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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了解中小學階段時，臺灣父母參與程度及子女學習成就之相關

性。本研究針對18篇研究報告及29,141位研究對象進行後設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臺灣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平均效果量，具有正相關與中低度效果量；

二、經同質性考驗後發現，效果量間的變異係受到父母的性別等變項的調節作用。

文末針對臺灣本地實務工作及未來研究，提出各項具體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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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synthesize the quantitative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Taiwan. A meta-analysis of 18 research studies with a combined sample of 29,141 
participants was conduct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A small to medium bu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learning achievement was 
found; 2. Test of homogeneity was rejected, indicating significant variation among 
parents’ gender, and so o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counseling interven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e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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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父母參與」一直被視為子女學

習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社會資本之

一，為影響孩子學校表現的重要因素。

因此，加強家庭及學校的相互合作，促

進家長參與孩子的學習與成長，被許多

國家納入教育政策或教育計畫目標，例

如：在美國的「帶好每一個孩子」教育

政策方案中（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將增進父母參與列為六項重要

方案目標之一。又例如：我國「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方案中，亦將提升

父母參與列為重要施行方案之一（教育

部，2012）。這些政策或計畫，皆著眼

於藉由增進父母參與，來提升孩子在學

業、社會，以及情緒方面的發展。  

從依附理論（attachment theory）

的觀點來看，父母參與子女學習成長的

歷程，將可能使孩子擁有良好的親密

感，進而放心投入於學習之中，提升其

學習成果。多篇研究亦顯示，父母關心

子女的學習、參與子女的學習活動，對

子女的學習、人際互動等各方面的學校

適應，均有重要的影響（張國祥、薛寶

娥、麥瑞琪，2011；劉宜真，2008；

Amato & Fowler, 2002; Cox, 2005; Fan 

& Chen, 2001; Flouri, 2006; Hill & 
Taylor, 2004）。由此推敲，父母參與對

於子女學習發展的正向影響，似乎具有

普世、跨文化的重要性。 

然而，有一派學者提出教養迷思

的口號，認為大眾高估了父母對子女的

影響力，給予父母們過重的教養期待與

壓力（Harris, 2009）。且從國外數篇探

討父母參與及子女學業成就相關性之後

設研究中發現，兩者間的相關性偏低；

甚至有一份研究結果指出兩者間為負相

關（Fan & Chen, 2001; Patall, Cooper, & 

Robinson, 2008）。從相關的學者主張及

實證研究結果來看，顯示至今為止，父

母參與對子女學習成就的影響結果並非

一致，值得研究者持續投入關注，此為

本研究探討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相

關性程度的重要動機之一。 

再者，在華人社會中，「家庭」一

直扮演著重要的功能與角色，家庭中的

「父母」角色也一直被高度期許與強

調。我國《教育基本法》指出，父母參

與子女教育，不僅是一種權利，也是一

種義務（教育部，1999）；可見父母參

與子女學習的責任重大。那麼臺灣的父

母在華人文化潛移默化及教育政策的提

倡下，參與子女學習的歷程對於子女的

學習成就有多少助益呢？回顧國內實徵

研究，雖然陸續有研究投入探討父母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的相關性，然而，

研究者發現，相關實證研究報告的結果

並非一致，且尚無任何一篇後設分析研

究報告出現。Lipsey與Wilson（2001）

兩位學者指出，透過後設分析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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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於獲取統整性的結果；因此，成

為本研究欲探討臺灣父母參與及子女學

習成就相關性之後設分析的重要動機之

二。 

父母參與子女學習成長歷程，對

孩子的影響是多面向的，包括學業、社

會、情緒等方面。本研究之所以選定

「子女學習成就」此變項，是因為學習

成就是預測其在校成就及未來就業機會

的重要指標之一，故具有重要性。綜上

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在國內已

發表的學術實徵量化研究範圍內，採取

後設分析方法，探討父母參與及子女學

習成就相關性之方向與大小，並企圖尋

找可能影響兩者間相關性強度的潛在調

節變項；期望本研究結果所提供的資

訊，能提供教育相關行政機構、教育實

務現場的工作者及未來研究參考。  

貳、文獻探討 

父母參與的向度在本質上是多元

的，任何足以讓家長加入孩子教育過程

的活動，皆可歸屬為父母參與（許瑜

紋，2006；Gonzalez-DeHass, Willems, 

& Holbein, 2005）。概括而言，「父母參

與」的定義、構念是指：父母對於孩子

各方面的發展存有特定期望或想法，透

過參與孩子各方面的學習成長，將這些

期望或想法傳遞給孩子的歷程（梅淑

鶯，2006；Epstein, 1987; Fan & Chen, 

2001）。因此，父母參與子女學習的歷

程中，背後隱含著父母對子女教育期

望、想法的傳輸與實踐。承前所述，父

母投入子女教育過程的型態十分廣泛，

如：親師溝通、參與學校活動、在家監

督學習、親子溝通等皆屬之，每種類型

對 學 業 影 響 的 實 質 意 義 也 十 分 多 元

（Fan & Chen, 2001; 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 Taylor, Hinton, & 
Wilson, 1995）。  

