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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孩子稍安勿躁  

 

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在安親班安親過程中，對於「學習態

度」、「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調查，理解安親班安親教育對於學生的的影

響，進一步釐清學生對於安親教育的感知與思維。 

研究調查發現，學生認為安親教育對於學習態度、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有正

面的認同感，在學習態度方面安親教育可激發課業興趣度、同學也認為安親班是

很棒的學習場所、上課內容有利日後課程複習；人際關係面向，同學認為安親班

同學比國小同班同學好相處，安親班同學相互相處愉快，自己覺得在安親班比較

有人緣，也結交到更多好朋友，進而學生更有自信心，並能在安親班找到合作愉

快的好朋友；學習成效面向，同學覺得在安親教育會提升課業成績，更能理解課

業內容，對功課更有信心，安親教師會鼓勵與關懷學生，並且會運用生動活潑的

教學方式，使學生可以主動投入學習，整體調查發現對於課業有幫助。 

此外，交叉分析結果也顯示不同學校的學生對安親班學習及環境的認同度

是有差別；男生對安親班的學習及成績的認同不及女生，而在對安親班中的人際

關係上的認同和不同認都比女生來的高；六年級的同學對安親安的學習態度、成

績和人際都較五年級同學有更高比例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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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有一說多數家長期許安親班協助同學完成學校作業，並複習課程及不斷的在

寫「各科評量卷」，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因此，學生在這樣的安親教育下，

能不能有好的學習態度，學生自己又如何看態自己在安親班中的學習態度表現

呢？值得讓我們進一步推論探討。 

   安親班的同學來自四面八方，其同學組織不同於同學校的班級成員，聽同學

說他在安親班認識很多不同學校的同學，在同學的聊天過程中，會互相比較不同

學校的課業、生活及團體常規與方式，感覺很有趣。讓我們想一下，在安親班與

學校中的人際關係會有什麼不同。   

    曾經在打籃球時聽球友說他的安親班老師很雞婆、作業量出超多…等。新聞

也曾報導安親班多種不良訊息，如：英文沒考好，安親班老師要學生自己打自己

200下，而且要打得像打蚊子一樣大力。安親班真的如同學相傳與報導的那麼恐

怖嗎？那安親班操作模式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嗎？ 

   我們看了許多的報導和研究，都是從「大人看世界」，至於真正的「主角」

─國小學童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於是我們想知道，國小學童在現在的安親教育

環境下，可以提升學習態度、人際關係及學習成效的養成嗎？小朋友自己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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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自己在安親班的學習和互動的？因此我們針對研究動機初步架構出本研究

動機圖說，來作一個關於安親班的研究(如圖 1-1)。 

 

 

 

 

 

 

二、研究目的 

1. 了解學生去上安親班以及不上安親班的原因。 

2. 了解安親班是否對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正面影響。 

3. 了解安親班是否對學生的人際關係有正面影響。 

4. 了解安親班是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正面影響。 

5. 提供學生的思維給家長以及老師瞭解。 

 
圖 1-2 安親班學習互動關係圖(本研究小組繪，2019) 

圖 1-1 安親班研究動機關係圖(本研究小組繪,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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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安親班」是專為國小學生放學離開學校以後，因學生家長無暇照顧學生，

或學生家長為給學生多學一些語文、才藝等知識技能所設的班級，或幼稚園中附

設的班級之服務市場(張嘉鴻，2013)。大部分的經營業者號稱只要將學生送進此

服務市場，學生一定不會變壞，又能學到豐富的知識與才藝技能，此服務市場乃

是能給學生雙親安心的場所，故稱為「安親班」(邱定雄，2001)。本研究針對的

安親班對象包含所有在課後至托育機構從事托育項目(例如:生活照顧、作業習

寫)的國小學童，不包括只學習英語或是其他才藝的各種補習班。並針對：學習

態度、人際關係及學習成效等三個面向來進行調查分析。 

一、學習態度 

態度是學習來的，而學習是行為改變的歷程，學習者經由直接或間接的學

習經驗才會對某些人、事、物產生好惡或者正向、負向的態度(張春興，2013)。

而正向的學習態度，可以促進學習表現；反之，負向的學習態度，則會導致學習

低落。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及高度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許淑婷、許純碩與王盈文(2008)認為學習態度影響學

