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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早年《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以增加大學招生容量、廣設高

中及推動多元入學等方式，暢通升學管道以紓解升學壓力。然而，近年

來國、高中學生補習的情形，更為普遍。於此一時，學齡孩童媽寶行為

也開始盛行，並為人所詬病，因此本研究將已上述補習班林立以及媽寶

行為之產生為研究背景，進一步分析持續補習意願與媽寶行為之關係，

說明臺灣目前補習文化的現況，並指出媽寶行為、三種補習投入（行為、

情感、認知）與持續補習意願對於影響補習之重要性。 

   首先，透過次級資料的彙整，整理出台灣補習教育發展狀況，並透過簡

單的博弈理論解釋台灣補習文化，接著探討媽寶行為覺知，補習行為投

入及持續補習意願，並說明其意涵。其二，以問卷的形式收集了 293 份

補習班學齡學童之資料，進行樣本結構及 SEM 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1.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 

2.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情感投入具有負影響 

3.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認知投入具有負影響 

4.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 

5.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情感投入具有負影響 

6.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認知投入具有負影響 

7. 補習行為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8. 補習情感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9. 補習認知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最後，本研究整理文獻觀點與研究實證，針對補習班業者以及一般民

眾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關鍵字：持續補習意願、媽寶行為覺知、補習、學習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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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the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the expansion of university's enroll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 schools, 

and the promotion of multiple enrollment channels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further studi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situation of tutoring in cram 

schools for nationa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still common which may be 

due to parents’ attitude.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how the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academic hovering that even influence their 

children’s engagement in cram schools. Particularly, English tutoring are 

prevailed in Taiwan cram schools, then this study targeted those students 

attended English cram schools to test the correlates between two types of 

helicopter parenting, tutoring engagement in cram schools. The purposive 

sampling was adapted in this study to deliever questionnaires to those students 

attended English cram schools around Taouyuan city. Data of 293 were 

collected and were subjected to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as follows.  

1. Perceived being life hover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toring behavior 

engagement 

2. Perceived being life hover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toring emotional 

engagement. 

3. Perceived being life hover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toring cognitive 

engagement  

4. Perceived being academic hover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toring behavior 

engagement. 

5. Perceived being academic hover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toring 

emotional engagement. 

6. Perceived being academic hovere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utoring 

cognitiv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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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utoring behavior engage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tinue intention of 

tutoring. 

8. Tutoring emotional engage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tinue intention of 

tutoring 

9. Tutoring cognitive engage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tinue intention of 

tutoring. 

 

Finally,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views and research evidence, and 

proposes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uto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Keywords: English cram schools, learning engagement, tutoring, helicopter 

parenting, Mummys’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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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公開數據，1998到 2001年間全國登記立案的補習班從約 3700

家，竄升到 7000家左右，2007年更是直接躍升到 16000多家，到了 2019

年雖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但補習班數量依然維持在一萬七千多家。另

外，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運用社會調查資料，編制成「當代青少年成長

歷程研究」案件，追蹤研究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並進行長期多項子題的

探討。上述研究顯示出，國中、高中學生放學後補習的情形，完全沒有

減少的現象，卻反而有更加普及的趨勢(Tsai, Strong, & Lin, 2015)。 

探究於台灣教育改革之緣起，可發現成立於 1994年 9月 21日，帶著

一度受到高度期待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受到全國各界

期盼與支持下的情況下，歷經兩年將多方想法、意見匯聚後，經過審慎

研討，再彙整成臺灣教育改革上的重點建議，並在 1996 年 10 月 2 日提

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奠定台灣在教育改革方案上的基礎。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以暢通學生升學管道、紓解升學壓力為核心

理念，內容大致為廣立高中職與推廣多元入學等方式以及增加大學招生

數量。 

實際而言之，當時利用廣立高中職、大學及推廣多元入學等方式來

舒緩學生讀書升學之壓力，降低臺灣的補習風氣策略，並非單單是由教

育改革的想法，同時也是許多專家學者及人民共同的想法。舉例來說，

當年與臺灣大學黃武雄教授等人協力組織四一Ｏ教改聯盟，當時佛光人

文社會學院未來學研究所的王震武教授提出：「廣立高中職、大學，並

提供升學機會，才是解除國、高中職學生讀書、升學壓力的基本之

道。」這些共同主張漸漸成為台灣的教育改革政策，並且持續不斷推動

中，但讓人感到意外的是，教改不僅沒有降低學生升學的壓力，反而大

幅提升了臺灣補習文化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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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補習風氣高漲的年代，另有一學齡孩童的現象也形成出來。行

政院主計總處於 2014 年曾公布「臺灣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調查結果

發現若家中最小子女為未滿三足歲或是三至六歲之實際照顧者，過半的

比例還是以婦女（母親）為主。有許多母親在孩子出生之後，需放棄正

在進行的生涯規劃，還有許多母親在照顧家庭的同時仍兼顧工作，但

是，在工作、家庭、生活彼此之間該如何調適，這也是身為現代父母親

的壓力。李雪莉（2007）指出，臺灣新世代父母是一群「直升機父母」

（helicopter parents），在過往歷史中，不曾出現過一批對於子女行為

「過度介入」及「過度焦慮」的父母，類型的父母保比一架一架直升

機，盤旋在孩子的上空中，總是想守護著孩子的每一樣行為舉止，且幾

乎沒有停歇的一刻。因此，直升機父母在臺灣成為了著名的新名詞，且

衍生出「寶媽」較偏向負面意涵的詞彙。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 20 年前的大學時代，新生座談會家長參與人

數寥寥無幾，而近 10 年開始，新生座談家長的參與度屢屢創下新高。根

據 2015 年的影響報導，國立成功大學的新生座談會，家長就來了一千五

百多名。「寶媽」的影響力甚鉅，已滲透到高等教育，全方位處理成年

子女該自我負責的事項，諸如清掃宿舍、為子女選課或是請假、替子女

排解同儕糾紛問題等（張瀞文，2013）。國立交通大學教授莊雅仲指

出，每個世代大學生其實都存在媽寶(helicopter parenting)的現象，但是現

下 80~90年代的大學生，比起 50 年代、50年代之媽寶與直升機父母的情

況甚至更發嚴重（唐宜嘉，2015）。「寶媽」現象，主要來自於一群過

度關愛子女，無法「適時放手」的家長，這類型的家長，對於子女大小

事項，都要親力親為，過度關愛與保護。同時，這群寶媽也將子女教養

出媽寶的性格，事事依賴父母出面解決，缺乏責任感與獨立性，凡事都

是以自我為中心，一遇到問題就回家找父母幫忙。臺灣日前甚至出現因

父母過度保護，造成子女拒絕職場，成為依賴型人格障礙的「永恆少男

少女」（倪浩倫，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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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已上述補習班林立以及媽寶行為之產生為研究背景，進一

步分析持續補習意願與媽寶行為之關係，說明臺灣目前補習文化的現

況，並指出媽寶行為、三種投入（行為、情感、認知）與持續補習意願

對於影響補習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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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論述，將媽寶行為覺知作為本研究主軸，

再以學習投入理論為基礎，以探討媽寶行為對於學生補習情形的影

響，本研究目的如下： 

瞭解二種類型媽寶行為覺知（生活媽寶、課業媽寶）對於三種類型

補習投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及認知投入）的關係性。 

瞭解三種類型補習投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及認知投入）對於持

續補習意願的關係性。  

貳、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二項研究問題： 

1. 探討二種類型媽寶行為覺知（生活媽寶、課業媽寶）對於三種類

型補習投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及認知投入）是否具有影響？  

2. 探討三種類型補習投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及認知投入）對於

持續補習意願是否具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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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假設 

首先，探討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於三種補習

行為投入的影響。期望探究出補習班的投入與何總媽寶行為有關連性，

以利後續討論。接著探討三種補習行為投入是否持續補習意願有所影

響，進而提供社會大眾與補習班業者做為管理上的參考。 

《親子天下》以及兒福利聯盟在「兒少媽寶調查」媽寶表現的孩子

普遍自信度偏低，在自我評價偏低的孩童之中，近四成的孩子一旦遭遇

到困難，就期望其父母親能夠出面協助解決問題（蘇岱崙，2013）。研

究發現當父母參與孩子的生活過度時，往往使得孩子沒有自信心，且覺

得自己什麼都不會(Schiffrin et al., 2014)。但在 50 年代左右，許多學者研

究有關於成就訓練、獨立訓練與成就動機之間的關係，但未有一致且肯

定的結論（余安邦、楊國樞，1987）。因此，本研究認為時空轉換，以

現代媽寶為研究對象來澄清兩者關係，也就是個體生活、課業媽寶行為

覺知與行為、情感及認知間是否具有負向關聯性，進而提出四個研究假

設，包含假設 H1 至假設 H6，如下所示。 

H1：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與行為投入具有顯著負影響。 

H2：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情感投入具有顯著負影響。 

H3：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認知投入具有顯著負影響。 

H4：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行為投入具有顯著負影響。 

H5：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情感投入具有顯著負影響。 

H6：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認知投入具有顯著負影響。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學者 McClelland (1973)認為個人會從以往的行

為、情感及認知投入影響內在的情緒，個人若曾經獲得成功，則個人會

更加主動的去獲取成就；反之，若個體於以往的環境情境中，遭遇過失

敗，則會產生懼怕感，與避免失敗之動機，並減少入，甚至脫離此環

境。所以，個體行為經驗是會影響持續補習意願。因此，本研究認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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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情緒控管能力愈高，對其補習動機愈高，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三，包含

假設 H7 至假設 H9，如下所示。 

H7：行為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顯著正影響。 

H8：情感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顯著正影響。 

H9：認知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顯著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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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教改後，補習趨勢乃就盛行以及媽寶行為的產生作為研

究背景，接著處理進行文獻蒐集以及找尋適合的研究方法，並界定研

究對象及發放問卷，最後進行量化分析問卷結果，並結合文獻觀點，

做出有系統性的結論與建議，如圖 1-1 所示。 

 

1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結果 

回答研究問題 後續研究建議 

資料分析與解釋 

選擇分析工具(SEM 模型) 樣本分析 信度檢驗 

資料蒐集 

界定研究範圍及對象 

前置作業 

文獻檢閱與整理 選定研究途徑、研究方法 設置架構以及研究假設 

研究背景 

說明研究目的 提出主要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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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肆、 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點：以桃園市桃園區福元里的英語補習班為問卷。  

（二）研究對象：以國小學生與國中學生有進行英文補習的學生。  

（三）研究時間：2019 年三月份至四月份。 

（四）研究工具：以調查研究法透過問卷量表進行資料蒐集，再

以 SPPS 23 與 AMOS 20 等二個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伍、 研究限制 

由於人、事、時、地、物等難以控制之因素下，具有下列幾點研

究限制 

一、問卷搜集範圍僅以桃園地區為主，資料蒐集未包含其他都會

區或鄉鎮，因此研究結果較難推論至其他地區。 

二、研究參與者以國小學生與國中學生為主，因此，研究結果無

法推論至高中職或大學校院的學生。  

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根據文獻探討，瞭解台灣補習教育

發展沿革、博弈理論與台灣補習文化的發展、媽寶行為覺知的產生、補

習行為投入以及持續補習意願等，並整理此研究變現，進行學齡學童媽

寶行為覺知與持續補習意願結構方程模型。茲將生活媽寶覺知、課業媽

寶覺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及持續補習意願之操作型定義

說明如下所示： 

一、補習 

補習是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曾經歷經驗，在以往其目的主要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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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升學為考量，而在現代又有更多層次的需求。不過提升學習成效還是

補習最主要的目的，現今學生參加補習班，在每個年齡層方面都有持續

向上延伸的趨勢。而補習班所提供的服務、教學內容日益多元，不僅包

含了學生成績與升學等等，甚至連未來的工作求職也含括了。在補習的

參與上（包括種類與時間）或許也隱藏著階層性的不平等，從學理的觀

點來論，補習不僅是台灣特殊性的教育現象，更是一個需要去探究的社

會現象。本研究所指的補習為國中小學生對於英文的補習教育。 

人們對於補習的態度，每個年代皆有所不同，補習文化在台灣歷經

了長期的歷史發展，而台灣在西元 1968 年實施九年一貫國民義務教育

時，民眾對於中小學學校教師的惡補行為曾感到憂慮及不滿，多數人認

為，教師為了利益而私自招生授業扭曲了正常教學，時常發生「教師沒

有依照授課規定，而留了一手於補習的時候才進行講授」（教育部，

1978）。然而，時至今日，大家對於補習班的看法已有大幅的改變，其

中的轉變與歷程，值得進行學術上考察及研究。 

 

二、媽寶行為覺知 

媽寶（helicopter parenting 或稱 Mammy’s boy）意旨孩子以母親為中

心，任何事情皆聽從母親的意見。他們的人生規劃路線全部都是依據母

親的意思來行動，缺乏獨立的思考、缺乏自信、沒有個人主見、沒有責

任感，並以父母作為擋箭牌，而且經常性提到父母，及仰賴著母親幫忙

做出決定。 

由於也依據不同地區文化差異，各個地方對於媽寶皆有所不同的定

義，在歐美地區孩子在成年後應離開原生家庭去外面獨立生活，然而在

外工作的人仍與父母同住也會視為媽寶，但在亞洲地區的傳統上尚未結

婚的子女仍會與父母同住，甚至在結婚以後也會與父母同住，但是在亞

洲地區並不會把與父母同住視為媽寶行為。 

而本研究所指的媽寶行為覺知為國小與國中學生對於生活媽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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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業媽寶行為的感知。 

三、補習投入 

補習投入是決定個人在補習班學習成就與努力程度的傾向與動力，

是讓人追求學習成長的一種力量，補習行為、情感及認知投入的強弱會

直接影響個人的學習與行為表現。而本研究所指的補習行為投入為國小

與國中學生在補習時的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與認知投入的情況。 

四、持續補習意願 

所謂補習消費意願與行為，乃為補習行為與消費者選擇行為之整

合，其中，消費行為是個體在消費時決定購買什麼、何處購買、是否購

買、何時購買、如何購買與向誰購買物品或是勞務的決策程序。「消費

者行為無所不在，所有的事情都是消費者行為」，人生、生活的所有事

物都是在解決問題，都要做決策、做選擇（謝文雀，2001）。而所謂補

習消費行為則是將消費者所欲購買產品標的，界定於補習行為之上，所

以這個補習商品購買原因，則是出自於學校教育不足以及對特定課業加

強需求。本研究對象主要針對國中小學生，他們是否願意再次參與補習

輔導，皆須由他們與父母一同進行決策，然此，本研究所指的持續補習

意願為國小與國中學生持續參與英語補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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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媽寶行為覺知的產生 

一般人對於媽寶行為出在現實社會中，大部分都是以負面的評價

去看待，本研究認為現實社會中會有些個案用誇張行徑的報導，不一

定就是所謂的媽寶行為，有些可能是個案本身的自省能力較低，所以

影響社會適應的一種表現。  

本研究以探討國小學生及國中學生呈現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試

圖理解在生活上、課業或校務、人際等各方面的媽寶行為覺知的表現

情形，本節將針對直升機父母形成媽寶現象、媽寶行為覺知的意涵、

媽寶行為覺知所帶來的影響與影響研究來進行探討。 

壹、 媽寶行為覺知的意涵 

一、媽寶定義 

不僅止於臺灣，在世界各地皆能看到大多數父母為自己的孩子安

排各式各樣的才藝課及才藝活動，同時將孩子的空檔時間安排補習各

項學科，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會輸在起跑點，

因此都只重視在栽培學習能力，反而就忽視了培養孩子的生活的自理

能力，因而形成了許多學生不懂得如何生活自理、甚至於疏忽了身心

健康及不重視品德陶冶、新一代的孩子就越來越需要協助才能完成生

活上的需求，也造成孩子成為大眾口中所謂的軟草莓和溫室中的花朵，

面對事情總是出現軟弱且不堪一擊。於是在近幾年來，這些因為受到

父母過度保護所教養出來的孩子，形成了人們心中所謂的「媽寶」。

一般而言，這些屬於媽寶定義的孩子大部分都擁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人

格特質，而「媽寶」也會在日常的行為上表現出不同的樣態，簡言之，

「媽寶」就是指爸爸媽媽全方位介入他們的在學校的生活、日常生活

起居、交朋友、課業的表現及生涯發展等等，舉凡與孩子相關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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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管控（張瀞文，2013；LeMoyne & Buchanan, 2011）；或是指沒有

主見、長不大及凡事皆需父母協助的年輕人（劉怡妡，2011）。正因

為不論任何事情孩子都不需要自己負責，以有爸爸媽媽代勞的心態，

久而久之自己也逐漸怠惰，於是什麼事情也做不好也不會解決問題

（林秀姿，2014）。 

本研究是將「媽寶」定義為，在生活上或是學校課業上受到父母

積極參與和介入自己的教育的學習歷程中，自己缺乏獨立思考、沒有

自己的意見及想法、沒有責任心，任何事都是順從父母的意見、依賴

父母打理日常生活起居、幾乎讓父母控制保護等等行為之學生。 

二、媽寶行為之內涵 

因為少子女化是現代的社會現象，孩子就會變成每個父母心目中

的，所以就會造成父母過度擔心孩子的生活，過度溺愛孩子的行為，

因為不安心就更無法對孩子事實的放手。而詹志禹（2013）研究將可

能造成媽寶之過度溺愛的教養方式，就做了四種分類，分述如下： 

（一）第一類型：過度保護，產生鉅細靡遺。 

無限度且鉅細靡遺的去保護或照顧子女，將會造成子女沒有辦法

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並無法從生活經驗中具備生活自理的能力。 

 （二）第二類型：凡事替代，造成弱化小孩 

少部分的父母經常性的替孩子寫作業，通常孩子覺得作業較困難

無法自行完成，父母擔心孩子做的作業不夠好，怕影響考試分數會不

會因此而輸給同學，於是直接給孩子答案或者是替孩子完成作業，實

際上，這些行為剝奪了孩子學習的機會，亦有可能造成孩子在學習態

度上產生負面想法的問題。 

 （三）第三類型：偏心護衛，常以自我中心。 

仿間有些父母，面對孩子造成的錯誤行為，不但沒有教育孩子自

我反省，甚至將錯誤都歸咎於他人，讓孩子逃避問題不去正視問題的

起因，這樣會使孩子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完全沒有辦法認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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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類型：特權庇護，容易輕視他人。 