一、 父母參與及子女學習成

就相關性⎯⎯理論觀點 

多種理論假設指出，並支持著父

母 參 與 對 子 女 學 習 成 就 的 重 要 性

（ Hoover-Dempsey et al., 2001; 

Pomerantz, Moorman, & Litwack, 2007; 
Siegler, DeLoache, & Eisenberg, 2003），

在本研究僅簡述重要的兩種理論取向：

依 附 理 論 觀 點 及 社 會 動 機 理 論 觀 點

（social-motivational perspectives）。 

依附理論指出孩童在成長的歷程

中，與重要他人互動中所獲得的情緒安

全感、良好的依附關係，是孩童放心探

索 外 在 世 界 的 重 要 前 提 之 一

（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 Siegler, DeLoache, & Eisenberg, 
2003）。父母的參與是促進良好親子關

係的重要管道之一，進而讓孩子擁有足

夠的情緒安全感，可以放心地探索學校

生 活 ， 並 投 入 於 學 習 活 動 之 中 。

Ryan、Stiller與Lynch（199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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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即指出：孩子的情緒安全感是親子

互動與孩子學校適應之間重要中介變

項。因此，父母適時、適度地參與子女

學習歷程，可以視為促進孩子投入學習

活動、面對學校生活挑戰的重要因素之

一（顏智淵、郭哲軒，2011；Amato & 

Fowler, 2002; Cox, 2005; Fan & Chen, 

2001; Flouri, 2006; Hill & Taylor, 
2004）。 

另 外 ， 從 社 會 動 機 觀 點 切 入 ，

如 ： 自 我 決 定 論 （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詮釋與建構父母參與之重要

性的論點，與依附理論有些微的不同。

自 我 決 定 論 指 出 ， 連 繫 感

（relatedness）、勝任感（competence）

與自主性（autonomy）是促使個體擁有

行 為 動 機 之 三 項 重 要 基 本 心 理 需 求

（Deci, 1992）。父母可以藉由參與子女

學習的歷程，提供孩子這三項基本心理

需求。相關研究發現，在父母參與孩子

的互動歷程，孩子因為父母的教導得以

增強學習技能、覺得更有能力、更能控

制學校的結果，因為有好的學習經驗，

進而提升學習自我效能，也可能因為感

受家長重視學校、重視自己的學習，進

而 發 展 出 喜 歡 學 習 的 內 在 動 機

（Pomerantz et al., 2007）。概言之，當

父母參與子女學習的歷程，讓孩子的基

本需求被滿足時，他們對學習活動的投

入程度將會更加提升、發展出喜歡學習

的動機，進而表現出較佳的學業成就

（ Ginsburg & Bronstein, 1993; 

Gonzalez-DeHass et al., 2005; Pomerantz 
et al., 2007）。 

無論從依附理論的觀點、抑或社

會動機理論的觀點切入，皆可看到相關

學者及多篇研究支持：家長參與能夠直

接或間接地正向影響子女的學習成就。

然而，國外數篇探討父母參與及子女學

業成就相關性之後設研究結果指出，兩

者間的相關性偏低，甚至有一份研究結

果指出兩者間為負相關（Fan & Chen, 

2001; Patall et al., 2008）。概言之，從

多位學者的主張及實證研究結果看來，

父母參與對子女學習成就的影響結果究

竟為何尚未一致，顯示兩者間的關係探

討仍具有高度的研究重要性，且透過後

設分析之實施，將有助於獲取統整性的

結果（Lipsey & Wilson, 2001）。 

二、 影響父母參與相關性的

因素  

過去相關實證研究曾指出，父母

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間相關性的強弱

程度，會因不同的父母特質或子女特質

而 有 差 異 存 在 （ Fan & Chen, 2001; 

Jeynes, 2005; Shumow & Miller, 
2001）。有一些論點是立基於理論假設

觀點，有些則是立基於實徵研究結果所

推論而得。子女的特質，可能包括：年

齡、性別、種族、社經地位、學習困難

等因素。父母的特質，則可能包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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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種族、參與方式等因素。此外，還

有研究指出，研究方法或測量因素，亦

可能影響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間

相關性強度。 

(一)與子女有關之特質因素 
1. 子女的年齡：相關文獻指出，

年紀愈小的孩子，受到父母參與的影響

程度愈高。因為當孩子的年紀愈大時，

如變成中學生時，與同儕的連結愈強，

愈可能受到同儕的影響，而且與父母間

的情感連結亦漸弱，因而父母的影響力

愈趨薄弱（Buhrmester & Furman, 1987; 

