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模式之探索

An Exploration of Cor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an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Model for �th Graders’

（收件日期 �0�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0� 年 �� 月 �� 日）

摘    要

基於文化資本、教育期望與學習動機理論，本研究建構一個與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

因素有關的模式，以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相關因素。有別於現有研究，本研究將文

化資本分為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並將它及學習動機列入分析。研究資料取自「國中生學

習表現資料庫」第一波國一生 �,��� 名樣本，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對所提出的模式檢定。獲

得結論顯示：一、家庭社經地位愈高，靜態與動態的文化資本愈多，家長教育期望愈高；

二、家庭社經地位會透過家庭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家長教育期望及英語學習動機等路徑

間接影響子女英語學習成就；三、家庭靜態文化資本與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都具

有顯著關聯，然而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為負向關聯。四、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

習成就的整體效應比家庭社經地位大，是模式中的影響力較重要者。五、家庭 SES 透過

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分別對於英語學習成就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本研究的貢獻在

於把文化資本分為靜態與動態類型發現，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在家庭 SES 與英

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代表兩個因素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比家庭社經地位

還要重要。針對上述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供實務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英語學習成就、家庭社經地位、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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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nglish achievement model and identifies the cor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proposed model 

utilizes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motivation as frames 

of referenc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drawn from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Surve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atabase developed in �0�0, with �,��� �th graders as sampl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 The higher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was, the more static and dynamic cultural capital 

the family possessed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parents had. �. SES indirectly 

influences students’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families’ static and dynamic cultural capital,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s mediator variables. �. 

Family static cultural capital had a great effect on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n did family 

dynamic cultural capital. Moreover, among all the variable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had 

the strongest influencing power, stronger than SES, on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Finally, 

SES had a full mediated effect on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s through parental education 

expectations and dynamic cultural capital.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ivide cultural 

capital into static and dynamic types, and it was found that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dynamic cultural capital had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s on family SES and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This shows that the above two factors have greater impacts on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than do family and society. Moreover, SES played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other factor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specific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dynamic cultural capital,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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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的相關因素，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

素的模式，做為探討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參考。進行此研究有以下研究動機：

一、現有研究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因素過於零散

許多研究除了僅應用教學方法的前後測教學實驗過於簡要之外，無法納入其他影響

英語學習成就相關因素控制，在研究推論及實務應用有其限制，僅少數研究探討較多相

關因素，例如吳青蓉 (�00�) 的研究是此方面的類型。本研究認為，若能較完整建構一個

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因素模式，檢定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因素模式，更能瞭解國中

生的英語學習表現與哪些因素有關？這是本研究與現有研究最大不同，也是本研究動機

之一。

二、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相當多元

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不僅受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更受到家庭社經地位所帶來的

文化資本 (Bourdieu, ����)、學習資源及文化資源 (cultural resources) (De Graaf, ����；

Teachman, ����) 以及學生特質，尤其是學習動機（張芳全，�0��；Pintrich & Schunk, 

����）的影響。現有研究以家庭文化資本對於學習成就的影響發現，文化資本對學習成

就有正面效應 (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然而這些研究常將文化資本限制在

靜態文化資本探討，例如僅對於家庭的藏書量、書桌、字典、文具或輔助資源等探究。

其實家庭文化資本除了上述之外，還包括家長帶子女校外參觀，增廣見聞等動態文化資

本。這種動態文化資本對於子女學習也有幫助，本研究納入此變項除了彌補靜態文化資

本對於學習成就分析的不足之外，還可以瞭解增加親子互動、維持家庭和樂，以及在研

究可以瞭解它與學習成就之關聯性。尤其在臺灣升學主義之下，動態文化資本常因子女

為了補習與在校及在家念書的升學氛圍下，這些動態文化資本常缺乏。因此擁有較多動

態資本和英語學習表現是否關聯呢？也就是說，家長與子女一起參與戶外活動需要額外

時間，從好的來說，它增加親子互動機會，但卻影響子女在課業學習時間。上述情形產

生競合狀況，因此本研究分析兩種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是否都有明顯影響？以及動

態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是否會有負面影響？

三、學生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關鍵因素

現有研究在這方面的分析集中於數學及自然科學領域（張芳全，�00�，�00�），較少

以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對其英語學習表現的實證研究，然而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成就的

重要因素（張芳全，�00�；Dörnyei, ���0）。許多研究對於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就常建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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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變項，並檢定其效果（李敦仁、余民寧，�00�；張芳全，�00�）。本研究從學理依據建

構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模式，包括許多中介變項，例如家庭社會地位與學習成就之

間，納入了家長的教育期望、家庭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以及英語學習動機，透過模式建

立之後，來檢定它們之關係。

四、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完整模式有其價值

在國內國中生的英語學習表現之研究，甚少運用結構方程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進行探究，本研究嘗試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模式，透過

資料蒐集，運用 SEM 來檢定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模式的適配度，並瞭解家庭社經地

位透過家長教育期望、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的整體效果。

五、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的中介變項值得分析

國中生的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是否為家庭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呢？林生傳 (����)、陳奎熹 (���0) 指出，家庭背景與學

習表現之間存在中介因素，包括文化資本、學習態度、教養方式、智商、學習動機等。張

芳全與辛怡璇 (�0�0) 研究指出，澎湖縣國三學生英語補習時間與學習英語時間，透過英

語學習焦慮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究竟基隆市國中七年級生的家庭社經地

位透過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具中介效果嗎？是本研究要探究。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為：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模式，在這個模式中，

期待理解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透過家長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與英語

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情形。本研究透過此模式估計來瞭解家庭社經地位、家

長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的整體效果與

間接效果。同時也瞭解家庭社經地位透過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的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階層、文化資本、學習動機理論與學習成就

解釋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的理論可以從不同觀點來詮釋。以教學方法來說，互動式教

學法的學習成效較傳統的講說教學法好；社會階層論來看，社會階層較高的家庭子女擁

有較多學習資源及文化資本，因而學習表現較好 (Katsillis & Rubinson, ���0；Yamamoto & 

Brinton, �0�0)；而學習動機理論認為，個體擁有強烈的學習態度及願意學習傾向，不僅完

成學習任務較有效率，學習表現也比較好 (Pintrich & Schunk, ����)。與本研究有關的學理

包括社會階層理論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與文化資本理論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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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理論，針對這些學理說明如下。

（一） 社會階層、文化資本理論和學習成就

社會階層理論與文化資本理論在解釋個人的教育取得與學習成就有其重要性與關聯

性。社會階層依據社會的經濟狀況對個體或家庭分為不同的社會階級或社經地位。就功能

論來說，社會階層是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的一種力量，而就衝突論來說，社會階層化結果，

社會階級分明，會帶給社會更多衝突與對立。社會階層涉及經濟、政治、經濟或意識型態

的不平等，而社經地位大抵由家庭中的主要成員之教育程度、職業及收入等因素構成。社

會階層論指出，社會階層或家庭 SES 較高，擁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學習資源、社

會資本，乃至於家長所反應出的行為、習慣、習性與經驗都對子女的學習表現或教育取得

以及職業有正面影響 (Coleman, ����)。

文化資本理論與社會階層理論關係密切，家庭社會階層反應家庭文化資本優劣。

Bourdieu 與 Passeron (���0) 指出，文化資本是成員在家庭所承受的言語、氣質、行為、物

質等資源，包括形體化狀態 (the embodied state)、客觀化狀態 (the objectified state) 與制

度化狀態 (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資本。形體化狀態長期存在於個體的身心性情，如行

