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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編製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與父母考試焦慮量表，並初步檢驗量表之信
效度。本研究先深入訪談 7 位國中學生家長，依據訪談資料進行內容分析編製量表，量表題目
編寫完成後，係使用該發展的量表為工具，以 550 組國中學生及其家長為樣本，進行信效度的
考驗。為了準確測量考試對國中家長與學生的影響，施測時間為最末一次段考前一週，國中家
長填寫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與父母考試焦慮量表，國中子女填寫試前準備期焦慮量表與學習被動
性量表。研究結果發現，
「父母考試態度量表」可分為「重視學業成績」與「喜歡社會比較」兩
因素，
「父母考試焦慮量表」則為單一「父母考試焦慮」因素，此三個因素所構成的分量表均具
有良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國中父母在「重視學業成績」與「喜歡社會比較」的得分與其在
「父母考試焦慮」的得分有顯著的正相關；國中父母在「重視學業成績」、「喜歡社會比較」以
及「父母考試焦慮」的得分與其子女試前情緒性的得分有顯著的正相關，但與子女在試前憂慮、
學習被動性量表的得分無顯著相關。
關鍵詞：父母考試焦慮、父母考試態度、國中學生

Abstract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and parental test anxiety scales
and to initi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n their junior high school adolescent’ test anxiety and learning
passivity. In this study, I developed the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Scale and the Parental Test Anxiety
Scale according to sev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in-depth interviews. After revision from
pretest, 550 pai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se developed scales. In order to precisely measure the parents’ attitudes and anxiety
level on their adolescents’ exam, each participant answered the questionnaire on one week before the
final exam. Parents completed the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Scale and the Parental Test Anxiety Scale;
Adolescents completed the Exam Preparation Anxiety Scale and the Learning Passivity Scale.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Scale included two factors, emphasize academic
score and preference of social comparison, which constituted two subscales and the Parental Test
Anxiety Scale included one factor, parental test anxiety; the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Scale and the
Parental Test Anxiety Scale demonstrated good reliability estimates. In terms of validities of the scales,
the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Scale and the Parental Test Anxiety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ir adolescents’ pretest emotionality, but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pretest worry and
learning passivity.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future studies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ly.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al test anxiety, parental test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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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壹、緒論
在教育改革推行多年以來，我們不得不承認，台灣的家長對於文憑與學歷的重視仍然遠甚
於多元發展與創意學習。從教育現場觀察發現，大部分國中學生的家長對於子女課業表現又特
別重視，認為此階段課業成績的好壞對於子女未來的升學發展有決定性的關鍵，產生「考不上
好高中則沒有機會考上好大學」、「考不上好大學則沒有好出路」…等一連串的憂懼想法
（worrying thoughts）。然而，國中父母重視學業成績，對學生的學習影響可能包括下列兩個部
分：第一、阻礙學生投入與升學考試無直接相關的活動（王茜瑩，1998；楊榮祥，1992），如：
排斥升學考試科目之外的多元學習、貶低教師創意活潑的教學方式等，造成國中子女的學習單
一性，因此，國中子女往往傴是為了考試與成績而學習，降低對學習的主動性；第二、誘發自
己對於子女考試產生過強的焦慮感，父母本身的考試焦慮亦造成子女的考試焦慮，而考試焦慮
會增加考試失常的可能性（陳婉真，2008）。從這兩個層面的影響來看，父母對學業成績的重
視不但妨礙了子女的主動多元學習與發展，而且父母關注子女的考試成績，可能不利於子女考
試表現達到預期的實力，特別是對於原先即為害怕失敗或批評的學生，父母對課業的要求更加
劇其升學考試的壓力感受與考試焦慮的嚴重度（高淑芳、陸洛，2001；Pang, 1991）。因此，
父母對子女考試的焦慮可能造成子女學習被動性與子女考試焦慮的雙重不利影響。儘管如此，
研究者發現國內存有不少比例的家長，在其子女面對重要考試（如：國中基本學歷測驗等）的
過程中，出現考試焦慮的程度絲毫不亞於子女的考試焦慮。所以，本研究將嘗試探索下列兩個
問題：
（一）什麼樣的父母會對於自己子女的考試產生強烈的考試焦慮？
（二）如果父母對於子女的重要考試表現產生強烈的考試焦慮時，可能對子女的學習產生
哪些負面影響？

