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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音樂才藝學習、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與親

子關係三大重點。因此，本章第一節針對音樂才藝之相關內容與研究進行探

討；第二節針對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進行探討；第三節則針對

親子關係進行分析討論。 

 

第一節   理論基礎 

 

壹、家庭壓力相關模式 

在家庭壓力和因應的研究中，家庭社會學者 Reubin Hill在 1958年所提

出的ABC-X模式是家庭壓力的理論根據，他認為家庭在面臨改變或發展時，

會產生壓力源，而壓力源對家庭所造成的影響是促進成長或是造成混亂，則

仰賴家庭中有多少資源，以及家庭成員對事件的看法來決定。此模式採取互

動取向觀點，重視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在此模式中，其主要概念為： 

一、 A因素—壓力事件或壓力源 

代表壓力來源（stressor），指導致家庭系統產生變化的生活事件，一般而

言可分為兩種，一為常態可預期的壓力事件，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發生，如孩

子出生、孩子步入青少年期等；另一為非常態不可預期的壓力事件，如地震、

離婚等。壓力源本身是中性的，對家庭所造成的影響是正面或反面，取決於

家庭對此壓力的認知和擁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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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因素—資源 

表示事件發生時的資源（resoure），家庭運用以面對壓力源的各種資源。

McCubbin 與 Patterson在 1985年將資源定義為（1）家庭成員，包括經濟能

力、教育、健康、精力及心理自尊；（2）家庭系統，像是家人之間互相提供

的支持；（3）社區資源，指社區中能提供對抗壓力源事件的協助或支持。家

庭資源可以減緩或改變壓力事件所帶來的壓力程度，當家庭成員擁有充足適

當的資源，對壓力事件就會有較好的因應。 

 

三、 C因素—對壓力事件的主觀認知 

家庭對壓力源的界定。家庭成員面對壓力情境所抱持的想法、認知，包

含對內在與外在觀點的整合。家庭可將壓力源視為一個挑戰與成長機會，也

可將壓力源視為絕望、難處理的（Mckenry & Price, 1994）。若家庭面對壓力

事件是採取正向定義，則家庭有較良好的調適能力。 

 

四、 X因素—調適或危機 

危機的形成與否是壓力源事件（A）、家庭資源（B）與家庭對壓力事件

的定義（C）三者的交互結果。Hill壓力模式最初是針對家庭面對壓力時的調

適過程所發展出來，他將壓力源視為一個中立的概念，既非正向也非負向，

是否造成壓力端賴家庭對此壓力源的認知和所擁有的資源（Mckenry & Price, 

1994）。若家庭成員認知到壓力源的嚴重性，所擁有的資源也不足以讓家庭系

統因應時，危機就會產生；反之，若家庭成員對壓力源的認知評估正向，家

庭能有較好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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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壓力理論模式在本研究之應用 

本研究以家有國小學童學習音樂才藝的父母為研究對象。 

一、壓力源（A）—子女學習音樂才藝 

從家庭壓力理論可知，家庭生命週期發展的轉變歷程，是造成家庭壓力

的來源之一。換句話說，在不同時間點，孩子的發展特質所帶來的親職轉變，

對父母而言是個挑戰，更是個壓力事件。Galinsky（1987）親職六階段說明學

齡階段孩子的親職內涵，父母主要工作是提供孩子資訊、看法與解析，包括

教導生活技能、價值觀和修正自我概念；傾聽孩子學校生活，充當孩子課業、

交友問題的諮詢者與安慰者角色，使其順利步入社會。在這過程中，父母也

再次澄清自己育兒、教養觀點，並思考如何在分離與聯繫間取得親子關係平

衡，像是涉入孩子生活程度多寡，對孩子行為控制如何拿捏，以達到孩子順

利發展又不過分依賴父母的目標。 

因此，在這個階段，父母會培養孩子生活上的技能，提供給孩子各種發

展機會，讓孩子學習音樂才藝即是一例。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是一個長期的

歷程，從父母考慮讓孩子學習音樂才藝那一刻開始，親子之間就增加許多與

學習音樂才藝相關連的互動，此事件也對家庭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子女

學習音樂才藝視為一壓力源。 

 

二、資源（B）—家庭資源 

在此強調家庭成員的因應過程，以父母資源和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資源為

主要探討變項。學習音樂才藝的過程家庭需付出大量的金錢與時間，因此，

家庭支持是很重要的一環（David & Robin, 2002；黃愍惠，2003）。倘若父母

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源，孩子學習音樂才藝的花費可能形成家庭壓力。

Martignettiy 在 1965 年指出，學習音樂過程中若缺乏父母的支持與陪伴，國

小學童很容易因此放棄學習（引自黃愍惠，2003），這也可能引發家庭衝突。



 10

所以父母所擁有的社經地位，陪伴孩子的時間，是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的重

要資源。此外，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的學習年數、學習場域、學習花費、練

習時間等，更是家庭資源運用的展現。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學習年數越長，

其所投入家庭資源會越多；學習場域不同，所投入的時間、金錢會有所差異；

學習花費則包括樂器購買與每個月定期的學費支出；練習時間是子女學習時

需投入的時間資源。資源投入的多寡，對壓力事件會有不同的影響，若家庭

有足夠、適當資源去面對事件所帶來的改變，其事件較不會困擾家庭系統。 

 

三、認知（C）—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 

在文獻討論有關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認知時，多從父母為孩子

選擇才藝班、補習班、課後安親班時所考量的購買動機與消費決策關係著手

（謝效昭，1986；陳雅玟，2003；張春桂，2004；江佳樺，2005）。消費者決

策是消費者購買、搜尋與選擇的一段心理歷程，而購買動機是決策過程中必

要考量階段（陳雅玟，2003）。換句話說，父母讓子女學習才藝時，一定會有

某種動機存在，也就是對子女學習才藝所持有的一種認知。因此本研究認知

部分以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做進一步探討。 

 

四、調適（X）—親子關係 

本研究強調子女學習音樂才藝對家庭所帶來的影響，以父母面對子女學

習音樂才藝時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作為測量的指標，親子關係良好，表示家庭

對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所帶來的改變調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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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小學童音樂才藝學習意涵與現況研究 

 

壹、才藝學習之意涵與研究 

一、才藝學習意涵 

在瞭解才藝學習意涵前，首先對「才藝」做一探討。幸曼玲認為「才藝」

是個人內在思考的表現形式與表現內涵。蘇振明則指出「才藝」的意義就是

「藝才」，即具有藝術表現的才能（引自湯芝萱，1995）。綜合上述，楊淑雯

（2005）認為才藝是指個人先天的內在潛能，透過後天環境的學習與教育，

得以激發，所表現出來的技能與涵養。 

「才藝學習」可看成一種訓練，才藝訓練就是才能和技藝的訓練，凡是

音樂、美術、舞蹈以及其他專門技能的訓練，都可稱為才藝訓練（葉麗君，

1988。葉雅馨（1989）明確將才藝學習定義為校外才藝補習教育。蔡美芳（2003）

則更具體的界定校外才藝學習係指學校教育以外的校外學習教育課程，有明

確動機與目的、固定課程與時數、需付費學習的補習教育課程，包括音樂、

繪畫、舞蹈、珠心算、美語、電腦、書法、作文、跆拳道等。 

由此可見，大部分研究者多認為才藝學習是學校體制外的額外學習，其

實不然。陳日英（1990）提到要發展兒童才藝教育，必須結合家庭、學校及

社會三者的力量，成效才大。目前國中小學校多設有才藝性社團，提供學生

做課外活動的選擇，進而推廣才藝教育。所以，才藝教育不再只是學校體制

外的教育，它範圍涵蓋了家庭、學校和社會。 

 

二、才藝學習現況 

隨著社會經濟起飛，九年一貫教育政策推動，強調多元智能發展，父母

對不同才藝需求與日遽增，坊間才藝班種類也隨著家長的需求而五花八門。

黃薈樺（2004）將才藝教育分為學術型與非學術型，學術型才藝包括兒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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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理補習班、數學（珠心算）、作文、電腦；非學術型才藝班，如音樂、