為、言談、人格、儀態等；客觀化狀態，例如書、字典等文化商品 (cultural goods)。文憑

與證照是制度化狀態資本。家庭 SES 高低反應家庭文化資本多寡，高社會階層的家庭擁

有資本較低社會階層多，有較多文化資本豐富家庭學習內涵，對子女學習成就有正向影

響。文化資本被探討相當廣泛，但文化資本理論無法解釋不同國家或不同研究所反應的

文化資本內涵。例如，De Graaf (����) 把文化資本稱為文化資源 (cultural resources)；而

Teachman(����) 將文化資本內涵擴大為家庭教育或學習資源。雖然文化資本、文化資源

及教育或學習資源有別，但擁有這些資本或資源較多的家庭，其子女學習表現或教育取得

較優異。家庭文化資本常被視為教育成就取得的重要因素，相關研究結果相當多，例如在

教育取得（李文益、黃毅志，�00�；De Graaf, De Graaf, & Kraaykamp, �000; Lee & Zhou, 

�0��；Merenluoto, �00�; Nakhaie & Curtis, ����），學生的數學成就（張芳全，�0�0），學

生的學習持續性及教育成就都受到文化資本正向影響 (Wells, �00�)。

Tramonte 與 Willms (�0�0) 將文化資本分為靜態文化資本 (static cultural capital) 和關係

的文化資本 (relational cultural capital)，前者是家庭中的教育或學習資源，如家圖書量、字

典、參考書量、子女個人擁有的書桌與書房、電腦、網路等學習資源，它反應家庭 SES

的一種優勢，後者則是有關於親子之互動與溝通關係，它賦與子女資源與經驗在未來有更

豐富的互動策略，讓子女達成學習或教育目標。其實，Tramonte 與 Willms 的關係文化資

本比社會資本範圍更小，社會資本除了親子互動所產生的資源之外，還包括家長與重要他

人（如子女的同學家長、老師或同儕）互動關係所帶來的效益。然而關係文化資本強調親

子的互動關係，如親子聊天，不一定與教育或文化資源有關。本研究認為，若雙親運用子

女課餘時間一同與子女參觀天文館、博物館、美術館與科學館的活動及展覽，或與子女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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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到圖書館閱讀等，不僅是親子互動關係的文化資本，也是有益學習的教育資源，這

種資本在本研究視為動態文化資本。換句話說，本研究將文化資本分為動態與靜態文化資

本，並將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應用於國中生在學習英語表現的研究；社會階層較高的子女

擁有較多靜態與動態的語言學習材料與語言知識及能力，可能有更好的英語學習成就表現

呢？

（二） 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英語學習動機是影響國中生學習的重要因素。個人動機對工作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有正面效應。Bandura (����) 認為，從外力增強無法完整引起個體行為，除非個體透過認

知過程產生期待，願意從內心產生動力來完成任務，也就是說，自我效能是個體能否完成

所賦予的特定任務能力的一種信念。這種自我效能的信念是一種內在動機。內在動機是學

業成就動機的一種自我決定形式 (Vallerand & Ratelle, �00�)，起初，Vallerand 與 Ratelle 認

為，內在動機是單一向度特性。Deci 與 Ryan (�000) 認為，動機是多向度概念，分為內在

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外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 與缺乏動機 (amotivation)，在這

三項動機中，內外在動機是影響學習成就主要來源 (Cokley, �00�)。Ryan 與 Deci(�00�) 認

為，內在動機以個人行為受到個人內心的滿足感之連結，而不是受到外在情境或活動增

強所產生；內在動機是個體自我決定歷程，這種內在心理過程由個體自主、自發性感受，

乃至於感受到興趣與愉悅，願意投入活動或任務的心理狀態。Vallerand et al. (����) 將

內在動機分為：�. 求知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know)，個體參與活動及任務主要在追

求、學習、探索、理解新知識，透過這個過程，個體會感受到滿足與快樂；�. 求完成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accomplish)，個體參與活動及任務在於期待完成任務或創造新事物

後，個體會有滿足感、快樂感及成就感；�. 求經驗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experience)，

個體在參與活動及任務的目的在體會參與活動之後，個體有智慧或體悟經驗的快樂與感

受。總之，個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是個人對任務的達成具有強烈的意願及動力，以國中

生學習英語來說，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強烈，對英語學習表現應有提升效果。

（三） 家長教育期望與子女的英語學習成就有密切關係

雖然家長教育期望 (parental expectations) 有多種定義，但多數將它視為一種信念或價

值判斷，家長對子女未來成就視為一種課業等級、較高教育文憑取得或就讀大學及研究所

(Glick & White, �00�; Goldenberg, Gallimore, Reese, & Garnier, �00�)。家長教育期望是家長

在評估子女的學業能力及可能達成更好成就的所有資源可以支持程度。在研究中常詢問家

長，您期待您的子女未來可能就讀到何種程度？也有一些詢問學生，雙親期待您未來完成

的教育程度 (Gill & Reynolds, ����)。家長期望與家長願望 (parental aspirations) 不同，家長

願望是指家長已正式形成的期許或目標期待孩童未來要完成，而不是他們期待子女已完

成目標而已 (Seginer, ����)。就某種程度來說，家長願望反應家長在教育的價值觀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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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家長個人目標，以及學校在提升專業與個人成就價值的社區常模為依據 (Astone & 

McLanahan, ����; Carpenter, �00�)。許多研究在測量此變項傾向詢問家長，您對於子女想

要 (want) 或希望 (hope) 接受多少年教育 (Aldous, �00�; Goldenberg et al., �00�)。換句話說，

家長願望已在家長的價值體系之中，希望子女來完成。本研究詢問學生，您的雙親對您未

來要接受最高的教育程度，因此屬於教育期望，而不是家長願望。

自我應驗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是教育期望理論具代表性之一，又稱為畢馬龍

效應 (Pygmalion effect)。張春興 (����) 指出，該理論強調個體在有目的情境下，對自己或

他人對自己所預期，在自己以後行為結果應驗。Yamamoto 與 Holloway (�0�0) 評閱家長

教育期望與學業成就之文獻指出，家長對學生在校努力信念決定子女未來的教育期望，如

果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愈高，子女學習表現傾向愈好。然而教育期望受跨文化影響，例

如亞裔華人家長將學業成就表現視為子女的學習動機與努力與否的重要因素，因而認定

學業成就表現不是個人能力問題，還有動機問題 (Okagaki & Frensch, ����)。此外，家長

的高教育期望與家長接受較高教育程度或較高社會階層有關，Räty、Leinonen 與 Snellman 

(�00�) 研究芬蘭學生指出，較高教育程度的家長期待子女於學術及認知層面與問題解決的

知識，相對的，具職業教育程度背景者對子女強調創造及社會技能。代表了家長的教育程

度及類型不同，亦對子女有不同的教育期望。Yamamoto 與 Holloway 也指出，較高教育

期望的家長認為有較好的學習成就有其價值，家長教育期望會透過子女的學習動機、學習

自我效能、家長參與、教師評鑑或教師期望，而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他們認為，家長較

高的教育期望加速子女的學習自我效能，增加學生學習動機、提高家長參與，以及增加教

師對該子女的教育期望。上述來看，家長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之間包含學生的學習

動機、家長參與、教師期望等因素。本研究探討國中生的家長教育期與英語學習動機和英

語學習成就的關聯情形。

二、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家長教育期望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一）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家長教育期望的相關研究

家庭 SES 高低往往決定文化資本多寡。縱使 Tramonte 與 Willms (�0�0) 將文化資本

分為靜態與關係資本（動態資本），高 SES 家庭擁有各種資本較低 SES 家庭多。這方面支

持的研究結論不少（李文益、黃毅志，�00�；張芳全，�00�，�00�；Hofferth, Boisjoly, & 

Duncan, ����；Seginer & Vermulst, �00�）。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

