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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機率越來越高，而父母管教方式影響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頻

率，本研究試圖探索父母管教方式對學童使用行動裝置頻率對學業和常規表現之影響。

這項研究將使用來自台中市某區小學的 300 名五、六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並以問卷

調查法進行研究。最後將依據各項研究發現提出討論與建議，以做為家長、老師及未來

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父母管教方式、行動裝置、學業表現、常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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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管教方式對子女使用行動裝置行為 

之影響：以國小高年級生為例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在近幾年內,因為科技快速蓬勃發展的緣故,使得手機普及的比率逐年 增高,

根據 eMarket(2016)的調查指出,臺灣已於 2016年止達到 84.8%人口的手機使用率,並有

約 96%的臺灣民眾使用行動裝置進行使用網路的服務,在亞太區的比率僅次於香港,位居

第二名的寶座。現今的社會顯然與行動裝置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僅帶來便利、

快速、舒適的服務,也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更多層面 的樂趣及轉變,從過去單純的通訊設

備及音樂播放裝置到今日各種多功能的服務 攝影、地圖導覽、交通、媒體資訊等都可

藉由電子產品來掌握最新的即時資訊。  

    所謂的 3C是對電腦(Computer)及其週邊產品、通訊(Communication ,多以手機為主) 

和消費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等三種產品的代稱,在今日社會當中行動裝置充斥在

大眾的生活周遭,甚至出現了「人手一機」的特殊情形 不管男女老少似乎都對手機愛不

釋手,根據「2017年台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的 結果指出,全國 12歲以上曾使用無線上

網的比例高達 75.1%,約 1,586萬人, 如此高的比率不僅僅指出民眾對於行動裝置以及網

際網路的依賴性,但卻也道出例如行動裝置使用頻率、內容適當性、手機成癮等隱憂。 

    根據「2017 年台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的 結果指出,全國 12 歲以上曾使用無線上

網的比例高達 75.1%,約 1,586 萬人 如此高的比率不僅僅指出民眾對於行動裝置以及網

際網路的依賴性,但卻也道出例如行動裝置使用頻率、內容適當性、手機成癮等隱憂 根

據兒盟「2012 年兒少網路行為調查報告」發現有高達八成三(83.4%)的孩子平常會使用

行動裝置進行上網的服務,尤其是週休息期間,高達七成一(71%)的孩子六日兩天都會上

網,甚至有一成(10.9%)孩子上網時間超過 6 個小時,而孩子透過網際網路最常使用的服

務分別又以「聽音樂或觀看影片(57.8%)」、「經營臉書或 部落格(5296)」以及「玩線

上遊戲(51.2%)」列入調查當中排行較前的位置。   

    當孩童使用行動裝置,投入在五光十色的繽紛世界的同時,隱藏其中的問題卻 也不

勝枚舉,其中又以沉迷問題最為嚴重,部分家長擔心長期使用行動裝置可能造成孩童的

視力發展問題,此外也可能因僅透過行動裝置或線上通訊軟體進行交流,進而影響孩童

實際與人交流的能力,進而造成社交障礙(social obstacles)等 人際溝通問題。另外,線上

的資訊內容通常也未經分級篩選,進而可能讓孩童接 觸過多的不當資訊,造成身心靈的

發展影響。最後,孩童可能因未熟知網路資訊 的規範,任意地散布或轉貼不實的內容,因

而觸犯法律而不自知,甚至將自身的 安全暴露在公開的網路平台下,進而威脅到自身的

安危。  

    由此可見行動裝置已是臺灣青少年以及兒童生活當中的必備品之一,在孩子透 過

行動裝置和網路探索世界的同時,師長「如何運用網路安全工具協助孩子」以及「為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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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立正確的網路安全觀念」已是刻不容緩。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陳麗如

