)。 

基本上，家庭系統理論視家庭為由不同次系統所共同構成之動態均衡的體

系，在家庭系統中不同的次系統彼此之間發生互動關係，並透過系統中的回饋規

則，不斷的修正互動的規則，進而達成一動態的平衡(Grotevant and Wedmeyer 

1982; Henry 1994)。因此，就家庭系統理論觀點而言，兒童在家庭中成長過程是

一連續性且動態的過程，在成長過程當中家庭的結構、家人間的互動，乃至於家

庭外的社區及整體的社會價值文化系統，都在不同的層次上發揮了不同的影響。

家庭系統理論主張，家庭作為一個維持均衡的系統，有著訊息溝通及資源轉換的

功能(Klein and White 1996)，就家庭系統作為教育資源提供者的角度來看，家庭

自環境中輸入各種型式的資源，某些型式的資源可能有助於父母教養子女有關，

同時有助於子女的學習，例如父母親帶子女參加文化活動，或者各種才藝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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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某些型式的資源可能與父母教養沒有直接性的關係，但透過家庭的轉換功

能，成為子女教養的必要資源，例如家長的職業及經濟收入等。各種不同型式的

資源經由家庭各個次系統的互動，及外在環境的共同作用，產出子女行為發展的

結果輸出。 

貳、家庭次系統(subsystem)之互動對子女的影響 

家庭為一整體的系統，在整體系統中中的各個不同的部份分別組成不同的

次系統，不同的次系統成員之間產生互動，次系統彼此之間亦產生互動，而不管

是次系統之內，或是次系統之間互動，對於子女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在各個不

同的次系統中，對子女的學習發展產生最重要的次系統有三個，分別是親子次系

統、夫妻次系統及手足次系統。此三個次系統直接或間接涉及與子女之間互動，

並進而造成整體性之影響，及子女學習發展之結果。以下茲就家庭中三種最重要

的次系統來看家庭次系統所具備的資源性意義： 

一、親子互動作為子女重要的教育資源 

就親子系統的互動對子女的影響來看，親子之間的互動可能影響子女的生

活態度及生活滿意程度，並可能進而影響其人格發展(Henry 1994)；父母親的教

養方式可能影響子女的人格乃至於學業表現的發展(Elder 1965)；家長的教育期望

及教育價值觀亦可能透過親子之間的互動，塑造子女對自我的要求和期待，並影

響子女的最終學習結果與取得的教育成就地位(Astone and McLanahan 1991; 

Goyette and Xie 1999; Rosen 1961；林俊瑩 2006；簡茂發 1984)。就家庭教育資

源的觀點來看，家長透過與子女的互動所傳遞的資源性意義可自以下數點來看： 

(一)親子互動傳遞家長的期望 

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與子女的學業表現乃至於教育成就有密切的關係，

如 Hao 及 Bonstead-Bruns(1998)的研究指出親子之間對於將來教育程度的期望為

影響子女學業表現的重要因素。因此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可被視為一種無形的

家庭教育資源。而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絕大多數是透過親子互動而傳遞。同

時，經由親子間的良好互動，子女也可以傳達對於家庭的教育資源的需求。因此，

親子系統可以經由互動傳達家長的教育期望及子女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需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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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親子系統互動除了情感性意義的傳達，尚具備期望傳遞及資源需求的意義。 

(二)親子互動影響子女的行為表現 

家長對於子女行為表現的反應通常是經由親子系統的互動來表現，當子女

表現良好時，家長可以採取某些正面積極的反應，藉以增強子女的良好行為；反

之，家長對於子女的不良行為的制止，也可以經由親子互動來加以顯現，進而防

止某些不良行為的再發生。尤其是國中階段青少年身心發展尚未完全成熟，親子

系統的互動方式及結果經常影響青少年的行為及學習表現。家長與子女的不同互

動方式對子女的學習有著明顯的資源性意義。舉例而言，父母親缺位的居住安排

形式，子女在缺乏親子互動的情況下，經常對學習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親子系

統的互動除了行為管教之外，尚具備某些無形的資源性意義。 

(三)親子互動影響子女的學習及生活適應 

親子之間的互動方式與家長採取的管教方式有密切的關係。研究顯示，家

長採取溫暖及接納型的管教方式對子女的學習及生活適應有正面的影響；反之家

長採取較為忽略及拒絕的方式對子女則有不利的影響(林俊瑩、許順宗、林淑華、

蔡郁臻 2005；蔡順良 1985)。因此親子不同的互動方式對子女所代表的資源性

意義顯然有所不同。採取正面的互動方式可能對子女有著正面的資源性意義；反

之家長採取負面的互動方式，則可能使子女缺乏必要親子互動資源，因而可能對

學習有不利的影響。因此就子女的學習及生活適應來看，親子互動具備重要的資

源性意義。 

二、夫妻次系統間接影響子女學業表現 

夫妻次系統的組成雖然並未直接涉及與子女的互動關係，但卻與家庭系統

的其他部份產生互動，影響子女的發展。例如夫妻之間的相處模式及衝突可能對

家庭氣氛及子女學習動機造成影響，並影響子女學業表現(魏麗敏 2001)。因此

家庭氣氛的和諧與否，為子女無形的教育資源的基礎。夫妻次系統的互動不穩定

甚至是夫妻次系統的瓦解可能造成家庭結構的不穩定，進而產生家庭系統的瓦解

或改變。因此夫妻系統的衝突與不穩定，代表著家庭教育資源提供的基礎處於一

種相對不穩定的狀態，因此可能對子女產生不利的影響(Coleman and Gan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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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Demo and Acock 1991)。同時，親子之間的互動也會影響夫妻次系統之間互

動關係，例如對於子女的管教主張的差異，經常是造成夫妻衝突的來源之一，並

進而影響家庭資源的分配(Menaghan and Parcel 1991；王舒芸、余漢儀 1999)。 

三、手足次系統的組成與家庭教育資源分配有密切關係 

手足次系統的組成與互動模式影響手足之間的相處關係，並可能對子女產

生影響。手足次系統對子女產生之影響最主要來自於兩個部份，第一是不同出生

順序及出生間隔對手足彼此之間產生的資源分配及競爭的效果(Eijck and Graaf 

1995)；第二則是由於子女數目的不同產生的家庭資源稀釋的作用(Blake 1981, 

1991; Downey 1995；李敦仁、余民寧 2005)，透過家庭資源的分配及互動規則的

轉換，影響手足次系統的發展並影響子女之學業表現。 

(一)手足的出生順序與出生間隔影響家庭教育資源分配 

一般而言，頭胎子女由於家庭教育資源的集中，因此可以享受到較多的資

源，特別是家長的關心及照顧因為集中在頭胎子女的身上，所以頭胎子女與家庭

教育資源的集中與分配有密切的關係，隨著子女的逐漸出生，家長的關心及照顧

也隨之分散，因此不同的出生順序與資源的分配及使用有一定程度的相關。其

次，子女不同的出生間隔也與資源的分配有關，假若子女出生間隔較為密集，在

短時間內對相似資源的要求程度加大，在無額外資源的情況下，對於資源的分配

可能造成一定程度的困難。但從反面來看，出生間隔密集同時也代表了相似資源

的共享，因此出生間隔與家庭教育資源的分配關係仍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二)子女數量造成的資源稀釋效果 

資源稀釋理論(Blake 1981,1989)主張家庭可用的教育資源隨著子女數的增

加而可能產生稀釋的現象。換言之，隨著子女數的增多，每名子女可分配的家庭

各種經濟性的資源及非經濟性的資源也隨之減少。然而誠如本文主張，當代家庭

在決定生育子女時事實上極少不將家庭可用的資源列入考量，因此生育子女數有

漸漸減少的趨勢。換言之，生育子女數量的決定有一部份是受到家庭教育資源因

素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在子女數普遍減少及家庭教育資源列入考量的情況下，

子女數量的增加所產生的資源稀釋效果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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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家庭資源的轉換的規則(rules of transformation) 

家庭系統與家庭教育資源最密切的關係來自於家庭系統對家庭系統邊界

(boundary)以外的資源輸入及轉換的功能。同時，家庭系統也透過系統的轉換結

果，不斷透過回饋的過程(feedback)，修正其輸入資源與系統轉換的過程，進而

修正其任務優先規則，維持系統均衡(Klein and White 1996)。 

從家庭系統對於教育資源的轉換角度來看，家庭系統自邊界以外的處所輸

入各種不同型式的資源，透過家庭中的轉換規則轉化為各種對子女學習影響的教

育資源，而家庭之訊息回饋系統則隨時將資源的運用回饋給家長進行資源運用規

則的修正。因此，家庭系統可被視為一個資源的處理系統，不同型式的各種資源

經由系統的輸入過程進入到家庭當中，再經由系統的轉換規則轉化為對子女教養

有關的教育資源。 

例如以影響子女學習的經濟資源來講，家長的就業或所得收入輸入到家庭

系統中，經由家庭系統對於經濟資源運用的優先規則，決定如何於家庭系統中運

用這些有限的經濟資源，進而將這些資源轉換為子女的教育資源。例如，子女是

否補習或者參與課外學習活動，乃至於家庭學習環境的物質條件都受到家庭可用

的經濟資源的影響。而輸入的資源多寡並不見得全部轉換為教育資源，還視資源

轉換規則而定。換言之，子女的學業表現是資源的輸入情形與資源運用規則共同

作用的結果。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家庭系統也會視系統內部的需求，對外在的資

源輸入作選擇及因應。例如隨著子女的成長，家庭系統對系統資源的輸入要求並

不相同，尤其是不同型態的家庭對教養子女所需的資源並不相同。例如雙薪家庭

由於夫妻工作因素，對於子女課後的照料及照護的需求可能由於夫妻角色的分工

問題，產生對於對子女教養及照護的資源需求(王舒芸、余漢儀 1999；唐先梅 

1999)。而單親或者隔代家庭除了對於子女課後照護的資源需求以外，由於經濟

收入的侷限性，可能更需要物質性或財務性的資源輸入及支持(彭淑華 2005, 

2006)。 

肆、目標的優先順序及回饋過程(the priority of goal and feedback process) 