貳、文獻探索
一、什麼樣的父母會對於自己子女的考試產生強烈的考試焦慮？
「考試焦慮」是指因面對考試或測驗的情境而引起的緊張狀態，包括心理與生理的層面，
或可分為擔憂（worry）和情緒性（emotionality）；在心理層面（或擔憂方面），會出現焦慮不
安、恐懼、憂鬱、對考試結果有負面的預期和擔心、很少會想到考試的正面意義；生理層面（或
情緒性方面）則會有流汗、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肌肉僵硬、全身無力、偏頭痛及其他內分泌
的變化（袁以雯，1982﹔Libert & Morris, 1967；Spielberger, 1980）。研究報告顯示：在高競
爭的現代社會中，具有考試焦慮困擾的學生高達 30-50%（Beidel, Turner, & Taylor-Ferreira,
1999），且對青少年而言，考試焦慮是生活中重大的壓力來源之一（Smyth, 1995）。因此，
大部分的人都熟知學生會有考試焦慮，卻常忽略其實許多父母對於其子女的考試也會出現考試
焦慮，究竟什麼樣的父母容易產生考試焦慮，本研究參考過去的文獻資料與實務的輔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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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由兩個可能的重要方向進行探討：喜歡社會比較與重視學業成績。
（一）喜歡社會比較
台灣地區的父母相當盛行拿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孩子進行社會比較，無論是自己的其他子
女、親戚的孩子、同事的孩子、或是鄰居的孩子，都是可以拿來比較的對象。在呂信慧（2002）
的調查當中，約有七成的孩子（小六/國二）曾聽父母說過「被動-第三者」的比較話語，例如：
「××的功課表現這麼好，為什麼你不行……」。呂信慧同時也發現，學業表現是最常被比較的
向度之一；對孩子而言，被比較之後，優者最常感受「不好意思、羞愧」，劣者最常感受「羞
愧、生氣」。由此看來，不管是優者或劣者，被比較之後的感覺似乎都偏向負面；對父母而言，
好拿孩子進行社會比較的父母，似乎也是比較重視考試成績的父母，在比較考試成績之後，優
者的父母擔心子女是否能繼續保持勝利，劣者的父母則因卑劣的處境而焦躁不安。因此，無論
子女的課業成績比贏或比輸，進行社會比較的結果可能都會讓父母的情緒更焦慮。另外，喜歡
社會比較的父母，通常都很關心面子問題，並且關心自己是否給別人的好印象（林以正，1999；
Domino, 1969；Hwang, 1987），所以愛比較的父母容易讓自己陷入焦慮的情緒。最後，社會
比較分為向上社會比較、對等社會比較、與向下社會比較（Festinger, 1954），林以正（1999）
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父母會特別偏好向上或對等的社會比較，而壓抑向下比較，這樣的比較
模式亦為增加父母壓力的來源。所以，綜合以上相關研究的發現，本研究推測：父母親愈喜歡
拿自己的子女和別人做比較，對於子女的考試可能會產生愈高的焦慮情緒；其中，比較的對象
不同，會產生一些調節（moderating）的效果，例如：向上比較所帶來的焦慮，可能會比對等比
較或向下比較所帶來的焦慮更強。
（二）重視學業成績
子女學業成績的表現是最常被父母親拿來做比較的向度之一，這對相當重視學業成績以及
升學率的台灣地區來說，並不令人驚訝。Pang（1991）提到亞裔美國人的傳統價值將教育視為
很重要的一部份，並將優異的學業成績視為家庭的驕傲，換句話說，子女學業成績表現不佳可
能代表父母在教育上的失敗，甚至為家庭的恥辱，因此，子女的考試亦為父母的重要壓力來源
之一。特別當子女進入國中階段，開始面臨重要的升學考試時，父母的焦慮感受則更加強烈（高
淑芳、陸洛，2001）。再者，從目前的社會經濟來探討，子女考上好學校除了是一件光宗耀祖
的事，在一般中產階級的父母而言，子女考上公立或是私立的高中，對於家庭經濟的負擔迥異
（駱明慶，2004），特別是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子女的學業或考試成績是重要的決定關鍵，
所以經濟因素的考量又增強父母對學業成績的重視以及對子女考試的焦慮情緒。父母適度重視
孩子的學業成績，應該是正常且有利的態度，但是，「重視程度過高」則可能不利於孩子的學
習，包含兩種基本現象：第一，價值觀較為狹隘，具有排他性，只重視學業成績，對於其它學