(2015)表示:「行動裝置與網路的普及,使得孩子接觸 3C與上網的機會與 時間大幅提升,

也讓網路安全更顯重要。」  

    但在探討到家長對於孩童使用行動裝置的規範時,家長本身的態度卻似乎又 不是

如此的積極,甚至沒有和孩童討論過所謂「網路安全」的問題。根據兒少網 路行為調查

報告(2012)指出,超過四分之一(25.7%)的孩子表示父母從未和他們討 論上網安全的問

題;而有三分之一(33%)的孩子表示家長僅「偶爾」會和他們討論 上網安全。   

    許多父母大多因工作繁忙的緣故,而疏於了解小孩的網路使用觀念,而且在 當今資

訊流通快速的世界當中,不當的使用及科技冷漠更造成了親子之間難以跨 越的鴻溝,使

得誤會及不理解的嫌隙加深,進而影響整個家庭的和樂氣氛。   

    根據上述情形,此篇研究主要是要研究父母對於子女使用行動裝置的規範及教養進

而影響孩童行為的研究,進而能夠得出較好的養育方式,以便父母能夠在當今變化萬千

的社會當中,了解普遍孩子使用行動裝置的情形,並適時地提供規範及正確 的概念來教

養孩童。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調查，收集學童父母對行動裝置的管教方式、學童

使用行動裝置的頻率，探討前者對學童的學習表現與常規表現之影響。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目前國小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現況。 

二、 了解目前國小家長對學童使用行動裝置之管教情形。 

三、 探討父母管教方式對學童使用行動裝置之影響。 

四、 探討學童使用行動裝置對其學習表現之影響。 

五、 探討學童使用行動裝置對其常規表現之影響。 

 

第三節、研究範圍 

本研究基於研究者個人之人力、物力、時間等因素，將研究限定以臺中市清水區

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和問卷調查。研究者蒐集有關父母管教態度、網路成癮之文獻

資料，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並參考相關議題論文形成研究架構。本研究之問卷參考相

關問卷後加以修改編製「父母教養態度對子女使用行動裝置行為之影響調查問卷」作為

調查工具，問卷內容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第二部分為父母管教態

度量表；第三部分為手機使用量表；第四部分為學習成效量表；第五部分為學生常規行

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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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行動裝置 

一、 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 

    現代的科技越來越發達，行動裝置也越來越廣泛，其中行動裝置一般是指筆記型電

腦、穿戴式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四大類，也是人際社交互動間的聯繫工具是大

眾最常使用的一種，而且智慧型手機的市占率也逐年升高，調研機構 Gartner 表示 2017

年智慧型手機銷售量約 3.8 億支，穿戴式裝置銷售量約 3.2 億台，平板電腦銷售量約 1.8

億台，也帶動了行動商務、電子商務等市場，隨時隨地都可以擁有最新的消息給了民眾

極大的便利性，而 3C 行動裝置的普遍性是未來的趨勢。2007 年智慧型手機 IPhone 問世

後掀起了一股行動上網的風潮，各種行動裝置的銷售業績逐年攀升，全球行動上網連結

裝置在 2017 年破一百億台，2017 年台灣十歲以上上網人口約 2063 萬人(2017 財團法人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其中行動上網人口約 1760 萬人，表示智慧型行動裝置已有 80％的

普及率，其中 7～15 歲約 576 萬人。而行動裝置比起不單只是有打電話的功能而已，也

結合了許多 App 程式的功能讓使用年齡成逐漸廣泛，尤其是學生對於智慧型手機的需求

性與依賴性也越來越高，像是百貨公司周年慶、看電影的售票亭、等待走進展覽館、到

哪裡幾乎都可以看到「排隊」的人群，另外在等待、排隊的過程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多

數人低著頭，使用「智慧型手機」打發時間。 

 

二、學童使用裝置行為 

    李敏菁（2015）指出女生的學業成就優於男生主要是因為國小階段女生身體、智能

發展較早，相對於理解力比男生早熟，加上和老師維持較佳互動關係，遇有課業學習問

題時能積極請教師長或尋求同儕協助；語文科（國語、英語）學業成就女生優於男生，

數學科、體育科則男生優於女生。 

     邱靜宜（2015）指出國小學童若分為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的話，不分性別都

偏向電玩遊戲、社群交友、資料查詢、手機聯繫、人際互動，父母是影響國小學童購買

手機的最主要關鍵，若是家長教育程度較高則可引導較正途的應用，若是無法引導、放

任放縱則模仿行為偏差的機率較高，因此影響國小學童課業的關鍵因素分為父母管教方

式、教育教學模式、上網使用行為三種。 

    蔡鳳釵（2015）指出，國小四年級學生使用手機動機越偏向增進知識能力，則課業

學習程度表現越好；林佳萱（2012）指出使用若有引導正途的使用，像是數位閱讀、數

位教學則可強化學生的課業成績，但若是無法把持、分心牽掛對課業學習就有負面的影

響。 

 

