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對於七年級的孩子，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除了

直接影響孩子成就之外，如何經由孩子內在動機資源，間接影響孩子成就。

本章則提出相關的理論與文獻做為研究基礎。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為：

第一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的機制；第二節，孩子世代的

選擇；第三節，孩子成就；第四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父母重視學習、

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第五節，孩子內在動機資

源：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 
 
 

第一節 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影響孩子成就的機制  
 

  Eccles 與  Harold(1993)指出，父母親在孩子的學業成就和社會情緒發

展上扮演關鍵的角色；父母積極主動參與孩子學習活動，能對孩子的學業

表現產生正向影響。何謂父母參與孩子的學習呢？Henderson 與 Mapp(2002)
在美國東南教育發展實驗室 2002 年的綜合報告指出，如果父母常常與孩子

談到學校、期待孩子有好的表現、幫助孩子計畫升學、確認孩子從事建設

性的校外活動，則這樣的孩子傾向在學校有好表現。這些父母參與孩子學

習的各種方式，本研究將其稱為父母對孩子的教養信念與方式。在這各式

各樣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中，我們選擇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

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加以探討。關於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各個變項的

探討，請參閱本章第四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是透過何種形式影響孩子的表現呢？這個機制的

探討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本節將就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

機制的相關文獻進行瞭解。共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 Eccles 與 Harold(1993)
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Model of influences on parent 
involvement and child outcomes)、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的「孩子知

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context, children’s inner 
resourc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Ryan 與 Deci(2000)的「自我決定論」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模式、以及本研究所提出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

式影響孩子成就機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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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Eccles & Harold, 1993) 

Eccles 與 Harold(1993) 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指

出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受到各種不同因素的作用，並以各種信念及運

作之方式影響孩子各方面表現，整個架構是一個完整且相互影響的動態系

統，請參閱圖 2-1-1。 
 
在這個動態系統裡，第一行是五個外因因素，包括 A：父母/家庭特性、

B：居住環境、C：孩子特性、D：老師特性，與 E：學校特性，這五個外因

因素除了互相影響之外，也會對模式中任一其他方格內的因素產生影響，

例如孩子由小學升至中學(年齡因素)，父母可能認為孩子已經較為獨立(父
母信念 )而減少參與孩子的學習活動 (父母運作 )，進而影響孩子的學業表

現。第二行是信念因素，包括 F：老師信念、G：父母信念；第三行是運作

因素，包括 H：老師運用各種方式邀請家長參與孩子的學習活動、以及 I：
父母以各種方式參與孩子的學習活動。老師與父母的信念(F、G 方格)、以

及運作(H、I 方格)，除了相互影響外，這四個方格中的因素也各自對孩子

的表現產生影響；最後一行的 J 方格則是孩子在接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之後，

自己各方面的表現。 
 
由「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Eccles & Harold, 1993)可

知，父母參與除了被外因因素影響外，也會以各種信念或運作方式的呈現，

對孩子各方面的表現產生影響；另外各項外因因素也會直接影響孩子的表

現。這個模式考慮了孩子求學階段所面臨的大部分教育環境，包括家庭、

學校、居住環境等各種因素，涵蓋完整，因此有助於瞭解孩子的學習表現

可能為哪些因素所影響，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對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的探討範圍，只以父母本身的教養信念

與方式為主，不若「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Eccles & Harold, 
1993)般，還包括了影響父母參與的各項外因因素或學校邀請等因素，但這

個完整模式，有助於檢視本研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的選擇，及其因

果關係。根據此模式，可發現父母重視學習、正向知覺、以及自我效能，

涵蓋於方格 G 內的父母對孩子信念，父母投入則包含於方格 I 中；本研究

之中介變項與依變項，即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及孩子成就則屬於方格 J，因

此可得知，本研究所選擇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是重要的，能影響孩

子的動機傾向及其各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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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教師信念 
一般信念： 

 適當的父母角色 
 一般自我效能 
 性別角色基模 
 種族基模 
 知識與方法 

對孩子的信念： 
 效能 
 希望幫助孩子的目標 
 情感連結 

G.父母信念 
一般信念： 

 適當的父母角色 
 性別角色基模 
 種族基模 
 效能 
 價值觀 
 知識與方法 
 對學校之接受程度 

對孩子的信念： 
 成就期望 
 對孩子能力與興趣的

知覺 
 各項才藝的評價 
 社會化目標 
 情感連結 
 效能 

H.老師運作 
 與家長會談 
 要求家長幫忙 
 提供家長幫忙技巧 
 鼓勵家長參與 
 提供訊息 
 提供家長參與機會 
 給予回饋 J.對孩子產生之影響 

 信念 
 自我知覺 
 價值觀 
 興趣 
 期望 
 動機傾向 
 表現 
 成就或活動的選擇 
 堅持度

I.父母運作 
 提供孩子學習機會 
 直接教導或參與 
 監督學校功課 
 幫忙學校功課 
 擔任學校義工 
 支持學校活動 
 參加家長會 
 要求學校提供訊息 
參與學校管理運作

A.父母/家庭特性 
 教育水準 
 財務收入 
 性別、年齡、種族 
 婚姻狀態 
 職業狀況 
 一般心理健康 

B.居住環境 
 社區凝聚力 
 社會支持 
 社區資源結構 
 社區規範 
 社區危險性 
 社會控制 
 社區模範角色 

 
 

C.孩子特性 
 性別、年齡、種族 
 過去的表現 
 天資、才能、興趣 
 人格、特質 

 
 
 
 

D.老師特性 
 性別、年齡、種族 
 任教年數 

 
 
 
 
 
 

E.學校特性 
 形式/水準 
 資源 
 氣氛 
 規模 
 對父母投入之支持 
 特殊專案計畫 

 
圖 2-1-1「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  

(Model of influences on parent involvement and child outcomes) 
(資料來源：Eccles & Harold, 1993, p.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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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 之 關 係

  模式(Grolnick, Ryan & Deci, 1991)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所提出的「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

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是由動機的觀點出發，視

孩子為自身經驗的建構者，能主動詮釋與評價環境中的刺激，進而影響自

身的動機與之後的行動，請參閱圖 2-1-2。模式中指出孩子所知覺的父母投

入 與 父 母 提 供 之 自 主 支 持 ， 會 經 由 孩 子 本 身 的 控 制 感 (control 
understanding) 、 能 力 感 (perceived competence) 、 和 自 主 性 (relative 
autonomy)，影響到孩子的成績表現。易言之，控制感、能力感、和自主性

被視為影響孩子學校成就的三項內在動機資源 (inner resources for school 
achievement)，是孩子知覺到父母投入與父母自主支持，以及孩子成績表現

之間的中介變項。這個模式是本研究假設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

子成就模式」的基礎。 
 
 
 
    
 
 
 
 
 
 
 
 

母親投入 

父親投入 

母親自主支持 

父親自主支持 

控制感 

能力感 

自主性 
.07* 

.28* 期末成績 
.21* 

.13* 

.11* 

.17* 

.09* 

.10* 

-.10* 
.15* 

.10* 

.17* 

.12* 

成績 

1.0* 

1.24* 

標準測驗分數 

 
 

圖 2-1-2 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  
之關係模式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context, children’s inner resourc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資料來源：Grolnick, Ryan & Deci,1991, p.516) 

 
 
 
三、自我決定論(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模式(Ryan & Deci, 2000) 

  動機 (motivation)是行為背後的理由，是所有目標導向活動的動力

(Dweck, 1986; 引自 Lefrancois, 1998, p. 456)。本研究對動機之定義主要根

據自我決定論(Ryan & Deci, 2000)。以下依照動機的特性、內在動機、外在

動機、內在動機資源的順序分別介紹自我決定論的重要概念： 

 19



(一) 動機(motivation)的特性 

  自我決定論指出動機粗略地可分為兩大類，分別是內在動機(instrinic 
motivation)與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行為如果基於所從事活動本身

的樂趣，這個行為是由內在動機所驅使；若是基於外在環境的壓力或酬賞

而發生，此行為源於外在動機。從事源於內在動機的行為令人興奮、讓人

具有信心，並且能使行為結果更精進、具持續性、且富創造力。 
 

(二) 內在動機(instrinisic motivation) 