習面向都不重視。第二，重視的強度很高，當子女學業成績不如父母期望時，父母可能會有強
烈的情緒反應或採取強烈的手段（如：體罰）。Clark（1992）發現當父母本身的個性愈開放、
愈容易接受新的改變，則會鼓勵自己的子女嘗試多元學習，並且尊重子女的個別發展；反之，
愈是只重視子女學業成績表現而不重視子女順應潛能發展的父母，其本身個性可能愈保守、害
怕改變、且容易出現焦慮的情緒，而當學業成績為證明孩子優劣的唯一指標時，父母對子女學
業成績的情緒反應也會愈強。所以，綜合這些相關研究的發現，研究者推測：父母親愈重視學
業成績，對於子女的考試可能會產生愈高的焦慮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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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慮的父母對其子女的學習產生哪些負面影響？
葉明華與楊國樞（1998）提到在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泛家族主義」，「家」是中國人最真
切的世界，而父母的教養方式對於子女發展成「社會人」，扮演著極為重要的關鍵角色。雖然
隨著現代社會的變遷，家庭的結構也隨之改變，不過受到文化的影響，我們的父母對於子女的
管教與發展之重要性卻未曾改變。董玉如（2002）研究國小六年級學生的評量經驗發現，考試
分數對其自身的意義深刻，考試分數代表自我的價值、換取零用錢、好的同儕人際關係、進入
好的學校、獲得父母或老師的獎勵等，而且，學生重視考試分數可能是受到父母的家庭教育與父母
的期待所影響（黃炳城，2004）。當子女進入國中階段，開始面臨重要的升學考試時，父母的焦
慮感受常常比子女還要強烈（高淑芳、陸洛，2001），也容易對子女的學習行為有較多的刻意
安排，進而期待能夠增進子女的學業成績。因此，過度焦慮的父母對於子女學習被動窄化與考
試焦慮兩方面的影響。
（一）子女學習被動窄化
Kemple 和 Nissenberg（2000）在回顧文獻之後發現，過度重視學業成績、壓力太大的家
庭，並不利於孩子的多元學習與創造力發展，而李慧賢（1996）研究台灣原住民學生的父母親
教養態度，則發現「重視成就要求盡力」的態度有助於創意生活經驗以及創造思考能力，此處
的「成就」並不限於學業成就，而且「要求盡力」帶有強調「自我比較」的意涵。因此，強調
多元性的成就而不是成績、重視自我比較而非社會比較的父母，有利於孩子的多元學習與發展
（Amabile, 1989）；反過來說，過度重視成績與喜歡社會比較，孩子似乎會將大部分的時間投
入在課業相關的工作，而且變得比較在意他人的評價或社會的認可，比較怕犯錯、怕被嘲笑、
怕不受教師認可、並對自己的進行多元的學習或探索缺乏信心，以致於太過謹慎、保守、從眾
（詹志禹，2005）。另外，楊瑞明（2004）提到傳統的聯考方式將所有的學習都化約為：一切
為了考試與升學。所以聯考不考的課程，學生也不學，特別是對於重視子女學業成績的父母而
言，會引導孩子窄化學習目標，而且對於考試的科目出現過度密集學習或過度提早學習的情況
（林照真，2004）；然而這些父母對於子女的課外學習卻是格外的忽略。楊榮祥（1992）的調
查研究指出：與國外的學生相比，我國的國一學生花在學校指定的家庭作業上時間最多，但是
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即與教科書無直接關係）的時間最少，這樣的情況可能與父母比較重視學
業成績，或是對子女的考試成績太過焦慮有關。所以，綜合這些觀點與發現，本研究推測：對
於子女學業成績過度焦慮的父母，會以「學業成績」凌駕「多元成就表現」，侷限子女的課外
多元學習，使孩子的學習行為出現單一、窄化、被動的現象，一切都是指為了考試而學習。
（二）子女考試焦慮
Chorpita, Albano 與 Barlow（1996）指出學生的考試焦慮除了與本身的認知與注意力歷程
有關外，家庭因素的影響，如：父母期待子女學業成功的壓力與期望，也與子女的考試焦慮息
息相關，且是一個亟需探討的層面。在家庭相關的因素中，目前的研究發現父母的負向完美主
義（negative perfectionism）與子女考試焦慮的發展具有顯著的正相關（Besharat, 2003；Slade &
Owens, 1998），負向完美主義係指對自己設定不合乎現實的超高標準，往往出現過度焦慮與
害怕犯錯的感受，並且非常在乎他人的眼光與評價，例如：「我會為自己設定不可能達成的目
標」。當孩子進入教育體制，若傴知覺到父母過高且不切實際的學業標準，而未知覺父母的支
持與鼓勵個人成長時，或是子女所知覺到的家庭氣氛與本身期待的家庭氣氛落差愈大，愈使子
3