我們時常在報章雜誌或是各式電視新聞播報中，聽到或看到有一

些富商名流的子弟頻頻闖禍，讓父母出面協助收拾殘局之報導，因為

身家不斐，讓他們的父母容易溺愛子女、濫用特權，就會造成孩子大

多有輕視道德、傲慢的態度、恣意唯我、亂用知識及不太講理的行為，

往往造成不少社會負面行為之產生。 

而過度溺愛，進而造成媽寶行為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面向（李佩芬、陳

念怡，2014）： 

 （一）少子女化，造成許多直升機家庭 

現代少子女化的浪潮漸趨高漲，在未來社會中，平均每個家庭中六個

長輩才需要照顧一個小孩。於是愈來愈多以過度教養的方式或是隔代教

養方式來表達自己對子女關心與愛意的「直升機父母」漸漸出現了，由

於父母過度關心，就降低了子女原本應該要承擔的責任。因此，這些過

度「孝順」子女的「孝子父母」們，都誤將「幫孩子」與「愛孩子」畫

上等號，歸咎原因這也是造成子女長不大的因素。 

（二）雙薪家庭增長，父母沒時間「好好生活」 

隨著社會型態及結構的快速變遷，近年來，父母兩人皆需要負擔生活

及孩的教養經費上的壓力，上班的雙薪家庭數量已漸步增長並有超越以

往的趨勢。雙薪父母由於生活的步調緊湊並經常有時間上的壓力，因此

常以時間緊迫為由，造成父母沒有多餘的時間教養與陪伴小孩。如此以

來，造成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本來應該可以透過父母的協助讓子女慢慢

學習，但父母迫於上班時間的壓力下，變成父母就自己幫孩子快快做完，

讓孩子喪失自主學習的機會，於是時長期處在這樣的壓力，就形成了教

養小孩及磨損家長耐性的最大敵人。 

（三）升學主義至上價值觀 

隨著時代演變，新生代的學業的競爭壓力增加與升學主義當道，要考

上好學校越來越難，爸爸媽媽對於孩子的學科成績或才藝的學習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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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遠比子女學會分擔家庭工作、生活自理來的重要。因為父母總是

為了面子喜歡與他人比較，才會形成過份重視升學的價值觀與壓力，因

而安排子女許多的才藝課，造成孩子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補習各類才藝和

安親班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銳減，當全家人一起外出吃飯與親子互動，

甚至安排全家人的休閒活動，這些時間都顯得非常珍貴，更不用說讓子

女參與家庭中的大小事情了。 

三、媽寶行為覺知的類型 

由 Cline 與 Fay 所建立之概念（支持、參與及控制）為基礎，Love 

(2016)研究指出直升機教養係由多數個多元向度所建構而成，而非僅一種

不同以往之教養方式，直升機教養可視為落在多向度教養光譜上的極端

值 (Love, 2016)。在其研究結果中顯示，直升機教養是由十一個因素組合

而成，分別為人際依賴（interpersonal dependency）、應對效能（coping 

efficacy）、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關心（care）、反應 

（responsiveness）、侵略性  (invasiveness）、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缺乏生活自主（ lack of daily autonomy）、過度保護 

（overprotection）、生活目標自主（ life goal autonmy）、行為控制 

（behavioral control）(Love, 2016)。並根據 Hong、Hwang、Kuo 與 Hsu 

(2015)研究指出直升機父母行為表徵在生活照顧、課業與交友三方面，而

此次研究對象為未成年之國小和國中學生，而這個階段的學生本就應該

要慢慢學習能夠自主的管理生活能力及學習態度的歷程，故選擇將媽寶

行為覺知的二個面向(學業及生活)，詳述如下： 

（一）學業方面 

根據專家學者指出，所謂直升機父母為了讓孩子的學習成績更為優秀，

通常會習慣性地運用各種資源或網絡搜尋來協助孩子吸取更多的知識並

幫助孩子多方面的學習，因此，父母對於孩子的批判性思考與寫作能力

等這些具有影響學習領域及學習成績就更為關心，於是怎樣才能讓孩子

更有信心願意和老師及同學們一起討論課業上較艱深的問題或是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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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入的話題，父母都會關心。綜觀上述內容可得知，孩子本身清楚自

己的父母是屬於直升機父母，所以自己可能比其他同儕對於學校生活更

滿意且更積極（丁嘉琳，2008）。然而，許多研究結果卻是抱持著偏向

負面的看法，認為往往子女容易產生挫折感及容忍度低、沒有辦法自我

負責、依賴心強，甚至感覺課業壓力沉重等現象，都是因為直升機父母

的教養方式而形成(Lum, 2006; Farrell, 2007)。有研究證實直升機父母將影

響孩子的決策能力、情緒效能及學習成效 (Luebbe et al., 2016)。在中國固

有的文化背景下，許多父母的教養行為大致上都以保護孩子能在安全的

環境中成長為原則，因此也容易培養出對他人依賴感較高的成人，可以

得知直升機父母在孩子的學習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調節者  (Wu et al., 

2002)。上述內容皆與父母的高期望行為息息相關，更有許多研究證實了

父母的控制對孩子的學習成就有相當大的影響力(Ryan, Deci, & Grolnick, 

1991)。然而，當家長不支持孩子們在學習環境中自主獨立，反而對其過

度控制，那麼孩子將相對無法發展自主性的學習 (Grolnick, 2009)。 

台灣在升學主義的推崇之下，父母對於孩子的期望提升，為了不希望

孩子輸在起跑點，於是提早讓孩子進入教育並學習各項才藝，人們所謂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之心態，同時也成為直升機父母的特徵之一，

所以在經濟條件允許下，就會讓子女多方面的學習。不論是父母因為工

作太忙而疏於照顧子女，抑或子女自己要求，造成這般「不想輸在起跑

點」的心態，其實都顯示出父母對子女的高期望並想盡力滿足子女各項

需求（吳政峰、陳姿伶，2002；林育緯，1988；吳麗芬，1993；劉玲琳，

1991）。除此之外，也會透過課後補習教育來增加孩子學業學習的表現，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於 2004 年公布「學生課後輔導、補習與家

教情況調查」顯示，國小學生及國中學生參加校內或是校外課後補習比

率高達 75.6%、每週平均高達 4.5 小時，甚至以技藝教育為重的學校之學

生，在課後補習的比率亦有 37.7%，由此可見孩子的升學壓力確實不容小

覷。藉由上述這些現象所描述，雖無法得知全貌，但已有極高的比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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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應出父母對子女教育與發展之期望在認知與行動上的表達方式，間

接使得直升機父母常有較高之教育期望出現，亦可能成為現今孩子壓力

的主因之一（趙惠玲，2011）。 

 （二）生活方面 

 Segrin 等人 (2013)研究發現直升機父母造成孩子的應變能力差，研

究內容顯示學習或生活的處於低落之應變能力亦會造成孩子本身之焦慮。

根據研究結果表示，父母過度控制孩子，不讓子女有機會培養生活自主

能力進而造成其低落之問題，與孩子無法建立足夠面對問題之應對能力

有關。池麗萍（2005）指出，家長的教養行為中，父母溺愛程度愈高，

愈常出現對孩子溺愛之行為，則愈不會控制孩子。Hong 等人 (2015)發現，

媽寶行為覺知與國中學生父母之督導行為呈現正相關，並且媽寶行為覺

知與其拖延行為也有非常明顯的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兒童福利聯盟公布

之「2014 年臺灣家長教養態度現況調查」之結果相符，根據調查結果指

出，早晨需要家長協助叫喚起床之學生有 62%之多；需要家長幫忙準備

隔天要穿著之衣物的學生將近 30%；還有需要父母中途幫忘記帶學用品

到學校的學生接近 23%，還有一些需要家長到校幫子女整理桌子，整理

書包、也有將近 13%；甚至吃飯時，需要父母幫忙剝蝦殼或是將魚刺先

剃掉、並夾菜的學生接近 23%；讓父母協助洗頭並吹乾頭髮者接近 10%。

李雪莉（2007）曾指出，由於工作過於繁忙，許多雙薪家庭之父母常疏

於和子女建立親子相處時間，但為了表達對子女的關愛，而產生一種補

償心態，和子女成為一種特別的朋友，不敢對其太要求，也比較沒有原

則。此種現象及例子我們經常在新聞或報章雜誌上看到，父母過度的保

護和過度的溺愛子女的情況確實存在，甚至子女成年後，狀況越趨嚴重

這些都有統計數據來證實。林玉珮（2007）提及，曾有一位十八歲的大

學生，才第一次自己拿錢購物。丁嘉琳（2008）也指出，在子女的未來

生涯規劃上，父母仍熱衷於替孩子決定方向的家庭仍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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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種類型的媽寶得知，在學齡時期的孩子，很明顯的媽寶行為

會呈現在他的學業及生活上，在生活及學習中，甚至有一部分高度介入

的父母，使子女在學業上表現較優異，反之，如果承受了父母太高之期

望或是失去自主的選擇權，對自己沒有自信，缺乏幸福感的人生，這樣

就無法對自己人生負責，像這樣在成年後，對於未來職涯規劃和獨立的

生活自理也會非常依賴父母，這樣的負面之影響也就產生。 

四、媽寶行為覺知的影響研究 

根據 Schiffrin (2014)之研究，直升機父母之教養方式，有時也會讓子

女不滿足於現狀，因為不滿導致心生鬱悶情緒，同時會造成子女喪失自

主性能力並缺乏處事能力。研究對象為 297 位美國大學生，主要是透過

教養行為量表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擁有直升機父母之孩子和

一般孩子相較而言，工作能力和自主性皆相對低弱，同時，擁有直升機

父母的這些孩子情緒也比較容易鬱悶，對於生活的滿意度也相對低迷。

van Ingen 等人 (2015)在大學校園內觀察到直升機父母之教養行為確實對

大學生造成不良的影響，同時驗證過度教養行為較容易造成學生自我效

能低落，並使學生容易與同儕疏遠以及在同儕間缺乏信任。 

Kwon、Yoo 與 Bingham (2016)之研究，其研究對象為 412 名韓國大

學的學生，藉由完成關於他們父母教養行為與自我心理調整之量表，測

量控制和情緒健康的影響性，這項研究結果顯示韓國與美國之過度教養

概念存在著差異的可能，而且媽寶與大學生的內控信念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有負影響。縱然直升機父母的教養行為與其情感、健康並無直接

影響，但直升機教養與情緒健康的影響卻能間接影響大學生的內控信念。 

還有，過度教養行為與心理失調有直接影響  (McLeod, Wood, & 

Wesisz, 2007)，例如時常處於焦慮和低自我價值 (Hudson & Rapee, 2001; 

Laible & Carlo, 2003)。此研究結果與陳玟文（2016）研究結果一致，說明

擁有「媽寶特質」的學生在五大人格（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中多數

具下列幾項特質「內向性」、「低友善性」、「低學習開放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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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性」與「高神經質」等負面取向的人格特質。此外，在性別上也有

差異，黃春梅（2016）指出，普遍在國中屬於技藝教育類男性的媽寶行

為覺知比女性還要高。許緯業（2014）指出，在台灣就讀國中男學生在

媽寶行為覺知上也比就讀國中女學生來的高。 

兒童福利聯盟於 2014 的調查中，也發現有超過半數的孩子，他們的

家長會採取比較溺愛式的教養方式，而孩子則產生「兇、挑、拗」的媽

寶表徵，這些特徵是什麼呢?詳述如下：兇，有 37%的孩子在被父母口頭

訓斥時，會不經大腦思考的直接回嘴反駁並對大人生氣；有將近 30%的

孩子會因為自己喜好，或是經常性的飲食習慣，嫌日常食物不合胃口而

發脾氣及拒吃。挑，有 24%會因自己穿著的裝扮或攜帶廉價物品覺得沒

面子。拗，有接近 40%之孩子認為想要什麼就有什麼，甚至認為父母就

一定要給我。還有 15%孩子已超出上述指標。值得注意的是擁有兄弟姊

妹的孩子出現「媽寶」特質的比例相對較獨生子女來得低，但以高年級

的孩子「媽寶」特質出現的比例比低年級還要高，換句話說，隨著年紀

的增長，生理和心理越趨成熟時，孩子並未因為後天教育學會控制自己

脾氣或是比較能體恤他人，反而變本加厲愈驕縱任性。 

貳、 現代直升機父母形成的媽寶現象 

一、 直升機父母的緣由與特質  

羅安琍在 90 年代末期時研究家庭生命週期和婦女行為在不同世代的

變化中，認為在生命週期的發展階段，影響每一個家庭最重要的三個元

素是「年齡」、「時期」與「出生世代」（游慧仙，2007）。在戰爭以

後有一段嬰兒潮出生的孩子，這些孩子是最早出現直升機父母的時代，

這些孩子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自己也成為一群過度保護與關心孩子的

父母。而這些被稱為直升機父母的人，他們具有共同的時代背景、經歷

共同的文化思想和年齡上的特徵，他們大約是出生在西元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間，目前的年齡大約是在 52 歲到 71 歲之間，而他們的下一代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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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至 2002 年之間出生的世代（相當於 Y 世代），現在的年齡大約

在 13 歲至 33 歲(Hunt, 2008)。這些父母常常因為太過度的介入孩子的平

日生活，動不動就每天傳簡訊、即時通訊軟體或是打電話關心，還不時

地提醒孩子生活上需要注意的細節，甚至每週開車到孩子的學校幫忙送

補品，整理孩子的宿舍或是將孩子換洗衣物清洗乾淨；孩子則可能會將

自己在學校的帳號或是密碼給父母，讓父母能自由的看到自己在學校的

選課、成績、社團以及學校其他宣導活動等等。所以說直升機父母的出

現也可以說是為了因應 Y 時代變化而產生的一種現象，然而這些戰後嬰

兒潮出生的孩子，因為出生時的時代背景是比較困苦的，他們的父母對

於孩子教養方面，認為能養得活才是生活中主要目標，對於教育則是沒

有那麼的正視。所以當初生在戰後的這些孩子長大成人，生活中有了較

穩定的經濟能力之後，對自己子女的照顧或者需求就會以補償心態盡量

地給予滿足孩子，也因此將自己未能實現的期望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孩

子身上，就不知道該怎麼放手。 

近幾年來，在臺灣社會輿論上經常探討關於媽寶現象的問題，之後也

開始出現許多輿論是針對養成媽寶的「寶媽」，對於兩者大都是抱持負

面的評價。《天下雜誌》第 368 期「別當直升機父母」之專題報導，指

出新世代父母是一群「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當孩子上空

盤旋時，無時無刻守望著孩子的一舉一動（李雪莉，2007）。這群直升

機父母在臺灣另有個新名詞，叫做「寶媽」。現代寶媽究竟有何種特質？

以下以研究結果、專書與媒體影響報導（彭菊仙，2016；黃小清，2016；

詹志禹，2013；李佩芬、陳念怡，2010、2014；Brussoni& Olsen, 2013），

整理出現代寶媽的四種特質，茲說明如下： 

1. 對子女的日常生活照顧，呵護備至  

像是幫子女扛書包；叫子女起床；不要求子女做任何家事；隨時打手

機或電話給孩子，關切細瑣事項；孩子在家裡從來不用為自己剝蝦殼

（或剝有果皮的水果，像是橘子、文旦之類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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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度干預子女的課業或校務  

像是過度關心班級選幹部；協助孩子寒暑假作業撰寫；子女若抱怨在

校生活，家長馬上就向主管單位抗議投訴；子女步入大學生活後，舉凡

選課、註冊等學生事務仍由家長親力親為；子女的學習方向要符合家長

的期待，因此無論是學校社團活動、大學選科系等，家長均過度參與；

偏心護衛，凡事都是他人的錯，甚至利用特權庇護子女。 

3. 過度涉入子女的人際關係  

像是常常提醒孩子不能和成績差的人交朋友；主觀認定孩子的朋友是

壞人，並禁止與對方往來；以「關心孩子交友情形」為藉口，檢查孩子

的日記、手機、電腦或訊息；當孩子想跟同學出門時，認為有必要先了

解對方的家世背景。 

4. 干涉子女的生涯規劃  

當孩子選擇才藝或是專長時，父母表面上是尊重孩子的意見，但卻是

很希望子女能符合自己的期待；當孩子出社會求職時，父母會全程陪同，

甚至會協助子女向雇主爭取權益。 

綜合以上所述，家中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產生許多成為父母角色的

任務，可能因過去原生家庭的教育經驗、現代人的資訊載滿現象、過度

擔心社會問題等等許多種因素，讓現代父母對孩子放不開手，而造成孩

子欠缺獨立性與負責任的態度 

二、 媽寶現象 

臺灣社會近年開始出現「媽寶」（mummy’s boy）這個名詞，從外顯

特徵來看，男性在體能上顯現出比女性更有優勢，但從生命力的角度來

看，女性的壽命平均要比男性較長，在胚胎時期，由於過去醫療不發達，

男性胚胎夭折率高於女性胚胎，嬰兒出生時的性別比之正常範圍為 1.02

至 1.06（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2），所以在過去傳統的觀念裡，

父母對於男新生兒的呵護常超越對女新生兒的照顧，不過，現代人已有

性別平權的觀念，生男生女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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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萃芬（2014）表示工作職場中出現媽寶類型的員工，不分男女，他

