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以及老師評比問卷 

  本研究自編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兩個測

量工具。本章將說明問卷編製與驗證的歷程，共分為三節，分別為：第一

節，問卷簡介；第二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預試與驗證；第三節，

老師評比問卷－預試與驗證。 
 
 

第一節、問卷簡介 
 

  父母參與孩子學習活動的各種方式，本研究將其稱為父母對孩子的教養

信念與方式，並根據文獻選擇了四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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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養信念

與方式問卷」則是為了測量本研究所定義之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所編製的

測量工具，包括四個量表，分別為學習重要性、正向知覺、父母投入、及

父母自我效能量表。 
 
  「老師評比問卷」編製的目的是蒐集老師對孩子五育表現的看法，並藉

以核對「學習重要性」、以及「正向知覺」兩個量表之有效性，及作為父母

教養信念與方式的校標，因此「老師評比問卷」的題目與「學習重要性」、

以及「正向知覺」兩個量表的題目完全相同。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的編製，皆經過相同

的編題、選題、預試、建立信、效度、以及驗證信效度歷程。本節將對兩

個問卷的各個量表，其共同的部分做說明，依序為：施測樣本、題目質的

分析、選題標準、量表的計分、求取信、效度的方法。各個量表不同的部

分，如編題依據等，則在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中的個別量表中說明。 
 

一、施測樣本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的建立，經過預試及

正式施測兩個程序，因此有預試、及正式施測兩次不同樣本。預試樣本為

台北地區再興中學，七年級 2 班和八年級 1 班學生，共 110 位父母，以及 3

位老師。問卷預試結果主要作為編題、選題及建立信、效度的基礎。正式

施測樣本為雲林縣西螺國中、及台中市三光國中，15 個七年級的班級，共

521 位父母，以及 15 位老師，並以正式施測結果驗證問卷之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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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目質的分析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的所有題目初編完成

後，請三位家長閱讀題目敘述，諮詢家長意見並斟酌修改，再由指導教授

評閱後，完成編題。 
 
 
三、選題標準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問卷」的預試問卷回收後，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的每個量表題目皆以下列相同標準進行篩

選。「老師評比問卷」題目則是選取「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中，「學

習重要性」、以及「正向知覺」兩個量表的全部題目。 

  每個量表進行因素分析，以主軸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抽取共同

性，以斜交轉軸法(direct oblimin)進行轉軸，並以轉軸後的結果，刪

除特徵值小於 1 的因素及因素負荷量小於 0.50 的題目。 
  將刪除後使得因素之信度提升的題目，予以刪除。 
  篩選出來的題目能使每個因素的信度至少達到 0.7。 

 
 
四、量表的計分 

  量表的得分是該量表所有題目的平均分數；每一個量表都由一個得分來

代表，高分都代表正向結果，也就是分數越高代表「父母重視學習」、「父

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父母自我效能」、及「五育表現」越高。 
 
 
五、求取信、效度的方法 

  每個量表的預試資料，都是以 Cronbach α內部一致性係數來計算信

度，以因素分析來驗證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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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預試與驗證  
 

  「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共包含四個量表，學習重要性、正向知覺、

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效能量表。本節主要是說明四個量表的編製依據、

預試量表編製與施測、正式量表之編製與內容、信度與效度分析、以及信

度與效度驗證。預試樣本為台北地區再興中學，共 110 位父母，以及 3 位

老師；正式施測樣本為雲林縣西螺國中、及台中市三光國中，15 個七年級

的班級，共 521 位父母與 15 位老師，以正式施測的結果，來驗證自編「父

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的信、效度。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的正式版

本，請參閱附錄一。 
 

一、「學習重要性」與「正向知覺」量表 

  「學習重要性」與「正向知覺」兩量表的題目相同，即請受試者對同一

題目分別就學習重要性與正向知覺兩方面來填答。 
 

(一) 量表編製依據 

  由於目前國內並無類似量表，研究者以多元智能理論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Gardner 1983)為基礎，針對每一種智能，編製 3-4 題。