女過度地在意失敗或父母的批評，容易產生考試焦慮（Peleg-Popko, 2002；Peleg-Popko &
Klingman, 2002），而父母的負向完美主義亦可能造成本身出現較強的焦慮情緒。另外，焦慮
係指個體在不確定但攸關自身利害關係的情境所出現的情緒（Lazarus, 1991），因此，倘若父
母對子女的考試出現強烈的焦慮情緒，代表父母一方面認為子女的考試成績好壞與自己的評價
息息相關，父母可能將子女學業成績視為家庭的榮辱或本身教育成敗的指標（Pang, 1991）；
另一方面，父母出現考試焦慮代表對於子女考試能力的不確定或質疑，當父母感受到缺乏控制
感，這樣的焦慮情緒亦會轉移到子女的感受（Roblek, 2004），而加劇子女產生考試焦慮的程
度。最後，Cobham, Dadds 與 Spence（1999）研究兒童焦慮發現：高焦慮的父母會期待自己的
子女也能夠比較焦慮，並且採用迴避或逃離的因應方式，以避免任何負向結果的出現。所以，
綜合這些觀點與發現，本研究推測，父母對子女考試的焦慮程度愈強，子女的考試焦慮程度也
愈強，兩者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三、研究目的
綜而言之，重視學業成績與喜歡社會比較的父母可能容易對子女考試出現較高的考試焦慮
（本研究稱父母考試焦慮）；而父母考試焦慮一方面會造成子女的學習範圍窄化與被動，另一
方面亦會增強子女的考試焦慮；接下來，子女本身的考試焦慮，無論是考試準備期的預期焦慮
或是考試當下的臨場焦慮，這兩個層面的焦慮程度都會透過不同的機制影響考試的表現，增加
考試失常的可能性，造成父母的期望反而難以達成（e.g., Chapell et al., 2005; Hembree, 1988;
Musch & Broder, 1999; Seipp, 1991；余民寧，1986；施淑慎、曾瓊慧、蔡雅如，2007；陳明
珠，1993；陳綠蓉，1999，2001；陳婉真，2008）。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編製一份測量父母對子女考試態度的量表。
2. 編製一份測量父母考試焦慮的量表。
3. 探討父母對子女考試態度（包括：喜歡社會比較與重視學業成績）是否與父母考試焦
慮具有顯著相關。
4. 探討父母考試焦慮是否與子女考試焦慮與子女學習被動性具有顯著相關。