  內在動機是個人天生的傾向(natural inclination)，每個人出生時都具備

主動、愛發問、好奇、愛玩耍的特性，這樣的特性會帶領個人在認知及社

會發展上，朝向吸收新知、導向精熟、充滿趣味、以及勇於探索的方向。

雖然內在動機是天生所賦予的，然而個人的行為卻大部分由外在動機所驅

使，為什麼會這樣呢？因為維持此種天生的傾向需要支持性的外在環境，

也就是說內在動機必需在特定的支持性環境中才會被催化及展現。 
 

(三) 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 

  內在動機雖然重要，但它並非唯一的動機形式，許多時候個人都因為壓

力或責任而行為，外在動機實際上是大部分行為的原因。外在動機所驅使

的行為，雖然不若內在動機般源於對行為的真誠熱愛，但是其行為結果也

可能具有品質、帶來幸福感、或增加行為之持續性。外在動機所引發行為

能否達成這樣正向的結果，則需視此外在動機的自主性(autonomy)而定。 
 
  自我決定論除了主張人類天生具有內在動機，也假設人類與生俱來就能

主動參與社會環境，進而接受(taking in) 某種外在環境的規則或行為的價

值，這就是內化(internalization)。所謂內化就是將外在規則轉變成內在自我

規則的歷程。外在規則經過內化機制，便形成行為的外在動機。內化也是

一種天生的傾向。 
 
  因此當個人面對只具備外在動機的活動(例如不好玩或不有趣，但卻很

重要的活動)，內化機制就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內化機制有效地運作，外

在規則被完全整合(integrated)進自我意識(sense of self)，這時所形成之外在

動機的自主性較高，反之若內化機制未有效地運作，所形成之外在動機的

自主性則較低。 
 
  自我決定論依自主性的高低，將外在動機劃分為四種調節形式

(regulation style)，分別為外在調節(external regulation)、內射調節(intro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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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認定調節 (identified regulation) 、以及整合調節 (integrated 
regulation)，請參閱圖 2-1-3。其中除了無動機(amotivation)的行為外，外在

調節的自主性最低，其引發行為的自我決定程度也最低；除了內在動機外，

整合調節的自主性最高，其引發行為與內在動機所驅使的行為有許多相似

之處，例如行為皆源於內在，但整合調節仍以達成特定結果作為行為的目

的，不若內在動機般，純粹只因為活動本身的趣味性而行為。   

 
 
行為    非自我決定                       自我決定  

 

動機          
無動機 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 

無自我調節 

外在調節 內射調節 認定調節 整合調節 
內在自我調節 

 

 

調節形式  

 

知覺的  
行為原因      非個人的   外在的     有些外在     有些內在       內在    內在  

相關      不具企圖    妥協      自我控制     個人     一致的    有趣的  
調節過程       不具價值    外在      自我涉入     重要的    覺察的    愉悅的  
      沒有能力    酬賞與懲罰   內在酬賞     意識的    整體的    與生俱來的  
      缺乏控制          與懲罰     具價值的    自我相關的   滿意的  
 

圖 2-1-3 自我決定的連續向度、調節形式、行為原因與相關調節過程  
(The self-determination continuum showing types of motivation with their regulatory 

styles, loci of causality and corresponding process) (資料來源：Ryan & Deci, 2000, p. 72) 
 
 
  自主性越高的外在動機所產生的行為，其自我決定程度也越高。自我決

定程度越高的行為也帶來更好的行為結果，以學習活動來說，也許是更優

異的學業表現或更高品質的學習。然而外在動機自主性的程度，與內在動

機相同，仍取決於外在環境的支持性。 
 

(四) 內在動機資源(inner resources) 

  自我決定論重視後天的環境，不論是激發與維持內在動機，或提升外在

動機的自主性皆需要具備支持性的外在環境。何謂支持性的環境呢？Ryan
與 Deci(2000)指出內在動機根源於三項心理需求，分別為能力需求(need for 
competence) 、自主需求 (need for autonomy) 、以及連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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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ived competence)、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以及連繫性(per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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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ness)，進而激發與維持內在動機，或提升外在動機的自主性。這樣的

推論植基於許多自我決定論的相關實證研究，請參閱本章第五節。 
 
  就孩子的學習活動而言，激發與維持內在動機或提高外在動機的自主

性，都有助於產生好的學習表現。因此本研究認為能力感、自主性及連繫

性是自我決定論的三項內在動機資源。 
   
  相較於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的「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

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與 Ryan 與 Deci(2000)的自

我決定論所提出之內在動機資源，有些許不同，兩者相同的變項為能力感

與自主性，不同的是前者的控制感，以及後者的連繫性。 
 
  控制感類似於 Rotter 所提出的制控信念(locus of control)。當個人相信

自己行為和屬性可控制行為的結果，此種信念為內控信念(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當個人相信自己的行為結果受制於他人、命運、或運氣等外在因

素，此種信念為外控信念(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引自 Schultz & Schultz, 
1998, p. 531)。內控的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生命，傾向勇於嘗試且能為自己

負責；外控的人認為自己的能力、行為、或努力，對改變處境無多大助益，

對目前與未來的生活缺乏嘗試的動機。 
 
  控制感是指相信自己的能力是否足以掌握外在環境，相對於知覺自己有

能力進行活動並能達到成功的能力感，控制感應屬於能力感的一部份。在

1998 年美國「教育研究與改革協會」（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Reform in 
Education, Inc.）基於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所發展的「學校衡鑑研究

工具」(Research Assessment Package for Schools，RAPS)裡，控制感已被納

入為能力感中的一個向度，稱為控制知覺(perception of control)。鑑於 Ryan
與 Deci(2000)的看法更為新近，本研究將以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作為

三項內在動機資源。 
 
 
 
四、本研究假設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 

  綜合上述三種模式的討論， 本研究所提出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

響孩子成就模式」是以 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 「孩子知覺的父母參

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中所提出的架

構作為基礎，以 Eccles 與 Harold(1993) 「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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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模式」中部分的父母信念與運作因素，作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

再以 Ryan 與 Deci(2000)提出之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作為孩子的內在動

機資源變項。 
   
  就「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

關係模式」而言，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已證實孩子所知覺的父母投

入和父母的自主支持兩部分能透過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影響孩子的成績

表現。然而影響孩子學習的後天環境因素很多，如果依據「父母參與和孩

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Eccles & Harold, 1993)來看，父母、居住環境、老

師、學生、學校的特質都是屬於後天環境的一部份，本研究因此準備進一

步擴大探討，想瞭解我們所選擇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包括父母對

孩子學業活動的價值觀點、父母對孩子學習表現的正向知覺、父母對孩子

學習活動的投入、及父母幫助孩子學習的父母自我效能，除了直接影響孩

子成就之外，是否也能經由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影響。關

於本研究所選擇之父母教養方式與信念變項的文獻，除了上述「父母參與

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之外，請再參閱本章第三節對每一個變項的

探討。 
 

就研究方法來看，「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

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Grolnick, Ryan & Deci, 1991)中父母投入和父母

的自主支持兩部分的測量，是以孩子的知覺為基礎。由於孩子的知覺與父

母本身的信念與作法並不一定相同，本研究因此準備直接以父母為研究對

象，如果也能得到驗證，對此模式所提出的因果關係，將能夠提供另一個

更貼近真實的支持。 
 
總之，本研究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是以「孩子

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

(Grolnick, Ryan & Deci, 1991)為基礎；在父母變項上擴大探討至父母教養信

念與方式；在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變項上，採用 Ryan 與 Deci(2000)的主張；

在研究方法上除孩子外，直接納入父母為研究對象。也就是假設父母重視

學習、正向知覺、投入、以及自我效能，除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之外，也

會經由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即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對孩子成就

產生間接影響。請參閱第三章第一節的研究架構，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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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孩子世代的選擇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七年級的孩子及其父母，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

是基於下列考量： 
 
一、 認知能力的考量 

  本研究是以問卷作為各變項的測量方法，問卷填答者必須具備基本的認

知能力。根據 Piaget 的認知理論，孩子大約在十一歲時準備進入形式運思

期，能開始做假設性、系統性、以及抽象性的思考(Flavell, 1963；引自 Mayer, 
1997, p. 39)，因此國中階段的孩子應有足夠的認知能力，以填答問卷的方

式，自陳自己內在動機資源方面的資料。 
 
 
二、 父母對青少年時期孩子的重要性 

  就發展心理學的角度，年紀小的孩子對家庭的依賴程度高於年紀大的孩

子，但 Armsden 與 Greenberg (引自 Wong et al., 2002)曾指出青少年以對父

母親的安全依附為基礎，穩定自己的情緒、建立自我正向知覺，進而肯定

自己的能力，並以之建立學業能力與學業成就。Sartor 與 Youniss(2002)的研

究也指出父母的情緒支持及行為監督，仍能解釋 8.6%高中階段孩子的自我

認同變異量。可見父母的影響對青少年仍然很重要。 
 
  青少年階段也同時是孩童與成人之間的轉換時期，根據 Erikson 的心理

社會期理論(引自蘇建文，1991)，青少年必須完成「我是誰？」、「我該走向

何方？」的自我認同發展任務，若無法達到自我認同，可能產生角色混淆，

使之後的發展受阻。由孩子蛻變為成人的挑戰是困難的，青少年除了在生

理上面臨青春期的轉變，心理上也必須符合社會對其不再是孩子、必須完

成自我認同的期待，面對這樣的挑戰，父母對青少年的支持與引導應更顯

重要。 
 

基於青少年時期孩子在學習、情緒、認同、與探索等各方面，仍需要父

母的協助，並且其認知能力也足以配合本研究採用的測量方法，因此本研

究選擇以七年級的孩子及其父母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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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孩子成就 
 

