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主要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假設與限制以及相關變項的界

定，共分為：第一節研究動機，第二節主要名詞解釋，第三節研究目的，

第四節研究假設，以及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研究動機 
 
 家庭是孩子生活與成長的堡壘，父母是孩子的守護者與帶領者。蘇建

文曾指出家庭是孩子教育與行為社會化的機構，父母是這個機構中養育、

保護與教育孩子的成人(蘇建文，1991)。家庭對孩子在學校成就表現與其人

生全程發展上所具有一致、重要的影響，已被許多實徵研究證實。美國東

南教育發展實驗室 (Southea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在其

2002 年的綜合報告就指出，不論是哪種層次的家庭收入與社會背景，成長

於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家庭中的孩子，都傾向於： 

 有較佳的成績表現，及參與較高層次學習專案的意願 
 通過考試，取得學分 
 規律的上學 
 具有較好的社交技巧與有效的行為，適應的學校生活順利畢業並持 

 續升學 
 
  在我們的社會裡，孩子也很重視父母關懷與支持，根據「張老師」的 
「2004 年台灣青少年需求調查研究」報告(邱德才，2005)發現，超過五成的

青少年每日與父母的聊天溝通時間少於一小時，而青少年經常在『日常生

活作息』與『學業成績』上，和爸媽意見不合；當青少年和家人意見不合

時，最期待的是家人能夠『先聽他內心真正的感受與想法』當青少年有優

異表現時，最期待爸媽給予『口頭上的讚美』﹔在飲食方面，青少年最喜

愛吃媽媽煮的菜。 
 
  洪蘭教授 2004 年 5 月 26 日發表於中國時報的專欄文章「誰最能左右孩

子的智商」中也提出不論環境如何辛苦，母親正向樂觀的態度是造就孩子

擁有信心與信任的最大因素。並提出美國的萊斯女士與已退休太空總署總

工程師希坎姆的成長經驗做為例子，萊斯小學五年級時，家裡因付不起房

租被房東趕出門，想輟學工作卻被母親阻止，母親對他說「沒有房子住一

樣可以讀書，但不讀書以後一定沒有房子，你要改善我們的生活只有讀書，

讀了書以後一定會有房子住」，後來萊斯女士成為布希總統的重要幕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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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果然賺到一棟房子；希坎姆小時候為了實驗較有效的炸藥使火箭飛

得高一點，把家裡的熱水爐給炸掉了，他非常害怕，媽媽居然只有說「我

早告訴你父親這個熱水爐要換了，他都不聽，現在他必須買一個新的了。」

他聽了非常感動，決定一定要將火箭發射成功來報答母親，媽媽的態度改

變了他的一生。不論環境怎麼辛苦，母親正向樂觀的態度，是造就孩子擁

有信心與信任的最大因素。 
 

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對孩子學業表現的正向影響，已被許多研究證

實，然而父母的教養信念與方式非常多樣，該選取哪些項目進行探討？研

究者根據文獻及傳統想法，基於期望價值模式 (expectancy-value model)指
出，父母本身對學習的重視程度，會以期望的形式，在親子溝通中傳遞給

孩子(Eccles, Adler & Kaczala, 1982)，選擇父母重視學習；根據畢馬龍效應

推論，父母對孩子學習的正向看法所帶來的姿勢與態度的變化，會在不知

不覺中傳達給學生，激發出學生的學習意願(Wataaku, 2003)，選擇父母正向

知覺；Henderson 與 Mapp(2002)的研究指出，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對孩

子學校表現有重要影響，將父母投入列入探討；鑑於 Hoover-Dempsey 與
Sandler(1995)指出父母認為自己有能力協助孩子表現的程度是孩子建立學

業自我效能的基礎，選擇父母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之父母教養信

念與方式變項是指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

能。 
 
在研究方法上，國外相關議題的研究，不論是問卷調查法或是訪談法，

除了孩子以外，大多會邀請父母作為研究對象。國內在類似議題上的研究，

大多以孩子的知覺為研究基礎，然而直接以國內的父母作為研究對象，父

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的分佈情形、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為何？父母教養信

念與方式變項對孩子成就間的預測情形如何？上述幾個問題是本研究的第

一個動機。 
 
  Zimmerman, Bandura 與 Martinex-pons(1992)曾提出：「無數的報告顯

示，對學業成績的表現，有高度自覺的學生，對於課業的學習和表現，也

會展現較大的毅力、付出更多的努力、以及自內而發的讀書興趣。」(1992, 
p.664, 引自 Lefrancois,1998, p.479)，動機對孩子在學校各方面學習與表現，

有很重要的影響。根據自我決定論，人類天生具有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

根基於三種內在心理需求，分別為能力需求(need for competence)、自主需

求(need for autonomy)及連繫需求(need for relatedness)，如果後天環境能滋

養這三項心理需求，個人就會產生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保有天生

的內在動機，或提升外在動機的自主性。反之天生的內在動機毀壞，個人

傾向消極被動(Ryan & Deci, 2000)。國內孩子在內在動機資源變項上分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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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為何？與孩子成就間的預測情形又是如何？上述幾

個問題是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Hoover-Dempsey 與 Sandler(1995)指出由於父母參與孩子教育活動，使

孩子的學習自我效能增加，這是父母參與孩子教育活動產生的最重要結

果。Grolink, Ryan 與 Deci(1991)也提出，孩子所知覺到的父母投入會經由

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影響孩子學校成就。國內父母對孩子學習的價值、

對孩子表現的正向知覺、對孩子學習活動的投入與認為自己能協助孩子發

展的自我效能是否直接影響孩子成就？除了直接影響之外，是否也會經由

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即能力感、自主性及連繫性，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