參、研究方法
經由以上各種文獻的探討，為了充分瞭解國中學生家長對子女考試的態度與焦慮，對其子
女考試焦慮與學習被動性的影響，首先客觀地瞭解國中學生家長對子女考試的態度與焦慮反
應，分別編製「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與「父母考試焦慮量表」
，並檢驗上述兩份量表之信效度。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國中學生與其父母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共有兩個部分：
（一）第一部份為量表編製。由筆者的人際網路委託 7 位目前子女正就讀於國中的家長（5
位母親、2 位父親）
，逐一進行一對一地深度訪談，每位家長訪談時間約一個小時，訪談地點為
該校的個別輔導室。
（二）第二部分為正式施測。本研究以 550 組國中學生與其家長作為樣本，進行正式施測，
並檢驗量表之信效度。刪除作答不完整的受試者後，有效樣本數共 521 組，學生部分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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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245 人，女生 273 人，未註明性別者有 3 人；家長部分的樣本，父親 116 人，母親 351 人，
未註明性別的父母或非父母的其他主要照顧者有 54 人。研究樣本依照研究者施測的順序，將前
三所學校所收集的受試者（共 170 組）作為第一階段探索性因素分析之研究樣本；再以後六所
學校所收集的受試者（共 351 組）作為第二階段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研究樣本。
二、研究工具
（一）自編之父母考試態度量表。
研究者依據內容分析資料，當兩位以上受訪者表達出相同或相似的內容，或傴一位受訪者
表達且研究者認為符合該向度構念之內容，初步編寫為量表題目，過度重視成績向度編寫 8 題，
喜歡社會比較向度編寫 6 題。
量表編寫完成後，先以第一階段的研究樣本進行項目分析，包括(1)同質性檢核法：各題項
與總量表得分之積差相關係數需達 .3 以上，與(2)極端值檢核法：選取總量表得分上下 27%的
人數作為高分組與低分組，再由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各題項在兩組是否有顯著差異。採用主
軸法與 Promax 轉軸抽取兩個因素，將其命名為「重視學業成績」和「喜歡社會比較」，分別可
解釋的變異量為 34.44%與 11.13%，兩個因素可解釋之整體變異量為 45.56%，因素分析結果如
表 2。兩個因素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76 與 .75，全量表的信度為 .79，信度值皆屬於合理
的範圍。兩個因素之間的相關係數為 .50，達顯著水準，屬於中度相關，顯示因素之間同時具
有良好的相關性與獨特性。因此，父母考試態度量表初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自編之父母考試焦慮量表。
該量表之編製過程與父母考試態度相同。依據內容分析初步編寫為量表題目，考試準備期
向度編寫 6 題，考試結束後向度編寫 6 題。再採用主軸法抽取一個因素，命名為「父母考試焦
慮」，可解釋的變異量為 58.53%，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亦高達 .92。因此，父母考試焦慮量表初
步具有相當良好的信效度。
（三）試前準備期焦慮量表（陳婉真，2006）
此量表分為兩個向度：1.試前情緒性，共四題。例如：「我的情緒變得比較差」；2.試前憂
慮，共四題。例如：「我擔心準備考試的時間不夠」。信度方面，試前情緒性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為 .84，試前憂慮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4，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2。效度方面，採
用主軸法與最大變異轉軸，可以得到二因子的因素結構，可解釋的總變異量為 49.07%。而且，
試前準備期焦慮量表與特質焦慮量、情境焦慮量表均具有中度相關，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發散
效度，既能適度地與其他焦慮量表區別，又能反應出焦慮的特性。
（四）學習被動性量表。
Petress（2008）對學習被動性的定義為：學習被動係指學習者不知道自己要學什麼、無法
將自己投入在學習之中，而且對於學習不敢興趣也不負責任。本研究參照上述定義並改編自國
中生學習與讀書策略量表（李咏吟，1993）
，選取六題與學習被動相關的態度與行為，包括：學
習態度分量表三題：
「我讀書只為了考試」
、
「在我看來，課堂上所教的不值得學習」
、
「我對自己
該有的教育目標感到困惑和難以決定」
；專心分量表一題：
「讀書時我很容易分心」
；時間分量表
一題「拖延是我在讀書的一大問題」，並改編為「我複習的時候常常拖拖拉拉」；考試策略分量
表一題「當我唸書時，我想不通該如何去學習教材內容。」
，並改編為「當我唸書時，我不會主
動去學習教材內容」。在信度方面，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68。
5

