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2016，47 卷，3 期，449-472 頁
DOI：10.6251/BEP.20150421

幼兒英語學習的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
能與學習熱情之路徑模式＊
謝皓薇

葉玉珠

長榮航空

國立政治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學齡前幼兒的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能與熱情（強迫性熱情與和諧性
熱情）的現況及相互影響的路徑模式。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所使用的量表為研究者所發展之
幼兒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量表、幼兒英語學習父母效能量表與幼兒英語學習熱情量表；研究參
與者為台灣 515 位幼兒園大班家長。研究發現：（一）參與幼兒的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父母
效能與熱情具中上程度；（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幼兒英語學習的父母效能與家庭教育環
境互動後會透過父母效能影響強迫性熱情；此外，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互動後會透過家庭教
育環境影響和諧性熱情，且強迫性熱情會影響和諧性熱情。

關鍵詞：父母效能、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學習熱情
在全球化浪潮席捲下，國內大大小小有關英語的能力檢定與考試盛行，說明了良好的語言能
力不再只是單純的競爭優勢，同時更是一個國際化的門票與基本功，透過語言能力與世界接軌，
建構英語學習環境已是世界各國的首要課題，英語教育的推廣紮根、英語環境的完善營造，這都
只是健全臺灣「國際化」的基礎建設，英語的重要性將只會隨著時間不斷的提升。當國內英語補
習班、雙語、全美幼兒園、學齡前學習英語的幼兒數量逐日增加時，說明了父母對幼兒從小英語
能力的培養與國際化的視野已視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課題。然而，當越來越多父母為學齡前幼兒
選擇學習英語，期許孩子能夠從小具備流利的溝通能力，似乎都只重視「成果」上的展現，而忽
略了幼兒「學習熱情」的重要。
熱情是一種正向的學習態度，而這種態度可視為促進個體從事學習活動的內在動機（Liaw &
Huang, 2013）
。熱情也是一種自我決定的歷程，且此歷程的差異性會影響個體的行為而導致不同的
學習結果（Vallerand et al., 2003）。當個體對學習活動擁有熱情時，個體擁有自我決定的選擇權去
決定從事他們認為重要的學習活動，亦即個體會感受一股內在的動力，驅使個體去投入學習活動，
但在從事時卻不覺得有壓力（Deci & Ryan, 2000）
。在英語學習中，幼兒可能會因為自身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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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活動中以及活動後展現正向的認知和情感，並覺得學習英語是有意義的活動並且樂於參
與，因而能以正向的觀點來看待英語學習中過程中的挫折，有助於增加其內在自我決定動機。此
時，學習是快樂的，不但能從做中學，更能在熱情中成長。因此，學習熱情可能是幼兒英語學習
的重要影響變項。
過去有關熱情的研究並不多，一般認為熱情可分為和諧性熱情（harmonious passion）與強迫
性熱情（obsessive passion）
。和諧性熱情涉及個體自主選擇與控制所從事活動的態度，強迫性熱情
則涉及被活動所控制而從事活動的強烈慾望（Zhang, Shi, Liu, & Miao, 2014）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英語學習熱情的內涵與分類；本研究認為，英語學習熱情的主要理論基礎包括：自我決定理論（Deci
& Ryan, 2000）
、活動熱情理論（Ratelle, Vallerand, Mageau, Rousseau, & Provencher, 2004; Rousseau,
Vallerand, Rarelle, Nageau, & Provencher, 2002; Vallerand et al., 2003）
。基於這些理論，本研究在探討
英語學習熱情時，同時考量個體對參與英語學習活動行為的自我決定之程度、對學習堅持行為之
彈性以及對英語學習活動經驗之態度，將英語學習熱情分為「內在和諧性熱情」、「外在和諧性熱
情」
、
「內在強迫性熱情」與「外在強迫性熱情」
；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對熱情概念更為細膩的分類，
期使英語學習熱情的內涵更加完整。
本研究動機之二在於了解父母提供幼兒之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對於幼兒英語學習的
自我效能是否會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幼兒英語學習的熱情。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它是
子女社會化歷程中最重要的環境（蘇建文，1991）
。研究也發現，影響子女學習成就的最主要因素
是取決於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態度與關懷（林清江，1981）
。此外，父母所提供的設施與文化活動對
子女成長皆會造成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Coleman（1990）所提出的家庭社會資本論指出，親子關
係、家長在家中的時間和家長對子女的關注等人際關係網絡的強度愈強，表示家庭社會資本愈高，
越有助於教育成就；而透過財務資本的運用而營造良好的物質環境，更可以利於學生學習。因此，
父母效能可能會直接影響幼兒英語學習。
語言發展經驗論也強調後天環境經驗的重要性，幼兒是在跟父母親或其他語言熟練的說話者
互動時習得語言（Bloom, 1997）
。而此階段的幼兒最常互動的對象之一就是父母，可見父母的角色
在幼兒學習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研究發現，高效能父母在親子關係、協助問題、目標設定、角
色楷模等層面的功能，對於幼兒在學術認知及社會發展各方面都有正面影響（Iruka, 2005）
。此外，
高自我效能的父母在英語學習上能夠設定較高的參與子女學習目標（Hoover-Dempsey, Bassler, &
Brissie, 1992）
，執行過程中也較能堅持去協助幼兒完成所設定的學習目標（Bandura, 1989; 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因此，父母效能可能會直接影響幼兒英語學習。
在自我決定理論的論述中，強調個體能以自我決定的方式投入活動，而自我決定的不同程度
亦會影響活動的選擇（Standge, Duda, & Ntoumanis, 2003）
。因此，依自我決定程度的不同，可將熱
情分為和諧性與強迫性二者。當個體因為外在因素而無法以自我決定做選擇並與內在自我產生衝
突時，此為強迫性熱情，但若經時間，在內化過程調整後，不但能增加正向的情緒感受，也能由
調節的結果收穫中提高自我價值與自我效能，並且繼續進行和諧性熱情的運作。高父母效能與正
向的家庭教育環境可能使得個體在活動與內在之間調和，並且開始覺得目標是有價值的，付出時
間與精力是有意義的，而非以規避與被動行為面對學習中之挫折與沮喪情緒，並抱持著彈性的態
度投入英語學習，因此有助於幼兒在學習過程中將強迫性熱情轉化為和諧性熱情。亦即，家庭教
育環境與父母效能可能會互動後，對強迫性熱情與和諧性熱情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關心的議題為目前台灣幼兒是否具有良好的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能與學習熱情？
以及幼兒英語學習的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如何影響其英語學習熱情？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內幼兒在英語學習歷程中，其家庭教育環境、父
母效能與學習熱情的現況。
（二）探討幼兒英語學習的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能與幼兒英語學習熱
情之路徑模式。

