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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關心家庭社經地位對學業成就的影響為出發，進而探究親子教育

期望，對於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力是否可與社經地位的影響力相抗衡，其

次討論親子教育信念和學業成就與子女身心症狀的關聯。 研究對象以台中

縣市國三學生與母親為主，共發出 561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526 份。

研究結果發現： 一、 學業成就與國中生身心症狀的關連性不大。 二、 母

親教育信念與子女學業成就的關連可與社經地位的影響相抗衡。 三、 母

親樂觀的教育信念不會促進子女的身心症狀。 四、 子女教育信念是對自

己永不放棄的希望泉源。 最後本研究建議： 一、 家長對孩子表達明確且

樂觀的期望並且永不放棄學業表現較差的孩子。 二、 教育決策者辦理家

庭教育講座輔導家長合適的期望子女表現，以及補助社經不利學生時經濟

支援與家長親職教育並重。 三、 針對未來研究者提出的建議為：以不同

方法來測量教育信念的內涵，以及改採測量子女「知覺」的父母教育信

念，並延長測量親子教育信念與學業成就的間隔。 四、 選擇其他身心症

狀量表作為評估的工具 

摘

要

(英)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can generate the same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that parental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ca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was also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children’s minds and bodie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ninth grade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ir mothers 

living in Taichung City and Taichung County. The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 561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52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ir minds and bodies. 

2. Mo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can generate the same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that parental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can. 

3. Mothers’ optimistic education expectations won’t promote children’s minds 

and bodies. 4. Parental appropriate expectations can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not to 

give up themselves. Finally, this research is to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1. Parents 

should express clear and optimistic expectation to their children and never give up 

those who have low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2. Education decision makers should 

hold some family education workshops to teach parents and offer effective support to 

those children in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e. 3.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following 

researcher; to estimate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al belief of the using different 

methodology, and to take the point of view from the children’s conscious of the 

parent. To extent the internal period between the parent expectation and children’s 

achievement. 4. Select the psychosomatic as the estimat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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