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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探討 

根據研究理論架構，本研究將家庭教育資源區分為經濟性資源及非經濟資

源等二大面向，並依特性模型之多面向建構方式，分別就這兩個家庭教育資源組

成面向進一步區分出不同的組成概念面向。本研究利用近似性結構分析方法，對

不同組成概念面向進行分析，建構家庭教育資源理論概念模型，並進一步經由類

型學的分析建構不同項目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如表 5-1 所示)。本章進一步分析

不同性質之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性。 

在分析方法上，研究採取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建構家庭教

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模型，分別就經濟性資源與非經濟性資源二大面向，以

多因子變異數分析方式(MANOVA)分析不同家庭教育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闗

連性。以下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非經濟性的教育資源因素與學業表現的關

係；第二節研究探討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第三節則將經濟性資源與非

經濟性資源視為相同重要的影響因素，將之置入同一模型中分別探討不同的資源

種類與學業表現相對的關係程度；第四節則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分佈的城鄉差距問

題。本章所分析之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之關係模型可以用圖 5-1 表示： 

圖 5- 1：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關係模式圖 

本研究採用 SAS(V.8.2)之 GLM 程序進行不同家庭教育資源項目的效應

(effect)估計，藉由模型的中不同資源項目的比較，探討不同資源的類型與學業表

現產生的差異，同時並對優勢與弱勢類型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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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本研究區分之家庭教育資源面向與構成指標 

資源面向 構成面向 家庭教育資源類型指標 指標構成主要內容及區分類型 

居住安排類型 根據家長是否缺位區分為缺位型與完整型家庭 家庭型態 

家中手足數量 根據受訪者之兄弟姐妹人數多寡區分為獨子、一位、

二位、三位、及四位以上手足等數種類型 

親子衝突原因 根據衝突原因區分為內向性衝突及外向性衝突等二種

類型 

親子衝突解決 根據衝突解決方式區分為溝通型解決、強制型解決及

非溝通型解決等三種類型 

家長管教方式 根據家長對子女的行為反應及是否接納溝通並聯成立

為積極關心型及消極忽略型管教二種類型 

家庭成員互動 

親子溝通 根據家長是否經常與子女進行有關升學進路的溝通 

家長教育期望 根據原始資料內容有一個題目對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

望進行分類為國中、高中職、專科及技術學院、大學、

研究所等幾種不同的教育期望程度 

家長對子女教

育參與 

家長對子女學習參與 根據家長是否經常檢查子女考卷、家人是否教子女功

課等區分為低度、中度及高度參與等三種類型 

非經濟資源 

家長教育職業

背景 

家長不同教育─職業類型 根據家長的教育程度高低及職業類別專門程度區分為

低技術─低教育、中技術─中教育、及高技術─高教

育等三種類型 

家庭用於課外活動的支出 根據家庭用於受訪者的才藝活動及補習費用進行區分

為高支出、中等及低支出等三種類型 

顯性經濟資源 

家庭經濟情況 根據受訪者家庭的收入及對家庭經濟情況的感受分為

較佳者、普通者及較差者等三種類型 

家庭經濟資源 

隱性經濟資源 課外的學習活動 根據受訪者在小學階段曾經參加補習或才藝活動及其

時間階段的長短區分為從來沒有參加過、只在小學四

年級前參加者、小學四年級以前及小學五六年級都有

參加者、以及從小學到國中以後都有持續參加者等四

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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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家庭非經濟性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本研究之家庭非經濟資源之次面向包含家庭組成型態、家庭成員互動關

係、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類型、及家長教育職業類型等四個構成向度。家庭組

成型態包含居住安排類型及受訪者手足數量類型等二個指標；家庭成員互動則有

親子衝突及解決類型、家長管教方式類型、親子溝通類型及手足互動種類等四個

指標；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則有家長的家內參與程度、家長對學校活動的參與

程度及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程度等三個指標；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則以家長的

三個不同的教育職業組合類別作為指標。 

在分析過程中，本研究依次將非經濟資源的四個面向的各個資源指標依序

加入模型中，藉由模型參數(parameter)的估計及資源指標在模型中的效應大小探

討不同家庭教育資源項目及其不同的類型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本節以學生之一般

能力測驗及數學能力測驗的結果作為依變項，上述四個不同的資源面向的不同指

標為模型之自變項，進行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關係模型的建構及探討。為簡

化模型起見，本研究之模型有二個預設： 

1.  因研究自變項事實上為研究者根據類型學區分之結果所建構，故研究者假定

此分類為固定之結果。換言之，本研究所採用的各個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為

由研究者所設定之固定分類，並非由既存的眾多類別中所隨機選取類型，因此其

對依變項之效應為研究者為進行類型比較的目的所產生的固定分類結果，並非隨

機產生，因此研究模型中所採用之資源指標研究者設定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

模型，不進行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之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的估計(Littell, Stroup 

and Freund 2002)。 

2.  因為家庭教育資源不同指標可能有相互關連性存在，因此研究假定不同之指

標之間可能存在某些互動(interaction)效應，故研究對不同資源指標對學業表現的

主要效應(main effects)進行估計，亦即考慮在其他指標的效果下，估計某特定家

庭教育資源指標的效果。但為簡化模型，研究不估計互動項(interaction term)之效

應，也不對誤差項進行估計。換言之，本研究只考慮主要效果之模型。根據上述

兩個假定，研究設定之線性組合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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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模型設定 

一、模型(一)：分析家庭型態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線性模型設定如下： 

在模型(一)中只考慮家庭型態與學生學業表現的關係程度，因本研究所使用

之家庭型態有二個構成指標，故模型之線性迴歸形式如下：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家庭手足數量類別 

e i：為隨機變異 

二、模型(二)：分析家庭型態及家庭成員之互動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線性模型設

定如下： 

在模式(二)中除了家庭型態之外，另外選取家庭成員互動型式加入模型(二)

進行分析，家庭型態組成與家庭成員互動類型共有六個指標，故模型之線性迴歸

形式如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家庭手足數量類別 

γ3：為家長管教方式 

γ4：親子之間是否溝通升學進路 

γ5：親子之間經常發生的衝突原因類型 

γ6：親子之間的衝突解決類型 

e i：為隨機變異 

三、模型(三)：分析家庭型態組成、家庭成員互動、以及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

等三個家庭教育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線性模型設定如下： 

模型(三)中共有三個不同資源項目合計 7 個指標，模型之線性迴歸形式如

ry ++= 家庭型態組成β0

iey +++= 21 γγμ

ry +++= 家庭成員之互動類型家庭型態組成β0

iey +++++++= 654321 γγγγγγμ

ry ++++= 家長對子女之教育參與家庭成員之互動類型家庭型態組成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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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家庭手足數量類別 

γ3：為家長管教方式 

γ4：為親子衝突原因類型 

γ5：為親子衝突解決類型 

γ6：為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γ7：為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關心 

e i：為隨機變異 

四、模型(四)：分析本研究所界定之四個非經濟性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線性模型如下： 

在模式(四)中有四個教育資源項目，合計共有 8 個指標，其模型之線性迴歸

形式如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家庭手足數量類別 
γ3：為親子衝突原因類型 
γ4：為親子衝突解決類型 
γ5：為家長管教方式 
γ6：為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γ7：為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參與 
γ8：家長教育職業類別  

e i：為隨機變異。 

貳、家庭組成型態對學業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依家庭非經濟性教育資源依其不同類型區分出不同的資源指標，並

透過不同的模型設定探討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不同類型的差異。研究首先對家庭

組成型態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進行分析。模型(一)目的在探討家庭型態的二個

iey ++++++++= 7654321 γγγγγγγμ

ry +++++= 家長教育職業類型家長對子女之教育參與家庭成員之互動類型家庭型態組成β0

iey +++++++++= 87654321 γγγγγγγγ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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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指標(家長是否有缺位、及家中手足的數量)及不同的資源類型對學業表現影

響。先從一般能力來看，由表 5-2 可以發現，學生的家長沒有缺位者(即與父母

親同住者)和家長缺位者(父母親有一方或兩方缺位者)相較，其學業表現明顯較

佳；而就手足數量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受訪者家中無手足及只有一位手足者和

有四位以上的手足比較起來，學業表現明顯較佳；同時，由表中可以發現，隨著

手足的數量增加，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愈不利。次就數學能力來看，呈現和一般能

力類似的情況，家長缺位對數學能力有較為不利的影響，同時隨著手足數量的增

加，對數學能力也有明顯不利的影響。為了探討手足數量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研

究另外進行最小平方平均數(least square means)差異檢定的結果(未列於文中)也

證實了獨子和單一手足者的差異不大，而和有二位以上的手足者差異較為明顯。 

其次就家庭教育資源稀釋的角度來看，家中是否有手足及手足產生的影響

並不相同。由表中可以發現，不管是數學能力或一般能力，受訪者為獨子者和有

單一手足者比較起來，差異並不明顯；然而隨著手足的數量增加，由表中可以發

現，假若受訪者有兩位(或以上)的手足，則對學業表現有較為不利的影響。因此，

研究者認為家庭手足所產生的資源稀釋效果可能隨著手足數量的增加呈現曲線

影響的效果。換言之，當手足的數量到達一定的程度，資源稀釋的效果會比較明

顯，而假若手足數量不多，則資源稀釋的現象可能不明顯；第三，就家庭型態對

一般能力測驗和數學能力測驗的影響結果比較可以發現，家庭型態對數學能力的

解釋力(R2=0.082)似乎較一般能力(R2=0.074)稍高。由 Type III 之變異量(SS)之 F

值可以發現，家庭型態的二個指標 F 值均達到顯著，顯示家庭型態的二個構成指

標與學業表現有明顯的關連性存在。家長缺位者及家中子女數較多者顯然為家庭

教育資源較為不利的類型；而家庭完整者及家庭子女數較少者為相對優勢的類

型，且家庭型態較為弱勢的學生，對學業表現顯然有較為不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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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家庭型態組成與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一)1                  N=13605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9.11**  0.14  62.92   9.05**  0.15  61.13   

完整型家庭 1.82**  0.08  22.00  483.94** 2.09**  0.08  24.68  609.0**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2.58**  0.20  13.20   2.84**  0.20  14.23   

單一手足 2.60**  0.15  17.70   2.85**  0.15  19.02   

二位手足 1.53**  0.15  10.41  135.20** 1.96**  0.15  13.04  125.98** 

三位手足 0.94**  0.17  5.58   1.39**  0.17  8.11   

四位(以上)(R)         

R2  0.074   R2 0.082   

* p<.05  **p<.01 

 

參、家庭成員互動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模型(一)可以發現家庭組成型態與學業表現有密切的關係，接著研究繼續

使用模型二進行其他家庭教育資源指標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探討。使用模型(二)的

目的在於探討當家庭型態得到控制後，探討家庭成員互動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

響。由表 5-3 可以發現，將模型(一)加入家庭成員的互動因素成為模型(二)後，

完整型(即家長無缺位現象)的家庭和缺位型家庭相較，前者之學業表現仍然較後

者為佳，顯示學生是否與父母親同住仍然是學業表現重要的預測變項；而進一步

觀察家庭手足數量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在家庭成員互動關係得到控制後，手足數

量與學業表現的關連力變得較不明顯，但由於家庭成員互動考慮到手足之間的互

動關係，因此由表中可以發現獨子型的受訪者反而變得較為不利，但和有兩名子

女者相較二者的差異並未達到顯著水準。但同時也發現家中有一個手足者和有四

個以上的手足者相較其學業表現明顯較佳，但是有二個以上的手足者和有四位以

上手足者相較則差異較小且不明顯。就家中手足數量對學業表現產生的效應來

看，從 F 值可以發現家中手足數量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在家庭成員互動因素得到控

                                                 
1 為節省篇幅起見，以下本文所使用之不同家庭教育資源項目的的各個類型中，均以符號 (R)代
表對照組(Refere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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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後，不同手足數量類型學業表現並不相同，其效應仍然明顯。因此，模型(二)