舞蹈、美術、陶藝、書法、圍棋，不同於一般的課後輔導安親班或課業家教。

楊淑雯（2005）則認為單就課程類型做區分，簡單分為功能性與藝術性兩類

課程。因此，才藝學習類型約略可區分為重視一般學校課業成就的學術型，

以及強調藝術能力發展的非學術型。 

雖說才藝班為了因應市場需求，數目大幅增加，但實際上是否有這麼多

學童參加才藝班呢？根據教育部資訊網公布，在 2001年以後對於「台灣地區

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學習及生活概況調查報告」一系列的結果顯示：國小

階段學生參加校外補習比率高於其他各級學校，且非功課類的補習漸漸受到

家長重視，學生參加比例大幅提升。蔡美芳（2003）針對校外才藝學習現況

和創造力關係進行研究時，也發現校外才藝學習年齡以小學時期最多，高達

66.14%，且以美語班最普遍，坊間五花八門的才藝班廣告充斥街頭，尤其在

國小地區更是明顯。黃薈樺（2004）對國小學童托育的研究也顯示有 61%國

小學童有上才藝補習班，而且有些學童不只學習一項才藝。由此可知，國小

學童才藝學習情形非常普遍。 

綜上所述，才藝學習種類包羅萬象，才藝班更分為眾多型態，其中又以

國小學童參與最為普遍。音樂才藝一般被歸類於非學術型才藝，有別於加強

學業成績而參與的學術型才藝，父母在面對不同類型才藝學習可能抱持著不

同態度與想法。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才藝學習，是單指音樂才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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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音樂才藝學習意涵與現況 

一、 音樂才藝學習意涵 

從文獻中發現，過去研究鮮少針對單一才藝學習作探討，而在音樂學習

研究中也多以「課外音樂活動學習」作討論（張國榮，1999；黃愍惠，2003），

對於音樂才藝定義未明。所以本研究欲從才藝學習與課外音樂活動學習之定

義著手，對「音樂才藝學習」作一說明。 

邱欣雁（2005）指出才藝學習是一種有明確動機與目的，固定課程與時

數來進行訓練的學習，且不同才藝的學習時間、學習內容及要求重點都有別

於一般學校教育。張國榮（1999）針對國小學童課外音樂學習經驗的研究指

出，「課外音樂活動學習」乃指國小學童除了課程標準所規定的校內音樂課程

之外，自行參與的音樂學習，且有明確音樂形式，經由國小學童實際及有意

向地參與之課程或活動。 

所以，音樂才藝學習並非課程標準所規定的校內音樂課程，而是一種有

明確形式、動機與目的，且固定時數、固定課程，並自行參與的音樂學習。 

 

近二十年來，由於經濟快速成長，國人生活條件普遍得到提昇，民眾學

習音樂的風氣日益興盛，從坊間林立的音樂才藝班到難以統計的私人音樂授

課方式，不難看出學校課程之外，音樂教育熱絡情形（葉文傑，2002）。而國

小學生學習音樂才藝，已經不只侷限於校內所排定的音樂課程，舉凡學校的

課外音樂性社團、音樂才藝班、私人音樂教學等學習管道，都提供了更為多

元的學習音樂方式。 

 

（一）學校課外音樂性社團 

學校音樂性社團一般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團體活動課程中的分組社團，

第二類則是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葉文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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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類：團體活動課程中的分組社團 

第一類團體活動課程中的分組社團依據團體活動課程標準實施，由校內

師資或從校外聘師資進行教學，每組按照活動進度上課，分組內容視各校師

資而定。分組一般採自由選組、配額選組或由學校統籌分組三種方式，上課

時間視各校情況而定，沒有統一時間。 

 

2. 第二類：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 

第二類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不同於上述分組活動，一般可分為學

校對外競賽團隊、表演團隊兩種。學校對外競賽團隊通常因為比賽需求而組

團，有時也會擔任頒獎典禮的配樂角色，而表現較為突出的學生，老師也會

鼓勵參加個人音樂比賽；表演團隊雖不參加比賽，但通常有定期或不定期的

公開演出，練習時間也比其他社團要多的多。這兩種社團進行方式多半會外

聘師資，練習時間安排在課餘時間，而且通常需要自行購買樂器，付費參加。 

一般而言，各國民小學的音樂社團大部分是第二類，不過他們也會利用

課程中的團體活動時間來練習，或是利用晨間活動及午間活動時間來練習。

這種社團注重表演及競賽，像是各校的弦樂團、管樂團、國樂團與直笛隊等，

常參加音樂比賽或音樂會演出，重視學生演奏能力，而且家長會主動關心學

生學習狀況。 

整體而言，學校課外音樂性社團中，第二類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

以比賽或表演為主要目的，有固定的練習時間與擬定的課程進度，而學童通

常是經過報名甄選後才能進入此種音樂性社團。第二類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

性社團定位較符合上述對音樂才藝意涵之定義，因此本研究剔除第一類團體

活動課程中的分組社團，只包含第二類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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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才藝班 

根據教育部民國八十八年頒訂的補習及教育法第六條中提及：「短期補習

教育，由學校、機關、團體或私人辦理，分技藝補習班和語理補習班兩類。」

音樂才藝班即屬於技藝補習班。這種短期音樂才藝補習班其一般來說是以「音

樂教室」統稱，如以團體方式經營的「河合音樂教室」、「山葉音樂教室」、「朱

宗慶打擊樂團」等，或是私人開設的音樂教室，主要有鋼琴、弦樂、管樂、

國樂等教學。 

另外有一種音樂才藝班是以課輔、才藝並重的教學方式，主要是因應現

代忙碌父母的需求。依據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制訂之「台灣省國小學童課後才

藝中心輔導管理要點」，才藝中心以收托 6至 12歲需托育並學習才藝之國小

學童為限，服務內容與安親班雷同，仍以生活照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體

能活動、才藝教學等事項為限，內容不得施以升學為主之課業輔導或升學文

理補習班。但才藝中心之才藝教學時數不得少於每週總活動時數的二分之

一。這種安親才藝班強調兒童的適性發展，結合才藝與興趣方面的知識技能，

加強社區服務的支持性多元功能，取代傳統消極的課後照顧（江佳樺，2005）。

多元化組合教學方式的才藝中心，同時兼顧托育與才藝學習兩種功能，近年

來也頗受大眾歡迎。 

 

（三）音樂個別教學 

除了上述兩種音樂團體社團之外，私人音樂個別教學也是學童常從事的

課外音樂活動。許多音樂科系學生會進行這種一對一的個別師徒式教學（黃

愍惠，2003），或是知名樂團團員也會利用空餘時間教導學生更專業的器樂演

奏技巧以及音樂知識。此種課程教材及教法會因施教者的經驗及背景有很大

的差異，其教學成效也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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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將音樂才藝學習定義為學童在課程標準所規定的

校內音樂課程之外，一種有明確形式、動機與目的，且固定時數、固定課程，

並自行參與的音樂學習。包括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坊間音樂才藝班、

音樂教室、音樂個別教學等。 

 

二、 音樂才藝學習現況 

近年來，隨著生活水準提升，家長給予子女溫飽，鼓勵孩子向學之餘，

也開始對子女有更多的期待，因此，除了希望孩子在學成績名列前茅之外，

亦越來越重視孩子的才藝教育培養。加上教育改革使升學管道多樣化，才藝

在升學評分項目可酌量加分，對才藝學習更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於是社會掀

起一股兒童學習才藝風潮，坊間才藝補習班更有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根據教育部的調查統計，2005年全國技藝類核准立案的補習班已較十年

前成長三倍多。從 1989年有關台北國小高年級學童才藝補習教育調查發現，

參與「音樂才藝班」人數在各類型才藝班中排名第三（僅次於英語和作文），

居於技藝類才藝之冠（葉雅馨，1989）；而十年後張國榮（1999）發現屏東縣

國小六年級學童參與校外課外音樂學習比例為 27.2%；直到近期吳雪菁

（2006）研究顯示花東地區國小兒童課外音樂學習比例高達 43.7%，佔將近

一半，黃薈樺（2004）也指出國小學童學習音樂才藝比例占非學術性才藝學

習者的 69%。從以上這些數據，均可見音樂才藝備受重視情形。 

音樂才藝學習種類五花八門，整理相關研究，對音樂才藝所做過的研究

種類約略有分鋼琴、國樂、西洋管弦樂器、打擊樂、合唱等（林邦傑，1986；

陳日英，1990；湯芝萱，1995；陳雅玟，2003）。由上可知，音樂才藝學習有

樂器演奏形式以及合唱兩種。根據研究者觀察，對家有學習音樂才藝學童的

父母來說，樂器添購費用無疑是學童學習音樂才藝過程中必要支出，且通常

在學習初期就需要購買。根據家庭壓力理論，此筆開銷會對家庭資源分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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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到家庭壓力是否形成。因此依照研究旨趣，本研究在

選取音樂才藝學習對象中，以有樂器演奏形式者為主要研究對象。 

 