  孩子成就是本研究的依變項，本節對此變項的探討分為瞭解之前文獻所

使用學業成就指標的「孩子成就指標之研究」，以及「本研究所定義之孩子

成就」兩個部分。 
 
一、孩子成就指標之研究 

  Eccles 與 Harold(1993) 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指

出，父母參與孩子的學習活動會影響孩子的信念、自我知覺、價值觀、興

趣、期望、動機、表現、成就或活動的選擇、以及堅持度。針對這各式各

樣的影響層面，本研究所關注的是孩子在學校的成就表現。然而學校的成

就表現該包含哪些指標呢？美國東南教育發展實驗室(Southea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2002 年度綜合報告指出，一般在學學生的成就

(student achievement)以下列三類指標最為普遍，分別為： 
  
(1) 成績單上的成績、學期平均成績(grade point average, GPA)、是否選

修進階課程、以及標準測驗的成績。 
(2) 學校出席率、是否中輟、以及是否升級。 
(3) 適應行為和健康發展（例如減少藥物成癮和破壞行為）。 

 
  由上述的綜合整理，可知孩子成就大致分為「學業成就」 (如學期平均

成績、選修進階課程等)與「行為成就」 (如適應行為和健康發展等)兩大部

分。過去的文獻裡，有些研究同時探討這兩類成就，有些研究則只檢視其

中一類的成就。 
 
  同時探討這兩類成就的研究，例如 Izzo, Weissberg, Kasprow 與

Rendrich(1999)、以及 Reynold 與 Gill(1994)是以標準測驗成績(包括數學及

閱讀 )作為學業成就之指標，並以「老師－學生評定量表」 (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 T-CRS, Hightower et al, 1986)的結果作為行為成就。這裡的

T-CRS 評 定 孩 子 的 學 校 參 與 (school engagement) 與 社 會 情 緒 適 應

(socialemotional adjustment)兩種成就；學校參與包括衝動(acting out)、學習

問題(learning problem)、與工作導向(task orientation)等三個向度；社會情緒

適應包括害羞焦慮(shy-anxious)、挫折容忍度(frustration tolerance)、與果斷

技巧(assertive social skill)等三個向度(Luthar & Becker, 2002)。 
 
  只探討學業成就的研究，例如 Catsambis(1998)採用標準測驗成績(包括

數學及閱讀)、修畢學分數、以及是否修習學術科目等三種指標；Grolnick, 
Ryan 與 Deci(1991) 「孩子知覺的父母參與、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與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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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間之關係模式」的研究，是以標準成就測驗成績、閱讀與數學之

學期成績、以及「老師評定量表」(Teacher rating scale)作為學業成就指標。

這裡的「老師評定量表」是評定孩子的學業能力(academic competence)、動

機(motivation)、以及獨立能力(independence)，例題依序如：「孩子在學校表

現得多好?」、「孩子在學校勇於嘗試的程度？」、「孩子能獨力完成學校功課

的能力如何？」。Grolnick 與 Slowiaczek(1994)的研究也以「老師評定量表」

中學業能力與獨立能力兩個量表，作為評定學業成就的指標之一。 
 
  代表孩子學業成就的指標不只一種，有全面性的指標(例如學期平均成

績)、特定的指標(如特定學科數學科的標準測驗成績)、甚至以學生的學業

自我期許(academic aspiration)和學業自我概念(academic self-concept)等(Fan 
& Chen, 1999)。 
 
  這些指標當中何者比較適切呢？Fan 與 Chen(1999)以後設分析歸納 25
篇實徵研究定義的孩子學業成就，發現最為常用的三種學業指標分別為：

學期平均成績、學科測驗分數(如數學、閱讀等)、以及其他評比(如老師評

分、升級留級等)；這其中又以學期平均成績是較佳的學業成就指標，因為

學期平均成績包括多個學科的綜合分數，並且與父母參與孩子學習，以及

特定學科測驗的分數皆達顯著中度相關。 
 
  綜上所述，一般文獻所採用的孩子成就指標大致分為學業成就與行為成

就兩大類。以學業成就為主的研究，其所用之評定指標，大多以智育表現

為主。最為常用的三種學業指標中，又以學期平均成績為最佳。 
 
 
 
二、本研究所定義之孩子成就 

  本研究所關注的孩子成就範圍只著重在學業成就的部分，之所以做這樣

的界定，主要是因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對孩子學業成就的影響，已被許

多文獻所證實(請參閱本章第四節)，另外也因為行為成就涵蓋範圍較廣，其

指標測量也多以主觀評量(例如上述之老師－學生評定量表)為主，較缺乏如

學業成就般的全面性指標，因此留待日後再深入探討。 
   
  根據 Fan 與 Chen(1999)提出的最常用三種學業成就指標，本研究採用其

中兩者，分別是代表孩子學期期末平均成績的「期末成績」、以及與由老師

填寫「老師評比問卷」來評定孩子成就的「五育表現」，兩種指標來代表「孩

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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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一般研究採用的的學業成就指標，較著重於智育範圍，本研究擬擴

大學業成就的範圍，我們所定義之「孩子成就」，以「期末成績」指標來看， 
除了智育方面的科目，還包括體育、美術、音樂等科目的學期期末成績；

就「五育表現」指標來看，根據本研究測量工具「老師評比問卷」的因素

結構，除了「課業表現」因素外，還包括「體育音樂表現」因素。之所以

擴展成就範圍，是因為研究者以為孩子在學校接受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的教育，如果將「孩子成就」侷限在智育相關的表現上稍顯狹隘，

無法包括孩子在學校中所有的學習活動。 
   
  總之，本研究的「孩子成就」是指孩子在學校各方面的成就表現，分別

以「期末成績」與「五育表現」兩個指標來表示學業成就。學業成就所定

義的範圍除了「課業表現」的智育內涵，也包括「體育音樂表現」，希望能

盡量涵蓋孩子在學校各方面成就的完整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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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 
   以及父母自我效能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在本研究中是屬於潛在自變項的位置，以 Ryan 與

Deci(2000)的自我決定論來看，父母是滋養孩子內在動機的後天環境的一部

份；由 Eccles 與 Harold(1993)「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來

看，父母對孩子學習活動的信念及參與，會影響孩子的動機傾向及各方面

的表現。 
 

  然而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非常多樣，該納入哪些變項投入研究者所假設

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呢？我們根據文獻選擇了四

個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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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父母重視學習(parents’ valuing learning) 

  對父母重視學習的探討將分為兩個部分，分別為「父母重視學習的涵義」

與「父母重視學習的相關研究」。前者探討父母所認為的父母重視學習之所

以能影響孩子成就表現的相關機制；後者探討父母重視學習影響孩子成就

的相關研究。 
 
 
(一) 父母重視學習的涵義 

 在本研究中，父母重視學習是指父母認為特定學習活動對孩子是否重

要，如同父母對於孩子學習活動的價值觀。價值觀(values)根據教育部國語

辭典(1998)的定義是「對人生、事物的看法或評價」，牛津字典(2005)的定義

是「關於何者為對或錯，以及何者是生命中重要事物的信念(beliefs about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nd what is important in life)」。維基百科全書(2002)
定義價值觀為「一種處理事情判斷是非、做選擇取捨的標準，價值觀也可

以是一種深藏於內心的準繩，在面臨抉擇時的一項依據」。 
 
  價值觀會指引一個人從事某些行為，以一個組織來說，例如以「誠信」

為價值觀的領導者，會讓領導者坦承面對困境、及對屬下說明真相，提升

組織成員的信任度；以「關懷」為價值觀的領導者，會讓領導者關心成員。

不同的價值觀會產生不同的行為模式(維基百科全書，2002)。近年來復原力

的相關研究發現，來自復原力家庭的孩子縱使身處逆境仍能有很好的學習

表現，Phan(2005)對 10 位來自貧窮家庭但學業表現優秀(高中畢業的總成績

GPA 高於 4.00)越南裔美籍青少年，進行質性研究，發現家庭價值(例如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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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尊重長者、依附家庭等)對這些孩子非常重要，這些孩子與父母親、

手足間的緊密關係，是其保有學業復原力(academic resiliency)的重要因素；

Seccombe(2002)也指出復原力家庭(resilient families)具有的三個因素為，家

庭對孩子有清楚的期望、具有創造性的家庭生活常規、以及家庭成員間共

享的核心價值 (core belief)，由此可見價值觀的重要性 (引自 Armatea, 
Smith-Adcock & Vollares, 2006)。 

 