Lynch & Cicchetti, 1997）。然而，從實

徵研究結果來看，僅有部分研究支持此

論述（d＇Ailly, 2003; Epstein & Dauber, 

1991; Milgram & Toubiana, 1999; Patall 
et al., 2008）。由此推敲，子女的年齡可

能在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間扮演

著中介調節的角色，但其影響方向與結

果尚未一致。 

2. 子女的學業程度：雖然已有許

多文獻指出父母參與子女學習的正向影

響，但也有部分研究指出父母參與反而

可能產生負面影響（Cooper, Lindsay, & 

Nye, 2000; Ginsburg & Bronstein, 
1993）。Patall等人（2008）指出，導致

此結果差異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在相關

分析的研究中，成績差的孩子往往伴隨

著較高的父母參與程度與頻率，所以導

致此結果。此外，Levin等人（1997）

認為父母過度投入，可能使成績不好的

孩子更加深其挫折感，導致成績更差。

由此推論，子女的學業程度可能是影響

父母參與程度的因素之一，父母對於不

同學業程度表現的孩子，會投入不同的

參與程度及頻率。 

3. 子女的學科類型：Fan與Chen

（2001）曾針對英文期刊中所發表的21

篇「父母參與及子女學業成就相關性」

做後設分析研究，結果指出：父母參與

及子女全部學科（或非特定學科）的相

關性強度（r ≅ .33），高於父母參與及

子女特定學科的相關性（r ≅ .18）；兩

位作者指出，此差異原因是因為全部學

科更能代表孩子的整體學業成就。然

而，從社會動機理論等觀點來推敲，父

母參與子女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會因自

我對於某個學科成就的期待（例如：特

別強調與要求孩子在數學科目上有良好

表現），因而對子女此學科成就影響較

明顯（Gonzalez-DeHass et al., 2005）。

因此，父母參與及子女不同學科類型的

相關性仍有待後續研究加以探討及了

解。 

(二)與父母有關之特質因素 
1. 父母的性別：傳統社會學理論

指出，在家庭中父親主要扮演著工具性

的角色，提供經濟資源，並代表家庭與

外界建立關係；母親則扮演著表達性的

角 色 ， 提 供 愛 與 照 顧 （ Hoffman & 

Kloska, 1995）。從此觀點推論，母親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的相關性強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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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高於父親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的相關

性。然而，隨著文化變遷、雙薪家庭的

增加等因素，父母親的親職角色可能已

不同於傳統那樣的劃界清楚。究竟家長

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的相關性是否會因

父親或母親而有所差異，尚未有研究加

以探討，僅有研究指出，現代父親參與

孩子學習活動的頻率高於過去的研究調

查結果（Shumow & Miller, 2001）；因

此，父母親的性別差異是否存在，實值

得加以探討。 

2. 父母參與的類型：父母參與的

向度在本質上是多元的，任何足以讓家

長加入孩子教育過程的活動，皆可歸屬

為父母參與的行為，如：親師溝通、參

與學校活動、在家監督學習、親子溝通

等 （ Fan & Chen, 2001; Hoover-

Dempsey & Sandler, 1997; Taylor et al., 
1995）。部分研究指出，不同範疇的父

母參與行為，對於子女學習成就的影響

程度會有所不同，如Izzo、Weissberg、

Kasprow 與 Fenrich （ 1999 ） 的 研 究 指

出，家中參與對孩子的學習表現影響較

大。而Fan與Chen（2001）的研究結果

則是指出，父母在家監督孩子學習的參

與方式，比起出席孩子的學校活動、鼓

勵孩子學習等參與方式，與學業成就的

相 關 性 最 低 。 Shumow 與 Miller

（2001）回顧過去相關英文期刊研究指

出，究竟哪些範疇的父母參與行為更具

成效，結論至今尚未一致。而研究者回

顧國內相關研究，亦發現國內研究尚未

有一致的結論。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透過後設分

析，嘗試回答以下兩個問題： 

1. 臺灣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

間的相關強度究竟為何？ 

2. 有哪些潛在的研究變項在「父

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的相關」間扮演

調節變項的角色、影響兩者間的相關強

度？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為探討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

間的相關性強度與方向，並進一步檢定

可能影響效果量之調節變項，本研究依

據文獻回顧與相關理論，提出研究架構

圖（如圖1所示）。圖1中所指的父母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相關性，係指各研究

報告中，整體父母參與及整體子女學習

成就之相關係數值。若某報告無法獲取

此相關值，則依編碼準則以「父母參與

各分向度及子女學習成就各分向度所有

相關係數值之平均值」代表之。 

此外，本研究亦欲探索在父母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的相關性間，可能

存在的潛在調節變項；因此，在本研究

中試圖探索子女的年齡、子女學習的學

科類型、父母的性別、父母的參與類

型、研究報告中的問卷填答者、研究報

告的發表年代等變項，是否在父母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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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參與 