加入了家庭成員的互動因素後，家庭型態與學業表現的關連力雖然降低，但影響

仍然明顯。同時，獨子和有一位手足者相較差距並不明顯。 

就家庭成員的互動因素與學業表現的關連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在成員

互動的四個指標中，假若家長採取消極忽略型的管教態度和家長採取積極關心型

的管教方式相較，前者明顯不利於子女的學業表現，顯示家長對子女經常關心及

採取正向的管教態度，對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影響；反之亦然。由親子間的溝通來

看，假如家長較少和子女討論關於升學進路的事情，則對子女學業表現有明顯較

為不利的影響；第三，最後就親子之間的衝突原因來看，親子之間曾經發生內向

性衝突者學習成就明顯較未曾發生衝突者為佳；而親子之間曾經發生外向性衝突

者則對學業表現有明顯不利的影響。最後就親子之間的衝突解決類型來看，由表

中可以發現，採取強制性衝突者對學業表現有較為正面的影響；而採取溝通型的

方式次之，然而採取非溝通型的解決方式者，和強制性及溝通型解決相較，則有

較為不利的影響。 



 

 200

表 5- 3：家庭型態及家庭成員互動與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二)           N=12793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9.27**  0.17  54.78  9.14**  0.17  53.11   

完整型家庭 1.51**  0.09  17.29 298.84** 1.74 ** 0.09  19.52  381.19**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2.37**  0.20  11.80  2.70**  0.20  13.19   

單一手足 2.40**  0.15  15.88  2.62**  0.15  17.08   

二位手足 1.38**  0.15  9.14  112.80** 1.81**  0.15  11.77  102.21** 

三位手足 0.82**  0.17  4.78   1.30**  0.17  7.42   

四位(以上)(R)         

         

忽略消極型管教 -0.73**  0.08  -9.04 81.76** -0.83**  0.08  -10.02  100.46** 

積極關心型管教(R)         

         

親子無進路型溝通 -0.39**  0.08  -4.66 14.05** -0.29**  0.09  -3.39  13.26** 

親子有進路型溝通 0.01  0.08  0.09   0.15  0.08  1.88   

其他類型(R)         

         

內向性衝突 0.52**  0.08  6.32  54.76** 0.60**  0.08  7.24  71.53** 

外向性衝突 -1.19**  0.20  -6.04  -1.38**  0.20  -6.88   

無衝突類型(R)         

         

溝通型解決 0.16*  0.08  2.00  33.99** 0.21*   0.08  2.53  31.73** 

強制型解決 0.69**  0.09  8.14   0.69**  0.09  7.94   

非溝通型解決(R)         

         

R2 0.094    R2 0.105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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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活動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家庭成員的互動對子女的學業表現影響(模型二)的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

了家庭組成型態因素後，本研究所區分的家庭成員互動因素中可以看出相對優勢

及相對弱勢的類型的差距。家長和子女有進路型的溝通對子女學業表現較為有

利；家長對子女的管教採取較為消極及忽略型的管教則是相對弱勢的類型；親子

之間的外向性衝突對子女學業表現造成不利的影響；同時，家長採取非溝通的衝

突解決方式則對子女有不利的影響。同時，在控制家庭成員互動因素之後，家庭

組成型態因素的兩個指標雖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效應存在。 

根據模型(二)的分析結果，研究繼續選取模型(二)中相對顯著的效應，並刪

除掉與學業表現關係不明顯的指標(親子之間是否有進路型溝通)，並加入家長對

子女的教育期望及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參與等二項家庭教育資源指標成為模

型(三)。因此在模型(三)預定估計 7 個指標效應，其模型線性迴歸形式為：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家庭手足類型 

γ3：為家長管教方式 

γ4：為衝突原因的類型 

γ5：為衝突解決的類型 

γ6：為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γ7：為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參與 

e i：為隨機變異 

ry ++++= 家長對子女之教育參與家庭成員之互動類型家庭型態組成β0

iey +++++++++= 7654321 γγγγγγγ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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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表 5-4 可以發現，家庭型態因素不管是家長缺位與否及家中的手足數

量型態對學業表現都有明顯影響。完整型的家庭和家長缺位型的家庭相較，明顯

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而家中有二名子女者其學習表現最佳，其次家中只

有一名子女者學業表現也優於有四名子女以上者。家庭中若有三名以上子女者，

和子女數較少者相較，則對學業表現的影響較為不利。分析結果顯示出和前面的

模型(一)及模型(二)類似的結果，在控制其他的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後，家庭型態

的兩個指標在模型中的效應仍然顯著，顯示家庭型態因素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受到

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因素影響較小。因此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缺位型的家

庭，以及家庭子女較多者顯然為教育資源較為不利的弱勢類型。 

其次，由表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到，家長是否採取積極關心型的管教方式對

子女學業表現有明顯的影響，和非積極關心型的家長相較，前者的確有助於子女

學業表現的提升，且家長的管教類型產生的效應明顯，因此家長採取較為消極忽

略的管教，對子女的教育資源顯然有不利的影響 

第三，就親子的衝突原因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在加入家長的教育參與

因素後，家長採取溝通型的解決方式與非溝通型的差異不大，然而家長採取強制

型的方式來解決親子之間的衝突，則和非強制型者(溝通型及非溝通型)相較，則

強制型者顯然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助益，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國中階段學生身心

尚未成熟，某些可能影響學生學業表現的行為問題可能需要以強制性的方式來解

決，可能對子女會具備更好的資源性意義。 

第四，由衝突原因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因素後，親子之間

產生的外向衝突對學業表現有明顯不利的影響。而曾經發生內向性衝突者其子女

的學業表現較佳。分析結果顯示了和前述模型(三)類似的結果，親子之間的內向

性衝突和外向性衝突對學業表現造成的影響並不一致。換言之，親子之間的衝突

原因和子女的行為有關，同時其代表的資源性意義並不相同。內向性衝突可能代

表家長對子女的關心因而造成衝突；而外向性的衝突可能是因為家長平日疏於管

教子女某些行為性問題，因而最終產生外向的衝突行為。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親

子之間的外向性衝突行為可能代表家長對於子女的某些行為的忽視，因此可被視

為家庭教育資源較為弱勢的類型。 

第五，由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來看，顯然是所有家庭教育資源指標當中

效應最顯著者。由表中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程度期望愈高，則子女的學

業表現則明顯愈佳；反之，家長對子女的教育程度期望愈低，則對學業表現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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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不利的影響。因此，由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教育程度的期望對

學業表現的提高有明顯的效應存在。其次，由分析中也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

教育期望可就兩種大概的類型來看：第一種是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為高中以下者，

其子女的學業表現明顯較有較高期望者(專科以上的類型)為不利。同時，由表中

也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為非線性的影響，國中反而高於高中者，此

部份並不符合一般教育期望愈高，對學業表現有愈正面的影響的假設。因此後續

研究者在探討家長教育期望所產生的影響時，值得進一步加以關心及注意。 

第六，就家長在家庭中對子女的教育參與行為(例如是否經常會檢查子女的

功課)，家長有較高程度的家內教育參與者和低度參與者相較，前者似乎對提升

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明顯幫助。但中度參與者和高度參與者其學業表現相較似乎並

不明顯。因此就家長對子女教育活動的參與因素來看，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愈

高，愈經常檢查子女的功課等家內教育活動的參與程度愈高，似乎愈明顯有利於

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學習低度參與者

和中高度參與者相較，其明顯為較為不利的類型。 

綜言之，就模型(三)的分析結果看來，在同時考慮家庭型態因素、家人互動

因素及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因素的情況下，家長是否有缺位的現象，家庭手足

的數量、家長的教育期望、家長的管教方式、以及親子之間的衝突原因及解決類

型對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均有明顯效應存在。同時，家長的教育參與，包含了教

育期望和對子女學習活動的關心程度與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關係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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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家庭型態、家庭成員互動、及家長教育參與和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三)      N=11218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1.99**  0.20  58.57  12.25** 0.21  59.30   

完整型家庭 1.06**  0.09  11.62 134.94** 1.20**  0.09  13.13  172.51**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1.58**  0.20  7.74  52.8** 1.69**  0.21  8.20  43.49** 

單一手足 1.84**  0.15  11.94  1.90**  0.16  12.20   

二位手足 1.12**  0.15  7.29   1.39**  0.16  8.97   

三位手足 0.89**  0.18  5.01   1.18**  0.18  6.63   

四位(以上)(R)         

         

忽略消極型管教 -0.40**  0.08  -4.76 22.66** -0.52** 0.08  -6.20  38.47** 

積極關心型管教(R)         

         

內向性衝突 0.28**  0.08  3.38  32.30** 0.37**  0.08  4.45  38.13** 

外向性衝突 -1.23**  0.21  -5.99  -1.22** 0.21  -5.88   

無衝突類型(R)         

         

溝通型解決 0.04  0.08  0.52  26.35** 0.06  0.08  0.71  21.53** 

強制型解決 0.59**  0.09  6.84   0.54**  0.09  6.26   

非溝通型解決(R)         

         

家長教育期望(國中) -3.67**  0.24  -15.38 299.09** -3.85** 0.24  -16.02  345.65** 

家長教育期望(高中) -4.07**  0.13  -30.31  -4.64** 0.14  -34.23   

家長教育期望(專科或技術

學院) 

-2.55**  0.09  -27.55  -2.45** 0.09  -26.27   

家長教育期望(大學) -1.46**  0.10  -15.36  -1.32** 0.10  -13.74   

家長教育期望(研究所)(R)         

         

家長低學習參與 -0.30*  0.14  -2.18 7.70** -0.41** 0.14  -2.90  7.76** 

家長中學習參與 0.02  0.12  0.13   -0.10  0.12  -0.81   

家長高學習參與(R)         

R2  0.200   R2  0.222  

* p<.05  **p<.01 



 

 205

伍、家長教育職業背景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模型(三)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當模型控制了家庭型態因素、及家庭成員

互動因素、以及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因素後，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類型影

響並不相同。缺位型的家庭和完整型家庭相較，前者為相對弱勢的類型；家庭子

女數較多者對學業表現有較為不利的影響，因此家庭子女數較多者為相對弱勢的

類型；其次，家長採取較為忽視及消極的管教方式和積極關心的管教方式相較，

前者顯然為相對弱勢的類型；就親子之間的不同衝突原因及解決類型來看，家長

採取較為強制型的衝突解決顯然與學業表現有較為正向的關連，而非強制型的衝

突解決顯然呈現為較為不利的資源類型。同時，家長與子女產生的外向性衝突就

本研究的觀點而言，可能是平時對子女的某些影響學業表現的行為較為缺乏關注

的結果，因此可能屬於相對弱勢的資源表現；就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來看，家

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及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高度參與和子女的學業表現顯然

有較為正向的關連。而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較低，和對子女的學習參與程度較

低，顯然代表著一種家長教育參與資源的弱勢類型。 

根據模型(三)的結果，研究進一步在加入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指標到模型

(四)當中進行指標效應估計，模型(四)之線性迴歸形式如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家庭手足數量的類型 

γ3：為家長管教類型 

γ4：為親子衝突原因類型 

γ5：為親子衝突解決 

γ6：為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程度 

γ7：為家長對子女家內學習活動的參與程度 

γ8：為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 

e i：為隨機變異 

 

iey +++++++++= 87654321 γγγγγγγγ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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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表 5-5 的模型(四)參數估計及變異數 F 值檢定表可以發現，在同時