  家庭是一個組織，父母擔任類似於領導者與照顧者的地位，父母的價值

觀對求學階段孩子價值觀的形成，自然有相當程度的影響，特別是父母認

為的學習重要性，會影響孩子的學習行為，但是其影響的機制為何呢？可

由 Eccles, Adler 與 Kaczala(1982)提出之期望價值模式 (expectancy-value 
model)來理解。Eccles, Adler 與 Kaczala(1982)父母對孩子數學成就影響的研

究，就指出父母對孩子學習數學的重要性會經由期望的形式 (parents as 
expectancy socializers)，影響孩子學習數學的自我概念、及自我期望。父母

根據其價值觀，對於孩子特定科目的學習表現形成期望，並將這些期望以

訊息的形式，在父母與孩子溝通的場合裡，傳達給孩子。例如若父母擁有

「數學很重要」的價值觀念，在溝通過程裡可能容易將數學的重要性，或

是學習數學對未來發展的好處，甚至學習數學的困難及如何克服等相關訊

息，納入親子溝通的內容。 
 
  既然父母重視學習是以期望的形式被傳遞，那麼父母的期望形式又如何

影響孩子的學習行為呢？根據 Finn(1972)，期望對個人表現產生直接與間接

的影響，前者顧名思義是期望直接對個人產生的影響，後者則是個人根據

他人對自己的期望，建立自己對自己的期望，並據以行為。 
 
  期望對被期望者的直接影響，可以社會學的角度來解釋，社會對個人行

為的期望就是社會規範(norm)，當個人表現出符合規範的行為時，個人對環

境掌控度會增加、能獲得工作安全感、並可以被群體接受；個人行為偏離

規範行為時，可能遭受社會地位降低的懲罰 (Blau & Scott, 1962, 引自 Finn, 
1972)。由社會規範的看法加以延伸，家庭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父母是家庭

主要的照顧者及規則的制訂者，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是孩子學習行為的

目標或規範，引領孩子追求學習活動上的成就。 
 
  期望對被期望者的間接影響，可以認知失調理論來解釋。認知失調理論

假設，當個人的態度和行為不一致時，心理上會產生一種不愉快的機動狀

態，導致心理緊張，稱為失調。失調的不平衡會引發兩者趨於一致的需求，

個人必須改變行為或改變態度以去除壓力 (引自 Taylor, Peplau, & Sears, 
1999, p. 223)。因此當孩子以父母期望建立自己的學習期望，而自己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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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未能符合期望時，其間的不一致衍生出焦慮與壓力，為消除緊張，孩

子必須提升成就以符合期望，或降低期望以符合實際成就(Katz, 1968; 引自

Finn, 1972)。 
 
  由上所述可知，父母重視學習對孩子成就的影響，主要是形成期望的形

式，以訊息的方式，經由親子間的溝通，傳遞給孩子，再由社會學及認知

失調理論的觀點，父母的期望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孩子成就，因此理論上，

本研究推論父母重視學習能影響孩子成就，並假設父母重視學習與孩子成

就間存在正向顯著相關。 
 
 

(二) 父母重視學習的相關研究 

  對於父母重視學習，將提出三個相關研究，前兩個研究是以父母對特定

科目或能力的價值觀作為自變項，孩子對此一特定科目或能力所知覺到的

學習能力、自我期望或學習困難為依變項；後一個研究則導出父母重視學

習，經由父母幫助孩子學習之投入行為，影響孩子成就的影響歷程。 
   
  Eccles, Adler 與 Kaczala(1982)的研究發現，父母重視孩子的數學學習，

會影響孩子對自己數學能力知覺(self-concept of math ability)，再對孩子自己

數學表現之未來期望(future expectancy in math)產生影響；其中父母認為數

學學習的重要程度對孩子對自己數學能力知覺能力的影響力甚至大於孩子

自己過去數學表現(past math performance)。Collins 與 Barber(2005)對女性曲

棍球員的研究發現，認為「父母覺得自己成功很重要」的女性運動員，也

就是父母認為學習曲棍球具有高度重要性的女性運動員，對自己運動表現

的信心、在球隊的重要性、對自己的期望都較高。 

 

  Hustsinger, Jose, Liaw 與 Ching(1997)的研究則以路徑分析的方法，提出

由父母對數學的態度，影響父母認為孩子學習數學之重要性，再經由父母

幫助孩子學習數學的行為，進而影響孩子數學表現的因果路徑，而且這樣

的因果關係，對歐裔美籍、華裔美籍、以及台灣籍的父母與孩子都成立。

既然父母重視學習對孩子自我能力知覺、自信心、以及未來期望之形成都

很重要，應可合理推論父母重視學習對孩子成就也具有影響力。 

 
  根據 Eccles 與  Harold(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

式」，父母重視學習屬於父母對孩子的信念，會影響孩子的動機傾向及各方

面的表現；根據期望價值模式(Eccles, Adler & Kaczala, 1982) 和 Finn(1972) 
對期望的論述，父母重視學習能以期望的形式影響孩子成就，因此父母重

視學習是一個能影響孩子成就的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就自我決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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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 Deci, 2000)，父母重視學習可視為後天環境的一部份，因此本研究

擬將父母重視學習納入「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之中，

探討父母重視學習和本研究其他「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是否會經

由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影響孩子成就。 
 
 
 

二、父母正向知覺(parental positive perception) 

  對父母正向知覺的探討將分為兩個部分，分別為「父母正向知覺的涵義」

與「父母正向知覺的相關研究」。前者探討父母正向知覺之所以能影響孩子

成就的相關理論；後者探討父母正向知覺影響孩子成就的相關研究。 
 

(一)父母正向知覺的涵義 

  知覺(perception)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1998)的定義是「知道、察覺」或

是「感官接受外界訊息，而傳至大腦，若此一訊息的意義未經辨識，稱為

感覺。如進一步分析、解釋而獲得了解，即稱為知覺」；根據牛津字典(2005)，
知覺 (perception)的定義是「瞭解一件事真實性質的能力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sth)」。 
 
  文獻上，父母對孩子成就的知覺大抵是指，父母對孩子學業能力或特定

科目學業表現的瞭解程度。例如 Eccles 與 Harold (1993)定義父母知覺

(par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child)為，父母對孩子學業與學習能力、以及父

母對孩子未來教育與職業發展可能性的理解。本研究對父母知覺的定義偏

向父母正向知覺，也就是父母認為孩子在學校的表現有多好，父母對孩子

學習表現的正向看法。 
 
  為什麼納入父母正向知覺為本研究的父母的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呢？

許多研究已證實父母正向知覺對孩子成就有正向影響(Entwisle & Alexander, 
1990, 引自 Kaisa, A, Jari-Erik, N., Marja-Kristiina, Helena, 2003)，也就是

說，父母認為孩子具有高能力，孩子在學校也表現的比較好，反之，父母

認為孩子學習能力不足，孩子也會表現的較差。為什麼正向知覺會有這樣

的影響力，可以由孩子建立自我概念(self-concept)的歷程來理解。 
 
  自我是我們對於自己所抱持的主要信念的集合，例如自己有哪些重要的

特質？自己擅長什麼樣的能力？喜歡或逃避的是什麼？(Taylor, Peplau & 
Sears, 1999)。建立自我概念的來源很多，Taylor, Peplau 與 Sears(1999)提出

過七種不同的來源，其間父母經常扮演孩子建立自我概念歷程中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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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例如社會化歷程，孩子在兒童期被父母、老師、與朋友以某種方

式對待，參加宗教或文化活動，這些社會化經驗形成孩子早年經驗的核心，

這些經驗的規則性最後會被內化成自我概念的重要部份(Taylor, Peplau & 
Sears, 1999)；例如他人的回饋，孩子得到有關特質的回饋，特別來自重要

他人或許多人給予的相同回饋，譬如你鋼琴彈得很好、數學不是你的優點

等，孩子多半就認為事實就是如此。一般而言，父母對孩子能力的想法和

孩子在這些能力的自我概念上有強烈的關係 (Felson & Reed, 1986, 引自

Taylor, Peplau & Sears, 1999)。 
 
  正向知覺對孩子成就影響最極致的例子就屬於畢馬龍效應 (Pygmalion 
Effect)的研究，開學時，老師被告知數位學生成績很好(其實是隨機點選)，
八個月後這些學生實際的智力測驗分數皆成長許多，除此之外學習意願也