子女學習成就 

與子女有關之變項 

1. 年齡（以年級表示） 
2. 學科類型 

與父母有關之變項 

1. 性別 
2. 參與類型 

與研究方法或測量有關之變項 

1. 問卷填答者 
2. 發表年代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的相關性間，扮演著

調節變項的角色。 

二、實施流程  

(一)文獻搜尋 
本研究以國內主要的學術資料庫

（如：CEPS電子期刊資料庫、臺灣期

刊論文資訊網、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

網、教育論文資料庫、GRB政府研究

資訊系統、Google Scholar等……）為

搜尋範圍，搜尋2000年至2012年2月底

為止，探討「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

相關性」之研究報告。此外，除了運用

資料庫篩選文獻的範圍，也透過回溯法

檢視已尋獲文獻所列的參考文獻，以補

電腦資料庫在收錄上可能出現的遺漏。 

在本研究進行資料庫搜尋時，使

用相關的關鍵字，如：成就、學業成

就、學校表現、父母、家長、父母參

與、父母投入……等加以搜尋；本研究

將這些關鍵字單獨放入、或加以拼揍組

合，藉以提高搜尋到相關研究報告的機

率。在初步搜尋與採納的過程中，除了

憑藉著關鍵字，研究者同時依據每篇研

究報告的標題、摘要等做為判斷，必要

時會進一步翻閱全文，以決定是否符合

本研究範疇。本研究初步檢索的研究報

告為35篇。 

(二)研究報告納入標準 
初步蒐集的研究報告進一步以下

列標準，判斷是否納入分析： 

1. 研究報告需以臺灣子女及父母

為研究對象，且清楚註明作者、發表年

代及發表型態。 

2. 所採納研究需以學前、國小、

國中或高中職階段之學生及其家長為主

要研究對象，所採納研究也需清楚說明

研究對象之就學階段。 

3. 所 採 納 之 研 究 應 包 括 可 求 算

「父母參與」總量表或各分量表與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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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相關值的資訊。 

4. 研究結果需提供計算「父母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相關係數值」之有效

研究樣本數。 

5. 對於重複的研究，如同時具有

學位論文及期刊論文兩種發表形式之研

究，則選擇能提供最完整效應量訊息之

研究。 

本研究檢索的文獻初步為35篇，

最後採用並進行後設分析之報告共有20

篇，其餘15篇研究則予以刪除。多數研

究報告無法被納入的主因在於：一部分

是因為報告內容並非量化實徵研究，另

一部分是因為多篇量化實徵報告進行典

型相關、多元廻歸分析、或結構方程模

型，卻未於研究結果中呈現相關係數矩

陣，故皆無法納入本研究的後設分析之

中。 

(三)資料編碼與登錄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目的，自行編

製編碼表，並依序將所納入的研究報告

之相關所需數值及訊息編碼登錄於表

中，以進行後續的後設分析。本研究自

編編碼表的內容包括：1. 研究報告編

碼、2. 發表年代、3. 樣本數大小、4. 

受試者就讀年級、5. 問卷填答者、6. 

父母性別、7. 學習成就類型、8. 父母

參與範疇等，詳細內容如表1所示。 

表 1 

本研究自編之研究報告編碼表 

項目 內容 
一、研究報告編碼 1～20，分別代表本研究所納入的20份研究報告。 
二、發表年代 以西元幾年發表此篇研究報告，進行登錄。 
三、樣本數大小 實際有效樣本數、或計算相關值時納入估計的有效樣本數。 
四、受試者就讀年級 研究樣本中，子女就讀的年級。 
五、問卷填答者 1. 父母參與量表由父母親填寫。 

2. 父母參與量表由子女填寫。 
六、父母性別 1. 父親。 

2. 母親。 
3. 未區別：無法從研究報告中判別出是父親或母親，僅知道是家長或父母。 

七、學習成就類型 1. 綜合學科：代表有兩種以上的學科加總在一起記分的，如：期末總成績。 
2. 特定學科：代表僅有一個科目成績，如：英語成績。 
3. 其他：指傳統考試學科以外的藝能科目或非學業指標，如：體育成績、五育

成績等。 
（本研究中所指的「學科」為國、英、數、歷、地等傳統考試學科） 

八、父母參與範疇 1. 一般（總）：未加以細分。 
2. 家中參與：監督功課、關心學業……。 
3. 學校連繫及參與：親師溝通、擔任學校志工、參與學校活動……。 
4. 其他：生活需求與照顧、休閒活動安排……。 

註：關於父母參與範疇之分類，本研究係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如：謝明華，2003；Epstein & Dauber, 1991; Fan 
& Chen, 2001），歸納出上述概括的四種類型進行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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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每份納入的研究報