考慮家庭非經濟性資源的四個因素下，家庭型態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仍然顯著，和

家長缺位型的家庭相較，完整型的家庭子女學業表現顯然較佳；而就手足類型來

看，受訪者家中子女數為兩名以下者和其他的手足類型相較，前者學業表現明顯

優於後者。因此由家庭型態的兩個指標來看，家庭型態因素對學業表現的有明顯

的影響效應。缺位型家庭和家庭子女數較多的類型明顯為對學業表現有不利影響

的相對弱勢家庭型態 

其次，就親子之間的互動看來，家長對子女採取積極關心型的管教方式，

顯然有助於子女學業表現的提升，相反的家長對子女採取消極忽略型的管教方式

就家庭教育資源的角度來看則為明顯不利的形式 

第三，而就親子之間的衝突解決類型及解決方式來看，家長採取強制型的

方式解決和非強制型的衝突解決方式相較，前者與學業表現有較為正向的關連，

而後者顯然為較為弱勢的類型。就親子之間的外向性衝突與內向性衝突所具備的

資源性意義來看，內向性衝突顯然具備較佳的資源性意義，而外向性衝突顯然為

較為弱勢的類型。 

第四，從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

育期望愈高，則明顯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例如以家長對子女的期望假如

只有國中和高中者，和研究所程度者相較，後者顯著優於前者；其次由模型中也

可以發現，家長的教育程度對學業表現所能夠解釋的效應顯然是最大的，因此我

們可以再次肯定了家長對子女教育程度的期望是家庭非經濟性資源中一個相當

重要的指標。 

第五，就家長對子女的教育參與來看，在同時考慮其他非經濟資源因素後，

家長低度參與者和高度參與者差距有些許縮小，且差異並不顯著。同時家長中度

參與者與高度參與者之差距也降至幾乎可以將之忽略的程度。可見家長的家內參

與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可能對家長在家庭內的

教育參與有某種程度的影響。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在控制了家長的教育與職

業類別後，家長的家庭教育參與三種不同的類型彼此之間的差異並不大。因此，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的家庭教育參與的程度可能與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的影

響。 

最後就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來看，第一類型(低教育程度低職業專門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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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類別(高教育程度高職業專門程度)者相較，前者子女之學業表現顯然低於

後者；而家長為高教育職業類別者則明顯優於其他類別者。因此，由分析結果可

以發現，家長為低教育職業類別者與高教育職業類別者相較，前者顯然為相對弱

勢的類型，且不利於學業表現。更進一步來看，隨著家長的教育程度與從事的職

業類別專門性提高，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助益。從整體來看，在考慮其他

的非經濟資源因素的情況下，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對學業表現存在明顯的效應。

家長為較高的教育職業類別者相對於其他的類型而言屬於相對優勢的類型，而家

長為低教育職業類別者與學業表現有較為負向的關連，因此屬於較為不利的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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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家庭非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四)                     N=11218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2.16**  0.21  58.03 140.22** 12.46  0.21  58.81  

完整型家庭 1.07**  0.09  11.84  1.22  0.09  13.36 178.39**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1.46**  0.20  7.19  44.83** 1.58  0.21  7.71 37.86** 

單一手足 1.74**  0.15  11.34  1.81  0.15  11.65  

二位手足 1.10**  0.15  7.20   1.38  0.15  8.9  

三位手足 0.88**  0.18  5.03   1.18  0.18  6.65  

四位(以上)(R)         

         
忽略消極型管教 -0.40**  0.08  -4.78 22.81** -0.52  0.08  -6.21 38.56** 

積極關心型管教(R)         

         
內向性衝突 0.26*  0.08  3.13  29.26** 0.35  0.08  4.22 34.97** 

外向性衝突 -1.18**  0.20  -5.77  -1.17  0.21  -5.68  

無衝突類型(R)         

         
溝通型解決 0.03  0.08  0.37  22.31** 0.35  0.08  4.22 18.32** 

強制型解決 0.54**  0.09  6.26   -1.17  0.21  -5.68  

非溝通型解決(R)         

         
家長教育期望(國中) -3.40**  0.24  -14.34 244.98** -3.62  0.24  -15.08 293.82** 

家長教育期望(高中) -3.78**  0.14  -27.94  -4.38  0.14  -32.01  

家長教育期望(專科或學院) -2.30**  0.09  -24.58  -2.24  0.09  -23.61  

家長教育期望(大學) -1.33**  0.09  -14.07  -1.21  0.10  -12.62  

家長教育期望(研究所)(R)         

         
家長低學習參與 -0.14  0.14  -1.00 5.43* -0.26  0.14  -1.89 5.02* 

家長中學習參與 0.12  0.12  1.00   -0.01  0.12  -0.06  

家長高學習參與(R)         
         
家長低教育職業背景 -0.65**  0.08  -8.27 56.98** -0.65  0.08  -8.12 43.74** 

家長中教育職業背景 0.15  0.15  0.98   0.12  0.15  0.79  

家長高教育職業背景 1.20**  0.17  6.94   0.85  0.17  4.89  

其他教育職業背景(R)         

R2  0.212   R2  0.231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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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小結 

本節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非經濟資源面向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由四個

不同因素所組成的模型效應估計發現，研究所區分之四個組成因素與學業表現有

明顯的關連存在，同時由四個不同模型的比較發現，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

表現的關連性在四個模型當中的表現均相當一致，以下就上述模型分析發現作數

點說明： 

一、家庭型態與學業表現 

由前述分析結果發現，家庭居住安排型態中的家長是否缺位是明顯的指

標，完整型的家庭和家長缺位型的家庭相較，在同時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完

整型的家庭子女學業表現顯然優於家長缺位型的家庭，因此家長缺位者顯然是家

庭教育資源較為弱勢的居住安排型態；其次，手足數量產生的影響並非單純的資

源稀釋現象。由四個模型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家庭有兩名子女者的學業表現較

其他的類型為佳，其次為家中只有一名子女者，因此這二種家庭子女數量型態顯

然為較為優勢的類型；然而當家庭子女數超過一數量時，四名以上(亦即受訪者

有三名以上的手足時)，則與學業表現之間有不利的關係存在，顯示家庭子女數

過多可能為相對不利的類型。 

二、家庭互動與學業表現 

就家庭互動因素來看，本研究區分之四個不同的家庭互動類型指標與學業

表現的關連不一。就家長的管教方式來看，在控制其他因素後，家長採取積極關

心型的管教方式，仍然明顯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業表現，而家長對子女採取較為

消極及忽略的管教方式來看，則明顯為對學業表現不利的弱勢類型；其次就親子

之間的衝突原因及解決類型來看，親子之間曾經發生因為功課、或生活作息等內

向性衝突者，其學業表現較沒有發生內向性衝突者為佳，顯示家長可能對子女較

為關心，因此為相對較為優勢的類型；而親子的外向性衝突(例如交友問題)的存

在，似乎與學業表現的有較為負面向關係存在，因此可被視為是一種相對弱勢的

類型。溝通型及非溝通型的解決方式和強制型的衝突解決方式相較，父母採取強

制性的解決方式者，其子女的學業表現會較佳，因此可將非強制型的衝突解決視

為一種弱勢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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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的教育參與學業表現 

就家長對子女教育參與來看，研究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是影響學業

表現的重要因素，而且可被視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由分析結果發現，在考

慮其他的非經濟性因素的情況下，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愈高，對子女的學業表

現愈有明顯幫助，然而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程度較低，與子女的學業表現之間

有不利的關係存在，因此我們可將低教育程度期望者視為相對弱勢的類型；而就

家長對子女學習活動的參與來看，當控制了其他的非經濟因素後，家長不同的參

與程度者彼此之間的差異顯然不大，相對優勢與相對弱勢者在學業表現上的差異

並不如想像中的明顯。結果顯示家長的學習參與可能和與其他的非經濟性資源有

密切的關係。 

四、家長教育職業背景與學業表現 

本研究以家長的教育程度高低及職業專門程度之組合類型作為家長社經背

景的非經濟性指標進行分析結果發現，家長為高教育─高職業類別者和低教育─

低職業類別者相較，前者學業表現顯然優於後者。同時，由分析結果也可以發現，

隨著家長的教育程度和職業專門程度的提高，子女的學業表現也有更好的表現。

整體看來，在考慮其他非經濟因素後，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類型與學業表現有密

切的關係存在，研究結果顯示家長教育與職業專門程度是子女學業表現重要的解

釋因素之一。 

綜言之，就前面四個不同的資源指標所組合而成的模型結果來看，研究的

四個非經濟面向絕大多數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效應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非

經濟資源較佳者並不完全是能夠有效提升子女學業表現的影響因素。由分析中可

以發現，非經濟性資源只要到達中等的程度後，對進一步提升學業表現的解釋力

就相當有限。相對的，假若在各項非經濟性資源指標中位於弱勢的學生，則對學

業表現產生的負面效應就相當明顯。舉例而言，假使學生來自於缺位家庭、家長

對子女採取非積極性的管教方式、同時為低社經背景的家庭，則對學業表現產生

極為不利的影響。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學生來自於完整型家庭、家長社經背景為

較佳的類型者，同時家長採取積極關心型的管教方式，則對學業表現有較為正面

的影響，但提升的程度並不若想像中的高。換言之，模型探討的結果發現，本研

究最明顯的發現非經濟資源缺乏的學生對學業表現有明顯不利的效果產生，弱勢

的學生，其學業表現低落的原因可能與其家庭資源提供不足有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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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經濟性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本節探討家庭所提供之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本研究所定義之家

庭經濟資源包含家庭所提供的顯性經濟資源及隱性經濟資源等二個因素。在家庭

的顯性經濟資源方面，本研究採用家庭經濟情況及家庭用於學生課外活動的支出

等二個指標代表家庭的顯性經濟資源；而家庭的隱性經濟資源則用學生參加課外

學習的時間階段長短作為隱性經濟資源指標，共分為四種類型。在模型探討上，

研究首先單獨評估顯性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其次將隱性經濟資源指標依

序加入模型中，藉以探討不同二種不同性質的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本

節以學生之一般能力測驗及數學能力測驗答對題數作為依變項，以上述二個經濟

性資源因素作為模型之自變項，探討不同的經濟資源對學業表現產生之影響。本

節研究設定之線性組合模型如下： 

壹、模型設定 

一、模型(五)：分析家庭顯性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線性模型設定如下： 

在模型(五)中只考慮家庭顯性經濟資源的兩個指標，模型之迴歸形式如下：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課外活動的費用支出高低類型 

γ2：為家庭之經濟狀況類型 

e i：為隨機變異 

二、模型(六)：同時分析二種不同性質的家庭經濟資源的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線

性模型設定如下： 

ry ++= 家庭顯性經濟資源β0

iey +++= 21 γγμ

ry +++= 家庭隱性經濟資源家庭顯性經濟資源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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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型中同時考慮顯性經濟資源及隱性經濟資源，故模型(六)共有 3 個參

數，模型迴歸形式如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課外活動費用的支出高低類型 

γ2：為家庭經濟情況 

γ3：為課外活動學習的時間長短類型 

e i：為隨機變異 

貳、家庭顯性經濟資源對學業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將家庭經濟性資源因素區分出家庭經濟情況及家庭用於課外學習費

用的支出等二個不同的顯性經濟資源指標，探討不同指標的相對重要性。首先就

模型(五)即家庭財務資源的二個不同指標進行探討，目的在了解家庭的直接顯性

經濟資源對學業表現影響。就學生家庭用於課外活動的學習費用來看，由表 5-6

可以發現，不管在一般能力測驗或數學能力測驗上，低支出類型的學生與高支出

類型的學生相較，前者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後者；而且低支出類型對學業表現的負

面影響顯著；但就中等支出類型的學生和高支出類型的學生相較來看，彼此之間

的學業表現差異很小，而且對學業表現的負面影響並不顯著，顯示中支出類型和

高支出的類型對學業表現的差異較小，而低支出類型和高支出類型的差異較大。

同時，就家庭支出費用與學業表現的關連解釋力來看，在控制其他家庭經濟性指

標後，家庭用於課外活動的費用支出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仍有明顯的解釋力。由表

中可以發現，假如學生家庭用於學生課外活動費用支出屬於較高的類型與學業表

現有正面關連，反之假如學生家庭用於課外活動費用支出較低的話，則是屬於相

對弱勢類型，對學業表現有不利的影響。 

而就家庭的經濟狀況來看，從一般能力測驗來看，家庭不同經濟狀況三種

類型相較，經濟狀況較差者和經濟狀況較佳者相較，前者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後

者；而經濟情況中等者和經濟情況較佳者相較則縮小許多。且不管是經濟情況較

差者與經濟情況中等者，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均達到顯著的情況。但就數學能力來

看結果有些許不同。由表中可以發現，家庭經濟情況在一般能力中的影響均達到

顯著，但就數學能力來看，只有經濟情況較差者有顯著的影響，而經濟情況中等

者則影響並不顯著。同時，家庭經濟狀況對一般能力的影響似乎比數學能力高。

iey ++++= 321 γγγ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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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項指標對模型的解釋情況整體看來，由表中 TYPE Ⅲ 變異量之 F 值可以發