從上述研究可知，國小階段學童音樂才藝學習普遍，且受家長肯定。然

而這樣的社會現象和轉變，是否已經造成父母在養育子女過程中增加許多不

同於以往的壓力，如才藝學習費用、接送與陪伴練習才藝的時間、對孩子的

才藝學習抱持期望等因素，值得進一步探究。 

 

 

參、影響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資源之因素 

在才藝研究相關論述中，針對單一才藝研究不多，而以音樂才藝為主做

探討更少。因此，除了音樂才藝相關研究論述整理之外，在此也從一般補習

班和才藝班現況做說明，作為後續討論之基礎。 

 

一、個人背景與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資源 

（一）子女性別 

葉雅馨（1989）調查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才藝補習教育研究顯示，不

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參加校外「音樂」補習教育情況確實有所差異，女生多

於男生，且「音樂」是女生最喜歡且參加時間最久的才藝。黃愍惠（2003）、

吳雪菁（2006）針對國小兒童課外音樂才藝學習研究也發現女性學童擁有校

外音樂才藝學習經驗比男性學童更為普遍。可見在女生在才藝學習方面仍傾

向於學習與傳統性別角色相符的才藝。 

性別對學習音樂才藝的影響除了比例上的差異之外，學習能否持久也是

令人關注的議題。有關國小學童音樂學習適應之相關研究中即指出，女生在

音樂學習適應的四個層面，包括同儕適應、師生適應、身心適應、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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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優於男生，因此在學習音樂才藝過程中，女生能持續不間斷學習比例高於

男生（謝佩倫，1999）。 

而在才藝學習花費上，宋莉萱（2006）研究即指出，父母給予國小學童

的才藝補習費不會因子女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且教育投資也不會因子女

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因此，子女性別不同，在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資源各個項目上是否有所差

異，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子女年齡 

張春桂（2004）有關國小學童補習之研究發現，在補習費用與補習時間

上而言，低年級學生皆高於高年級學生。但謝文德（2007）研究卻指出不同

年級的孩子，家長每個月所支付的補習費用並無顯著差異，也許是因為國小

學童參與補習情形很普遍，加上不同年級，參與的補習不一樣，如年級越高，

參與課業補習比例也越高；而學童年級越低，參與才藝補習、 安親班比例也

越高，所以不同年級無顯著差異。而宋莉萱（2006）以國小學童家長為研究

對象探討其家庭教育投資，發現當子女就讀年級越高，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成

本越多，且課業補習費用也越高；但研究也指出，在才藝補習費方面，子女

年級並沒有顯著差異。子女年齡不同是否對其音樂才藝學習資源產生顯著差

異，有待本研究進一步作探討。 

 

二、父母資源與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資源 

（一）父母社經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或經濟狀況是學者研究才藝學習時常關注的焦點。二十年

前謝效昭（1986）針對大台北地區兒童才藝班消費研究顯示，兒童參加才藝

班者其家庭多為中產階級。十年後汪詠黛（1995）也指出台灣兒童上才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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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和家長所得成正比。而近年來吳政峰與陳姿伶（2002）則以台灣地區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作分析，指出經濟戶長受教程度、家庭所得對孩童受教機會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若受教程度越高、家庭所得收入越高者，則小孩參與才

藝補習的機會越高，所花費的才藝補習支出亦將增多。蘇秀枝（2005）更將

焦點放在國小學童，以學童補習才藝做調查，發現父母親學歷越高，有工作，

家庭收入越高，學童補習才藝機率越高。從歷年研究顯示，父母社經地位越

高，家庭收入越多，子女才藝學習機率越高，才藝學習花費支出也較多（邱

定雄，2001；張春桂，2004；江佳樺，2005），且參與越多種才藝補習（謝文

德，2007）。此外，當父母社經地位高，家庭收入高，在選擇子女音樂才藝學

習場域時，也會傾向以高消費的音樂個別教學為主（黃愍惠，2003）。 

 

（二）父母時間分配 

楊淑雯（2005）研究指出父母認為在孩童學習才藝的過程中，應當扮演

著觀察者、引導者角色，家長需要陪孩子一起學習和成長，適度關心與陪伴，

才能發揮才藝教育最大功能。因此，父母能否花時間陪伴孩子學習，對子女

學習才藝過程是很重要的。David和 Robin（2002）即指出，學習音樂才藝，

家庭需要付出高額的時間，尤其是父母陪伴孩子練習樂器的時間更是不可

少。根據筆者觀察，父母若願意投入較多時間陪伴孩子，孩子能從父母的關

心得到支持，遇到困難時也較不會放棄，其才藝學習時間通常比較長久；且

若父母願意花時間陪伴孩子練習音樂才藝，孩子比較不會找藉口偷懶，也會

投入較多時間在練習音樂才藝上。因此，父母時間分配，對子女學習音樂才

藝可能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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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認知與影響因素 

 

隨著音樂才藝學習逐漸受到重視，在父母面對孩子學習音樂才藝的同

時，究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認知？而影響此認知的因素又有哪些？以下就從

相關文獻中逐一作說明。 

 

壹、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 

本研究主要探討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但由於有關音樂才

藝研究甚少，資料蒐集不易，多數研究皆探討廣義才藝學習，而未針對音樂

才藝做討論，因此試以廣義的才藝學習之相關研究分析，作為架構本研究之

基礎。 

 

早期探討父母安排子女學習才藝的認知，其相關敘述多散見於親職教育

之期刊雜誌、文章中。楊淑雯（2005）即依據親職教育期刊、文章中有關父

母選擇才藝班所抱持的認知論點，歸納整理了十二個父母讓孩子學習才藝的

因素，包括「強健身心」、「盲目跟從時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觀念」、「重

視孩子早期教育及訓練重要性」、「父母小時候沒學，希望孩子能學」、「有足

夠的經濟與時間關心孩子教育」、「為了填補孩子空閒時間，增加休閒娛樂活

動」、「家長補償心理，為了填補一部份無暇管教時間」、「增加孩子培養各種

興趣與才能的機會，激發潛能」、「怕孩子輸在起跑點上」、「補足學校藝能教

育不足」，以及「投資心態，希望孩子習得一技之長」等因素。 

近年來隨著孩子學習才藝風氣日盛，國中小學童參加才藝教育與學習的

問題日漸受到重視，相關議題研究開始發展，在有關父母安排子女才藝選擇

的認知研究，多是從父母為孩子選擇才藝班、補習班、課後安親班時所考量

的購買動機與消費決策關係著手（謝效昭，1986；陳雅玟，2003；張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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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江佳樺，2005）。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會因為內在心理因素與外在文

化、社會影響而產生不同消費動機（陳雅玟，2003）。換句話說，當父母讓子

女學習才藝時，其所抱持的認知是複雜且多元的。 

從相關論述與研究顯示，父母安排子女學習才藝之認知涵蓋許多項目，

如「滿足父母虛榮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一圓父母兒時夢」、「怕孩子

輸在起跑點上」、「家長補償心理」、「填補孩子空閒時間」、「孩子能習得一技

之長」、「培養孩子能力」、「順應孩子興趣」、「重視孩子早期教育」、「補足學

校藝能教育不足」、「未來推甄入學需要」、「跟從流行時尚」、「親友推薦及廣

告宣傳」等。下表所列（表 3-1-1）。 

 

從表 3-1-1可知，「怕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是討論父母支持子女學習才藝

之動機時最常被提及的因素（林育瑋，1988；宋菊琴，1991；孫敏芝，1995；

汪詠黛，1995；盧淑貞，2004），而這現象似乎也顯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是華人在教養子女時無法拋開的信念，父母面對孩子學習才藝的同時，這種

根深蒂固想法會不斷浮現。隨著雙薪家庭增多，父母忙於事業，無暇照顧子

女，於是選擇將孩子送去學才藝，一方面為安排孩子課後活動，避免無所事

事，另一方面也期望透過讓子女參與才藝課程，稍稍減低自己無法妥善照顧

教養子女的罪惡感（宋菊琴，1991；孫敏芝，1995；郭靜晃，1995；盧淑貞，

2004）。另外，要以子女有興趣，培養孩子能力作為父母支持孩子學習才藝之

前提，也是許多學者強調的一環（王鍾和，1998；陳雅玟，2003）。除此之外，

近幾年因為外在社會環境因素改變，如教育政策轉變，學校教育不足的情況

下，使父母支持子女學習才藝的動機更多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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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認知   