告皆會被重複編碼登錄兩次，第一次由

研究者登錄，第二次則為另一名同系所

研究生執行（在進行編碼前，研究者先

向其說明本研究架構及編碼內容）。編

碼 者 間 的 編 碼 一 致 性 信 度 係 數 值 介

於 .84～1.00之間；最後，編碼不一致

之處皆再次被討論、澄清與修正，以達

最後編碼結果皆為一致、正確無誤。 

(四)資料分析  
利用 MetaWin 2後設分析統計軟

體進行以下相關的分析檢定： 

1. 計算效果量：將所蒐集的相關

係數r值，轉換為Fisher’s Zr做為效果

量，以減少線性偏誤並有利於效果量的

合併與分析。 

2. 平均效果量分析：選擇固定效

果量模式（fixed model）進行平均效果

量（Hedge’s d）後設分析運算。進行

後設分析運算時，每一篇研究報告僅能

呈現1個效果量值；因此，如有多個效

果量值時，本研究取其平均值（Lipsey 

& Wilson, 2001 ）。 最 後 根 據 Cohen

（1988）的看法，平均效果值小於或等

於 .10時，表示有低效果量存在； .25

左右表示具有中度效果量；大於或等

於 .40，則顯示為高度效果量。 

3. 同質性檢定（調節效果檢定）：

以同質性檢定來考驗各研究結果間是否

為異質；同質性檢定數值（QT、QB、

QW ） 如 達 顯 著 差 異 ， 表 示 結 果 為 異

質，顯示有調節變項存在；當顯示有調

節變項存在時，會進一步進行事後比

較，以了解類別間的差異。 

4. 出版偏誤檢定：以Rosenthal’s 

Method 進 行 出 版 偏 誤 考 驗 ； 當

Rosenthal’s Method所求出來的成敗估

計值（Fail-safe N）大於比較效標值

（5k +10，k代表篇數）時，才能確保

出 版 偏 誤 因 素 對 研 究 結 果 影 響 不 大

（Rosenthal, 1991）。 

三、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用並進行後設分析之報

告共有20篇，但其中兩篇的Fisher’s Zr

值為極端值（outliner）（本研究以平均

Zr值的正負3個標準差之內為極端值切

割點），因此，決定亦將這兩篇予以刪

除。故，本研究最後採用並進行後設分

析之報告共有18篇（k= 18），初步獲得

171個相關值。總樣本數29,141人；所

有研究報告的樣本範圍在107～9,141

人，發表年代介於2002～2011年間。採

用的研究報告中，期刊論文僅有1篇、

其餘17篇為碩、博士論文。 

四、出版偏誤檢定 

本 研 究 所 有 樣 本 之 Rosenthal’s 

Method 考 驗 值 （ Fail-safe N ） 為

5565.9，表示必須再有5565.9篇結果不

顯著的文獻納入效果量的計算，才有可

能 推 翻 此 研 究 結 果 。 同 時Rosenth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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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考驗值，也大於本研究之比較

效標值100篇（5×18 +10 = 100），可見

出版偏誤很低，因此推論出版偏誤因素

對本研究結果影響不大。 

肆、研究結果 
一、 父母參與及子女學習成

就相關性之平均效果量 

本研究所蒐集的18篇研究報告之

相關值經計算後，求得「父母參與及子

女學習成就間相關性」之平均效果量

（Hedge’s d）為 .20，其95%信賴區間

介於 .18～  .21之間，未包含0值，表

示平均效果量達顯著。此外，同質性檢

定（QT）值為224.86（p < .01），達統

計上顯著水準，表示有潛在調節變項存

在。概言之，本研究結果指出：整體之

「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相關性」

為正向，且相關強度介於中低度之間。

此外，研究結果亦指出：「父母參與及

子女學習成就間相關性」之間有潛在調

節變項存在，必須進行相關調節變項之

同質性檢定。 

二、 父母參與及子女學習成

就相關性之潛在調節變

項同質性檢定 

(一) 與子女有關之調節變項同質

性檢定 
本研究針對子女的「學習階段」

及「學科類型」兩個變項，進行同質性

檢定（調節效果檢定），結果如表2所

示。首先，就子女「學習階段」此變項

而言，由於QB = .24（p > .05），並未達

統計顯著水準，顯示兩組間（國小階

段、國中階段）沒有顯著差異存在（在

本研究中，高中階段的樣本數只有一

個，因而無法納入同質性檢定）。概言

之，孩子的學習階段並未在「父母參與

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相關性」之間扮演著

中介的角色。此外，國小、國中階段之

平均效果量分別為 .20與 .19，表示國

小與國中階段的子女學習成就及父母參

與之相關性，皆為正向且具中低度效果

量。  

再者，就子女「學科類型」此變

項而言，由於QB = 2.70（p > .05），並

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不同學科類型

間（綜合學科、特定學科、其他）沒有

顯著差異存在。概言之，孩子的不同學

科類型並未在「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

就間相關性」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此外，綜合學科、特定學科之平

均效果量分別為 .19與 .22，表示子女

的綜合學科學習成就或特定學科學習成

就，與父母參與之相關性，皆為正向且

具中低度效果量；而其他學習成就（如

體育成績）及父母參與之相關性的平均

效果量為 .24，但其信賴區間經過0，

表示無顯著相關存在。 

(二) 與父母有關之調節變項同質

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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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與子女有關之調節變項檢定結果 

 QB K Hedge’s d 95% CI QW 
學習階段 .24 17    
  1. 國小階段  7 .20 0.17 - 0.24 65.26* 
  2. 國中階段  10 .19 0.18 - 0.21 154.89* 
學科類型 2.70 20    
  1. 綜合學科  14 .19 0.18 - 0.21 202.30* 
  2. 特定學科  4 .22 0.16 - 0.28 17.26* 
  3. 其他  2 .24 -0.26 - 0.74 7.18* 