前述的家庭系統資源轉換的規則受到家庭系統對於系統目標達成的優先順

序的制約。亦即家庭系統根據系統的各部份均衡需求及家庭目標的發展歷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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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統的目標順序，再經目標的優先順序設定資源的轉換及運用規則。而系統產

出結果的回饋過程是目標優先順序是否改變的重要過程。經由子女對教育資源運

用的回饋及外在環境對系統產生的回饋，家庭系統會進一步改變其目標，並進而

對目標的優先順序進行調整，同時系統調整的結果會再重新設定其資源運用及轉

換規則，並對家庭中的不同次系統產生新的動態均衡的改變。例如處於家庭擴張

期的家庭(Duvall 1977)其首要目標在於子女的教養，因此家庭目標優先順序可能

會設定在以子女教養及發展為優先，此優先目標進一步決定了家庭中的各種資源

的轉換及運用。例如隨著子女的成長，對於子女的保護、照顧及教養的需求成為

系統的優先目標，而此一優先目標又決定了家長是否該將時間資源優先運用至子

女的教育，於是原本用於其他事務的時間可能被轉換為陪伴子女；同時，原本用

於其他方面的經濟性資源也被轉換為提供子女更好的學習環境，例如提供子女補

習或者參與課業學習活動等。因此家庭的資源運用及轉換規則為以在不破壞系統

均衡的情況下，根據系統目標的優先順序，將家庭系統的輸入資源優先轉換成以

子女的教育結果為首要的系統目的，而使得家庭的資源輸入朝向提供子女必要的

教育資源轉換。以下茲以圖 2-1 簡單說明上述家庭系統與教育資源的概念： 

圖 2- 1：家庭系統與教育資源轉換概念圖 

因此就家庭系統與教育資源的關係來看，家庭系統是一不同型式資源的選

擇、運用與轉換的過程，而其最終的結果則是子女的學業表現。由圖 2-1 的家庭

系統轉換資源的過程來看，家庭中的親子互動系統接受來自於外界(例如學校)的

訊息，並調整與子女的各種不同的互動形式，可被視作一種無形的教育資源。而

家庭型態作為系統的組成結構基礎，與次系統的互動及資源分配有密切的關係。

手足次系統經由資源的共享與競爭，決定家庭各種教育資源的分配。因此圖 2-1

中的家庭系統事實上代表著家庭對於環境資源的獲得及分配的重要角色。同時，

家庭系統不僅作為資源取得、分配及轉換的角色，其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也十分密

切，家庭系統從外界中獲得各種有型與無形的資源，並透過家庭系統中的規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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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過程，將環境資源轉化為子女的教育資源，並進而透過不同的次系統互動的過

程，進行教育資源的提供，最終並將環境資源轉換為最終的學業表現，並透過系

統的回饋過程修正資源需求、系統目標及資源轉換規則。 

因此，圖 2-1 向右的箭頭方向代表的是家庭系統如何自環境中獲取資源，並

將資源轉換為家庭教育資源，經由系統轉換的過程，其最終的結果則為子女的學

業表現。而向下的箭頭方式則代表在資源轉換的過程中，系統隨時根據過程中的

回饋，不斷的回過頭去修正前面的資源輸入及轉換的過程。舉例而言，當家庭系

統在進行資源轉換時發現資源有所不足(例如收入不夠)，可能會回過頭要求輸入

更多的環境資源；再就家庭資源轉換為學業表現來看，當家庭系統查覺教育資源

投入不足時，可能會透過子女的學業表現不佳的回饋過程，要求家庭系統分配及

投入更多的資源(例如提供經濟資源讓子女參加輔導課或補習，以提升子女的學

業表現)。因此，家庭系統作為資源的分配者與轉換者，產出最終的學業表現，

並隨時透過回饋的過程，要求輸入更多或重新分配各種家庭資源，並透過家庭教

育資源的轉換，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職是之故，根據系統理論的看法，家庭環

境資源的投入不足，將導致家庭教育資源的缺乏，並影響子女的學業表現。而家

庭系統的互動結果(親子系統、手足系統的互動)則決定了家庭自外界所獲取的各

種資源的轉換及分配。而不管是環境資源及訊息的取得、或是家庭系統對於資源

的分配及轉換，最終的結果都會轉換為子女的教育資源並影響其學習表現。綜上

所述，就家庭系統理論觀點來看，家庭系統與學生的學業表現的關係有三個面向： 

第一，家庭系統如何與其他相互依賴的環境互動，如何維持並保持外在資

源，並將外界的資源及回饋訊息加以轉換為與子女學習有關的教育資源的過程。 

第二，家庭如何安排、分配及使用資源以滿足個人與家庭的需求與目標，

並透過產出結果(子女的學業表現)的回饋進行對於資源分配及調整(例如經濟資

源的要求，或是家長的關心及學習投入)，而產出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過程。 

第三，家庭系統如何處理各種不同形式及面向的資源並且加以轉換(例如將

經濟性資源轉換為非經濟性資源)，最終產出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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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 

根據家庭系統理論的主張，家庭為一資源獲得及轉換的單位，家庭由外界

輸入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透過子女在不同的發展階段設定不同的資源運用優先

目標順序，進一步將各種資源轉換為子女的教育資源。在各種不同形式的資源

中，經濟資源無疑是最重要的家庭教育資源來源之一。 

本文所稱之家庭經濟資源指涉的是財務性的資源或與財務性資源提供有關

之學習機會。因此它可以是財務性的資源(例如家庭收入)或是實質性有助於子女

學習的資源投入(例如提供子女課外活動的學習機會)。因為經濟資源作為學習的

物質性基礎，故不管是財務性的資源或是與財務性資源有關之學習機會的提供皆

與子女學習有著明顯而直接的關係。換言之，經濟性資源作為家庭教育資源的一

環，它對學業表現而言雖非充份要件，但卻是必要條件。一般而言，經濟性資源

對家庭教育資源提供的影響可自直接與間接兩個方面來看： 

壹、經濟資源作為教育資源的直接轉換要件 

影響學業表現的教育資源中許多均與經濟資源有直接或者非直接性的關

係。家庭所提供的教育資源中，有某些資源直接以家庭的經濟基礎作為基礎條

件，缺乏經濟資源則無法產生這些教育資源。舉例而言，子女放學後是否參加課

外的學習活動與學業表現有明顯關係。課外學習活動的種類甚多，它可以是學校

所舉辦的課外補救教學活動(例如大部份學校所舉辨的第八節輔導教學)、它也可

以是學生所參加的由補教業者所舉辦的補習活動、更有甚者它也可以是家長聘請

老師到家中為子女量身打造的個人補救教學(俗稱家教)。不同種類的課外學習活

動對學業表現所發生的影響目前已有許多學者進行研究，並且認為這些課外學習

活動與學業表現乃至於升學有密切的關係。如孫清山及黃毅志(1996)、陳怡靖及

鄭燿男(2000)的研究指出，是否參加補習對學生的學業表現有重要的影響，有參

加課外補習者學業表現平均明顯高於未參加補習者。先前相關研究(孫清山、黃

毅志 1996)將參加課外學習活動(不管是補習或是才藝活動的學習)視為文化資本

的一種，主張文化資本與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本文則從經濟資源的角度來看

待課外學習活動所具備的資源性意義，因為不同的課外教學活動對家庭經濟資源

要求大不相同，同時不管是何種型式的課外學習活動都需要家庭準備一筆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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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錢以支應學習所帶來的開銷。就現實層面來看，能夠聘請家教或參加坊間補習

班的補習者，其所造成的家庭財務負擔無疑較未參加者為高。更進一步來看，經

濟弱勢者相對於經濟情況較佳者，是否有可能因為經濟情況的限制而使得課外活

動的學習受到某種程度的限制則是另一發人深省的問題。 

除了課外的學習活動之外，某些型式的家庭學習資源也與經濟資源的提供

有著明顯的關係，例如馬信行(1985)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能夠

透過課外書籍的閱讀及提供，明顯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某些明顯有助於提升學

業表現的書籍，例如百科全書、英文字典等的購置可能與家庭的經濟能力有關。

根據文化資本論者的主張(Graaf, Graaf and Kraaykamp 2000; Graaf 1986)，家庭文

化資本的提供與家庭的財務能力有明顯的關係。家庭經濟情況較佳，則有能力提

供較為充足的文化性資源，子女的學業表現也愈好，因此文化資本的累積與家庭

經濟能力關係相當密切。換言之，家庭的經濟能力作為教育資源的直接轉換要

件，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 

貳、家庭經濟資源作為其他資源提供的基礎 

家庭經濟資源除作為教育資源的直接轉換要件之外，它尚可以扮演間接轉

換的角色而作為其他重要資源的轉換基礎。舉例而言，家庭的空間大小、子女是

否有獨立的學習空間等物理性環境與子女的學習物質條件有關，但這些物質性資

源必需要以經濟資源的分配作為要件。換言之，家庭的經濟條件到達一定的程度

才有可能進一步提升的子女的學習物理環境，假若經濟條件不足，則物理空間的

分配勢必受到一定程度的限制，因此經濟資源作為物理環境的限制基礎。如巫有

鎰(1999)、孫清山及黃毅志(1996)以家庭讀書環境作為財務資本的代表，並作為

中介變項對家庭社經背景對學業表現的影響進行探討，結果發現家庭讀書環境對

學業表現有明顯的影響。因此，家庭經濟資源乃是作為物理環境的基礎，進一步

影響子女的學業表現。 

除此之外，家長對子女所投入的非經濟性資源，例如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

與也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經濟狀況較差的家庭，家長可能必需將大部份的時間

投入到維持家庭生活所需的經濟活動當中，因而壓縮了與子女相處互動的時間，

因此減少了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如彭淑華(2006)的研究就指出單親家庭，特別是