們會工作上以各種不同之行為模式呈現出對父母的依賴性，包括遇到問

題容易沮喪、憂鬱自憐以及自尊低落，或是很難對工作任務負起應盡的

責任，且當無法完成任務即不斷地開始找尋藉口，對於他人的協助也不

懂得感恩，總是認為是別人欠他的，碰到問題也不會自己尋求解決，就

回家詢問父母或是搬救兵，在職場上班若碰到不滿意的工作或是無法完

成主管交付的任務就換工作。因此媽寶現象不僅止於職場，目前也有許

多公私立學校已經開始針對入學新生探討媽寶的現象 (Green, Navarro-

Paniagua, Ximénez-de-Embún, & Mancebón, 2014)，綜觀近年來學校的新生

活動，開始出現超過千名以上的陪同家長，出席國內大學新生座談會，

並在會場上提出許多關於學校校務與學生生活，學生住宿及學生交友等

細部的問題（胡清暉、曹婷婷，2015），同時，在國外也發現一個趨勢，

在大學校園裡，平均每年入學的新生大約有四至六成的比例，是直升機

父母教養的孩子(Somers & Settle, 2010)，無論在新聞報導或者是研究上，

已經慢慢發現媽寶現象開始從學齡兒童擴及到大學校園與社會產生影響。 

劉怡妡（2011）表示所謂「媽寶」顧名思義即是「媽媽的寶寶」之意

涵，可以解釋為沒有主見、長不大，凡事都依靠媽媽的成年人，然而，

現在社會議題對於媽寶的解釋的已經不僅是指長不大、亦或者是沒有主

見，「媽寶」還是一種行為表現，張瀞文（2013）認為「媽寶」是指家

長全面介入孩子的學校生活，從選科系、校務行政、生活起居到交友圈，

無所不管，甚至在孩子成年後，從上大學、選擇進入職場、甚至交友、

結婚到擁有家室後，父母管控依舊，進而造成子女凡事都依賴父母的不

良習慣。 

因此開始有人去討論這樣的問題，並且把媽寶這樣的行為表現的原因，

指向父母的教養方式，林秀姿（2014）提到，若是子女面對各式情況都

懶得自己處理，也毋需負責，皆由父母代勞，如此惡性循環之下，從幼

年期到成年期，面對天大的事情，前面總有個「媽」擋著，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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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寶」並非一日養成。媽寶現象非臺灣獨有，從社會集體現象來說，

在美國出現新型專有名詞稱為「滯留於青春期的成年人」（林萃芬，

2014），儼然已成為人類生涯的一種普遍可見的「新階段」，更嚴重的

像是日本發展出「繭居族」之說，部分看似生理機能正常之年輕人，但

卻拒絕與社會接觸並足不出戶，生活全仰賴父母照料，也因此，被視為

一種「社會退縮症」。 

直升機父母的教養模式，可能造成孩子在各項發展上的許多問題，像

是人際關係、生活自理能力等，影響孩子的獨立自主、溝通能力、團隊

合作能力等等。近年來對於直升機父母對大學生影響的研究，大多是指

向負面的評價 (LeMoyne & Buchanan, 2011; Padilla-Walker & Nelson, 

2012;Segrin, Woszidlo, Givertz, Bauer, & Murphy, 2012)，像是有研究指出，

直升機父母的教養直接負向地影響大學生的心理健康 (LeMoyne & 

Buchanan, 2011; Schiffrin et al., 2014)，也有研究結果指出，父母過度干預

孩子的大學生活，將造成孩子的幸福感較低，更可能採取以藥物來逃避

焦慮和抑鬱的情緒(LeMoyne & Buchanan, 2011)，顯示出直升機父母的教

養對孩子的情緒管理是有影響的。但另一方面，有些研究結果則是提出

比較正向的論點，研究發現，藉由父母的適度支持和適度參與，會讓孩

子更有信心更積極參與學校活動，Fingerman 等人(2012)也同樣認為父母

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可以提升孩子對活動的參與感。 

參、 媽寶行為覺知  

一、 媽寶行為的產生  

教育哲學家杜威說：生活即教育。歐洲許多國家的基礎教育認為教孩

子怎麼生活是最核心的目標，也是最重要的能力，也就是說在生活中學

會知識，並能夠將所學的知識在生活中使用。幼兒教育家瑪莉亞.蒙特梭

利（Maria TeclaArtemisia Montessori, 1870~1952）曾經這樣說過：「獨立

的本質，在於能自己做事」。國際蒙特梭利協會主席 Tim Seldin，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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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提及，孩子原本就有渴望獨立做事之本能，而教導孩子自行動手

做，包含盥洗、穿衣與準備甜點或倒飲料，皆能協助孩子走向獨立自主

之路…，孩子從這些經驗中培養出相當程度的獨立時，亦奠定受惠中生

之良好工作習慣、自律心、自重心與責任感。」 

但是，現代父母常常擔心孩子做不好，不相信孩子自己能有做事的能

力，林秀姿（2014）引用專家論點，認為親子關係互動形成媽寶，孩子

的社會經驗也容易由於這項依賴關係降低。李佩芬與陳念怡（2014）將

現代父母放不了手的困難，歸納成下列三個原因： 

1. 少子女化的趨勢，造就太多直升機家族  

隨著少子女化的浪潮，目前家中平均六個長輩僅照顧一個小孩。因此，

愈來愈多以過度代勞表達溺愛之「快遞阿嬤」與「聖誕樹媽媽」，搶走

了孩子原本應該自主承擔之責任。過度關懷子女的家長們，把「幫孩子」

與「愛孩子」兩者間畫上等號，是造成子女長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2. 過半雙薪家庭，造就父母沒時間「好好生活」 

社會結構變遷，雙薪家庭結構已慢慢成為臺灣社會常態。這意味著父

母生活步調忙碌，沒有陪伴時間的壓力成為教養孩子最大的「困局」。

包含吃飯、穿外套、整理書包......等等，所有孩子應該「慢慢學」之日常

生活的大小事務，在大人的時間壓力之下，都變成了「快快做」。 

3. 升學至上的社會價值觀，家務只能靠邊站 

升學主義掛帥之氛圍下，家長與教師過度重視成績或才藝的表現，遠

勝過孩子「打理自己」所獲得之讚許。而過分重視升學之價值觀與壓力，

亦讓孩子忙於應付上課補習或課後輔導行程，並大幅壓縮與家人的相處

時間；當孩子忙得連在家吃飯都顯得「十分可貴」時，就更難參與家庭

生活及分擔家事。所以，形成媽寶行為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群放不開手

的現代忙碌父母，綜合前述的寶媽特質與媽寶行為的產生，可以將媽寶

行為表現歸納於三個範疇，包含在生活、校務（或工作）以及人際等三

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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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媽寶行為覺知的意涵  

國內媒體透過網路問卷的調查，整理出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和媽寶影響

的十大行為有以下這些特徵：三句離不開我媽說、我媽想看我的工作環

境、薪水我都給我媽保管還有我媽都是這樣做家事的……、結婚以後還

是要跟父母同住（網路溫度計，2015），以上列舉出的媽寶行為涵蓋範

圍有工作、生活與人際三方面。兩性專家盧莉萍（2013）在接受媒體訪

問時表示，媽寶特質有：欠缺責任感、遇到事情無法解決就習慣逃避、

無法準確表達自己的情緒、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沒有能力分辨自己的

感受和想法。因此，媽寶行為是一種過度依賴父母照顧之下，表現出對

原生家庭過於重視以及較無承擔責任的能力。 

覺知和意識有關，覺知是指一個有意識的（conscious）行為，「覺知」

也是大腦反應的第一階段，是人類對我們所處世界的原始反應，「覺知」

在幾秒之間就產生了，其用意在讓我們察覺環境。因此，「媽寶行為覺

知」是指，寶媽給予孩子在生活上、工作上或校務以及人際互動方面有

過多的關懷，讓子女對於察覺環境能力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當其面臨環

境出現狀況時，而這樣的狀況是超出自我中心的範圍，媽寶的孩子此時

大腦第一反應就是求助於原生家庭的父母。換句話說，「媽寶行為覺知」

意味著在自我的意識裡，認為依賴父母是天經地義的，當對於職業生涯

抉擇時，不知道自己需要對自己所做出的決定負責，萬一未來遇到挫折，

或是不如意時則是會請父母出面處理。 

綜合上述，媽寶行為覺知是在孩子學習的過程中，當遇到生活、校務

（或工作）與人際交友等影響事物時，孩子其實能覺知父母雖給予情感

上的支持，但卻沒有給予足夠的空間，使他們缺乏生活、校務（或工作）

與人際關係等面向的實務經驗，也失去鍛鍊自我獨立自主的機會。 

三、 媽寶行為覺知所帶來的影響與影響研究  

Padilla-Walker 與 Nelson (2012)研究發現，孩子其實能後覺知自己的

父母是否為直升機父母，他們能夠感覺到父母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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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同樣地，他們也能自己描述察覺或感受父母的參與和情感的支持。

有研究發現，預測孩子未來發展最佳依據為父母不同的教養行為 

(Pan&Gauvain&Schwartz, 2013)，在學習影響方面，直升機父母全方位參

與孩子的成長過程，反而造成孩子學習的干擾與障礙(Colavecchio-Van 

Sickler, 2006;Lipka, 2005; Taylor, 2006)。Hong等人 (2015)認為若孩子受到

家長的過度關心，容易造成孩子凡事依賴父母，並針對高職生以問卷調

查法進行影響研究，發現媽寶行為覺知與父母督導行為呈現正影響，與

自我調節學習以及拖延習慣皆呈現負影響。 

在家庭發展過程中，無論是中西方的家庭，功能大致是相同的，但無

可否認的是參與孩子的發展過程、父母教養模式等與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McElhaney & Allen, 2012)，從許多比較中西方親職教育的研究中可以得

證，教養是一種普遍卻無統一的方式(Shweder & Sullivan,1993)。由於社

會規範、目標與價值觀的不同，比例上而言，亞洲國家的孩子對於其父

母參與成長過程延長至大學時期，比起歐美國家的孩子更能接受

(Dmitrieva, Chen & Greenberger, 2008)。在亞洲國家，例如韓國，因為文

化與教育動態的不同，像是七成以上的高升學率、家長高度投入教育、

學校文化多是限制家長參與、低就業和競爭力高的就業市場等等現況，

所以在亞洲國家將會比歐美國家出現更多的直升機父母(Kwon, Yoo, & 

Bingham,2016)。 

目前國內有關媽寶的學術研究文獻甚少，《親子天下》與兒福聯盟近

年共同公布一份針對臺灣的 10 歲到 15 歲兒童及青少年進行的「兒少媽

寶調查」（蘇岱崙，2013），研究結果發現，父母正向教養則能夠帶給

孩子自信以及勇氣，如果有媽寶表現的孩子通常自信度屬於偏低。自我

評價較低的孩子中，也會在自己遇到困難時，就希望父母能夠出面幫忙

解決的就有四成之多；生活上經常獲得父母稱讚與安慰的孩子有 84% ，

反之在未來面臨不會做的事，願意自己嘗試去做，而不常獲得稱讚與安

慰的孩子，僅有約 68%的孩子願意嘗試挑戰難題；另外，調查結果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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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三成孩子表示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現是沒自信心的，並認為成績不

好是代表「自己很笨」。值得關注的是，孩子對自我肯定愈低，對忍受

挫折的能力也相對偏低，此份報告中還提到，若孩子覺得自己是沒用的，

佔學習新東西遇到困難就會立刻想放棄者的三成，也就是說孩子對自我

的肯定會影響學習動機表現；有 10.2%的孩子認為，假如自己睡過頭遲到，

都是因為父母沒叫他起床，此外，「經常認為自己沒用」的孩子比率有

17.2%。而研究發現，由於受到直升機父母的教養，孩子容易產生負面情

緒，和其他孩子相比，也對生活現狀不易滿足、自主性和工作能力表現

以及對生活的滿意度都較低，讓孩子總是無法自我肯定，就是源自父母

過度參與孩子的生活（親子天下，2014）。綜觀上述內容，父母的教養

態度會深刻影響孩子的自信心，同時也對孩子的成就動機具有影響。 

肆、 小結 

 近年來，包括各專家學者及大眾媒體所關心的議題，經常出現父母

不懂引導包括學齡前的孩子，甚至於已是大學生的子女進入過渡期，即

使子女們已是法定成年人，或是已經建立家室，家長可能基於不放心或

是過度擔心的繼續企圖控制和過度參與他們的生活 (Schiffrin et al., 2014)。

而國內外文獻以直升機父母教養對大學生影響之研究為多數，但在兒福

聯盟於 2014 年所作之調查，足以驗證媽寶行為已明顯在學齡階段兒童及

青少年造成教養問題。故在本研究中以國小學生及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將媽寶行為覺知分為課業型及生活型兩個面向，作

為量測學生媽寶特質之向度，探討父母在生活與學習上介入之程度，若

介入程度愈高，代表其依賴程度高，媽寶行為傾向愈高，這樣的孩子愈

欠缺自主性及責任感。而在本研究中學業型媽寶之操作定義為：家長過

度協助完成學業上之事務，如學校有需要動手做的作業時，父母會從旁

協助我做；生活型媽寶之操作定義為：生活起居依賴父母打理，如早上

需父母叫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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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補習投入 

壹、學習投入的定義與理論 

近年來，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中，學習投入（learning engagement）

佔有重要地位（林淑惠、黃韞臻，2012），亦成為檢視學生學習成果之

重要變項，係指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呈現出持續行為與心理之涉入情

形（learning involvement）（李宜玫、孫頌賢，2010） 

投入係指對事物體會及感受之過程。Connell 與 Wellborn (1991)指出，

當滿足心理需求時，個體就會投入，並展現在其認知、行為及情緒中。

Fredricks等人 (2004)認為，投入本身具有承諾及付出的意思，同時熱愛於

特定任務中整合專注與參與度。Furrer 與 Skinner (2003)認為，投入程度

除了可以反應人們對於各項任務參與的熱衷程度，並與動機呈現正相關，

例如：自我決定工作傾向、外在動機、內在動機行為及精熟動機，皆有

所關連。換句話說，投入之意涵包含個體對某項任務上的認知、還有心

理層面上的熱衷程度，行為上的參與及所付出的程度。如果將投入之意

義運用在學習任務上，即為「學習投入」。 

在學生學習投入層面上，Kuh (2003, 2009)認為學生在學習中的思考、

行為與感覺之歷程就是學習投入。學生在具有教育性目標中投入的時間

與花費的精力，需要藉著人與人互動來展現它的意義，而當中努力程度

是學生最重要的指標。Chapman (2003)指出學生參加學校活動之意願，包

含學學者投入特定學習活動的情感、認知與行為的面向。Kearsley 與

Shneiderman (1999)則認為學習投入包含兩個方面：（一）學生必須主動

參與具有認知過程的活動（二）學生必須在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和環境中

主動去汲取新知。Kuh、Kinzie、Schuh 與 Whitt (2005)認為學習投入的關

鍵要素就是：（一）學生為了獲得成功的經驗及成果而所付出的時間與

努力；（二）學校需要提供能讓學生參與並獲益的活動。由上述面向可

以得知，學習投入包含行為與心理層面，同時也強調活動是讓參與者能

夠主動進行認知學習，並願意投入時間努力於活動中。雖然在早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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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著重於測量學生的學習活動時間，例如寫作業或是閱讀的時間等，而

近期則著重認知策略的運用、學校活動的參與和學習活動的投入等研究 

(Angell, 2009)。Handelsman 等人 (2005)指出對於教師而言，瞭解學生投

入程度，將有助於個別指導學生及教學設計歷程，而且學習投入狀況較

好的學習者，會有效刺激教學及持續投入。Skinner與 Belmont (1993)指出，

各級學校的學生投入也會影響學生對學校成就的學習信念效應，有中介

影響，而學生投入和老師涉入之間，有交互作用的關係。由此可以知道

教師越瞭解學生的學習投入程度，不但能幫助學生學習成長之外，對於

自己在教學課程的設計及方法更精進同時師生互動關係也有幫助，最重

要的是教師更清楚日後可以修正與改進的地方。  

貳、學習投入的特徵  

上敘中提及學生的學習投入對於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收穫是最大的影

響關鍵，然而學習投入的特徵，吳舒靜（2014）認為，應包括學習投入

與學習表現的正影響、多元能力的成長、學習生涯的正向發展三個特色，

說明如下。 

一、學習投入與學習表現的正影響  

當學生投入學習活動的時間愈長與投入頻率愈高則學生之學習表現

就愈佳(Greene, Marti, & McClenney, 2008; Kuh et al., 2005)。如果學生的

學習動機愈積極，學生的學習興趣愈高，則愈能提高他的學習意願，

最後愈能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表現出優異的成就  (William, Williams, 

Kastberg, & Jocelyn, 2005)。學生對學習越努力付出與著重學生學習策

略的掌握，對學生的學習的理解與成效有正向影響 (Fredricks et al., 

2004)。  

如果學生在教學活動當中是積極付出、高學習動機同時盡心努力和

著重學習策略的掌握的學習投入時，學生的學習表現和成果就更優異。

所以除了學生的情意與行為是學習投入的因素之外，還有學習的策略

知能也是學習投入重要的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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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能力的成長  

適合的教學方案與良好的學習投入，對於學生在不是學業的能力以

外也是有所成效的，像是公民素養、人際互動關係、尊重多元差異、

提升自信心等，還有在良好的生活技能上，包括情緒的調適、衝突的

處理、自我認同，以及增進社會意識與人際關係的技巧等 (Appleton, 

Christenson, & Furlong, 2008)。這些所強調的特徵和環境服務學習與解

決問題能力的精神其實是相呼應的，都是強調學生多元能力的成長，

與現實環境生活的學習互相接軌以訓練學生能成為符合現代社會所期

許的公民。  

三、學習生涯的正向發展  

高度學習投入的學生對學習活動不但抱持積極的且保持持續性參與

行為，甚至會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會選擇具有挑戰性的學習任務，在

這個過程當中，學生會表現出學習努力和專注力，同時展現出積極的

態度，包括隨時表現出熱情、樂觀、好奇心和興趣 (Skinner & Belmont, 

1993)。當學生被吸引到學習活動中，多少都會面臨挑戰和阻礙，但在

這過程中仍然能夠持續堅持努力，在完成後是以喜悅的情緒展現 

(Schlechty, 2011)。藉由多次的學習經驗，讓學生不斷發展個人的學習

興趣與持續力。就是和環境服務學習中強調的終生學習是一樣的，所

以學習不該侷限在校園裡而是要落時在生活中持續的運用和磨練。 

參、學習投入的向度  

Kuh (2003, 2009)認為學習投入是學生在學習中之行為、感覺與思考

之歷程，也是在學生所花費的時間與投入的精力是具有教育性目標的活

動，而教育活動則需藉由與人與人互動來展現其意義，其中努力是學生

最重要的指標 (Zusho, 2017)。從 Kuh 對於學習投入的定義中，可以發現

關於學習投入大致可以分為行為、情意與認知三個層面，但是許多學者

對於學習投入概念卻有不同的定義和觀察，所以關於學習投入的向度在

描述上也有些許的不同。以下簡述主要學習投入的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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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man (2003)將學習投入分為認知規準、行為規準和情感規準三個