註：1. QB = 組間效果量的同質性檢定，k = 每一個細項的總樣本數，Hedge’s d = 平均效果量，95% CI = Hedge’s 
d值的95%信賴區間，QW = 組內效果量的同質性檢定；2. 各組編碼類別的操作性定義，請參考表1內容說明。 
*p < .05 

 
本 研 究 針 對 父 母 的 「 性 別 」 及

「參與類型」兩個變項，進行同質性檢

定（調節效果檢定），結果如表3所示。

首先，就父母「性別」此變項而言，由

於QB = 101.66（p < .05），達統計顯著

水準，顯示三組間（父親、母親、未區

別）有顯著差異存在。概言之，父母的

不同性別在「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

間相關性」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進

一步對不同組別進行事後比較，研究結

果指出：母親參與（d = .18）及未區別

父母親（d = .27）的平均效果量大於父

親參與（d = .14），又未區別父母親的

參與之平均效果量（d = .27）亦大於母

親參與（d = .18）。  

再者，就父母「參與類型」此變

項而言，由於QB = 3.33（p > .05），並

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不同參與類型

間（一般、家中參與、學校連繫及參

與、其他）沒有顯著差異存在。概言

之，父母的不同參與類型並未在「父母

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相關性」之間扮

演著中介的角色。此外，不同類型的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相關性介於  .17

～  .20之間，表示兩者關係間皆為正

向，且具中低度效果量。 

(三) 與研究方法或測量有關之調

節變項同質性檢定 
本研究針對研究方法或測量中的

「問卷填答者」，以及「發表年代」兩

個變項，進行同質性檢定（調節效果檢

定），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就「問卷

填答者」此變項而言，由於QB = 101.33

（p < .05），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兩

組間（由子女填答父母參與量表、由父

母填答父母參與量表）有顯著差異存

在。概言之，不同的填答者在「父母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相關性」之間扮演

著中介的角色。進一步來看，本研究結

果指出：由孩子填答父母參與量表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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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與父母有關之調節變項檢定結果 

 QB K Hedge’s d 95% CI QW 事後比較 
性別 101.66* 21     
  1. 父親  6 .14 0.12 - 0.16 38.75* 
  2. 母親  3 .18 0.15 - 0.22 24.23* 
  3. 未區別  12 .27 0.25 - 0.29 102.77* 

母親>父親 
未區別>父親 
未區別>母親 

參與類型 3.33 30     
  1. 一般（總）  6 .20 0.17 - 0.22 17.15* 
  2. 家中參與  12 .18 0.16 - 0.20 169.53* 
  3. 學校連繫及參與  7 .18 0.16 - 0.21 113.45* 
  4. 其他  5 .17 0.12 - 0.22 42.21* 

 

*p < .05 

表 4 

與研究方法或測量有關之調節變項檢定結果 

 QB K Hedge’s d 95% CI QW 事後比較 
問卷填答者 101.33* 18     
  1. 孩子  15 .21 0.19 - 0.22 190.82* 孩子>父母 
  2. 父母  3 .07 -0.02 - 0.17 2.41  
發表年代 9.81* 18     
  1. 2000～2004  3 .15 0.05 - 0.24 18.80* 
  2. 2005～2009  9 .22 0.19 - 0.26 57.90* 
  3. 2010之後  6 .19 0.17 - 0.21 138.34* 

2005～2009 > 2000～2004
2010之後 > 2000～2004

*p < .05 

得之相關性（d = .21）高於由父母親自

行填答父母參與量表所求得之相關性

（d = .07）。此外，由父母親自行填答

父母參與量表所求得之相關性平均效果

量為 .07，但其信賴區間經過0，表示

無顯著相關存在。 

再者，就研究報告「發表年代」

此 變 項 而 言 ， 由 於 QB = 9.81 （ p 

< .05），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三組間

（2000～2004年、2005～2009年、2010

之後）有顯著差異存在。概言之，不同

的發表年代在「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

就間相關性」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進一步對不同組別進行事後比較，研究

結果指出：2005～2009年（d = .22）及

2010年之後（d = .19）的平均效果量，

大於2000～2004年所發表的研究報告

（d = .07）。 

伍、討論與結論 
一、 父母參與及子女學習成

就間的相關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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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參與」一直被視為子女學