女性單親家庭的家長，在缺乏外來的資源支持下，需要將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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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生活動當中，無形的減少了與子女相處與互動的時間，因而使得家長對於子女

的學習參與有可能受到一定程度的限制，造成經濟弱勢與經濟相對優勢者子女在

學業表現上有所差異。不僅是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受到經濟情況的制約，家長

對子女的管教同樣也與經濟情況有密切關係。王舒芸及余漢儀(1999)、唐先梅 

(1999)、張志堯(2003)的研究指出，家長缺位者由於經濟情況的限制必需對經濟

性活動投入較多時間，因此子女放學後的課業溫習活動可能缺乏家長的陪伴及指

導，同時對子女的管教方式也可能由於時間的限制，因而傾向較為權威式的管

教，結果經常使得親子的互動關係相當緊張。不僅單親家庭如此，雙收入家庭也

有相同的困擾。隨著當代婦女出外就業的增多，雖然家庭的經濟收入方面相對穩

定，但無形中子女的看管與教養卻也往往形成家庭家務分工的一大課題，並經常

成為家庭衝突的來源之一，進而影響子女的學習環境乃至於人格發展。 

參、家庭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 

就前文所述，家庭經濟資源因而可以是學習資源的直接轉換要件，或者是

扮演間接支持教育資源提供的基礎因而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關。先前許多相關實

證研究結果顯示，不管是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家庭庭經濟資源與子女的學業表

現有密切的關係。如 Goldscheider 及 Goldscheider(1991)的研究顯示，家庭的財務

資源與家庭結構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顯著的影響，財務資源愈健全，家庭結構愈

完整，愈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孫清山及黃毅志(1996)、陳怡靖及鄭燿男

(2000)在關於各種不同形式的學習資本與教育成就關係的論述中也指出，補習是

影響升學考試的重要因素，同時主張財務資本對學習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孫清山

及黃毅志(1996)、巫有鎰(1997)也指出家庭物理環境的提供，諸如學生是否有自

己的書桌書房或是課外學習書籍等，與學生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Hofferth,  

Boisjoly 及 Duncan (1998)的研究則指出了家長如果能自社區中獲得其他的補充

性資源，尤其是經濟性資源，則對提升子女在校的學業表現有顯著影響。Graaf 

(1986)則以財務資源及文化資源作為社會背景建構指標，指出經濟資源與社經地

位及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關係。Filmer 及 Pritchett (1999)則自較為巨觀的角度

比較三個不同的家庭財務資源指標對學業表現的影響，結論指出某些國家的貧富

現象的差距的確與教育及入學率有明顯的關係。陳建志(1998)則利用財務資本的

概念作為中介變項加以控制，結論認為家庭社經背景係透過家庭經濟資源的提供

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影響。綜上所述，家庭經濟資源既是社經地位組成的要素之

一，本身同時也作為其他教育資源提供的直接或非直接基礎，並對學業表現發揮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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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庭組成型態及結構與學業表現 

家庭組成與結構是一指涉甚廣的概念，此概念同時包含家庭不同的居住安

排形式或是家庭成員的不同組成可能性等。本文所稱之家庭型態與結構包含了兩

大部份，第一是家庭的居住安排形式與家庭成員的組成；第二部份則是指家庭中

手足不同數量形式的組成。因此本文所指之家庭結構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指涉的內

涵為家庭居住安排形式、家庭成員的組成(Eijck and Graaf 1995)，以及兄弟姐妹

的數量等，這些因素均有可能影響到家庭教育資源的分配，因而與子女的學業表

現有密切的關係(Lee 1993; Parcel and Dufur 2001; Parcel and Menaghan 1994; 

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7；王釿釧 1995；趙富年 1980)。大體言之，家

庭組成型態和結構與學業表現的關係可自家庭的組成型態與結構、家庭規模與資

源稀釋效果，以及子女的出生順序及間隔等三方面來看：  

壹、家庭的組成型態和結構 

本文所指之家庭的組成型態係指家庭的不同的居住安排形式，而家庭結構

則是指家庭成員的組成，而家庭型態與家庭結構組成有密切的關係，從另一個角

度來看，家庭成員的組成在某種程度上決定了家庭的居住安排形式。家庭結構的

完整性影響子女的生活適應，完整家庭的子女其生活適應及社會適應情形會較為

良好(王釿釧 1995)，但家庭結構對子女的影響會隨子女的年齡及性別而有所不

同(趙富年 1980)。如 Powell 及 Parcel(1997)研究發現，來自雙親家庭對日後教育

成就與經濟成就有影響，但是相同的家庭結構對兩性的影響不同。在控制性別後

發現，雙親家庭對女性的社會地位取得主要是透過後天的教育成就的影響；然而

對男性的社會地位的取得主要是透過先天的家庭背景變項的影響；假若是來自於

單親家庭，則對男性及女性有同樣不利的影響。單親家庭對於學習的影響可能來

自於多重的原因，如 Astone 及 McLanahan (1994)的研究發現，單親家庭的子女

通常具有較高的居住遷徙流動的可能性，因此不利於其社會資本的形成，進而對

學習有不利的影響。Hoffmann 及 Johnson(1998)、South, Crowder 及 Trent(1998)

的研究也顯示，單親家庭在經濟資源的弱勢地位，影響其教育資源的提供。同時

單親、繼親及離婚家庭的形成通常伴隨著居住的流動性，因此對青少年的學業表

現及非行行為的形成(delinquency)有著不利的影響。侯崇文(2001)的研究也顯示

了家庭結構及家庭關係與青少年偏差行為的產生有關係。綜合前人研究結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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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不同的家庭組成結構及型態對於子女學業表現的影響可能來自於幾個不同

的方面： 

一、家庭組成型態影響教育資源的提供 

家庭作為成員互動及資源轉換的系統，不同的家庭型態有不同的成員組

成，彼此之間的互動型式可能有所差異，互動的結果可能也有所不同，因此對子

女學習有不同的影響。例如某些替代家庭(alternative families)型式(例如單親或者

離婚、喪偶的家庭)，在原本的家庭結構的重組過程中，可能伴隨著家庭成員的

改變，使得家庭的資源提供受到影響，特別是對經濟資源的提供產生不利的影

響，弱化了原有的家庭教育資源提供功能，對子女的學習產生不利的影響

(Entwisle and Alexander 1995)。以單親家庭為例，特別是女性為主(female head)

的家庭，母兼數職的母親往往必需在工作與子女照顧之間取得平衡，在經濟資源

和時間資源的分配無法兼顧的情況下，經常造成經濟資源的取得及分配的困難，

以及親子之間管教衝突(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1；彭淑華 2006)。

Goldscheider 及 Goldscheider(1991)也主張，雙親家庭和單親家庭相較，前者財務

資源較為健全且充裕，同時父母雙方也較有可能從事家務的分工，因此雙親家庭

不管就財務資源或是家長管教子女的時間資源都較單親家庭為充裕，因而對子女

的學業表現有較佳的影響。雖然某些家庭成員組成的改變(例如家長離婚)可能對

未成年子女的發展有著密切的影響(傅安球、史莉芳 1995)，但影響程度可能隨

著時間暴露的長短而有所不同，研究顯示在度過離婚前後的家庭風暴期後，子女

的身心發展情況可能由於離婚反而得到某種程度的改善(Demo and Acock 1991；

江淑琳 1999)。 

二、家庭結構對子女產生的社會心理影響 

不同的家庭結構可能產生不同的家庭氣氛，並對子女的學習動機和學業表

現產生不同程度的影響。某些替代家庭型式，例如因為父母親離異產生的單親家

庭，或是由於單親之後再婚所產生的繼親家庭，在家庭型態及結構改變之前，經

常會面臨一段家庭風暴期，在風暴期中的子女可能會產生某種行為及學習適應問

題，因而對學業表現有不利的影響(Demo and Acock 1991; Kitson and Morgan 1991; 

傅安球、史莉芳 1995)。研究顯示，處於家庭風暴中的未成年子女經常出現行為

問題，希望藉此獲得父母親的關注，甚至希望挽回父母的婚姻，重建完整家庭(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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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球、史莉芳 1995)。而若父母親的婚姻無法挽回，較小的孩子甚至可能出現自

責感，在潛意識中認為都是自己的錯，因而對其心理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Guttmann 1993；傅安球、史莉芳 1995)。 

此外，不同家庭結構中的家長心理狀態可能對子女產生影響，如 Carlson 及

Corcoran(2001)的研究顯示，單親家庭的母親的收入、家庭的功能及母親的心理

狀態對兒童的心理狀態有某種程度的影響。McLanhan 及 Booth(1991)、彭淑華 

(2005)的研究也顯示了單親家庭母親在面對經濟及時間的多重壓力下產生的心

理壓力可能對子女的教養出現較為缺乏耐心的情況，因而經常採用權威式或命令

式的管教，造成子女諸多的行為及心理壓力，影響子女行為與學習的發展，而且

暴露在單親的情況下的時間愈長，愈不利於學業表現，尤以子女學前階段的單親

情況影響最大(Krein and Beller 1988)。 

雖然家庭結構對子女產生社會心理影響有關，但研究也指出相同的家庭結

構對其子女的社會心理影響並不完全相同，可能因不同的結構形式成因而有不同

的影響。以單親家庭為例，同樣處於單親的狀態，但是不同的單親成因，例如夫

妻的離異和配偶死亡所形成的單親家庭型態，對子女的產生的影響並不相同，特

別是對子女的心理衝擊的效果並不相同，同時對子女的行為發展的影響也可能有

所差異。離異而形成的單親家庭型態，對子女產生的影響可能同時發生在心理、

學習及行為層面，但是由於配偶死亡而形成的單親家庭型態，對子女產生的衝擊

可能在心理層面失去親人的影響較大，而對行為及學習層面的影響較小(Biblarz 

and Gottainer 2000)。 

三、家庭型態對家庭角色扮演的影響 

在不同的家庭型態中，家長的角色扮演並不相同，有時經常產生角色衝突

或角色負荷過重的問題，因而影響子女的教養及學習。替代家庭的家長經常面臨

角色衝突及角色負荷過重的問題，例如單親家長經常面臨一人身兼數職的情況，

在慈父與嚴母二種角色相互衝突之情況下，面臨子女的管照及照料經常產生角色

扮演上的難題(McLanhan and Booth 1991；彭淑華 2005, 2006)。而繼親家庭由於

繼親家長所扮演的經常是中途插入家庭生活的角色，在子女教養上也會面臨角色

扮演的難題。一般而言，繼親家長經常需要背負許多的社會壓力，以及面對繼子

女對於生親及繼親的認同難題(Coleman and Ganong 1991)，因此繼親家庭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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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子女的教養方面可能倍感辛苦。 

