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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台灣各式各樣的才藝班林立，各式各樣的課程令人眼花撩亂，而現代的父母都

抱著「不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心態，讓孩子參加課外的才藝學習，似乎已經

變成是必需要做的事情。經由廣告的促銷或口耳相傳的方式，花錢送其子女去上才

藝班，學習一些藝術的（音樂、美術、舞蹈、陶土等）、時髦的（英語、電腦、讀

經等）、或和課業有關的項目（心算、數學、作文等）。各種才藝班林立，因為業者

是有利可圖，而家長是「花錢買才」，不趕上此一熱潮，似乎就落伍了（李駱遜，

2005）。 

 

一、父母親的高教育期望，使得孩子參加許多的才藝補習 

    父母親「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心態，將孩子一個一個的送進補習班，根據

內政部（2001）年發布的「中華民國九十年台閩地區兒童生活狀況調查報告」指出，

在學學齡兒童，上才藝班者情形頗為普遍，約有 61.30%學童曾上過才藝班。之後

蘇秀枝（2006）調查台中縣某國小學童才藝補習狀況，其比例更增加到 70.7％。

2005 年兒童福利聯盟基金會所作的「台灣城鄉兒童假日生活調查報告」中指出，

都會兒童超過五成在暑假學才藝。而王筱霞（2003）的研究更顯示，學齡兒童參加

美語補習班的比例，北區高達 90％，次為南區 89％，中區為 86％，最低的東區也

有 68％。教育改革使得升學管道趨於多元化，因此家長愈來愈重視孩子的才藝教

育，希望孩子不輸在起跑點上，因此坊間才藝補習班就蓬勃發展，五花八門的才藝

班廣告充斥街頭，尤其在國小地區更是明顯（蔡美芳，2003）。 

羅惠筠（1979）指出，台灣地區的父母對於子女的教育、學業成就方面的關心

與期望，向來是西方文化中未曾被強調的一個特色。因此父母儘可能投入其資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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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的教育及認知學習的相關事務上。如為子女安排課外的各種學習活動、補充讀

物，及對子女的教育投注時間、金錢等。邱欣雁（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期望

愈高，孩子參與才藝學習的情況就愈高。然蔡添旺（2007）指出父母期望過高，會

使得孩子的心理壓力增加，造成負面的影響。當孩子背負著父母的高期望以及種類

繁多的補習時，會對孩子心靈會有怎樣的影響，則為本研究之首要動機。 

台灣兒童才藝補習班的蓬勃發展，可說是與父母息息相關，只要父母想得到的

兒童才藝，市面上就會出現。父母花錢、花時間讓孩子參加才藝補習，無不希望選

擇較好的學習環境，增加孩子的學習刺激，希望他們日後能脫穎而出（汪詠黛，

1995）。教育部（2009）統計全國各縣市補習班總數，將補習班大致分成文理類與

技藝類，其中統計過去十年全國補習班的成長，直到 2009 年 7 月為止，全國目前

有 18059 間補習班，相較於 2000 年全國只有 5060 間補習班，數目整整成長了 3.5

倍之多，文理類的補習班數目竟是所有技藝類總和的五倍，更佔了所有補習班數的

83％。在招生對象統計中，又以國中與國小學生為主要招生對象，學齡兒童與青少

年儼然是補習班最大招生群。其中又以台北市的補習班數居首，佔所有補習班數的

五分之一，這些數字是否代表台北市的學生補習的情形最為普遍？ 

從上述的數字來看，才藝補習班數字的成長，是顯示了父母親對孩子的高期

望？還是顯示學生的學習壓力越來越大？是否也訴說著在教改的這十多年來，學生

的壓力越來越沉重，原本想要減輕學生的升學壓力的美意，卻漸漸變成能會越多的

才藝就越吃香，使得才藝補習班也變得五花八門。但是各式各樣的才藝補習，真的

滿足了父母親們的期望嗎？還是只使得父母更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相對

地，兒童面對如此多的才藝補習，真的有從中獲得成就感，抑或是增加了更多的壓

力，使得孩子變得不快樂呢？這更是研究者關切之處，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二、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是否真的感到快樂，目前仍無定論 