H�：家庭 SES 愈高，靜態文化資本愈多。

H�：家庭 SES 愈高，動態文化資本愈多。

而教育期望與學校的學生 SES 正向關聯，教育期望與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關係 (Bryk 

& Raudenbush, ����; Marsh, ����)。家庭 SES 與教育期望有顯著正相關，它說明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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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高低受到家長教育程度影響 (Hanson, ����; Hossler, Schmit, & Vesper, ����; Trusty, 

�000)。尤其，低 SES 家庭對子女教育期望，也比高 SES 期待還低 (Hanson, ����)。有不

少研究指出，教育期望與學習表現有正向顯著關係 (Brookover, Erickson, & Joiner, ����; 

Hossler & Stage, ����; Huang & Liang, �0��；Trusty, �000)。家庭 SES 與家長教育期望及學

生自我教育期望有正向影響 (Hossler & Stage ����)，若學生家長中有一方獲得大學文憑，

可增加學生願意完成大學教育期望，尤其是四年制大學機會愈高 (Turley, Santos, & Ceja, 

�00�)。高 SES 的家庭影響子女的教育期望，間接提供子女就讀私立大學學費或更多學習

資源 (Coleman & Hoffer ����; Hossler & Vesper ����)。然而張芳全 (�00�) 研究顯示：家

庭 SES 對教育期望沒有顯著影響。就某種程度來說，SES 與族群是重疊，對某些不利的

族群傾向於較低的 SES，而優勢的族群也有較高的 SES，所以家庭 SES 也部分解釋族群

對子女或學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差異。從上述多數研究來看，家庭 SES 反應文化資本多寡，

反應出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換言之，家庭 SES 與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正向關係。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

H�：家庭 SES 愈高，家長教育期望愈高。

（二）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家長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

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研究有不少，張芳全與張秀穗 (�0��) 研究基隆的國中

生指出，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張芳全與辛怡璇

(�0�0) 研究澎湖縣九年級生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發現，家庭 SES 愈高，學生英

語學習成就愈好，同時英語學習焦慮是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中介效果。上述

可以瞭解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關聯。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H�：家庭 SES 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好。

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代表家長期許子女未來學習有更好表現，無形中也影響子女想

要完成學習任務的驅力。若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愈高，預期上，子女應有較高的學習動

機。Peng 與 Wright(����) 以亞洲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亞洲國家的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

較高，因而子女在學習動機較強，所以在學習成就也比其他非亞洲學生好，尤其是家長在

子女教育期望對學習表現的影響更具有顯著效果。這說明了，家長教育期望無形中影響子

女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表現。

張芳全 (�00�) 以 SEM 檢定學生家庭的 SES、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影響顯

示：家庭 SES 對教育期望沒有顯著影響，家庭文化資本對教育期望有正向顯著影響，同

時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有正向顯著關聯性。李文益與黃毅志

(�00�) 研究發現，學生擁有之精緻文化越高，有利與親師互動，而提升其學業成績與教

育、職業抱負的間接影響，若負面文化越高，不利與親師互動，而有降低學業成績與教

育、職業抱負的間接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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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家長教育期望正向影響英語學習動機。

（三）家庭文化資本與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

家庭擁有較多文化資本豐富了子女學習資源，提供更多學習刺激，影響了子女學習

的欲望與動力，也就是文化資本對子女學習動機有效益。而學習環境也反應文化資本多寡

與學習動機高低。吳雨桑與林建平 (�00�) 研究大學生英語學習環境、學習動機與學習策

略的關係發現，英語學習環境可預測英語學習動機、英語學習動機預測英語學習策略、英

語學習環境也預測英語學習策略、英語學習動機為英語學習環境與英語學習策略之中介變

項。邱文彬、萬金生與林泰安 (�00�) 研究 ��� 位的二專生發現，學生對英語做出有利歸

因者，自我效能高於做出不利歸因者，自我效能愈高者，在三次間隔半年的大專英語能力

測驗表現愈高，對後續的目標設定愈高，而目標設定愈高者，後續英語成就表現愈好。這

都代表英語成就動機強者，英語表現愈好。Pishghadam、Noghani 與 Zabihi (�0��) 以大學

生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平均學業表現預測六個英語學習成

就（即聽、說、讀、寫、文法、大學第二年的平均成績）發現，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各方面

學習成就解釋力在 �% 至 ��% 之間，尤其對聽力技巧影響較大，而平均成績與素養對英

語學習成就也有正向顯著影響。Pishghadam 與 Khajavy (�0��) 運用 SEM 檢定學生認知能

力及社會及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發現，兩種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力大於認知能

力。這些都顯示文化資本與學習動機有正向關聯。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H�：家庭靜態文化資本正向影響英語學習動機。

H�：家庭動態文化資本正向影響英語學習動機。

（四）家長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

而家長高度教育期望與學生在校有較高學習動機有關，這會讓學生期待較高的學業

傾向與想進大學動機更強 (Hossler & Stage, ����; Peng & Wright, ����; Reynolds, ����)，換

句話說，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家庭 SES 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重要變項 (Sewell, Haller, 

& Portes, ����)，有較高家長教育期望的子女，若其教師期望較低，學生學習成就仍然優

異 (Benner & Mistry, �00�; Zhan, �00�)。張芳全 (�00�) 也分析發現，教育期望是在家庭的

SES、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重要變項。上述看出，家長教育期望愈高，學習動機愈

高，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H�：家長教育期望正向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在學習動機對學習成就影響方面，張芳全、張秀穗 (�0��) 研究指出，學習動機是影

響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Areepattamannil、Freeman 與 Klinger (�0��) 分析加拿大及印度

移民加拿大的青少年的內在動機、外在動機與學業成就之關係發現，印度移民的青少年

與在印度的青少年之內在動機對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印度移民至加拿大者的

外在動機對學習成就為負向顯著影響，而居住在印度的青少年則沒有顯著影響。Csize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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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örnyei (�00�) 分析發現，英語學習動機促發第二語學習，換句話說，英語學習動機於英

語學習表現有關鍵性的影響力。Zein (�0��) 分析印尼的小學生發現，小學生英語學習動機

對英語學習表現影響相當大，若教師可以引出學習動機，可以讓學生喜歡學習，教學負擔

可以減少許多。這些研究都說明英語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成就。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H�：英語學習動機正向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五）家庭文化資本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

Seginer (����) 評閱教育期望對學習成就的影響發現，多數研究傾向於教育期望對學

業成就有正向助益。這代表家長教育期望愈高，子女學習成就愈好。Galindo 與 Sheldon 

(�0��) 以美國學童的家長教育期望與學業成就分析發現，兩者為正向顯著關係。Lowman

與 Elliott (�0�0) 分析美國不同種族（亞洲、非洲裔、西班牙裔及白人）的教育期望發現，

亞洲學生期待完成大學四年教育程度比率較高，其次為白人，而非洲裔則較少，西班牙裔

則期待完成兩年大學比率較高，他們更運用多層次模式分析發現，家庭 SES、數學成就、

閱讀成就、家長教育期望、參與運動社團活動愈多，學生教育期望愈高，而男生較女生教

育期望低、就讀職業類群學生的教育期望較低，然而若家長種族為白人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更形重要，代表白人的雙親對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有正面效應。也有以國際資料進行分析

者，Huang 與 Liang (�0��) 運用 �� 個國家參與 TIMSS �0�� 資料分析發現，各國的四年級

生與八年級生的家長教育期望與文化資本（家中藏書量，屬於靜態文化資本）對於數學及

科學學習成就都有正向顯著影響。上述說明了，文化資本愈多及教育期望愈高，學習成就

愈好。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H�0：家庭靜態文化資本正向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而 Tramonte 與 Willms (�0�0) 運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以多層次模式分析發現，在 �� 個 OECD 國家中，家庭的靜態文