肆、結果與討論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潛在變項模式對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與父母考試焦慮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進
一步檢驗新編量表的效度。兩量表依據第一階段樣本進行因素分析所得之因素結構建構理論模
式。
（一）父母考試態度量表
以完全排除遺漏值的 299 國中學生父母做為觀察樣本，進行模式的建構與評估。以各觀察
變項間的相關係數矩陣估計參數。父母考試焦慮態度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如圖 2，測量
模式中所有的參數（因素負荷量）及誤差皆達顯著水準，各項適配指標：χ2 （19, N = 299）
= 53.24, p < .05 達到顯著，RMSEA＝.07 雖然大於 .05 但仍小於 .08 的合理適配範圍（余
民寧，2006），NFI、NNFI、CFI、IFI、RFI 皆大於 .95，顯示模式達到合理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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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父母考試態度量表之驗證性分析

（二）父母考試焦慮量表
以完全排除遺漏值的 301 國中學生父母做為觀察樣本，進行模式的建構與評估。以各觀察
變項間的相關係數矩陣估計參數。父母考試焦慮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如圖 3，測量模式
中所有的參數（因素負荷量）及誤差皆達顯著水準，各項適配指標：χ2 （20, N = 301）= 63.81,
p < .05 達到顯著，RMSEA＝.08 雖然大於 .05 但接近小於 .08 的合理適配範圍（余民寧，
2006），NFI、NNFI、CFI、IFI、RFI 皆大於 .95，顯示模式達到合理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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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考試態度與父母考試焦慮之相關
以父母考試態度量表中的「重視學業成績」與「喜歡社會比較」兩個因素，和父母考試焦
慮量表的「父母考試焦慮」，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重視學業成績」及「喜歡
社會比較」與「父母考試焦慮」間呈顯著的中度正相關，其相關值分別為 .51 與 .56。
表1