提高，這表示老師對學生先入為主的觀念，和這個觀念帶來的姿勢與態度

的變化，在不知不覺中傳達給學生，因而激發出學生的學習意願(Wataaku, 
2003)。 
 
  由上可知，擁有父母正向知覺的孩子，在其成長過程中，由於父母的正

向態度，促使孩子建立正向的自我概念，就學習的領域而言，可能是正向

的學習自我概念，而孩子這個正向學習自我概念就會正向地影響孩子成

就。關於自我概念對個人表現的影響機制，這個部份的理論基礎請參閱第

五節第一部分「能力感」的說明。 
 
 
(二)父母正向知覺的相關研究 

對於父母正向知覺，將提出三個相關研究，前兩個研究是提出父母正向

知覺與孩子成就的關連性，後一個研究則導出父母正向知覺影響子成就的

因果關係。 
 
例如 Galper, Wigfield 與 Seefeld(1997)以 Head Start 專案的父母與幼稚園

孩子作為研究對象，發現父母對孩子學習字母、數字、以閱讀的正向知覺

可 以 預 測 孩 子 閱 讀 及 數 學 成 就 測 驗 (Woodcock & Johnson Tests of 
Achievement-Revised, WJ-R)的表現；Stevenson, Chen 與 Uttal(1990)指出母

親對孩子閱讀與數學學習能力的正向知覺與孩子的學習表現有正向相關，

而且對非裔、毆裔、西裔的父母和孩子，皆存在這個顯著的正相關結果。

Aunola, Nurmi, Lerkkanen 與 Rasku-Puttonen(2003)是以潛在變項方法發現，

父母對孩子數學能力的正向知覺除了影響直接孩子的數學表現外，也會藉 
由孩子的作業專注行為(task-focused behaviors)，再對孩子的數學表現產生

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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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研究，證實父母正向知覺對孩子成就的重要性。根據 Eccles 與 
Harold(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父母正向知覺屬

於父母對孩子的信念，會影響孩子的動機傾向及各方面的表現；以自我決

定論(Ryan & Deci, 2000)來看，父母正向知覺可被視為滋養內在動機或提升

外在動機自主性之後天環境的一部份，因此擬將父母正向知覺納入「父母

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之中，檢視是否其與本研究其他「父

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除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之外，是否也會經由孩

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影響。 
 
 
 
三、父母投入(parental involvement) 

  對父母投入的探討將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父母投入的涵義」、「父母

投入的定義」與「父母投入的相關研究」。「父母投入的涵義」探討父母投

入之所以能影響孩子成就表現的理論基礎；「本研究對父母投入的定義」是

討論我們所定義之父母投入向度；「父母投入的相關研究」則是研討父母投

入影響孩子成就的相關研究。 
 

(一)父母投入的涵義 

  投入(involvement)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1998)的定義是「心意專注」；根

據牛津字典(2005)，投入(involvement)的定義是「對你在乎的事給予很多時

間及注意的行動(the act of giving a lot of time and attention to sth you care 
about)」。 

  
  父母投入是指父母為幫助孩子學習所表現的各項參與活動，各學者所定

義之父母投入，依據其關注參與活動的不同，所定義的父母投入也有差異，

這個部分請參閱「本研究對父母投入的定義」。然而父母投入為什麼會影響

孩子成就呢？我們可以由社會學中的文化資產(cultural capital)與社會資產

(social capital)，兩個概念來理解。 
 
文化資產是指人們對上階層文化可以掌握的程度，上階層文化可以是

物質層面 (例如藝術品、服飾 )，也可以是非物質層面 (例如談吐、文化知

識)(Bourdieu，1977，引自蔡毓志，2002)。文化資產的形成與習得是在家庭

中奠定基礎，每個家庭都會傳遞文化資產給孩子(Bourdieu，1977，蔡毓志，

2002)。為什麼擁有文化資產的多寡會影響學習呢？Bourdieu(1977)就指出，

學校所使用的語言結構(linguistic structure)、管理方式(authority pattern)、以

及課程類別(types of curricula)皆以特定的形式呈現，相對於勞工階層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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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來自中產或中產以上階級的孩子進入學校之前，通常已經熟悉這些形

式，因此容易將這些習自家庭的文化經驗(cultural experience)，運用於學校

適應，也就是孩子能將文化經驗轉化為文化資本(引自 Laureau, 1987)。 
 

雖然社會學中的階級並非本研究關注的議題，但由文化資產的概念可

以瞭解，如果家庭與學校沿用的溝通或期待方式近似，孩子比較能適應學

校，而有較佳表現，而父母投入或參與孩子的學習活動，就是一種能幫助

孩子熟悉學校溝通或期待方式的有效方法。 
 
社會資產是指家庭關係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區組織，它存在於社會網

絡中，對個人而言，是具備信任的支持關係(Libert & Libert, 2003)。社會資

產可以來自官方或民間，前者例如法律、秩序、財產權、教育等，後者例

如信任、互惠、人際關係、合作等(孫震，2003)。社會資本特別指一個人由

雙親、親人與他人那裡得到的正向注意，Portes(1998)提出家庭對孩子的支

持是孩子社會資產的重要來源之一。個人擁有越多社會資產，越有助於達

成行動目標(Bourdieu，1977，引自蔡毓志，2002)。 
 
由社會資產的概念可知，孩子如果在家庭中，就習慣於與人合作、或

對學業積極等態度，就比較能適應學校，因而有較佳表現，這些良好表現

又有助於累積孩子的社會資產，形成良性循環。父母投入或參與孩子的學

習活動，即是能幫助孩子表現良好，累積社會資產的有效方法。 
 

  綜合上述可知，由於父母投入是幫助孩子累積文化資產與社會資產的方

法，能讓孩子有充分的準備，適應學校的學習環境，是一個重要的父母教

養信念與方式變項。 
 
 

(二) 父母投入的定義 

  父母投入是指父母為幫助孩子學習所形成的各項參與活動。它是一個多

向度的概念，各研究者根據不同的參與活動，所定義的父母投入也不相同。

因此研究者準備以本段來探討父母投入的不同定義，以及本研究之父母投

入所包含的向度。 
   
  Hoover- Dempsey 與 Sandler (1997)，將父母投入分為兩個形式，分別

為：(1)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例如檢查功課、監督學業進度、與老師保持聯

繫等)，以及(2)學校相關活動(例如擔任校外教學活動司機、擔任學校志工

等 )。Epstein(1992)將父母投入分為六種形式，包括 (1)父母責任 (parent 
obligations)，例如行為及學業監督；(2)溝通(communications)，例如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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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溝通孩子的學習表現；(3)支持學校活動(support of school)，例如募集經

費或擔任學校志工；(4)學習活動(learning activity)，例如親子間學業方面的

溝通； (5)作決定 (decision making)，例如參與師生組織； (6)社會活動

(community access)，例如參觀博物館。 
 
  Fan 與 Chen(1999)基於各研究者對「父母投入」的定義相異，使相關研

究研究結果不一致，以二十五個實徵研究進行後設分析，整理出包含五個

向度的父母投入，分別為： (1)一般父母投入活動 (parental involvement－
general)；(2)親子溝通(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例如與孩子討論學校功

課；(3)家庭管教(home supervision)，例如寫功課或看電視的時間；(4)對孩

子的教育期許(educational aspiration for children)；(5)學校接觸與參與(school 
contact and participation)，例如父母擔任學校志工。鑑於 Fan 與 Chen(1999)
的研究較近期，且是綜合性的後設分析結果，本研究以 Fan 與 Chen(1999)
的定義作為父母投入的主要基礎。 
 
  本研究所定義之父母投入，分為三個向度分別為：(1)與學習有關的家

庭 活 動 、 (2) 父 母 表 現 敏 感 度 (sensitivity) 、 以 及 (3) 父 母 提 供 自 主 性

(autonomy)。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是指 Fan 與 Chen(1999)定義中的一般父

母投入活動，以及家庭管教；父母表現敏感度是指 Fan 與 Chen(1999)定義

中的親子溝通；父母提供自主性並未包括在 Fan 與 Chen(1999)的定義裡，

而是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結果，自行納入的向度。以上三個向度之文獻基

礎，請參閱「父母投入之相關研究」。至於 Fan 與 Chen(1999)定義中的(4)
對孩子的教育期許，以及(5)學校接觸與參與，前者屬於本研究的父母教養

信念與方式變項中的父母重視學習，後者則不在本研究的探討範圍。 
 
 
(三) 父母投入的相關研究 

  由於父母投入是根據參與活動來定義的一個多向度變項。本段將依照所

定義的三個向度來分別探討其相關文獻。 
 
(1) 與學校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home-based activated related to children’s 
  learning at school） 

  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是本研究所定義父母投入的第一個向度，其是指

父母在家裡參與孩子進行與學習相關的事項，例如一起閱讀，或父母教導

孩子做功課等。以下提出三個研究作為基礎。 
  研究發現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能有效預測孩子成就，且其對孩子成就