除此之外，日益增多的雙收入家庭之家長在面臨職場角色與家庭照護角色

選擇時，也經常面臨角色取捨的問題。雙收入家庭雖然在家庭的經濟性資源的獲

取及供給方面壓力較小，然而某些非經濟性資源，例如家長對子女的行為管教、

對子女的教育參與等需要耗費大量時間的活動可能受到經濟活動的擠壓因而產

生資源提供不足的現象，卻也造成了另外的家庭資源分配及運用的問題(王舒芸、 

余漢儀 1999; 唐先梅 1999)。 

貳、子女的人數與資源稀釋的效果 

一、子女人數與家庭教育資源的稀釋 

家中的子女人數直接影響到父母對於子女的教育資源的分配。子女的人數

愈多，則每個人所能分配到的不管是實質的資源(如讀書空間、金錢)，或是無形

資源(如親子的互動等)就愈少，此種家庭資源分配受子女人數影響的主張即是所

謂的「資源稀釋理論」(resource dilution theory)。Blake(1981,1989,1991)認為家庭

子女數目影響父母親所能夠提供給子女的資源數量，當子女數愈多時父母親所能

夠給予子女的資源數量及品質就愈有限，對學業表現也有不利的影響(楊肅棟 

2001)。換言之，家庭的可用的教育資源會隨之子女數的增多而產生「稀釋」的

現象(李敦仁、余民寧 2005) 。資源家庭資源稀釋理論主張家中有三種有限型態

的家庭資源會影響子女的學習： 

(一)經濟性資源：諸如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書籍、有助於學習之物理環

境如書桌、房間等。 

(二)參與外在世界及活動的機會：例如子女是否參與課外學習活動、或者參

與各種社區活動等受到家庭規模的影響 

(三)家人的教育參與：例如家長對於子女學習活動的注意、關心介入或教

導，有可能影響到子女的學業表現。上述資源的取得及分配，受到家庭規模的影

響。當子女人數增多時，有限性的資源(例如經濟性資源)將隨子女人數的增多，

而有平均分配可能被稀釋的現象，子女的學業表現也隨之下降。換言之，子女數

愈多，愈不利於家庭教育資源的提供，也因此影響子女的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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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稀釋觀點的再思考 

雖然家庭的子女人數可能影響到家庭的教育資源分配，然而資源稀釋觀點

未能從家庭系統中的手足次系統互動的角度考慮到資源的運用及移轉分配問

題。舉例而言，手足之間的相互教導及學習事實上也是一種家庭的無形教育資

源。再就子女的照顧而言，普遍存於某些開發中國家，年長的兄姐負責照顧年幼

的弟妹的情況並非不常見。此種由年長兄姐替代父母親的照顧保護功能，也有效

的降低了家庭資源的稀釋情況。 

其次，某些物質性的資源可能不是一次性的消耗性資源，而是可以重覆使

用的耐久性資源，如書籍就是一種可以重覆使用的資源。因此較年長的手足所使

用的教育資源，特別是有形的物質資源可能可以透過手足間共享而減少其稀釋效

果；而透過手足間互動和彼此教導，資源的使用也可能不是完全資源稀釋的情況。 

因此家庭子女規模和子女的學業表現可能不是直線的負相關，而是可能呈

現曲線的模式。也就是說當子女數在一定數量的情況下，透過前述的資源共享及

分配移轉過程，資源稀釋的情況有可能降低。甚至最年長的兄弟姐妹有可能透過

就業提升家庭經濟收入，進而增進家庭經濟資源；或者透過年長兄姐的教導，對

較年幼的弟弟妹妹產生學習資源的使用效果，因而提升較年幼的手足學業表現。

如 Downey(1995)、Gomes(1984)的研究發現，家庭規模與子女的學業表現並非直

線的負相關，而是呈曲線型態的影響。 

因此，就家庭規模和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關係來看，本文認為二者之間的關

係可能並非單純的稀釋效果，需視資源的性質和家庭規模大小而定。如 Downey 

(1995)認為，雖然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可能隨著子女數的增加而有降低的情況，但

在考量資源稀釋的效果時，必需同時考量家庭教育資源的性質。綜言之，家庭資

源被稀釋的程度因資源的不同性質而異。某些資源會隨著家庭子女數的增加而被

稀釋，如經濟性的資源被稀釋的情況較為嚴重；但某些非經濟性的資源，例如父

母的關心、關愛等人際互動的資源補充的較快，因此被稀釋情況較不明顯，對子

女的學業的影響也不若經濟資源來得明顯。如 Guo 及 VanWey (1999a)的研究顯

示，資源不但不是稀釋性的影響，反倒是如果子女出生的間隔假若較短，有可能

對其教育成就有正面的影響。Eijck 及 Graaf (1995)的研究也有類似的發現。同時，

Guo 及 VanWey(1999b)的研究顯示，在控制手足共同的相處時間後，發現資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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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的情況並不嚴重，因此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並不顯著，反倒是子女出生的間隔

才是影響智力發展的重要因素。 

參、子女出生次序及性別的影響 

資源稀釋理論假定家庭子女對於教育資源是平均分配，換言之也就是假定

父母親對所有子女都有相同偏好，不因子女的長幼而有所差異。但事實上不同的

出生順序可能影響到父母親的偏好，進而影響教育資源的分配情形。最年長的孩

子出生時由於資源的集中，並沒有受到資源稀釋的影響；而老幺由於是最後一

個，也可能受到兄姐和父母的倍加疼愛，享用較多的資源。因此，在某些情況下

出生的順序會影響到家庭資源的分配情況。如 Blake(1989)主張，在相對較大子

女規模的家庭當中，子女的出生順序有可能對學業表現產生影響。實證研究也顯

示，父母親通常對最年長與最年幼的子女投注較多的學習資源，特別是關心及注

意等無形的學習資源通常會由於子女不同的出生順序而有所差異(Eijck and 

Graaf 1995)。尤其是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父母親對於資源的運用有可能考慮

到未來對家庭的回報，因此採取策略性的運用，將資源不平均分配於少數子女身

上，因而影響子女的教育成就(Buchmann 2000)。特別是在某些發展中國家，雖

然最年長的手足可能使用最多的家庭教育資源，但相對的會被期望爾後幫助較年

幼的手足的教育(Gomes 1984)，因此出生順序對子女的教育資源的使用影響並不

必然為直線的剝奪關係。同時隨著工業化社會家庭的型態改變，子女人數減少，

父母能夠投注大部份心力於少數子女的身上，故出生順序對於教育資源的稀釋及

剝奪效應己經變得比較不明顯(李玉嬋 1988)。 

再就子女的性別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來看，農業社會由於勞動力的需要

及父系繼承的觀念，對子女的教育成就期望往往有性別差異，男性被鼓勵讀書向

上，女性在家庭經濟因素限制之下，往往被期望犧牲自己，照亮兄弟的前途，因

此不同性別的子女所使用的家庭教育資源往往有所差異，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與教

育擴張的結果，二性的教育差距已逐漸的縮小。如 Weinstein, Chang, Cornman 及

Stark (2004)的研究顯示，台灣的父母親並未藉由剝奪較年長的姐妹的教育機會的

方式，以補貼其較年幼的弟弟的教育資源，女性不見得受到不平等的待遇。然而

由於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中國人重男輕女的觀念使得家長對男性的教育期望還是

明顯高於女性，因此兩性子女所得的教育機會事實上並不相等，這種父母親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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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別子女的不同態度與教育期望可能會影響子女的學習機會乃至於學業表

現，因此性別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可能不是直接的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而是間

接的教育期望與態度造成的影響(Broaded and Liu 1996；謝小芩 1992)。 

 41



 

第四節  家庭背景與學業表現 

壹、家庭背景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及家庭收入等相關的家庭背景因素與學生的學業表

現，乃至於日後的教育取得有密切的關係，出身於較佳背景的學生，往往能夠透

過教育地位的取得過程，因而影響日後的職業地位(Blau and Duncan 1967; Hauser 

and Featherman 1977)。前人研究大部份都顯示家庭不同的背景因素和學業表現有

強烈的關係存在，較佳家庭背景的學生，往往能夠取得較佳的學業表現和教育地

位，因而不同出身背景的學生其受教機會是否相等的問題受到諸多研究者密切的

注意(陳正昌 1994；楊瑩 1994；鄒浮安 1994；鄭淵全 1997；林俊瑩 2007)。 

在 Blau 及 Duncan (1967)關於地位取得模型的經典研究中，首先發現父母的

教育及職業地位與子女的教育和最初職業地位的取得有密切的關係，說明了家庭

背景和子女教育成就地位的關係。Duncan, Featherman 及 Duncan(1972)在後續的

針對職業與教育成就取得的模型研究中，加入了家庭結構因素與智力因素，說明

了家庭背景因素對教育及職業取得的影響。此後陸續有研究針對古典地位取得模

型中的家庭背景因素與學業表現及教育地位取得的關係進行補充，如 Sewell 及 

Hauser(1980)在隨後的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中，針對古典地位取得模型