父母考試態度、考試焦慮、子女考試焦慮、子女學習被動性之間的相關
父母重視
學業成績

父母喜歡
社會比較

父母
考試焦慮

子女
試前憂慮

子女
試前情緒性

父母重視學業成績
父母喜歡社會比較

.55**

父母考試焦慮

.51**

.56**

子女試前憂慮

.07

.10

.15

子女試前情緒性

.17**

.18*

.19*

.30**

子女學習被動性

.03

.04

.01

.14

.12

三、父母考試態度、父母考試焦慮與子女考試焦慮、子女學習被動性之相關
父母考試態度、父母考試焦慮與子女考試焦慮、子女學習被動性的相關如上表 1。表 1 的
結果顯示，父母過度重視成績、父母喜歡社會比較以及父母考試焦慮與子女試前情緒性之間存
在顯著正相關，表示父母無論是越重視考試成績、越喜歡社會比較、或是父母考試焦慮越高，
則學生的試前情緒性亦會越高；不過，父母過度重視成績、父母喜歡社會比較以及父母考試焦
慮，與子女試前憂慮、子女學習被動性之間均無顯著相關。另外，子女考試焦慮（試前憂慮與
試前情緒性）與子女學習被動性之間亦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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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討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首開先河探討父母考試態度與父母考試焦慮對國中子女學習的影響，所得結論分述
如下。
（一）本研究嘗試編製「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與「父母考試焦慮量表」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父母考試態度分為「重視學業成績」與「喜歡社會比較」二個因素，父母考試焦慮量表傴「父
母考試焦慮」一個因素。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與父母考試焦慮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值得後
續研究進一步使用。
（二）父母考試態度與父母考試焦慮的關係。無論是父母重視學業成績或父母喜歡社會比
較，與父母考試焦慮均呈現顯著正相關，而且相關值屬於中度相關。該結果顯示父母越重視學
業成績或越喜歡社會比較，其對子女的考試焦慮亦隨之越高，且反之亦然。
（三）父母考試態度與焦慮和子女學習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父母重視學業成績、父母
喜歡社會比較以及父母考試焦慮，與子女試前情緒性均呈現顯著正相關；然而，其與子女試前
憂慮、子女學習被動性均無顯著地相關。該結果顯示父母越重視學業成績、越喜歡社會比較以
及父母考試焦慮的程度越高，其子女的試前情緒性亦隨之越高，且反之亦然。
二、討論
（一）父母重視學業成績對子女學習的影響。
過去研究顯示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與子女學業成就表現呈現出顯著的正向關係（e.g.,
李鴻章，2008；陳建志，1998；陳建洲，2004；Buchmann & Dalton, 2002；Stern, 2007），可
能的原因包括兩個層面。第一：父母在子女社會化過程的重要影響，子女從在父母互動中內化
了父母重視教育的價值，因此子女亦重視學業成就；第二、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待愈高，促使
其在實際行為上對子女做更多的教育投入，進而協助子女獲得較高的學業成就。然而，雖然對
子女抱持較高的教育期望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本研究的結果來看，父母倘若重視學業成績，反
而會增加子女的考試焦慮，不利於子女的學業成就。因此，父母重視學業成績與子女學業成績
的關聯，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另外，Heaven 與 Ciarrochi（2008）的研究發現：權威性、
重視學業成績的父母，會降低高中學生自我覺察、自動自發的能力，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卻顯
示：國中父母重視學業成績與子女學習被動性無顯著的相關，研究者推論不一致結果為：對於
國中學生而言，父母重視學業成績與子女學習被動性兩變項之間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變項，是
未來研究可探討的方向。
（二）父母喜歡社會比較對子女學習的影響。
林以正（1999）指出在華人的社會文化，無論是父母或子女均偏好向上或對等的社會比較，
而壓抑向下比較，而且許多研究發現：向上或對等的社會比較方式的確會讓學生隨時提高自己
的競爭力，增加學業成績的進步（e.g., 林麗華、林清文，2003；Lane & Gibbons, 2007；Thompson
& Perry, 2005；Toyama, 2007）；然而，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父母喜歡社會比較會增加子女
考試焦慮，反倒不利於子女的學業成績，因此，父母喜歡社會比較與子女的學業成績的關聯，
亦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另外，研究結果顯示：父母喜歡社會比較與子女的學習被動性無
顯著的關聯，推論可能原因為：對於成績較好的子女，父母喜歡社會比較會刺激子女更加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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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地學習；然而，父母喜歡社會比較卻會讓成績不好的子女，產生過高的自我挫敗情緒，子
女為了保護其自我價值感，可能反倒會採取消極、被動的學習態度。因此，未來研究探討父母
喜歡社會比較與子女學習被動性的關聯，必頇考量子女成績的好壞是否為重要的中介變項。
（三）父母考試焦慮對子女學習的影響。
Xing, Huang 以及 Huang（2005）的研究比較美國與中國的國中學生發現：中國的國中學生
認為其父母害怕自己成績表現不佳的焦慮，顯著高於美國的國中學生，而且，中國的國中學生
亦會因父母的焦慮而受到干擾。該結果顯示華人社會的父母，確實容易出現較高程度的父母考
試焦慮，且因為自身對子女的考試焦慮會進一步意圖影響子女的學習方式。不過，探討焦慮與
表現理論（Yerkes & Dodson, 1908）可以得知，焦慮程度與個體表現之間呈現「倒 U 型」
，而非
線性關係，亦即，焦慮程度過高或過低，其表現均會比較不理想，唯有焦慮程度處於最適程度
（optimal level），個體才會有最佳表現。由此推論，父母考試焦慮不一定會對子女學習造成負
面的影響，有時候父母適當的督促反而有利於子女的學習，父母考試焦慮對子女考試焦慮或子
女學習被動性之間的關聯可能呈現非線性關係，因此以線性的相關分析方式無法顯示出此「倒
U 型」的關係。同樣的狀況亦出現於父母考試態度，如同過去研究顯示：父母重視子女學業成
績、對子女抱持較高的教育期待，與子女學業成就呈現正向關係，然而重視學業成績則會造成
反效果，或許此即為本研究分析父母考試態度與父母考試焦慮，和子女考試焦慮或子女學習被
動性的相關值均偏低之可能原因。不過，本研究設計遭遇的難題在於：無論是父母考試態度與
父母考試焦慮，均難以判定最適水準的區間，再加上每位受試學生所感受到父母考試態度與焦
慮之最適水準可能有所不同，所以無法以固定的程度套用於所有受試者的情況。因此，如何測
量最適父母考試態度或父母考試焦慮指標，將是一項未來研究需克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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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字為限）
本年度之國科會計畫已順利完成第一階段的量表編製，父母考試焦慮量表與父母考試態度
量表。此兩量表皆經過質性的深度訪談與內容分析後，再由量性的大樣本施測檢驗其信效
度。結果發現：兩量表皆具有良好的信效度，可供後續研究繼續使用。因此 99 年度，研
究者將持續探索影響父母考試焦慮與態度的相關原因，包括父母對子女考試成績的歸因，
父母所知覺的制度性壓力以及父母背景變項，對父母考試焦慮與態度的影響。本研究期待
未來能夠更了解父母考試焦慮與態度的成因，進而發展出有效處理父母考試焦慮與態度的
方案，避免父母因自身的焦慮而加劇子女的考試焦慮，或是進一步影響了親職關係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