的影響具長期效果。Izzo, Weissberg, Kasprow, 與 Rendrich (1999)對 1205 名

幼稚園到三年級孩子的縱貫研究中發現，控制第一年的孩子表現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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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仍可解釋第三年孩子成就的 6%，其中「家中教育活動的參與」（home 
participation）是最有預測效力的父母投入變項。Luster 與 McAdoo(1996)對
123 名低社經非裔孩子，由學前到 27 歲的縱貫研究也發現，父母對孩子的

學習影響主要發生於家中學習相關活動，例如孩子在家裡的讀書時間或父

母威權的教養方式(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而不是父母與學校接觸參

與(如 Fan 與 Chen(1999)定義中的第五項)。 
 
  除了上述兩個調查研究的結果，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相關之父母投入

活動對孩子成就的影響也被準實驗研究法加以驗證。Shymansky(1999)曾提

出一個父母參與科學活動計畫(The science PALs project ：Parent, Activities 
and Literature Project)的執行成果，它是老師提供作業指導協助父母參與小

學孩子的科學作業計畫。執行之後，相對於控制組，超過 90%實驗組的父

母都認為此活動使自己更瞭解孩子的科學學習，實驗組的孩子對老師、父

母、教學、科學與科學生涯的正向知覺都顯著提高，科學成績也比參加實

驗前提高。 
 
  經由上述可知，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能正向影響孩子成就，是一個重

要的父母投入活動，因此本研究將與學校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定義為父母

投入的第一個向度。 
 
 
(2) 父母表現敏感度(parental surrport of sensitivity) 

  父母表現敏感度是指親子溝通時，父母表現出來的接納與正向情感。之

所以納入父母表現敏感度作為父母投入第二個定義向度，是以下列三個研

究作為基礎： 
 
  如果孩子知覺父母重視學習的程度越正確，就越能有效地學習類似的價

值觀，進而正向影響孩子成就，然而孩子知覺父母重視學習程度的正確與

否，取決於有效的親子溝通，Grusec 與 Goodnow(1994)曾指出如果父母能

提供清楚、一致、且符合孩子認知發展的訊息，孩子能較正確的知覺父母

的價值(引自 Knafo & Schwartz, 2003)；Goodnow(1988)也指出，在溫暖的親

子關係下，父母與孩子間的意見容易達成一致，孩子傾向接收父母的看法，

反之則傾向拒絕父母發出的訊息 (Goodnow, 1988；引自 Watt, 1995)。 
 
 
  Murray, Woolgar, Martins, Christaki, Hipwell 與 Cooper(2006)觀察分析父

母教導孩子數學作業與孩子各項表現後發現，在溝通過程中，能模擬孩子

思考方式、激發孩子解決問題興趣的父母，孩子的 IQ 分數(以 WISC-III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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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sler, 1992 界定)及學業表現(SAT 分數界定)都較好；溝通過程中，能關

注或支持而非強制或貶低孩子努力的父母，其孩子的自尊 (以 perceived 
competence scale, Harter, 1982 界定)較高，學校適應(以 Rutter scale, Rutter, 
1967 界定)也較良好。Catsambis(1998)也指出，在中學階段最有效的父母投

入形式不再是對孩子的行為監督，而是勸說與引導青少年做學術決定。在

其研究裡父母對十二年級青少年的升學鼓勵(college encouragement)，是對

青少年登記中學學術課程最強的預測變項。即使控制社經地位、家庭結構、

學生成就等變項之後，其影響力仍達到顯著。 
 
  經由上述可知，父母表現敏感度能幫助孩子正確知覺父母對學習的價值

觀，與學業幫助，因此也能正向影響孩子成就。此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是七年級的青少年，這個時期的孩子開始面臨青春期的身心變化，認知發

展雖然進入形式運思期，但仍受自我中心與個人不朽的限制 (蘇建文，

1991)。因此這個階段，父母在親子互動過程中表現出的敏感度，對孩子成

就自有其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父母表現敏感度列為父母投入的第二個向

度。 
 
 
(3) 父母提供自主性(parental support of autonomy) 

  父母提供自主性是指父母對孩子的想法與選擇表達出的尊重與鼓勵的

態度與行為。父母提供自主性作為父母投入的第三個定義向度，是以下列

四個研究作為基礎： 
 
  Grolink 與 Ryan(1989)以小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得到父母自主性支

持與投入的孩子，其學習的內在動機或外在動機的自主性都較高，其學業

表現較好(引自 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相同的研究結果也

被 Vallerand (1991) 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所複製  (引自 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Ginsburg 與 Bronstein(1993)對五年級孩子及其父

母所做家庭教養方式與孩子學業成就研究也發現，自主性的家庭教養方式

(autonomy-supporting family styles) 與孩子的學業成就有正相關，成長於有

發言權家庭中的孩子，學業成績較高。Watt(1995)對十年級與十一年級學生

父母參與孩子數學學習的縱貫研究發現，父母對孩子的自主性支持會透過

孩子對自己數學能力知覺，影響孩子的數學表現與數學興趣。 
 
  經由上述可知，父母提供自主性能經由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以及學習

動機，而正向影響孩子孩子成就。此外，就如同我們選擇父母表現敏感度

的考量，七年級的孩子面臨青春期的轉變，人格發展上開始接觸到自我認

同的發展任務，根據 Marcia 的理論，這個時期的孩子需要經由探索，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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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才能真正承諾達成自我認同(蘇建文，1991)。雖然人格發展並不是本

研究關注的議題，但由 Marcia 的看法，青少年必須自己經歷危機、進行抉

擇的重要性，所以父母親是否能提供孩子自主探索的機會，欣賞孩子探索

的心得，應是一個重要的父母投入活動，因此本研究將父母提供自主性納

入父母投入的第三個向度。 
 

綜合以上三個父母投入向度的討論，本研究假設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

動、父母表現敏感度、以及父母提供自主性皆是重要的父母投入活動。根

據 Eccles 與 Harold(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模式」，父母

投入屬於父母運作，會影響孩子的動機傾向及各方面的表現。依照自我決

定論(Ryan & Deci, 2000)，父母投入是後天環境的一部份，因此本研究擬將

父母投入納入「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之中，探討父母

投入和本研究其他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除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是

否也會經由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影響。 
 
 
 
四、 父母自我效能(parental self-efficacy) 

  對父母自我效能的探討將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父母自我效能的涵義」

與「父母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前者瞭解父母自我效能之所以能影響孩子

成就表現的理論基礎；後者則是探討父母自我效能影響孩子成就的相關研

究。 
 

(一)父母自我效能的涵義 

  父母自我效能是指父母認為自己有能力協助孩子成就的程度。然而父母

自我效能為什麼會影響孩子成就呢？我們可以由社會學習論中自我效能的

概念來理解。 
   
  Bandura(1994)定義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為對某項事件或任務，個人認

為自己的能力能夠達成的程度。自我效能信念決定人們如何感受與思考、

如何激勵自己、以及該表現何種行為。個人自我效能的高低，決定自己將

承擔多大的挑戰，對情境願意投入努力的多寡，以及在面對困難時的堅忍 
持續程度(Bandura, 1989b；引自 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因此自

我效能可提升個人成就，增進各方面的幸福感(Bandura, 1994)。 
   

  Bandura 指出父母在參與孩子的教育行動之前，會先預期行動結果，而

此結果預期將帶領父母們的行動；也就是父母會根據預期，替行為建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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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達成目標而設定計畫；父母對自己能力評價會影響其目標設定，對

參與孩子的教育行動具高自我效能者，將設定較高的目標，實現目標時也

越堅持(Bandura, 1989b；引自 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 
 

Hoover-Dempsey 等人(1995)指出父母自我效能建立於下列四項來源：(1)
參與孩子學習活動得到的直接成功經驗(direct experience)、(2)看見他人參與

孩子學習活動得到成功而產生的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3)他人對  
參與孩子學習活動具價值性的口語勸說(verbal persuation)、以及(4)重要事件

引發的參與動機(emotional arousal)。 
 

  因此當父母由直接經驗、替代經驗、口語勸說或動機，建立了幫助孩子

在學校表現良好的父母自我效能後，也經由親身參與，幫助孩子建立表現

良好的自我效能(Hoover-Dempsey et al., 1995)。Hoover -Dempsey 等人也指

出父母投入孩子教育活動最重要的結果是使孩子在學校表現的自我效能增

加(Hoover-Dempsey et al., 1995) 
 
  依據社會學習論，父母自我效能影響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的決定，參

與之投入與堅持程度，而且父母投入孩子的教育活動後，影響孩子的學習

之自我效能，使孩子更能掌握學習，孩子在學校中的表現也會因而更佳。 
 
 
(二)父母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 

  本段將探討四個父母自我效能的實證研究。其研究結果大多符合社會學

習論的論述，父母自我效能與孩子成就具有正向關連，以下提出四個研究

作為說明： 
 
  父母自我效能與孩子成就具有正向關連已被許多研究證實，但其影響大

抵呈現間接方式。例如 Shumow 與 Lomax(2002)的父母自我效能研究發現，

父母自我效能會經由父母投入 (parental involvement)與父母管教 (parental 
monitoring)，影響孩子成就；對歐裔與非裔樣本，父母自我效能透過父母投