第二節 父母管教方式 

一、 父母管教方式（Parental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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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管教方式係指父母於管教子女時所採行的態度與行為，本研究所稱之父母管

教方式指受試者於研究者自編之量表得分為依據。依據父母反應與父母要求得分之高

低，將其區分為開明、放任、專制、忽視四類父母管教方式。 

父母管教方式早在 1957年 Sears, Macobby, & Levin 認為父母管教方式在本質上是

一種交互作用的歷程，此交互作用，受到父母態度、價值觀、信念、及興趣的影響，而

形成不同的各種行為組型（引自陳冠中，1999）。 

Darling及 Steinberg於 1993年認為父母管教方式是親子互動的具體表現之一,包含

了父母的態度，行為、及非口語的情感表達(引自 Kristan, Sanford, Troyer, Steinberg ＆ 

Ritter, 1997)。 

吳秀碧（1981）指出父母在教導子女和訓練子女時，對於子女的情感、希望、行

為和思想作消極或積極性的反應。郭燕如（ 1988 ）係指父母依其態度、認知、價值觀

念、信念、情感、興趣及人格特性對子女的照顧、教育、訓練所表現的行為方式。黃玉

臻 （1997） 父母平時所採用管教子女生活作息及行為所表現出的策略。郭芳君（ 2003 ）

父母管教養育子女的態度與行為方式，包括信念、情感等態度層面，與實際行動的行為

層面。 

父母之態度、價值觀、信念涵括了態度及行為，且經由教導與以身作則，便是父母

管教方式的內涵，其影響子女的身心發展。本研究中所界定之父母管教方式為：受到父

母態度、價值觀、信念的影響，而形成不同的各種行為，其方式又分為管教態度與管教

行為。 

父母管教方式分單向度、雙向度與多向度三大類(孫碧蓮 2002)各種向度皆有優缺

點，本研究彩黃玉臻(1997)雙向度為基準，分為四類型(開明權威、寬鬆放任、專制權

威、忽視冷漠)來探討。 

   Baumrind(1971)將父母的管教方式視為父母選用一種實行家庭社會化最有效的方

式，認為影響父 母管教方式的向度為「父母的權威性」，並將此管教方式分為專制威

權（authoritarian）、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放任或溺愛型（permissiveness）三種類

型(引自劉淑媛，2004)。另外，賴保禎（1972）將父母的管教態度分為拒絕、溺愛、嚴

格、期待、 矛盾、紛歧六種。     

    Willians(1958)採雙向度的方式，將學童所知覺到父母的管教方式分為權威 

(authority)與關懷(loving)兩個獨立的向度，並各依其程度的高低組合成「高權威及高關

懷」、「高權威及低關懷」、「低權威及高關懷」、「高權威及─高關懷」四種類型(引

自羅佳芬，2002)。 

 

第三節 學業表現(Academic performance) 

學業表現又稱學習成效，係指學習者在經過一段學習歷程後，依據認知、情意、

技能等各層面的教學目標，運用、編製成各種測驗或評量工具所衡量出來的學習表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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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范欣華（2012）認為學生學業表現又稱為學生學習成效，係指學習者在經歷一段