研究者 年代 滿

足

父

母

虛

榮

心 

望

子

成

龍

望

女

成

鳳 

一

圓

父

母

兒

時

夢 

家

長

補

償

心

理 

填

補

孩

子

空

閒

時

間 

培

養

孩

子

能

力

順

應

孩

子

興

趣

重

視

孩

子

早

期

教

育

補

足

學

校

藝

能

教

育

不

足

未

來

推

甄

入

學

需

要

跟

從

流

行

時

尚

親

友

推

薦

研究、論述主題 

林邦傑 1986      ˇ       才藝班的意義 

黃梅英 1987 ˇ  ˇ   ˇ       才藝教育目的 

林育瑋 1988  ˇ      ˇ     兒童才藝班 

陳日英 1990 ˇ ˇ    ˇ ˇ ˇ   ˇ  才藝教育 

劉玲琳 1991  ˇ    ˇ       兒童才藝學習 

宋菊琴 1991  ˇ  ˇ  ˇ  ˇ     選擇才藝班 

郭靜晃 1995 ˇ ˇ  ˇ   ˇ ˇ   ˇ  兒童發展、才藝教育 

孫敏芝 1995 ˇ ˇ ˇ  ˇ    ˇ    才藝班現況 

汪詠黛 1995 ˇ ˇ ˇ        ˇ  兒童才藝班現況 

張福壽 1995      ˇ      ˇ 心算補習班家長決策行為 

王鐘和 1998 ˇ     ˇ ˇ      父母管教、子女表現 

陳惠文 1998     ˇ ˇ       中小學才藝班 

黃雪萍 2001  ˇ  ˇ ˇ  ˇ    ˇ ˇ 校外數學補習研究 

邱定雄 2001     ˇ ˇ     ˇ  課後安親班家長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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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滿足父母虛榮心」在過去研究中頗受重視（黃梅英，

1987；陳日英，1990；汪詠黛，1995；孫敏芝，1995；郭靜晃，1995；王鐘

和，1998），但近幾年研究漸漸不再提及此項動機。過去父母讓子女學習才藝

常以表演或炫耀為目的，透過孩子才藝表演所贏得的掌聲或他人羨慕眼光，

來滿足父母的虛榮心。但在現代社會，才藝學習漸趨普遍，已不再侷限於少

數人才有機會學習，因此，當兒童學習才藝成為一種風氣時，父母讓子女學

習才藝之動機也慢慢有所轉變，開始崇尚潮流，認為學習才藝是時尚的代表，

為了趕流行，而讓孩子加入才藝學習行列。 

 

父母支持子女學習才藝的想法繁多，但彼此有其內涵相似之處，如「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怕輸在起跑點上」這種以父母自身對孩子期望的認知；

或是現代父母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孩子，因此選擇才藝班做為托育場所；亦或

重視孩子教育，透過才藝學習發展潛能；更有因「推甄入學需要」、「補足學

校教育不足」這種受社會政策影響之動機。因此，綜合以上所述，父母讓孩

子學習才藝之動機大致可分為「家長期望」「填補時間」、「能力培養」、「子女

興趣」與「社會潮流」五個面向：  

（一） 家長期望：指父母自身對孩子所抱持的期望。包括「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怕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比自己強」、「一圓父母

兒時夢」與「自己小時候沒機會學習」等，本研究將此意涵較為相似

之動機統整為「家長期望」。 

（二） 填補時間：指家長可能因工作忙碌，無暇照顧子女，因此想利用讓

孩子學習才藝，補償無法陪伴孩子的缺憾、也藉此避免孩子空閒時間

無所事事。因此本研究將「工作忙碌、利用才藝班照顧孩子」、「透過

才藝班彌補無法陪伴孩子的缺憾」與「填補孩子空閒時間」等動機歸

納為「填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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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力培養：指透過才藝學習，培養子女心智能力，以及習得一技之

長。因此本研究將「發展孩子潛能」、「培養孩子專注、穩定能力」、「培

養孩子音樂能力」之動機統整為「能力培養」。 

（四） 子女興趣：許多才藝相關論述皆提及順應孩子興趣是父母考慮讓孩

子學習才藝的重要原因之一（郭靜晃，1995；黃雪萍，2001；陳雅玟，

2003；江佳樺，2005；楊淑雯，2005），因此本研究將「孩子自己要求

學習」與「孩子有興趣學習」統整為「子女興趣」。 

（五） 社會潮流：才藝學習常會受社會環境而影響，如學習才藝是因為補

足學校藝能教育不足、未來推甄入學需要；或是因為跟從流行時尚、

親友推薦及廣告宣傳等。因此本研究將此性質相近之動機統整為「社

會潮流」。 

 

其中「滿足父母虛榮心」這動機在近幾年研究中鮮少被提出討論，所以

在此剔除此動機選項，不列入本研究父母支持子女學習才藝之動機的選擇項

目中。 

 

以下就分別敘述各構面內涵： 

一、家長期望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大多數做父母的心願，在愛子心切的立場，

父母總是擔心孩子跟不上別人，跟不上時代的腳步，父母若看到孩子周遭朋

友都學習才藝，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造成日後成就低落，會開始栽

培孩子，讓孩子多才多藝，希望孩子比自己強，以適應現代快速變遷的社會

（陳日英，1990；宋菊琴，1991；汪詠黛，1995；張春桂，2004；謝文德，

2007）。 

另外，父母自身過去經驗也會影響對子女所抱持的期望（邱欣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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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送孩子學習才藝，也許只是希望孩子能實現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父母

可能會因為自己小時候沒有辦法學習，為了一圓自己兒時夢，而送孩子去學

習才藝（黃梅英，1987；汪詠黛 1995；孫敏芝，1995）。所以，父母會將自

己小時候無法學習才藝的遺憾投射到孩子身上，因而送孩子學習才藝，希望

孩子幫自己實現未完成的夢想。 

 

二、填補時間 

邱定雄（2001）在國小學生課後安親班服務市場消費行為之研究中指出，

隨著時代的進步，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國民所得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準提

高，越來越多家庭婦女加入就業市場，造成國小學生課後無人照顧之問題，

因此，家長對於國小學童課後活動安排需求日益增加。孫敏芝（1995）即指

出，現代家長忙於事業，無暇照顧子女，才藝班崛起為家長填補一部份無暇

管教的時間。郭靜晃（1995）也認為家長因為工作忙碌，愧疚與補償心理所

致，期望透過讓子女參與才藝課程，稍稍減低自己無法妥善照顧教養子女的

罪惡感。近年來隨著雙薪家庭增加，父母忙於工作的情形趨於嚴重，沒有時

間陪伴孩子，有些家長會認為孩子整日無所事事，所以將小孩送到才藝班學

習，希望透過才藝學習，能幫助學生適當規劃課外生活（陳惠文，1998；黃

雪萍，2001）。 

 

三、能力培養 

郭靜晃（1995）指出，才藝學習有助於幼兒教育、學習與發展。父母為

了能讓子女日後身心發展良好，所以日益重視早期教育及訓練，希望透過才

藝學習，促進孩子潛能發展，因此才藝學習年齡層也逐漸下降（林育瑋，1988；

莊麗卿，1990；宋菊琴，1991）。張春桂（2004）以台南市國小學童課後安親

班、才藝補習班所做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家長為學童選擇課後補習班時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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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培養孩子的能力」，父母多以培養孩子興趣、氣質、創造力、自信心等為

首要考量。美國有關才藝學習研究即指出，父母送孩子學習音樂不只注重孩

子音樂潛能發展，而是更注重學習音樂所得到的其他教育價值（David & 

Robin, 2002）。參加課外才藝課程活動的學童發展較好，如外在行為問題較

少，社會互動能力較佳，學業成績較佳（Posner ＆ Vandell, 1994）。重視孩

子性向和身心發展，進而激發孩子潛能，是父母在面對孩子學習才藝時的重

要考量。 

 

四、子女興趣 

現代父母的教養觀反映了西方社會「以孩子為中心」觀念，認為重視孩

子意見與需求是很重要的（李秀華，2001）。所以孩子有意願學習才藝，父母

就會提供孩子所需，讓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王鍾和，1998）。林邦傑（1986）

也指出，孩子興趣和態度的培養重於才藝訓練成果，所以應當增加孩子培養

各種才藝的機會，順著孩子的興趣，讓他去發展和學習。才藝學習不是家長

付費，子女參與即可，家長瞭解孩子的興趣與能力才最為重要（郭靜晃，

1995）。陳雅玟（2003）以大台北地區家長對才藝班消費決策取向做研究時，

強調家長選擇才藝班時，兒童是重要角色，所以不可忽略兒童本身參與才藝

班意願對父母的影響，其研究結果亦顯示，家長在選擇才藝班時以使用者取

向居多，會將孩子意見作為主要考量。江佳樺（2005）對彰化地區國小家長

做安親班才藝消費傾向探討也指出，有 50.3%的家長因為孩子有興趣而讓孩

子學習音樂才藝。可見父母為子女挑選才藝班時，顧及子女的興趣、能力與

需求，且以孩子意見為主。 

 