幼兒英語學習的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能與學習熱情之路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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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一、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概念探析
Vallerand 等人（2003）指出，
「熱情」為一種對喜歡事物的強烈愛好，個體視其為重要的，且
會投入時間與精力。根據 Deci 與 Ryan（2000）的自我決定理論，以活動內化為個體中心的不同方
式，進一步建立出和諧性熱情和強迫性熱情兩種不同的分類的熱情類型觀點；
「強迫性熱情」和在
活動進行中的羞愧及被阻止進入活動的負面認知成正相關；
「和諧性熱情」和活動進行中的正向情
緒、專心和福樂成正相關，與活動後的正向情緒亦成正相關。這兩種不同的類型會帶給個體兩極
端的經驗與感受，並且對活動產生不同的行為結果、情緒與認知，而無論是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
熱情都會使活動內化成為個體自我的一部分（Vallerand et al., 2003）。
本研究嘗試在 Vallerand 等人（2003）所提出的強迫性與和諧性熱情的分類下，增加一個自我
決定來源的向度—內在（涉及個體與學習活動的互動）與外在（個體與他人的互動）
，將英語學習
熱情分為以下四類：內在和諧性熱情（Intrinsic Harmonious Passion, IHP）
、外在和諧性熱情（Extrinsic
Harmonious Passion, EHP）
、內在強迫性熱情（Intrinsic Obsessive Passion, IOP）與外在強迫性熱情
（Extrinsic Obsessive Passion, EOP）
，其差異與關係論述如下：
（一）和諧性熱情
「和諧性熱情」源於個體將活動內化至個體自我的過程，當個體有自由選擇他們認為重要的
活動，而無任何的附帶條件時，此種自主性的內化即形成（Vallerand et al., 2003），且此內化會引
發自主的學習趨力，個體因而能完全投入手邊的活動，並能有正向的學習結果（Carbonneau &
Vallerand, 2013）
。研究也發現，和諧性熱情與自主動機（autonomous motivation）有正相關（Stoeber,
Childs, Hayward, & Feast, 2011）
。因此，和諧性熱情強調的是一種主動觀點，依照自我決定控制整
個活動、而個人的選擇使之完全投入個體所認為的重要活動（李炯煌、季力康、彭涵妮，2007）
，
也因此和諧性熱情下的活動狀態會使個體產生一股意志力，並使個體在信心的狀態下追求自己所
愛的，同時也可以與生活中其他活動和諧並存。因此，當個體對從事英語學習有和諧性熱情時，
個體能有自我決定權、能夠控制該活動，擁有決定何時、何地開始或結束，且個體從事英語學習
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能和諧的共存，使得個體無論在生理或心理，都能有正向的影響結果。
1. 內在和諧性熱情
和諧性熱情為個體依照自我決定控制權決定從事活動的時間、地點、長短，並在活動中獲得
愉悅的情緒，例如歡喜、自由、放鬆等（李炯煌、季力煌、彭涵妮，2007）
：而內在和諧性熱情則
是強調其自我決定動機的來源為發自內心對學習活動的喜好以及個體與學習活動互動後的滿足
感。這樣的內在動力，可能驅使幼兒去投入英語學習過程中的自我決定學習、探索並且從精熟語
言中獲得成就感。具體言之，在內在和諧性熱情的引導下，幼兒較會傾向嘗試與專注在新事物的
經驗，藉由參與獲得內在情意的報酬，如滿足感、愉悅等，在價值上不賦予任何特定意義或附帶
條件 （如：自我接受感、自尊等）。而當英語學習活動被阻止時，幼兒也能因自我決定的自主性
將正向影響和專心轉移到其他活動。此外，在英語學習活動歷程與結束後，也較能形成一種能力
的回饋訊息，再次增強內在動機（Chirkov, Ryan, Kim, & Kaplan, 2003）
。因此，當幼兒擁有內在和
諧性熱情時，其英語學習活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能和諧共存，使得幼兒比較主動及從事與英語
學習相關的活動，從英語學習過程中因獲得知識或擁有精熟語言的能力而感到滿足與成就感，並
從學習活動歷程中與結果得到正向的回饋，趨向正向結果。
2. 外在和諧性熱情
相對而言，雖然外在和諧性熱情也可能促使幼兒能依照自我決定控制權決定從事英語學習活
動的時間、地點、長短，但其動力來源可能是基於個體與他人互動過程中，對外在酬賞或認同的
需求（Chirkov et al., 2003）
。具體而言，持外在和諧性熱情的幼兒，在學習英語過程中會希望藉由
參與相關的學習活動，獲得外在物質或社會脈絡事件的獎賞或期望（如接收他人回饋、欲與他人
溝通、獎勵與獲得獎勵或得到名聲等）
。此時因行為所產生的結果趨向，亦有助於幼兒增加其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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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並促進內在自我決定動機。因此，當幼兒能享受其在英語學習歷程以及學習結果的正向回饋
時，可能提升其對英語學習活動的熱情；此時，英語學習活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也能和諧共存，
趨向正向結果。
（二）強迫性熱情
「強迫性熱情」源於個體被活動控制而內化至個體自我的過程（彭月茵，2007）
。因強迫性熱
情強調的是一種被動觀點，一種非出自於個體內心的喜愛，由於個體無法依照自我決定選擇是否
參與該活動，且個體在投入活動時的強迫性感受與經驗到的衝突佔據個體自我的大部分（Vallerand
et al., 2003）
；因此，強迫性熱情下的活動狀態也無法能與生活中其他活動和諧並存。研究者認為
活動附帶的條件價值，不一定都會導致受控的動機與熱情。當個體對於活動附帶的條件價值持趨
向目標導向時，會產生外在和諧性熱情，而當個體對於活動附帶的條件價值持迴避目標導向時，
則會產生外在強迫性熱情。
1. 內在強迫性熱情
強迫性熱情通常是源自於外在的壓力，但也可能是源自於內在無法控制的衝動。和諧性熱情
對於活動進行是抱持著彈性的態度投入自我選擇的活動，因此會產生較多的正向影響，但當將活
動依受控的方式內化至自我，導致僵化的固執行為，並使得活動進行與自我內在產生衝突與壓力
時，可能會導致負向的影響（Vallerand et al., 2003）
。因此，本研究的內在強迫性熱情係指在沒有
外在力量的情況下，個體持續參與過程獲得的相關回饋，對於目的達成有過度強烈的專注力與學
習衝動，進而產生個人內在的壓力與失控的感覺。當個體在學習英語的過程當中有內在強迫性熱
情時，意味個體被英語學習所控制，個體會有強烈的衝動趨使其從事英語學習，但卻無法掌控此
衝動，對於自我決定與活動的偏執熱情產生受控的內化方式，因此容易感到挫折與沮喪，且可能
會在活動後經驗到負向情緒。強迫性熱情也會導致過於固執的僵化行為，產生英語學習活動與其
他活動之間的衝突。當被阻止投入英語學習活動時，個體無法將自我抽離熱情活動的想法中，因
此他們會在從事其他活動時分心，此種非出自於個體控制的熱情會導致在自我上有失衡的地位，
並引起與生活中其它活動的衝突（Vallerand et al., 2003）。因此，當英語學習與生活中其他事件衝
突時，個體就會陷入困境，感到焦慮而導致負面的生理或心理的後果。
2. 外在強迫性熱情
強迫性熱情強調個體選擇從事某活動並非出自自己的選擇 （Ratelleet al., 2004; Rousseau et al.,
2002; Skitch & Hodgins, 2005; Vallerand et al., 2003）
。持強迫性熱情的個體通常會避免懲罰或減少獎
賞的損失或受到外力所控制（李炯煌等人，2007）。根據 Vallerand 等人（2003）的看法，「強迫性
熱情」通常是因為活動附帶某種的條件價值如：社會接納感、自尊等加諸於活動，而造成個人或
人際之間的壓力，產生受控的內化方式。研究者認為持外在強迫性熱情的幼兒，因為對人際互動
持迴避目標取向，在英語學習過程中無法有效控制自我的學習活動。因而在英語學習活動中以及
活動後展現負向的認知和情感，且因擔心自己比別人差而有失望、責怪自己的情緒產生（程炳林、
林清山，2000；Snow, Corno, & Jackson, 1996）。另一方面，當英語學習活動被阻止時，幼兒可能
無法擺脫經驗負向結果的想法，而產生英語學習活動與其他活動之間的衝突。換言之，幼兒知覺
其英語學習是受到外在的控制與壓力下學習。在此被動的狀態下，幼兒英語學習自我決定的程度
低，且英語學習活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無法和諧的共存，因此，當此活動與生活中其他事件衝
突時，個體就會陷入困境。
綜上所述，持不同類型熱情的幼兒在英語學習的活動經驗、活動歷程態度以及堅持行為方式
會有所不同。一般而言，持強迫性學習熱情的幼兒，在英語學習活動上有較低的自我決定、較低
的負面情緒調整能力，在生活上有較多的衝突；持和諧性學習熱情的幼兒，在英語學習活動上有
較高的自我決定、較高的負面情緒調整能力，在生活上則有較少的衝突。因此本研究推論幼兒學
習活動內化的方式與內化的理由會造成不同的英語學習熱情，但在幼兒學習英語過程中，強迫性
熱情和諧性熱情會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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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教育環境與幼兒英語學習熱情
Coleman（1990）認為家庭背環境至少可區分成三個成分：財務資本、人力資本、與社會資本。
周新富（1999）將家庭教育環境分為家庭背景與家庭文化資源兩個層面討論；家庭文化資源包括
家庭文化資本、家庭教育資源、家長參與學習與家庭教育氣氛。黃家瑩（2007）指出家庭文化設
施與文化活動、家庭成員之間的語言互動、以及父母教養方式的重要性。王曉慧（2000）則認為
家庭教育環境大致包括父母的教養態度、家庭文化活動、家庭氣氛、親子關係、住家環境、家庭
社經地位等許多層面。綜上所述，廣義來說家庭教育環境係指家庭所提供之教育資源與氣氛，包
含了父母的教育態度、提供有形與無形的家庭設施與文化活動。而幼兒在日常生活中與父母的互
動、對話、價值，在日積月累的影響下所形塑之個人氣質與語言能力都會因家庭所提供的環境教
育下而有所不同。本研究認為英語學習的家庭教育環境，可從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本來分析。
（一）英語學習的社會資本—親子共讀與陪伴
Coleman（1990）指出與學童教育成就有關的社會資本，分成家庭內與家庭外之社會資本。家
庭內社會資本包括親子關係以及家長在家中的時間與家長對子女的關注；影響子女學習成就的最
主要因素並非是父母的教育程度及社經地位，而是取決於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態度與關懷（林清江，
1981）。研究發現親子共讀有助於語言的學習（金瑞芝，2000）。親子共讀是一種親子間以閱讀素
材為媒介的互動過程（袁美敏，2001）
，藉由親子間互動的過程相互溝通分享意見、肢體語言和生
動有趣的說故事技巧（張瀞文，2002）
，而親子間的「互動」是親子共讀的真正重心，在親子共讀
的過程中，不只是父母唸、學童聽，單向的輸出，其需要的是從共讀中親子之間進行書籍討論與
溝通（王瓊珠，2004）
。根據上述理論，研究者認為父母陪伴與親子共讀為影響幼兒英語學習熱情
的重要因素。
（二）英語學習的人力資本－家庭教育環境與設備
以人力資本的觀點來看，一個人的教育程度越高，代表所學得與經濟生產力相關的專業技能
與知識也就越多。因此，人力資本越高者，其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能力越高（黃毅志，2002）
。
人力資本於財務上的運用包含了有形與無形的物質資源，在教育上如家庭讀書環境的佈置；另外
無形的教育資源指的是父母投資在教育上的金錢如補習、才藝課的費用等。
此外，人力資本為父母的學歷、擁有的技能等，若家中照顧者的學歷越高，其收入可能就越
好，如此則能提供給幼兒較佳的學習或生活所需的資源（黃婉玲，2005）
。因此，透過資本的運用
而營造良好的物質環境，有利於學生學習（Coleman, 1990）
。陳麗妃（2005）認為，家庭的教育物
質設備、父母運用金錢在子女教育的物質與學習投資上，為家庭教育環境的重要指標。劉唯玉
（2004）更指出環境塑造與培養所給予的刺激更是不容忽視，由於環境是可經由人為改造，所以
當幼兒在學習語言時，需要藉助適當的場域因子來刺激、引發兒童學習語言的興趣。因此，本研
究推論良好的家庭設備與環境的提供有助於幼兒的英語學習。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有利於幼兒英語學習的家庭教育環境包括兩層面：英語學習的環境與
設備提供以及親子共讀與陪伴，家庭教育環境為此兩種概念所建構起來的一種營造出積極的學習
環境及氛圍，可能有助於幼兒能從樂於學習並引發其對英語學習的熱情。