習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社會資本之

一，為影響孩子學校表現的重要因素。

無論從依附理論的觀點、抑或社會動機

理論的觀點切入，皆可看到相關學者及

多篇研究支持：家長參與能夠直接或間

接地正向影響子女的學習成就。然而，

研究者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研

究結果並非一致，顯示兩者間的關係探

討仍具有高度的研究重要性，且透過後

設分析之實施，將有助於獲取統整性的

結果（Lipsey & Wilson, 2001）。 

因此，本研究以後設研究方法探

討國內父母及子女學習成就間的相關

性，經分析後指出：「父母參與及子女

學 習 成 就 間 相 關 性 」 之 平 均 效 果 量

為 .20；換言之，整體「父母參與及子

女學習成就間的相關性」為正向，且相

關強度屬於中低度。本研究結果與國外

Fan與Chen（2001）的研究結果相似，

其曾針對英文期刊中所發表的21篇「父

母參與及子女學業成就相關性」做後設

分析研究，結果指出兩者間的相關強度

介於中低度間（r ≅ .25）。本研究推

論：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間之正向

關係，似乎具有普世、跨文化的重要

性。 

同時，從本研究的後設分析結果

推論，父母參與確實與子女的學習成就

有正向關係，但非影響子女學習成就好

壞的絕對主因。有些學者提出教養迷思

的口號，認為大眾高估了父母對子女的

影響力，給予父母們過重的教養期待與

壓力（Harris, 2009）。本研究結果亦提

醒國人，或許應擺脫教養迷思的桎梏，

並關注及探索影響子女學習成就的多元

因素，以期更加提升孩子們的學習成

效。除此之外，經同質性考驗得知整體

效果量並非同質，表示有潛在的調節變

項存在，有關潛在調節變項之調節作

用，分別討論如後。 

二、 影響父母參與及子女學

習成就相關性的因素 

過去相關實證研究曾指出，父母

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間相關性的強弱

程度，會因不同的父母特質或子女特質

而 有 差 異 存 在 （ Fan & Chen, 2001; 

Jeynes, 2005; Shumow & Miller, 
2001）。本研究基於相關理論觀點或實

證研究結果，檢驗與子女、父母、或研

究方法及測量有關等變項，最後研究結

果指出，父母的性別、問卷填答者及發

表年代為影響本研究相關值強度之調節

變項，詳細說明如下。  

(一)與子女有關之調節變項 
本研究針對子女的「學習階段」

及「學科類型」兩個變項，進行調節效

果檢定（同質性檢定），結果指出：上

述兩個變項皆非影響父母參與及子女學

習成就相關性強度之因素。 

以子女的「學習階段」而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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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指出年紀愈小的孩子，受到父母

參 與 的 影 響 程 度 愈 高 （ Patall et al., 

2008）；但有些研究結果並未支持此觀

點（Fan & Chen, 2001），而本研究結果

與後者相同。研究者推論：對國內父母

而言，其參與孩子學習的正向影響力，

並未隨著孩子升上國中（七～九年級）

後而減弱，可能是因為父母與孩子的緊

密連結，往往直到孩子離家之後，才較

為淡化，再加上社會對於升學及九年國

民義務教育的重視與強調，致使孩子在

國中階段亦須花費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學

習之中，也需要父母的鼓勵與支持；因

而，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相關性

並未因子女的學習階段變化（從國小到

國中）而有所減弱。 

另外，以子女的「學科類型」而

言，本研究結果指出：父母參與及子女

學習成就之相關性，並未因綜合學科或

特定學科而有所差異；與過去研究結果

不一致（Fan & Chen, 2001）。從社會動

機理論等觀點來推敲，父母參與子女學

習的過程中，可能會因自我對於某個學

科成就的期待（例如：特別強調與要求

孩子在數學科目上有良好表現），因而

對 子 女 此 學 科 成 就 影 響 較 明 顯

（Gonzalez-DeHass et al., 2005）；相對

地，如果父母對孩子的期待是整體的，

而非限定於某一科目，那麼父母參與及

孩子的綜合學科成就間相關強度，不會

弱於父母參與及孩子的特定學科成就間

的相關強度。概言之，以國內研究報告

為根基，本研究發現，孩子的學習階段

及學科類型，並非影響父母參與及子女

學習成就相關性強度之調節變項。 

(二)與父母有關之調節變項 
本 研 究 針 對 父 母 的 「 性 別 」 及

「參與類型」兩個變項，進行調節效果

檢定，結果指出：父母的性別是影響父

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相關性強度之因

素。且本研究結果進一步指出：未區別

父親或母親的情況下（即未特別詢問父

親／母親的參與情況），父母參與及子

女學習成就相關性最高；其次為母親參

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相關性，而父親參與

及子女學習成就相關性最低。 

本 研 究 假 設 ， 問 卷 設 計 時 如 以

「家長／父母」語句詢問時，受試者通

常會以父親及母親共同考量之後，再逐

項回答家長／父母親參與各面向的程

度。因此，本研究將「未區別父母親」

推論為父母親共同參與。因此，本研究

推論父母／家長一同參與子女學習歷程

的正向影響力，大於僅有父親或母親獨

自付出的狀態。此外，母親參與的相關

性高於父親參與的相關性，可能是因為

在家庭中，母親扮演著提供愛與照顧的

重要角色（Hoffman & Kloska, 1995），

使得母親與孩子的情感連結強於父親，

對孩子的影響程度也較高一些。 

此外，以父母的「參與類型」而

言，本研究結果指出：父母參與及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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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之相關性，並未因不同的參與