題目初編完成，逕行題目質的分析，完成「學習重要性」與「正向知覺」

的編題。 
 
 
(二) 預試量表編製與施測 

  預試量表共編製 30 題，同一題目請家長針對學習重要性與正向知覺兩

方面分別填答；計分方式採 Likert 式五點量表，針對「學習重要性」，是請

家長評估其認為特定項目對孩子發展上的重要程度，評定等級 5 至 1 分別

代表：5 為「非常重要」，4 為「重要」，3 為「普通」，2 為「不重要」，1 為

「非常不重要」。針對「正向知覺」，是請家長評估特定項目孩子目前表現

的良好與否，評定等級 5 至 1 分別代表：5 為「非常好」，4 為「好」，3 為

「普通」，2 為「不好」，1 為「非常不好」。 
 
 
(三) 正式量表之編製與內容 

  「學習重要性量表」原編 30 題，以選題標準篩選題目後，正式的「學

習重要性量表」共計 17 題，包含兩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課業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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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體育音樂重要性」，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47.77%。「正向知覺量表」也

經由相同的選題標準，刪除相同的題目，正式的「正向知覺量表」共計 17
題，包含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課業表現正向知覺」、「體育表現正向知

覺」、以及「音樂表現正向知覺」，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53.90%。請參閱表 4-2-1
與表 4-2-3 中呈現的保留題項。 
 
 

表 4-2-1 學習重要性量表之因素矩陣 
因素  題目  預試  正式施測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一  
因素

二  
1. 能規劃自己的閱讀進度 .463 .124 .644 -.051 
5. 能思考閱讀材料對於自己的意義 .634 .021 .633 .063 
9. 遇到數學應用題會先把題意的邏輯仔細想清楚 .737 .003 .740 .035 
13. 遇到不熟悉的題目會主動找尋參考資料找尋解

  題線索 
.623 .129 .844 -.072 

16. 遇到比較難的題目會耐心嘗試不同的解決方法 .773 .006 .769 .036 
17. 對於提出的疑問能蒐集資料想辦法找出答案 .626 .074 .699 .085 
4. 能理解自己的情緒和尊重他人的情緒 .679 .023 .625 .061 
8. 時常反省自己的生活表現 .762 -.059 .766 .028 
12. 自動自發不耽誤功課 .824 -.091 .825 -.102 

一
、
課
業
重
要
性 

15. 遇到挫折檢討失敗原因再改進，不自怨自艾 .764 -.093 .709 .032 
 因素一信度α係數  .903  .920  

3. 能手眼協調的做出不同動作，例如能打到飛來的

 羽毛球或能靈活閃躲飛來的躲避球 
-.008 .740 -.031 .610 

7. 能通過基本的體育測驗 .133 .588 .102 .602 
11. 至少有一項運動作為嗜好 .068 .577 .147 .504 
14. 積極參加運動競賽比賽 -.016 .653 -.022 .632 
2. 能演奏至少一樣樂器 .017 .666 -.035 .632 
6. 能正確打出節奏 -.015 .712 .027 .620 
10. 能積極加入學校合唱團、弦樂團等音樂團體 -.076 .719 -.042 .646 

二
、
體
育
音
樂
重
要
性 因素二信度α係數   .852  .811 

因素解釋量 47.77% 47.71% 

 
 

表 4-2-2 學習重要性量表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預試 
 

 課業重要性 體育音樂重要性 學習重要性總分 

課業重要性 1.00   

體育音樂重要性 .442** 1.00  

學習重要性總分 .868** .829** 1.00 

**p<0.01 
 

 59



 
表 4-2-3 正向知覺量表之因素矩陣 

因素  題目  預試  正式施測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三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三  
1. 能規劃自己的閱讀進度 .685 -.176 .088 .666 -.108 .107
5. 能思考閱讀材料對於自己的意義 .657 -.097 .128 .612 .047 .087
9. 遇到數學應用題會先把題意的邏輯仔細想