三、父母效能與幼兒英語學習熱情
Coleman 與 Karrakern（2000）將父母效能定義為父母對於自己能否有能力影響幼兒在學術、
認知和情感發展的信念知覺；黃凱霖（1994）則將之定義為父母教導子女學習時，對自我的能力
信念。Hoover-Dempsy 與 Sandler（1995）的研究結果指出，假使父母相信他們的行動有助於促進
幼兒生活和學術上的學習，則父母會介入幼兒的學習；而且當幼兒年紀越小時，父母的影響力就
愈大，父母的自我效能感越強，越會持續性的參與孩子的學習過程。研究（Bogenschneider, Small &
Tsay, 1997）也發現，高父母自我效能的父母，其子女的學業表現也越優異。本研究從「英語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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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和「解決問題與提升學習自我效能」兩個向度分析父母效能與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關
係。
（一）英語能力自我效能
父母效能為對於自己是否有能力影響幼兒在學術、認知和情感發展的一種信念知覺，對於引
導子女學習時，對自我的能力信念（黃凱霖，1994）
。研究發現，當父母具備了父母效能感，認為
能夠產生預期想要的結果時，他們就可能堅持地面對障礙，教養幼兒上也更具彈性、過程也更加
愉快，也因父母相信自己，因此對子女的學業表現能產生正面影響的信念（Hoover-Dempsey et al.,
1992）
。此外，高自我效能父母，可透過親子互動，教育出同樣具高自我效能感的幼兒（HooverDempsey et al., 1992），並以正向情緒視困難為挑戰，因而在英語學習上產生主動積極的行為並持
續努力（黃凱霖，1994）
。因此，父母英語能力自我效能越強，幼兒對於英語學習也會有越正向的
學習熱情。
（二）解決問題與提升學習自我效能
Coleman 與 Karraker（2000）的研究中指出，父母效能與父母的能力呈現高度相關，具有高自
我效能之父母具有避免情感壓力與失去希望之能力，可以預測幼兒的需求與責任，主動因應及知
覺幼兒的行為問題，直接進行親子互動解決困難，並且有更多的資源及思考來促進幼兒能力，提
供適切、鼓舞幼兒的幼兒教養環境。此外，高父母效能的父母視幼兒的學習和發展為父母與學校
共同合作的冒險（Iruka, 2005），給幼兒更多的讚許與接受，能提供幼兒更多有用的問題解決策略
來幫助幼兒的學習（Hoover-Dempsey et al., 1992）
，能協助子女建立自我效能，願意投入更多陪伴
與監督子女學習的時間，主動因應及知覺幼兒的行為問題，因此得以增進子女的學習表現（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5; Coleman & Karraker, 2000）
。因此，在英語學習中，若父母依照自我效能
給予協助、參與幼兒解決面臨到的問題並且付諸行動解決，則可能會促進幼兒英語學習熱情。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推論父母效能會對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產生正向的影響。本研究所指的
父母效能乃父母在幼兒學習英語的過程中，父母具備積極參與的動機態度，認知需求較強，具較
高能力為幼兒安排適當的環境，對自我的能力信念有較高的期許與抱負，並有協助幼兒學習問題
解決的能力，進而教養出同樣具有高度自我效能的幼兒並提升其英語學習的動機。