入影響中學孩子的學業表現；對非裔與拉丁裔樣本，父母自我效能透過則

父母管教影響中學孩子的學業表現。 Grolnick, Benjet, Kurowski 與

Apostoleris(1997)在其父母自我效能對小學生影響研究指出，自我效能高的

父母對孩子的行為(如參與孩子在學校的活動)、認知(如啟發孩子思考)、以

及個人(如監督課業進度)三方面的投入皆較高。Wentzel(1998)則發現父母自

我效能可獨立且正向預測父母對孩子的課業期望。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與 Pastorelli(2001)的研究也指出，父母對孩子學業成就的自我效能

(parents’ academic efficacy)會經由父母對孩子的學業期許，影響孩子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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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學業、社交、自我調節)；孩子自我效能影響自己的學業期望及學業

成就，進而影響其各種學科的自我效能，再對之後的職業選擇產生影響。 
 
  上述實證研究的結果，大抵符合社會學習論的說法，即具備高父母自我

效能的父母，可以以不同的方式，協助孩子學習，然而其對孩子成就的影

響方式並非直接，而是透過父母投入、父母管教、父母期望、或孩子的自

我效能等變項，產生間接影響，且其影響力道，以 Bandura 等人的研究結果

來看，甚至遠及孩子成人之後的職業選擇，因此是一個重要的父母教養信

念與方式變項。 
 
  以自我決定論(Ryan & Deci, 2000)來看，父母自我效能屬於後天環境的

一部份；根據 Eccles 與 Harold(1993)的「父母參與和孩子表現之影響因素

模式」，父母自我效能屬於父母對孩子的信念，會影響孩子的動機傾向及各

方面的表現；因此本研究擬將父母自我效能納入「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

響孩子成就模式」之中，探討父母自我效能和本研究其他父母教養信念與

方式變項，是否會經由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影響孩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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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能力感、自主性、以及連繫性  
 

  Dweck(1986)曾指出動機是所有目標導向活動的動力(引自 Lefrancois, 
1998, p. 456)。Bandura(1986)表示表現得最有自我效能的人，就是最能處理

周圍情況的人，也就是最有能力的人 (引自 Lefrancois, 1998, p. 479)。
Zimmerman, Bandura 與 Martinex-pons 也曾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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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產生自內而發的讀書興趣。」(1992, p. 664, 
引自 Lefrancois, 1998. p. 479)。因此學習動機是孩子在學校各方面學習與表

現上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中，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主要根據自我決定論，基於 Ryan 與 
Deci 在 2000 年所提出的看法，其指出人類天生擁有自我成長的傾向，即內

在動機是天生的資源，此種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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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天生的內在動機毀壞，

個人傾向消極被動(Ryan & Deci, 2000)。 
 
  有關自我決定論請參閱本章第一節的說明。本節則將對自我決定論所提

出的三項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即能力感、自主性、和連繫性，依序探討。 
 

一、能力感(perceived competence) 

  對能力感的探討將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能力感的涵義」與「能力感

的相關研究」。前者瞭解能力感之所以能影響孩子成就表現的理論基礎；後

者則是能力感的相關研究。 
 
 
(一)能力感的涵義 

  能力感是指個人認為自己有能力執行特定作業的信念(Bandura, 1977; 
引自 Grolnick, Ryan & Deci, 1991)。自我決定論中能力感的概念源於社會學

習論，類似於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如何影響個人表現，請參閱本章第四節

中父母自我效能的討論。除了社會學習論外，能力感為什麼會影響孩子成

就？，也可由自我基模(self-schemas)，及可能我(possible self)，這種訊息處

理的觀點來理解。 

 41



  Markus 指出自我基模是由個人過去所有關於自我經驗組成的認知總

和。自我基模在自己與社會互動過程中，引導個人處理與自我相關的訊息

(Markus, 1977，引自 Cross & Markus, 1994)。個人對特定領域擅長與否，除

了決定於個人對此領域的能力(abilities)、特質(attributes)或經驗之外，還決

定 於 自 己 對 於 這 些 能 力 、 特 質 或 經 驗 的 自 我 概 念 結 構 (structure of 
self-concept)，即個人對此特定領域之自我基模(Cross & Markus, 1994 )，也

就是個人對此特定領域之能力感。 
   
  自我基模能加速對特定領域訊息的編碼(encoding)、評估(evaluation)、
以及提取(retrieval)。對特定領域有正向自我基模的個人，能使用自我基模

對相關領域做快速且有自信的判斷，彈性的適應不同的訊息處理目標，正

確地提取相關訊息，也能快速的拒絕與自我基模不相符的訊息 (Cross & 
Markus, 1994 )。 
 
  對特定領域有自我基模的個人，較能預測在這個領域中未來的表現，

Markus 與 Nurius 將其稱為可能我(Markus & Nurius, 1986, 引自 Cross & 
Markus, 1994)，這個可能我也就是能力感。可能我或能力感允許個人模擬為

達成目標所需要的行動步驟及策略，也能幫助個人專注於與目標相關的思

考與感受，並引導個人組織行動。 
   
 
 
 
 
 
 
 
 
 

特定領域 

自我基模 

有效表現 
作業相關之

思考與感受 

發展或啟動 

可能我 

特定領域之能

力、特質與技巧 

 
圖 2-5-1 能力、自我基模及可能我，與產生有效表現的假設關係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bilities, self-schemas, and possible selves 
in producing effective performance 

(資料來源 Markus, Cross & Wurf, 1990. p.208, 引自 Cross & Markus, 1994) 
 
 
  Cross 與 Markus(1994)指出，對特定領域有正向自我基模或能力感的個

人，善於組織相關的能力、特質與技巧以促進訊息處理，並對未來有正向

的期待，此種正向的可能我能激起樂觀的情緒狀態，使用有效的策略，因

此能有好的表現，這其間的關係請參閱圖 2-5-1。當遭遇失敗時，有能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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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也會因為擁有正向的可能我，而能較快恢復正向情緒，學習失敗的 
經驗，並傾向發展出避免失敗的策略供未來使用(Cross & Markus, 1994 )。
這個推論並在 Cross 與 Markus(1994)的實驗研究中得到驗證。 
 

再根據社會學習論， Bandura 認為孩子自我效能來自於包括注意

(attention)、保留(retention)、再生(production)、動機(motivation)的觀察學習

歷程，孩子早年以父母為觀察學習之對象而建立自我效能感，之後逐漸擴

大到被手足、同儕、老師等所影響 (引自 Schultz & Schultz, 2004, p. 504)。
自我決定論指出，支持性的後天環境能滋養出能力感，進而影響孩子成就。

在本研究中後天環境是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因此本研究假設孩子能力

感是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及孩子成就間的中介變項。 
 
 

(二) 能力感的研究 

Miserandino(1996)發現，能力感可預測中年級孩子的數學和社會科成

績；Bouffard, Marcoux, Vezeau 與 Boudeleau(2003)指出閱讀和數學的能力感

與閱讀和數學的學校成績有顯著正相關；Wong, Weist 與 Cusick(2002)發現

六年級與九年級學生的學科能力感，是其學業成就最有效的預測變項；

Standage, Duda 與 Ntoumanis(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孩子對體育活動的能

力感，能預測孩子對體育活動的投入意向。除此之外，能力感也與幸福感、

以及面對作業行動導向程度相關，例如 Miserandino(1996)就指出，高能力

感的孩子能積極參與和快樂享受學校活動，在學習時也表現更多好奇和堅

持；Cross 與 Markus(1994)也發現，對特定作業具能力感的孩子，更主動積

極投入問題解決；陳彥甫(2001)以發現七年級學生的能力感與孩子的學習行

為間存在超過相關係數.7 的高相關，而且學習行為與學業成績(以國文、英

文、數學三科總分測量)也呈正相關。 
   
  上述的研究結果大抵證實能力感是孩子學科成就，或特定能力投入意向

的預測指標。具備能力感的孩子對自己有自信，能正向的解讀環境的訊息，

正向面對環境障礙，正向解讀失敗經驗，因此能正向影響孩子成就。因此

假設能力感與孩子成就間存在正相關，即孩子能力感越高，孩子成就越高。 
 
 
 
二、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 

  對自主性的探討將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自主性的涵義」與「自主性

的相關研究」。前者瞭解自主性之所以能影響孩子成就的理論基礎；後者則

是探討自主性影響孩子成就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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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主性的涵義 