指標來形容學生學習努力的程度。詳述如下：  

一、認知規準 

何謂認知規準，學生對於學習任務所致力和付出的精神努力程度，

例如願意努力將所得的新知識整合融入舊知識當中，同時對於認知和多

元認知策略的使用能完全運用並透過監督引導在學習任務的理解上。 

二、行為規準  

何謂行為規準，學生對學習任務的積極反應程度，如學生在教學前

的詢問、教學後的問題解決及有關任務的問題積極反應，並參與教師與

同儕的影響討論等。  

三、情緒規準  

何謂情緒規準，學生對學習任務的投入和情緒反應程度，如學生在

學習任務上時常保持高度興趣或積極心態。 

Fredricks 等人(2004)將學習投入分為行為、情緒與認知三種學習投入

構面。其說明如下（張鈿富，2012；Yazzie-Mintz, 2010）：  

一、學習行為投入  

Finn (1989, 1993)認為，行為投入係指學生是否依照規定參與學校及

教室之學習任務。Skinner與 Belmont (1993)指出，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持續

參與意圖即為學習投入，其中包括具有挑戰性之學習任務學生能鍥而不

捨的完成，同時能夠付出努力且專注地學習，能積極的掌握機會並立即

採取行動參與學習活動 (Yin, & Ke, 2017)。Fredricks 等人(2004)將行為投

入定義為學生依正確的規範準則，例如：遵守校規、班規等，不會無故

翹課、惹麻煩等等的破壞性行為，學生能夠積極參與學校各項影響的學

習活動及不是學校辦的校外活動，像是課後學習行為。對於學生在學校

中參與的各種學校活動中，包含了社團活動、課外活動、科展、小論文

等等非學術性的活動，包含學生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也是屬於行為投入；

行為投入的向度著重於學生在學校團體中的社群行動、互動及參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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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稱為「投入於學校生活」  (Yazzie-Mintz, 2010; Putwain, Symes, 

Nicholson, & Becker, 2018)。 

二、學習情緒投入  

Finn (1989)認為，情感投入可分為歸屬感（belonging）與價值感 

（valuing）兩個面向，「歸屬感」主要以學生能感覺到自己是團體中的

重要一份子；「價值感」主要為學生對團體所展現的成果感到認可及欣

賞。Fredricks等人 (2004)將學習情感投入定義為學生對學校的整體觀感，

其中包含了對學校的行政人員、教師以及對班上同儕的觀感與評價。如

果學生認為自己是學校中的重要一份子，那麼學生生活經驗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都是在學校發生的；換言之，要讓學生對學校的認同程度愈高，

學生就會越重視、越珍惜在學校的種種行為和優良表現，學生情感投入

也就愈高。但這些大多數是屬於學生內心的想法，不一定會反應在外在

的行為，所以又被稱為「內心的投入」（ engagement of the heart）

(Yazzie-Mintz, 2010) 。  

三、學習認知投入 

Connell 與 Wellborn (1991)指出，認知投入係指學生喜歡有挑戰之

任務、懂得如何發現問題並解決困難同時能面對失敗時的正向態度。

Fredricks等人 (2004)則強調認知投入的定義又可細分為兩種向度，第一

為學生對於自己學習狀況的掌握程度，第二是學生在學校課程中對學

習的付出程度。Newmann、Wehlage與 Lamborn (1992)指出，認知投入

為學生對於學習所付出之努力及心力，同時藉由將知識融會貫通和精

進技能來提升學習成效。Pintrich 與 De Groot (1990)認為，認知投入含

括認知策略之運用及自我調節兩個面向，其一為使用精緻化與組織等

認知策略；其二為使用後設認知策略，透過計畫、監督，進而修正自

己的認知，以及對於努力之掌控及管理 (Asikainen & Gijbels, 2017)。綜

合來說，認知投入指的是學生在課業上認真的程度，以及使用什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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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策略去學習，此向度又以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投入的程度，因而又稱

為「心智的投入」（engagement of the mind）(Yazzie-Mintz, 2010)。 

Chapman (2003)與 Fredricks等人 (2004)認為學習投入分為行為、情緒

和認知三構面探討學習投入，兩者所界定的行為投入與學生是否積極努

力、師生互動情形、參與活動頻率等影響，情緒投入則是與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認同感、專心程度等有關，然而認知投入與學生在學習策略、

認知方法、學術挑戰與抱負等影響。  

肆、學習投入之影響研究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of Chattanooga (2005)指出學生學習投入程

度能提供學校改善教育現況的依據，評估學生學習投入已被視為學校教

育成功的必要步驟。Csikszentmihalyi (1988)認為人們會依照內在的驅力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並非外在的因素，其優先順序會依照個人的需求而

有所不同。在學生心理面向的研究上，以學習動機的因素最多，由此可

知學習動機在學習投入中極為的重要。Carroll (1963)與 Atkinson (1957)研

究指出學習動機會影響學習的持續性，高動機的學生會付出更多時間投

入學習同時互動性較高，在學習成效上也會因此而變得愈好。詹志禹

（2004）研究發現發明家的內在動機促使他們在工作中相當專注、投入、

忘我、持久不懈，除了個人的興趣外、對於學習活動的滿意度跟喜愛程

度相對較高。仲雪梅（2011）在探究中國研究生在學習投入的影響因素

時，證實了中國研究生在內在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滿

意度等，對學習投入具有顯著影響力。Ding, Kim, 與 Orey (2017)研究指出，

在線學習對學生的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Moreira 等人(2017)研究指出，學習表現優異之學生認知投入程度較優於

低成就之學生，但此種狀況依學校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 

一般在研究學習大多投入於學業層面的成果，但有少部分研究也指示

出，非學業能力上的增加有助於良好的學習投入，包括有良好的人際關

係、公民素養、尊重多元差異，提升對自我能力的肯定性 (Nor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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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於獲得良好的生活技能與個人自我成長也有助益，包括提升對自

我的認同、情緒調適能力、解決衝突技能，以及增進社會意識與人際關

係技巧等 (Appleton et al., 2008)。  

目前對於學生補習的研究大部分多探討他的動機，學習投入程度還

沒有影響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以學生學習投入的理論，觀察瞭解學生學

習投入的狀況，並探討個人成就動機對學生學習投入之影響以及學生補

習學習投入對補習學習價值之影響。  

伍、小結 

對於學生學習投入的重要性學術界的學者都非常重視，但是目前各

學者對於學習投入的定義還是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學者分別以學

生、學校、學習活動或各項課業的表現等不同的面向進行詮釋，所以學

界其實並沒有任何共識。但是根據學生是教育主體的觀點來看，學習投

入應以學生做為觀察的重點，是研究者堅持的。學生學習投入是指在學

習過程中，學生的思考方式、行為方式與感覺之歷程，換言之，學生在

具有教育性目標的活動中，所付出的時間與投入的精力(Kuh, 2003)。因此

從這裡可以知道，學習投入可以分為行為、情緒和認知三構面探討學習

投入。行為投入與積極努力、師生互動情形、參與活動頻率等影響，情

緒投入則是與學習動機、學習興趣、認同感、專心程度等等有關，而認

知投入則和學生在學習策略、認知方法、學術挑戰與抱負等影響。學生

投入學習活動的時間愈長、頻率愈高，學生的學習表現就愈佳 (Greene, 

Marti, & McClenney, 2008; Kuh et al., 2005)。當學生擁有愈正向的學習動

機，同時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樣就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在學習活動過程中優異的成就愈能展現出來(Williams et al.,2005)。而學生

在非學業能力的範圍，例如人際關係、、品格教育、公民素養、尊重多

元差異以及提升自信等成效，還有獲得良好的生活技能，包括衝突的處

理及自我認同、情緒的調適和增進社會意識與人際關係技巧等 (Appleton, 

Christenson, & Furlong, 2008)。一般學生學習投入較高者不但比較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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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學習機會，在學習過程中也較能表現出努力和專注度，並對學

習各項活動都抱持積極且持續性參與的行為，在選擇學習任務時願意嘗

試挑選較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並貫徹始終堅持到底的完成，展現出積極的

態度，包括隨時表現出好奇心、熱情、樂觀和興趣 (Skinner & Belmont, 

1993)。就這樣藉由多次的學習經驗，漸漸發展出個人的學習興趣與持續

力。  

因此當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學習投入是熱情且積極付出、並具有高

學習動機又同時能盡心努力和著重學習策略的掌握時，學生通常讚這樣

的學習前提之下會有較優異的學習表現和成果。對於學生在課業以外的

多元能力的學習培養，積極的學習下定能促使學生成為符合現代社會大

眾所期許的公民，更能夠很快的在生活環境的學習接軌，定能順利發展

個人在學習上的興趣和持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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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持續補習意願 

當購買後的表現達到或超過購買前的期望時，會出現負面的不確定

性，從而導致滿意的消費者。滿意的消費者將來有更高的回購產品或服

務的可能性。當購買後的表現低於購買前的預期時，會出現積極的不確

定因素，導致不滿意的消費者。不滿意的消費者將來會避免再次使用這

些產品或服務(Susanto & Ha, 2016)；作為用戶決定繼續使用特定產品/服

務用戶已經在使用，不同於用戶的首次使用，並且更能夠推廣公司的長

期生存(Han & Hong, 2018)；我們的結果強調，擁有良好的用戶界面會影

響用戶對 MIM 的滿意度。同樣，由於 MIM 旨在用於社交連接，因此趣

味應該是嵌入任何 MIM 設計中的關鍵元素。我們的結果表明，用戶感知

享受是決定他們滿意度和使用 MIM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的持續意

圖的重要因素；ECM（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對持續使用意圖

的滿意度具有直接的積極影響，並聲稱該構造是用戶繼續使用 IS 的主要

預測因素之一(Lee & Kwon, 2011; Thong et al., 2006)。事實上，IS採用文

獻發現，高水平的滿意度導致個人不斷使用服務或產品(Lee & Kwon, 

2011)，因為滿意度降低了與轉換到其他供應商相關的收益；用戶的持續

意圖取決於他們對系統有用性及其滿意度和習慣的看法，並且提出的擴

展 ECM 解釋了用戶持續意圖總方差的 65.9％。此外，持續意圖存在一些

性別差異；假設檢驗的結果表明，六個變量對使用 PowerSuite 的持續意

圖有影響，即技術支持，培訓，用戶界面，自我效能，感知有用性和用

戶滿意度。同時，促進條件，努力期望和社會影響對使用 PowerSuite 的

持續意圖沒有顯著影響。對於進一步的研究，可以使用其他觀點（如人

格）作為持續意圖的預測因子，以便為組織進行干預提供更深入的見解

(Kusuma & Komputer, 2017)；積極有用和享受影響滿意度和持續使用意圖

突出關鍵驅動因素的作用，即服務實用性和娛樂體驗，持續 Yu'e Bao 的

決定。Yu'e Bao用戶的持續意圖可以以各種方式增強，例如改善用戶情感

和情感，增強積極的用戶感知，促進 Yu'e Bao 的習慣用法(Liu &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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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意圖表示以某種方式表現的慾望，願望或意願或自我指示，並捕

捉影響行為的動機因素。意圖表明人們願意嘗試多麼努力，以及他們計

劃用多少努力來執行這種行為。作為一般規則，參與行為的意圖越強，

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行為意圖表明個人是否願意執行特定行為。它被

認為是行為的直接前因。在 TPB 中，意圖是基於對行為，主觀規範和感

知行為控制的態度，每個預測因子對其與行為和感興趣的人群的重要性

進行加權。用戶的持續意圖取決於他們對 IS使用的滿意度以及持續 IS使

用的感知有用性。消費者持續意圖取決於他們對初始服務使用的滿意度，

他們對服務使用的感知有用性，以及感知有用性和服務使用的忠誠度激

勵之間的相互作用(Omotayo & Adeyemi, 2018)；用戶滿意度和使用文獻的

持續意圖的信息系統理論和我們的研究主張，在處理所有用戶的要求時，

響應性更高的社交網絡將被感知到更高的用戶滿意度和使用意圖。因此，

作為關鍵維度影響用戶滿意度和使用 Facebook 的持續意圖，主觀規範或

社會壓力必須引起 Facebook 公司以及依賴此類社交網絡的公司的高度關

注，通過跟踪和監控約旦人家庭生活方式，意見領袖或約旦社會中的任

何類型的參考群體，可能會影響用戶的選擇和行為，這可以通過調查每

個用戶帳戶中的朋友，同事和同事的人口統計數據來實現(Bataineh & 

Alkharabsheh, 2015)；移動電信服務提供商面臨著增加客戶持續意圖的更

大壓力。與此同時，在台灣學習普通話的外國學生人數也在增加。TPB

的三種結構（即態度，主觀規範和感知行為控制）與 EDM 的滿意度結構

對外國學生對移動電信服務的持續意圖具有顯著和積極的影響。這項研

究將使台灣的移動電信公司調整其營銷策略，以增加外國學生的持續意

圖(Hsu & Suraphatchara, 2018)；來自面向 UMS技術的個人作為外部決策

過程中對持續使用的動力。將技術準備理解為不同的心理特徵以及他們

如何看待新的技術可以帶來更好的變革管理策略。無處不在的媒體系統

關於技術準備與未來使用它的持續意圖之間的關係。正如不同代人群所

代表的那樣一組不同的行為特徵可能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廣泛貢獻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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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突出了 Z 代(Dadvari & Do, 2019)；消費者態度是持續意圖的更強

預測因子，沒有習慣的中介效應。消費者滿意度只能微弱地預測持續意

圖並且是由習慣調節的(Amoroso & Lim, 2017)；轉換成本和客戶滿意度可

能會不同地影響營銷策略經理會受益從了解不同的轉換成本（財務、程

序和關係）和滿意度如何共同影響持續意圖以便適當投資營銷資源(Blut 

& Mothersbaugh, 2015)；具有相同移動錢包應用的持續意圖的行為可能不

僅僅來自消費者滿意度（由慣性控制時消費者滿意度具有微不足道和具

有持續意圖的弱路徑係數），因為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例如作為感知價

值、信任、財務安全、參與、應用程序設計等有助於持續意圖(Amoroso 

& Lim, 2017)；學生對電子教科書的持續意圖是由學生對電子教科書和感

知有用性的滿意度驅動的。此外，學生的期望確認和電子教科書的可用

性會對學生的滿意度和感知有用性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影響繼續使用電

子教科書的意圖。最後，效率和有效性的可用性維度顯著影響電子教科

書的可用性(Baker & Stone, 2015)；普遍存在的媒體系統對個人推理的持

續使用決策的總體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對 UMS 的依賴程度提高了系統

的感知積極屬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以及對初始期望與使用後表

現之間差異的認知評估(Carillo & Za, 2017)；滿意度對持續意圖有積極影

響，而情緒衰竭則有負面影響。此外，逃避現實，表現主義，窺淫癖，

自願主義和流動性滿足決定了滿足感。此外，信息過載和社會超負荷會

影響情緒衰竭(Chaouali, 2016)；FoMO 和影響與持續意圖有關。PIPR 與

感知有用性緩和了 FoMO 與持續意圖之間的關係以及情感與持續意圖之

間的關係(Yin & Lin, 2015)。  

Francken (1983)則指出在購後行為模式當中，當消費者對所獲得的

商品或服務感到滿意時，便會產生重複購買行為即為再購意願。Dodds 與

Monroe (1985)指出購買意願乃是消費者將購買此一商品的一種行為趨向，

常被視為是後來是否購買的指標之一。而在諸多學者的相關研究當中，

Oliver (1999)指出消費者的滿意程度會左右消費者對於商品的態度及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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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偏向，進而對消費者的再購行為產生影響。莊修田與葉佳琪

（2008）認為由於再宿意願可在任何時間隨時被量測到，因此對於重新

購買週期較長的民宿產業，量測再宿意願相較量測實際再宿行為對民宿

經營業者來說更具有參考價值。對民宿業者來說，遊客的再宿意願即為

消費理論當中的重購意願。Dick 與 Basu (1994)指出消費者忠誠度可看出

消費者個人的態度及再購行為關係的強度。 

Jone 與 Sasser (1995)指出企業和消費者互動時，透過詢問消費者對

於未來再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意願時，亦可視為消費者忠誠度的一種方式，

透過消費者的公開介紹或推薦進而成為有口碑的商品，因此顧客忠誠度

歸又被視為是消費者對於某商品或服務，其未來是否願意主動向他人推

薦亦被視為是再購意願的參考依據。Bhote (1996)指出所謂消費者忠誠度

乃是消費者滿意企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時，使得消費者願意為公司宣

揚其品牌，並製造正面口碑給予他人知曉。Daugherty、Stank 與 Ellinger 

(1998)提出重複性購買行為意願乃是消費者的認知和期望。 

Daugherty 等人(1998)亦提出再購意願乃是消費者再次購買相同品牌

商品或服務的可能程度高低。Jone與 Sasser (1995)則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

或服務後之經驗，將影響其下次是否願意再次去購買的意願。 

Kotler (2000)指出當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或服務之後，內心所獲得的滿

意或不滿意程度，將影響對後續是否再度購買商品或服務。Blackwell、

Miniard與 Engel (2001)則將再購意願定義為消費者再次考慮購買相同品牌

商品或服務的程度高低。 

葉源鎰與王婷穎（2001）認為再宿意願則指消費者在離去後，仍然

願意再次回到該住宿環境之意願。陳宗玄與林靜芳（2006）認為再宿意

願係指消費者在投宿後，依據其實際感受評估再次前往住宿之意願。 

諸多研究認為滿意度與忠誠度這兩項消費者行為與重購意願之間具

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Jones 與 Sasser (1995)亦指出顧客在產生滿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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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購只是其行為之一，並且還會衍生其他行為，包含公開推薦、口碑宣