 清楚 
.638 .046 -.119 .650 -.046 .013

13. 遇到不熟悉的題目會主動找尋參考資料找

 尋解題線索 
.729 .038 .049 .814 -.040 -.064

16. 遇到比較難的題目會耐心嘗試不同的解決

 方法 
.754 .016 .074 .784 -.005 -.063

17. 對於提出的疑問能蒐集資料想辦法找出答

 案 
.635 .071 .170 .686 -.006 .040

4. 能理解自己的情緒和尊重他人的情緒 .401 .201 .032 .460 .142 .011
8. 時常反省自己的生活表現 .512 .082 .040 .722 .020 -.023
12. 自動自發不耽誤功課 .732 -.200 -.010 .683 -.051 .063
15. 遇到挫折檢討失敗原因再改進，不自怨自 

 艾 
.712 .003 -.127 .665 .121 -.045

一
、
課
業
表
現
正
向
知
覺 

因素一信度α係數  0.884   0.897   
3. 能手眼協調的做出不同動作，例如能打到飛

 來的羽毛球或能靈活閃躲飛來的躲避球 
-.071 .742 -.022 -.050 .641 .101

7. 能通過基本的體育測驗 .014 .777 .075 -.039 .705 .122
11. 至少有一項運動作為嗜好 -.073 .842 -.051 .011 .650 -.004
14. 積極參加運動競賽比賽 .137 .747 .031 .109 .711 -.135

二
、
體
育
表
現

正
向
知
覺 

因素二信度α係數   0.855   0.776  
2. 能演奏至少一樣樂器 -.067 -.032 .906 .039 -.079 .723
6. 能正確打出節奏 -.025 .051 .846 -.031 .085 .697
10. 能積極加入學校合唱團、弦樂團等音樂團 

 體 
.240 .013 .619 .126 .092 .341

三
、
音
樂
表
現 

正
向
知
覺 

因素三信度α係數    0.842   0.643

因素解釋量  53.90% 46.58% 

  
 

表 4-2-4 正向知覺量表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預試  
 

 課業表現正向知覺 體育表現正向知覺 音樂表現正向知覺 正向知覺總分

課業表現正向知覺 1.00    

體育表現正向知覺 .078 1.00   

音樂表現正向知覺 .424** .096 1.00  

正向知覺總分 .882** .443** .655** 1.00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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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度與效度分析 

  針對正式量表題目進行信、效度分析，其結果如下： 

(1) 信度分析 

  「學習重要性量表」的總信度 Cronbach α值為 0.897。各別因素的信

度，由表 4-2-1 可知，「課業重要性」為 0.903，「體育音樂重要性」為 0.852；
「正向知覺量表」中全量表之 Cronbach α為 0.855。各別因素的信度，由

表 4-2-3 得知，「課業表現正向知覺」為 0.884，「體育表現正向知覺」為 0.855，
「音樂表現正向知覺」為 0.842。可知兩量表的內部一致性甚佳。 

 
(2) 效度分析 

  「學習重要性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內含兩個因素，其中「課業重要性」

包含 10 個題項，「體育音樂重要性」包含 7 個題項，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47.77%，具有高度解釋量，請參閱表 4-2-1「學習重要性量表之因素矩陣」。

另外由表 4-2-2「學習重要性量表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預試」，得知各因素

間的相關係數皆達 0.01 顯著水準，「課業重要性」與「體育音樂重要性」兩

因素間的相關也小於各別因素與量表總分的相關，顯示這兩個因素具有良

好的相關性與獨特性；因此「學習重要性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 
 
  「正向知覺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內含三個因素，其中「課業表現正向

知覺」包含 10 個題項，「體育表現正向知覺」包含 4 個題項，「音樂表現正

向知覺」包含 3 個題項，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53.90%，具有高度解釋量，請

