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假設是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除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還會透過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對孩子成就產生間接

影響。本章則是詳述所使用驗證此一假設的研究方法，總共分為四節：第

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資料

分析。 
 
 

第一節、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假設，圖 3-1-1 為研究架構。其中父母教養信念

與方式的測量變項共有四個，分別為分別是「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

知覺」、「父母投入」和「父母自我效能」；孩子內在動機資源的測量變項共

有三個，分別為「能力感」、「自主性」和「連繫性」；以及孩子成就的測量

變項共有兩個，分別為「五育表現」與「期末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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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1：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 η1：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η2：孩子成就  
   X1：父母重視學習    Y1：能力感      Y4：五育表現  
   X2：父母正向知覺    Y2：自主性      Y5：期末成績  
   X3：父母投入       Y3：連繫性 
   X4：父母自我效能 

圖 3-1-1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結構關係模式圖  

‘Model of Influences on Parental Beliefs/Practices and Child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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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七年級學生的父母及學生。本節共分為，「研究對

象及抽樣方式」與「樣本數量的估計」，兩部分來說明。 
 
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七年級的父母及學生，這種選擇的考量請參考第二

章第二節的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抽樣方式是便利抽樣(convenience sample)。便利抽樣屬於非機

率取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容易造成取樣誤差(sampling error)，有代

表性不足的問題(吳明清，1991)。但本研究因為邀請家長做研究對象，且必

須由班級導師針對每個孩子填答「老師評比問卷」作為「孩子成就」的指

標之一，基於研究者資源的限制，難以實施機率抽樣，因此以便利抽樣作

為抽取樣本的方法。      
 
 
二、 樣本數量的估計 

  本研究基於探究模式所用統計方法－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考量， 預計蒐集到 300 個有效樣本。SEM 為精確估計，

通常需要大樣本，但絕對適配指數卻容易受到樣本的影響，樣本越大，模

式被拒絕的機會也增大，為平衡這兩項要求，Shumacker 與 Lomax(1996)發
現大部分的 SEM 研究，樣本數在 200-500 間(引自黃方銘, 2004, p.131)。 
 
  為了達到 300 個有效樣本數，研究者以每班以 30 位學生及 70%問卷估

計回收率，(30*15)*70%=315，是故準備邀請十五個的七年級班級的孩子及

家長參與研究。所邀請的學校分別為雲林縣立西螺國民中學(八班)，以及台

中市立三光國民中學(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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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共有三種，分別為蒐集父母資料的「父母教養

信念與方式問卷」、蒐集孩子內在動機資源資料的「自我信念領域量表－中

文版」，和評量孩子成就的「老師評比問卷」。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兩者為研究者所自編，

所有編題、預試、選題、建立信、效度、驗證等歷程將以第四章專章說明。

本節則先說明「自我信念領域量表－中文版(Beliefs about Self Scale)」。 
 

  自 我 信 念 領 域 量 表 － 中 文 版 源 於 學 校 衡 鑑 研 究 工 具 (Research 
Assessment Package for Schools，簡稱 RAPS)，這個工具是由美國教育研究

與改革協會（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Reform in Education, Inc. 簡稱 IRRE） 
1998 年所發展之多向度測量工具。本段將依據 RAPS 問卷之量表來源與依

據、量表的改編與計分、以及信、效度分析，之順序加以說明。 
 

一、量表來源與依據 

  RAPS 主要衡鑑三個主領域（投入、自我信念、人際支持經驗），這三

個領域又包括為七個附屬領域（例如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等），每一個

附屬領域再分別包含數個構念。大部分的 RAPS 問卷由學生自陳回答，只

有持續投入附屬領域包括學生自評和老師自陳問卷(IRRE, 1998)。所衡鑑的

主領域與附屬領域請參閱表 3-3-2-1。 
 
 

表 3-1 RAPS 衡鑑領域  
 主領域(domain) 

 附屬領域(subdomain) 
  構念(construst) 

學生自陳

(student-report) 
RAPS-S 

教師自陳

(teacher-report) 
RAPS-T 

1. 投入(engagement)   
1a 持續投入(ongoing engagement) X X 
1b 面對挑戰反應(reaction to challenge) X  
2. 自我信念(beliefs about self)   
2a 能力感(perceived competence) X  
2b 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 X  
2c 連繫性(perceived relatedness) X  
3. 人際支持經驗(experiences of 

interpersonal support) 
  