化資本、關係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家長教育程度與家長職業都對閱讀成就有正面

顯著效果，若分別以歸屬感及學生日後的職業抱負為依變項，也有相同顯著關係，這項研

究突顯了不同文化資本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

H��：家庭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成就顯著正向影響。

（六）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為家庭 SES 與學習成就之中介變項論證

家庭 SES 與學習表現之間的中介變項討論已有不少文獻。林生傳 (����)、陳奎熹

(���0) 指出，家庭背景與學習表現之間存在中介因素，包括文化資本、學習態度、教養方

式、智商、學習動機等。研究指出家長教育期望中介了學生家庭背景與學習成就，同時有

較高的家長教育期望，教師對學業成就的期望也較高 (Benner & Mistry, �00�; Zhan, �00�)。

Fang, et al, (�0�0) 研究中國大陸一個縱向調查資料 (N = �,�0�) 發現，子女的家庭財富與父

母教育期望和子女的學業成績為顯著正相關，同時家長教育期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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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下的假設：

H��：家庭的 SES 透過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成就的影響具有中介效果。

龔心怡、林素卿與張馨文 (�00�) 研究發現，家庭 SES 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

就有直接效果，其中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的效果較高，同時家庭 SES 透過數學

學習動機，間接影響數學學業成就，可見學習動機也是 SES 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重要變項。

李敦仁與余民寧 (�00�) 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分析發現，家庭 SES 除了直接影響子女教育成就外，亦間接透過手足數目和家庭教育資

源兩條路徑間接影響子女教育成就。張芳全 (�00�) 以臺灣國二生參加國際數學與科學教

育成就調查 (Tre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00� 年的資料分析

支持家長教育程度透過文化資本、學習動機顯著影響學習成就之外，也透過文化資本正向

顯著影響學習成就。雖然上述學習成就相關研究，未聚焦國中生的英語領域，但從這些研

究來看，文化資本、家長教育期望與學習動機是家庭 SES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可能的中介

因素。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H��：家庭的 SES 透過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成就的影響具有中介效果。

總之，家長的教育期望愈高、文化資本愈多、學生的學習動機愈強，英語學習成就

愈好，同時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文化資本及學習動機，可能是 SES 和英語學習成就

之間的中介變項。然而上述以數學與閱讀成就為主，較少以英語學習成就為範圍，本研

究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的因素模式，透過模式檢定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表現有

關的因素。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歸納出架構，說明變項測量，再進行統計檢定。研究設計及實

施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據文獻探討歸納出研究架構如圖 �，圖中的線條代表影響關係，箭頭代表結果

變項，沒有箭頭一方代表原因變項。其意義如下：學生的家庭 SES 對家庭靜態文化資本、

動態文化資本及家長教育期望有正向影響；而家庭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及家長教

育期望對英語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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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研究架構

二、變項的測量

本研究的各觀測變項的意義及測量如表 �。

表 1. 各個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變　　項 意義與測量

家庭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它包括父親接受正規教育程度、父親職業及收入。教育程度以最高

學歷代表，分為：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國小畢業、國中畢

業、高中職畢業、專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以上學位、我不知

道。本研究在教育程度照臺灣現行學制，各階段均以畢業時修業年

數為依據，上述各階段教育分別以 �、�、�、��、��、�� 與 �� 年

轉換作為接受教育程度之計算，若填答不知道列為 0，不列入計分。

父親每月收入大約多少元？沒有收入、� 萬元以下、�0,00� 至 � 萬

元、�0,00� 至 � 萬元、�0,00� 至 � 萬元、�0,00� 元以上，依序分別

給予 � 至 � 分，分數愈高，代表父親收入愈高。父親職業調查選項

分為：�. 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 一般技術人員、�. 高層專

業人員、�. 行政主管、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 技術員

及半專業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 �. 農、

林、漁、牧工作人員、�. 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0. 非技術工、

��. 職業軍人、��. 警察、消防隊員、��. 家管、��. 其他 ( 刪除不

納入 )。為了將職業轉換，本研究參考黃毅志 (�00�)「改良版臺灣

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職業等級分成五級，依序為

第一級為非技術工、體力工（選項 � 及 �0）；第二級為技術工作者

（選項 �)；第三級為半專業人員及普通公務人員（選項 �、�、��

及 ��） ；第四級為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選項 � 及 �）；第五

級為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選項 �、�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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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意義與測量

家庭靜態文化資本 它是指家中可以提供子女學習的靜態資源。包括兩個題目：�. 學生

在家庭中擁有圖書數；�. 學生家中擁有與學習有關的學習資源。前

者問你家中有多少本書？（包含小說、故事書、參考書、百科全

書、科學雜誌）0 ～ �0 本、�� ～ �� 本、�� ～ �00 本、�0� ～ �00

本、�0� ～ �00 本、�00 本以上。後者詢問家庭中是否有電腦、網

際網路、字典（含中英文）、電子辭典（含中英文）、課外讀物、個

人專用書桌等，這些題目以勾選是代表有上述資源（� 分），否代表

沒有上述資源（0 分）。

家庭動態文化資本 它是指家長帶子女參與和藝文有關活動所形成親子互動的資本，

包括四個題目：�. 逛圖書館、書店，看書展。�. 聽音樂會、觀賞表

演。�. 參觀美術展、文藝展覽。�. 參觀博物館、天文館、科學展

覽。在問卷題目的選項以沒有、一個月 � 次、一個月 � 次、一個月

� 次（含）以上，分別以 � 至 � 分計分。

家長教育期望 學生雙親對子女未來生涯期待就學年數。本研究以資料庫中父親及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該研究工具詢問：父親、母親對您未來

的能求學到什麼教育程度？選項為國中畢業、高中 / 職畢業、專科

畢業、大學畢業、碩士以上學位、我不知道，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選不知道者不列入研究範圍。本研究以臺灣的學制將上述選項

做資料轉換。

英語學習動機 學生在數學學習願意接受、喜歡及投入時間的情形。它是指個人在

科學科目的努力表現程度，對學習學科感到喜歡。本研究以資料庫

問卷：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其題項受試者

依實際情況勾選適合自己情形，採用李克特式四等量表，其選項為：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

英語學習成就 它是指學生在英語文的學習表現情形。該資料庫以基隆市 �� 學年

度第二學期及 �00 學年第一學期的英語文學期總成績。本研究考量

學生的班級與校際之間差異，採用標準化Ｚ分數轉化，讓各班、各

校的學生成績可以比較。轉換後的Ｚ分數愈高，代表英語文學習成

就表現愈好。

三、工具信效度

本研究以張芳全 (�0��) 建置「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資料庫第一波資料，

其資料庫中的「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工具」的英語學習動機參考 TIMSS 的學生

問卷題目。本研究取得資料庫之後，先剔除不完整資料者，成為有效樣本。在工具效度採

用第一波資料以因素分析的主軸因子分析萃取法，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取特徵值

大於 � 者 (Kaiser, ����)，在家庭 SES、英文學習動機、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與教

表 1. 各個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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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望的 KMO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量數為 .��、.�0、.��、.��、.��，代表這些

研究構面與題目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Kaiser, ����)，結果如表 �。工具信度採 Cronbach’s α

係數，各面向係數為 .��、.�0、.��、.��、.�� 都比標準門檻 .�0 還高，代表各向度的內部

一致性還可以接受。

表 2. 家庭社經地位和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有關面向因素的信度和構念效度分析結果

因　素 題　目 共通性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量 % 信度

家庭社經地位 父親教育程度 .�� .�� �.�0 ��.�� .��

父親職業 .�� .��

父親每月的收入 .�� .��

英語學習動機 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 .�0 .�� �.�� ��.� .�0