加入了許多的社會心理變項，如重要他人、學生能力、抱負及期望等，也發現了

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表現彼此之間有重要的關係。前人研究歸納出家庭不同的背

景因素中有三個重要的成份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 

一、家長的教育程度 

一般而言，家長所受的教育程度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明顯的正相關，如

Wojtkiewicz 及 Donato(1995)的研究顯示，家長的教育程度愈佳，子女的教育地

位愈高，二者有密切關係，其他因素(如種族)的影響可能是透過家長不同的教育

程度所產生。楊肅棟(2001)的研究也發現，家長的教育程度在小學階段就發生影

響，家庭社經背景愈不利的學生，對學業表現的負面影響愈大。Graaf(1986)的研

究也有類似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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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之職業地位 

家長不同的職業地位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家長從事較高職業

地位的工作可能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影響，如 Kalmijn(1994)發現職業婦

女的社經地位對子女取得的教育成就有密切的關係，而且在控制了父親的教育程

度後其影響仍然顯著。而 Parcel 及 Menaghan(1993,1994)的研究顯示就業母親的

職業地位和工作時間影響子女的認知及行為發展能力。 

三、家庭的經濟收入 

家庭經濟收入直接影響家庭可用的經濟資源，並透過資源分配影響子女的

學業表現。如 Graaf (1986)研究以財務資源作為家庭社經背景指標結果發現，家

庭經濟資源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的相關。而 Goldscheider 及 Goldscheider 

(1991)的研究則顯示，家長所能夠提供的財務資源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

係。Hofferth et al. (1998) 的研究則發現，家長若能從家庭以外的場所得到額外的

財務幫助，則對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有顯著的影響。 

綜上所述，家庭不同的背景因素與子女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出身較佳

背景之學生可能具備較佳的學習環境，有助於提升學業表現；反之背景不佳的學

生則可能在學校學習過程中欠缺各種家庭資源的支持，因而阻礙其學習的發展

(鄭淵全 1997)。 

貳、家庭背景對學業表現的影響途徑 

除了家庭經濟資源對學業表現有直接而明顯的影響外，非經濟性的資源經

常是經由非直接途徑而影響子女的學習。換言之，不同背景的家長由於不同的教

育程度、職業地位因素，因此對子女所採取的教養方式、與子女的互動、教育期

望等可能有所不同，因而可能影響子女的學業表現。 

一、不同背景影響家長可能採取的教養方式 

家長不同的職業與教育程度影響其教養方式，而不同的教養方式對子女的

行為及學習發展經常產生重要的影響(劉慈惠 2000)。如 Kohn(1963)主張一個人

的社經地位深深影響親子之間的關係與父母親之價值觀，因而影響父母親對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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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的教養方式。一般而言教育及職業背景處於中上階層的父母親對子女通常採取

較為正向的教養方式，因此對子女的自我肯定的態度會有較為正面的影響(蔡順

良 1985)；反之中下階層的父母親由於管教知識的限制因素，對子女管教經常傾

向使用專制權威型的管教方式，可能對子女則產生較為負面的影響。父母親對子

女採取的教養方式若是較為愛護、接納及溫暖的方式，其子女的生活適應較為

好；若父母親所採取的方式為敵意的、拒絕的、忽視的，則子女的生活適應會較

為不良(趙富年 1980)。因此，不同教育職業背景的父母可能經由採取不同教養

方式影響子女的學習意願和動機，造成子女不同的學業表現表現。 

二、不同背景影響家長的教育參與 

家長的教育參與可以從家庭內的教育參與及家庭外的教育參與來看。首

先，就家庭內的教育參與來看， McNeal (1999)、Muller(1993)、江民瑜(2006)等

研究者之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對於子女學習過程的參與(involvement)與子女的學

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家長若能參與子女的學習過程及指導功課，對提升子女的

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助益。背景較佳的家長較能體會參與子女學習活動的重要性，

因此對子女的學習活動的參與程度較高、也較能創造好的家庭學習氣氛，同時此

種類型的家長一般而言也較關心子女的教育問題，因而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習動

機與增進子女的學業表現(林義男 1993；魏麗敏 2001)。 

假如從學習資本論者的觀點來看，家長對子女學校活動的參與為子女重要

的社會資本。透過家長對於學校活動的參與，創造較佳的家庭─學校關係，而家

庭─學校的關係可被視為一種子女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有助於子女在校的

學習表現與學業成就(McNeal 1999; Muller 1993)。因此，就家庭教育資源的觀點

而言，家長參與所創造的親師及親子互動可被視為一種與教育及學習有關的無形

資源。然而不同背景的家長對子女的教育及學習參與的程度及方式可能有所不

同。例如中產階級的家長和中下階層的家長相較起來，二者與教師的溝通情形可

能不同。中產階級家長和教師背景比較類似，因此在溝通上的障礙較小；而中下

階層的家長因為不具這種背景，比較無法了解教師的期望，因此溝通可能產生障

礙，因此也較為無法理解教師的對子女的需求和要求(Lareau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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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教育及職業背景影響親子互動方式 

研究顯示家長不同的背景與親子互動型式有關(林俊瑩 等人 2005；蔡順良 

1985)，以家長對子女的管教方式為例，當父母在工作上較有威望時，從事的工

作自主性較高時，對子女的管教方式會較傾向於自主與民主式，同時對子女的期

待也較多，處罰及限制也較少，並且對子女方活動也參與較多；相反的，教育程

度較低的家長所從事的職業自主性往往較低，由於工作場所的價值觀複製的關

係，對子女的管教方式會傾向於強調權威與服從，較多命令式的互動，較多的處

罰，較不重視子女的自主性，親子之間可能較容易產生衝突(劉慈惠 2000)。過

於強調權威式及服從式的教導，反而有可能造成某些負面的行為問題，進而影響

子女的生活滿意度及生活適應(林俊瑩 等人 2005)。因此，不同教育及職業背景

的家長所採用的不同親子互動方式可能影響子女的學業表現。 

四、不同背景影響價值觀念與教育期望 

首先，從不同背景產生的不同價值觀來看，不同背景的家長由於職業與教

育程度的影響，經常產生不同的價值觀，進而影響其對於子女的教育態度與教育

期望(Goyette and Xie 1999；林俊瑩 2006；謝孟穎 2003)。同時，在對子女的鼓

勵學習方式也有所不同。中上階層的父母較常使用鼓勵的方式來促進其子女的學

習，而中下階層的父母則經常使用懲罰的方式來強迫孩子學習。中上階層的父母

較經常使用次級增強物(secondary reinforcement)來養成孩子的「延遲享受」；而中

下階層的父母親則經常使用直接增強。因此不同社經背景的家長可能造成子女不

同的教育價值觀，並進而造成子女對自我的教育期望並不相同，影響子女學業表

現(謝孟穎 2003)。 

其次，就教育期望的影響而言，不同背景的家長對子女教育期望可能有所

不同，進而影響子女的學習動機與學業表現。中上階層的父母對子女通常會有較

高的教育期望，因此能促成子女的學習意願與動機(林俊瑩 2006)；相反的，中

下階層的父母對子女的期望通常較低一些，因此子女的學習意願也較為低落

(Goyette and Xie 1999; Hatcher 1998)。並且不同背景的家長常透過不同的價值觀

傳遞對子女將來教育的期望，影響子女的學習動機以及學業表現。一般而言，親

子之間對子女將來的教育期望愈一致，則愈有助於子女的學業表現，反之親子之

間的教育期望愈不一致，則對子女的學習愈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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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家長不同的教育與職業背景對子女的學業適應與學業表現的影

響有所不同。一般而言，背景較佳的學生，其父母對子女學習活動的參與程度較

大，較關心其學習活動，也較常採用自主及民主的方式鼓勵子女的學習，親子的

互動較佳，對子女也有較高的教育期望，因此子女的學習方式與學習動機也較

高，有助子女學業表現的提升；相反的，來自中下階層的學生，其父母親的教養

方可能較傾向權威式管教，同時由於職業要求及教育程度的限制，對子女的學習

及學校活動的參與可能較少(Lareau 1987; Lareau and Horvat 1999)，親子之間的互

動關係有可能較差，同時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及學業期望可能較低，因此降低

子女的學習動機，對學業表現產生不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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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學習資本理論與學業表現 

壹、社經地位與學習資本的關係 

若從家庭教育資源的角度來看，不同社經地位1的家庭所擁有的經濟性及非

經濟性的資源並不一致，透過家庭系統的轉換規則，各種不同型式的資源最終會

被轉換為家庭的教育資源(Teachman 1987)。因此，家庭的社經地位是透過教育資

源的轉換與提供，而與子女的學業表現產生密切的關係。 

近年來學者開始採用整合取向的學習資本理論觀點研究家庭教育資源對子

女的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Teachman 1987; Teachman et al. 1997；林俊瑩 2007；

陳怡靖、鄭燿男 2000；黃毅志、陳怡靖 2005)。根據學習資本理論的觀點，家

庭社經背景並非經由直接途徑影響子女學業表現，而是透過不同的家庭所能夠使

用的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間接對子女的學業表現乃至於教育成就產生影響，並造成教育機會不均

等的結果(林俊瑩 2007；陳正昌 1994；陳怡靖 2004；楊瑩 1994)，此種根據不

同型式的家庭資源進行區分為不同型式的資本的觀點即本文所謂的「學習資本」

(learning capital)理論。因此，根據學習資本理論主張者的看法，不同社經地位的

學生所擁有各種不同型式的學習資本並不一致，因此影響學業表現與學習機會。

學習資本理論觀點的模型假設可以如下圖表示： 

圖 2- 2：社經背景透過各種學習資本影響教育成就的中介機制圖(引自：林俊瑩 2007) 

                                                

1 一般而言，家庭社經地位多指家長的教育程度、職業地位及家庭經濟情況三者綜合而成的整

體。本文雖然將家長的教育及職業地位視為非經濟性資源，而將家庭經濟情況視為經濟性資源，

然在文獻回顧部份則依循先前研究用法，暫且將此三者合併看待稱之為家庭社經地位，以與先前

研究用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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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本理論強調學生的學業表現主要受到來自學生所擁有的不同社會、