    在「中華民國九十年台閩地區兒童生活狀況調查報告」中，就才藝補習之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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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以兒童外語佔 33.35％居首；珠心算、數學佔 26.96％次之。兒福聯盟基金

會在 2003 年的研究亦有相同的發現，美語為兒童才藝補習最熱門的項目，珠心算

與數學則次之。由上述研究可知，目前兒童才藝補習的選擇仍然以智育為主。然而

當孩子上了一個又一個的才藝班之後，家長們是否真正問過孩子需要這些才藝嗎？

為什麼講義雜誌從 2001 年起連續八年針對全國國小兒童進行「幸福大調查」，發現

兒童的幸福感一路下滑呢？在 2008 年的調查中也提到孩子最想告訴大人的事情，

其中一項就是不想補習。才藝補習在兒童的成長中，似乎變成了必經歷的過程，可

是孩子們在參加這些才藝補習時，父母是否有傾聽過孩子的心聲？兒福聯盟（2003）

的研究發現，有近七成的孩子放學後最想回家，期待去安親班的只有 5％，去才藝

班的更只有 3.3％，孩子在參加才藝補習的過程中，真的感覺快樂嗎？這似乎是個

亟需待答的問題。 

    除了學校課業外，學齡兒童又外加許多才藝補習，尤其參加的多半都是偏向知

識型的才藝補習，兒童在參加才藝補習的過程中，是否感覺到快樂？還是沉重的負

擔？若才藝補習能搭配藝術型與運動型，是否能減輕兒童的壓力，進而提升兒童的

幸福感呢？在已知的研究顯示研究結果是分歧的：林俊賢、蔡東鐘（2007）研究國

三學生補習行為與幸福感的關聯性，研究結果顯示學科類補習項數越多，學生越不

覺得有人際疏離感，原因是因為增加了人際互動的機會；但也有研究顯示才藝補習

越多不一定會提昇學生的幸福感：何汝魚（2007）以國三學生為對象，探討補習教

育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參與越多的校外補習，雖然有助於提升學業

成績，但是，卻不會因為學生的學業成功經驗，而降低憂鬱感受。由於上述研究對

象皆為年紀較長的國中學生，且探討的多為學科的補習，而國小低年級學童較無升

學的壓力，參與補習的種類也較為廣泛，因此研究者欲了解參與不同種類的補習、

補習的數量與補習時間的多寡，是否會對兒童的幸福感造成不一樣的影響，遂成為

研究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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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缺少父母期望、兒童才藝補習與幸福感的實證研究 