學習過程後，能符合先前的預期成果，具備某專業能力。藉此瞭解，學生學習表現係指

學習者在經過一段學習歷程後，依據各層面的教學目標，編製或運用各種測驗或評量工

具所衡量出的學習表現及成果。汪慧玲與沈佳生（2013）認為學習表現是在整體學習後，

以紙筆測驗來評量學童的學習結果。陳立真（2008）則認為學習表現乃指教學結束後，

學習者在知識、技能及態度上的改變。張芳全（2010）指出廣義的學習成就是學習者透

過學習歷程，經由測驗或評量所得到永久性行為結果。 

本研究的「國小學童學習態度問卷」係整合劉永順（2007）、卓思廷(2007) 的「學

習態度量表」制定而成。本研究的學習表現係指受試者在「國小學童學習態度問卷」上

的得分而言，「國小學童學習態度問卷」則由研究者自編，用以衡量受測學童是否對學

習有良好的反應。 

 

 

第四節常規表現(Regular performance) 

   常規表現的定義指的是生活中為完成目標，建立規律生活模式，依生活作息之需要，

要求學童遵守之行為規範。生活常規是教師與學生在在教室中生活規律，生活常規經營

是針對這些日常生活規律與引導（劉玉英，2010）。  

    在本研究中所用之量表採 2018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輔導計畫團隊「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量表」所改編。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指在探討臺中市清水區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使用行動裝置」、「家長管教

方式」之現況，比較不同變項學童在「使用行動裝置」、「家長管教方式」之差異情形，

並進一步探討學童「使用行動裝置」、「家長管教方式」與「學生學業表現」、「學生

常規表現」之相關情形。 

    針對使用行動裝置的父母管教方式、行為表現影響、學業表現做研究，再本文由文

獻探討中的定義歸類出來並訂定問項題目，並發放 400份問卷樣本填寫，然後以進行問

卷調查，在以 SPSS17.0進行統計分析。 

 

 

 

 

 

家長管教

方式 

學童使用行

動裝置 
學生學業表現 H1 

H2 

學生常規表現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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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假設 1（H1）：家長的管教方式影響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頻率。 

假設 2（H2）：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頻率影響其學業表現。 

假設 3（H3）：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頻率影響其常規表現。 

 

三、研究流程圖 

 

 

 

 

 

 

 

 

 

 

 

 

 

 

 

 

 

 

圖 2 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 操作定義 

一、父母管教方式（Parental discipline） 

    父母管教方式可以分為討好型、指責型、理智型、獨裁型、民主型、一致型、放任

型，而親子溝通可以分為聚頻心繫、聚多離少、聚頻心離、聚疏心繫、聚少離多、聚疏

心離，親子溝通上的基礎就是必須建立信任關係，當遇到問題或不太敢說出來的事情

時，父母才能成為孩子最信賴的傾聽對象，因此親子互動應是雙向的而家長單方面主

導，大致上可以分為社群交友、休閒娛樂、教育學習、家庭關係、行為表現。 

二、使用行動裝置頻率 

    行動裝置指具有多種應用功能的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通常有一個小的顯示螢

擬定研究動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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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觸控輸入，或是小型的鍵盤。因為透過它可以隨時隨地存取獲得各種資訊，這一類

裝置很快變得流行。和諸如手提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之類的行動計算裝置一起，PDA 代表

了新的計算領域。國小學童因為受限於金錢因此使用來源包括父母購買、自己存錢、他

人共用，而使用所在包括社群交友互動、專欄文章閱讀、漫畫插畫小說、數位教學課程、

電玩遊戲娛樂、影音影視影片、網路資料查詢，加上同學之間的資訊影響導致影響層面

擴大。 

 

三、學業表現(Academic performance) 

    國小學童的使用所在包括社群交友互動、專欄文章閱讀、漫畫插畫小說、數位教學

課程、電玩遊戲娛樂、影音影視影片、網路資料查詢，若是使用上癮該如何引導使用正

途，就必須靠引導指導來做學習、觀念上的機會教育。 

 

四、常規表現(Regular performance) 

    行為表現包括國小學童的使用行為，例如當過度重視 3C行動裝置會引起情緒失控，

該如何引導使用正途就必須從使用態度來切入，做學習、觀念上的機會教育。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文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和問卷調查等方法，蒐集有關父母管教方式、行動裝置使

用之文獻資料，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並參考相關議題論文形成研究架構。問卷調查法