五、社會潮流 

Alice（2005）提到學校教育往往是決定學生課外才藝學習很重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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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學校有正規的藝能教學課程，但是教育系統卻常常沒辦法幫助人們發展

個體的天份，因此必須提供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幫助孩子發展出他們的天

份。國民小學智育掛帥，五育不均的教育生態，助長了坊間才藝班蓬勃發展，

學童在才藝班學習，補足學校藝能教育的不足（孫敏芝，1995）。隨著教育改

革浪潮，「多元入學」方案實施，「特殊才能與在校藝能表現」是各校明文規

定的一項成績考量，擁有才藝的學童在升學考試中佔有較多優勢（黃秀霞，

2004）。而利用申請入學則是多元入學方式一種方式，多半由各校自訂標準，

通常除了要求相當的學業成績之外，還要求參加各式比賽、班級幹部、或特

殊才藝等條件（聯合報，2000）。這樣的多元入學條件，更使得坊間才藝班如

雨後春筍般大量設立（蘇秀枝，2005）。因此，父母為了因應升學需要，讓孩

子有比別人更多的機會，送孩子學習特殊才藝是必然現象（張志雄，2002）。

張春桂（2004）研究即指出，父母會從學校課業因素做考量，例如增進孩子

學業成績、因應學校考試，或是未來推甄需要、學習特殊專長等原因，來為

孩子選擇才藝補習班。當今社會競爭大，家長還是希望孩子能養成為未來作

準備之能力，以便未來社會需求，讓孩子學才藝，增加競爭力，較容易立足

於社會（陳日英，1990）。 

除了上述的升學優勢是父母支持子與學習才藝的動機之外，社會流行趨

勢也是重要的認知。黃梅英（1987）認為大人的趕流行心態是讓孩子學習才

藝的原因之一，如隔壁鄰居或親戚的小孩學習才藝，也要自己的孩子去學。

陳雅玟（2003）有關家長對學齡子女才藝班選擇研究即指出，有五分之一的

家長會尋求親友的建議作為自己是否讓孩子學習才藝的參考。父母相信學習

才藝是一種流行時尚的代表，若孩子沒有學習才藝，或是沒有參加時下流行

的才藝班會跟不上時代（郭靜晃，1995；陳雅玟，2003；張春桂，2004）。江

佳樺（2005）對彰化地區家長所做的調查研究也顯示，有 34.3%的家長因為

時代趨勢影響，而選擇讓子女學習音樂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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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面對子女學習才藝之時，其實是抱持著許多不同的認知。也許是

「以父母為中心」出發，展現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不希望孩子輸在

起跑點上（宋菊琴，1991；孫敏芝，1995；汪詠黛，1995；盧淑貞，2004）

而隨著雙薪家庭增多，家長忙於事業，無暇照顧子女，才藝班能幫助家長填

補一部份無暇管教的時間，避免孩子虛晃度日（宋菊琴，1991；孫敏芝，1995；

郭靜晃，1995；盧淑貞，2004）；或是「以子女為中心」思考，子女有興趣學，

父母也想藉此培養孩子能力，所以支持孩子學習才藝（王鍾和，1998；陳雅

玟，2003）；亦或是「迎合社會現狀」，近年來教育改革，擁有才藝成為升學

的重要條件之一，也促使父母選擇讓孩子學習才藝（黃秀霞，2004）。父母安

排孩子才藝學習時所抱持的認知繁多，且國小學童才藝學習決定權多半在父

母手中（袁一如，2003），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父母安排子女學習才藝之

不同認知。 

 

貳、影響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認知之因素 

一、個人背景與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 

（一）父母性別 

楊淑雯（2005）研究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對兒童參加才藝班的部分態度

與行為達顯著差異，在需求層面、選擇認知皆有所不同，女性比男性更認為

孩子需要學習才藝，也比男性在乎才藝學習能否補足學校教育不足之處。因

此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是否會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值得進

一步探究。 

 

（二）子女性別 

Kashiwagi在 1984年研究發現，母親會因為子女不同性別而有不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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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信念，包含對子女的教育、未來成就的期望、家庭觀等（引自李秀華，2001）。

Xie 和 Hultgren（1994）研究指出，父母對兒子會有較高的期望，認為兒子

的成就代表著家庭的光榮；相較而言，女兒成就好壞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會給予兒子較多的才藝訓練和教育。張春桂（2004）有關學童參與課後

補習家長動機研究則顯示，父母可能因為沒有時間照顧孩子而讓他補習，且

此現象男孩顯著高於女孩。不過張志雄（2001）研究卻顯示父母讓子女參加

外語補習班之動機不太會因為子女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子女性別的

不同，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認知是否有所差異，實有待進一步探究。 

 

（三）子女年齡 

家長對孩子課後補習或課後輔導的消費決策行為研究顯示，不同年級在

學業課業、安親照顧與交通接送上有顯著差異，年級越高參與課後補習之動

機會以加強學校課業為主，而年級越低其課後補習動機則以安親照顧和交通

方便為優先考量（張春桂，2004；謝文德，2007）。張志雄（2001）也指出孩

子年齡越大，父母越會因為要因應升學需求而讓孩子參加外語補習。上述研

究皆說明子女年齡不同，可能使父母安排孩子補習的認知有所差異，而這樣

的現象是否也會出現在父母面對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所抱持的認知上？是本

研究想瞭解之處。 

 

二、父母資源與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 

（一）父母社經地位 

不同社經地位父母可能因為基本生活條件不同，因而對教養子女產生不

同的想法與價值觀（王鍾和，1993）。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發現，教育程

度越高的父母，認為孩子在發展上應自由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學習過程中

孩子是主動角色，期望孩子能有好的待人處事態度，藉此發展良好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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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吳秋鋒（2002）則認為教育程度高低會影響父母接受教養觀念和資源的情

形，教育程度愈高的父母愈重視孩子特質的發展和外在環境和經驗累積對孩

子的影響，且愈投入於孩子的學習活動。所以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對子女學習

音樂才藝的參與認知上應該會傾向於重視孩子興趣發展，注重孩子在音樂才

藝學習過程中所發展的能力。 

 

陳雅玟（2003）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對消費決策取向的影

響很大，以技術工作為業的家長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容易認為若子女未

參加時下流行的才藝班會跟不上時代，喜歡讓子女參加熱門的才藝班。張春

桂（2004）更進一步指出當父母面對子女是否要補習時，父母社經地位越低，

在子女期許、學校課業、交通接送、訊息取向的考量則越高。因此，父母社

經地位的不同，可能會影響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不同。 

 

（二）父母時間分配 

從才藝學習相關研究可發現，父母可能因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陪伴孩

子，所以送孩子到才藝班（郭靜晃 1995；盧淑貞，2004）。莊麗卿（1990）

也提到父母在為孩子選擇才藝的同時，是否擁有「時間」陪伴孩子，會影響

父母對孩子學習音樂才藝時所抱持的認知。因此，本研究欲從「工作時數」

與「父母陪伴子女練習樂器時間」來探討父母是否會因為時間分配上的不同，

而讓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動機也會有所不同。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個人背景因素、父母資源中父母社經地位、父母時

間分配等因素，皆有可能會造成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上的差

異，因此本研究就以這些變項做進一步的探討。 

 

國外越來越多研究體認到父母內在認知活動與外在行為有密切關係，因



 31

此只研究父母行為層面是不完整的（林惠雅，1999）。但整理國內相關研究，

大多數還是以父母行為面為主要探討方向（吳雪菁，2006；孫碧蓮，2002；

黃春枝，1986）。缺乏探討父母本身在教育孩子上的認知之研究。而隨著社會

環境急速改變的衝擊，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成為許多父母在養育孩子過程中會

面臨的事件，在這樣的情境下，父母究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來看待子女

學習音樂才藝？因此，本研究將主體聚焦在家有學習音樂才藝國小學童之父

母，欲瞭解父母在此階段中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認知，以期擴展相關研

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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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親子關係意涵與影響因素 

 