    在過去的研究中，邱欣雁（2005）在父母期望與國小高年級學童才藝補習、職

業興趣之相關研究中提到，父母親的期望高低會影響學童才藝補習的情形。然此研

究針對的是高年級的學童，且只探討學童偏向學習的類型，並未探討到補習的數量

以及補習時間。張翠娟（2007）在幼兒期學習才藝與國小學業成就相關因素的研究

中有探討到父母教育期望、教育信念與學習才藝之間的關係，雖研究對象為國小低

年級學童，但其探討的是幼兒期所學習的才藝為主，且也未討論到補習的時數。 

    另一方面，林俊賢、蔡東鐘（2007）與何汝魚（2007）則探討國中學生才藝補

習與心理幸福感，然兩者研究結果卻有些許的不同：前者研究結果認為學科補習越

多，學生則人際疏離感越低；後者則認為，即使補習越多提高了學業成就，卻未能

降低學生的憂鬱感受。但上述兩研究對象皆為國中學生，且主要探討為學科的補

習，較少討論到才藝的補習。 

    其他如蘇秀枝(2002)針對台中市立案的課後托育中心品質與學童適應之關係

調查發現：上課後托育的時間越久，每週上課時數越多，兒童焦慮越高。該研究雖

然指出上課時數越多或時間越久，當國小學童補習項數越多時，也代表著每週才藝

學習的時數越多，是否會使得兒童出現高焦慮情緒，但該研究將課後托育與才藝補

習是針對課後托育班，而無探討才藝補習這一部分，且在研究中只提到補習時數越

長，兒童負面情緒會越多，仍無法完全推論到幸福感。蘇秀枝後來在 2005 年及 2006

年的研究中將才藝補習納入研究範圍中，但仍然以課後托育對學童生活適應的影

響，無法解釋才藝補習與兒童幸福感之間的關係。 

    然在國小低年級時期，學童剛從幼稚園進入正式的教育體制之內，對父母以及

兒童都是一項巨大的改變，在銜接的過程中，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的改變，可能

導致對才藝補習的需求增加；而孩子可能面對學校的課業以及突如其來增加的才藝

補習，對兒童的心理造成了什麼樣的影響，到底是呈現正向的影響還是負向的影

響？然根據上述所言，過去的研究付之闕如，研究數量有限，再者考量兒童閱讀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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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能力，因此本研究欲以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國小二年級兒童為對象，探討父母教

育期望、兒童才藝補習與幸福感三者間的關係，此為研究動機之四。 

    最後綜合前述，本研究除了探討兒童才藝補習、父母教育期望與幸福感之關

係，亦納入兒童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兩個背景變項，進行深入探討，並瞭解其關係

與預測性，釐清兒童才藝補習、父母教育期望與幸福感之關係，作為未來父母與兒

童選擇才藝補習時的建議與參考。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動機的敘述，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瞭解目前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台北市國小二年級兒童其父母教育期望現況。 

二、瞭解目前台北市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的概況。 

三、瞭解目前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台北市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的概況。 

四、探討不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的概況及其間之  

    差異。 

五、探討不同父母教育期望，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的概況及其間之差異。 

六、探討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的不同，其幸福感之差異。 

七、探討背景變項、父母教育期望、兒童才藝補習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的預測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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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主要探討的問題為： 

一、 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台北市國小二年級兒童其父母教育期望概況為何？  

二、 台北市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的概況為何？ 

三、 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台北市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現況為何？ 

四、 不同背景變項之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是否有顯著差異？ 

  4-1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是否有顯著差異？ 

    4-1-1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類型是否有差異？ 

4-1-2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數量是否有差異？ 

4-1-3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時數是否有差異？ 

  4-2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是否有顯著差異？ 

    4-2-1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類型是否有差異？ 

    4-2-2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數量是否有差異？ 

    4-2-3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時數是否有差異？ 

五、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是否有顯著差異？  

  5-1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類型是否有差異？ 

  5-2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數量是否有差異？ 

  5-3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時數是否有差異？ 

六、 參加的才藝補習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是否有顯著差異？ 

  6-1 才藝補習類型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是否有差異？ 

  6-2 才藝補習數量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是否有差異？ 

  6-3 才藝補習時數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是否有差異？ 

七、 背景變項、父母教育期望、兒童才藝補習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是否有預

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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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下列各項假設： 

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沒 

        有顯著差異。 

  1-1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其參加才藝補習沒有顯著差異。 

    1-1-1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類型上沒有差異。 

1-1-2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數量上沒有差異。 

1-1-3 不同性別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時數上沒有差異。 

  1-2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其參加才藝補習沒有顯著差異。 

    1-2-1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類型沒有差異。 

    1-2-2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數量沒有差異。 

    1-2-3 不同社經地位之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時數沒有差異。 

假設二：父母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沒有顯著差異。 

  2-1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類型沒有差異。 

  2-2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數量沒有差異。 

  2-3 父母教育期望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才藝補習時數沒有差異。 

假設三：國小二年級兒童參加的才藝補習不同，其幸福感沒有顯著差異。 

  3-1 參加的才藝補習類型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沒有差異。 

  3-2 參加的才藝補習數量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沒有差異。 

  3-3 參加的才藝補習時數不同，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沒有差異。 

假設四：背景變項、父母教育期望、兒童才藝補習對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具沒有 

        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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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釋義 