現，家庭的經濟情況對學業表現的解釋力顯然較課外活動的支出類型的解釋力為

高。因此家庭的經濟狀況可能是解釋學業表現變異較重要的顯性經濟資源指標。

同時，家庭經濟狀況較佳者為相對優勢的類型；反之，學生家庭經濟情況較差的

話，則為經濟相對弱勢的類型，且經濟情況與學業表現有明顯的關連存在。 

表 5- 6：家庭顯性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五)                    N=8355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5.11** 0.43  35.21  14.92** 0.44  34.00   

課外活動費用 

低支出類型 

-1.00** 0.13  -7.68 58.77** -1.30** 0.13  -9.76 88.03** 

課外活動費用 

中支出類型 

0.01  0.12  0.06   -0.06  0.12  -0.45   

課外活動費用 

高支出類型(R) 

        

         

經濟狀況較差者 -3.57** 0.43  -8.29 275.32** -2.72** 0.44  -6.17 237.56** 

經濟狀況中等者 -1.46** 0.43  -3.41  -0.68  0.44  -1.56   

經濟狀況較佳者(R)         

         

R2  0.101   R2  0.102  

* p<.05  **p<.01 

 

參、家庭隱性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前述的家庭顯性經濟資源對學業表現影響的分析發現，二項顯性經濟資

源指標與學生之學業表現存在明顯的關連性。學生課外活動支出費用較高，家庭

經濟情況較佳為相對優勢的類型，而課外活動費用支出較低，家庭經濟情況較差

為經濟相對弱勢類型。同時，家庭用於課外活動學習的費用則依支出類型有所差

異。中等出類型和高支出類型之間的差異極小，因此研究將中支出類型與高支出

類型合併，與低支出類型進行比較。研究進一步將家庭顯性經濟資源加上家庭隱

性經濟資源(即課外活動學習時間的長短)的四種類型合併成為模型(六)進行不同

資源類型比較，模型(六)目的在探討當同時考慮顯性經濟資源與隱性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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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不同性質的經濟資源指標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 

由表 5-7 可以發現，以課外活動費用的支出類型來看，家庭的低支出類型和

中高支出類型相較，前者之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後者，而就課外活動費用對學業表

現產生的效應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課外活動費用的支出對學業表現變異解釋有

明顯效應存在，顯示課外活動不同的支出類型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影響，低支出

類型者和中高類型者相較顯然為相對弱勢的類型。 

其次由家庭經濟狀況來看，經濟狀況較差者和經濟狀況小康者或富裕者比

較起來，前者的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後者，而且就三個不同的經濟性指標來看，家

庭經濟狀況的好壞是經濟性資源當中最重要也是影響力最大的指標。進一步由家

庭經濟狀況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家庭經濟狀況對學業

表現產生的影響最大，其效應最明顯。因此，家庭經濟情況顯然是家庭經濟資源

中相對較為重要的經濟資源指標，經濟情況不佳者，顯然可以視為相對弱勢的類

型，對學業表現有較為不利的影響。 

最後就學生在小學是否參與過課外活動的類型(即時間階段的長短)來看，由

表中可以發現類型Ⅰ(從來沒有過任何的課外活動學習者)，和持續從小學四年級

以前開始直到國中階段都有學習者(類型Ⅳ)相較，類型Ⅰ的學生學業表現明顯低

於類型Ⅳ，而且其對學業表現產生的不利影響和家庭經濟情況較差者幾乎相同。

進一步由表中可以發現，隨著學習課外活動的時間階段增長，和類型Ⅳ的差距也

逐漸縮小。因此單就經濟性資源來看，課外活動學習的時間階段長短可能與學業

表現呈現線性的關係。換言之，學習的時間階段愈長，代表投入的資源也愈多，

對學業表現也有較正面的影響。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當家庭經濟狀況受到控

制後，課外活動的學習不同類型彼此之間差距仍然顯著。可見單就經濟性資源來

看，課外活動的學習產生的效果並沒有受到家庭經濟情況的影響。換言之，單就

經濟性資源來看，家庭經濟情況和課外活動的學習二者產生的效果可能是在某種

程度上是相互獨立的。更進一步來看，不同的課外活動時間的長短類型與學業表

現的關連都是顯著的。類型Ⅰ對學業表現有最明顯的不利影響；而類型Ⅱ與類型

Ⅲ和類型Ⅳ相較，對學業表現也有不利的影響，但和類型Ⅳ的差距則較類型Ⅰ與

類型Ⅳ的差距為小。因此，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從未參加過任何課外活動的學

習者在經濟情況上可能是屬於相對弱勢的類型，而從小學四年級以前到國中都有

持續補習或學習才藝活動者，家庭投入的經濟資源相對較多，可被視為相對優勢

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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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三個不同的指標相互比較看來，由表中可以發現家庭經濟狀況與學

業表現的關連效應最為明顯，經濟情況不佳者對學業表現的不利影響最大；其次

是課外活動參加的時間長短類型，從未參加過任何課外學習活動者對學業表現有

最不利的影響，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幾乎和經濟不利影響的情況相同；而學生用

於課外費用的支出類型影響力最小。 

 

表 5- 7：家庭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六)2                                N=5310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4.84** 0.17  85.80  15.65** 0.17  90.92   

課外活動費用低支出 -0.58** 0.12  -4.71 22.19** -0.72** 0.12  -5.85 34.23** 

課外活動費用中高支出(R)         

         

經濟狀況較差者 -2.34** 0.12  -19.82 392.83** -2.25** 0.12  -19.10 364.64** 

經濟狀況中上者(R)         

         

課外學習活動類型Ⅰ -2.15** 0.24  -9.09  -2.75** 0.24  -11.66  

課外學習活動類型Ⅱ -0.92** 0.19  -4.96 34.42** -1.21** 0.19  -6.51 53.43** 

課外學習活動類型Ⅲ -0.46*  0.22  -2.13  -0.74** 0.22  -3.43  

課外學習活動類型Ⅳ(R)         

         

R2  0.142   R2  0.158  

* p<.05  **p<.01 

 

肆、小結 

本節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經濟資源面向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由家庭經

濟性資源的顯性及隱性資源指標所組成的模型分析結果發現，研究所區分二個不

同經濟性資源的面向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效應存在。以下就模型探討發現作數點

                                                 
2 因為本模型使用之資源指標為符合分類之理想類型樣本，故有部份非理想類型之其他類型之樣
本未進入分析，使有效樣本數偏低。然而假如同時使用理想類型與非理想類型之樣本進行分析，
結果不致有太大差異，以下模型(七)為同時使用理想類型與非理想類型進行分析之結果，可以與
模型(六)交互比對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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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說明： 

一、家庭顯性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 

由前述分析結果發現，家庭經濟狀況對學業表現而言是一個相當明顯的指

標，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指標。經濟狀況不佳者和經濟狀況小康或富裕者

相較，前者明顯低於後者。其次，在控制了其他的財務性及非財務性指標後，家

庭用於課外活動的支出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仍然顯著，低支出類型和中高支出類型

相較差異仍明顯，前者學業表現仍然略低於後者，且對學業表現變異有一定的解

釋力。顯見家庭用於課外活動的支出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並非完全受到家庭經濟情

況的影響。 

二、家庭隱性經濟資源與學業表現 

就受訪者參加課外活動學習的時間階段長短來看，在控制了其他的經濟性

因素之後，學習時間的長短仍然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效應存在。並且由分析結果

可以發現，受訪者在小學時學習課外活動的時間愈長，學業表現愈佳。從未參加

過任何課外活動學習者，學業表現明顯低於曾經參加過課外補習或才藝活動學習

者。換言之，家庭投入到學生的課外活動資源愈多，對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影響；

反之，假若家庭從未投入資源到課外活動的學習(即從未花錢補習或學習才藝)，

則學生的學業表現可能較差。 

綜言之，就學生的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和非經

濟性資源的影響有類似的結果。不管是就顯性或隱性的資源而言，在經濟資源上

處於弱勢的學生，對學生成就學習顯然有著極為不利的影響。家庭狀況較差者，

課外活動費用支出較低者，以及從來沒有參加過任何課外學習活動者為相對弱勢

的類型，對學業表現有最為不利的影響，其中又以家庭經濟狀況不佳且從未參加

過任何課外學習活動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最大。相反的，家庭經濟狀況相對較佳

者，持續參加補習或學習才藝者，以及家庭能夠有較多的額外費用支出於學習課

外活動者為明顯相對優勢的類型。換言之，假設學生處於長期的家庭經濟情況不

佳，因而從來沒有機會參與任何課外的學習及補習，對學業表現可能有雙重不利

的影響。其次，經濟性資源的缺乏對學生的學業表現的不利影響也可能隨著時間

間距拉長而加大。 



 

 217

第三節  家庭教育資源對學業表現之影響 

壹、模型使用資源項目指標 

本章第一及第二節分就家庭教育資源的經濟性面向與非經濟性面向進行探

討。經由模型估計的結果發現了家庭經濟性資源中的家庭經濟情況與學生學習課

外活動的階段長短，以及家庭的課外活動費用支出與學業表現有明顯關連性存

在。經由非經濟性資源的探討結果發現家庭的組成型態、家長的教育參與、親子

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與學業表現也有明顯的關係存在。根據前

二節的分析結果，本節進一步同時考量家庭經濟情資源與家庭非經濟性資源，將

二者同時置入同一模型進行不同資源項目及不同類型之比較。 

先前許多研究採取較為複雜的因徑模式以家庭社經背景作為背景變項，而

以許多的其他學習資本作為中介變項，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特別是家庭社經背景)

如何透過中介變項對學業表現產生影響。本研究則將分析焦點進一步聚焦在這些

相闗的家庭教育資源項目與學業表現之直接關係。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對不同

類型的家庭教育資源項目及類別進行比較分析，而不在建構複雜的理論模型，因

此本研究在模型架構上將經濟性及非經濟性資源二者視為同等重要的學業表現

影響面向。換言之，本研究分析經濟性資源及非經濟性資源所產生的直接性影

響，並進行相互比較。順此研究脈絡，並根據本章第一及第二節的分析結果，在

本節重新選取對學業表現相對重要的資源指標，並透過某些指標重新分類的過

程，同時置於同一模型當中以探討不同面向及不同資源指標對學業表現所發揮的

影響。本節所使用之模型之資源指標如表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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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家庭教育資源概念模型成份指標構成表 