類型而有所差異；與過去研究不一致

（Izzo et al., 1999）。本研究推論造成此

結果之因素，可能是因在臺灣文化脈絡

下，父母各種類型的參與方式與子女學

習成就間，皆具有相類似的正向影響

力，亦即不同參與的類型皆同等重要；

另一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將父母參與

的類型劃分較為概括，而導致無法看到

較精細的結果，但由於國內文獻在探討

父母參與此變項時，對於父母參與的向

度及範疇未有一致或較精細的劃分，因

而在本研究中概括區分出四種類型加以

探討。概言之，父母的特質確實可能為

調節變項，且本研究發現父母的性別即

是調節變項之一。  

(三) 與研究方法或測量有關之調

節變項 
本研究針對研究方法或測量中的

「問卷填答者」及「發表年代」兩個變

項，進行調節效果檢定，結果指出：上

述兩個變項皆為影響父母參與及子女學

習成就相關性強度之因素。 

在 調 查 父 母 各 種 參 與 行 為 頻 率

時，有些研究是請父母親自行填寫，有

些則是請孩子填寫所知覺到的程度。過

去曾有研究指出，由父母填寫的相關性

（父母參與回家作業及子女學習成就相

關 性 ） 高 於 由 子 女 填 寫 的 相 關 性

（Patall et al., 2008），但未進一步加以

說明原因。然而，在了解父母參與對子

女學習成就之影響時，子女主觀所感受

到的父母參與程度，可能在研究解釋上

更具有效度。從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看

來，子女主觀所知覺到的父母參與程度

與學習成就間具有中低度的正相關，而

有父母自行評估的參與程度與孩子學習

成就間的相關卻未達顯著相關；因而

「問卷填答者」在兩者相關性間，扮演

者中介的角色。 

此外，臺灣近年來少子化的現象

愈趨明顯，父母投注更多的心力在每一

個孩子身上，因此近年發表的研究報告

中，「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相關

性」可能會較過去研究來得高。本研究

結果指出：不同發表年代的相關值有顯

著差異存在，2005年以後發表的研究結

果高於之前的研究發現；研究者推測造

成此結果的原因如上所述。概言之，研

究方法或測量的特質確實可能為調節變

項，且本研究發現問卷填答者，以及發

表年代即是調節變項之一。 

總結來說，本研究以臺灣父母及

在中小學階段求學的孩子為研究對象，

探討國內父母參與及子女學習成就之相

關性，並探索兩者相關性間的調節變

項。本研究以18篇研究報告進行後設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1. 父母參與及子

女學習成就之平均效果量，具有正相

關，且為中低度效果量；2. 經同質性

考驗後發現，父母的性別、問卷填答

者、發表年代等變項，對父母參與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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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學習成就之相關性產生調節作用。 

三、對實務應用的建議 

根 據 本 研 究 主 要 研 究 結 果 與 結

論，提出三項在實務應用上的建議。首

先，學校應重視並提升父母參與子女學

習的歷程，可透過一方面鼓勵、倡導父

母在忙碌之餘多培養與孩子互動的機

會，諸如參與孩子的學校活動、平時多

關懷孩子的學校生活或學習狀況等，使

孩子在學習成長的歷程中能保持良好的

情緒安全感及學習動機，因而主動積極

地投入學習之中，提升學習成效。 

另一方面，由於父母參與的方式

是多元的，因此學校與相關單位可設計

一些親職課程，教導家長們如何適時適

度地採用多元的參與方式，可能是在家

的各式參與、或在校的各式參與、親師

連繫等，使孩子能從中建立良好的自我

評價，提升學習的效能及各方面的良好

發展。上述的相關實務建議可能是促進

孩子學習表現更佳的有效策略之一，同

時也是父母本身、學校及教育有關當局

應該共同努力的目標。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華人社

會中，家庭中的「父母」角色一直被高

度期許與強調，因此，社會往往把孩子

沒有學好的主因，歸咎於他們的父母。

然而，從本研究的後設分析結果推論，

父母參與確實與子女的學習成就有正向

關係，但非絕對的主因；因此，學校與

相關單位在鼓勵父母參與子女學習的同

時，應避免給予父母們過重的教養期待

與壓力（Harris, 2009）；此外，當孩子

所擁有的「父母參與」社會資本受限

時，我們應協助這些孩子獲得其他重要

的正向社會資本，使其在學習成長的歷

程中，可以順利發展與茁壯。 

四、研究限制與建議 

研究者在本研究設計及執行時，

雖嚴謹地進行每項步驟，但仍有一些研

究上的不足及限制，提供後續研究者參

考。包括以下幾點：(一)本研究結果只

能看出兩者間的相關強度，而其因果關

係解釋，必須更加謹慎小心；(二)本研

究進行各個調節變項同質性檢定時，發

現每一個分類變項自身的同質性檢定

（QW）多達顯著，表示還可以繼續加

以探討。然而，因樣本數偏少，若再加

以細分進行第二階的同質性檢定，實不

恰當。再加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興趣

不在於第二階的同質性檢定；故未進一

步進行第二階同質性檢定。最後，建議

未來研究可對其他可能的潛在調節變項

有更精細的了解與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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