習成效，學生的學習成效最後所呈現出來的則是學生在於在校期間所接受的知

識技能與態度的養成，而其中真正的重點在於「態度」，而學習的成效則是在衡

量其學生學習過程中所達成的效果。 

安親班的存在，到底是家長、老師的好幫手，還是扼殺孩子學習自主性的

幫凶？目前坊間安親班大多提供三合一服務：安親、補習加才藝；寫完作業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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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還有各式評量卷，英文、數學等課程，加上科學實驗、運動、美勞、音樂

等才藝。這麼「周到」的學習服務，為什麼會有老師提醒家長，安親班「做太多」

反而可能害了孩子，對長遠的學習有不利的影響，安親班解決了現代家長的課後

托育需求，但也因服務太周到帶來隱憂。 

大多數都會區家長還是依賴安親班，因為收費比較便宜，且最晚可延至晚

上八、九點接小孩，作業在班內全部做完也檢查完，久而久之家長甚至學校老師，

都習慣了這樣周全的「服務」，但也帶來了一些後遺症。如何啟動孩子主動學習

的心，是一大挑戰。台北市博愛國小張道榮老師在《親子天下 》的翻轉教育平

台上發文「給安親班老師也給家長的一封信」，沈重呼籲「安親班老師不要再幫

學生檢查作業了！」因此，安親班在國小學生的學習態度，包括學習動機、學習

習慣、上課態度及準備考試態度等是否有所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值得探

討。 

因此，本研究從賴協志(2013)的「學習態度對學生學習與學校效能影響之

研究中」對學習態度的介定出學習態度相關問題，如"自動自發"、”專心”、”

喜歡”…等題項來進行學習態度的衡量，建置問卷題目。 

二、 人際關係 

人是群居的動物，自出生後就不斷的與他人產生互動，早先在家庭中接觸

父母和其他家人，接著在學校中接觸許多師長和同學，進入社會工作之後，還會

接觸很多同事、上司、客戶和朋友等。隨著個體的成長，人與他人的關係就更加

向外擴展(楊琬萍，2007)。人際關係是連續而互動的關係，即是在交往過程中，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blog-detail?id=2654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blog-detail?id=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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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彼此構成雙方的刺激，進而影響起對方的感受、想法與行為，而對方的行

為又轉成為自我的社會性刺激。 

「安親班」的名稱來源已不可考，依照字面意思，就是要安沒時間照顧孩

子的父母親的心(謝淑美，2008)，取其「安定父母忐忑不安的心以及代為執行 部

份的親職角色」的弦外之音(王順明，2005) 。所謂「課後」，可以說是所有兒

童不在國民小學上課的時間的總稱，一般而言，「課後」 指的是兒童從放學後

直到父母下班回家照顧兒童的這一段空檔(李新民，2001)。 本研究所稱的「課

後」，是指國小學童在放學之後，參加校外安親班的時間，通常低年級學生為中

午十二點到下午六點，中高年級學生則為下午四到六點，就是我們學校放學以後

到下午六點或更晚到家長能來接回家的這段時間。 同學與安親班的同儕長時間

相處下來，在人際關係的互動過程中，將與在學校班級同學應有所差異。 

關於人際關係的變項介定，本研究以林砡琝(2008)的「國小高年級學童人

格特質、人際關係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為基礎，擬定討論人際關係的相關問題，

如”好相處”、”人緣好”、”愉快”、”有自信”和”好朋友”等題項來建置

問卷題目。 

三、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指：「學生在某一課程科目，經歷一個階段的學習之後，在 該課

程科目專業上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成果表現」。最直接來看就是指「直接的」

學習成效係指學生在接受教育前、後之行為變化，最直接的便是考試成績和作業

表現(賴協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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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家長期望孩子來安親班不只完成功課，還要逼成績。我們有自己的

功課(評量卷)，所以老師要排每一週的時間表，才能在段考前，把該寫完的評量

和考卷寫完。 (安親班老師真心話，2014)而家長送孩子到安親班，學習成績就

是最直接的學習成效表現。 

賴協志(2013)在「學習態度對學生學習與學校效能影響之研究中」對學生

學習成效有清楚的描述和探討，本研究以此研究為基礎對學習成效進行定義，以

"成績進步"、”學習信心”、”鼓勵和關懷”、”教學認同”及”有助課業學習

”…等題項來進行學習成效的衡量，來建立問卷題目。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依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文獻探討，擬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在顧及