3a 父母支持(parental support) X  
3b 老師支持(parental support) X  

   (資料來源：RAPS Manual, 1998. p.I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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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受測者年級不同又分為小學與中學兩種版本，小學版共有 79 題，

中學版有 84 題。題目編排方式是將分屬七個附屬領域的題目隨機排列。題

目大部分是詢問負向的感覺與信念，也有部分正向題目(IRRE, 1998)。 
 
  由於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七年級孩子的父母，其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除

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之外，如何透過孩子的內在動機資源，包括能力感、

自主性與連繫性，影響孩子成就，因此只採用 RAPS 之中，中學版的自我

信念領域(belief about self domain, 簡稱 RAPS-SE )中，三個附屬領域的全部

題目，以測量孩子的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以下就(一)能力感、(二)自
主性、(三)連繫性附屬領域，加以分述： 
 

(一) 能力感附屬領域（perceived competence subdomain） 

  本研究採用 RAPS-SE 中學版本，能力感附屬領域的全部題目，共 16
題，以測量學生掌握學習活動的能力感。編題向度共有三個，分別為控制

知覺(perception of control)、策略(strategy)與能力(capacity) (IRRE, 1998)。 
 
  控制知覺是請問學生對在校學習活動的整體控制感。策略向度是請問學

生運用何種策略來達成期望或迴避非期望之結果，所設定的策略四種，分

別為：未知 (unkown)、有力他人 (powerful others)、努力 (effort)以及運氣

(luck)。能力向度是測量學生是否有執行策略的能力信念；所設定的策略共

四種，分別為：有力他人(powerful others)、努力(effort)、天才(ability)以及

運氣(luck) (IRRE, 1998)。題目分配方面，有 2 題屬於控制知覺向度；6 題屬

於策略向度；8 題是屬於能力向度。中英文對照題目，請參閱附錄四表 4-1。 
 
能力感附屬領域由進取能力感 (promote competence)與破壞能力感

(undermine competence)兩個構念組成，進取能力感是指擁有自我控制感，

運用努力策略，具備有力他人、努力、天才、運氣能力，即自認為能讓老

師喜歡自己、自己能很努力、認為自己運氣好、也覺得自己很聰明。破壞

能力感是指只使用未知、有力他人、運氣策略，少具備有力他人、努力、

天才、運氣能力，即自認為沒辦法讓老師喜歡自己、沒辦法很努力、認為

自己運氣不好、也覺得自己不聰明。 

 
 

(二) 自主性附屬領域（perceived autonomy subdomain） 

  本研究採用 RAPS-SE 中學版本，自主性附屬領域的全部題目，共 9 題，

請問學生對於做學校功課(classwork)或家庭作業 (homework)的自我調節形

式(self-regulation)，以測量學生學習行為的自主性(IRR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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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分配方面則分屬於三個自我調節形式，分別為內射自我調節、認定

自我調節與內在動機，各有 3 題。中英文對照題目，請參閱附錄四表 4-2。
自主性附屬領域就是由內射自我調節、認定自我調節與內在動機三個構念

組成。 
 
 
(三) 連繫性附屬領域（perceived relatedness subdomain） 

  本研究採用 RAPS-SE 中學版本，連繫性附屬領域的全部題目，共有 17
題，測量中學學生的連繫性。編題向度共有五個，包括對自己的情緒安全

(emotional security with self) 3 題、對自己的滿意度(satisfaction with self) 3
題、父母情緒安全(parental emotional security) 3 題、老師情緒安全(teacher 
emotional security) 3 題、同儕情緒安全(peer emotional security) 4 題(IRRE, 
1998)。題目的中英文對照，請參閱附錄四表 4-3。連繫性附屬領域就是由對

自己的情緒安全、對自己的滿意度、父母情緒安全、老師情緒安全、以及

同儕情緒安全(peer emotional security) 五個構念組成。 
 
 
 
二、量表的改編與計分 

  本段將以量表改編、以及量表計分兩個部分，分別說明。 
 
(一)量表改編 

  本研究中採用 RAPS 中自我信念領域裡的三個附屬領域的全部題目，研

究者將其改編為中文，改編程序如下： 

 研究者將題目譯為中文。 
 再請班上以英文為母語的同學譯回英文。 
 核對原英文題目與譯回英文題目(back translated items)間的差異，再

斟酌修改，確保中文翻譯仍保留原英文題意。 
 請指導教授審核。 
 中文題目確定後邀請四位南湖國小六年級小朋友與一位東湖國中一

年級小朋友試做問卷，以確定題意能夠被清楚理解。 
 將三個量表題目重新混合編排，請參閱附錄二的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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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量表計分 