傳等。 

再購意願係指未來再度使用同一服務提供者的可能性(Fornell, 1992)。

(Jackson, 1985)提出再購意願為顧客行為意向，用來測量顧客持續、減少

或增加原供給者提供之服務的傾向。顧客再購意願或顧客保留皆被視為

主要的防禦性行銷策略和企業成功因素(Cronin et al., 2000)，由於產業競

爭激烈且吸引新的顧客成本增加，公司皆保住現有顧客，並且讓他們再

次購買，而不是專注吸引新的顧客和增加市占率，也就是進攻式的行銷

策略(Fornell, 1992)。而本研究所指的持續補習意願為國小與國中學生持

續參與英語補習的意願。 

根據上述文獻總結而言，本研究將持續補習意願定義為學生信任補

習班之關係，並接受其服務，並且採用 Kennedy (2001)的看法，定義學生

與補習班再次互動的意願，將持續補習意願定義為學生是否會將繼續補

習的意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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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相關研究 

Shernoff 等人 (2016)提出行為參與是指努力，參與，出勤，家庭作

業和其他所需學術行為的一致性。認知參與是指對學習的投入，處理的

深度和/或自我調節的元認知策略的使用。情感參與是指學生在學校中的

情感和情感，如興趣，無聊或焦慮。設計學習環境，以促進專心，專注，

快樂，興趣，自尊和內在動機是當之無愧的願望。在這項研究中，我們

引入了一個框架，用於概念化學習環境，讓學生參與學習。超越他們在

提供教育內容，塑造和創造支持性和挑戰性的課堂環境方面的直接作用 

可能是教師可以促進學習參與的主要方式。 

Zucoloto 等人 (2016)提出同樣重要的是重複認為，沒有發現認知參

與對倦怠綜合徵的顯著影響。當用一般術語定義時，認知是大腦處理，

學習，記憶和思考通過五種感官捕獲的所有信息的方式。認知參與可以

理解為學生的心理投入努力，旨在學習，理解和掌握學術環境旨在促進

的知識和技能。29 值得澄清的是，認知參與中的努力與行為參與中的努

力不同。2 在認知參與中，努力專注於學習和掌握材料。因此，它的特點

是一定程度的心理控制，以保持注意力集中，並幫助學生避免分心，從

而促進學習過程。30 因此，在學術環境中發展的知識/技能和所需的心理

努力對倦怠的發展沒有直接影響是合理的。這種影響的缺乏不同於學校

環境產生的行為和情緒的影響。 

Chen (2017)研究調查了計算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績之間的關係，

並調查了學習參與作為這種關係的調解者。為了尋找工作來支持他們的

長期生活，他們在計算機補習學校學習了 121 個中晚期學習者，我們發

現這些學生的計算機自我效能有助於他們的學習參與度，他們的學習成

績。本研究使用的文獻尚未在文獻中進行過調查，但鑑於當今的社會問

題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並且通過發現個人資源（例如自我效能）貢獻，

在理論上和經驗上支持了最近發展和批判的工作投入概念。個人的工作

參與水平，反過來，他們的工作表現。從業者（例如電腦補習學校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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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講師）可以將調查結果視為通過建立計算機自我效能和學習來改善

老年學生（例如中晚期和老年學生）學習成績的重要參考。 

Heflin、Shewmaker 與 Nguyen (2017)發現當學生參與協作學習環境

時，他們最常通過言語，目光接觸，手勢和姿勢來展示參與。那些最常

脫離的人被發現是在看技術，而不是進行目光接觸，並以不參與的方式

擺弄自己。HeadsUp和其他移動應用程序是有用的教學工具，可以有選擇

地用於促進協作學習環境。應該指出的是，學習技術的任何使用也為學

生分心，因此也提供脫離接觸的機會。HeadsUp可以有效地將學生分成小

組，分配角色和分發提示，但它作為激發他人注意力或產生書面答复的

工具的用處有限。最後，通過在移動設備上通過短手打字撰寫書面作業

的學生，與在計算機或紙上撰寫書面答复的學生相比，他們表現出深刻

的批判性思維的可能性較小。總之，這些結果表明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用

許多不同的工具來創建參與的學習環境，但每個工具都有主要功能和限

制。 

Ding (2017)介紹了兩項在線討論中使用遊戲化方法的試驗研究，以

提高學生的參與度。設計並實現了一個遊戲化的在線討論工具 gEchoLu。

第一項試驗側重於檢查學生參與在線討論。結果表明，gEchoLu 對學生的

行為參與，情感參與和認知參與有積極的影響。第二項試驗旨在調查

gEchoLu 中實施的特定遊戲元素對學生動機和參與在線討論的影響。第二

次審判的結果表明徽章，砰砰聲，gEchoLu 中的進度條和頭像促進了學生

參與在線討論。討論了局限性和影響。 

Sutter-Brandenberger、Hagenauer 與 Hascher (2018)為了支持自我決

定的動機，減少學生的經驗至關重要通過例如激發學習情境的可控性，

增強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以及強調數學的相關性等焦慮，憤怒和無聊等

負面情緒。更一般地，我們建議以全面的方式設計干預計劃，以解決動

機和情緒。動機和情感理論都應該以有意義的方式被納入，因為每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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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都提供了獨特的見解和影響，以改善學生的數學學習，從動機的質量

和積極情緒模式的經驗。 

Halliday、Calkins 與 Leerkes (2018)研究表明，學習參與可以在實驗

室環境中成功衡量，並支持早期參與與學習在後續成就和學習相關行為

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建立的新措施提供了一種衡量學習參與度的

新方法，並提供了教師報告問捲和課堂觀察的替代方法。因此，對於那

些希望將資源集中在實驗室評估上的研究人員而言，這一措施可能特別

有用，並且可能會為參加教育多樣化的學前教育計 目前的研究為該測量

的結構有效性提供了證據，並證明了其並發和預測的有效性。根據這些

結果，這些行為學習參與實驗室任務和編碼方案似乎是一個強大的評估

工具，將為研究人員提供新的方法來調查兒童早期學習參與的預測因素

和後果。鑑於學習參與對於早期和晚期學校成功的重要性，這一措施可

能會有所幫助翻譯研究將有助於擴大我們對學校準備和成就的理解，並

告知教育工作者，項目官員和政策制定者如何最好地幫助幼兒成為他們

自己學習的積極參與者。 

Jung 與 Lee (2018)表明，學業自我效能感，教學存在感和感知有用

性對學習參與有顯著的直接影響。此外，教學存在和感知易用性對學習

持久性有直接影響。最後，學習參與對學業自我效能，教學存在，感知

有用性和學習持久性之間的關係產生間接影響。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在

學習者對自己，教師和學習支持系統的看法方面，在 MOOCs中設計和開

發有效的教學和學習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Guo (2018)研究的結果表明學生的課堂體驗在學習中的重要作用。

它不僅間接預測了參與度，還直接預測了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大多數學

習滿意度的差異都是由學生的課堂經驗來解釋的。報告了大學教育目標、

資源、支持、導師、實習生與論文的積極經驗的學生對他們的大學經歷

更滿意。這一發現確定了大學提高學生滿意度的方向。建議將資源和計

劃放在課堂外的這些教育經驗中 保持優質的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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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lton、Kent 與 Williams (2018)提出許多大學正在使用 VLE 活動

作為參與學習的主要指標和代理，並對各種在線參與如何與學生表現相

關的研究進行了研究。參與和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很複雜，特別是在實

體大學裡，教學和學習有多種形式，無論是在線還是離線。高等教育管

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須準確理解這種關係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表現出

來。在這裡，我們提供證據表明學生成績與 VLE 使用有關，但這種關係

並不簡單。我們已經證明，在實體大學，學生與學習的互動在性質上各

不相同，包括面對面和在線活動，與 VLE 的接觸程度因課程/學科而異學

生正在學習。此外，我們發現 VLE 用於預測學生成績結果的重要性因課

程/學科而異。學習活動。了解這些學科在使用方面的差異，以及 VLE 使

用對學生成果的重要性差異，對於大學設計有效的教學實踐應該是非常

有益的。對於那些主要提供面對面學習的人來說尤其如此，而 VLE 是一

個輔助教學平台，而不是遠程學習環境，其中 VLE 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平

台。 

Baragash與 Al-Samarraie (2018)發現在大學生中使用社交媒體可能會

對他們在課程中的表現產生負面影響。但是，我們認為 WBL 對績效的負

面影響可能與學生瀏覽網絡資源和社交網絡以提取所需信息的有限經驗

有關，學生使用 YouTube 視頻或 Google 筆記增加了他們的學習參與度他

們花在構建理解的任務上的時間。但是，這種用法的結果可能不一定符

合課程目標。我們觀察到 WBL工具的使用頻率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成績。 

Zhang 等人(2019)提出促進學生參與學習小組是教學中的一個關鍵問

題。我們在在線學習小組合作背景下考慮社會影響。它表明，當每個人

的努力都可見時，學生更有可能受到其他團隊成員和教師的影響。這一

發現啟發我們，我們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例如使用溝通和協作工具，使

每個人的工作可見，讓每個人都參與團隊合作，減少搭便車效應和吸盤

效應。在傳統環境中，社交影響也存在。但是，如果沒有同步通信工具，

這種影響就不會那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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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oș、Maricuţoiu 與 Costea (2019)從實際角度來看，結果對於教師

和教育實踐尤其有用。例如，如果教師意識到影響學生參與和倦怠水平

的因素，他們可以設計一個最佳的學習環境來支持學生的需求。 

Liu、Lim、Taylor與 Calvo (2019)提出通常，在同一課程中，學生可

能有不同的參與程度來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教育者應根據學生的特點

（如學習成果，學習系統內的行為）應用不同的激勵策略。隨著發展學

習技術，我們相信通過自動跟踪和分析學生在學習系統中的行為和數據，

可以將不同的激勵策略應用於不同的學生。 

Malau-Aduli等人 (2019)研究表明，當學生超負荷時，他們可能被迫

採取表面方式進行學習，從而否定提供此類知識的目的，這是學生積極

參與學習的目的。 

Falloon (2019)研究確定了與青年學生使用模擬相關的一些考慮因素，

但教師不應將這些視為不使用它們的理由。學生的思考和概念化有明顯

的好處，毫無疑問他們發現他們有動力和參與。 

Xie、Heddy與 Greene (2019)研究自我報告的自我調節與情感參與變

量之間存在強相關模式。總的來說，學生們報告說，當他們對學習持有

更多積極的價值觀，並且在學習的那一刻，他們經歷了更積極的情緒和

更少的負面情緒時，他們在學習中更加自我監管。實施時間與效用值

（未預期）和挫折負相關。地點的實施率與希望正相關，但與挫折呈負

相關。 

Wang、Tian,與 Huebner (2019)基於自系統過程理論和交易理論，我

們的研究增加了與小學 BPNSS，行為參與和學業成就之間關聯的現有文

獻。學生們。特別是，在控制了性別，年齡，父親和母親的教育，並發

協方差和自動回歸路徑後，我們發現 BPNSS，行為參與和學業成績相互

提高。此外，BPNSS 通過行為參與間接促進了學業成就，學術成就通過

行為參與間接促進了學業成就。這些研究結果表明，BPNSS，行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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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業成就形成了一個複雜，動態的系統，早在小學階段就開始在學生

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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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驗證性實施研究，旨在分析及瞭解學生生活媽寶行為、

課業媽寶行為、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之關

聯性，試建構一結構方程模式與確認模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model 

stability），並且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

動機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研究之設計與實施乃依據文獻探討作為基

礎，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 

本章分為四節進行說明，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

與抽樣；第三節為問卷工具；第四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分析及瞭解學生生活媽寶行為、課業媽寶行為、行

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之關聯性，試建構一結

構方程模式與確認模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model stability），並且探

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

願是否有差異。研究之設計與實施乃依據文獻探討作為基礎，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 

最後，綜合資料分析結果，回應前述研究目的與回答研究問題，

並提供結論與建議與補習班之經營與家庭教育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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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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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 

首先，抽樣對象為臺灣地區的一般消費客戶，以立意抽樣法，

選取最能代表本研究所要探討特性總體的單位，以此為樣本之抽樣方

法。研究者以補習班學生當作樣本，請受訪者用網路問卷模式作答。

本研究問卷總共發放並收回 293份。抽樣期間為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2

月間。 

最後，將所回收的無效問卷刪除後，收集有效問卷進行編碼流水號

作業，方便後續的追蹤，針對在問卷填寫上有重要遺漏值(missing value)

或全部問項均填寫同樣選項答案之問卷，本研究則將其歸納為無效問卷，

其中總共發出問卷 320 份，回收問卷 300 份，回收率為 93.75%；剔除填

答不完整的無效問卷 7份，因此有效回收問卷為 293份，亦針對有效問卷

依照編碼方式進行資料輸入作業。 

首先，針對觀察問卷的樣本特徵，從本研究問卷蒐集到 293 筆相關

背景消費者的樣本資料，其中研究樣本性別分布，女生及男生分別為

49.8%及 50.2%；學齡層分為 1~8 年級，分別占 13.3%、15%、7.5%以及

10.2%、11.9%、27%、14.7%及 0.3%，以六年級的學生最多；補習次數

分布有兩次以下、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及六次以上，分別占

3.4%、10.2%、19.1%、26.3%、18.1%以及 22.9%，樣本補習次數主

要分布於四次，見表 3-1。 

1表 3-1 樣本結構分析 

變項名稱 人數 佔比 

性別   

女性 146 49.8% 

男性 147 50.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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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名稱 人數 佔比 

年級   

一年級 39 13.3% 

二年級 44 15.0% 

三年級 22 7.5% 

四年級 30 10.2% 

五年級 35 11.9% 

六年級 79 27.0% 

七年級以上 44 15% 

每週補習次數   

兩次（含）以下 40 13.6% 

三次 56 19.1% 

四次 77 26.3% 

五次 53 18.1% 

六次（含）以上 67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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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工具 

本研究的量表依照研究目的發展量表，量表共包括六個構面，問卷

題目自相關之文獻探討並依照原題項的概念，部分斟酌語意稍做修改，

使研究題項能符合本研究主題之特性，進而發展成本研究問題之題項，

最後將相關所需之題項整理成 76 個題項的量表原型，所研究之題項均運

用李克特的五點量表（5- point Likert scale），其中數字 1 到 5 分別代表

的意思為：1 = 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 = 無意見，4 = 同意，5 = 非常

同意。 

一、 媽寶行為覺知 

本研究為媽寶行為覺知之構面參考自 Hong 等人(2015)針對直升機父

母教養對高職學生學習影響之影響研究，研究指出直升機父母行為特徵

表現在生活與課業與兩方面，影響題項共 16 題。本研究媽寶行為覺知構

面依前述文獻探討，可分為生活與課業（或校務）兩個面向進行問卷編

製，其題項內容陳述於下所示。因此依據此概念，本部分之變項衡量乃

依據 David (1989)與 Pavlou與 Fygenson (2006)之量表設計概念修訂。 

(一)、 生活媽寶 

1. 我需要父母叫起床，防止睡過頭。 

2. 父母常會幫忙我準備好隔天所要穿的校服。 

3. 父母通常不讓我做家事。 

4. 如果父母送我去上學時，會幫我提書包。 

5. 父母會常幫我整理我的房間。 

6. 我不想上學時，父母常幫我請假。 

7. 父母會在我的網路社群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8. 當我想跟同學出門時，父母會一直問我同學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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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我跟同學出門時，父母會到定點接我回家。 

10.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手機訊息並干涉我交友。 

(二)、 課業媽寶 

1. 學校功課若沒有辦法做完，父母會常常幫忙完成作業。 

2. 回家作業若有錯誤時，父母會幫我更正。 

3. 考試前，父母親會幫我畫提醒重點。 

4. 當我忘記帶學校用品到校時，請父母幫忙送到學校。 

5. 當我和同學發生不愉快事情時，父母會到學校理論。 

6.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校施壓。 

 

行為構面題項參考改編自綜合國內外成就動機影響量表編製之子女

成就動機量表（呂怡蒨，2010），其信度採內部一致性之 Cronbach α 值

為.893，效度採用因果分析法進行分析，累積解釋的變異量達 53.78%。

其子女成就動機量表題項內容，例如：我會去試著去做別人不會的作業；

我知道很多的知識，我覺得自己很厲害；遇到有挑戰性的問題，我會樂

於解題；我會表現自己，讓別人知道我能力很好等。 

本研究行為構面量表依成就動機定義，行為構面包含補習行為、情

感及認知三個方向投入，其題項內容如下所示。因此依據此概念，本部

分之變項衡量乃依據 David (1989)與 Pavlou與 Fygenson (2006)之量表設計

概念修訂。 

(三)、 補習行為投入 

1. 補習時我通常會準時到補習班 

2. 我每天會盡力完成自己的作業 

3. 我通常會在預期的時間內完成作業 

4. 我習慣把作業完成到一個段落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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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課時為使學習有效率，會較少提到與學業無關的話題 

6. 碰到問題我會廢寢忘食想解決，如果沒有解決會感到不安 

7. 我的同學說我是過度投入的讀書狂 

(四)、 補習情感投入 

1. 我喜歡花時間投入在學習上 

2. 我樂於幫助同學 

3. 我常讚美同學的表現 

4. 如果課業不懂，我會願意向同學請教 

5. 我喜歡與同學討論課業上的問題 

6. 若作業寫完，老師不滿意，我還是樂於修正而不生氣 

7. 對不擅長的主題，我會喜歡去學習 

8. 碰到愈困難的事物，我愈會喜歡去挑戰 

9. 碰到狀況，比起追究責任，我更專注在解決問題 

(五)、 補習認知投入 

1. 在開始讀書前，我會事先做好規劃 

2. 作業上容易出錯的地方，我會提醒自己再檢查一下 

3. 自己負責的事出錯，我會留意下次別再犯 

4. 課本中若有重點地方我會紀錄下來，免得忘記 

5. 我讀書時能抓到重點，不會常偏離主題 

6. 我相信魔鬼在細節裡，所以凡事打破砂鍋問到底，探究細節(原因） 

7. 我和老師進行討論時，我總能全神貫注 

8. 我喜歡探討問題可能的後續發展 

9. 我做作業會摘錄重點，標題層次分明 

 