四、英語學習父母效能、家庭教育環境與學習熱情
父母效能與父母對於自我能力的的認定呈現高度相關，具有高效能之父母，可以預測幼兒的
需求與責任，並盡力滿足學習上的相關所需（Coleman & Karraker, 2000）
。研究發現，父母效能會
影響其所提供之學習環境與物質資源，進而有助於教育成就的提升。因此，具有較高英語學習效
能的父母將對於提供適切、鼓舞幼兒的幼兒教養環境有較高的知覺，並且盡力提供幼兒學習上所
需的資源，在幼兒學習過程中主動因應及知覺幼兒的行為問題，直接進行親子互動以解決困難，
並且有更多的家庭教育資源及自我思考來促進幼兒的學習熱情（巫有鎰，1999；孫青山、黃毅志，
1996）。因此，在幼兒學習英語的過程中，英語學習父母效能以及家庭教育環境與學習熱情可能
有密切的互動關係。
綜合前述父母效能以及家庭教育環境與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關係，本研究推論幼兒可經由親
子之間互動感受父母的行為與信念，當父母所釋放出正向訊息時，就可能堅持地面對孩子在學習
過程中所遇的障礙，將困難視為挑戰，以正向情緒克服，進而在英語學習上產生主動積極的行為
並持續努力。雖然幼兒在英語學習活動中可能因為有較低的自我決定程度而導致強迫性熱情，但
是若長時間透過父母持續的接納與支持、增強內化心理社會功能與進行正向內化調節，幼兒的強
迫性熱情與和諧性熱情會透過不斷的互動，將強迫性熱情轉化為和諧性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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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幼兒英語學習熱情模式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研究者認為：幼兒英語學習之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交互作用之後會
分別直接影響其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此外，強迫性熱情與和諧性熱情會互相影響。因此，
本研究嘗試以線性結構模式中的路徑模式探討幼兒英語學習之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能與和諧性
熱情及強迫性熱情的關係（產出模式請見圖 1）
。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第一階段為預試，目的在篩選本研究所使用的三個分量表的題目，並考驗其信度與效
度。第二階段為正式施測，進行本研究所提出路徑模式的檢驗與修正。兩個階段皆以立意取樣的
方式抽取樣本。本研究的預試參與者為某私立連鎖雙語幼兒園之大班幼兒之家長 100 人。扣除作
答不完全與明顯心向之廢卷共 6 份，有效樣本數為 94 人（含大班男童 52.1%與女童 47.9%之家長）
，
其中父親 28 人（29.8%）
、母親 66 人（70.2%）填答問卷。第二階段參與對象為台北市、新北市與
高雄市使用相同教材之連鎖幼兒園就讀大班的父母，共計 600 百名。扣除作答不完全與明顯心向
之廢卷共 85 份，有效樣本數為 515 人（含大班男童 50.7%與大班女童 49.3%之家長），其中父親
152 人（30.4%）、母親 363 人（70.5%）填答問卷。問卷可使用率為 86%。

二、研究工具
（一）幼兒英語學習家庭教育境量表
本研究以自編的「幼兒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量表」（Inventory of Preschooler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IPFEE-LE）來測量父母對幼兒英語學習所提供的家庭
教育環境。本量表共有 11 題；探索性因素分析（N = 94）發現 IPFEE-LE 包含「家庭教育環境與
設備提供」和「親子共讀與陪伴」兩個因素，分別有 6 題與 5 題。此量表「家庭教育環境與設備
提供」指家庭以金錢投資在學生的英語教育上的軟硬體設施，提供有利學習英語學習之相關學習
資源，以及在家庭中提供與幼兒英語學習有關之情境與活動。
「親子共讀與陪伴」則是指父母能陪
伴幼兒進行英語的學習，如陪伴分享讀物內容、收看（聽）相關的學習影片與節目，以及關心子
女學英語的狀況並相互分享心得。IPFEE-LE 各題目的因素負荷量皆 > .675，兩個因素累計可解釋
變異量為 66.326%（見表 1）
。在信度方面，題目的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數為 .608 ~ .807（ps < .001）
；
總量表的 Cronbach’s α 係數為 .908。因此，IPFEE-LE 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二）幼兒英語學習父母效能量表
本量表以自編的「幼兒英語學習父母效能量表」
（Inventory of Preschoolers’ Parental Efficacy in
Learning English, IPPE-LE）測量父母對幼兒英語學習的自我效能。本量表共有 21 題；探索性因素
分析（N = 94）發現 IPPE-LE 包含「英語能力」和「解決問題與提升學習」自我效能兩個因素，分
別有 12 題與 9 題。本研究所指的父母效能乃父母在幼兒學習英語的過程中，父母具備積極參與的
動機態度、認知需求較強、具較高能力為幼兒安排適當的環境、對自我的能力信念有較高的期許
與抱負、並有協助幼兒學習問題解決的能力。IPPE-LE 各題目的因素負荷量皆 > .525，兩個因素
累計可解釋變異量為 73.007%（見表 2）
。在信度方面，題目的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數為 .619 ~ .897
（ps < .001）；總量表的 Cronbach’s α 係數為 .974。因此，IPPE-LE 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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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量表因素組型矩陣（N = 94）

題
號
10
8
4
11
2
6
3
7
1
5
9

報

因素
1
我會帶幼兒參加有助於英語學習的展覽或表演活動。
我會讓幼兒參加英語相關的學習活動（如：夏令營等）。
我會購買有助於英語學習的玩具或遊樂器材。
我提供了幼兒一個良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我會購買英語書籍、影片給幼兒。
我會規定幼兒每天學習英語的時間。
我會陪伴幼兒複習非課內英語書籍。
我會與幼兒互相分享英語學習的心得。
我會陪伴幼兒複習課內英語。
我會陪伴幼兒一起收看（聽）英語的影片或節目。
我會與幼兒互相分享英語讀物的內容。
解釋量%
累積解釋量%