資源面向 構成元素 家庭教育資源類

型指標 

指標構成主要內容及區分類型 

居住安排類型 根據家長是否缺位區分為缺位型與完整型家庭，以缺位型家

庭為對照組。 

家庭組成及結構 

家中手足數量 根據受訪者的手足數量區分獨子型、單一手足、二位手足、

三位手足、及四位以上手足等不同類型，以四位以上手足為

對照組 

親子衝突類型 根據親子之間解決方式區分為內向性衝突、及沒有衝突等幾

大類，以沒有衝突者為對照組， 

親子衝突解決 方式區分為溝通型解決、強制型解決及非溝通型解決等三大

類，以非溝通型為對照組 

家庭成員互動 

家長管教方式 根據家長對子女的行為反應是否接納溝通為積極關心型及

消極忽略型等兩類，以積極關心型管教者為對照組 

家長對子女教育

參與 

家長教育期望 根據原始資料內容有一個題目對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進

行分類為國中、高中職、專科及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等

幾個類型進行分析，以研究所者為對照組。 

非經濟資源 

家長教育職業背

景 

家長教育職業背

景類型 

根據家長的教育程度高低及職業類別專門程度區分為低技

術─低教育、中技術─中教育、及高技術─高教育、以及其

他非理想類型等幾種類型，以其他類型者為對照組 

顯性經濟資源 家庭經濟情況 根據受訪者家庭的收入及對家庭經濟情況的感受分為較差

者、普通者、較佳者、以及非理想類型等幾種類型，以其他

類型者為對照組 

家庭經濟資源 

隱性經濟資源 課外的學習活動 根據受訪者在小學階段曾經參加補習或才藝活動及其時間

階段的長短區分為從來沒有參加過、只在小學四年級前參加

者、小學四年級以前及小學五六年級都有參加者、以及從小

學到國中以後都有持續參加者、以及其他類型等數種種類

型，以其他類型者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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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模型設定 

在模型探討上，研究透過資源指標的重新選取及重新合併分類，在家庭經

濟因素及非經濟因素同時考量的情況下，分析家庭教育資源的不同項目與學業表

現的關係，並進行不同類型的比較。本節同樣以學生之一般能力測驗及數學能力

測驗結果作為依變項，以上述二個資源面向不同資源項目作為模型之自變項，研

究設定之線性模型如下： 

 

由於最終選取之家庭非經濟性資源有七個指標，而家庭經濟性資源有二個

指標，二者合計有九個指標效應需要估計。因此，實際進入分析模型之迴歸型式

如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家長是否缺位 

γ2：為受訪者手足數量類型 

γ3：為家長管教方式類型 

γ4：親子衝突原因類型 

γ5：親子衝突解決類型 

γ6：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γ7：家長教育職業背景 

γ8：家庭經濟情況 

γ9：參與課外學習活動 

e i：為隨機變異 

參、家庭非經濟性資源對學業表現之影響評估 

由本章第一二節的分析結果發現，不同家庭非經濟性資源因素對學業表現

產生的影響並不相同。就家庭型態來看，當控制其他非經濟性因素後發現家長是

否缺位及手足類型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仍然明顯；而家長是否採取積極關心型管教

對學業表現仍然有明顯的影響；家長是否採取強制型的衝突解決方式與學業表現

有關；而家長的教育及職業類別則明顯與學業表現有關。本節繼續探討當控制家

ry +++= 家庭經濟性資源家庭非經濟性資源β0

iey ++++++++++= 987654321 γγγγγγγγγ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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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經濟性資源後，家庭的非經濟性因素對學業表現的效應。由表 5-9 可以發現，

當控制家庭經濟性資源因素後，非經濟性的家庭資源對學業表現仍然明顯有影

響。先就家庭型態的二個指標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不同家庭居住安排型態的學

生學業表現有明顯差異，完整型的家庭學生其學業表現較家長缺位者為佳，且家

庭是否完整，對數學能力的影響似乎比一般能力為大，完整型家庭的學生和缺位

型家庭的學生相較，在一般能力測驗上的平均數高出 0.92，而在數學能力測驗上

平均數則高出 1.1，且均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家庭居住安排中家長是否缺位對學

業表現有明顯影響。就家庭手足數量類型來看，受訪者為單一手足者類型(有兩

名子女者)和手足數量較多者相較，單一手足類型的學業表現最佳，其次則為獨

子型(只有一名子女者)，而且由表中也可以發現有二名子女者學業表現最佳，其

次為獨子型家庭，第三者則為有三名以上子女者。結果顯示，手足的影響為非直

線性的型態。換言之，家庭中有二名以下的子女對學業表現有較正面的影響，而

三名以上的子女者則可能對學業表現有不利的影響。 

其次就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當控制了其他的非經

濟因素與經濟資源後，家長是否採取積極關心型的管教方式其子女的學業表現差

異有所差異，假若家長採取消極忽略型的管教，和積極關心型的管教相較則有不

利的影響；從親子之間的衝突及解決方式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強制型的衝突

解決方式和非強制型的衝突解決方式(溝通型與非溝通型者)相較，前者不管是在

一般能力測驗或數學能力測驗上的表現都較好。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親子之

間曾經發生外向性衝突者對學業表現有最為不利的影響，而在控制其他因素後，

內向性衝突與其他沒有衝突者相距不大且未達顯著。因此結果顯示，親子間的外

向性衝突的確意味者資源提供缺乏的不利影響。 

就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來看，當控制了其他的經濟性與非經濟性因素

後，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的高低仍然與學業表現有明顯關係存在。由表中可以

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不同，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所不同。和對照組相較(家

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為碩士)相較，較低的教育期望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較為負

面的影響。尤其是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假如在高中以下者(含國中)，則對子女

教育資源提供可能有著不利的影響。此外，由表中也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

育程度彼此之間產生的差異並非為線性的差異。例如以高中程度期望而言，其子

女學業表現反而低於國中程度。但是大致上教育期望和子女學業表現之間有相當

密切的關係存在。並且由表中也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程度期望的情況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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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析所得之結果相當類似，亦即低教育期望者(國高中)為最為不利的類型，中

等(專科或技術學院)者次之，而高教育期望者為相對優勢的類型。且弱勢的類型

對學業表現有著相當不利的影響。 

就家長的教育及職業類別組成型態與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關係來看，在其他

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情況納入考慮之後，分析結果發現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對

子女的學業表現的影響仍然明顯。低教育職業類別者和其他類型者相較有著較為

不利的影響；中教育職業類別者和其他類型者相差不大，而高教育─職業類別者

和其他類型相較則明顯有利於子女的學業表現，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低教育─

職業類別與高教育職業類別者對學業表現產生的不同影響效果均達到顯著。也就

是說，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對子女的學業表現的影響可能呈現線性的影響，隨著

家長的教育程度與職業專門程度的提高，子女的學業表現也較佳。此外由分析結

果也可以發現高教育職業者和低教育職業類別者二者有相當不同的表現，因此高

教育職業類別者可被視為相對優勢的類型，而低教育職業類別者可被視為相對弱

勢的類型，而相對弱勢的類型者對學業表現的不利影響則是相當明顯的。 

肆、家庭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前述分析發現在控制了家庭經濟因素後，非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

連有所變化。例如在控制了經濟因素後，家長的不同管教方式、家長對子女的不

同家內教育參與程度、與家庭的組成型態與子女學業表現還是有明顯的關連性存

在，相對弱勢的類型對學業表現有著相對不利的影響，而且家長的低教育職業背

景對子女學業表現的不利影響也目當明顯。因此家庭非經濟性資源的弱勢類型對

學業表現的不利影響由分析得初步的證實。 

研究進一步分析當家庭的非經濟因素受到控制後，不同的家庭經濟資源項

目與學業表現的關連。首先觀察家庭的顯性經濟資源項目的影響，由表 5-9 可以

發現在控制了非經濟性因素後，家庭經濟狀況較差者和其他類型者相較，對學業

表現顯然有著較為不利的影響；而經濟狀況普通者或經濟情況較佳者和其他類型

者相較，前者的學業表現似乎較後者為佳。因此由此也可以發現家庭經濟情況較

差者為相對弱勢的類型，即便是在非經濟情況受到控制的情況下對學業表現仍然

有著較為不利的影響；相對的家庭經濟情況相對優勢者與學業表現則有正面的關

係存在，即便是在其他非經濟因素受到控制的情況下仍然對子女有著一定程度的

幫助。因此分析結果意味著家庭經濟情況可能影響其他類型的教育資源的提供，

因此與子女學業表現之間有密切的關係。但是由於本研究所使用之家庭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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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觀的家庭收入與主觀的對家庭經濟情況的認知所結合而成的指標，因此家庭

經濟情況可被視為是主客觀因素同時作用之下產生的結果。換言之，家庭經濟狀

況與學業表現的關連為同時考慮家庭收入與對經濟情況的認知的情況下對學業

表現產生的影響，而非各自單獨獨立的影響。 

最後，研究就受訪者在小學及升國一時是能否參與過課外活動的類型(即時

間階段的長短)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當控制其他的經

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後，類型Ⅰ(從來沒有過任何的課外活動學習者)和其他類型

者相較學業表現較差但未達到顯著水準；而類型Ⅱ(只在小學四年級以前有參

加)、類型Ⅲ(從小學持續到小五六)與類型Ⅳ(從小學一直持續到國中)與其他類型

者相較則對學業表現有正面幫助。由表中可以發現隨著投入課外活動時間資源的

增長，學業表現的提升愈多。因此就家庭隱性資源來看，從來未曾參加過任何的

課外學習者為相對弱勢的類型，而隨著投入的資源變多，對於學業提升則有較為

正面的影響。換言之，那些能夠投入資源愈多的人是相對優勢的類型。就優勢與

弱勢類型的角度來看，弱勢類型者顯然較為缺乏機會，因此較不利於其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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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關連分析結果表─模型(七)                                    N=11202 

 一般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數學能力測驗 Type III 
SS F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1.82**  0.20  59.78  12.02**  0.20  60.17  

完整型家庭 0.92 ** 0.09  10.35 107..09** 1.10**  0.09  12.17 148.03**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1.32**  0.20  6.57 38.26** 1.44**  0.20  7.08 33.26** 

單一手足 1.65**  0.15  10.85  1.72**  0.15  11.17  

二位手足 1.08**  0.15  7.08  1.34**  0.15  8.75  

三位手足 0.93**  0.17  5.35  1.22**  0.18  6.9  

四位(以上)(R)         

忽略消極型管教 -0.36**  0.08  -4.41 19.46** -0.49**  0.08  -5.86 34.33** 
積極關心型管教(R)         

內向性衝突 0.20*  0.08  2.47 26.46** 0.28**  0.08  3.42 31.09** 

外向性衝突 -1.18**  0.20  -5.83  -1.19**  0.20  -5.8  

無衝突類型(R)         

溝通型解決 0.02  0.08  0.26 21.81** 0.04  0.08  0.46 17.45** 

強制型解決 0.52**  0.09  6.14  0.48**  0.09  5.57  

非溝通型解決(R)         

家長教育期望(國中) -3.24**  0.23  -14.07 243.97** -3.50**  0.23  -15.03 300.05** 

家長教育期望(高中) -3.53**  0.13  -27.09  -4.17**  0.13  -31.66  

家長教育期望 
(專科或技術學院) 

-2.17**  0.09  -24.57  -2.14**  0.09  -24.01  

家長教育期望(大學) -1.27**  0.09  -13.74  -1.16**  0.09  -12.41  

家長教育期望(研究所)(R)         

低教育職業背景 -0.53**  0.08  -6.67 39.32** -0.55**  0.08  -6.86 30.96** 

中教育職業背景 0.03  0.15  0.18  0.02  0.15  0.13  

高教育職業背景 1.09**  0.17  6.37  0.78**  0.17  4.49  

其他類型(R)         

家庭經濟情況較差 -0.39**  0.09  -4.2 16.04** -0.24*  0.09  -2.57 7.50** 

家庭經濟情況普通 0.29**  0.08  3.77  0.22**  0.08  2.84  

家庭經濟情況較佳 0.44  0.42  1.05  -0.22  0.43  -0.52  

其他類型(R)         

課外學習類型Ⅰ -0.08  0.13  -0.58 37.30** -0.22  0.13  -1.65 47.73** 

課外學習類型Ⅱ 0.52**  0.08  6.82  0.54**  0.08  6.99  

課外學習類型Ⅲ 1.01**  0.12  8.79  1.04**  0.12  8.93  

課外學習類型Ⅳ 1.31**  0.15  8.89  1.59**  0.15  10.73  

其他類型(R)         