文化以及文化資本的影響，而不同社經地位的學生所擁有的學習資本並不相同，

以下簡單敘述社經地位與學習資本的關係： 

一、社經地位與社會資本 

學習資本理論觀點將存於人際關係網絡互動中的資源視為社會資本，有三

個主要來源： 

(一)家庭內的親子互動及家長對子女的參與：先前之研究者(McNeal  1999; 

Parcel and Menaghan 1993)一般將之稱為家庭內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within 

family)。 

(二)家庭外的社會資本：指存在於社區當中，來自於家長與其他家長所形成

的互動網絡中產生的人際關係資源(Carbonaro 1998; Coleman 1998; Teachman et 

al. 1997) 。 

(三)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educational involvement)：指經由家長與學校教

師互動，以及家長對學校活動的參與對子女所產生的資源性效果(Coleman 1993; 

Muller and Kerbow 1993)。 

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與社會資本有密切的關係，尤其是家長教育程度與所

建立的人際關係網路有密切關係，並影響其可用的人際關係資源(Coleman 1993; 

Lareau and Horvat 1999; McNeal 1999)。社經背景較佳的家長可能具備較高的教育

程度，其所使用的語彙、生活經驗與意識型態較為接近學校文化，因此較能和學

校教師進行溝通，因而建立起較佳的親師關係網絡，提升子女在學校學習的社會

資本。同時社經地位較佳的家長也可能較關心子女的學習，對子女的學習活動有

較高的參與(McNeal 1999)，因而有助於家庭社會資本的提升；反之中下階層的

家長，受限於教育程度或者職業背景因素，對子女的學校學習參與較少，也受限

於本身的文化素養因素，因而較無法了解學校教師的要求，可能與教師溝通較為

困難，因此妨礙子女學校社會資本的建立(Lareau 1987; Lareau and Horvat 1999)。 

二、社經地位與文化資本 

學習資本理論觀點視學生參與藝文活動及文化學習有關的活動為有助於提

升學業表現的學習資源，將之視為學生的文化資本(Aschaffenburg and Ma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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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77; DiMaggio and Mohr 1985)。學習資本理論觀點學者同樣將文化資

本區分為： 

(一)學校中的文化資本：意指學生在校所能夠使用的語文及在學校中參與和

文化相關的活動，並主張參與學校文化活動與學業表現有關(Farkas, Grobe, 

Sheehan and Yuan 1990; Lareau and Horvat 1999; Roscigno and Ainsworth-Darnell 

1999) 

(二)家庭文化資本：意指家庭所提供的文化刺激，並認為家庭文化資本有助

於子女的學業表現(Aschaffenburg and Maas 1997; DiMaggio 1982)。社經背景較高

的家庭，尤其是高教育程度的家長，能夠提供給子女較多的文化刺激(馬信行 

1985)，較常帶子女參加文化活動(Roscigno and Ainsworth-Darnell 1999)，提升子

女的文化資本。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有較多的機會參與和文化及藝文相關的活

動，因而有助於教育成就的提升和社會流動(DiMaggio 1982)。 

三、社經地位與財務資本 

財務資本觀點則見於國內學者所進行討論，如林清標(1998)、陳怡靖及鄭燿

男(2000)、陳建志(1998)等研究者之研究著重在家庭所能夠提供給子女財務性及

金錢性的幫助，從事課外的學習活動(如補習)對子女的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孫清

山、黃毅志 1996；黃毅志、陳怡靖 2005)。社經地位較佳的家庭較有餘力提供

給子女額外的學習機會，例如補習或者學校的額外第八堂的課後輔導活動，因而

提升學業表現。 

綜上所述，學習資本理論觀點著重在於將家庭的各種有形及無形的教育資

源予以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為不同型式的學習資本，並考查學習資本的各種

面向與學業表現產生的關係。根據學習資本理論，家庭、學校及社區中各種有形

及無形的學習資源可以根據其不同的性質將之區分成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及財務

資本等三大類。近年來資本理論被廣泛使用，學習資本的內涵逐漸被擴大，學者

在使用學習資本時概念多不盡相同，因此學者使用各種學習資本進行研究所得結

果不盡一致，同時也引起了諸多爭議。然而，家庭社經背景與各種不同形式的家

庭教育資源有密切的關係則受到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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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資本與學業表現 

一、社會資本的概念 

近幾年來，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學業表現的關係逐漸得到學者的重

視 。 自 Coleman(1988) 、 Coleman 及 Hoffer (1987) 、 Coleman, Schiller 及

Schneider(1993)提出社會資本與學業表現的關係以來，社會資本概念在教育過程

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對於學生的學業表現的影響已經有愈來愈多的學者開

始著手進行探討(Parcel and Dufur 2000；周新富 2003；林清標 1998；陳怡靖、

鄭燿男 2000；黃毅志、陳怡靖 2005)。就學習資源的角度來看，社會資本意指

透過人際互動所產生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其存於網絡中的人際關係資源，此種人際

關係資源被視為有助於家長彼此之間的相互協助，及對彼此的子女的行為和學習

有所助益(Coleman and Hoffer 1987; Coleman et al. 1993)。因此這種存於人際關係

網絡中的資源，亦即社會資本可被視為一種無形的學習資源。 

社會資本可從狹義及廣義二種不同視角來加以探討。就狹義的社會資本而

言， Bourdieu(1986)認為這是一種存於人際互動當中相當持久的、已經或多或少

被制度化(institutionalized)了的網絡資源。而 Coleman(1990)從社會網絡的觀點來

定義社會資本。Coleman 認為，社會資本就其本身而言，並不是一種實質的資本

(substantial capital)，它是一種無形的利益性資源，存在社區社會關係網絡(social 

networks)的結構當中，個人可以將這種資源應用於目標的達成及獲得。換言之，

Coleman 的社會資本觀點著重「關係」的層面，尤其是家長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網

絡關係代表其社會資本的高低，個人擁有愈多的社會資本，愈有助於其目標行動

的達成。就學習而言，透過社會資本可以創造出有利於學習的資源，並且可以將

之轉換為人力資本。 

就廣義的社會資本來看，包括的面向除了狹義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網絡關係

產生的資源之外，還擴及到與學生學習有關的人際關係層面。包括家長及教師對

學生的關心和期望(Hao and Bonstead-Bruns 1998)、家長對於子女教育的參與

(Parcel and Dufur 2001)、家長彼此之間的人際關係網絡(Morgan and Sorensen 

1999)、親師之間的關係、家長和子女的人際網絡(Muller 1993; Muller and Kerbow 

1993)、學生在學校的社會網絡資源(Hallinan and Kubitschek 1999)等。換言之，

社會資本是非實質性的存在，只有在社會網絡結構中才發發揮其資源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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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及家長網絡關係愈密切，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愈豐富，也俞能發揮社會資本

的學習資源性效果。 

二、社會資本的展現形式 

社會資本就其本身而言為一種存於社會網絡關係中的資源，資源的運用可

以有多種形式的存在。Coleman 認為，社會資本的功能與價值在於行動者可以將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資源來使用，並用以達成他的利益和興趣，故社會資本是個人

可用的資源，它有幾種主要的形式(Coleman 1990)： 

(一)義務與期待(obligation and expectation) 

基於網絡構成成員彼此之間的連結進而產生彼此的義務與行動期待的關係

可以作為一種社會資本。舉例而言，在一個社會網絡結構相對穩定的區域中，家

長採取某些行動，而且他相信社區或學校的其他人也會以相同的情況來回報他，

處於此種網絡結構中的家長和學生擁有的社會資本較高；反之，在而在人口高度

流動不穩定社會結構當中，此種社會網路就不是那麼的可靠。因此，在一個社區

及學校結構相對不穩定的社區裡，家長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就相對來得較少。 

(二)潛在的訊息管道(potential information channels) 

社會網絡和資訊的取得有密切的關係，尤其是某些有價值的資訊通常要耗

費昂貴的成本才能夠取得，因此擁有龐大社會資本的人通常可以用較為輕易的方

式取得有用的訊息(Burt 2000)。Granovetter(1973, 1983)、Rogers(1995)的弱連結

(weak ties)理論則主張某些非直接連帶的人際關係網絡是資訊取得的重要管道。

就學生家長而言，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意味著他可以輕易得到許多關於子女教育

的訊息，因此家長可以利用這種訊息取得上的優勢，有助於其子女的學習，提高

子女的學業表現。 

(三)規範與有效的制裁(norm and effective sanctions) 

社會網絡結構賦與成員某種義務與責任，並對成員產生規範性的約制，當

違反規範時，網絡結構成員亦能施予違反者某種制裁，因此在此種有效規範及制

裁的網絡結構當中，成員可以產生對於社會網絡的信任，並成為一種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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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kens 2002)。而 Parcel 及 Menaghan(1993)研究顯示社區網絡結構所產生的規

範作用可以預防偏差行為的產生。 

(四)權威的關係(authority relations) 

位於社會網絡結構中的某些位置的行動者可能擁有較其他行動者擁有更多

的權威和權力關係。Emerson(1972)在對於網絡結構與權力關係的研究中顯示

出，位於某種交換關係中的行動者能夠較其他行動者擁有較多的權力。如

Burt(2000)的社會資本理論主張位於某些社會網絡位置的中介者(brokers)能夠獲

取漁翁之利，並且較其他的行動者擁有更大的權力。因此社會資本也可能以社會

網絡結構中權威關係展現出來，假若行動者對他人擁有權力和權威關係時，此時

該行動者就會被認為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反之一個擁有較多權威關係的人也被

視為擁有社會資本。舉例而言，若家長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可能可以主導學校

的決策朝向對子女有利的方向，具體體現社會資本的作用。 

(五)可利用的組織(appropriable social organization) 