採受訪者自行填答問卷，此方法經濟有有效率，避免面對面訪談產生偏差，且匿名、非

公開，能使受訪者更成時回答問題(Babbie，1997)。 

    本研究共有 3 個變項，分別為父母管教態度、學生學業表現、學生常規表現等。本

研究將以父母管教態度為自變項， 學生學業表現、學生常規表現為依變項，探討學童

使用行動裝置頻率和父母管教態度不同時學生學業表現、學生常規表現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之問卷參考相關問卷後加以修改編製「父母管教方式對子女使用行動裝置行

為之影響調查問卷」作為調查工具，問卷內容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調

查；第二部分為父母管教態度量表；第三部分為手機使用量表；第四部分為學習成效量

表；第五部分為學生常規行為量表。 

    

一、家長管教方式 

    本研究以修改黃玉臻 (1997)所編製的「父親、母親管教方式量表」 來測量。採 Likert 

式四點計分。而父母教養方式以「回應」及「要求」做為兩向度，再區分為四種管教方

式：(1) 民主型：為「高要求、高回應」(2)專制型：為「高要求、低回應」。(3)溺愛型：

為「低要求、高回應」。(4) 忽視型：為「低要求、低回應」。因本研究非探究父母的

差異，因此將量部分量表合併為父母跟五。量表內容共 26 題，1-14 為回應題，15-26 為

要求題。 

 

表 1 父母管教方式和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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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題號 題數 

回應 1-14 共 14 題 

要求 15-26 共 12 題 

資料來源:黃玉臻(1997)國小學童A型行為、父母管教態度與生活適應相關研究(未

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二、 行動裝置使用量表 

   本研究採用台大教授陳淑慧等(2003)所編製的中文網路成癮量表為研究工具

改編，本量表由網路成癮核心症狀及網路成癮相關問題歸納出強迫行上網行為、

網路成癮戒斷反應、網路成癮耐受性及學習行為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等五個主要

影響因素。 

 

表 2 網路成癮量表分量表和因素 

分量表 因素 題號 

核心症狀 強迫性上網行為 共 5 題(11、14、19、20、22) 

 網路成癮戒斷反應 
共 5 題(2、4、5、10、16) 

 網路成癮耐受性 
共 4 題(3、6、9、24) 

相關問題 人際健康問題 
共 7 題(7、12、13、15、17、18、

21) 

 人間管理問題 
共 5 題(1、8、23、25、26) 

資料來源:陳淑慧、翁儷禎、蘇逸人、吳和貌、楊品鳳(2003)中文網路成癮量表之

編製與心理計量特性之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5(3)，279-294。 

 

三、學生學業表現 

   本研究的「國小學童學習態度問卷」係整合劉永順（2007）、卓思廷(2007) 的

「學習態度量表」制定而成。本研究的學習表現係指受試者在「國小學童學習態

度問卷」上的得分而言，「國小學童學習態度問卷」則由研究者自編，用以衡量

受測學童是否對學習有良好的反應採用 4點量表法計分，合計 1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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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常規表現 

本研究中所用之量表採 2018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輔導計畫團隊「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量表」所改編，採用 4點量表法計分，合計 13題。 

 

第四節資料蒐集 

    本文研究個案針對臺中市清水區國小高年級之學童來做初步調查，針對學童使用行

動頻率的父母管教態度、學習表現做研究。正式樣本：本研究的樣本人數定為 200 人，

至少需抽取 300 位學童為正式樣本。為使樣本更具代表性，本研究採取人數比例隨機取

樣法，由網路發出問卷，對象臺中市清水區國小學童家長。 本研究發出 300 份問卷，

回收問卷 276 份，回收率為 79%，剔除沒有使用過 23 份，有效 問卷 214 份，有效

回收率為 71.3%。 

 

表 3 抽取學校與樣本一覽表 

學校名稱 高年級學童人數 

清水國小 50 

西寧國小 30 

建國國小 30 

大秀國小 30 

三田國小 40 

甲南國小 20 

高美國小 20 

槺榔國小 20 

大楊國小 20 

東山國小 20 

吳厝國小 20 

合計 3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 正式問卷施測實施統計表 

學校規模 發出 

問卷數 

回收 

問卷數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 有效問卷

回收率 

12 班以下 100     

13-48 班 150     

49 班以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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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五節、分析方法 