我們的能力和時間等因素，並且考量受訪學童對自己和環境的知覺及體察等因

素，本研究擬定以國小五、六年級為調查對象，並透過師長們的協助，得到五所

國小校長的支持，進入學校請五、六年級的同學協助填寫問卷。 

在文獻蒐集方面除安親班相關的研究資料外，還蒐集學習態度、人際關係及

學習成效三個面向的文獻，從文獻當中擬定本研究課題，制訂「國小課後安親班」

問卷，包含人口變項和三個研究變項，共計 27題(附件一)。最後完成 5個學校

填寫，每校五、六年級各有兩班協助，總共回收 433份有效問卷。研究設計流程

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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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肆、結果與討論 

一、調查資料分析 

(一)調查基本人口變項分析 

     研究問卷共有有效問卷 433份。受調查五校有 23%的戊校的學生；22%的乙

校的學生；21%的甲校的學生；19%的丁校的學生和 15%的丙校的學生。基本數

據顯示戊校填寫問卷者較多(圖 4-1)。其中 51%為男生；49%為女生。顯示數據

滿均等，但男生多 2％(圖 4-2)。再者， 六年級學生有 57%；五年級學生有 43%。

顯示六年級人數多了 14％(圖 4-3)。 

 

 

 

確定研究主題

蒐集資料、擬定研究方向

訂定研究問題

編制問卷

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料統計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進行研究討論

圖 4-1 本研究調查學校問卷比例 圖 4-2性別比例 圖 4-3年級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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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的受訪學生有上安親班；38%的的受訪學生則沒有，顯示有上安親班的人

達 6 成之多(圖 4-4)。有上安親班的同學中的 35%同意(非常同意+同意)會推薦

同學到自己的安親班來學習，27%的同學則表示不同意(非常同意+同意) (圖 4-

5)。 

                        

於何時有上安親班？有上安親班的受訪者中都有過 60%的同學在一~四年級

時分別都有上安親班，研究發現五年級和六年級同學參加安親班的比例較其他

年級為少(圖 4-6)，因此需要由交叉分析進一步來了解是否確定有減少。上安親

班的原因中以加強學業為最主要原因(29.20%)，其次為父母的安排(23.6%)，第

三則是家中無人照顧(16.5%)，增加學習態度(13.3%)排名第四(圖 4-7)。 

 

圖 4-5 會推薦同學到自己的安親班 

圖 4-7 上安親班原因 圖 4-6 幾年級開始接觸安親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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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同學不去安親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想有自己的時間」(24.3%)，其次

則為「功課可以獨立完成」(20.1%)，「想與家人相處」(14.5%)和「因為要寫很

多評量」(13.6%)分別第三和第四名，而「不想要被別人管」(10.7%)是排名第五

的原因(圖 4-8)。 

 

圖 4-8 不去安親班原因 

（二）安親班與學習態度分析 

     當被問到「我會在安親班中自動自發完成功課」時，表示非常同意(34%)和

同意的(19%)共佔 43%；表示不同意(10%)和非常不同意(18%)的則佔 28%(圖 4-

8)。 

 

 圖 4-8我會在安親班中自動自發

完成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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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在安親班中做功課會讓我比較專心」這問題，表示非常同意(21%)

和同意的(17%)共佔 38%；表示不同意(21%)和非常不同意(12%)的則佔 33%(圖

4-9)。 

 

 

    關於「我會喜歡安親班老師幫助我完成功課」這問題，表示非常同意(18%)

和同意的(16%)共佔 34%；表示不同意(15%)和非常不同意(14%)的則佔 29%(圖 4-

10);而表示沒意見者高達 37%。 

 

 

 

 

 

當被問到「安親班的學習讓我對課業感到有趣」時，表示非常同意(14%)和同意

的(13%)共佔 27%；表示不同意(15%)和非常不同意(16%)的則佔 31%(圖 4-11);而

表示沒意見者更高達 42%。 

圖 4-9在安親班中做功課會讓我比較專心 

功課 

 

圖 4-10我會喜歡安親班老師幫助我

完成功課 

專心 

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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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安親班的學習讓我對課業感到有趣 

    當題目是「對我來說安親班是一個很棒學習的地方」時，表示非常同意(17%)