假若行動者為某一組織的成員，並在組織中據有某種重要位置，那麼行動

者可能利用此種結構優勢，進行對自己及其他人有利的行為，利用到組織中的資

源或人際關係以便達成行動者的利益或興趣(Lin 2001)。Burt(2000)也認為處於組

織的重要位可以產生的組織資源是行動者重要的社會資本。因此，家長假若參與

學校的運作(例如參與家長會)，有可能利用學校的資源，創造對子女有利的學習

環境，甚至影響影響學校的教學政策，因此可能對子女的教育與學習有正面影響。 

三、社會資本與學業表現 

根據學習資本理論的看法，社會資本有助於學生學業表現的提升。社會資

本對學業表現的影響可自三方面來看：第一，社會資本可以作為支持學習的資

源，如 Portes(1998)認為學生的家庭支持可以作為社會資本的來源之一。換言之，

學生擁有的家庭社會資本愈豐富，對其學習的家庭支持就愈有力；第二，社會資

本可以作為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來源(Ekland-Olson 1982; Krohn 1986)。就學

生而言，這種來自於社會網絡的相互影響和控制，可以預防偏差行為的發生，減

少社區因素對學業表現的負面影響；最後，除了學校之外，學生可以從家庭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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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網路得到幫助。在實證研究方面，許多研究均肯定社會資本與學業表現之

間的關係。如 Muller 及 Kerbow(1993)的研究顯示，家長透過對於家中子女的教

育參與、及對於家庭以外的社區及學校的教育活動的參與，有助於社會資本的建

構。換言之，透過家庭系統對社會資本的轉化，社會資本可以轉化為家庭教育資

源，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與減少偏差行為發生的機率 (Coleman 1988, 1990; 

Carbonaro 1998; Morgan and Sorensen 1999)。 

Carbonaro(1998)使用 NELS( 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的資

料進行次級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學生家長彼此間是否互相熟識和學生的數學成

績有關，而且這種存於社區當中的社會資本可以防止輟學的發生。Teachman et al. 

(1997)發現，社會資本(親子與親師互動)和學生的輟學機率有關，具有較豐富社

會資本的學生中輟機率較低，不具備社會資本的學生其輟學機率較高。

Lareau(1987)則主張中產階級的家長的階級文化和家庭生活(例如社會網路)較符

合學校對家長的角色期待，因此有助於家長及學校的互動，可以有效幫助子女在

校學習。Wong(1998)在分析前共產國家捷克的資料時發現，父親曾是共產黨黨員

的學生，其家長能夠利用共產黨的背景及共產黨組織，產生豐富的人脈，提供子

女關於學習必要的資源，有助於學業表現的提升。 

就家庭教育資源的角度來看，家庭之中的人際互動，尤其是親子之間的互

動關係，如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親職時間長短、父母投注的心力、父母與子女

對教育期望的一致性等是影響子女學習的重要因素。與家庭教育資源概念有關的

社會資本對學業表現的影響大致可以從以下四方面來看： 

(一)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 

家長是否參與子女的教育及學習過程，可能與子女的學習或行為有關。如

McNeal(1999)認為，家長的教育參與(例如是否陪子女討論功課、或和子女討論

未來的學業期望等)可被視為一種學生的家庭社會資本。雖然在研究中並未顯示

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對子女的認知及學業表現有直接助益，但研究發現家長參

與對子女的行為有明顯的規範作用，可以降低偏差行為(例如輟學)的發生機率。

Sui-Chu 及 Willms(1996)的研究也顯示，親子之間透過在家中討論學校所發生的

事及學校活動與學業表現有強烈的關連性。林義男(1993)的研究也顯示父母親對

子女的教育參與對子女的教育成就有影響。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尤其是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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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有關的參與可被視為子女的家庭社會資本。 

(二)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Hao 及 Bonstead-Bruns (1998)的研究發現，親子的互動有助於共識形成，促

進了親子間對於教育期望的一致性，有助於子女教育成就的取得；反之，若親子

間對於子女將來的教育期望較不一致，則對子女的教育成就有不利的影響。林清

標(1998)對於不同地區及種族的學生比較後發現，父母不同的教育期望，對不同

種族的國小學童成績有顯著的影響。Goyette 及 Xie (1999)比較華裔美國人和非裔

及西裔美國人學業表現後發現，華裔美國人的父母及華裔社區對子女有較高的期

望，因此學生擁有較為豐富的家庭及社區社會資本，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因此，

教育期望，特別是父母親對孩子的期望，可被視為一種有助於學習的社會資本。 

(三)親子的互動 

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能與子女的學習發展和學習動機有關，特別是有關

於學習方面的互動，被視為重要的家學習資本。如巫有鎰(1999)將親子之間的互

動分為「控制型」互動及「關懷型」互動，他發現親子之間不同的互動方式對子

女的學業表現有影響，關懷型的互動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助益，但控制型

的互動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沒有明顯的影響。謝孟穎(2003)對於家長社經背景和學

業表現的研究則發現不同社經背景的家長影響其與子女及學校的互動，互動較佳

的家長較仔細檢查孩子的功課和作業，同時也可能給予孩子比較多的指導，有助

於子女學業表現的提升。因此，親子互動較佳的學生，可能擁有較佳的家庭社會

資本，對孩子的學業表現有影響。 

因此社會資本可以藉由家長對於子女教育及學習的關心程度展現，例如家

長是否陪子女作功課、是否教導子女功課、是否與子女有良好的互動、是否關心

子女的學校適應及學習問題等。舉凡父母親花時間在教育、管理監督、及關心孩

子的發展上，所展現的行動均可被視為無形的家庭教育資源，並與子女的學業表

現有密切的關係。 

(四)家長對學校活動的參與 

家長對學校的教育參與(例如擔任學校家長會委員)可被視為一種關心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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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及教育的表現，因此也是子女重要的家庭教育資源(江民瑜 2006；林俊瑩 

2007)。因為學校組織提供了可資移用的資源，家長能夠利用學校組織的資源，

甚至透過學校的行政體系進行對子女學習有利的安排(例如透過能力分班將子女

安排到較好的班級 )，所以家長對學校活動的參與為子女重要的社會資本

(Coleman and Hoffer 1987)。但以台灣來看，目前學生家長對於學校參與的態度

偏向消極，家長對學校活動的參與所揮的資源性效果還有待後續更多的研究進行

討論(江民瑜 2006；林俊瑩 2006)  

參、文化資本與學業表現 

一、文化資本的概念 

近年來文化資本和學業表現的關係受到了許多學者的注意和研究，所謂的

「文化資本」指的是人們對於社會的中上階層文化所能掌握的程度。根據文化資

本論者的看法，學校教育過程所傳授的是社會支配階級的文化及意識型態，因此

能夠掌握這種支配階級的文化成為教育地位取得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中上階

層的文化可以是物質層面的，例如藝術品、餐飲、服飾等；也可以是非物質層面

的，例如談吐、儀態舉止、品味與文化知識(黃毅志 2000)。文化資本以三種形

式存在(Bourdieu 1986)：一是主體化的形態，也就是指個體在心靈、精神或身體

上的一種長期持續的狀態。換言之，即個體所具備的習性(habitus)，這種與文化

有關的習性是透過學習及生活環境而習得。更重要的是根據 Bourdieu 的看法，

這種習性與社會階級有著密切的關係，不同的階級其文化習性並不相同(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 Calboun 1993)；二是客體化的形式，也就是以各種有形或者無

形的文化財的方式存在(例如書籍、音樂、字典等)；三是制度化的形態，它是一

種被分開組合的客觀化的形式，例如教育的文憑。制度化的文化資本隱藏了其階

級屬性及社會結構，而以一種表面看似公平的教育升學制度或是教育文憑的方式

存在(陳怡靖 2004)。 

根據 Bourdieu 的看法，學生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和其在校學習過程有著密切

的關係。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學生，在學校裡獲得較多的回饋，而這些學生通常

是來自中上階層的學生。而所謂的文化資本，指的是「使用社會所認可的有價值

的符號(symbol)進行溝通的能力」。由於教師較容易和來自中上階層的學生及家

長使用相同的符號進行教學溝通，因此這些學生較易獲得注意和協助(La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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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相反的，來自中下階層的學生和家長，因不具備這種文化資本，因此在

升學的選擇的過程中就被淘汰，或轉而選擇進入一些非學術性而傾向職業性的教

育進路。因此教育制度的結果是由於所具備的文化資本不同而做出的不同的進路

選 擇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 Hatcher 1998; Mehan 1992) 。 換 言 之 ，

Bourdieu(1977)認為學校是權力階級進行排除或篩選過程的機制。具有愈多文化

資本的學生，在學校場域裡獲得成功的機會愈大；愈不具備文化資本或具有較少

文化資本的學生或家長，愈不易使用教師的符號和教師進行溝通(Lareau 1987;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因此在教育的選擇過程中失敗的機會愈大。 

透過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觀點，使學者開始了解到家庭中的文化資源提供

對於學習過程與教育地位取得的重要性，文化資本的觀點因而被廣泛的應用到眾

多的研究當中(Graaf et al. 2000; DiMaggio 1982; Katsillis and Rubinson 1990; 

Roscigno and Ainsworth-Darnell 1999；陳怡靖、鄭燿男 2000；黃毅志、陳怡靖 

2005)。文化資本之所以成為研究關心的焦點主要的原因在於文化資本的累積是

於一種後天的社會建構過程。這種後天的建構過程受到社會階級的影響。換言

之，出身不同階級學生其後天所能夠擁有的文化資本是具有階級性的，而

Bourdieu 對於文化資本的分析重點，就在於學校及教育系統如何透過不同階級的

學生所擁有的不同文化資本，對學生加以區分並再製社會階級的過程。 

二、文化資本與學業表現 

(一)階級複製觀點 

Bourdieu 認為，每個家庭都會傳遞其文化資本給子女，文化資本的形成與

習得是在家庭中奠定基礎。換言之，家庭提供的文化資源形成子女的文化稟性，

並使得不同階級出身的學生擁有不同的文化資本。由於學校傳遞的文化較接近於

支配階級的文化，因此支配階級的兒童，已經在家中習得往後學習必備的文化基

礎，因此他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處於比較有利的地位。反之勞工階級的子女，由

於缺乏這種必要的文化資本，在學校教育當中就處於一種不利的地位，並且較容

易遭受到挫敗(范信賢 1997)。 

尤其是語言及符號的使用與學業表現有密切的相關，教育過程的各種課程

和教學內容，本質基本上都是透過語文及符號的使用來達成，各種考試與測驗無

 56



 