再購意願係指未來再度使用同一服務提供者的可能性(Fornell, 1992)。

(Jackson, 1985)提出再購意願為顧客行為意向，用來測量顧客持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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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加原供給者提供之服務的傾向。顧客再購意願或顧客保留皆被視為

主要的防禦性行銷策略和企業成功因素(Cronin et al., 2000)，由於產業競

爭激烈且吸引新的顧客成本增加，公司皆保住現有顧客，並且讓他們再

次購買，而不是專注吸引新的顧客和增加市占率，也就是進攻式的行銷

策略(Fornell, 1992)。而本研究所指的持續補習意願為國小與國中學生持

續參與英語補習的意願。因此依據此概念，本部分之變項衡量乃依據

David  (1989)與 Pavlou與 Fygenson (2006)之量表設計概念修訂。 

(六)、 持續補習意願 

1. 除非生病或有重大事情，我都會到補習班上課。 

2. 我會準時到補習班上課。 

3. 到補習班上課我認真聽老師講課。 

4. 我會認真參與補習班課堂中的活動。 

5. 我會在補習班課堂中做筆記。 

6. 在補習班上課我會認真參與討論。 

7. 我會複習補習班老師上課的重點。 

8. 在補習班上課，若我有問題時會與請教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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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及瞭解學生生活媽寶行為、課業媽寶行為、行為投

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之關聯性，試建構一結構方程

模式與確認模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model stability）（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4），並且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研究之設計與實施乃依據文獻探

討作為基礎，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 

壹、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是用以描述本研究樣本的特徵以及研究變項分佈之情形，

本研究樣本背景資料以性別、年齡、年級、一週的補習次數、幾歲開始

補習等，以人數分配及百分比方式呈現；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課業媽寶

行為覺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等各題項與

構面整體，以平均數及標準差方式呈現。 

貳、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  CFA）  

在 SEM 的研究分析中，將潛在構面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因

此需要以觀察研究變項之數據，進行分析間接測量，研究分析的重點是

考量每個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而不是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的因果

關係，而此分析方法即稱做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其主要功

能係確認研究變相中的潛在變項是否能被其他觀察變項所代表，因此驗

證性因素分析之主要功能為決定一組觀察變項，並判斷其是否能真正屬

於某特定構面的統計分析技術（張偉豪，2011）。而 CFA 屬於結構方程

中的次模型，一般來說，CFA 是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整合的前置步驟，

相對的也可以獨立運行。CFA 所檢測的是測量研究變數與潛在變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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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設關係，更可說是結構方程模型中為基礎測量的部分，結構方程模

型不只有基礎的檢驗，後續更可以運用高階統計，亦可獨立運用在信、

效度的檢驗以及理論有效性的確認(Bentler, 1980)。 

CFA 是屬於 SEM統計方法之一，而且其在 SEM 的模型分析中扮演

著非常重要的角色(Brown, 2006; MacCallum & Austin, 2000)。當使用 SEM

做分析的時候，研究人員需要從測量模型（CFA）開始著手，由於 SEM 

的分析數據與資料都是從現實生活中調查而來，因此為了要了解這些數

據與資料是能否具有一定的信、效度，對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故在

執行 SEM 的研究分析前，首先要能證明出測量指標能否真正反映出研究

的潛在變數的特性。Thompson (2004)表示在 SEM 模型分析中談到，測量

的模型是屬於結構模型的一部分，倘若沒有證據能證明，則無法確定測

量模型是值得進一步分析。 

參、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問卷題目測驗結果的可靠程度。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定內部因素的一致性。假設單一構面高於 0.7 以上，該問卷調查

問項可達到很可信的信度。張紹勳（2001）研究指出，信度（reliability）

是測量信息資料的可靠性，為一個測量工具在評量持續的心理特徵的一

致或穩定性，吳明隆（2003）研究主張在編製問卷量表時，最常使用統

計係數 Cronbach’s α值作為數據可靠性得分的量度。Kim與 Hwang (1992)

研究主張基礎研究及探索性之信度只要 > 0.5 即可接受。黃俊英與林震岩

（1994）亦提出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0.70 至 0.98 之間則歸為高信度標

準。 

效度是指透過效度分析，所得到的分數，能測出所要測量事物是否

有效。本研究根據參考文獻，以理論為基礎，並彙整專家學者的意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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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問卷，搭配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量表，確認本研究問卷調查問項

是否有效。 

肆、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結構方程模式在大多數資訊系統研究已普及的應用在測量驗證

分析的工具，許多資訊系統的研究均透過此方法進行測量模型

（measurement model）與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下資料分析的評估。 

本研究根據學者研究的相關文獻而得到探討的結果，並確定研究的

方向及架構，從而進行各項問卷量表的施測，再將施測所得資料以 SPSS 

22.0 及 AMOS 23.0 進行統計分析，各項假設使用預設的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進行結構模型的檢驗（余民寧，

2006；黃芳銘，2007）。 

目前有許多從事研究的學者使用 SEM 來建立研究模型，為了解變

數與變數間潛在的意義，並藉此建立檢定假設與估計之關係，進一步蒐

集資料再加以驗證。SEM 可以透過評估資料與假設模型的配適程度，

再從數據資料重製出共變異數矩陣，並分析觀察變數間相互的關係。

本研究的方法，主要結合因素分析（變數之間的共同因素）與路徑分

析（觀察變數之間的關係），SEM 之主要任務在樣本與研究假設模

型之間配適度的程度為何（張偉豪，2011）。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潛

在心理變數間相互影響的研究，故運用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是最合適

的，本研究結構方程之模型分析步驟含有信、效度分析、是配度與直

接、間接的模型路徑係數等。  

結構方程模型中的構面有生活媽寶行為、課業媽寶行為、行為投入、

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本研究將利用結構方程模型來驗

證分析其路徑。當使用 SEM 作為理論模型來作驗證的時候，可接受的模

型配適度為 SEM 的分析必要條件（Byrne， 2010），而當配適度愈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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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模型與樣本間的關係愈相近。在 SEM 的分析中，其產生出許多

配適度之指標，且提供了蒐集的資料與假設模型間配適差異大小的完

整性檢驗。當判斷模式適配度時，首先需要對完整的模式作配適度之

判斷，接著再對結構模式與測量模式的適配度作判斷。在整體的模式

提供了一些相關的模型評鑑指標，將這些指標分成三種型態—絕對配

適度指標、相對適配度指標以及精簡適配度指標。 

一、絕對配適度指標（absolute fit indexes, AFI） 

（一）卡方/自由度比  

Carmines 與 McIver（1981） 則建議應該將卡方自由度的比設

定為 2:1 或 3:1，在 2001 年 Ullman 認為當值在 2 以內可稱為模型配

適良好， Kline （ 2005 ）建議值在  3 以內是可以接受的，而

Schumacker 與 Lomax （2004）對數值的認定較其他學者寬鬆，認為

只要數值小於 5 即可。 

（二）配適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表示理論模式所能解釋的變異與共變異的量，其值介於  0 至 1 

之間，當數值越接近 1 時，  表示樣本資料與預測模式越能配合。

Joreskog 和 Sorbom（1984）建議理想數值為 .9 以上，代表有良好的

適配度，Doll、Xia 與 Torkzadeh （1994）則建議數值酌量放寬到 .8。 

（三）調整之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AGFI 主要將 GFI 依據自由度加以調整，與 GFI 之值 一樣介於 

0 至 1 之間，當數值越接近 1 時， 表示模型適配度越佳，Bagozzi & 

Yi （ 1990 ）建議理想值為  .9 以上，代表有良好的適配度， 

MacCallum 與 Hong（1997）則建議數值可酌量放寬到.8。 

（ 四 ） 標 準 化 均 方 根 殘 差 值 （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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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SRMR）：  

SRMR 是在模型中作為樣本矩陣與預測矩陣差異的平均值，並

依標準化之殘差值計算。 Joreskog 與  Sorbom（ 1984）認為，若

SRMR 之值越小，則模型適配度就會越好。當 SRMR=0 時，則表示

完美適配，數值小於.05，則稱為良好配適，小於.08 一般稱為可接受

適配。 

（五）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Schumacker 與 Lomax （2004）認為，RMSEA 要小於.05，表

示有良好的模型配適度。Hu 與 Bentler (1999)則建議良好模型配適的

RMSEA 要小於等於.06。 

（六）相對配適度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es） 

1.非標準適配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將非標準適配指標稱作 TLI（ tucker lewis index）。Marsh, 

Balla 與 Hau（1996）發現到 NNFI 幾乎不會受到樣本數多寡而受影

響，因此是 SEM 報告指標中經常被引用的配適度指標。NNFI 不保

證值介於 0~1 之間，接近 1 代表配適度良好，然而有些學者用.8 作

為標準，不過 Hu 與 Bentler (1999)還是建議 TLI 要大於.9 以上較好。 

2.標準配適指標（ normed fit index, NFI）： Schumacker 與

Lomax (2004)認為  NFI 之值需要大於 .95，.9~.95 才可接受，若在 .9 

以下，則可能要再重新設定模型。  

3.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Fan、Thompson 與 Wang (1999)指出 CFI 之值幾乎不會受到樣

本數量大小的影響。CFI 值介於 0 至 1 之間，通常 CFI 值在.9 以上

為良好適配(Bentl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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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漸增式配適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Bentler（1995）認為 IFI 值要大於或等於.9，代表模型為可接受。

IFI 的值有時候亦可能會大於 1，且 IFI 值亦不會受到樣本數的影響。  

（七）精簡配適度指標（parsimony adjusted indexes） 

1.精簡配適指標（ parsimony goodness fit index, PGFI）：當

PGFI 值越接近  1，代表模型越簡單，而 Mulaik (2009)認為，PGFI 

之值一般建議要在.5 以上，才能算是一個良好的模型。  

2.精簡規範配適指標（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Hu 

與 Bentler (1999)認為，PNFI 之值建議要在.5 以上，才能算是一個良

好的模型。 

3.精簡比較配適指標（parsimony comparativefit index, PCFI）：

Mulaik (2009)認為， PCFI 之值建議要在.5 以上，才能算是一個良好

的模型。 

（八）模型路徑係數  

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上，將會產生路徑係數，而這些係數的大

小所代表自變數對應變數大小的影響，不過這樣解釋的方式也有可能

產生不正確的結果，因為變數的結構模型，通常有其它變數的影響，

而不是單獨的效果。張偉豪（2011）認為所以通常用總效果來解釋會

較佳，且更能說明模型變數的影響程度。研究人員利用 SEM 分析使

變數的影響大小解構成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而將直接效果

加 上 間 接 效 果 便 是 總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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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節主要是針對研究樣本的基本特徵與問

卷回收情形，以及各構面之敘述統計分析進行說明；第二節則是針對

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構面之信度、效度進行檢驗；第三節針對前面章

節所提出的研究模式與研究假說進行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第一節 敘述統計分析 

本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1 代表完全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

3 代表没意見，4 代表同意，以及 5 代表完全同意。由問卷中各題問

項整理出以下各構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各題題項平均數介於 1.91

到 3.83 之間；各題題項標準差介於 0.801 到 0.978 之間。 

2表 4-1 個題項敘述統計分析 

題目 M SD FL t value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1.父母通常不讓我做家事。 2.35 .919 .874 43.747 

2.如果父母送我去上學時，會幫我提書包。 2.19 .887 .897 42.334 

3.父母會常幫我整理我的房間。 2.29 .877 .837 44.722 

4.父母會在我的網路社群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

見。 
2.21 .869 .868 43.517 

5.當我跟同學出門時，父母會到定點接我回

家。 
2.49 .878 .794 48.559 

6.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手機訊

息並干涉我交友。 
2.29 .889 .854 44.162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 

1.學校功課若沒有辦法做完，父母會常常幫忙

完成作業。 
1.91 .925 .908 35.37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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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M SD FL t value 

2.回家作業若有錯誤時，父母會幫我更正。 2.09 .893 .890 39.971 

3.考試前，父母親會幫我畫提醒重點。 2.05 .911 .905 38.549 

4.當我忘記帶學校用品到校時，請父母幫忙送

到學校。 
2.25 .870 .756 44.272 

5.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

學校施壓。 
2.04 .919 .887 37.953 

補習行為投入 

1.補習時我通常會準時到補習班。 3.83 .926 .792 70.760 

2.我每天會盡力完成自己的作業。 3.83 .940 .886 69.655 

3.我通常會在預期的時間內完成作業。 3.63 .954 .848 65.197 

4.我習慣把作業完成到一個段落才休息。 3.70 .978 .822 64.720 

補習情感投入 

1.我喜歡花時間投入在學習上。 3.33 .826 .780 69.101 

2.我樂於幫助同學。 3.47 .792 .767 75.112 

3.我常讃美同學的表現。 3.57 .814 .761 75.105 

4.我喜歡與同學討論課業上的問題。 3.38 .804 .800 71.899 

5.對不擅長的主題，我會喜歡去學習。 3.40 .836 .806 69.532 

6.碰到愈困難的事物，我愈會喜歡去挑戰。 3.51 .801 .795 75.001 

補習認知投入 

1.在開始讀書前，我會事先做好規劃。 3.37 .904 .683 63.873 

2.自己負責的事出錯，我會留意下次別再犯。 3.65 .865 .728 72.264 

3.課本中若有重點地方我會紀錄下來，免得忘

記。 
3.71 .864 .826 73.577 

4.我讀書時能抓到重點，不會常偏離主題。 3.42 .863 .732 67.890 

5.我做作業會摘錄重點，標題層次分明。 3.46 .889 .747 66.578 

持續補習意願 

1.到補習班上課我認真聽老師講課。 3.66 .843 .834 74.35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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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M SD FL t value 

2.我會認真參與補習班課堂中的活動。 3.60 .892 .837 69.200 

3.我會在補習班課堂中做筆記。 3.73 .878 .852 72.771 

4.在補習班上課我會認真參與討論。 3.59 .874 .842 70.255 

5.我會複習補習班老師上課的重點。 3.56 .880 .856 69.145 

6.在補習班上課，若我有問題時會與請教授課

教師。 
3.64 .891 .774 6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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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所謂的兩階段分析含適配度的分析以及模式的驗證分析，此為結

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分析方法，本研

究即依照此方法進行驗證，首先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Hair 等(2014) 指出研究驗證性因素分析將各

個構面重新萃取貢獻度較高的因子，並且重新命名，透過 Amos 23.0

來檢測，其目的是為了測試模式是否有複雜變量的存在，從而除去對

因果分析不利影響的測量變量，然後再以修改後模型進行路徑分析；

路徑分析目的在用來估算不同的變量模式路徑之間的關係，如果不先

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檢查複雜變量，進行路徑的分析時可能受到複雜

變量的影響，導致適配度差或模型路徑是不顯著的問題。  

首先必須先了解甚麼是 SEM 適配指標，在進行 CFA 檢驗各模型

的構面之前，需分別的瞭解各適配度指標之理想值與其作用為何，說

明依據下方所整理出的適配度指標，得以清楚看出適配度檢驗時的參

考依據，故在進行模型各構面  CFA 的檢驗前，需先瞭解以下適配度

指標的說明，如表 4-2 所示。  

一、χ2/df：此比值為模式適配度是否契合的指標，比值愈小，代表假

設模式的共變異數矩陣與觀察資料之適配度越佳。 

二、GFI：與迴歸分析中的 R 平方相似，代表觀察資料共變異數的程

度可以用假設模式之共變異數來解釋，理想值 ＞0.8。 

三、AGFI：考慮模式複雜度後，透過自由度來調整適合度指標 

GFI，使不同自由度的模式得以相同的基礎進行比較，理想值為  

＞0.8。 

四、RMSEA：適配母群體共變數矩陣時的適配程度，可以透過衡量

某個具有未知，但適當選定參數值之模式取得，理想值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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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3表 4-2 適配度指標彙整說明表 

適配度指標 理想值 建議學者 說明 

χ
2
 /df ＜5 Bollen（1989） 

 
GFI ＞0.8 Scott （1995） 

 
AGFI ＞0.8 Scott（1995） 

 
RMSEA ＜0.08 Browne, M.W. 

and 

Cudec

k 

(1993) 

 

資料來源: 吳明隆（2009）、蕭文龍（2009）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各適配度評估分析結果皆符合標準值

（χ2/df. < 5、RMSEA <.1、GFI >.8、AGFI >.8)，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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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 4-3 一階驗證因素分析 

適配度 臨界值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課業媽寶 

行為覺知 

補習 

行為投入 

補習 

情感投入 

補習 

認知投入 

持續 

補習意願 

χ
2
 --- 19.4 8.4 4.4 23.1 11.6 22.7 

df. --- 14 5 2 9 5 9 

χ2/df <5 1.386 1.68 2.2 2.567 2.32 2.522 

χ
2
/df. < 5 1.386 1.68 2.2 2.567 2.32 2.522 

RMSEA <.1 .036 .048 .064 .073 .067 .072 

GFI >.8 .981 .989 .992 .974 .985 .973 

AGFI >.8 .962 .967 .961 .939 .955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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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經過 CFA 一階驗證性分析後，本研究分別透過信度及區別效度

分析檢視刪題後之信效度，利用組合信度（ CR）與內部信度

Cronbach’s α 檢驗可得內部一致性信度。另透過區別效度分析，證明

問卷對於本研究題項或所欲測量事物是否有效。 

根據  Bagozzi 與 Yi (1988)指出，可以選擇四個標準來判斷模式

的信度與收斂效度。包括個別觀察變數的內部信度、因素負荷量、潛

在變數組合信度、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數抽取量。 

一、 內部信度 Cronbach’s α 檢驗： 

信度指的是問卷題目測驗結果的可靠程度。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定內部因素的一致性。假設單一構面高於 0.7

以上，該問卷調查問項可達到很可信的信度。張紹勳（2001）指出透

過信度（reliability）可以測量資料的可靠性，即測量工具在測量其持

久性心理特質的「一致性」或「穩定性」；吳明隆（2003）主張以統

計係數 Cronbach’s α 值做為一般編製量表之測量分數信度的數據。

Kim 與 Hwang (1992)主張信度達 0.5 以上便是可以接受的。黃俊英與

林震岩（1994）亦指出高信度值為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0.70 至

0.98 之間。 

二、 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  

採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透過計算各構面題項求量表的建

構效度，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值須大於 0.5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 