R2  0.226   R2  0.245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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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庭教育指標對學業表現之主要效果(main effects) 

由上述分析結果發現在同時考慮所有的家庭教育資源項目後，不管是家庭

經濟性資源或者是家庭非經濟性資源都與學業表現有明顯的關連性存在，因此研

究進一步由變異數分析結果探討不同家庭教育資源指標與學業表現的相對影

響。由表 5-10 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的變異量最大，顯示在本研究

所使用的指標當中，家長的教育期望對子女學業表現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家庭

的組成型態，尤其是家長是否缺位對學業表現有較大的變異性解釋力；第三則是

家庭子女數量型態、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以及課外活動的學習型態；第四親子

衝突解決原因及解決的方式；最後則是家長是否採取積極關心型管教、家庭經濟

情況。同時由表中可以發現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不管是經濟性或

是非經濟性指標都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解釋力存在，所有指標的效應估計均達到

顯著地步，可見本研究之家庭教育資源概念模型能對子女學業表現作有效的解

釋。 

因此，由模型七看來，當同時考慮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教育資源情況下，

家庭型態因素、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家庭經濟情況、家庭子女數量、以及家

長的教育職業背景因素對子女的學業表現的解釋力較大。假如我們由主客觀的家

庭教育資源角度來看，對子女學業表現影響的客觀因素可能有家庭社經背景(包

含家庭收入、家長的教育及職業、以及家庭的經濟情況等)以及家庭型態(包含家

長是否缺位、以及手足的數量等；而主觀因素可能包含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家長的管教方式及親子之間衝突解決等。而不管是主觀因素或客觀因素，經濟性

或非經濟性對子女而言均具備著相當的資源性意義，弱勢類型代表著對資源提供

的不足及對學業表現不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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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家庭教育資源對學業表現之效果變異數分析結果表─模型(七)           N=11202 

 一般能力測驗 數學能力測驗 

家庭教育資源指標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完整型家庭 1284.25 1284.25 107.09** 1813.39 1813.39 148.03** 

家庭手足類型 1835.15 1835.16 38.26** 1629.73 407.43 33.26** 

積極關心型管教 233.34 233.34 19.46** 420.55 420.55 34.33** 

衝突原因 634.70 317.35 26.46** 761.68 380.84 31.09** 

衝突解決類型 523.21 261.61** 21.81** 427.41 213.70 17.45** 

家長教育期望 11702.78 2925.69 243.97** 14702.05 3675.51 300.05** 

家長教育職業類別 1414.48 471.49 39.32** 1137.93 379.31 30.96** 

家庭經濟情況 577.24 192.41 16.04** 275.71 91.90 7.50** 

課外活動學習 1789.09 447.27 37.30** 2338.94 584.74 47.73** 

* p<.05  **p<.01 

 

肆、小結 

本節藉由同時將經濟性及非經濟性資源因素同時置入模型中進行分析，探

討家庭教育資源的不同項目與不同類型之間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性，同時並比較不

同資源之間的解釋力差異，並藉由解釋力差異評估本研究所提出之概念模型對學

業表現的有效解釋性。結果發現不同的家庭教育資源類型，特別是弱勢類型對學

業表現的不利影響，同時由分析結果也可以發現，本研究概念模型對學業表現能

夠進行有效解釋，以下茲就本節之研究發現作數點歸納： 

一、家庭非經濟資源對學業表現有顯著影響 

在考慮經濟性資源因素的情況下，本研究所使用之家庭非經濟性資源指標

對學業表現有顯著解釋力存在。換言之，家庭的非經濟性資源係直接對學業表現

產生作用。由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在考慮經濟資源的作用下，家庭型態的兩個指

標(家長是否缺位以及家庭子女數量)對學業表現仍有明顯影響。家長無缺位之完

整型家庭及家庭有兩名以下子之的類型，其學業表現仍明顯優於缺位型及子女數

較多的家庭；同時，家長採用積極關心型的管教方式與消極忽略型的管教方式相

較，積極關心型的管教方式學業表現優於消極忽略型的管教方式；親子之間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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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類型與學業表現有明顯的關係，外向性衝突者顯然不利於學業表現，而內向性

衝突者可能具備某種資源性意義，有利於子女的學業表現的提升；親子之間的不

同衝突解決方式所代表的資源性意義並不相同，採用強制型解決者其子女學業表

現仍明顯略高於溝通型及非溝通型解決者；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因素對子女學

業表現仍然有著直接而且明顯的影響，但研究也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程度的期

望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似乎存在輕微非線性的型態，其中尤以高中程度的學業

表現最差，而以碩士程度者最佳；當控制了其他的因素後，家長在家庭內對子女

學習活動的參與，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並不顯著；家長的不同教育職業背景對學業

表現的仍然有直接而明顯的助益，高教育職業專門類別者其子女學業表現明顯較

佳，而低教育職業背景者學業表現顯然不如其他類型。 

二、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 

在考慮非經濟性資源的情況下，家庭經濟資源與子女學業表現仍然有明顯

的關連性存在。由分析結果可以得知，當家庭非經濟性資源受到控制後，本研究

所使用的二個不同的家庭經濟性資源指標均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影響。就家庭經

濟情況來看，經濟情況較佳者學業表現明顯較經濟情況較差者為佳，因此經濟情

況較差者顯然為相對弱勢的類型，而經濟情況較佳者顯然為相對優勢的類型，且

二者之學業表現有顯著差距；其次，當控制了非經濟性資源因素後，課外活動學

習的時間長短的不同類型與學業表現仍然有明顯差距，只有類型Ⅰ和和其他類型

者相較差距不明顯，但類型Ⅱ、類型Ⅲ與類型Ⅳ與其他類型者相較，差距仍然明

顯。結果顯示從未參加過任何課外學習活動者可能是相對弱勢的類型，因此對學

業表現可能出現不利的影響。同時由分析結果也可以發現，隨之家庭投入課外活

動的資源增加所發生的效果為累積性的，亦即投入的資源愈多，對學業表現愈有

正面助益。由以上結果看來，當控制了非經濟性因素後，在經濟上處於相對弱勢

的學生對學業表現有較為不利的影響，而中等以上和經濟情況較佳者的學業表現

則是相對優勢的情況，與學業表現有正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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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城鄉差距及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本章前三節分就家庭非經濟性教育資源、經濟性教育資源及二者之同時作

用與學業表現的關連進行探討。經由比較分析後發現非經濟性資源及經濟性資源

大部份的指標對學業表現均有顯著的影響。就本研究所使用家庭教育資源模型解

釋力而言，其誤差消解比例約在 23%到 25%之間，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家庭教

育資源概念模型與學業表現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存在，可以解釋約 1/4 的學生之學

業表現之變異性。 

然而，由於各種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位於都市或鄉村的學生在家庭的經

濟性及非經濟方面的資源可能並不相同，因此家庭教育資源分佈是否存在城鄉差

距，並進而影響不同都市化程度的學生的學業表現？換言之，家庭教育資源是否

隨城鄉差距有所不同，同時由於不同的城鄉差距所產生的家庭教育資源上的差異

是否對學生學業表現產生影響？過去許多研究逐將焦點關注在由於城鄉差距對

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但迄今少有研究針對不同城鄉差距之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

表現的關係進行探討。職是之故，本節繼續利用 TEPS 所進行之學生不同城鄉分

類探討不同都市化程度的學生在家庭教育資源上的差異，並探討其與學業表現的

關連。在分析方法上，本節首先對不同城鄉層級學生之學業表現進行比較，其次

利用線性模型進行城鄉層級及家庭教育資源之效應評估，最後則分就不同城鄉分

層分開探討家庭教育資源的作用。 

壹、模型使用資源指標 

經本章第三節分析結果發現，在同時考慮其他之經濟與非經濟因素後，本

研究所使用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其影響顯著程度雖大部份仍然顯著，但有少數幾

個指標的重要性明顯降低。因此本節使用家長是否缺位、家中手足類型、親子衝

突及解決類型、家長教育期望、家長教育職業背景、家庭經濟情況、參加課外活

動的時間長短等幾個在前面模型中分析較為顯著家庭教育資源指標作為本節分

析之自變項，而以一般能力測驗及數學能力測驗作為依變項，探討不同城鄉層級

及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同時，為了探討不同城鄉程度的學生其

家庭教育資源產生的影響，本節採用 TEPS 資料庫對受訪者居住地之城鄉分層代

碼作為城鄉層級分類之指標。本節所使用之指標如表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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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不同城鄉層級之家庭教育資源念模型指標 

資源面向 構成元素 家庭教育資源類

型指標 

指標構成主要內容及區分類型 

都市化程度 鄉鎮層級 鄉鎮層級 根據 TEPS 區分之受訪者所在學校不同鄉鎮層級共分為鄉

村、城鎮及都市，以都市為對照組 

居住安排類型 根據家長是否缺位區分為缺位型與完整型家庭，以缺位型家

庭為對照組。 

家庭組成及結構 

家中手足數量 根據受訪者的手足數量區分獨子型、單一手足、二位手足、

三位手足、及四位以上手足等不同類型，以四位以上手足為

對照組 

親子衝突類型 根據親子之間解決方式區分為內向性衝突、及沒有衝突等幾

大類，以沒有衝突者為對照組， 

家庭非經濟性

資源 

家庭成員互動 

親子衝突解決 方式區分為溝通型解決、強制型解決及非溝通型解決等三大

類，以非溝通型為對照組 

家長對子女教育

參與 

家長教育期望 根據原始資料內容有一個題目對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進

行分類為國中、高中職、專科及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等

幾個類型進行分析，以研究所者為對照組。 

 

家長教育職業背

景 

家長教育職業背

景類型 

根據家長的教育程度高低及職業類別專門程度區分為低技

術─低教育、中技術─中教育、及高技術─高教育、以及其

他非理想類型等幾種類型，以其他類型者為對照組 

顯性經濟資源 家庭經濟情況 根據受訪者家庭的收入及對家庭經濟情況的感受分為較差

者、普通者、較佳者、以及非理想類型等幾種類型，以其他

類型者為對照組 

家庭經濟性資

源 

隱性經濟資源 課外的學習活動 根據受訪者在小學階段曾經參加補習或才藝活動及其時間

階段的長短區分為從來沒有參加過、只在小學四年級前參加

者、小學四年級以前及小學五六年級都有參加者、以及從小

學到國中以後都有持續參加者、以及其他類型等數種種類

型，以其他類型者為對照組。 

 

貳、模型設定 

本節目的在比較不同城鄉層級及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生的學業表現產生之影

響，因此本節預計對一般能力測驗及數學能力測驗各採用二個模型分析城鄉層級

及家庭教育資源的影響。模型(八)及模型(十)只考慮不同城鄉層級對學生學業表

現的影響，而模型(九)及模型(十一)則加入家庭教育資源指標，探討當不同都市

化程度及家庭教育資源同時考慮的情況下，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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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 鄉鎮層級效果β0

ry +++= 家庭教育資源鄉鎮層級效果β0

節研究設定之線性組合模型如下： 

模型(八)、(十)： 

模型(九)、(十一)：  

由於最終選取之家庭教育資源面向有八個指標，再加上鄉鎮層級指標，二者合計

有九個指標，模型之迴歸形式如下： 

y：為學生學業表現 

μ：為樣本平均數 

γ1：為城鄉分層 

γ2：是否為缺位型家庭 

γ3：為家庭手足類型 

γ4：親子衝突原因 

γ5：親子衝突解決類型 

γ6：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γ7：家長教育職業背景 

γ8：家庭經濟情況 

γ9：課外活動學習時間階段類型 

e i：為隨機變異 

參、不同城鄉層級學生學業表現比較 

研究首先對不同城鄉層級的學生進行比較，由表 5-12 及表 5-13 之模型(八)