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 .�� .��

靜態文化資本 家庭藏書量 .�� .�0 �.�0 �0.0 .��

家庭設備與資源 .�� .��

動態文化資本 逛圖書館、書店，看書展 .�� .�� �.�� �0.� .��

聽音樂會、觀賞表演 .�� .��

參觀美術展、文藝展覽 .�� .��

參觀博物館、天文館、科學

展覽
.�� .��

家長教育期望 父親對我的自我期望 .�� .�� �.�� ��.00 .��

母親對我的教育期望 .�� .��

四、資料來源與樣本屬性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資料庫第一波資料為依據，它是 �� 學

年基隆市 �� 所公立國中七年級生共 �,�0� 名普查，有完整資料為 �,��� 名，有效樣本率

為 ��.��%，有些樣本在某些題目沒有填答造成資料缺失。本研究不以資料插補法估計後

填補，主要是插補資料不真實，因此資料缺失者不納入分析。在納入分析樣本中，男生

為 �0� 名占 ��%，女生為 ��0 名占 ��%，而母親為中華民國最多（�,��� 名）占 ��.�%，

新移民占 �%；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 / 職畢業最多（��� 名）占 ��.�%，其次為國中畢

業 ��� 名占 ��.�%，專科畢業 ��� 名占 ��.�%，大學畢業 ��� 名占 �0.�%，碩士以上學位

占 �.�%，國小畢業占 �.�%，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者占 0.�%；母親教育程度也以高

中職畢業最多（��� 名）占 ��.�%，其次為國中畢業占 ��.�%；專科畢業占 �0.�%，大學

畢業占 �0.�%，國小畢業占 �.�%，碩士以上學位占 �.�%，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者

占 0.�%。父親職業以非技術工、體力工最多（��� 名）占 ��.�%，半專業人員 ��� 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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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 ��� 名占 ��.�%，專業人員 ��� 名占 �%，高級專業人員 �� 名占 �.�%。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建構 SEM 的理論模式，其中家庭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家長教育

期望與英語學習動機等如圖 �。模式語法以 Jöreskog 與 Sörbom (����) 的潛在變項第八

版：結構方程模式語法 (LISREL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 進行檢定假設。模式適配標準如下 (Bagozzi & Yi, ����；Jöreskog & Sörbom, 

����；Marcoulides & Schumacker, ����)：絕對適配指標以 χ
2
未達顯著水準、SRMR 與

RMSEA 小於 .0�；GFI 與 AGFI 在 .�0 以上。相對適配指標以 NFI、NNFI、CFI、IFI、

RFI 等值在 .�0 以上。簡效適配指標以 PNFI、PGFI 大於 .0� 以上、CN 大於 �00、χ
2/df

小於 �.0 為標準。潛在變項組合信度與平均抽取量在 .�0 以上。

圖 � 的 ξ 代表家庭 SES；η� 為家長教育期望、η� 為家庭靜態文化資本、η� 為家

庭動態文化資本、η� 為英語學習動機、η� 為英語學習成就。X� 至 X� 分別為父親教育程

度、職業與收入。X� 與 X� 為父、母親教育期望。X� 與 X� 為家庭學習資源與圖書數、X�

至 X�� 為家人帶子女逛書店、聽音樂會、到美術館欣賞藝術、到天文館參觀活動的動態文

化資本。X�� 至 X�� 分別代表英語學習動機。Y� 與 Y� 分別代表國一下學期及國二上學期

英語成績。λ� 至 λ�� 分別代表對 X� 至 X�� 對 ξ、η�、η�、η�、η� 的估計值。λ�� 至

λ�� 代表對 Y� 至 Y� 對 η� 的估計值。δ� 至 δ�� 代表對 X� 至 X�� 對 ξ、η�、η�、η�、

η
4
的估計殘差。ε� 至 ε� 代表 Y� 至 Y� 對 η� 的估計殘差。γ�、γ�、γ�、γ� 代表家

庭 SES 對家長教育期望、家庭靜態文化資本、家庭動態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

ß� 代表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其餘 ß 值解說方式依此類推。ζ� 至 ζ� 分

別代表教育期望、家庭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英語成就等潛在變項殘差。

在模式的中介變項之間接效果檢定透過 LISREL �.� 版的幽靈變項 (phantom variable)

功能，使用額外參數 (additional parameter) 指令，它是軟體中內設指令，來檢定路徑乘積

的顯著性、任何路徑相加聯合檢定、任何路徑相減對比之檢定結果。本研究要檢定中介變

項效果，即家庭 SES 透過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以及家庭 SES 透過動態文化資

本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本研究在中介變項採用 Sobel (����) 提出的公式進行上述兩

個路徑檢定。在研究樣本 �,��� 筆，Kline (�00�) 指出，變項的分配在偏態 (skewness) 絕

對值小於 �，峰度 (kurtosis) 絕對值小於 �0 視為常態分配。Sobel 檢定公式，公式如下 :

×

× ×

式中 a、b 分別代表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影響關係的路徑係數，以及中介變項對依變項影

響關係的路徑係數，SEa 與 SEb 各代表 a 與 b 路徑係數的估計標準誤。若計算值高於 �.��，

代表達到 p < .0�，具有中介效果；反之，計算值沒有達到 p < .0�，代表沒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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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家庭社經地位對國中生英語成就有關因素的描述統計

經過積差相關係數計算，各變項的相關係數矩陣如表 �，表中看出，除了家長帶子女

參觀美術館、聽音樂與天文館變項沒有與英語學習成就達到 p < .0� 之外，其餘變項都達

到 p < .0�。表中列出 �� 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峰度與態勢，各個變項的態勢絕對值

沒有大於 �.0，峰度絕對值沒有大於 �0.0，這代表符合資料常態性 (Kline, �00�)。整體來

看，本研究的國中生各變項具有常態分配特性，沒有偏態，沒有偏高與偏低闊峰。因此以

此矩陣估計模式適配度，樣本為 �,��� 名，以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模式的參數估計。

表 3. 各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n=1,572

變項 � � � � � � � � � �0 �� �� �� �� ��

父教� �

父職� .��** �

父收� .��** .��** �

父期� .��** .��** .��** �

母期� .��** .0�** .��** .��** �

藏書� .��** .��** .��** .��** .��** �

資源� .��** .��** .��** .�0** .��** .��** �

逛書店� .��** .��** .�0** .��** .��** .��** .��** �

音樂會� .0�* .�0** .��** .0�* .0�* .��** .��** .��** �

美術展�0 .��** .�0** .��** .0� .0� .��** .��** .��** .��** �

天文館�� .��** .��** .��** .0�* .0� .��** .��** .��** .��** .��** �

喜歡英�� .��** .0�** .0� .��** .��** .��** .��** .��** .0�** .0�* .0�** �

學好英�� .��** .0�** .0� .��** .��** .��** .�0** .��** .0� .0�* .0�* .��** �

英語一�� .��** .��** .��** .��** .��** .��** .��** -.��** .0� .0� .0� .��** .�0** �

英語二�� .��** .��** .��** .��** .��** .��** .��** -.��** .0� .00 .0� .��** .��** .��** �

平均數 ��.�0 �.�� �.�� ��.�� ��.0� �.�� �.�� �.�� �.�� �.�� �.�� �.�� �.�� ��.�� ��.��

標準差 �.�� �.0� �.�� �.�� �.�� �.�� �.�� .�� .�� �.0� .�� .�� .�0 �0.�� ��.��

偏態 -.�� -.0� .�� -�.�� -�.�� .�� -.�� �.�� �.�� �.�� �.�� -.�� -.�� -.�� -.��

峰度 .�� -.�0 -.�� �.�� �.�� -.�� .0� -.�� �.�� �.�� �.�� -.�� .0� -.�� -.�0

*p < .0�，**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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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社經地位對國中生英語成就影響模式適配考驗