壹、兒童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二年級兒童，是指九十七學年度就讀於台北市國小二年級且

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學童。 

 

貳、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中的家庭社經地位問卷內容包括父母的教育程度及父母的職業水準兩

部分。研究者根據填答之內容，將所得資料參照等級計分，藉以瞭解學生的家庭社

經地位狀況。本研究參照林生傳（2005）修訂 A.B. Hollingshead提出之「兩因素社

會地位指數區分法」。家庭社經地位指數的計算，是取父母雙方中，教育程度指數

及職業指數最高者為代表，將教育程度加權合併後所得之數值為社經地位指數，分

成五個等級。為強調其社經地位之差別，故將社經地位一、二等級者，合併成為高

社經地位類別；將社經地位四、五等級者，合併成為低社經地位類別，因此本研究

中所指家庭社經地位分成低、中、高三等級。 

 

参、才藝補習 

    「才」是指一個人的天賦資質，「藝」是由「技」而衍生，也就是說由技術提

昇更高層次成為藝，「技」由學習訓練而成（蔡美芳，2003）。補習則是輔助或補救

的機制（章英華、伊慶春，2001）。本研究所指才藝補習是需要付費學習的教育課

程，這些教育課程具有明確的動機與目的，也有固定的課程與上課時間，是學校課

程之外的學習，且是有別於課後托育性質的學習活動。 

    本研究將才藝補習分為知識型、藝術型和運動型三種類型，研究者考量目前兒

童參加才藝補習可能不只參加某一種類型，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才藝補習的類型又分

成七種類型：(1)只參加知識型才藝補習、(2)只參加藝術型才藝補習、(3)只參加

運動型才藝補習、(4)同時參加知識型與藝術型才藝補習、(5)同時參加藝術型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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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型才藝補習、(6)同時參加知識型與運動型才藝補習與(7)同時參加知識型、藝術

型與運動型才藝補習。各才藝類型與項目分述如下： 

（一）知識型：包含外語、電腦、珠/心算、數學、作文、科學活動、棋類（圍棋、

象棋等）、其他知識活動。 

（二）藝術型：包含繪畫、樂器、陶藝、美勞、歌唱、書法、舞蹈/韻律、其他藝 

               術活動。 

（三）運動型：包含球類、游泳、武術（如跆拳道、劍道等）、輪刀類（如直排輪、 

               溜冰等）、扯鈴、其他運動。 

 

參、父母教育期望 

    期望是期許最可能發生的結果（Finn,1972）。教育期望則是指人們對教育抱持

相當的期望，可以反映出一個人對教育成就的嚮往與追求（周文松，2006）。而父

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對子女所抱持的期待，包含了對學業成績的期待、最高學歷的

期待、職業的期待、品德的期待、人格的期待等，而不應只是侷限於對學業成就的

期待。本研究採用黃慈薇（2006）所編製「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問卷，係以父

母親為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越高，反之則越小。在本研究

中依受試者得分，以平均數上、下一個標準差為依據，將父母期望分為高、中、低

三類。 

 

肆、幸福感 

    幸福感指的是一個人主觀的幸福感受，從個人情緒、認知以及心理健康三個面

向出發，對自己本身及整體生活情況作一評估的結果。本研究所指幸福感是為研究

者所修訂之「國小二年級兒童幸福感量表」得分為代表，分為「自我肯定」、「生活

感受」、「人際和諧」、「生活滿足」四個部分，共 22 題，其總分得分越高，表示所

感受到的幸福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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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壹、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僅以台北地區為研究範圍，研究樣本包含台北市十二個行政區的公立國

小。 

 

貳、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調查的母群題為台北市九十七學年度就讀於台北

市國小二年級且有參加才藝補習的學童。 

 

參、就研究變項而言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包括背景變項（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期望、才

藝補習（才藝補習類型、才藝補習數量、才藝補習時數）與幸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