三、 潛在變數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因素的信度即潛在變數的「建構信度」或稱「組合信度」。除了

個別觀察變數之係數外，還須檢定因素的信度。組合信度愈高，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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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內在關聯存在於表測量指標間。多數學者採用的信度標準如

下：信度係數值在 0.90 以上表示「最佳的」、0.80 左右為「非常好

的」、0.70 附近則為「適中」、0.50 以上代表最小可以接受之範圍

（吳明隆，2009 ）。 

四、 建構效度: 

指的是透過「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及「收斂效

度」（convergent validity）來觀測變數能測得多少百分比潛在變數

之值，即為平均變異數抽取量（AVE），其可以評斷信度，也同時也

可以代表收斂效度。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指出當判別的臨界值為  

0.5 以上，即可表示指標變數能有效反映其潛在變數，故可以知道該

潛在變數便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收斂效度。 

五、 所有參數統計量之估計值皆有達到顯著水準： 

t 值絶對值>1.96 或 p < 0.05（吳明隆，2009）。 

依照上述五個值的標準，本研究分別進行模型信、效度的衡量如

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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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 4-4 信效度說明 
 

 

資料來源: 簡傑（2017）。探討個人成就動機、參加創業課程態度對創業意圖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學位

論文）。國立師範大學，台北市。 

 

一、信度分析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衡量標準（cronbach'sα），在構念或層面上

為信度 α 係數在.50 至.60 之間時，是可以接受的，60 至.70 之間時，

屬於尚佳，α 係數在 .70 以上是信度高（吳明隆，2008）。本研構面

信度分別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信度為.94（cronbach's α = .942）；課

業媽寶行為覺知信度為 .94（cronbach's α = .939）；補習行為投入

為 .91（ cronbach's α =.908）；補習情感投入為 .91（ 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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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補習認知投入為.87；（cronbach's α = .866）；持續補習

意願為.94（cronbach's α = .944），各構面 α 係數皆在 0.6 以上，信

度屬於尚佳，表示本研究問卷具有一定可信程度。 

組成信度（CR）介於 0 至 1 的比值，當此數值越高表示「真實

變異佔總變異的比例越高」，即內部一致性也越高。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認為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能達到 0.6 以上，代表內部具

有一致性，而本研究各構面組成信度介於 .861 與 .942 之間，皆在

0.6。 

二、效度分析 

（一）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根據收斂效度之標準，各題項的 loading 值一定至少要大於  0.5 

(Hair et al., 2014)，AVE 值則必須至少大於 0.5（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各構面數據如上表 4-6 至表 4-10。在因子分析後，因

為各構面之題項 factor loading 值介於 0.578 至 0.872 間且 AVE 介於  

0.520 至  0.648 間，故各構面皆符合兩項收斂效度標準，因此證明本

研究數據具備收斂效度。  

（二）構面之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透過不同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應低於該構面 AVE 的平方根為區

別效度的驗證方法(Anderson & Gerbing, 1988)。由表 4-5 可看出各構

面之 AVE 的平方根介於 0.721 至 0.805 間，均大於垂直欄以及水平

列構面之相關係數，顯示具備相當區別效度。最後，Fornell 與

Larcker (1981)、Bagozzi 與 Yi (1988)指出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

（AVE）最好能超過 0.5，故本研究各構面介於 0.555 與 0.756 之

間，符合建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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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 4-5 效度分析 

 題數 M SD Cronbach’s α CR AVE 

整份問卷 32 3.119 .3667 .843 --- ---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6 2.304 .780 .942 .942 .73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 5 2.067 .811 .939 .94 .756 

補習行為投入 4 3.747 .841 .908 .904 .702 

補習情感投入 6 3.444 .675 .911 .906 .616 

補習認知投入 5 3.524 .708 .866 .861 .555 

持續補習意願 6 3.630 .775 .944 .931 .694 

本研究利用平均變異量抽取量（AVE）來判定區別效度，每一構

面的平均變異抽取量須大於各成對變項間之影響係數平方值 (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 4-5 所示，對角線為該構面之平均變異數抽取

量，其餘數值則為兩構面之標準化影響係數平方值，若兩構面有區別

效度的話，兩兩構面的影響係數平方值均應小於該兩構面的平均變異

數抽取量。由表 4-6 的結果顯示，兩兩構面之間的影響係數平方值均

小於該兩構面的平均變異數抽取量，整體而言，構面與構面之間是具

獨立性的，顯示本研究問卷是具有區別效度。 

7表 4-6 區別效度矩陣 

構面 1 2 3 4 5 6 

1.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854)      

2.課業媽寶行為覺知 . 534 (.869)     

3.補習行為投入 -.342 -.336 (.838)    

4.補習情感投入 -.325 -.329 .387 (.785)   

5.補習認知投入 -.315 -.351 .579 .665 (.745)  

6.持續補習意願 -.262 -.279 .485 .569 .610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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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整體適配度分析 

結構方程路徑分析與適配度鑑定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評估研究者

所提出的假設模式是否適切。假設模式的適切性是以虛無假設的形式

存在，虛無假設代表  SEM 的假設模式和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相符

合，對立假設則表示理論模式不能反應觀察資料。 

絕對適配度方面，卡方值證明了本研究觀察資料與假設模型的差

異程度， χ2 為 587.197，自由度為 203， p 小於 0.05，可知達到了顯

著水準，然而卡方值易受到樣本與其變項分配性質的影響，進而產生

模型契合度不佳的情形，因此須輔以其他指標來進行評鑑，不可以過

度倚賴卡方值來判斷，而調整後的卡方值，可以較不受樣本大小的影

響，根據 Bollen (1989)學者的建議 χ2/df 理想值應小於 5，本研究數

值為 2.893，符合其所建議的適配度。  

AGFI 與迴歸分析中的調整後可解釋變異量（Adjusted R2）相

似，而 GFI 即與迴歸分析中的可解釋變異量（R2）相似。越接近  1 

表示契合度越高，兩者都是標準化的數值。Hu 與 Bentler (1999)指出

GFI 的標準值應該要大於 0.9，；Browne 等人(1993)建議 GFI 的標準

值需大於 0.8；Wu 與 Wang (2006)在探討相關文獻後表示，適配度指

標可以按照  Hadjistavropoulos、Frombach 與 Asmundson (1999)與

Hair 等人(1998)的建議，AGFI > 0.8 以及 GFI > 0.85。本研究 AGFI 

值 0.816，GFI 值為 0.852，皆有符合所要求之適配度。  

SRMR 以及 RMR 兩者值越小代表模型契合度越佳，兩者都是反

應假設模型的整體殘差，不過其中 RMR 無法具有判斷準則，因其沒

有標準化的特性，因此進行評鑑大多使用標準化後的  SRMR。 學者  

Joreskog 與 Sorbom (1984)認為 SRMR 小於或等於 0.05 才符合標準

（黃芳銘，2007）；學者  Hu 與 Bentler (1999)的接受值則以達到 

0.08 為標準（邱皓政，2003），0.058 為本研究  SRMR 值，小於 

0.08 符合前述的標準，顯示本研究假設模型之參數估計，有良好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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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觀察資料變異量。  

近年來 RMSEA 則是受到重視的指標之一，主要是比較完美模型

與假設模型的差距程度，模型越理想其間差距越小越好，本研究 

RMSEA 值為 0.078，接近 Browne 等人(1993)的建議值為小於 0.06，

並且符合 McDonald 與 Ho (2002)小於 0.08 為可接受的建議，表示為

不錯的適配標準。  

CFI 指數一般是以  0.95 為門檻 (Bentler, 1995)。一般而言，

RFI、IFI、NFI、TLI 數值都會介於 0 至 1 之間，模型適配度越佳其

數值越大，為了要視為具有理想的適合度，係數值同時需大於  0.9 才

可以(Hu & Bentler, 1999)，而 Ullman (2001)提出建議可放寬到 0.8

的標準；邱皓政（2003）認為 NFI 與 IFI 若達 0.8，即代表模型具有

良好的適配度。而本研究架構當中的  CFI 為  0.879，RFI 的值為

0.804，IFI 的值為 0.880，TLI 的值為 0.862，NFI 的值為 0.828，

CFI、RFI、IFI、NFI、TLI 皆大於 0.8，顯示本模型具有不錯的適配

度。 

為了避免相對適配指標，可能會造成的增加估計參數用以降低卡

方值，在追求完美適配時，還是須要以簡效適配指標來判斷。包含 

PNFI（簡效規範適配指標，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與 PGFI

（簡效良性適配指標，parsimonious goodness of fit index）兩大指

標。Mulaik 等人(1989)提出一個良好的模型，PGFI 指標與 PNFI 指

標大於  0.5 都是良好的（邱皓政， 2003）。本研究  PNFI 指標為

0.727，PGFI 值為  0.684 均超過 0.5，簡效程度指標顯示模型具有不

錯的適配度。以上各適配指標皆符合建議的規範達到適配標準，各項

適配指標整理於下表 4-12，顯示本研究建構之結構模式資料具有良好

的適配度。 

在校務媽寶 SEM 模型（以下簡稱類型 2）部分，各構面的題

項，其因素負荷量介於 .606 至.929 之間，符合建議指標 .5 以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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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迴歸係數絕對值沒有接近或超過 1，且誤差變異數皆顯著，表

示無違犯估計。在多元常態檢定方面，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 .146 至 

1.677 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於.013 至 3.108 之間，皆符合門檻，

可視為常態。接著，再進一步針對絕對配適度指數、相對配適度指數

及精簡配適度指數進行模型配適度之衡量，以瞭解模型的配適情形

（邱浩政，2003）， 

茲說明如下： 

(一)模型配適度分析 

1. 絕對適配度指數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2.049（p > .05），模型契合度

良好，同時 RMSEA 指數為.052，低於.08 的門檻，RMR 為.052，略

高於門檻 .05，SRMR 為.078，雖良好配適需小於 .05，但仍為可接受

配適。AGFI、GFI 需達到.8 以上，表示具有理想的契合度，校務媽

寶行為覺知模式 AGFI 為.899，GFI 為.941，皆符合標準值.8 以上。 

2. 相對適配度指數 

相對適配度指數可參考 NNFI、CFI、NFI、IFI 等數值，數值若

大於 .9 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大於 .8 則表示模式適配度可接受

(Hu & Bentler, 1999)。本研究之 NNFI 值為.932、CFI 值為.941、IFI

值為.942，皆符合標準值.9 以上。惟 NFI 值為.893，略小於標準值，

沒有符合達到大於.9 的標準。 

3. 精簡適配度指數 

在精簡適配度指標部分，PNFI、PGFI、PCFI 等數值，需達到 .5

以上，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本研究 PNFI 值為.770、PGFI 值

為.720、PCFI 值為.813，皆符合標準值.5 以上。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一，如何評估結構方程模式

之理論模式與資料結構是否契合，黃芳銘（2004）建議透過多數決為

評判標準。Byrne (2010)提出應用 SEM 作為理論模型的驗證時，不

 



 

75 

錯的模型配適度為 SEM 分析的必要條件。本研究媽寶 SEM 模型大部

分的配適度指標皆符合良好配適，請見表 4-7，僅在 SRMR 與 NFI 值

為可接受數值，因此，校務媽寶 SEM 模型的配適指標幾乎可算是所

有指標皆符合標準，即可認為模式適合。綜合上述之各項指標的配適

度檢驗結果，顯示此模型具有良好的配適度。 

8表 4-7 整體配適度分析 

統計檢定值 適配標準或臨界值 檢定數據 結果 

χ
2
 --- 923.918  

df. --- .455  

χ
2
/df. < 5 2.031 符合 

RMSEA <.10 .059 符合 

GFI >.8 .843 符合 

AGFI >.80 .818 符合 

NFI >.80 .885 符合 

NNFI >.80 .932 符合 

CFI >.80 .938 符合 

IFI >.80 .938 符合 

RFI >.80 .974 符合 

PNFI >.50 .811 符合 

PGFI >.50 .726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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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 

利用 AMOS 軟體進行路徑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如圖 4-1 為本研究

架構，從表 4-13 可看出各路徑皆有顯著水準。假說檢定結果及係數

整理如表 4-13 所示 

模式驗證結果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

（β= -.252***； t = -3.315），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情感投入具有

負影響（β= -.241***； t = -3.315），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認知行為投

入具有負影響（β = -.194**； t = -2.585），課業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

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β = -.246***； t = -3.407），課業媽寶行為覺

知與補習情感投入具有負影響（β = -.239***； t = -3.292），課業媽

寶行為覺知與認知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 β = -.311***；  t = -

4.133），補習行為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β = .232***；  t 

= 3.598），補習情感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β = .340***； 

t = 4.694 ），補習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β 

= .356***； t = 4.260），如圖 4.1 所示。 

而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行為投入的解釋

力為 12.4%，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情感投入

的解釋力為 11.5%，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認

知投入的解釋力為 13.4%，補習行為投入、補習情感投入與補習認知

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的解釋力為 36.5%，另外，補習行為投入的效果

量（f2）為 .0142，補習牆感投入的效果量（ f2）為 0.130，補習認知

投入的效果量（ f2）為 0.155，持續補習意願的效果量（ f2）為

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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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 4-1 SEM模型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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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直接與間接效應分析 

本研究計算修正後模型的各潛在變項之間接效果，以進一步瞭解各潛在變項

的間接關係。  本研究計算修正後模型的各潛在變項之間接效果，以進一步瞭解

各潛在變項的間接關係，結果彙總於表 4-8。首先，雖然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課

業媽寶行為覺知與持續補習意願間沒有直接的統計顯著關係，但卻有間接的關係

存在，其中補習行為投入、補習情感投入及補習認知投入為此關係的中介變項，

依序間接效果為-0.209(p < 0.001)及-0.249(p < 0.001)，因此可以得知，在本研究

裡，持續補習意願之形成是先來自於補習行為投入、補習情感投入以及補習認知

投入，才產生持續補習意願的。生活媽寶行為對補習行為投入、補習情感投入及

補習認知投入有直接效果的影響，其效果值依序為-0.252(p < 0.001)、-0.241(p < 

0.001)及-0.194(p < 0.05)；課業媽寶行為對補習行為投入、補習情感投入及補習

認知投入有直接效果的影響，其效果值依序為 -0.246(p < 0.001)、 -0.239(p < 

0.001)及-0.311(p < 0.001)；補習行為投入、補習情感投入及補習認知投入分別

對持續補習意願有直接影響，其效果值依序為 0.232(p < 0.001)、0.340(p < 

0.001)及 0.356(p < 0.001)。然而，生活媽寶行為以及課業媽寶行為對於持續補

習意願有間接影響，其效果值依序為-0.209(p < 0.001)及-0.249(p < 0.001)。 

綜上所述，生活媽寶行為及課業媽寶行為對持續補習意願之影響可分為六個

路徑，即「生活媽寶行為-補習行為投入-持續補習意願」、「生活媽寶行為-補習情

感投入-持續補習意願」、「生活媽寶行為-補習認知投入-持續補習意願」、「課業媽

寶行為-補習行為投入-持續補習意願」、「課業媽寶行為-補習情感投入-持續補習

意願」及「課業媽寶行為-補習認知投入-持續補習意願」。以總體影響路徑看

來，正向顯著影響持續補習意願最大為補習認知投入，而課業媽寶行為負向影響

補習認知投入最大。因此本研究認為課業上的媽寶行為造成孩童認知自己是媽

寶，對於補習班認知下降，學習意願下降，並且會認為無法達到父母的期許，沒

有自信心，進而降低持續補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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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表 4-8 直接和間階效果 

構面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 補習行為投入 補習情感投入 補習認知投入 

 β 95% CI β 95% CI β 95% CI β 95% CI β 95% CI 

直接效應           

補習 

行為投入 

-.252 *** [-.407, -.063] -.246*** [-.406, -.081]       

補習 

情感投入 

-.241*** [-.392, -.087] -.239 *** [-.389, -.065]       

補習 

認知投入 

-.194 ** [-.399, -.009] -.311*** [-.470, -.118]       

持續 

補習意願 

    .232*** [.090, .374] .340*** [.172, .470] .356*** [.158, .546] 

間接效應           

持續 

補習意願 

-.209*** [-.362, -.075] -.249** [-.380, -.103]       

註：CI=信賴區間。**p < .0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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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討論 

 

本研究的主旨在探討生活與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學齡學童補習行

為投入、情感投入以及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之影響影響研究。因

此要瞭解台灣學齡學童自我認知是否為生活上以及課業上的媽寶，並

且導致其補行行為、情感以及認知上的不同，對於學齡學童本身持續

補習意願的影響。將分析結果所得出的結論加以敘述。  

一、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 

Costa (2015)指出父母心理控制的關鍵暗示可能使青少年對自己

的能力不安全，從而導致生活中的能力感降低。此外，心理控制對親

子關係構成威脅，這種威脅可能會延續到青少年生活中的其他關係，

並可能導致對相關性需求的滿意度降低。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討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行為投

入是否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

型驗證，本研究發現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行為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並且為負影響，表示當學生的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越高時，補習行為投

入越低。 

二、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情感投入具有負影響 

Gagnon (2019)這並不意味著父母故意進行過度教育以抑制孩子

的獨立性和適應力等技能的發展，而不是父母這樣做確保以後的成功，

並在此過程中減少成功的機會。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討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情感投

入是否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

型驗證，本研究發現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情感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並且為負影響，表示當學生的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越高時，補習情感投

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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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認知投入具有負影響 

Garst (2015)規範性養育方式可以帶來積極的青年結果，如調整

和能力，但是過度教育可能導致各種負面的青年結果，包括自我調節

不良和兒童焦慮。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討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認知投

入是否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

型驗證，本研究發現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認知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並且為負影響，表示當學生的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越高時，補習認知投

入越低。 

四、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行為投入具有負影響 

Mirehie (2018)過度教育密切相關的行為可能會限制和損害青少

年參與水平和課外時間活動的質量，如體育和娛樂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討課業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行為投

入是否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

型驗證，本研究發現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行為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並且為負影響，表示當學生的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越高時，補習行為投