2

.902
.795
.779
.710
.694
.675

52.663
52.663

.827
.773
.768
.708
.706
13.663
66.326

共同性
.830
.646
.648
.649
.635
.658
.720
.676
.594
.613
.626

（三）幼兒英語學習熱情量表
本研究以自編的「幼兒英語學習熱情量表」（Inventory of Preschoolers’ Passion in Learning
English, IPP-LE）測量父母知覺之幼兒英語學習熱情。IPP-LE 題項發展的理論基礎為：Vallerand
等人（2003）的熱情理論、活動熱情相關理論（Ratelle et al., 2004; Skitch, & Hodgins, 2005）
、葉玉
珠（2011）的「數位學習熱情量表」
、以及自我決定理論（Deci & Ryan, 2000）
。本量表共有 27 題，
首先進行專家效度分析（三位大學教授及三位資深幼兒教師）確認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建構效度，
再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探索性因素分析（N = 94）發現 IPP-LE 包含內在和諧
性熱情（6 題）、內在強迫性熱情（4 題）、外在和諧性熱情（6 題）與外在強迫性熱情（4 題）四
個因素。IPP-LE 各題目的因素負荷量皆 > .493，四個因素累計可解釋變異量為 62.328%（見表 3）
。
在信度方面，題目的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數為 .507 ~ .762（ps < .001）
，總量表的 Cronbach’s α 係
數為 .933。
「強迫性熱情」與「和諧性熱情」兩個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分別為 .904
與 .900，內在和諧性熱情、外在和諧性熱情、內在強迫性熱情與外在強迫性熱情四個分量表的 α
係數依序為 .885、.749、.847、.870。進一步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由於尋找幼兒家長的參與者相當
困難，因此以正式施測的 515 人進行分析）發現，二階的模式最適配（一階為和諧性熱情與強迫
性熱情，二階為內在和諧性熱情、外在和諧性熱情以及內在強迫性熱情、外在強迫性熱情）
；AGFI、
GFI、NFI、IFI、RFI 為 .84、.88、.88、.91、.91，而 RMSEA = .08，為普通適配。此外，而觀察
指標的個別項目信度值皆大於 .50；組合信度為 .85，變異數的平均解釋量為 .96，其值皆大
於 .50。因此，IPP-LE 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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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幼兒英語學習父母效能量表因素組型矩陣（N = 94）

題
號
12
8
18
10
16
5
14
3
1
7
11
15
13
17
4
19
9
20
2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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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的英語專業知識，在孩子學習英語的歷程中有符合自己
的期望。
我能夠以英語與孩子分享生活經驗。
如果有其他爸媽想要學習如何讓孩子學好英語，我相信我會是一
個好榜樣。
我相信孩子在英語學習或表現上的進步，我功不可沒。
我認為自己在提升孩子英語學習動機上，具備了完善的技能。
我能夠很自在地與孩子進行英語對話。
我相信在我的協助之下，孩子在園方舉辦的各種英語表演活動上
會有良好的表現。
我會唸英語故事書給孩子聽。
我能與英語授課教師討論孩子的學習狀況，以幫助孩子進步。
我會使用英語與孩子進行簡易對話。
我認為我對孩子的英語學習狀況非常地熟悉。
我能有效運用資源協助孩子學習英語。
我相信我能夠找出孩子在英語學習上產生問題的原因。
我相信我能針對英語學習問題與孩子討論出適合的解決辦法。
我相信我能在孩子學習英語上提供相當程度的協助。
我相信我有能力可以幫助孩子學好英語。
我相信我能解決孩子現階段在學習英語上所面臨的問題。
在孩子學習英語的過程中，遇到挫折並喪失興趣時，我能找到方
法提升他的學習興趣的方法。
在孩子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我能運用適當的管教方式以引發孩子
的學習動機。
我會鼓勵孩子發覺英語書中的問題，並且共同討論。
我會與孩子一起討論並解決英語學習可能遇到的問題。
解釋量%
累積解釋量%

因素
1
2
.857

共同性
.831

.857
.849

.808
.860

.794
.782
.771
.760

.776
.814
.842
.728

.688
.670
.635
.610
.596
.854
.835
.833
.789
.756
.720

.634
.754
.640
.705
.667
.812
.829
.800
.784
.697
.688

.700

.660

.583
.525
66.371
73.007

.573
.430

66.371
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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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15
18
7
4
19
21
16
25
10
8
12
14
3
6
22
23
20
26
2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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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英語學習熱情量表因素組型矩陣（N = 515）

題
號
1
11
5
13
9

學

因素
我的孩子認為學習英語很有趣。
我的孩子樂於分享英語學習的內容。
我的孩子對於學習英語的感受是喜歡、快樂的。
我的孩子覺得學習英語可以讓他（她）有成就感。
我的孩子覺得學習英語可以讓他（她）有自信。
我的孩子樂於參與英語學習的表演活動（如聖誕節或
畢業典禮的英語節目表演）。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想用英語跟老師或同學對
話。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覺得能用英語與外國人交
談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的孩子通常能專注在於英語學習的活動上。
我的孩子會堅持犧牲玩樂的時間來學習英語。
當有其他重要事項必須完成時，我的孩子仍堅持先進
行英語學習。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的相關活定時，不容許被其他事導
致有中斷學習活動。
即使已經很累了，我的孩子仍會堅持完成英語的學
習。
我的孩子會執著每天都要看英語書、卡通或玩英語電
腦、電動遊戲。
我的孩子在英語學習的相關活動暫停時（如活動取
消、停課），會感到沮喪或失望。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為了避免表現比其他人差。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怕英語不好會被同儕排擠。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通常是因為父母要求。
即使被稱讚，我的孩子仍認為自己的英語能力不夠好
要再加油。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通常是為了獲得父母或老師的獎
勵或讚賞。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同儕都會，想要融入群體。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通常是因為老師或學校作業要
求。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怕別人認為自己能力不
好。
我的孩子在學校使用英語，通常是因為在課業中不能
使用中文。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想要了解老師或同學在上
英語課時想要表達的內容。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想要看懂他（她）喜歡的
書籍、影片、卡通、電動遊戲等。
我的孩子學習英語，是因為怕表現不好父母或老師會
不喜歡他。
解釋量%
累積解釋量%

1
.769
.758
.735
.728
.689
.622

2

3

4

共同性
.658
.642
.670
.641
.652
.521

.593

.567

.583

.497

.553
.756
.714

.581
.726
.689

.695

.683

.683

.687

.615

.622

.488

.623
.761
.714
.688
.534

.715
.721
.607
.562

.530

.572

.460

20.372
20.372

17.279
37.651

13.050
50.701

.722

.519
.600

.698

.698

.532

.576

.510

.619

.509

.616

.565

.565

11.627
6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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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所使用量表的預試參與者為高雄市兩間使用相同教材之連鎖幼兒園就讀大班的父母，
施測採紙本問卷發放，由老師協助收回，填答時間為兩星期。正式施測的參與對象為台北市、新
北市與高雄市使用相同教材之連鎖幼兒園就讀大班的父母，施測採紙本問卷發放，由老師協助收
回，填答時間為六星期。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幼兒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量表」、「幼兒英語學習父母效能量表」與「幼兒英
語學習量表」的施測結果，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父母所知覺在各變項上之現況。此外，
本研究以 Amos 20 考驗所提出初始模式的適配程度與效果量。

研究結果
一、全體參與者在各量表得分之分析
本研究所有量表的填答方式皆採李克特式五點量表，「1」代表非常不符合、選「2」不符合、
選「3」代表尚符合、選「4」代表符合、選「5」代表非常符合。由表 4 可知，參與父母在 IPFEE-LE、
IPPE-LE 的得分皆高於中位數 3.0，表示參與父母有提供中上程度的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具有
良好的英語學習父母效能；此外，參與幼兒具有中上程度的學習熱情，且和諧性熱情有稍高於強
迫性熱情的趨勢（M = 3.255 與 2.909）。