一不在測試學生「了解與運用語文的能力」。學校的聲譽愈好，教育階段愈高，

所使用的語文及符號也愈複雜化及抽象化，也愈近似中上階層的語言符號體系。

因此，教育及學習過程有利於中上階層學生，其向上流動的機會多；反之，中下

階層的學生則在一連串升學篩選的過程中被淘汰(譚光鼎 1998)。所以，中下階

層出身的學生之所以選擇非學術性的職業類科就讀，並取得較低的教育地位，表

面上好像是經過理性的選擇(rational choice)，事實上卻是中下階級一種不知不覺

的自我篩選(self-selection)的過程(Hatcher 1998)。而透過這種自我篩選過程，不同

階級的學生自然而然造成學業表現及教育地位取得的差異，教育因而產生階級性

的差異，產生複製既存社會結構的結果。 

(二)文化流動(cultural mobility)觀點 

Bourdieu 對於文化資本與學業表現及教育地位取得，採取階級複製觀點將

文化資本視為後驗的第二自然。然而此觀點主張文化資本的習得，與其最早期的

習得條件密不可分。換言之，階級複製的觀點過度強調出身背景與文化資本的密

切關係(趙蕙鈴 1995)，有時常被批評為太過於決定主義和宿命論(DiMaggio 

1982)。更重要的是，階層結構在教育過程中複製結果並非是普世性(universal)

的，不同的國家有不同的教育體系，文化資本在不同的國家對學業表現及教育地

位的取得影響並不相同。對於某些重視學生的文化品味的歐洲國家(如法國和意

大利)而言，這種藉由出身背景所獲得的上流社會的文化品味，對於學生的教育

地位取得過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就某些有公開考試並憑藉考試成績決定教

育進路的國家(例如台灣與日本)而言，文化資本是否能夠在考試過程中有助於成

績的提升卻也引發學者的研究與討論(陳怡靖、鄭燿男 2000)。因此文化資本與

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跨文化的比較與研究。 

DiMaggio(1982)因此提出了另外一種有異於階級複製的觀點，主張文化資本

不僅僅只是複製既存的社會結構。相反的，DiMaggio 主張文化資本的習得有助

於社會流動，因此也被稱為「文化流動」的觀點。DiMaggio 從韋伯的「地位團

體的文化參與」(status-culture participation)角度出發，採取一種較為動態的觀點

來看待文化資本。根據文化流動觀點，文化資本雖然有一部份是屬於在家庭成長

過程中所習得的部份，但也有一部份是可以透過後天參與文化活動而獲得並且累

積的。因此，學生在校內或校外參與文化活動也有助於提升學業成就，這種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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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地位團體而獲得文化資本，並提升參與學生的學業表現的觀點有時也被稱為

「文化流動模式」(cultural mobility model)(Aschaffenburg and Mass 1997)。

DiMaggio(1982)採用文化流動的概念對高中生進行研究後發現，參與中產階級的

文化活動和其非科技性的學科成績有關，並且和中上階層的學生比較起來，對來

自中下階層的學生有更大的幫助。 

綜上所述，文化資本與學業表現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從階級複製與文化流動

兩大取向來看。根據階級複製論的看法，參與社會支配階級的文化活動和學業表

現有關，因為這種文化活動和學校裡所強調的支配階級的文化是一致的。所以透

過參與這種支配階級的文化活動，有助於學生在校的學習過程。Bourdieu 所強調

的支配階級的文化活動有時被學者稱之為「高層次文化」或「形式文化」(formal 

culture)，包括了閱讀文學作品、看戲、聽音樂會、參觀博物館、美術館等，學

生參與這些文化活動並且有能力去欣賞或表演，被視為是擁有文化資本，與學校

中所強調的主流文化一致，有助於學業表現的提升。 

而文化流動觀點則主張，不只參與上流文化活動，其他諸如雕刻、繪畫、

跳舞、攝影、木工等工藝活動的學習，或是家中的文化環境及資源(cultural 

resources)的提供，甚至學生喜歡聽的音樂類型也可被視為文化資本，並與學業

表現有密切的關係(DiMaggio 1982; DiMaggio and Mohr 1985)。如 DiMaggio(1982)

主張，參與文化活動對學業表現的影響不僅僅產生階級複製的效果，研究發現在

控制了家長的社經背景之後，學生是否參與各種類型的文化活動與學業表現有密

切的關係。 

就實證研究所得發現來看，文化資本和學業表現的關係一直備受爭議，特

別是參與上流文化和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還沒有共通的看法。Kalmijn 及

Kraaykamp(1996)利用 1982 年與 1985 年公共參與藝術調查(surve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art)的資料進行分析，比較美國非裔及白人教育子女方式，發現擁

有參與較多傳統的歐美文化(traditionally Euro-American culture)的家長，有助於子

女的教育成就。但 Katsillis 及 Rubinson (1990)以問卷收集希臘的 395 個公立學校

的高中學生資料進行研究，結果顯示參與高層次文化與學業成就的關係是假相

關，他們認為文化資本和學業成就無關，反倒和學生的能力和努力比較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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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義文化資源觀點 

許多學者傾向採用廣義的文化資源的看法來研究文化資本和學業成就的關

係。如 Farkas et al. (1990)以學生的學習習慣和風格(包括學生的曠課日數、老師

對學生的作業習慣及外表的評判等)作為「文化資本」的指標，再加上學生所具

備的基礎技能及學科作業成績這二個因素，研究不同族群的七、八年級的學生的

學業成績發現，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最有預測力的變項是老師對學生作業習慣的評

判，再來依序是學科作業的成績及學生的基礎技能，可見教師的文化習性對學生

的學業成就有著影響。Roscigno 及 Ainsworth-Darnell (1999)以 NELS 的資料進行

分析，將文化資本分為文化之旅及參加才藝學習活動等兩個向度，前者測量學生

是否參觀博物館及美術館等，而後者則測量學生是否參與才藝活動的學習，結果

發現家長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本和家庭結構有關，而且文化資本的多寡和學業表現

有高度相關。Aschaffenburg 及 Mass (1997)利用三年的藝術參與活動資料的分析

發現，參與文化活動與學校學業表現有關，且效果隨著年紀而增加，並且參與校

外文化活動所發揮的效果更勝於在校內參加的文化活動。Graaf et al. (2000) 的研

究也指出，並非參與上流文化，而是較為一般性的文化活動 (例如家長的閱讀習

慣和家庭的閱讀風氣) 對子女的教育成就發生影響力。 

(四)國內相關研究 

對於文化資源對學生學業表現的幫助，國外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最主要

是在進行研究時對何謂「文化資本」，不同的研究採用的概念定義並不相同。在

國內的研究方面同樣出現操作化的困難。如孫清山及黃毅志 (1996)利用「台灣

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料」，以受訪者唸國(初)中時家庭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源

(包括家中書籍、是否參與才藝學習活動等，最主要為物質層面的文化資源)和受

訪者的學歷作分析時發現，文化資本理論對受訪者的教育成就的取得解釋力相當

小，他們認為這是由於聯考的匿名性使得文化資本不易產生影響成績的作用。 

馬信行(1985)研究家庭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源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的影響時發

現，成績好的學生家中有較多的文化刺激物如兒童百科全書、期刊、雜誌、報紙

等；而成績不好的學生家中的書籍則多以消遣性書籍為多，因此家庭文化資源與

學業表現的關係，視文化資源的種類而異，特別是書籍的閱讀類型與學業表現的

關係並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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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毅志及陳怡靖 (2005)檢證各種資本論述對教育機會的影響結果發現，台

灣地區看似公平的考試制度，事實上學生不同的出身背景，透過不同的資本中介

作用，產生教育機會的不公平性。在各種文化資本中，特別是接受補習與否與學

業表現有密切相關(陳怡靖、鄭燿男 2000)，但是文化資本，特別是學生學習上

流文化，對不同的教育進路取得則沒有影響(陳怡靖 2004)。 

林俊瑩(2007)利用 TEPS 的資料分析後發現，學生家庭所能夠提供的文化資

源，包括了形式文化的參與、才藝活動的學習，及所謂的負面文化資本等與學業

表現有密切關係。林清標(1998)、陳建志(1998)以是否有良好的生活習慣、遵守

校規、家中的文化設備及參與藝文活動等四個變項代表文化資本，比較原住民與

漢人二個不同族別的國小學生的學業成就差異，發現文化資本對學校成績有顯著

影響，但對經標準化測驗後的成績測量沒有影響。同時在控制了文化資本及社會

資本後，家庭社經背景的影響也變得不顯著。他認為這是標準化測驗排除了教師

的主觀因素影響所致。 

綜上所述，雖有不少研究表示對於文化資本的支持觀點，但也有研究顯示

了在控制教師的主觀因素影響及學生能力之後，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

並不顯著，因此家庭的文化資源多寡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尚有待更多的研究進

行探討。然而，本文認為對文化資源的實質內涵缺乏一致性的界定是研究結果並

不一致的主因。但是就理論上而言，家庭所能夠提供文化資源的多寡可能影響子

女的學業表現則是受到理論支持的觀點，在進行標準化測驗的情況下，家庭的文

化資源與學生學業表現的關係則有待學者進行更多的研究(陳怡靖 2004; 黃毅

志、陳怡靖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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