與模型(十)可以發現，當模型單純只考慮不同城鄉層級而不考慮家庭資源時對學

業表現產生的效應，三個不同層級的學生學業表現有明顯差異。鄉村的學生學業

表現最差，其次是城鎮，都市的學生學業表現最好。鄉村和都市相較，前者學業

表現明顯低於後者，而城鎮的學生和都市的學生相較，其學業表現也落後於都市

的學生。同時研究另外進行平均數差異性檢定的結果(未列於文中)，發現不管是

鄉村、城鎮和都市的學生，三者相較彼此之間在學業表現上的差異均達到顯著。

換言之，假如不考慮其他的因素，只考慮城鄉層級因素的話，不同城鄉層級的學

生其學業表現是有明顯差距的，尤其是鄉村地區學生的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城鎮及

都市地區的學生。單純就不同都市程度來看，學生位於鄉村地區顯然是相對弱勢

的類型，對學業表現有較為不利的影響；然而假若學生位於都市地區，則可被視

為相對優勢的類型，與學業表現有正面的關連。 

iey ++++++++++= 987654321 γγγγγγγγγμ



 

 230

然而，不同城鄉程度的學生學業表現之所以產生差距的可能影響原因有許

多，可能是文化刺激不足、學校因素、及其他各種可能因素所導致。職是之故，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在考慮家庭教育資源的情況下，不同城鄉層級學生學業表現差

異的情況。 

肆、家庭非經濟性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表 5-12 及 5-13 的模型(九)與模型(十一)可以發現，當模型同時考慮不同

城鄉層級與家庭教育資源的情況下，首先可以發現的是學生位於不同的城鄉層級

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減小，以鄉村地區和都市地區的比較而言，在考慮家庭教

育資源之後，位於鄉村的學生與都市地區的學生學業表現的差異明顯縮小；同

時，位於城鎮地區的學生與都市地區的學生差距也有縮小的情況。因此，由表中

可以發現在考慮家庭教育因素後，由於城鄉之差距所造成的學業表現的差距明顯

變小，而以鄉村地區的學生差距減少的程度較為明顯。由表 5-12 及表 5-13 之模

型(八)與模型(九)及模型(十)與模型(十一)的比較可以發現，當考慮家庭教育資源

因素後，城鎮與都市地區的學生其學業表現也有改變，二者之差距雖然仍然到達

顯著水準，但進一步觀察二者的差異顯然相距較原來縮小許多(由-1.08 及-1.10

縮小到-0.34 及-0.20)。因此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不同都市化地區的學生在學業表

現上的差異可能受到家庭教育資源是否充裕的影響。 

其次就家庭非經濟性資源對學業表現來看，當學生位於不同城鄉層級的影

響被納入考量之後，非經濟因素對學業表現仍然有明顯的影響。先就家庭型態的

二個指標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不同家庭居住安排型態的學生學業表現有明顯差

異，完整型的家庭學生其學業表現仍然較家長缺位者為佳，且家庭是否完整，對

數學能力的影響似乎比一般能力稍大，完整型家庭的學生和缺位型家庭的學生相

較，在一般能力測驗上的平均答對題數高出 0.91，而在數學能力測驗上平均答對

題數則高出 1.09 題，且二者均達到顯著水準，顯示不同城鄉層級中，家庭居住

安排與學業表現仍然有密切關係。就家庭手足數量類型來看，受訪者為單一手足

者和其他手足類型相較，不管是在一般能力測驗或數學能力測驗上，前者均明顯

高於後者，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受訪者手足數量在二名及二名以下者相距不

大，但是假如受訪者手足數較多，則對學業表現有不利影響。同時由表中也可以

觀察到輕微非直線的影響，單一手足者優於獨子型者。因此就家庭型態與學業表

現的關連來看，似乎沒有受到學生位於不同城鄉太大的影響。就整體來看，家庭

型態的二個指標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並未受到學生位於不同城鄉層級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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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 

就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強制型的衝突解決方式和

非強制型的衝突解決方式(溝通型及非溝通型)相較，前者不管是在一般能力測驗

或數學能力測驗上的表現都較好，且二者相較前者在二種能力測驗上的差異相差

不大；而外向性衝突與內向性衝突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也未受到學生位於不同

城鄉層級的影響，二者關係仍然顯著。此外，將模型(九)與模型(十一)的結果和

前節模型(七)的結果相較可以發現，親子之間的衝突及解決與學業表現的關連並

未因學生位於不同城鄉程度有太大的改變，因此由分析結果看來，親子互動關係

對未受到不同城鄉差距太大的影響。 

就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來看，當控制了其學生的不同城鄉程度之後，家

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的高低仍然對學業表現有明顯的影響。由表中可以發現，家

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不同，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所影響，但是影響有所變化。將

模型(九)和模型(十一)的結果與模型(七)相對照可以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較低(國中和高中程度)，和對照組相較(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為碩士)相較，較

低的教育期望者其子女與高期望者的子女在學業表現上的差距改變並不大，顯示

假若家長對子女的教育程度期望較低的話，對學業表現的不利影響並未受到學生

位於不同城鄉層級有太大的差異。換言之，不管學生位於鄉村或都市，家長對子

女教育程度的期望對子女的學業表現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就較高的教育期望程

度而言，比較模型(七)與模型(九)及模型(十一)可以發現，較高教育期望者子女的

學業表現幾乎不受到城鄉差距的影響。因此研究者認為，不管學生位於鄉村或都

市，家長的教育期望對子女都有重要的影響。同時，模型(九)與模型(十一)也顯

示了和模型(七)相類似的非線性現象，和研究所程度比較起來，家長對子女教育

程度假如為高中者，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有最為不利的影響，其次則是國中程度；

而較高教育期望者(大學以上)和碩士程度的差距較小。換言之，當控制了其他的

學生位居的不同都市化程度後，家長對子女的低教育期望對子女的學業表現仍然

有著不利的影響，而家長對子女的高教育期望仍然對子女有正面的幫助。綜言

之，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並未受到城鄉差距有太大的影響，低教育期望者仍然

為相對弱勢的類型，不管位於都市或鄉村皆然，與學業表現有不利的關係存在；

反之，高教育期望者仍然是相對優勢的類型，與學業表現有正面的關連存在。 

最後就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與子女的學業表現的關係來看，當城鄉程度與

其他的家庭教育資源因素的情況納入考慮之後，發現家長的教育職業背景對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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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業表現的影響仍然明顯。低教育職業類別者和其他教育職業類別者相較，對

學業表現仍然明顯有不利的影響；而中教育職業類型者與其他教育職業類別者的

子女學習表現差異不大；同時高教育職業類別者與其他類型者相較仍然有著正面

的影響。同時由表中也可以發現低教育職業類別與高教育職業類別者與學業表現

關係仍然達到顯著。換言之，在控制城鄉差距後，低教育職業類別者仍然是相對

弱勢的類型，而高教育職業程度者仍然是相對優勢的類型。同時由分析結果也可

以發現，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對子女的學業表現的影響可能呈現線性的影響，隨

著家長的教育程度與職業專門程度的提高，子女的學業表現也較佳。同時，將模

型(九)與模型(十一)與模型(七)的結果相較發現，家長的教育及職業專門程度對學

生的影響並未因學生位居不同的城鄉程度有太大的改變，不管就一般能力或數學

能力而言，家長為低教育職業類別與中教育職業類別和高教育職業類別的學生相

較，在考慮城鄉差距因素後，相對弱勢的類型對學業表現的負面影響並未因不同

城鄉差距有大大的差異，顯示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對子女學業表現的影響並不因

位於不同的城鄉程度有所不同。 

伍、家庭經濟性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研究進一步分析當考慮非經濟因素與學生不同的城鄉層級的情況下，不同

的家庭經濟指標與學業表現的關連。首先觀察家庭的顯性經濟資源指標，由模型

(九)與模型(十一)相較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當考慮其他的家庭因素與不同的城

鄉層級的情況下，家庭經濟情況較差者和家庭經濟情況較佳者相較，不管是就一

般能力或數學能力來看，前者的學業表現還是明顯低於後者。同時，在考量不同

的城鄉差距後，家庭經濟情況較佳者和其他類型者相較，家庭經濟情況普通者對

學業表現也有較為正面的影響。同時將模型(九)與模型(十一)和模型(七)進行比較

可以發現，當學生不同的城鄉層級納入考量後，由結果可以發現家庭經濟情況對

學業表現的影響並未因學生位於不同的城鄉程度有太大的改變。換言之，家庭經

濟情況相對弱勢者不管是位於都市或鄉村，對學業表現都有不利的影響。 

最後，研究就受訪者在小學及升國一時是能否參與過課外活動的類型(即時

間階段的長短)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來看。由表中可以發現，當學生的城鄉層

級與其他家庭經濟資源因素納入模型考量後，學生參加課外活動的類型與學業表

現的關係改變並不大。以類型Ⅰ(從來沒有過任何的課外活動學習者)而言，和其

其他類型者相較其學業表現仍然稍弱於其他類型的學生；而類型Ⅱ、類型Ⅲ與類

型Ⅳ和其他類型相較，前者的學業表現明顯優於後者，且在納入城鄉差距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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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相對優勢者改變的情況並不大；由表中可以發現，當考慮學生的城鄉差距因

素後，家庭投入的隱性經濟資源多寡與學業表現之間仍然有密切的關係存在，資

源投入愈大，對學業表現有愈正面的影響。同時，相對弱勢的類型並未因位於不

同都市化程度而有所不同。因此由分析結果看來，家庭投入的隱性經濟性資源對

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並未隨著學生位於不同的都市化地區而有所不同。 

綜合來看，當模型同時考慮學生的不同城鄉層級與家庭教育資源的情況

下，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生學業表現的影響並未因學生不同的城鄉差距程度有太大

的改變。亦即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對學生學業表現的影響基本上不受到不同城鄉程

度產生太大的改變。然而，城鄉差距卻因學生的家庭教育資源因素有不同的作

用，由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當家庭教育資源因素納入考量後，學生的城鄉差距因素

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程度變小。換言之，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教育資源仍然是影

響學生學業表現的重要因素，且基本上不因城鄉差距有大太的改變，而城鄉差距

卻可以透過家庭教育資源的投入減輕都市化程度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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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不同城鄉層級及家庭教育資源與一般能力測驗關連分析結果表    N=11202 

 模型(八) 模型(九)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3.06 0.05  12.16** 12.16  60.75  

鄉村 -2.60** 0.14 -19.00 -1.15 ** -1.15  -11.90  

城鎮 -1.08** 0.07 -15.23 -0.34**  -0.34  -4.64  

都市(R)       

完整型家庭    0.91**  0.91  10.26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1.14**  0.20  5.66  

單一手足    1.54**  0.15  10.16  

二位手足    1.04**  0.15  6.88  

三位手足    0.92**  0.17  5.32  

四位(以上)(R)       

內向性衝突    0.17*  0.08  2.07  
外向性衝突    -1.17**  0.20  -5.81  
無衝突類型(R)       

溝通型解決    0.06  0.08  0.82  

強制型解決    0.44**  0.08  5.21  

非溝通型解決(R)       

家長教育期望(國中)    -3.22**  0.23  -14.05  

家長教育期望(高中)    -3.42**  0.13  -26.31  

家長教育期望 
(專科或技術學院) 

   -2.13**  0.09  
-24.26  

家長教育期望(大學)    -1.28**  0.09  -13.87  

家長教育期望(研究所)(R)       

低教育職業背景    -0.43**  0.08  -5.48  

中教育職業背景    0.05  0.15  0.35  

高教育職業背景    1.08**  0.17  6.30  

其他類型(R)       

家庭經濟情況較差    -0.40**  0.09  -4.39  

家庭經濟情況普通    0.20**  0.08  2.60  

家庭經濟情況較佳    0.29  0.42  0.68  

其他類型(R)       

課外學習類型Ⅰ    -0.19  0.13  -1.46  

課外學習類型Ⅱ    0.48*  0.08  6.24  

課外學習類型Ⅲ    1.00**  0.11  8.74  

課外學習類型Ⅳ    1.28**  0.15  8.73  

其他類型(R)       