入越低。 

五、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情感投入具有負影響 

Luebbe (2018)參與其中的父母可能會感到驚訝，幫助完成學校項

目和提醒學生考試（一般 HP 因素中最高負荷行為）等行為似乎適得

其反，因為它們與較低的大學學業成績相關對大學的依戀較弱。據推

測，父母徘徊時期望這種干預對新興成人有益，或提供成功結果的途

徑。依靠父母的幫助來管理學業和個人生活的學生可能不具備在需要

更多獨立性時（例如，在大學時）這樣做的技能。另外，在學業上掙

扎的新興成年人可能會在這個領域中從父母那裡獲得更積極的幫助。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討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情感投

入是否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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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驗證，本研究發現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情感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並且為負影響，表示當學生的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越高時，補習情感投

入越低。 

六、 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認知投入具有負影響 

Rousseau (2015)根據家庭制度和自我決定理論，人們可以假設年

輕人將過度教育視為忽視他們的界限，因為這阻礙了他們對自治的天

生需要，因此可以假設他們扮演調解者的角色。然而，根據不同的易

感性和心理需求理論，不足的邊界感知也可以被假設為在過度教養和

調整之間起調節作用：過度教育可能只被解釋為忽視對自治需求高的

年輕人的界限，並且因此，過度教育可能只與這些後來的年輕人的較

低調整水平有關。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討課業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認知投

入是否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

型驗證，本研究發現課業媽寶行為覺知對補習認知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並且為負影響，表示當學生的課業媽寶行為覺知越高時，補習認知投

入越低。 

七、 補習行為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Kwon (2016)直升機育兒對學生心理結果的這些負面影響主要是

由他們的個人自主感和能力所調節。換句話說，當學生認為他們的父

母過度控制時，他們的自主權和能力需求得不到滿足，這會對於他們

的心理健康有負面影響。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補習行為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是否

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型驗證，

本研究發現補習行為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有顯著的影響，並且為正影

響，表示當補習行為投入越高時，持續補習意願也就越高。  

八、 情感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Hong (2015)在台灣這樣生育率低的社會中，往往會有父親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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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持。當父母監控過高時，學生在日常生活和學習成績方面很容易

受到影響，並且過度依賴父母。這意味著職業高中學生對自己的想法

有限，這可能最終導致他們的生活中沒有斷言，也無法正確控制自己

的行為。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補習情感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是否

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型驗證，

本研究發現補習情感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有顯著的影響，並且為正影

響，表示當補習情感投入越高時，持續補習意願也就越高。  

九、 認知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具有正影響  

Tam (2018)父母期望和入侵不僅經常影響到孩子，且可能會給他

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冒著“拉起幼苗幫助它成長”的風險，而且還有

父母自己的托兒壓力。父母傾向於成就驅動，並訓練他們的孩子強調

家庭義務和學業成功的重要性。他們將力量而不是脆弱歸因於他們的

孩子，並相信他們為孩子提供的是最好的。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欲探補習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是否

有顯著的影響，經回收樣本後，分析數據資料，經結構方程模型驗證，

本研究發現補習認知投入對持續補習意願有顯著的影響，並且為正影

響，表示當補習認知投入越高時，持續補習意願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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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乃基於近年來媽寶現象與補習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有其重

要性與急迫性，期由瞭解不同類型媽寶行為覺知之技職校院學生對補

習的影響因素，來加速親職教育推廣，讓學生將健康的媒體使用素養

與尊重、關懷的態度融入日常生活表現中，進而讓社會風氣逐步改善。  

為達前揭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釐清媽寶行為覺

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認知投入與持續補習意願之意義與影響性，

同時探究影響理論與研究成果。其次，運用問卷調查法，回收 293 位

學齡學生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利用模式配適度考驗、SEM 結構

模型徑路分析等，根據不同的研究問題使用不同的統計方式來進行假

設驗證，據以資料分析結果與研究發現。 

本章旨在歸納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之主要研究發現與討論，彙總

成為本研究之結論，並根據研究驗證結果來據以提出建議，以提供親

職教育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本章共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建議，第

二節為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學齡學童認知其本身生活及課業媽寶覺知，

對於其補習行為、情感及認知投入之影響，進而探討持續補習意願。  

本研究經由綜合之文獻整理與驗證分析研究結果，並相其重點結

論歸納出來，據此，本節係以前述之研究發現，並提出影響之建議，

以提供補習班業者，對於學生教育；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對於未來能

有所參考： 

一、補習班業者應注意孩童媽寶行為的產生，並致力於改善此行為 

從研究所述，我們注意到學齡學童認知自己的生活與課業媽寶覺

知與其在補習班的學習行為有所影響，並且呈現負影響。因此學齡學

童如果認知自己有媽寶行為，其在補習班學習意願較低。補習班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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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養、督導的方式與程度上，建議可以請從事家庭教育的人員舉

辦與教養青少年孩子影響的家庭教育活動、演講，或出版家庭教育書

籍、網路文章的建構等，方便提供家長影響教養的方法與資訊，尤其

可以針對家長們可能面臨的問題，分享各種教養的技巧。並由於 108

課綱的導入，在教育方面父母在參與學童學習的面向和深度，比先前

更多、更深及更廣。因此，父母煩惱對於孩子的教育也越來越多，然

而父母應是最瞭解孩子的人，該如何讓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協助

老師、學習、瞭解教育政策的發展、陪伴孩子學習，並讓孩子學會自

主學習並取回自己的教育權利，是現代父母應學習的新課題。其中，

如何讓孩子能夠獲得到應有的教育並擁有快樂、豐富並有意義的人生

是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二、在課業上，教育與提倡學齡學生自主學習，以增加學習意願 

學齡學童本身的自主學習能力上必須精進，以符合教育之重要的

教育目標，並且達成學生對自我的期許，本研究發現，學齡學童在媽

寶行為覺知越高時，並且媽寶行為覺知與補習班學習行為呈現負影響，

過度的媽寶行為覺知將影響到本身的學習行為，並且當學習行為投入

越低，對於不管是學齡學童學生產生負面影響，相信這樣的結果並不

是每位家長以及父母所樂見的。而所謂自主的定義為自己個人能在生

活中根據自我的思考來主導自己的未來路徑，並透過自我覺知的計畫

將自我的特殊性來發展出來，並尋找自己未來想要投入的項目，來選

擇什麼東西是對於自己有意義、有價值、有幫助，並且是值得自己投

入的。 

然而，從學生的角度來看：能夠掌控自己得學習，不僅能生存，

在未來也能成功並取得成就，從老師的角度來看：如何讓學生將學習

方式從被動轉為主動與將固有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技能進行轉化，以增

加學生的學習成效，所謂的自主並非僅是對於行動上的一時之間的自

由而已，能是對於自我的生活能有自己選擇的方向，是遵從於自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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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感覺，能感受到自己對於想要做的事情能付出行動，並同時要能

夠確定自己的行動與自我的皆為相同，可以自己抉擇「要做什麼，如

何做，以及是否要去做」。  

李坤崇（2001）認為自主學習是學生對於主動學習的意願（或動

機）、主動學習的態度、有效率的學習方法以及基本的學習能力。因

此，自主學習的意涵為：「個體在學習上能在認知（監控自己的學習）、

情意（學習態度）、行為（學習方法上）展現出主動」。 

因此補習班可以透過以上設計符合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及課程內

容，根據李坤崇(2001)提出(1）主動的學習動機、（2）主動的學習態

度、（3）有效學習的方法、（4）基本學習的能力。 

因此，依據上述四項層面，學校教師亦或補習班皆可使用下述四

種方法： 

1.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如：指引學生制定自我的學習目標，並根

據時間長短訂定不同目標，若學生是以各個學科課題而言，可以

指引學生自訂自我學習狀況與能力。  

2. 培育學生的主動性學習，包括自我管理、自我學習、持續性學習

以及與人合作學習的態度等。  

3. 有效的訓練學生，使用正確的學習方法，如：寫筆記的方式、自

訂學習計畫書、規劃學習的時間與學習的內容、專注能力與注意

力的訓練、與有效的提升學習方法等。  

4 .  養成學生的學習基本能力，如：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問題發現、

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等等。  

補習班應提供學生一個能夠自主學習的為氛圍及環境，如：資訊

的供給、空間的提供、工具的供給，給予學生學習策略的運用、使用

工具、發表等，並指引學生學習的步驟、情意的支持及培育學習的態

度。教師轉換教學模式：教學實施應從傳統式教學轉為多元化的教學

模式，傳統式的教學是以教師為重心，由教師授課學生被動是聽課；

 



 

88 

多元化的教學是以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與學習差異等，根

據學生需求而有不同得調整，以開拓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的

學習並培養同儕合作的能力。  

教師應預先準備符合學生需要的學習內容，並規畫多元化適性之

教學性活動：提供學習環境、觀察性、探索性、提問、反思性、討論、

創作與解決問題等，以加強學生學習理解、學習連貫、學習運用等，

並根據不同學習內容的性質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並適時的加入數位

化學習資源與方法，並將學習逐漸融入日常生活中，並逐漸養成學生

使用雙語或多語等，並且教師應根據學生的不同差異，如：年齡、性

別、學習程度差異、學習投入、身心特質、種族文化差異及社經背景

等，進行組別規劃，採用多元化的教學及提供給學生不同需求的教學

素材與評量等方式。亦可安排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生進行教學活動的交

流。 

因此補習班在管理學生時，應強調其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增

加學習意願。 

三、補習班應協調孩童與父母間良好且適當關係，以改善父母與孩童認

知上的落差，進而達到高品教育效果。 

父母親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時常對於子女們產生過度的

期許，因此願意在兒女身上投入廣大的生活與教育資源。然而子女們

在父母親這樣的期許當中，未必是快樂的，甚至會認為自己是媽寶而

減低學習意願，不想去補習班學習課業以及才藝。此時子女與父母之

間的想法是呈想極為反向的差異性，此時如果再欠缺溝通，勢必導致

教育資院的浪費，在經濟學上，做出了最不適當的決策。因此本研究

認為補習班業者可以針對此以情況，做出管理與教育上的改變。減少

課業上的媽寶，不但可以提升持續補習意願，還能觸成子女們與父母

間適當的協調與溝通，讓孩子在補習班中，學習到未來該有的生活以

及課業上的技能，並且更加提升，與學校配合，可與孩童們更美好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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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且的未來，以因應過往教改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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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考量到研究的影響限制，本研究提出三項未來研究建議： 

一、擴大取樣範圍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範圍以桃園市的國小與國中學生為主，因此，未來可擴大

取樣地區與學齡層範圍，以強化本研究結果的推論性。  

二、採用質量混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量化研究，研究中僅透過統計驗證結果來討論構面宇構面之間的

關係，而對於影響補習學習者知更深層因素，在本研究中無法獲得，因此未來可

增加如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與觀察法等質性研究方法來探討影響學習投入與持續

補習意願的影響因素。 

三、探討補習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另外，在研究中並未討論到補習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然而學習成效是檢

視教育成果重要的一環。因此，本研究亦建議未來可探討二者之間的關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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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補習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與成績表現之調查 

 

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空填寫本測驗，目前正在進行一項研究是關於「自我導向學

習與成績表現之調查」。希望能藉由您寶貴的意見來增進我們對這個研究的瞭解。本

次調查所得資料及結果僅用於學術用途，絕不對外公開。因此請您能按照自己的實際

的狀況及對於專業領域知識的認知確實回答每一個問題。最後，在此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如意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指導教授：洪榮昭博士 

研 究 生：張李宥茹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生日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3.年級 

□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9年級  

□10年級 □11年級□12年級 

4.一週的補習次數 ________次 

5.幾歲開始補習 ________歲 

6.現在的補習班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現在的補習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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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問卷內容 

以下問題請您依據您個人的真實感覺在適當的內打勾，

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家人互動生活行為覺知      

1. 我需要父母叫起床，防止睡過頭。 1 2 3 4 5 

2. 父母常會幫忙我準備好隔天所要穿的校服。 1 2 3 4 5 

3. 父母通常不讓我做家事。 1 2 3 4 5 

4. 如果父母送我去上學時，會幫我提書包。 1 2 3 4 5 

5. 父母會常幫我整理我的房間。 1 2 3 4 5 

6. 我不想上學時，父母常幫我請假。 1 2 3 4 5 

7. 父母會在我的網路社群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1 2 3 4 5 

8. 當我想跟同學出門時，父母會一直問我同學的家世。 1 2 3 4 5 

9. 當我跟同學出門時，父母會到定點接我回家。 1 2 3 4 5 

10

.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手機訊息並干涉

我交友。 
1 2 3 4 5 

家人互動課業行為覺知      

1. 學校功課若沒有辦法做完，父母會常常幫忙完成作

業。 
1 2 3 4 5 

2. 回家作業若有錯誤時，父母會幫我更正。 1 2 3 4 5 

3. 考試前，父母親會幫我畫提醒重點。 1 2 3 4 5 

4. 當我忘記帶學校用品到校時，請父母幫忙送到學校。 1 2 3 4 5 

5. 當我和同學發生不愉快事情時，父母會到學校理論。 1 2 3 4 5 

6.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校施

壓。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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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請您依據您個人的真實感覺在適當的內打勾，

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自我管理      

1. 在學習上，我自我要求很高。 1 2 3 4 5 

2. 在學習上，我會做好準備。 1 2 3 4 5 

3. 在學習上，我會設定時程 1 2 3 4 5 

4. 在學習上，我會思考不同的科目有不同學習方法 1 2 3 4 5 

5. 在學習上，我會有系統的整理知識 1 2 3 4 5 

6. 我會找出特定時間來預習或複習功課 1 2 3 4 5 

7. 我會排定準備考試的優先順序 1 2 3 4 5 

8. 我會排定完成功課的優先順序 1 2 3 4 5 

9. 我對自己觧決學習上的問題很有信心 
1 2 3 4 

5 

 

求知慾      

1. 我一直很想學新東西 1 2 3 4 5 

2. 我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 1 2 3 4 5 

3. 我一直有很多東西需要學 1 2 3 4 5 

4. 我喜歡有挑戰性的學習 1 2 3 4 5 

5. 碰到新事物，我会喜歡去探究其特性與功能 1 2 3 4 5 

6. 我喜歡中肯的評論新觀念或別人的看法 1 2 3 4 5 

7. 我會從錯誤中學習，儘量不犯二過 1 2 3 4 5 

8. 我會探討犯錯的原因，避免不好的事重複發生 1 2 3 4 5 

9. 一旦有不理解的事，我會先自己想辦法，不行再求助 1 2 3 4 5 

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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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請您依據您個人的真實感覺在適當的內打勾，

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在求學上，我會對我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會推卸責任 1 2 3 4 5 

2. 我會知覺計劃不如變化，馬上改變學習時程 1 2 3 4 5 

3. 我對自己成績有不斷進步的要求 1 2 3 4 5 

4. 我會自己設定學習目標 1 2 3 4 5 

5. 我若發現成績退步，我會更努力 1 2 3 4 5 

6. 我答應的事，會負責到底 1 2 3 4 5 

7. 我碰到問題會忘寢廢食的解決 1 2 3 4 5 

8. 我知道在那些科目自己能力不足必須比別人更努力 1 2 3 4 5 

9. 我會對自己太有自信心做控制 1 2 3 4 5 

行為投入      

1. 補習時我通常會準時到補習班 1 2 3 4 5 

2. 我每天會盡力完成自己的作業 1 2 3 4 5 

3. 我通常會在預期的時間內完成作業 1 2 3 4 5 

4. 我習慣把作業完成到一個段落才休息 1 2 3 4 5 

5. 上課時為使學習有效率，會較少提到與學業無關的話

題 
1 2 3 4 5 

6. 碰到問題我會廢寢忘食想解決，如果沒有解決會感到

不安 
1 2 3 4 5 

7. 我的同學說我是過度投入的讀書狂 1 2 3 4 5 

情感投入      

1. 我喜歡花時間投入在學習上 1 2 3 4 5 

2. 我樂於幫助同學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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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請您依據您個人的真實感覺在適當的內打勾，

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 我常讃美同學的表現 1 2 3 4 5 

4. 如果課業不懂，我會願意向同學請教 1 2 3 4 5 

5. 我喜歡與同學討論課業上的問題 1 2 3 4 5 

6. 若作業寫完，老師不滿意，我還是樂於修正而不生氣 1 2 3 4 5 

7. 對不擅長的主題，我會喜歡去學習 1 2 3 4 5 

8. 碰到愈困難的事物，我愈會喜歡去挑戰 1 2 3 4 5 

9. 碰到狀況，比起追究責任，我更專注在解決問題 1 2 3 4 5 

認知投入      

1. 在開始讀書前，我會事先做好規劃 1 2 3 4 5 

2. 作業上容易出錯的地方，我會提醒自己再檢查一下 1 2 3 4 5 

3. 自己負責的事出錯，我會留意下次別再犯 1 2 3 4 5 

4. 課本中若有重點地方我會紀錄下來，免得忘記 1 2 3 4 5 

5. 我讀書時能抓到重點，不會常偏離主題 1 2 3 4 5 

6. 我相信魔鬼在細節裡，所以凡事打破砂鍋問到底，探

究細節(原因） 
1 2 3 4 5 

7. 我和老師進行討論時，我總能全神貫注 1 2 3 4 5 

8. 我喜歡探討問題可能的後續發展 1 2 3 4 5 

9. 我做作業會摘錄重點，標題層次分明 1 2 3 4 5 

持續補習的意圖      

1. 除非生病或有重大事情，我都會到補習班上課。 1 2 3 4 5 

2. 我會準時到補習班上課。 1 2 3 4 5 

3. 到補習班上課我認真聽老師講課。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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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請您依據您個人的真實感覺在適當的內打勾，

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4. 我會認真參與補習班課堂中的活動。 1 2 3 4 5 

5. 我會在補習班課堂中做筆記。 1 2 3 4 5 

6. 在補習班上課我會認真參與討論。 1 2 3 4 5 

7. 我會複習補習班老師上課的重點。 1 2 3 4 5 

8. 在補習班上課，若我有問題時會與請教授課教師 1 2 3 4 5 

～～填寫完畢，請再次檢查是否有漏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