表4

全體參與者在各量表之現況分析摘要表（N = 515）

量表
IPFEE-LE
家庭教育環境與設備提供
親子共讀與陪伴
IPPE-LE
英語能力
解決問題與提升學習
IPE-LE
和諧性熱情
內在和諧性熱情
外在和諧性熱情
強迫性熱情
內在強迫性熱情
外在強迫性熱情

平均數
3.178
3.189
3.163
3.066
3.013
3.134
3.101
3.255
3.371
3.082
2.909
2.841
2.977

標準差
.732
.731
.798
.794
.821
.790
.606
.605
.653
.697
.692
.797
.680

題數
11
6
5
21
12
9
27
15
9
6
1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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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英語學習熱情模式
（一）初始模式常態分配之檢驗
本研究以 Amos 20 驗證研究所提出的初始模式是否與資料適配，包含內在品質外在品質與效
果量之檢定。本研究首先進行多變量的常態性檢驗。根據檢驗結果顯示，資料並未呈現常態分配
（χ2 = 61.55，p = .000），原應不適合採以最大可能法（ML）進行後續分析，但不少學者指出因
ML 具有統計學的強韌性（robustness），即使資料有些微偏離常態時，ML 仍可以使用（余民寧，
2006；邱皓政，2003）。本研究的樣本數為 515，亦屬於大樣本資料。因此，本研究仍採用 ML 來
進行參數的估計以及模式的適配度考驗。
（二）初始模式之適配度檢定
本研究參考余民寧（2006）所提出適配度指標及其判斷歸準，從模式的內在品質、外在品質
與效果量，來綜合判斷模式之優劣。在初始模式中，本研究假定父母效能與家庭教育環境對於幼
兒英語學習熱情之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有直接效果，父母效能與家庭教育環境互動後直接和
間接影響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且和諧性熱情和強迫性熱情會互相影響。初始模式之各參數
估計與路徑如圖 1，八個觀察指標的相關介於 .439 ~ .928 之間。

圖1

幼兒英語學習熱情歷程的初始模式參數估計結果

雖然初始模式的因素負荷量（λ）的標準化參數（.72 ~ .97）與觀察指標之標準化的誤差變異
數（.51 ~ .94）皆達顯著，且初始模式中八個觀察指標中具有良好的信度值（個別項目信度為 .72
~ .97；三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為 .67 ~ .92；變異數的平均解釋量為 .72、.86、.56、.52）
，具有
良好的內在結構，且具有不錯的外在品質，但內衍與外衍變項間的關係出現大於 1 的數值，且初
始模式之配適結果顯示模式之契合度不佳，仍有待改善之空間。因此，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的理
論基礎、並依 Lambda-X 之最大修正指數（Modification Indices, MI），進行修正。
（三）修正模式之適配度檢定
修正模式見圖 2。經修正後之常態化最小平方加權卡方（NTWLSχ2）值明顯下降，有明顯改
善模型契合度；平方概似平方誤根係數（RMSEA）亦顯示模型契合度良好；其他 NFI、NNFI、CFI、
GFI、AGFI 等配適值大部分均大於 0.90，PGFI 大於 0.50，顯示模型契合度良好。整体而言，依全
部最大修正指數 MI 及刪除因素負荷量 0.5 以下以及負值之模式修正結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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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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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英語學習熱情歷程的修正模式參數估計

1. 內在品質檢定
（1）因素負荷量檢定
修正模式之因素負荷量的參數估計顯示，兩個外衍變項對八個觀察指標，以及兩個內衍變項
對八個觀察指標之因素負荷量（λ）的標準化的參數估計值介於 .72 ~ .97 之間，t 值介於 16.67 ~
55.30 之間，皆達顯著。因此，修正模式的因素負荷量估計值相當理想，且具有實質上的意義。亦
即，此八個觀察指標能反應其所欲測量的潛在變項，具有良好的效度證據。
（2）誤差變異數（θδ，θε）檢定
修正模式兩個外衍變項之觀察指標以及兩個內衍變項的觀察指標之標準化的誤差變異數介
於 .52~ .94 之間，t 值介於 8.23 ~ 13.21 之間，其值皆達顯著，表示此八個觀察指標之誤差變異數
的存在是合理的，其測量是有意義的。
（3）修正模式個別項目信度、組合信度與變異數平均解釋量之估計
修正模式中八個觀察指標的個別項目信度值皆大於 .50，其值介於 .52 ~ .94 間；而三個潛在
變項的組合信度在 .66 ~ .93 之間，其值皆大於 .60；變異數的平均解釋量在其值皆為 .50。因此可
知，八個觀察指標有良好的信度值，三個潛在變項的觀察指標不但具有理想的組合信度，且該觀
察指標是潛在變項的理想測量代表。換言之，修正模式的內在結構良好。
2. 外在品質檢定
修正模式在「整體適配度指標」方面，χ2 = 72.45，p = .000，達顯著，表示資料與模式不適配，
，故必須進一步檢視其他整體
但因 χ2 易受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本研究驗證樣本人數高達 515 人）
模式適配指標。此模式的 GFI 為 .97，大於 .90 的判斷歸準，AGFI 為 .92，大於 .90 的判斷歸準；
而 RMSEA 為 .09，為合理適配。在「比較適配度指標」方面，NFI、RFI、IFI、NNFI 與 CFI 等指
數分別為 .98、.97、.99、.98 與.99，皆大於 .90 的判斷歸準；在「精簡適配度指標」方面，此模
式的 PNFI 與 PGFI 均為 .56，皆大於 .50；AIC 與 CAIC 值分別為 115.45 與 220.33，雖無一定的
判斷歸準，但愈小愈好；但 NC 值高達 4.28，超出 NC 需小於 3 的歸準；而以適當樣本數來看，
CN 為 153.12，稍小於最低樣本數（CN = 200）的要求。由上述整體模式適配指標、比較適配指標
與精簡適配指標綜合而論，修正模式具有良好的外在品質。
本研究以Δχ2 =（χ12 - χ22）/（df1 - df2）來檢定初始模式與修正模式的差異。本研究的初始
模式與修正模式自由度相減後為 2，Δχ2 = 5.45，p > .05。但在整體適配度指標、精簡適配度指標
方面，修正模式皆稍優於初始模式（見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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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模式與修正模式的整體適配評鑑表

適配指標
整體適配度指標
χ2
p-value
df

初始模式

修正模式

61.550
.000
14.000

判斷規準與解釋

72.450
.000
16.00

p > .05，適配

0
GFI
AGFI

.950
.880

.970
.920

RMSEA

.110

.090

.990
.970
.990
.980
.990

.980
.970
.990
.980
.990

.490
.490
120.550
220.920
7.180
153.320

.560
.560
115.450
220.330
4.280
153.120

比較適配度指標
NFI
NNFI
CFI
IFI
RFI
精簡適配度指標
PNFI
PGFI
AIC
CAIC
Normedχ2（NC）
CN
Δχ2 = 5.45

> .90，適配
> .90，適配
< .08，合理適配
< .10，普通適配
> .90，適配
> .90，適配
> .90，適配
> .90，適配
> .90，適配
較高較好
較高較好
愈小愈好
愈小愈好
1 < NC < 3較好
> 200較好
p > .05