參閱表 4-2-3「正向知覺量表之因素矩陣」。另外由表 4-2-4「正向知覺量表

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預試」，得知因素之間的相關，有「課業表現正向知

覺」與「音樂表現正向知覺」達 0.01 顯著水準。「體育表現正向知覺」與「課

業表現正向知覺」、以及與「音樂表現正向知覺」間並不存在顯著相關，顯

示「體育表現正向知覺」是一個相當具獨立性的因素。另外，由表 4-2-4 也

可知，個別因素與量表總分的相關皆大於任兩個因素間的相關，顯示這三

個因素間具有良好的相關性與獨特性，因此「正向知覺量表」具有良好的

效度。 
 
 
(五) 信度與效度驗證 
 
  根據正式樣本所得「學習重要性量表」的 Cronbach α值為.907，「正向

知覺量表」為.875，可見這兩個量表具備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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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度驗證方面，以正式樣本資料執行因素分析，發現正式樣本的學習

重要性量表仍是兩個因素的結構，與預試樣本的因素結構完全相同，請參

閱表 4-2-1 學習重要性量表之因素矩陣。其中「課業重要性」也是由第

1,5,9,13,16,17,4,8,12,15 題的 10 個題項組成；「體育音樂重要性」也是由第

3,7,11,14,2,6,10 題的七個題項組成；累積變異解釋量為 47.71%。兩個因素

間的相關係數為.486(p<.01)，也小於個別因素與總量表的相關(「課業重要

性」與「學習重要性」間的相關係數 .921(p<.01)；「體育音樂重要性」與

「學習重要性」間的相關係數.788(p<.01)，表示對於正式樣本，學習重要性

量表仍有不錯的效度。 
 
  以正式樣本資料執行因素分析，發現正式樣本的正向知覺量表仍是三

個因素的結構，與預試樣本的因素結構完全相同，請參閱 4-2-3「正向知

覺 量 表 之 因 素 矩 陣 」。 其 中 「 課 業 表 現 正 向 知 覺 」 也 是 由 第

1,5,9,13,16,17,4,8,12,15 題的 10 個題項組成；「體育表現正向知覺」也是由

第 3,7,11,14 題的 4 個題項組成，「音樂表現正向知覺」也是由第 2,6,10 題

的 3 個題項組成；累積變異解釋量為 46.58%。根據表 4-2-5「正向知覺量

表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正式施測」可知，所有的相關係數皆達.01 的顯

著水準，且任兩個因素間的相關皆小於個別因素與總分間的相關，兩個因

素具有良好的相關性與獨特性。表示對於正式樣本，正向知覺量表仍有

不錯的效度。 
 
 

表 4-2-5 正向知覺量表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正式施測 
 

 課業表現正向知覺 體育表現正向知覺 音樂表現正向知覺 正向知覺總分

課業表現正向知覺 1.00    

體育表現正向知覺 .283** 1.00   

音樂表現正向知覺 .397** .263** 1.00  

正向知覺總分 .920** .582** .602** 1.00 

**p<0.01 
 
 
 
二、投入量表 

(一) 量表編製依據 

  本研究所定義之父母投入的三個向度為「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父

母表現敏感度」和「父母提供自主性」；「與學習有關的家庭活動」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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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ver-Dempsey（1997）提出之構念定義來編題，「父母表現敏感度」和「父

母提供自主性」則是參照 Pascal 與 Bertram (2001)「成人投入量表」(Adult 
Engagement Scale)的編題向度進行編題。題目初編完成，逕行題目質的分析