（一）整體適配度指標檢定

經過 SEM 估計，適配指標結果如表 �。表中看出，卡方值 (χ2) =���.�0，df =��，達

到 p < .0�，表示模式不適配，但卡方值易受樣本數過多而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不能單以此

標準來判斷，本模式需要檢視其他適配指標。SRMR ＝ .0��，低於標準值 .0�、GFI ＝ .��

與 AGFI ＝ .�� 都在理想數值 .�0 以上；RMSEA 為 .0��，低於標準值 .0�。NNFI=.��、

NFI ＝ .��、CFI=.��、IFI=.��、RFI=.�� 等 都 高 於 .�0 以 上， 非 常 接 近 �。PNFI=.��、

PGFI=.��，均大於 0.�，CN 為 ���.��，其值大於 �00；χ
2/df =�.��，大於 �。上述僅有卡

方值未達模式適配標準，其餘都符合。

上述檢定結果與 Bagozzi 與 Yi (����) 提出的基本適配標準相符包括：�. 模式不能有

負的誤差變異誤，本模式沒有。�. 殘差變異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本研究都達到 .0� 統計顯

著水準，代表沒有模式辨認及資料輸入錯誤，模式沒有細列誤差；�. 估計參數之間相關

係數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0，本模式沒有。�. 因素負荷量不能低於 .�0 或高於 .�� 以上，

本模式在父親的收入及家長帶子女逛書店的因素負荷量為 .�� 及 .��，接近 .�0，其餘的都

在 .�0 以上。�. 模式不能有很大標準誤，本模式沒有殘差值過高現象。基於上述，所建構

模式經由資料檢定之後，模式適配。

表 4. 模式的適配度指標

絕對適配指標 估計值
符合

與否

相對適

配指標
估計值

符合

與否

簡效適

配指標
估計值

符合

與否

χ
2(��) 不顯著 ���.�0 否 NNFI>.�0 .�� 是 PNFI>.�0 .�� 是

GFI>.�0 .�� 是 NFI>.�0 .�� 是 PGFI>.�0 .�� 是

AGFI>.�0 .�� 是 CFI>.�0 .�� 是 CN>�00 ���.�� 是

RMSEA<.0� .0�� 是 IFI>.�0 .�� 是 χ�/df<�.0 �.�� 否

SRMR<.0� .0�� 是 RFI>.�0 .�� 是

（二）各參數估計值

各參數估計結果如圖 �，每一個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都達到 p < .0�，模式中各觀測變項

的因素負荷量在 .�� 至 .�� 之間，模式的殘差項均達到 p < .0�，表示各觀測變項因素負荷

量還不錯。家庭 SES 對家長教育期望的直接效果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γ� = .��，p < .0�)、

家庭 SES 對於家庭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的直接效果也都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γ� = .��，p < 

.0�；γ� = .��，p < .0�)，其中家庭 SES 對靜態文化資本影響力較動態文化資本大，但是家

庭 SES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直接效果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γ� = .0�，p > .0�)。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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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也有正向顯著影響 (β= .��，p < .0�；β= .��，p 

< .0�)，而家庭動態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動機則沒有顯著影響。而家長教育期望、靜態

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動機正向顯著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β 值各為 .��、.��、.��），都達

到 p <.0�，而動態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成就則為負向顯著影響 (β= -.��，p < .0�)。此

外，各個觀察變項的殘差值都達到 p < .0�。

表 � 可知模式各測量變項中有 � 個變項低於 .�0 以下，其餘變項信度都在 .�0 以上。

社經地位、家長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成就的組

合信度與平均抽取量除了社經地位在 .�0 以下，其餘都在 .�0 以上，表示上述各測量變項

信度還不錯。若以模式解釋力來說，家庭 SES 對家長教育期望之解釋力為 ��%（圖中的

家長教育期望潛在變項殘差為 .�� 獲得，即 �-.��=.��）；而社經地位可以解釋靜態文化資

本有 ��%；社經地位可以解釋動態文化資本為 ��%；社經地位、家長教育期望、靜態與

動態文化資本及英語學習動機可以解釋英語學習成就表現有 ��%。

表 5. 家庭社經地位對國中生英語成就影響模式的考驗結果

構念 變項 路徑 R2
殘差 組合信度 平均抽取量

家庭社經地位 X� .��** .�� .��** .�� .��

X� .��** .�� .��**

X� .��** .�0 .��**

家長教育期望 X� .��** .�� .0�** .�� .��

X� .��** .�� .��**

靜態文化資本 X� .�0** .�� .��** .�0 .��

X� .��** .�� .��**

動態文化資本 X� .��** .�� .��** .�� .��

X� .��** .�� .��**

X�0 .��** .�� .��**

X�� .��** .�� .��**

英語學習動機 X�� .��** .�� .��** .�� .��

X�� .��** .�� .��**

英語學習成就 Y� .��** .�� .0�** .�� .��

Y� .��** .�� .��**

**p < .0�.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0

圖
�.  國

中
生

英
語

學
習

成
就

路
徑

的
檢

定
結

果
 （

註
：

各
路

徑
係

數
旁

之
刮

弧
內

數
值

為
估

計
標

準
誤

）

19

                        .77
   .54

    .29

3.

X
1

X
2

X
4

X
5

X
10

X
11

Y
2

Y
1

X
12

X
8

X
9

X
6

X
13

X
3

X
7



七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模式之探索 ��

（三）整體及間接效果量的檢定

本研究在模式的中介變項之間接效果，透過 LISREL �.� 版的幽靈變項來檢定，模

式檢定之後，其整體及間接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表中看出，家庭 SES、家長教育期

望、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整體效果各

為 .�0、.��、.��、-.��、.�� 都達到 p < .0�。而家長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

成就的間接效果為 .�� 及 .�� 亦達到 p < .0�，但是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

果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可見，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家庭 SES、靜態文化資本、家

長教育期望及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力依序是 .��、.�0、.��、.��、-.��。值得

說明的是，動態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效果為 -.��，代表家長雖然帶子女接觸動態

的文化活動，增加親子互動與欣賞藝文，例如逛書店、圖書館、天文館、博物館與藝術館

等，但也負面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很可能是學生增加動態文化活動時間，壓縮了英語學習

時間，所以對英語學習成就形成負面效果。而家庭 SES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是

由六條路徑所構成，也就是家庭 SES 透過教育期望對成就的影響 (.��*.��)、家庭 SES 透

過教育期望與學習動機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家庭 SES 透過靜態文化資本、學

習動機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家庭 SES 透過靜態文化資本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家庭 SES 透過動態文化資本與學習動機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0�*.��)、家庭

SES 透過動態文化資本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 等，約 .�0��，也就是表中的 .��，其 t

值為 �.��，達到 p < .0�。

表 6. 家庭社經地位與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之各向度整體及間接效果及檢定結果

自變項 社經 地位 教育 期待 靜態 資本 動態 資本 學習 動機

依變項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期待 .��** - - - - - - - - -

t 值 ��.��

靜態 .��** - - - - - - - - -

t 值 ��.��

動態 .��** - - - - - - - - -

t 值 �.��

動機 .��** .��** .��** - .��** - .0� - - -

t 值 �.�� �.�� �.�� �.�0 �.0�

成就 .�0** .��** .��** .��** .��** .��** -.��** .0� .��** -

t 值 ��.�� �.�� �.�� �.�� �.�� �.�� -�.�� �.0� ��.��

註：- 表示沒有此效果

**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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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模式，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因素模

式。本研究特色與貢獻如下：（一）現有研究在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因素的分析過於