  全部題目共有 42 題，採用 Likert 四點量表設計，選項 4 至 1 分別代表：

4 為「非常符合」，3 為「有些符合」，2 為「不太符合」，1 為「非常不符合」

(IRRE, 1998)。 
 
  就計分方面，必須先計算構念分數，再建立附屬領域分數。量表中的負

向題目，以(rev.)編碼註明，計算時必須先做反向計分，因為是四點量表，

每一個反向題可用 5 減去學生得分來完成（因此 4 變成 1、3 變成 2、2 變

成 3、1 變成 4）(IRRE, 1998)。 
 
  所有的總分，高分都代表正向結果，也就是分數越高代表能力感、自主

性或連繫性越高。如果一個構念裡所有的題目都必須反向計分，也可以算

出未反向計分的平均數，再以 5 減去此平均數求得(IRRE, 1998)。 
 
  附屬領域的計分方式請參閱附錄五表 5-1 至表 5-3。每一個附屬領域皆

由一個總分代表，其中能力感與連繫性附屬領域，完全依照 RAPS 施測說

明計算總分；由於 RAPS 並沒有提供自主性附屬領域的總分，但本研究需

要一個自主性總分做為自主性的操作型定義，經與指導教授商量後決定以

內射自我調節、認定自我調節與內在動機三個構念總分之平均來代表。 
 
 
 
三、信效度分析 

 信效度分析分為三個部分來說明，分別為：(一) 驗證樣本、(二) 信度、(三)
效度。 
 

(一) 驗證樣本 

RAPS 中學版以中學生 2429 人驗證其信效度(IRRE, 1998)，樣本資料請

參閱附錄六，表 6-1。 
 
 
(二) 信度 

  RAPS－自我信念量表是以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 alpha reliability）
計算各構念的信度，中學版各構念信度介於 0.57 到 0.79 之間，兩類樣本皆

有不錯的內部一致性(IRRE, 1998)。請參閱附錄七，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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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效度 

  RAPS 自我信念領域的效度是由自我信念領域總分及三個附屬領域總

分，分別與三個校標間相關來驗證效度，這三個校標分別為 SPCI 指數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Commitment Index)、 RAPS-T 指標、RAPE-S 指

標(IRRE, 1998)。結果顯示 RAPS 自我信念領域有不錯的效度。 
 
  有關三個校標的說明，自我信念領域總分及三個附屬領域總分，分別與

三個校標間的相關係數，請參考附錄八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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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資料處理 
 

  本研究經由問卷所蒐集之資料，將以 SPSS 11.5 for Windows 套裝程式

與 LISERAL 8.72 套裝程式(執行 SEM)進行分析，對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擬

以下列統計方法驗證，分別說明如下： 
 
一、期末成績及五育表現的標準化處理： 

  正式樣本的期末成績，是將老師提供之學生期末成績，求出其平均，再

根據班級與學校，將每位學生期末成績平均分數標準化為 Z 分數，作為孩

子成就期末成績的依據。五育表現的處理也與期末成績相同，即先求出每

位學生老師評比問卷之平均分數，再根據班級與學校，求出每位學生五育

表現的 Z 分數。 
 

二、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 α) 

  運用因素分析考驗「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和「老師評比問卷」兩

種研究工具的效度；運用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 α考驗兩種研究工具的

信度。 
 

三、描述統計與皮爾森積差相關 

  運用描述統計來考驗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包括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

向知覺、父母投入與父母自我效能)、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包括能力感、自主

性與連繫性)以及孩子成就，各變項的分佈情形。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所

有變項間的相關情形，即研究假設一。 
 

四、逐步迴歸分析 

  運用逐步迴歸分析檢驗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與孩子內在動機資源

變項當中，哪些變項對孩子成就最有預測力，以及能解釋孩子成就多少變

異量；即研究假設二。 
 

五、結構方程模式 
  運用結構方程模式來考驗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與父

母自我效能除了直接影響孩子成就，是否還會經由孩子內在動機資源，即

能力感、自主性與連繫性，間接影響孩子成就，即本研究所提之「父母教

養信念與方式影響孩子成就模式」是否成立，這是研究假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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