  自我決定論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兩大類。雖然內在動機是基

於活動本身的樂趣，能產生具創造性、持續性、以及較好的行為結果，但

是實際生活中，人們必須面對許多不有趣但卻是重要的挑戰，為了從事這

些只存在外在動機的活動，行為者就必須要考慮這些活動的外在價值與規

則(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 
 
  將 外 在 價 值 與 規 則 轉 化 為 自 我 內 在 價 值 的 歷 程 稱 為 內 化

(internalization)。外在規則與價值整合到自我意識的程度越高，外在動機的

自主性越高。因此，所謂自主性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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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

是一個連續性(continuum)向度的概念，根據外在動機的自主性，自我決定

論將外在動機分為四種調節形式(regulation styles)，這部分請參考本章第一

節中自我決定論的討論。 
 
  為什麼自主性會影響孩子成就呢？對於自主性較低的調節形式，例如內

射調節(introjected regulation )。內射是指個人雖然接受(take in)外在價值或

規則，但並不認定這些價值或規則屬於自己，而是讓這些外在的價值或規

則，從內在來控制自己，當個人行為符合內射規則時，個人感到被肯定；

未能符合時，個人感到罪惡。當個人是因為必須(have to)、而不是想要(want 
to)來從事行為，此種內射調節，就如同外在調節(external regulation)般，使

行為者感受到壓力、焦慮與緊張(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Ryan
指出此種內在具控制性的規則是一種帶有壓力的自我要求(Ryan, 1982, 引
自 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 
 
  較高自主性的調節形式，例如整合調節(integrated regulation)是指個人

認定活動的價值，並願意承擔執行活動的全部責任，也就是活動價值與個

人意識合而為一，行為源於個人自我決定。當個人依據自己的意志從事行

為，感受到的是承諾與負責，而不是如同內射調節般的衝突與緊張 (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 
 
  Koestner, Bernieri 與 Zuckerman(1992)曾指出個人的行為與內在狀態間

的一致性很高 (引自 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因此同樣是外在

動機引發的行為，較高自主性的調節形式引發的行為不會伴隨衝突與焦

慮，所以能產生較好的行為結果，例如 Grolnick 與 Ryan(1989)發現，較高

自主性的調節形式可預測孩子的概念學習(conceptual learning)，但內射調節

卻與概念學習無關(引自 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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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孩子所知覺到自主性會影響孩子成就。另外，外在規則與價

值來自後天環境，如何接受與學習這些規則與價值，關係到其內化程度的

深淺，因此後天環境的支持性也很重要，也就是說，支持性的後天環境能

提升外在動機的自主性，使行為伴隨承諾、參與而非焦慮、逃避，進而影

響孩子成就。本研究所定義的後天環境是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所以我們

假設自主性是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及孩子成就間的中介變項。 
 
 
(二)自主性的相關研究 

  許多西方的實徵研究結果顯示，自主性對孩子的學業成就，有正向影

響，但在台灣情境並沒有複製出相同結果，以下提出四個研究分別予以說

明： 
 

Miserandino(1996)發現，孩子的自主性能預測閱讀、數學、拼字和社會

學科的成績，自陳自主性較高的中年級小學生，對學校活動表現出更多的

參與、堅持、投入與好奇；自陳常感受到被控制的孩子，參與學校活動時

常感到焦慮、生氣、無聊，也常逃避參與。Grolnick 與 Ryan(1987)發現，雖

然控制與非控制(自主性)的情境下，機械式學習(rote learning)皆能產生學習

效果，但控制情境下的學習結果容易消褪，反之，在非控制(自主性)情境下，

傾向產生概念學習(conceptual learning)。Grolnick 與 Ryan(1987)並指出，在

自主情境下，孩子能主動組織與處理訊息，有利於產生概念學習。Tucker, 
Zayco, Herman,與 Reinke(2002)的研究中也發現，孩子的自主性會直接影響

學習參與。 
   
  D’Ailly(2003)對台灣小學生進行學習自主性與控制感的研究發現，老師

與母親提供的自主性支持，能正向影響孩子自主性，但是自主性對學業成

就卻是負向影響，以自主性的四個向度來看，台灣的情境中，外在調節與

認定調節(identified regulation)比較能預測學業成就。在這個研究中，部分

高學業成就的受試者就表示，他們的努力是妥協於外在的社會價值與壓力。 
 
  華人的社會型態偏向集體主義，父母對孩子各項學習的涉入比西方文化

高，而且華人也一直有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傳統觀念，父母、社會

通常期待孩子在課業上有好表現，因此在台灣的情境中，孩子學習時所擁

有的自主性，也許不同於與西方個人主義的情境，自主性對學業的影響力

也可能有所差異。台灣七年級的孩子自主性與孩子成就間的關係為何？可

以在本研究中予以探討。在得到研究結果之前，本研究仍根據自我決定論

的邏輯，假設自主性與孩子成就間存在正相關，即孩子自主性越高，孩子

成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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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連繫性(perceived relatedness) 

  對連繫性的探討將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連繫性的涵義」與「連繫性

的相關研究」。前者瞭解連繫性之所以能影響孩子成就表現的理論基礎；後

者則是探討連繫性影響孩子成就的相關研究。 
 

(一)連繫性的涵義 

  連繫性是指為孩子在社會情境中，經由與他人建立連繫與關係而產生安

全感及滿足感(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從 Maslow 的需求階

層理論來看，連繫性類似於愛與隸屬需求(belongingness needs)，屬於匱乏

動機(deficit motivation)。當缺乏愛與隸屬需求缺乏時，個人會感到寂寞與緊

張(引自 Libert & Libert, 2002, p.537-538)。Baumeister 與 Leary(1995)認為連

繫性是人類基本動機的一種，並指出，連繫性是個人傾向建立並維持持久、

正向、有意義人際關係的意圖；這樣的動機具有普遍性(pervasive drive)，影

響所有人在各種情境之下運作，進而影響個人的認知、情緒、行為、健康

與幸福感(引自 Osterman, 2003)。 
 
  個人對連繫性的感受，影響個人如何知覺他人，也影響個人能否友善的

看待朋友或周遭；被接受、被包括、或被歡迎，會帶來快樂、滿足等正向

情緒；被拒絕、被排除或被忽略，會感受到焦慮、悲傷、嫉妒或寂寞等負

向情緒(Furrer & Skinner, 2003)。因此個人感知的連繫性，會影響到情緒狀

態。然而在學習的場域中，為什麼連繫性會影響孩子成就呢？可以由

Vygotsky 的社會認知發展理論來理解。 
   
  Vygotsky 重視社會情境，特別是人際互動對學習的影響，指出心智發展

是社會互動與人際分享的成果，例如孩子學習的可能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ement)，即必須藉由成人或能力強同儕的協助 (張新仁，

2003)。Goldstein(1999)也指出人際互動與溝通，會影響孩子在可能發展區

的學習與參與(引自 Furrer & Skinner, 2003)。因此在學習環境中，感受正向

情緒能影響孩子對學習活動的投入，進而影響到孩子成就。 
   
  由上可知，孩子所知覺到連繫性影響孩子成就。以自我決定論的觀點，

支持性的後天環境能滋養出連繫性，進而影響孩子成就。本研究所定義的

後天環境是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孩子從家庭所發展的安全社會依附，

使孩子產生連繫性，因此本研究假設連繫性是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及孩

子成就間的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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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連繫性的相關研究 

  大部分連繫性的研究結果顯示，受老師和同學歡迎的孩子，學業表現也

較好，但是證實連繫性直接影響孩子成就的研究較少，許多連繫性的相關

研究是以學業參與(academic engagement) 作為依變項(Osterman, 2003)。根

據 Wellborn(1991)指出，參與(engagement)是動機模式中的重要建構，因為

動機會經由學習參與影響學習與發展(引自 Furrer & Skinner, 2003)。因此連

繫性也可能經由學業參與，間接影響孩子成就。以下提出四個研究分別說

明： 
 

Wentzel 與 Caldwell(1997)發現，同儕關係(peer relationship)對學業成就

的影響比較複雜，同一學期(六年級)的同儕關係可以解釋大於 50%的學期成

績(GPA)變異量；但若以兩年之後(八年級)的學期成績作為依變項，則同儕

關係對學期成績只呈現間接影響。Connell 與 Wellborn(1991)的研究結果指

出，孩子知覺到的連繫性會經由參與，間接影響學業表現；Furrer & Skinner 
(2003)也得到類似的結果。Ryan 與 Patrick(2001)則指出，老師在班級內，提

倡和諧與相互尊重班級氣氛，可以預測學生的自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ion 
of school work)與學業自我效能(academic efficacy)的提升。 

 
由上述研究可知，孩子具備連繫性，或許是和諧的教室氣氛、或是有好

的同儕關係，可以經由提升孩子的學業參與，進而影響孩子成就。因此本

研究仍根據自我決定論的邏輯，假設連繫性與孩子成就間存在正相關，即

孩子連繫性越高，孩子成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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