壹、親子關係之意涵 

早期研究親子關係著重父母對子女單向之影響，但 1960年代之後，隨著

兒童發展漸受重視，研究也發現孩子是主導親子關係的主要因素（林惠雅，

2000）。一方面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與行為會影響子女；另一方面，子女的行

為也會影響父母（陳春秀，2000）。所以，已有大量研究發現親子關係是一個

雙向互動關係模式（羅國英，2000；羅品欣，2003；）。社會工作辭典（2000）

將親子關係定義為「父母對子女教養的態度，與親子之間心理的交互作用反

應」。即說明了親子關係是一種父母與子女間相互對待的態度，透過交互作用

之歷程，產生互為影響的結果。 

親子關係是人際關係的一種（李孟真，1999；羅國英，1997；羅品欣，

2003）。但親子關係擁有不同於一般人際關係的特質，Kuczynski（2003）即

指出親子關係有互動型態的多樣化、長時間的親密關係、互相依賴但不對稱

的權力狀況、與不自覺的產生關係四種特質。所以親子關係是一種複雜且特

別的關係，表現在親子相處互動與情感交流上。在家庭教育領域裡，親子關

係向來是國內外學者關切的議題，而各學者因研究關注焦點與認知不盡相

同，對於親子關係之意涵、探討面向也因人而異，進而發展出不同的親子關

係研究向度。 

 

在親子關係研究中，過去文獻多以父母的教養方式、教養行為為主要研

究因素（羅國英，2000）。而近年來研究者開始強調父母教養與親子關係概念

的區隔，Russel在 2002年指出父母教養多為教養行為或類型的討論，而親子

關係則關注在情感、衝突與權力，親密與控制，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引自

陳富美，2007）。因此，Gongla與 Thompson（1987）認為親子關係能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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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互動」與「心理互動」來探究，所謂身體互動是指親子間溝通與接觸的程

度，此即「互動頻率」；心理互動是指親子間所形成溫暖、親密、支持與認同

感，此即「互動內容」。以此為依據，李玟儀（2003）指出親子關係是指父母

與子女間的互動關係，包括親子間的互動反應與支持，以及親子雙方在語言

上的交談與溝通。林妙娟（1989）則具體指出親子關係包含親子之間的關愛、

情感、溝通三個向度。李月櫻（1994）更進一步以親子溝通、親子支持和親

子信任來說明親子之間互動情形。親子溝通是指平常與父母溝通討論的情

形；親子支持是指父母對子女的關心、情緒支持困難協助與尊重等；親子信

任則是指父母對子女交友、生活及行為上的關懷與信任。由此可知，親子關

係是親子雙方不斷進行互動與回饋所產生的關係，其關係好壞多數建立在信

任、情感與溝通三個面向。 

有些學者也會以單一面向做進一步探討，以求更深入瞭解親子關係情

形。如羅國英（1997）將研究焦點放在親子情感面，以同理感、認同感、負

面情感、溝通品質、權力落差感、被重視感等面向來探討；亦或陳春秀（2000）

針對親子溝通情形探討親子關係。 

除此之外，劉焜輝（1986）將親子關係做更細的分類後，指出親子關係

態度特性可分為父母對子女的態度或子女對父母的態度，強調子女能否有自

主性、獨立性是判斷親子關係優劣的一項指標。因此王淑娟（1994）提出一

般青少年的家庭關係適應，除了從溝通、情感交流與信賴感建立檢視其相互

關係外，子女是否有獨立自主空間也很重要，認為親子關係應建立在朋友般

的基礎上，透過友誼性的相處，情感上的交流，信任對方，且給予自主、獨

立空間，親子關係將趨於正向。張秋桂（2003）則以此為參考，進一步提出

親子關係可建立在「互信」、「情意」、「溝通」與「理性」四個向度：「互信」

是指親子間相互信任的感受，包含父母信任子女在外的行為表現；而子女亦

信任父母、能與父母商量事情。「情意」指親子間情感交流的互動情形，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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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彼此交流、分享心情感受等情感上的互動與來往。「溝通」指親子間交

談溝通情形，包含父母與子女之間討論事情、溝通不同意見等。「理性」則是

指親子間是否具備獨立性、自主性、不事事依賴。因此，親子關係好壞除了

有無良好溝通，以及溫暖、支持、認同的相互信任感，還取決於情感能否交

流、是否能用理性態度相處。 

 

由以上敘述可知，各研究的親子關係面向不一，端看學者所關注之焦點

為何。上述各研究面向整理如下（表 2-4-1）： 

 

表 2-4-1  親子關係相關論述之面向整理 

親子關係面向  
研究者 信任 獨立 情意 溝通 

Gongla＆Thompson（1987） ◎  ◎ ◎ 
王淑娟（1994） ◎ ◎ ◎ ◎ 
李月櫻（1994） ◎  ◎ ◎ 
羅國英（1998） ◎  ◎ ◎ 
陳春秀（2000） ◎ ◎ ◎ ◎ 
李玟儀（2003） ◎   ◎ 
張秋桂（2003） ◎ ◎ ◎ ◎ 

 

進一步探討各面向的內涵，發現親子關係各面向之內涵並無法清楚界

定，每位學者各自有不同的關注焦點，進而產生不同研究面向，而其面向內

涵或多或少有所重疊。因此本研究統整上述文獻內容後，整合內涵相似之處，

將親子關係分成「相互信任」、「情感交流」、「溝通陪伴」三個構面（參表

2-4-2）： 

1. 相互信任：親子關係中，父母對子女交友、生活及行為上的關懷與信任是

很重要的（李月櫻，1994）。父母信任子女在外的行為表現；而子女亦信

任父母、能與父母商量事情（張秋桂，2003）。當父母信任孩子時，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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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孩子更多自主、獨立的空間（王淑娟，1994）。因此在此將「信任」、

「獨立」統整為「相互信任」。 

2. 情感交流：主要是指親子間彼此交流、分享心情感受等情感上的互動與來

往（張秋桂，2003）。正向的親子情感通常來自於父母對子女的關心、情

緒上的支持（李月櫻，1994）。同時雙方能互相尊重、瞭解對方的感受（羅

國英，1998）。而除了正向情感外，負面情感也不容忽視，在親子情感互

動過中，難免會產生焦慮和無奈的心情，此時親子關係也易產生衝突（羅

國英，1998）。  

3. 溝通陪伴：與對方溝通的意願和頻率（羅國英，1998）。通常指語言上的

交談與溝通（李玟儀，2003）。親子間交談溝通情形，包含父母與子女之

間討論事情、溝通不同意見（張秋桂，2003）。而親子間的相處陪伴可能

增加親子溝通頻率與意願（陳春秀，2000）。所以在此「溝通」面向依照

其內涵修正為「溝通陪伴」 

 

表 2-4-2  親子關係構面內涵出處 

  文獻出處 
構面 研究論述內涵 Gongla＆

Thompson 
(1987) 

王淑娟

(1994) 
李月櫻

(1994) 
羅國英

(1998) 
陳春秀

(2000) 
張秋桂

(2003) 

親子彼此能互相認同。 ◎ ◎ ◎ ◎ ◎ ◎ 
信任子女在外表現  ◎ ◎  ◎ ◎ 
給予孩子適當自主性  ◎   ◎ ◎ 

相互

信任 

子女願意適時向父母表達需求  ◎   ◎ ◎ 
彼此分享心情感受 ◎ ◎  ◎ ◎ ◎ 
表達自己對對方的感覺    ◎   

情感

交流 
瞭解、尊重對方想法  ◎ ◎ ◎ ◎ ◎ 
能參與彼此活動  ◎   ◎ ◎ 
願意花時間陪伴對方  ◎   ◎ ◎ 

溝通

陪伴 
彼此願意溝通討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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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親子關係構面內涵為： 

1. 相互信任：指親子間相互信任的感受。包含父母信任子女在外表現，給予

孩子適當自主性；而子女亦能信任父母，願意適時向父母表達需求。 

2. 情感交流：指親子間情感交流的互動情形。包含親子間對彼此分享心情感

受，真實表達自己感覺，尊重、瞭解對方感受。 

3. 溝通陪伴：指親子間溝通的意願與頻率，包含語言和非語言互動的情形。

父母與子女之間能運用傾聽、反應、同理與回饋等技巧做溝通；父母願意

參與子女活動，且有足夠時間與耐心陪伴孩子。 

 

親子關係是父母與子女間不斷進行互動所產生的關係，其範圍涵蓋親子

間的互動行為與情感連結等內涵（羅國英，1998）。由於本研究是從父母觀點

出發，欲檢視父母在子女學習音樂才藝的過程中，所抱持的態度與扮演的角

色，所以建構親子關係構面時，著重在父母與子女互動情形，以及評估父母

所知覺的感受，做為衡量親子關係之依據。因此，集結各學者及文獻資料對

親子關係的說明，本研究親子關係以「相互信任」、「情感交流」、「溝通陪伴」

三個向度為主要架構，同時為了強調子女學習音樂才藝對家庭所帶來的影

響，研究者結合身處音樂教學現場所觀察的親子關係現象，最後以父母面對

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作為測量之依據。 

 