3. 效果量估計
由表 6 可看出，所有的直接與間接效果值均高於 .31，家庭教育環境對於和諧性熱情有較大
影，而父母效能對強迫性熱情有較大影響。

表6
各潛在變項間的影響路徑
家庭教育環境-> 和諧性熱情
父母效能-> 和諧性熱情
父母效能-> 強迫性熱情
強迫性熱情-> 和諧性熱情

修正模式之效果量分析摘要表
直接效果值
.46

間接效果值
.31

.72
.44

總效果值
.46
.31
.72
.44

討論
一、父母效能、家庭教育環境與英語學習熱情之現況
本研究在進行資料收集之初，鑑於國內、外並無發展以英語學習為特定領域所編製的父母效
能、家庭教育環境與學習熱情量表，因此嘗試發展相關量表以了解國內幼兒英語學習的父母效能、
家庭教育環境及學習熱情的現況。本研究（N = 515）發現，參與幼兒在「家庭教育環境與設備提
供」以及「親子共讀與陪伴」等英語學習家庭環境的平均得分皆高於中位數的 3.0 分。此發現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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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在台灣受到普遍的重視，因此台灣的父母對幼兒的英語學習積極的提供良好的家庭教育
環境。
在英語學習父母效能方面，參與幼兒在「自我英語效能」以及「協助解決問題與提升學習」
的平均得分皆高於中位數的 3.0 分，顯示參與父母具有良好的幼兒英語學習父母效能。本研究可能
因為選擇某連鎖幼兒園，參與父母的社經地位多屬中上程度，因此幼兒英語學習的父母效能也隨
之偏高。在英語學習熱情方面，參與者在「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的平均得分皆高於中
位數的 3.0 分，但和諧性熱情的得分有稍高於強迫性熱情的趨勢。此發現顯示，參與幼兒在英語學
習是有學習熱情的，且具有較高的和諧性熱情。具有和諧性的個體在自由選擇與決定下的活動歷
程中能有享受的感受並能接受結果的正向回饋與挑戰，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傾向支持台灣的幼兒是
樂於學習英語的。

二、幼兒英語學習熱情模式之驗證
本研究以 SEM 模式驗證的結果發現，父母效能與家庭教育環境對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有
重要影響，但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之間有互動關係的假設以及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交互作
用之後，父母效能對和諧性熱情的直接效果、家庭教育環境對強迫性熱情的直接效果、和諧性熱
情對強迫性熱情的直接效果等假設並未獲得支持，因此進行模式修正，修正後的模式顯示和諧性
熱情是最終的依變項。簡言之，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影響路徑主要包括下面兩條：
（一）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互動後，主要是透過家庭教育環境影響和諧性熱情
本研究發現，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互動後，主要是透過家庭教育環境直接影響和諧性熱
情（效果值= .46）
，但對強迫性熱情沒有直接影響；此發現與初始模式認為家庭教育環境會直接與
間接影響強迫性熱情的假設不同。本研究的家庭教育環境主要包括「家庭教育環境與設備提供」
和「親子共讀與陪伴」兩個因素；父母效能主要包括「英語能力自我效能」和「解決問題與提升
學習自我效能」
。本研究的發現顯示，在幼兒學習英語的過程中，若父母能提供較佳的家庭教育環
境（如：投資在英語教育上的軟硬體設施、提供有利學習英語學習之相關學習資源、在家庭中提
供與幼兒英語學習有關之情境與活動、陪伴分享英語學習教材、以及關心子女學英語的狀況並相
互分享心得等）
，則有助於培養孩子主動學習英語與對英語學習的控制感（即和諧性熱情）
；而且，
在良好的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下，不會讓孩子產生受學習活動控制的感受（即強迫性熱情）。
根據社會互動理論，語言習得是透過雙向溝通的互動過程，幼兒是在跟父母親或其他語言熟
練的說話者互動時習得語言（Bloom, 1988）
。研究也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子女愈能從家裡
獲得較充足的物質資源與擁有較好的讀書環境，進而有助於教育成就的提升（巫有鎰，1999；孫
清山、黃毅志，1996）
。本研究結果支持這些研究發現。此外，本研究結果支持父母自我的英語效
能對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重要影響並與下面的研究結果一致。過去研究發現，父母效能對於幼兒
在學術認知及社會發展各方面都有正面影響（Iruka, 2005）；當父母是高效能者，在教導子女學習
時越有能力幫助子女建立學業自我效能，願意投入更多陪伴與監督子女學習的時間，因此得以增
進子女的學習表現（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5）。
自我決定的正向極端表現（內在調節）即和諧性熱情的展現。Deci 與 Ryan（2000）認為自我
決定、自我調節與動機類型有密切的關係；依據自我決定程度的不同，不同類型的動機及自我調
節類型會依序落在一連續軸線上。
「內在調節」意指當一個人採取某種行動時，乃基於個人的興趣
與自我決定。愈趨向內在動機，則行為結果愈能感到自我滿足與自我整合（彭月茵，2007）
。根據
Deci 與 Ryan（2000）的自我決定論，自主（autonomy）
、關聯（relatedness）和才能（competence）
為重要的心理需求。
「自主」是指個體相信自己是行動的發起者與調節者的信念；關聯是指個體在
生存的特定社會情境下，有歸屬感或可以感覺到與他人有所聯結；能力是指個體相信自己能與與
周圍環境產生有效且熟練的互動（Guay, Senécal, Gauthier, & Fernet, 2003; Ryan & Deci, 2000;
Standge et al., 2003）
。本研究的發現顯示，正向的英語學習教育環境，可能有助於提升幼兒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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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中的自主（autonomy）、關聯（relatedness）和才能的自信；因而對幼兒英語學習的和諧
性熱情有重大的影響。
（二）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互動後，會透過父母效能影響強迫性熱情並進而影響和諧性
熱情
本研究發現，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互動後，會透過父母效能，直接影響強迫性熱情（效
果值= .72）並進而影響和諧性熱情（父母效能-> 和諧性熱情的間接效果值 = .31）
；然而，初始模
式中認為父母效能會直接影響和諧性熱情的假設則未得到支持。Vallerand 等人（2003）提出以自
我決定動機去影響活動熱情的理論，從活動內化至自我趨力的歷程，將熱情分為和諧性熱情和強
迫性熱情。和諧性熱情是一種主動從事於自我可以控制的活動之強烈傾向，而強迫性熱情則是一
種基於被活動所控制的感覺而從事所渴望活動的傾向（Philippe, Vallerand, Houlfort, Lavigne, &
Donahue, 2010）
。然而，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在本質上有許多相同之處（喜愛英語、覺得英語
學習有價值、投入大量的時間和精力等）
。本研究發現，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有中度正相關（r
= .67）
，過去研究也有類似的發現（李炯煌等人，2007；Vallerand et al., 2008; Vallerand et al., 2006）
。
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兩者的內化歷程雖然有所不同，但受控制與不受控制的內化過程可能會
同時並存或互相影響，本研究的發現似乎傾向支持在英語學習過程中，強迫性熱情的內化有助於
發展和諧性熱情。
幼兒英語學習強迫性熱情是指幼兒以非自發性的、需要內化的行為從事英語學習活動。雖然
過去研究發現，高自我效能的父母因為在英語教育上能預測自己對幼兒的影響力，教導子女做好
學前準備 （Pelletier & Brent, 2002），保持著不停求知的主動態度、對於自己的行動充滿自信，因
此有助於幼兒在學習路上的適應與準備，但本研究發現似乎顯示具備高程度的英語學習父母效
能，可能導致父母較堅持持續性的參與學習過程，而進一步使幼兒產生被動的學習動機。此種非
出於個體主動判斷英語學習的價值的歷程，可能造成英語學習上的壓力，並可能引起與其他活動
的衝突。值得慶幸的是，本研究發現父母效能較高者，其幼兒的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均較高，
顯示父母效能對幼兒英語學習的影響主要是透過強迫性熱情，培育幼兒的和諧性熱情。此一現象，
也可以用 Deci 與 Ryan（2000）的自我決定理論（self-determination theory）來解釋。
「自我決定論」認為，內在動機所激發的行為可視為自我決定或自主性活動的原型，因為此
時個體的興趣完全融入一連串自我決定的活動中。外在動機的產生，雖然是為了要達到某種工具
性的目的，但它仍有自主程度高低之別，而自主程度的差異則取決於這些在一開始促發行為的外
在規範被個體所內化（internalization）的程度。如果內化的歷程能運作得愈完整、愈有效，以致能
將原本的外在規範和諧地融入一個人的自我當中，則個體的外在動機就具有愈高的自主性或自我
決定性（施淑慎，2009）
，即趨向和諧性熱情。此外，透過父母效能的運用，可能增強幼兒心理社
會功能的內化歷程，使幼兒從外在調節的強迫性熱情漸進至內在調節的和諧性熱情。當幼兒從外
在調節開始內化成覺得該目標是有價值的，付出時間與精力是有意義的，而非以規避與被動行為
面對學習中之挫折與沮喪情緒，則會進入下一階段，對於活動進行抱持著彈性的態度並且更完全
地去投入該活動，將活動再內化成為個人自我認同的一部份，而在內化過程整合後，不但能增加
正向的情緒感受，也能由調節的結果收穫中提高自我價值與自我效能，並且繼續進行和諧性熱情
的運作而產生較多的正向影響。因此，在較缺乏客觀價值判斷的幼兒而言，某種程度的外控決定，
雖然暫時造成幼兒在英語學習的強迫性熱情，但這樣的熱情對於幼兒在英語學習和諧性熱情的形
塑可能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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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近年來國內外已經逐漸重視有關「熱情」方面之研究。本研究特別關注在英語學習過程中，
父母的信念與態度對提升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重要性，藉以達成快樂學習之目的。熱情不僅可以
激起動機、增進幸福感、更可以使生活更有意義（Seligman, 2002）
。到目前為止，尚未有研究針對
英語學習探究學習熱情的意涵或提出影響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因素。本研究嘗試釐清幼兒英語學
習熱情的意涵，將其分為和諧性熱情（含內在和諧性熱情和外在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含
內在強迫性熱情和外在強迫性熱情）
，並探討幼兒英語學習熱情的模式。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
（一）
參與幼兒的英語學習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效能與熱情具中上程度，顯示台灣的幼兒是樂於學習英
語的。（二）幼兒英語學習的父母效能與家庭教育環境互動後會透過父母效能影響強迫性熱情；
此外，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互動後會透過家庭教育環境影響和諧性熱情，且強迫性熱情會影
響和諧性熱情。因此，和諧性熱情是最終的依變項，且強迫性熱情與和諧性有中度的正向關係。
（三）本研究發展的三份量表（幼兒英語學習的父母效能、家庭教育環境與學習熱情量表）具有
良好信度與效度；這些量表的發展過程嚴謹，歷經了一次專家效度、一次預試與一次正式施測，
並透過內部一致性分析、探索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加以檢驗。這些研究發現顯示這些發現不但可
供國內幼兒園與幼教教師參考，更對父母有重要的提醒。
和諧性熱情對幼兒英語學習是非常重要的。當孩子能主動自我投入，也才能將英語學習活動
內化成個人認同，對英語學習活動擁有和諧性熱情，並且繼續堅持下去。英語學習是一條漫漫長
路，需要父母的關懷與支持力量推動幼兒持續地堅持下去，使幼兒在學習過程中能從自我決定與
外在支持激發對英語學習的熱情並找出學習的樂趣與價值。