後，完成「投入量表」題目編製。 
 
 
(二) 預試量表編製與施測 

  預試量表共編製 14 題，計分方式採 Likert 式五點量表，請家長評估其

實施特定投入方法來幫助孩子發展的頻率，評定等級 5 至 1 分別代表：5 為

「每天」，4 為「常常」，3 為「普通」，2 為「偶而」，1 為「不曾」。 
 
 
(三) 正式量表之編製與內容 

  「投入量表」原編 14 題，以選題標準篩選題目後，正式的「投入量表」

共計 9 題，包含單一因素，命名為「父母投入」，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45.94%。

請參閱表 4-2-6 中呈現的保留題項。 
 
 

表 4-2-6 投入量表之因素矩陣 
因素 題目 預試 

因素 

正式施

測因素 

18.教導孩子的功課 .538 .533 

19.了解孩子每一科的成績表現 .530 .527 

20.定期和老師溝通孩子的學習狀況 .490 .435 

21.傾聽孩子的需求和困難 .723 .693 

22.尊重孩子的意見與價值 .702 .661 

23.孩子遭受挫折時，給予鼓勵。表現好時給予獎勵 .747 .746 

24.提供孩子多元探索的機會 .707 .666 

25.鼓勵孩子自發性的提議 .764 .704 

父
母
投
入 

26.鼓勵並給予孩子自行推理判斷 與做決定的機會 .815 .663 

 信度α係數 0.872 0.848 

因素解釋量 45.94% 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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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度與效度分析 

  針對正式量表題目進行信效度分析，其結果如下： 
 
(1) 信度分析 

  「投入量表」中全量表之 Cronbach α為 0.872，可知投入量表的內部

一致性甚佳。 
 

(2) 效度分析 

  「投入量表」經因素分析後，請參閱表 4-2-6「投入量表之因素矩陣」，

9 個題項結合成為單一因素，命名為「父母投入」，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45.94%，具有高度解釋量，因此「投入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 
 
 
(五) 信度與效度驗證 

  根據正式樣本所得「投入量表」的 Cronbach α值為.848，可見「投入

量表」具備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效度驗證方面，以正式樣本資料執行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正式樣本也

與預試樣本結果相同，請參閱表 4-2-6「投入量表之因素矩陣」，全部 9 個題

項結合成為單一因素，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40.03%，具有高度解釋量，因此

「投入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 
 
 
 
三、自我效能量表 

(一) 量表編製依據 

  「自我效能量表」主要依據研究者訪問數位中學家長，瞭解他們認為父

母該具有那些啟發孩子潛能的能力，並根據這些能力加以編題。題目初編

完成，進行題目質的分析，完成「自我效能量表」的題目編製。 
 
 
(二) 預試量表編製與施測 

  預試量表共編製 14 題，請家長評估自己具備哪些特定能力可以啟發孩

子的潛能的程度，計分方式採 Likert 式五點量表，評定等級 5 至 1 分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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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為「非常具有此能力」，4 為「具有此能力」，3 為「普通」，2 為「不

具有此能力」，1 為「非常不具有此能力」。 
 
 
(三) 正式量表之編製與內容 

  經選題標準篩選題目後，正式的「自我效能量表」共計 8 題，包含一個

因素，命名為「父母自我效能」，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50.54%。請參閱表 4-2-7
呈現刪題後的題項。 

 
 

表 4-2-7 自我效能量表之因素矩陣 
因素 保留題項 預試 

因素 

正式施 

測因素 

27.與孩子作有效的溝通 .689 .710 

28.處理身為父母的壓力 .656 .638 

29.能讓孩子自動自發的學習 .692 .615 

30.幫助孩子建立良好的健康生活 習慣 .709 .660 

31.幫助孩子做好情緒管理 .766 .703 

32.幫助孩子遠離偏差行為 .754 .660 

33.幫助孩子建立好的人際關係 .721 .661 

父
母
自
我
效
能 

34.引導孩子根據他自己的強項智能、目 

 標與興趣來規劃未來 
.693 .558 

 信度α係數  0.89 0.854 

因素解釋量  50.54% 42.55% 

 