零散與片段，除了僅應用教學方法前後測教學實驗研究，這種方法較難控制相關因素，僅

以教學實驗處理就進行前後測的英語學習表現，來瞭解這些教學方法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

響，這種研究方式太過簡要，無法將可能與英語學習成就有關因素納入控制，研究結果實

用性不高。本研究建構一個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模式，更能瞭解國中生的英語學習成

就表現的相關因素。（二）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不僅與家庭 SES 有關，更與家庭 SES 高低所

帶來的家庭文化資本 (Bourdieu, ����)、學習資源及文化資源 (cultural resources) (De Graaf, 

����；Teachman, ����) 及學習動機 (Pintrich & Schunk, ����) 有關。現有研究將家庭文化

資本限定於靜態文化資本，然而家庭文化資本還包括動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與學習

成就表現有所關聯。然而本研究發現，在臺灣升學主義之下，擁有較多動態文化資本與

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反而是負向關係。也就是說，家長如果與子女到戶外活動、閱讀等，並

不一定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幫助，反而對英語學習表現為負向關聯。（三）本研究建構的

英語學習模式，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是關鍵因素。研究中依據學理建構英語學習成就的因素

模式，即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納入家長教育期望、家庭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

及英語學習動機檢定發現，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相當重要。（四）透過 SEM

檢定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模式的適配度，以瞭解 SES 透過家長教育期望、靜態與動

態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的整體效應量。上述研究內容都是現有研究所

缺乏，也是本研究特色。針對結果討論如下：

（一）國中生家庭 SES 與文化資本、家庭 SES 與家長教育期望之結果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 SES 高，其子女擁有學習資源及家長期望也較高，呼應了文

化資本理論 (Bourdieu & Passeron, ���0) 及社會階層理論的論點。家庭 SES 愈高，家長教

育期望愈高，這與現有很多研究發現一致 (Hanson, ����; Hossler et al. ,����; Trusty, �000)，

然而與張芳全 (�00�) 的研究發現不同。本研究發現，家庭 SES 愈高，靜態文化資本愈

多，也和很多研究結果一致（李文益、黃毅志，�00�；張芳全，�00�；De Graaf, et al, 

�000；Hofferth, et al, ����；Seginer & Vermulst, �00�）。此外，家庭 SES 愈高，其動態文

化資本愈多，代表家庭 SES 高，家長陪伴子女戶外參與文化欣賞、文化學習活動的時間

及頻率較多，這支持 Bourdieu 與 Passeron (���0) 論點。這代表本研究接受 H�、H�、H�。

Bourdieu 與 Passeron (���0) 指出，家庭 SES 愈高，財務資本及文化資本都會比較多，家

長有較多時間可以陪伴子女戶外活動與學習，因此子女有較多的文化資本，以及較多的

學習資源可以預期。而本研究接受 H�。本研究認為家長擁有較高的家庭 SES，更瞭解教

育及學習對於子女在未來繼續接受教育及生活的重要，因而有更高的教育期望。這就如

Hossler 與 Stage (����) 所指出，如果家庭 SES 愈高，家長若是高教育程度及高經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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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對子女有較高家長教育期望是一樣的。然而本研究發現，家庭

SES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路徑，也就是直接效果，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這是因為中

介因素的重要性比家庭 SES 還重要所致，也就是本研究的模式有文化資本、學習動機及

家長教育期望等中介變項的關係，所以在直接效果沒有達到顯著影響，在後面一節的中介

效果會討論。所以拒絕 H�。

（二）家長教育期望、靜態及動態文化資本對學習動機影響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影響子女的英語學習動機，這代表子女學

習表現仍受家長教育期望的影響，這和 Peng 與 Wright (����) 的研究結果一樣。Peng 與

Wright 以亞洲國家的子女研究發現，亞洲國家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讓子女耳濡目

染，逐漸內化到子女的內心，因而讓子女一方面有學習壓力與期待，一方面更想要學習動

力，所以家長的教育期望影響子女的英語學習動機。同時國中生的家庭 SES 高，家庭靜

態文化資本擁有數量愈多，例如英語的課外教材、英文電子辭典、電腦與網路等，可孕育

或刺激子女學習的欲望，因而正向影響英語學習動機，這與吳雨桑與林建平 (�00�) 研究

學習環境對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一致。De Graaf, et al, (�000) 指出，家庭 SES 愈高，家長

的經濟條件愈好，可以購買子女所需的學習補充資源及設備，所以家庭 SES 愈高，靜態

文化資本愈多。而本研究所納入的家庭英語學習資源愈多，英語學習表現愈好，是可以預

期。然而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沒有顯著影響，可能是本研

究納入題項為家長帶子女逛書店、圖書館、至天文館、美術館及博物館欣賞藝術，與英語

學習內涵不同，無法透過這些動態的文化資本活動來提高英語學習動機，所以動態文化資

本無法顯著影響英語學習動機。換句話說，若問卷題目詢問家長帶子女一起聽廣播英語、

共同欣賞英語話劇或逛書店與到圖書館所找尋的是與英語學習相關素材，如此對英語學習

動機的影響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結果發現。這研究結果和 Peng 與 Wright (����) 的研究發現

不一致。因此本研究接受 H� 與 H�，而不接受 H�。

（三）家長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與靜態及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愈高，也就是期望子女在課業上有較好的學

習表現，提高子女的英語學習成就。這說明了家長教育期望對子女的學習表現有明顯的關

聯，尤其是華人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較高，而子女更感受到學習及課業壓力，因而有較好

的學習表現，這和 Peng 與 Wright (����)、Seginer (����) 的研究結果相同。合理推論是，

Seginer 所指的家長平時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未來可以達成，無形中融入子女的學習態度、

期待與學習表現之中，所以讓子女在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也有正向顯著影響。在模式也發

現，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的 β 係數最大，這說明了國中生英語成就表現

好壞，重點在於學生學習英語的內在動機。也就是如果學生會自動自發的想要學英語、想

把英語學好或很喜歡英語課，他們的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一定會比不想學好者有更好的表

現。此一結果與 Bandura (����) 的自我效能說相符，以及 Vallerand 與 Ratelle (�00�)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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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動機是學業成就動機的一種自我決定形式；以及 Deci 與 Ryan (�000)、Cokley (�00�)

認為，內在與外在動機，尤其內在動機是影響學習成就主要來源的論點一致。此研究發

現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邱文彬、萬金生與林泰安，�00�；Areepattamannil, et al, �0��；

Cokley, �00�；Ryan & Deci, �00�）。可能是學習者有主動要學習動力，此動力來自於學習

者內在驅力，這正是 Ryan 與 Deci (�00�) 所指的內在動機，因為學習者有此動力會有更強

烈的動機，想要把英語學好，因而會提高學習成就。因此本研究接受 H� 與 H�。

此外，家庭靜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面幫助，這與文化資本理論及社會階層

理論的論點一致，同時也與許多研究發現一樣（李敦仁、余民寧，�00�；Pishghadam, et 

al, �0��）。接受 H�0。就如 Teachman (����) 指出的學習資源，包括書籍及相關材料愈多，

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愈有幫助。而本研究的靜態英語學習資源，例如學生擁有補充教材、光

碟片、數位語音電腦等，可以隨時想要學習就可以擁有這些材料，然而國中生的家庭動態

文化資本對英語成就為顯著負向影響，它代表國中生與家長逛圖書館、書店，看書展、聽

音樂會、觀賞表演、參觀美術展、文藝展覽、參觀博物館、天文館、科學展覽等動態文化

資本，並不會提高學生英語成就表現，反有負面影響。由於現有研究沒有這些相關文獻可

以融入討論，本研究認為可能原因，這些動態文化資本內容與英語學習內涵不同，兩者內

涵的相關不高，所以難以透過這些戶外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再者這些測

量內容都以時間頻率，它反應出學生可以配合多寡。換句話說，若每周或每月參與次數愈

多，剝奪及稀釋國中生英語學習時間，這是可以理解。尤其在臺灣升學體制下，學生以升

學考試為主，較難有額外時間與家長到戶外參與和升學較無關的活動。上述討論已指出，

若家長帶子女參與的活動與英語學習有關，例如補習英文與聽英語廣播節目及電影等，可

能會提高子女英語學習表現。然而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庫之問卷題項與英語學習項目差異較