貳、影響親子關係之因素 

一、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與親子關係 

當父母面對子女學習時，會因父母本身所持有的動機、認知、情感不同，

而有不同行為表現，且展現在親子關係中（李孟真，1999）。因此，父母支持

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所抱持之認知不同可能會影響親子關係，其親子關係

也隨著教養認知上不同而有所差異（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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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期望 

在台灣著重升學的環境中，追求學業成就是學齡階段兒童主要壓力來

源。大部分父母都希望子女能有比自己更好的成就，因此不僅孩子從補習、

作業及考試過多中感到壓力，父母也因為督促、接送孩子補習、輔導功課而

感受到壓力（徐綺穗，1998）。當家長期望孩子有好表現，對於孩子的「學業

成就」非常在意時，明顯造成父母親職上的壓力，而導致親子關係不佳（李

惠瑩，2004）。升學掛帥的台灣社會，學業已成為親子關係緊張的重要因素（羅

國英，2000）。楊子萱（1998）即指出，華人世界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很高，也

會要求孩子符合父母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待，但這樣的高度期待，也

造成親子衝突，影響其親子關係。因此，父母應對子女學習建立合理期望，

避免過高期望造成子女壓力，影響親子關係（王仁志，2006）。 

一般課業學習很可能因父母期望過高，孩子壓力大，使親子關係緊張，

而在國小學童音樂才藝學習上，是否也會有相同的情形？目前學習音樂才藝

已成為潮流，在這樣的潮流之下，父母對孩子學習音樂才藝若抱持著較大期

望，要孩子表現優異，才華出眾，是否會造成親子關係不良？值得進一步探

究。 

 

（二）填補時間 

Gongla 與 Thompson（1987）認為親子關係能從「身體互動」與「心理

互動」來探究，增進身體互動頻率及心理互動感受將能促進親子關係良好發

展。但有關才藝學習論述常指出，父母可能因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陪伴孩

子，所以送孩子到才藝班（郭靜晃 1995；盧淑貞，2004），這樣的情形造成

父母與孩子互動機會少，親子關係可能比較無法獲得良好發展（王仁志，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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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培養 

楊子萱（1998）探討國小高年級兒童親子衝突研究顯示，為孩子打好基

礎是父母自覺對子女的重要任務，所以除了待人處事培養，父母更提供孩子

學習各項才藝的機會，但若是孩子不肯學習時，親子衝突因而產生。陳昭吟

（2001）針對國小音樂班家長所做的研究調查即顯示，音樂班家長普遍認為

孩子在國小階段學習音樂，是以培養能力與興趣為主，至於未來升學是否繼

續朝音樂專業發展，還是以孩子意願為主要考量。由此可知，父母考量能力

培養因素安排孩子學習音樂才藝本身認知是好的，但若是不顧孩子本身興

趣，硬是要孩子學習才藝，反而會造成親子關係變差。父母應該讓孩子在學

習音樂過程培養能力與興趣，相信孩子，給孩子更多自主機會，才能維持良

好親子關係（陳春秀，2000；張秋桂，2003）。 

 

（四）子女興趣 

宋菊琴（1991）指出，安排孩子學習才藝要以孩子的興趣為重要選擇。

父母要理性的看待孩子的才藝學習，不要過度關心、要求和保護，這樣可能

會使孩子誤解父母的用心。若父母以自己的意願為孩子做選擇而置子女的興

趣不顧，會造成親子關係緊張（莊麗卿，1990）。李秀華（2001）也指出現代

父母的教養觀反映了西方社會「以孩子為中心」觀念，認為重視、聆聽孩子

意見與需求是很重要的。父母若常以權威方式來說服孩子，缺少良好的雙向

溝通，親子關係容易產生衝突；若能以平等、討論的方式，彼此分享喜好、

情感、需求，親子間相互瞭解，將增加親子間的和諧度（陳春秀，2000）。 

父母是孩子成長中相當重要的領導者，而兒童期孩童正處於人生發展快

速的階段，除了生理的變化，也會面臨一些心理上的轉變，影響與父母間的

關係，像是孩子會有一些想法和父母不同而產生爭執。因而影響親子關係好

壞（羅國英，1997）。學齡階段孩子獨立性比學齡前孩子強許多，會傾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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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自主權，因此父母讓孩子學習才藝時，應站在孩子角度，深入瞭解並尊

重孩子內心想法，這樣的作法將有助於親子關係順利發展（林妙娟，1989）。 

 

（五）社會潮流 

隨著教育改革浪潮，「多元入學」方案實施，「特殊才能與在校藝能表現」

是各校明文規定的一項成績考量，擁有才藝的學童在升學考試中佔有較多優

勢（黃秀霞，2004）。所以父母為了因應升學需要，送孩子學習才藝（張志雄，

2002；張春桂，2004）當今社會競爭大，家長還是希望孩子能養成為未來作

準備之能力，以便未來社會需求，讓孩子學才藝，增加競爭力，較容易立足

於社會（陳日英，1990）。但在子女大量學習、父母高度期望情況下，卻可能

在親子互動時產生壓力，而破壞親子關係（徐秀娟，2000；王仁志，2006）。 

除了上述的升學優勢是父母安排子女學習才藝的認知之外，社會流行趨

勢也不斷被強調。但學者主張不要因為趕流行就要孩子學習，應瞭解孩子不

同年齡的需求以及發展任務和能力，再提供適當的才藝課程，配合孩子興趣

與能力所能負荷程度，這樣才能達到快樂的學習，進而維持良好親子關係（郭

靜晃，1995；吳政峰與陳姿伶，2002）。 

 

在學音樂才藝過程中，親子間因為才藝學習而可能增加溝通討論機會，

如練習時間如何訂定、何時購買新樂器、是否繼續學習等。若父母孩子與父

母間像朋友般相處，相互信任，並有良好的溝通，彼此能分享心情感受，其

親子關係會越佳（李月櫻，1994；陳春秀，2000；張秋桂，2003）換句話說，

在孩子學習才藝過程中，家長若抱持由遊戲中學習才藝，發展才能的心態，

輕鬆自然的陪伴孩子成長，能適時的給予關心，積極參與孩子音樂活動，配

合不同情境激發孩子興趣，且善用親子溝通技巧，以鼓勵、讚美方式替代責

罵、處罰，給孩子充分信心，其親子關係會越佳（劉玲琳，1991；汪詠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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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郭靜晃，1995；陳昭吟，2001）。 

父母養育子女在本質上是一種親子間交互作用的歷程，包括父母的認

知、價值觀、習慣、興趣及一切對子女的照顧行為，經過交互循環下，親子

關係逐漸形成。也就是說，父母養育子女時，會因為抱持不同的認知而產生

不同的親子關係（林惠雅，1999）。Sigel（1985）也認為，親子間的互動，通

常是父母用自己的想法去評估和批判子女的反應與行為。孩子的學習活動，

和父母養育孩子的策略息息相關。才藝教育與學習是現在學童生活中不可忽

視的一環，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親子關係，因為才藝學習從中介入，到底是使

親子關係更加融洽，彼此之間增加許多話題？亦或是因此而使親子之間產生

衝突，造成親子關係破裂？在面對孩子學習音樂才藝時，父母安排孩子學習

音樂才藝的認知對親子關係有何影響？值得深入探究。 

 

二、個人背景與親子關係 

（一）父母性別 

華人家庭中父母扮演的角色通常是父嚴母慈，所以父親多為冷漠、無反

應的角色，相對的母親對子女有較多的關懷與慈愛，因此青少年認為自己與

母親的溝通多於父親（Shek，2000）。袁婷婷（2003）針對國小低年級家長所

調查的親子關係研究即顯示，母親與孩子的親子關係高於父親，且母親與子

女在溝通與互動層面上也比父親好。同樣的結果在國外研究也得到印證，研

究發現母親和子女因為相處時間較長，所以母親與子女關係比父親與子女關

係來的親近，會有較多的溝通機會（Jessica & Thomas, 1997）。由此可知，父

母性別不同，也會使親子關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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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女性別 