 
 (四) 信度與效度分析 

  針對正式量表題目進行信效度分析，其結果如下： 

(1) 信度分析 

 「自我效能量表」全量表 Cronbach α為 0.89，顯示其內部一致性甚佳。 

 
(2) 效度分析 

  「自我效能量表」經因素分析後，請參閱表 4-2-7「自我效能量表之因

素矩陣」，8 個題項組成結合成為單一因素，命名為「自我效能」，累積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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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量達 50.54%，具有高度解釋量，表示「自我效能量表」具有良好的效

度。 
 
 
(五) 信度與效度驗證 

  根據正式樣本所得「自我效能量表」的 Cronbach α值為.854，可見「自

我效能量表」具備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效度驗證方面，以正式樣本資料執行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正式樣本也

與預試樣本結果相同，請參閱表 4-2-6「自我效能量表之因素矩陣」，全部 8
個題項結合成為單一因素，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42.55%，具有高度解釋量，

因此「自我效能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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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老師評比問卷－預試與驗證 
  

「老師評比問卷(Teacher Ratings Questionnaire)」編製的目的是蒐集老

師對孩子五育表現的看法，藉以核對「學習重要性」、以及「正向知覺」兩

個量表之有效性，及作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的校標。預試樣本與正式樣

本皆與「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相同，分別為預試的台北地區再興中

學，共 110 位父母，以及 3 位老師；以及正式施測的雲林縣西螺國中、及

台中市三光國中，15 個七年級的班級，共 521 位父母與 15 位老師。 

 

「老師評比問卷」預試量表共編製 30 題，針對每個題目，請老師評估

學生目前的表現程度；評定等級由 5 至 1 分別代表：5 為「非常好」，4 為

「好」，3 為「普通」，2 為「不好」，1 為「非常不好」。「老師評比問卷」的

正式版本，請參閱附錄三。 
 
 

表 4-3-1 老師評比問卷之因素矩陣 
因素  題目  預試  正式施測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一  
因素

二  
1. 能規劃自己的閱讀進度 .968 -.215 .921 -.120 
5. 能思考閱讀材料對於自己的意義 .834 -.174 .888 -.038 
9. 遇到數學應用題會先把題意的邏輯仔細想清楚 .898 -.164 .873 -.063 
13. 遇到不熟悉的題目會主動找尋參考資料找尋

 解題線索 
.913 -.094 .953 -.106 

16. 遇到比較難的題目會耐心嘗試不同的解決方

 法 
.953 -.089 .926 -.086 

17. 對於提出的疑問能蒐集資料想辦法找出答案 .889 -.010 .922 -.064 
4. 能理解自己的情緒和尊重他人的情緒 .378 .302 .645 .167 
8. 時常反省自己的生活表現 .723 .254 .714 .097 
12. 自動自發不耽誤功課 .879 .004 .946 -.138 

一
、
課
業
表
現 

15. 遇到挫折檢討失敗原因再改進，不自怨自艾 .730 .217 .455 .068 
 因素一信度α係數  0.954  0.949  

3. 能手眼協調的做出不同動作，例如能打到飛來 

 的羽毛球或能靈活閃躲飛來的躲避球 
.064 .741 .031 .824 

7. 能通過基本的體育測驗 .119 .814 -.075 .888 
11. 至少有一項運動作為嗜好 -.073 .812 .055 .620 
14. 積極參加運動競賽比賽 -.164 .703 -.051 .802 
2. 能演奏至少一樣樂器 .493 .228 .415 .151 
6. 能正確打出節奏 .451 .509 .413 .313 
10. 能積極加入學校合唱團、弦樂團等音樂團體 .278 .129 .344 .225 

二
、
體
育
音
樂
表
現 

因素二信度α係數   0.817  0.813 
因素解釋量 62.33% 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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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五育表現是本研究中兩個校標變項的其中之一，因此題目直接根據