R2  0.03  R2 0.23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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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3：不同城鄉層級及家庭教育資源與數學能力測驗關連分析結果表       N=11202 

 模型(十) 模型(十一) 

 參數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誤 t 值 

Intercept 13.45 0.05  12.29**  0.20  60.72  

鄉村 -2.85** 0.14 -20.31 -1.17**  0.10  -11.95  

城鎮 -1.10** 0.07 -15.24 -0.20 ** 0.07  -2.71  

都市(R)       

完整型家庭    1.09**  0.09  12.13  

缺位型家庭(R)       

無手足    1.27**  0.20  6.23  

單一手足    1.62**  0.15  10.56  

二位手足    1.31**  0.15  8.56  

三位手足    1.21**  0.18  6.89  

四位(以上)(R)       

內向性衝突    0.24**  0.08  2.97  

外向性衝突    -1.18**  0.20  -5.80  

無衝突類型(R)       

溝通型解決    0.09  0.08  1.09  

強制型解決    0.37**  0.08  4.41  

非溝通型解決(R)       

家長教育期望(國中)    -3.49**  0.23  -15.08  

家長教育期望(高中)    -4.07**  0.13  -30.89  

家長教育期望 
(專科或技術學院) 

   
-2.10**  0.09  -23.72  

家長教育期望(大學)    -1.16**  0.09  -12.49  

家長教育期望(研究所)(R)       

低教育職業背景    -0.46**  0.08  -5.78  

中教育職業背景    0.04  0.15  0.26  

高教育職業背景    0.76**  0.17  4.41  

其他類型(R)       

家庭經濟情況較差    -0.26**  0.09  -2.77  

家庭經濟情況普通    0.13  0.08  1.67  

家庭經濟情況較佳    -0.37  0.43  -0.88  

其他類型(R)       

課外學習類型Ⅰ    -0.35**  0.13  -2.65  

課外學習類型Ⅱ    0.50**  0.08  6.47  

課外學習類型Ⅲ    1.04**  0.12  8.97  

課外學習類型Ⅳ    1.57**  0.15  10.62  

其他類型(R)       

R2  0.04  R2  0.25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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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不同城鄉層級之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 

由上述分析結果發現當同時考慮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後，學生位於城鎮層級

和都市層級相較，其學業表現的差異減少；然而位於鄉村層級的學生和都市層級

的學生學業表現差距仍然明顯。此結果意味著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對於城鎮層級和

都市層級學生之學業表現之解釋力較高，而對鄉村層級的學生學業表現的解釋力

較低。為進一步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對不同城鄉程度學生的學業表現的影響，

研究進一步將三個不同層級的學生加以區分，並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在不同城

鄉層級中的影響。 

首先由鄉村層級來看，由表 5-14 可以發現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教育資源指

標在鄉村層級對學業表現的效果較小。以一般能力測驗而言，結果顯示親子之間

衝突原因這一個非經濟資源指標效果並不顯著；同時，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及家

庭經濟情況的效果也不顯著。在鄉村層級中對學業表現有明顯效應的家庭教育指

標為家庭型態、家長的教育期望、以及學生學習課外活動的時間長短，而影響最

顯著的則是家庭居住安排型態及家長的教育期望。而就數學能力來看，家庭教育

資源對數學能力產生的影響和一般能力有些許不同。由表中可以發現，諸如家庭

經濟情況、家長的教育職業類別及親子衝突原因及解決等家庭教育資源指標都呈

現效果不顯著的現象，而家庭居住安排型態、家庭手足類型、課外活動學習時間

長短等則呈現明顯效果。此結果可以印證前述模型(八)到模型(十一)的結果，亦

即在控制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後，鄉村地區的學生其學業表現仍然和城鎮及都市的

學生有所差異。因此，研究者認為可能有家庭教育資源以外的因素影響鄉村地區

的學生的學業表現，造成鄉村地區學生學習成低於城鎮及都市地區學生的現象。

除了家庭因素外，尚有可能是文化因素、社區因素、甚至是學校因素等都是可能

的原因。而由顯著的因素看來，家庭居住安排、家長教育期望及課外活動學習時

間長短仍然呈現明顯的效果，顯示這幾個家庭教育資源指標不管是在鄉村地區或

都市地區都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假如學生位於鄉村地區，家庭能夠投入這些家庭

教育資源的話，則有可能提升弱勢類型學生的學業表現。 

就城鎮層級來看，同樣發現家庭教育資源對一般能力與數學能力的影響不

太一樣。手足型態、家長教育期望、家庭居住安排型態對一般能力的效果最大，

而親子之間的衝突原因及解決方式、課外活動的學習、以及家長教育職業類別居

次，至於家庭經濟情況對學業表現的效果較小。而以數學能力來看，家庭居住安

排型態、家長的教育期望、課外活動的學習時間長短、以及親子之間衝突對數學



 

 237

能力的影響最為明顯，手足型態及家庭社經背景的影響其次。同時由表中也可以

發現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對學業表現均有明顯的效果存在，顯示本

研究之概念模型能夠有效解釋城鎮地區的學生學業表現。 

最後就都市層級的學生來看，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對一般能

力測驗全部都有明顯的效應存在。家長的教育期望、家庭居住安排型態、家長教

育職業背景、課外活動學習階段長短等指標解釋力最強，而家庭手足型態及親子

衝突解決類型的解釋力較小，家庭經濟情況在都市地區中雖然有明顯的效果，但

和其他指標相較其效果並不突出，因此結果顯示在都市地區中家庭經濟情況可能

不是最重要的家庭教育資源，其他的家庭教育資源的提供，或是經濟資源的轉化

對學業表現有同樣重要的影響。而以數學能力來看，家長的教育期望影響力最

大，其次是家庭型態、以及課外活動的學習，家庭經濟因素對學業表現的效果顯

著但和其他指標相較效果並不突出。整體看來，在都市地區中，家庭教育資源的

各種指標對學生學業表現都有明顯的影響。綜言之，不管是學生位於何種都市化

程度之地區，本研究所採用之概念模型的各項家庭教育資源指標與學生的學業表

現都有明顯的關連性存在，顯示本研究之概念模型有效解釋不同都市化程度地區

學生學業表現差異。然而鄉村地區可能有家庭教育資源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影響

學生之學業表現，值得後續研究者進行更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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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4：不同城鄉層級家庭教育資源對學業表現之效果變異數分析結果表   N=13953 

鄉村層級(N=728) 一般能力測驗 數學能力測驗 

   

家庭教育資源指標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完整型家庭 339.86**  339.86  11.56  1000.10**  1000.10 28.01  

家庭手足類型 664.43**  166.11  5.65  794.43**  198.61  5.56  

衝突原因類型 142.45  71.23  2.42  108.58  54.29  1.52  

衝突解決類型 305.72**  152.86  5.20  190.55  95.28  2.67  

家長教育期望 1655.62** 413.91  14.08  2829.91**  707.48  19.81  

家長教育職業類別 117.07  39.02  1.33  215.00  71.67  2.01  

家庭經濟情況 159.39  53.13  1.81  39.23  13.08  0.37  

課外活動學習 642.39**  160.60  5.46  1419.30**  354.83  9.94  

城鎮層級(N=4384) 一般能力測驗 數學能力測驗 

   

家庭教育資源指標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完整型家庭 572.65**  572.65  47.62  324.41**  324.41  25.47  

家庭手足類型 328.13**  82.03  6.82  471.14**  117.78  9.25  

衝突原因類型 300.70**  150.35  12.50  538.76**  269.38  21.15  

衝突解決類型 240.69**  120.34  10.01  248.28**  124.14  9.75  

家長教育期望 5421.73**  1355.43 112.70 6444.93**  1611.23 126.49  

家長教育職業類別 471.48**  157.16  13.07  209.86**  69.95  5.49  

家庭經濟情況 152.35**  50.78  4.22  210.33**  70.11  5.50  

課外活動學習 467.40**  116.85  9.72  713.13**  178.28  14.00  

都市層級(N=7849) 一般能力測驗 數學能力測驗 

   

家庭教育資源指標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TYPE Ⅲ 
SS 

Mean 
Square 

F 值 

完整型家庭 500.67**  500.67  50.75  698.47**  698.47  76.24  

家庭手足類型 648.52**  162.13  16.43  619.41**  154.85  16.90  

衝突原因類型 203.54**  101.77  10.32  277.90**  138.95  15.17  

衝突解決類型 223.45**  111.73  11.32  116.57**  58.29  6.36  

家長教育期望 4653.21**  1163.30 117.91 5735.78  1433.95 156.52  

家長教育職業類別 683.54**  227.85  23.09  541.59**  180.53  19.71  

家庭經濟情況 224.84**  74.95  7.60  97.80* 32.60  3.56  

課外活動學習 954.77**  238.69  24.19  1052.00**  263.00  28.71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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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小結 

本節探討學生位處之不同城鄉層級與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生學業表現的影

響，並分別就不同的城鄉層級單獨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業表現的關連。在不考

慮家庭教育資源因素的情況下，經由不同城鄉層級的學生比較後發現，都市地區

的學生學業表現最佳，其次是城鎮層級，而位居鄉村的學生學業表現最差，且三

者之間有顯著差異。但當同時考慮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後，研究發現城鎮與都市地

區學生的學業表現差異雖然仍然顯著，但差距有大幅縮小的趨勢，顯示家庭教育

資源為影響城鄉差距的學生學業表現的重要因素。然而鄉村地區的學生和都市地

區的學生比較起來，差距仍然顯著，但二者之間的差距已大幅縮小。因此結果顯

示不同城市地區與鄉村地區的學生學業表現之差距有很大一部份是經由家庭教

育資源所產生的作用。因此研究者認為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在城鎮層級和都市層級

的學生學業表現差異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鄉村層級的學生在控制家庭教育資源

因素後和都市學生的學業表現差距雖然縮小，仍然達到顯著，顯示除了家庭教育

資源因素影響外，尚有其他如文化、社區及學校等因素對學生學業表現產生影響。 

其次，在考慮學生不同城鄉程度的情況下，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對學生學業

表現的影響變化的程度不大，顯示家庭教育資源對學業表現影響是跨越不同都市

化層級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家庭教育資源對學業表現影響並未因學生位處之居

處為城鎮或都市而有所不同；然而都市化程度對學業表現產生的影響則因家庭教

育資源而有所不同。 

第三，就不同的城鄉層級分開來看，家庭教育資源因素對一般能力和數學

能力產生的影響大致相同，但是某些資源指標產生的作用則有所差異。以鄉村層

級而言，家長教育期望不管是就一般能力或是數學能力而言，其效果都最為明顯

同時，單就鄉村層級來看，有部份的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對學業表現沒有明顯的影

響，顯示除了家庭教育因素外，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之學業表現，此部份有

待後續研究者進行更進一步的探討。 

以城鎮層級來看，本研究所使用之所有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對學生學業表現

都有明顯的效果，家庭居住安排型態、親子衝突原因、以及家長的教育期望對子

女的學業表現影響最大；然而課外活動的學習時間階段長短與家長的教育職業背

景對學業表現也有明顯的效果存在。 

以都市層級來看，研究所使用之所有家庭教育資源指標對一般能力都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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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影響，而以家長的教育期望及家庭居住安排型態及課外活動學習時間階段長

短對學生學業表現效果最明顯；而就數學能力來看，除了家庭經濟情況及衝突解

決類型的效果較小之外，其他所有之資源項目均有明顯的效果存在。 

綜合上述結果來看，研究發現不管是在何種城鄉層級，家庭居住安排型態

和家長教育期望對子女學業表現產生最大的影響；而家長教育職業背景、課外活

動的學習作用、以及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居次，家庭經濟情況的效果則較小。因

此分析結果顯示，非經濟性的家庭教育資源的效果可能較經濟性的資源稍大，而

且不管是在何種都市化程度地區，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資源都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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