二、建議
（一）幼兒教育相關機構
本研究發現，家庭教育環境與父母效能有高度相關。研究中也發現，家庭教育環境對於和諧
性熱情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而父母效能則透過強迫性熱情間接影響和諧性熱情。可見，家庭教
育環境與父母效能對幼兒英語學習的和諧性熱情有重大影響。本研究發現參與幼兒具有中上程度
的英語學習父母效能、家庭教育環境及學習熱情，雖然值得喝采，但也尚有改善空間。因此，幼
兒相關教育機構應多舉辦免費的親職講座或提供相關課程以協助幼兒父母致力於營造良好的英語
學習家庭教育環境並提升其父母效能，以提升幼兒的英語學習熱情。
（二）父母與教師方面
在英語學習的歷程中，或多或少都會遭遇問題與挫折，幼兒本身學習的經驗亦會對其信念產
生影響，此時幼兒需要正向的思考與調節負面情緒的能力。當幼兒重複經驗正向情緒，感受學習
的意義（King, Hicks, Krull, & Del Gaiso, 2006）
，才會願意主動投入與學習，並且能從中經驗到更
多包括專注、流暢、自我決定的成就感，進而逐漸發展為和諧性熱情，並且繼續堅持下去。因此，
父母與教師應培養幼兒情緒調整的能力並建構有意義學習的探索環境，使英語學習樂趣化與意義
化，以促進幼兒英語學習的和諧性熱情。此外，父母與教師應了解強迫性熱情與和諧性熱情的密
切互動關係，善用不同的鼓勵與增強方式，促進幼兒英語學習的和諧性熱情。
（三）研究方面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雖不算小（515 位幼兒家長）
，但研究對象是以國內已立案的私立幼兒園大
班幼兒家長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在進行資料收集時發現，不同地區的父母的生活背景、家庭氛圍
與培育學習所著重的重心可能會因其地區城鄉屬性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未來進行後續研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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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集公立幼兒園或特定地區的樣本，以建構特定場域下的幼兒英語學習熱情模式，提供不同類
型幼兒園的教師與父母更為明確的建議。
此外，本研究將熱情區分為內在和諧、內在強迫、外在和諧與外在強迫，探討幼兒英語學習
的動機，為幼兒學習或是動機領域較新穎的主題，未來研究可以佐以質性的研究方法，或是收集
不同時間點的資料，以潛在變項模式分析方法中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式分析」
，進一步探討幼兒在
和諧性熱情與強迫性熱情隨著時間變化的改變趨勢，以及潛在變項隨著時間產生的個別差異量大
小（余民寧，2006）
，深入探討父母效能與家庭環境在幼兒成長過程中，其互動關係對於不同類型
熱情的動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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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arental Efficacy, and
Passion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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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ath model of preschooler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arental efficacy, and passion
(obsessive passion and harmonious passion) in learning English.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515 preschoolers’
parents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d a survey method that included three instruments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s Inventory
of Preschooler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Inventory of Preschoolers’ Parental Efficacy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Inventory of Preschoolers’ Passion in Learning English.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the preschoolers
had good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arental efficacy, and passion in learning English;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eschoolers’ parental efficacy and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ad
effects on obsessive passion via parental efficacy.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of preschooler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arental efficacy had effects on harmonious passion via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reschoolers’ obsessive
passion had effects on their harmonious passion.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learning English, parental efficacy,
passion in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