大，因而難以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效果，此研究結果和 Tramonte 與 Willms (�0�0) 的研

究發現不一，原因在於測量內容不同所致。因此本研究不接受 H��。

（四） 家庭 SES 透過家長教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成就，以及家庭 SES 透過動態文化

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中介效果與整體效應量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 SES 對家長教育期望影響（ γ� = .��，se = .0�，se 為估計標

準誤），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 (β= .��，se = .0�)，所以家庭 SES 透過家長教

育期望對英語成就的中介效果值為 .��*.�� = .0��，經過檢定 Sobel 的 t = �.��，代表達到 p 

<.0�，也就是家長教育期望是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因為家庭 SES 對於

英語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直接效果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所以家長教育期

望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這和許多研究發現一致（張芳全，�00�；Benner & Mistry, �00�; 

Fang, et al, �0�0; Reynolds, ����；Yamamoto & Holloway, �0�0）。Yamamoto 與 Holloway 

就指出，較高教育期望的家長認為，有較好的學習成就表現未來會較有其價值，因此家長

教育期望透過子女的學習動機、教師期望，以及家長期望，而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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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而家庭 SES 對靜態文化資本的影響 (γ� =.��，se=.0�)、靜態文化資本對英語成就

的影響 (ß� =-.��，se =.0�)，中介效果值為 .��*-.��=-.0���，經過檢定 Sobel 的 t 值 =-�.0�，

代表達到 p <.0�，也就是動態文化資本是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家庭

SES 對英語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影響，代表直接效果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所以動態文

化資本具有完全中介效果，但是為負向關聯，這和許多研究發現不一樣 (Areepattamannil, 

et al, �0��；Tramonte & Willms �0�0)。基於上述，本研究接受 H��，拒絕 H��。接受 H��

可能原因就如 Tramonte 與 Willms 研究所指出，靜態的文化資本對於閱讀成就有明顯助

益一樣。而無法接受 H�� 是因為本研究的動態文化資本內涵與英語學習內容不同，加上

臺灣國中生升學為主，學習的課業壓力較大，擔心影響課業學習表現，所以平時和家長

一同戶外活動可能較少，因而與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為負向關聯。此外，家庭 SES、家長

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動態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的整體效果各

為 .�0、.��、.��、-.��、.�� 等都達到顯著水準，而家長教育期望、靜態文化資本對英語

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也有明顯效果，而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不明顯。

在整個模式中，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在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完全

中介效果。由於本研究的模式較為複雜，許多先後多重中介因素之效果檢定較為複雜，本

研究不納入分析，例如家庭 SES 透過靜態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

響，是否這雙重中介變項具有明顯效果，本研究沒有檢定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國中生家庭 SES 高，家長教育期望高，其家庭靜態與動態文化資本較豐富

本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七年級生的家庭 SES 高，家長教育期望高，其家庭靜態與

動態文化資本較豐富，代表家庭 SES 對於子女的學習資源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二） 家長教育期望高與靜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有正面幫助，然而家庭動態文

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則沒有明顯助益

本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七年級生的家長教育期望高與靜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

有正面幫助，這說明了家長的教育期望對子女英語學習是相當重要的因素，然而家庭動態

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則沒有明顯助益。

（三） 家長教育期望高，英語學習動機強，家庭靜態文化資本多，英語學習成就愈

好，然而動態文化資本愈多，反降低了英語學習成就

本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七年級生的家長教育期望高，英語學習動機強，家庭靜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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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本多，英語學習成就愈好。這說明了家長教育期望對子女學習動力相當重要，家長適

切的教育期望，對子女學習成就有正面助益。然而動態文化資本愈多，反降低了英語學習

成就。

（四） 與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關聯因素為英語學習動機、靜態文化資本、家庭 SES、

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

本研究結果發現，與基隆市七年級生的英語學習成就有關聯因素為英語學習動機、靜

態文化資本、家庭 SES、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在這些因素中，學生學習動力是

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的重要因素。

（五） 家庭 SES 透過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分別對於英語學習成就具有完全中

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七年級生的家長教育期望與動態文化資本分別對於英語學習

成就有顯著影響，這兩個因素在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國中生的家庭 SES 高者，在文化資本及家長教育期望有較好優勢。雖

然家庭 SES 難以改變，但有以下建議：

（一） 豐富家庭靜態文化資本增加子女學習資源

結論一及二指出，國中生的家庭靜態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助

益，這代表家庭靜態文化資本有幫助子女學習。雖然 SES 較高的家庭在文化資本上是優

勢，家庭 SES 難以改變，但低 SES 家長可從社區或學校圖書館借用更多英語學習資源，

提供子女學習，以彌補無法購置與補充學習資源缺憾。同時學校與當局或許可以建家庭文

化資本的學習環境指標，做為追蹤學生或補助學生依據。而教師及學校對低 SES 家庭的

子女關懷、肯定與支持或家長參與，甚至學校提供課外英語學習資源，也可彌補家庭文化

資本不足。

（二） 提高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及興趣

結論三及五指出，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模式的因素中，英語學習動機是很重要的變

項。換句話說，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好壞，重要來自學生學習動機。在教學上，英語教師

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啟發很重要，教師可在教學方式、教學活動、英語教材內容等下功夫，

或教師應用獎勵誘因與課堂練習中，支持及肯定學生，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成就感與快樂

感，進而從內心提起要學英語的態度及興趣，這更有助其後續英語學習動機之引發。

（三） 適當的家長教育期望有助學生英語學習成就

結論三、四及五指出，家長教育期望對於英語學習成就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因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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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子女的適切教育期望是重要的，平時家長應多給予正向鼓勵與關注，並可以告知對子

女的教育期望，讓子女將其期待內化為他們的學習方向與動力。而本研究雖然發現，動態

家庭文化資本負面影響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但它是資料庫的問卷調查項目與英語學習內涵

差異大，以及也有可能家長讓子女有過多與非英語學習活動的動態文化資本，稀釋了國中

生學習英語機會，造成英語學習負面影響。然而本研究需強調的是，雖然動態文化資本對

子女身心及其他學習領域有助益，但家長應調整與子女參與戶外活動類型。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發現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成就為顯著負向效果，主因在

於這些題目與英語學習內容不同，未來研究探究動態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效影響，在題

目設計可朝與國中生英語學習活動有關項目，更能探究它對於英語成就的影響性。另外，

家庭 SES 的組合信度及各測量指標信度都低於 .�0 以下，雖然模式中因素負荷量都達到統

計顯著水準，但是其信度仍偏低，這是未來研究應思考是否還有其他可替代變項，以提高

模式的組合信度。同時本研究分析的資料為橫斷面，未來研究除了運用相同模式來驗證模

式穩定性之外，還可用縱貫性研究來追蹤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的相關因素，更能瞭解國

中生英語學習表現情形。當然本研究係從 �� 學年基隆市 �� 所公立國中七年級生共 �,�0�

名，取得完整資料為 �,��� 名，有效樣本率約 ��.��%，代表性可能不佳，主因在於本研

究納入的觀測變項有 �� 個，同時學生在家長的職業及教育程度未填答者太多，所以可以

運用樣本數為 �,��� 名，未來應思考如何測量雙親的職業與教育程度，以避免缺失值過多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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