影響，這個影響機制的探討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第三個動機。 
 
  根據上述三個動機，本研究期望針對國內的樣本，以父母和孩子作為研

究對象，探討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即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

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和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即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

性，與孩子成就之間的關係。希望這個研究結果能對家庭與親職教育領域

有所貢獻。 
 
 

 10



第二節 重要名詞解釋 
 
  本研究總共探討八個變項，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計有四個，分別為

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能；孩子內在動機

資源變項計有三個，分別為能力感、自主性、連繫性；及代表孩子學校各

方面表現的變項－孩子成就。分別定義如下： 
 
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parental beliefs/practices)： 

(一)  父母重視學習(parents’ valuing learning) 
  父母重視學習的文義型定義為，父母認為特定學習活動對孩子是否重

要，即父母對於孩子學習活動的價值觀。操作型定義是指研究者自編之「父

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中「學習重要性量表」的得分。 
 

(二) 父母正向知覺(parental positive perception) 
  父母正向知覺的文義型定義為，父母對孩子目前在學校各方面學習與表

現的正向看法，即父母認為孩子在學校的表現有多好。操作型定義是指「父

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中「正向知覺量表」的得分。 
 

(三) 父母投入(parental involvement) 
父母投入的文義型定義為，父母對孩子在學校各方面學習與表現所給予

的時間與注意，並包括下列三個向度，分別為 (1) 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

(home-based activated related to children’s learning at school、(2)父母表現敏

感度(parental support of sensitivity)和(3)父母提供自主性  (parental support 
of autonomy)。操作型定義是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中「投入量表」

的得分。 
 

(四) 父母自我效能(parental self-efficacy) 
父母自我效能的文義型定義為，父母認為自己有能力協助孩子成就的程

度。操作型定義是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中「自我效能量表」的

得分。 
 
 
二、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child inner resources)： 

(一) 能力感(perceived competence) 
  能力感的文義型定義為，孩子知覺自己有能力進行必要的活動並達到成

功(Bandura, 1977; Harter, 1982;引自 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操作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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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指自我信念領域量表－中文版之能力感附屬領域的得分。本研究中，

能力感只以孩子作為測量對象，然而在部分文字敘述中，為清楚地與父母

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相互區別，有時會寫成「孩子能力感」。因此「能力感」

或「孩子能力感」在本研究中定義相同。 
 

(二) 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 
  孩子自主性的文義型定義為，孩子行動源於自我內在核心意識(initation)
或源於內化外在規則(regulation)的程度(Grolink, Ryan & Deci,1991 )。操作型

定義是指自我信念領域量表－中文版之自主性附屬領域的得分。本研究

中，自主性只以孩子作為測量對象，然而在部分文字敘述中，為清楚地與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相互區別，有時會寫成「孩子自主性」。因此「自

主性」或「孩子自主性」在本研究中定義相同。 
 

(三) 連繫性(perceived relatedness) 
  本研究中連繫性的文義型定義為，孩子在社會情境中，經由與他人建立

連結與關係而產生安全感及滿足感 (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操作型定義是指自我信念領域量表－中文版之連繫性附屬領域的得

分。本研究中，連繫性只以孩子作為測量對象，然而在部分文字敘述中，

為清楚地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相互區別，有時會寫成「孩子連繫

性」。因此「連繫性」或「孩子連繫性」在本研究中定義相同。 
 
 
三、孩子成就 (children achievement) 
  孩子成就是指孩子在學校各方面的成就表現，包括兩個部分，分別為期

末成績(grade point average)與五育表現(school performance)，是本研究中的

效標變項。五育表現是由研究者自編之「老師評比問卷」的得分定義，期

末成績是指經過標準化程序的學生學期期末成績，包括國文、英文、數學、

自然、生活與科技、 歷史、地理、公民與道德、健康教育、體育、音樂、

美術、以及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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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討七年級的孩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及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如何影響孩子成就的機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

共有四個，分別為：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及父母自我

效能；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共有三個，分別為：能力感、自主性、連繫

性。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分別說明如下： 
 

一、  編製「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兩種研 究工

具，並進行信度與效度的分析 。 
 

二、 探討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源以及孩子成就的各變項

之分佈情形，及所有變項間的相關情形 。 
 

三、 瞭解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以及孩子內在動機，對孩子成就的預測情

形 。 
 

四、  驗證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以及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影響孩子成就的

 機制 。 
 

五、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家庭與親職教育之參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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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假設 
 
  根據第三節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一、 本研究假設七年級的孩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以及孩子成就，各變項間皆存在顯著相關。 
 

二、 本研究假設七年級的孩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內在動機資

源，皆能顯著預測孩子成就。 
 

三、 本研究假設七年級的孩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除了直接影響孩子

成就之外，還能經由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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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人力物力，在研究結果的解釋與推論上應有其保留，研

究限制分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母群設定為七年級的孩子及其父母。 

 

二、在研究對象上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母群，依據理論應進行小學和中學的叢集抽樣，然而

受限於人力、物力限制，只能採行便利取樣，在樣本的代表上恐有失完備。 
 

三、在研究設計上 
  根據 Cook 與 Campbell(1979) 提出十個威脅構念效度因素中，單一方法

(mono-method)的偏差指出，最好能採用多重測量來掌握欲測構念的本質，

如果所有變項皆採用相同測量的方法，變項間的相關可能來自相同的測量

方法，而非構念間的真實相關。本研究對各變項的測量，除了孩子期末成

績外，皆只採問卷的測量分數，恐有構念不足的問題(Heppne., Kivlighan, & 
Wampold, 2001, 引自劉淑慧諮商研究法, p.82)。 
 

四、研究結果推論上 
  由於上述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和測量工具上的限制，本研究之結果不宜

過度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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