「學習重要性量表」、以及「正向知覺量表」的選題結果逕行刪題，正式「老

師評比問卷」由 17 個題目組成。由表 4-3-1 得知這 17 個題目由的兩個因素

組成，包括「課業表現」、以及「體育音樂表現」，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62.33%。 
 
  根據正式量表題目進行信效度分析，全量表的總信度 Cronbach α值為

0.927。由表 4-3-1 得知，「課業表現」因素的 Cronbach α值為 0.954，「體

育音樂表現」為 0.817，可知「老師評比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甚佳。 
 
經因素分析後得知，除了第 2、10、4 題之外，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量

皆超過 0.5。老師評比問卷內含兩個因素，其中「課業表現」包含 10 個題

項，「體育音樂表現」包含 7 個題項，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62.33%，具有高度

解釋量，請參閱表 4-3-1「老師評比之因素矩陣」。另外由表 4-3-2「老師評

比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得知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皆達 0.01 顯著水準，「課

業表現」與「體育音樂表現」之間的相關，也小於個別因素與量表總分間

的相關，顯示這兩個因素具有良好的相關性與獨特性；因此老師評比問卷

具有良好的效度。 
 
 

表 4-3-2 老師評比問卷各因素間的相關係數 
 

 課業表現 體育音樂表現 五育表現總分 

課業表現 1.00   

體育音樂表現 .411** 1.00  

五育表現總分 .951** .672** 1.00 

                  **p<.01   
 
 
  根據正式樣本的結果來驗證「老師評比問卷」的信、效度，得出「老師

評比問卷」的 Cronbach α值為.9244，可見「老師評比問卷」具備良好的內

部一致性。 
 
  效度驗證方面，以正式樣本「老師評比問卷」的資料執行因素分析，發

現正式樣本的老師評比問卷仍是兩個因素的結構，與預試樣本的因素結構

完全相同，請參閱表 4-3-1 老師評比問卷之因素矩陣。其中「課業表現」也

是由第 1,5,9,13,16,17,4,8,12,15 題的 10 個題項組成；「體育音樂表現」也是

由第 3,7,11,14,2,6,10 題的七個題項組成；累積變異解釋量為 60.07%。兩個

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347(p<.01)，也小於個別因素與總量表的相關(「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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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與「五育表現」間的相關係數.942(p<.01)；「體育音樂表現」與「五

育表現」間的相關係數.722(p<.01)，表示對於正式樣本，老師評比問卷仍有

不錯的效度。 
 
  然而就正式施測的結果，發現第2,6,10題的因素負荷量有偏低，這種現

象在預試樣本中也約略出現 (請參閱表4-3-1)，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音樂

方面的能力，需要長時間的練習與培養，在升學掛帥的中學階段，相對於

課業表現，孩子要養成此種能力較為不易，造成老師所評定的音樂方面能

力，對五育表現概念的貢獻不夠穩定。 
 
  綜合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與「老師評比

問卷」，在信度方面，每一個量表，其 Cronbach α值都超過.85，呈現良好

的內部一致性。在效度方面，以台北地區預試樣本所篩選的題目，及其所

建立之信、效度，在包括台中與西螺地區的正式樣本，仍然維持相同的因

素結構，除了「老師評比問卷」中的部分音樂相關能力的題目之外，每個

題目的因素負荷量皆至少達到 .40 以上，每個量表的因素解釋量也都大於

40%，這些數據表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中的每一個量表能夠地有

效測量「父母重視學習」、「父母正向知覺」、「父母投入」、以及「父母自我

效能」等構念；「老師評比問卷」也能有效的測量「五育表現」。根據建構

效度的觀點，效度是一個不斷累積證據的歷程。基於此種論點，本研究的

預試與正式兩次施測，為「父母教養信念與方式問卷」、以及「老師評比問

卷」累積了不錯的效度資料。所以截至目前，這兩個自編問卷具有不錯的

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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