一、敘述統計 

樣本分析就是利用化資料的複雜性來呈現，針對人數、比例做單項統計，例如統計

圖（趨勢圖、長條圖、圓餅圖）、資料表來分析人數和百分比…等等變項分佈狀況，來

進行樣本的資料檢驗與分析，並且描述樣本基本資料結構的特性（吳明隆、涂金堂，

2012）。 

二、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針對量表構面作出的可信度驗證，並依照 Cronbach’s α係數標準來比

對說該構面的可信度是否可以信任，如表 3-4-1。 

表 5、信度係數的標準 

信度區間 信度標準 可信度標準 

信度＜＝.0.1～.0.3 0.1＜α≦0.3 不可信 

信度＜＝.0.3～.0.5 0.3＜α≦0.5 初步研究，勉強可信 

信度＜＝.0.5～.0.7 0.5＜α≦0.7 稍為可信 

信度＜＝.0.7～.0.8 0.7＜α≦0.8 很可信 

信度＜＝.0.8～1 0.8＜α≦1 十分可信 

 

三、效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因素分析針對構面中的問項做出分析，以篩選因素值最低的項目來做原

因推論，另外當 KMO 值越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而 KMO 值 0.5 以上可進行因素分析。 

    在研究中有許多需要分析的變數，而有些變數是在研究中不必要的，並利用問卷量

表中的構面做因素，篩選及建立問卷各構面量表之衡量指標，而當 KMO 值越大時，

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而根據 Kaiser 的觀點，KMO 值

0.5 以上可進行因素分析。而 Bartlett 球形檢定乃是用來檢驗題項間的相關係數是否不

同且大於 0，顯著的球形考驗表示相關係數足以作為因素分析抽取因素之用。而根據

Kaiser 的觀點，相關係數程度表如表 3-4-2。 

 

表 6、相關係數標準 

因素係數標準 相關程度 

相關係數＜＝0.1～0.2 相關程度極低 

相關係數＜＝0.2～0.4 相關程度很低 

相關係數＜＝0.4～0.6 相關程度普通 

相關係數＜＝0.6～0.8 相關程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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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0.8～1 相關程度極高 

 

表7、因素分析KMO係數標準 

合適性 KMO統計量值 

不能使用（Unacceptable） KMO＜0.5 

不太適合（Miserable）  0.5≦KMO＜0.6 

普通（Mediocre） 0.6≦KMO＜0.7 

還算適合（Middling） 0.7≦KMO＜0.8 

適合（Meritorious）  0.8≦KMO＜0.9 

非常適合（Marvelous） 0.9≦KMO 

資料來源：Kaiser & Rice（1974） 

    選擇因素之標準是採用主成份分析法萃取保留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5 者之因

素；此外若 Kaiser-Meyer-Olkim 值未達 0.5 則較不適宜進行因素分析；而 Bartlett 球形

檢定之考驗卡方值若達顯著水準，則表示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 

 

四、迴歸分析 

    本文研究假設主要利用迴歸分析作為實證分析的工具，以瞭解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

響情況。迴歸分析必須以相關分析為基礎，利用迴歸分析係數對照簡單相關分析係數以

確認變數間的相關情形，透過迴歸分析了解某一變數所能預測另一變數值之能力，在迴

歸分析當中若所得之數值越大時，越能代表某一變數越能預測另一個變數。 

 

五、相關分析 

    本文研究利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檢定相關係數，來檢驗兩變數間相關程度

的高低，也就是變數間的線性關係，相關係數越大代表線性關聯越強；相反的如果相關

係數越小則表示線性關聯越弱，而係數正值表示變數間為正相關，係數負值則表示為負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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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ability of schoolchildren using mobile device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parents' teaching methods affect the frequency of children's use of mobile devic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arental discipline on the frequency of schoolchildren's use of 

mobile device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regular performance. This study will use 300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from a primary school in a district in Taichung City as a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 a study using a questionnaire design method. Finally, the 

discus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based on various research finding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arents,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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