國內多數研究皆顯示在傳統社會價值觀下，父母會因子女性別不同，而

有不同的期待與偏愛，因而產生不同的親子互動（徐綺穗，1998；孫碧蓮，

2002，黃淑惠，2005）。王淑娟（1994）研究國中、高中生性別對親子關係的

影響，發現男生與父親的關係比女生來的好。陳春秀（2000）針對 450位中

高年級學童作親子溝通、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研究時，發現性別在親子關係

上達顯著差異，女生與父親的親子關係高於男生。但翁樹澍（1990）以台北

市國小、國中、高職、五專學生為研究對象時，發現子女性別不同，父母對

待子女方式並未有顯著差異。洪華檜（2006）研究國小學童網路行為、管教

認同態度與親子關係時，也顯示子女性別不同其親子關係並沒有顯著差異。

歷年來研究結果分歧，子女性別是否會影響父母對親子關係的看法，有待進

一步研究。 

 

（三）子女年齡 

陳春秀（2000）研究國小學童發現年級在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四年

級顯著高於六年級。洪華檜（2006）研究也得到類似結果，國小中年級學生

的親子關係較高年級好。但王仁志（2006）有關國小高年級學童課業壓力、

父母期望與親子關係的研究，卻顯示國小學童不因年級不同而在親子關係表

現顯著差異。子女年齡對親子關係是否有影響？歷年來研究分歧，有待進一

步探究。 

 

三、父母資源與親子關係 

（一）父母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家庭的親子關係一般來說優於低社經地位，因高社經地位家

庭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水準比較高，且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親職教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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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女的教養態度趨於關心、積極的方式，親子之間互動機會多且正向，有

較好的親子關係；相反的低社經地位家庭，父母可能忙於工作，無法充分照

顧子女，對子女常用高度要求與控制的教養方式，親子間交互作用機會減少，

且父母多以命令、要求子女，導致親子關係不佳（侯春如，2004）。張高賓（2004）

研究國小學童的親子關係，發現中高社經地位家庭較常用關愛、督導的方式

教養孩子。Tom, Kelly與 Bruce（1989）驗證社經地位、價值觀與教養方式三

者的模式，也發現中高社經地位的父母重視孩子內在動機與自我導向，傾向

以民主的方式教養孩子。換句話說，中高社經地位父母比較能夠重視孩子自

身感受，以民主的方式教養孩子，而這些特質也表示其親子關係趨於正向。 

 

（二）父母時間分配 

在多元社會型態下，父母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為了維持家庭經濟

收入，花費大量時間在工作上，忽略了「陪伴」對親子關係的重要性（袁婷

婷，2002）。由此可知，父母親工作時數長短在親子關係中具有重要影響力，

當父母因為工作因素沒有足夠時間陪伴孩子，其親子關係較不佳。 

良好親子關係建立需要時間的投入，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多寡，是決

定親子關係良瓠的重要因素（鄭碧招，2004）。David 和 Robin（2002）即指

出，學習音樂才藝，家庭需要付出高額的時間，尤其是父母陪伴孩子練習樂

器的時間更是不可少；Sloboda 與 Howe（1991）研究也說明，孩子開始學

習音樂時，家長需要在孩子練習時陪在他們身邊，家長對孩子學習音樂的支

持，是他們一開始學習音樂的必要條件，持續不斷支持孩子學習音樂才藝，

是幫助孩子進步的重要因素。而這樣的陪伴，更是增進親子關係不可或缺的

一環。父母是孩子接觸的第一個重要他人，應責無旁貸的在親子關係中扮演

引導者的角色，持續良好的互動，才能維持和諧親子關係（黃淑惠，2005）。

因此，父母親若多花點時間陪伴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或是與孩子一同參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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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相關活動，就是維持良好親子關係之方式（陳昭吟，2001）。 

 

林邦傑（1986）發現子女進入才藝班就讀後，父母為了瞭解子女的學習

狀況，需要經常與老師保持聯繫，並與老師共同解決子女學習上的困難，子

女學習才藝並不是孤軍奮鬥，透過父母從旁協助，也是一種支持與鼓勵。所

以孩子才藝學習的過程，會增加許多親子互動的機會。當父母較關心子女，

願意多瞭解子女生活時，有助於正向親子關係建立（李孟真，1999）。因此，

本研究欲從「父母陪伴子女學習音樂才藝時間」與「工作時數」來探討父母

是否會因為時間分配上的不同，而對親子關係產生影響。 

 

四、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變項與親子關係 

（一）學習年數 

音樂學習是一個長久的歷程，能持之以恆實屬不易，尤其是學習過程中

親子雙方所面對的各種壓力，很容易讓孩子音樂才藝學習停擺（黃愍惠，

2003）。張敏芳（2006）即指出，許多家長讓國小學童就讀音樂班是希望能利

用專業的環境資源，能有更好的學習空間，然而，隨著學習年數增加，音樂

班對孩子也會有更高要求標準，家長需投入許多經濟、時間與心力時，親子

間會承受許多壓力，同樣的現象是否會在國小學童音樂才藝學習上出現？而

這樣的壓力，是否對親子關係造成影響？過去並沒有太多相關研究，但筆者

在音樂才藝教學現場卻明顯感受到當學童學習才藝時間越長，父母要求逐漸

增加，當壓力增加後，其親子間也開始產生緊張關係。因此，音樂學習年數

長短是否對親子關係產生影響，是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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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場域 

國小學童學習音樂才藝的管道約略分為三種，一為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

性社團；二為坊間音樂才藝班、音樂教室，第三種是音樂個別教學。黃愍惠

（2003）針對台北市國小學童課外音樂學習活動研究顯示，學童曾參與校外

音樂團體課程占全體的 26.9%；曾參與音樂個別課者則占 37.9%。顯示台北

市國小學童參與課外音樂活動情形普遍，其中又以音樂個別課比例最高。 

 

相較於個別教學，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屬於團體教學，雖然需要

自行付擔學費，但因為是學校社團，不以營利為主，學校多會有經費補助，

校內場地、設備等資源是現成的，收費較低廉，且團體上課，能共同分擔學

費，對父母在經濟上的壓力較小（黃愍惠，2003）。再者，孩子在學校學習，

可免去周車勞頓之苦，父母接送上也比較沒有負擔。學校音樂性社團通常是

要經過篩選才能學習（姚世澤，2003），所以孩子多半是因為自己有興趣，參

加甄選之後而學習音樂才藝，而非父母強硬要求子女學習。 

 

根據研究者觀察，不同場域學習音樂才藝的學童，其親子關係是會有所

差別，父母若幫子女選擇音樂個別教學，通常較容易產生親子關係緊張的情

形。因為父母對孩子抱有高度期望，所以替孩子聘請專門音樂老師做一對一

教學，花費大量的金錢和時間，若孩子表現不佳，親子之間容易產生衝突。

而學校課程之外的音樂性社團屬於團體教學，在父母壓力相對減輕，且子女

主動學習的情況下，父母在與孩子互動上，是否能有更好的親子關係？有待

研究進一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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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花費 

一般來說，家長為子女選擇才藝個別課程，需耗費財力、物力較大，而

父母為子女做了投資後，無不希望子女高人一等。的確，國內學習音樂需投

資相當大的經費與時間，汪詠黛（1995）即指出，學童學習才藝所費不貲，

而學習音樂才藝時，樂器的添置更是家庭一大支出。當父母投入昂貴的學費

與樂器花費，父母對孩子學習成效的期望值也越大（張敏芳，2006）。這樣的

高度期望，卻可能在親子互動時產生壓力，而破壞親子關係（徐秀娟，2000）。

因此，學童在學習音樂才藝的花費，是否會影響到親子關係，值得深入探討。 

 

（四）練習時間 

宋菊琴（1991）提到父母會抱著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來看待孩子

學習才藝，為了好好栽培孩子，而讓孩子學習多種才藝，這種才藝學習氾濫

情形，漸漸造成家庭親子互動減少，影響親子溝通。 

而根據研究者觀察，國小學童在學習音樂才藝過程中，常常不只學習一

種樂器。孩子也可能為了練習樂器演奏，減少與父母互動的機會，尤其音樂

才藝是所有才藝中需要花費最多時間練習的項目（蔡美芳，2003）。但也有家

庭因為孩子學習音樂才藝，無形中增加許多陪伴相處機會，進而促進良好親

子關係。因此，子女投入時間練習音樂才藝，是否會造成親子關係疏遠？亦

或促進親子關係成長？是本研究想進一步瞭解之處。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個人背景（父母和子女性別）、父母資源（父母社經

地位、父母時間分配）、子女學習音樂才藝資源（學習年數、學習場域、學習

花費，練習時間）、以及父母安排子女學習音樂才藝之認知等因素，皆有可能

會造成親子關係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就以這些變項做進一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