和同意的(18%)共佔 35%；表示不同意(13%)和非常不同意(15%)的則佔 28%(圖 4-

12);而表示沒意見者高達 37%。 

 
圖 4-12對我來說安親班是一個很棒學習的地方 

    關於「我會將安親班上課的內容作整理，以便日後複習」這題目，表示非常

同意(17%)和同意的(17%)共佔 34%；表示不同意(13%)和非常不同意(12%)的則佔

25%(圖 4-13);而表示沒意見者高達 41%。 

 
圖 4-13我會將安親班上課的內容作整理，以便日後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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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各相關問題，關於學生能否同意自己在安親班中的「學習態度」，10.4%

表示非常同意、21.9%的人同意；不同意加非常不同意的共有 14.4% (圖 4-14)。

整體而言學生同意自己在安親班有好學習態度的比例高於不同意者 7.5%。 

 

圖 4-14 在安親班中的學習態度 

 

（三）安親班與人際關係分析 

針對「安親班同學比起國小同學讓我感覺到更好相處」這個題目， 有 31%

表示非常同意(14%)和同意的(17%)；相同也有 31%表示不同意(16%)和非常不同

意(15%)(圖 4-15)。同意和不同者的百分比例是一樣的。 

 
圖 4-15 安親班同學比起國小同學讓我感覺到更好相處 

關於「覺得安親班同學相處比國小同學相處愉快」， 有 27%表示非常同意

(12%)和同意的(15%)；有 32%表示不同意(17%)和非常不同意(15%)(圖 4-16)。不

同意安親班同學比國小同學相處愉快的較同意的多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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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覺得安親班同學相處比國小同學相處愉快 

「我覺得在安親班時的人緣比在國小時還要好」這題， 有 29%表示非常同

意(12%)和同意的(17%)；有 31%表示不同意(16%)和非常不同意(15%)(圖 4-17)。

不同意自己在安親班時的人緣比較好的較同意的多出 2%。 

 

 

就「我在安親班比在國小有更多好朋友」題目， 有 28%表示非常同意(11%)

和同意的(17%)；有 31%表示不同意(18%)和非常不同意(13%)(圖 4-18)。不同意

自己在安親班比在國小有更多好朋友的較同意的多出 3%。 

 
圖 4-18 我在安親班比在國小有更多好朋友 

圖 4-17 我覺得在安親班時的人緣比在國小時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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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背景題目是「我在安親班時比在國小更有自信」時， 有 30%表示非常同

意(13%)和同意的(17%)；有 30%表示不同意(16%)和非常不同意(14%)(圖 4-19)。

同意和不同者的百分比例是一樣的。 

 
圖 4-19 我在安親班時比在國小更有自信 

至於「我在安親班有能夠合作愉快的好朋友」， 有 44%表示非常同意(23%)

和同意的(21%)；有 26%表示不同意(12%)和非常不同意(14%)(圖 4-20)。同意自

己在安親有能夠合作愉快的好朋友的較不同意的多出 18%。 

 
圖 4-20 我在安親班有能夠合作愉快的好朋友 

總合各個相關問題，關於學生能否同意自己在安親班中的「人際關係」，

8%表示非常同意、22%的人同意；不同意有 18%、非常不同意有 7% (圖 4-21)。

整體來說，學生同意自己在安親班有好的人際關係的比例高於不同意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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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在安親班中的人際關係 

 

（四）安親班與學習成效分析 

    關於「因為到安親班，讓我的成績有進步」這題目，表示非常同意(22%)和同

意的(19%)共佔 41%；表示不同意(12%)和非常不同意(13%)的則佔 25%(圖 4-22)。

同意因為到安親班而使成績有進步的比不同意的多出 16%。 

 
圖 4-22 因為到安親班，讓我的成績有進步 

 

對「因為到安親班，讓我更瞭解學校學習的內容」這個問題表示非常同意(20%)

和同意的(17%)共佔 37%；表示不同意(12%)和非常不同意(13%)的則佔 25%(圖 4-

23)。同意因為到安親班而能更瞭解學校學習的內容的比不同意的多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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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因為到安親班，讓我更瞭解學校學習的內容 

對於「因為到安親班，讓我對功課學習更有信心」， 共有 31%表示非常同意

(18%)和同意的(13%)；表示不同意(15%)和非常不同意(10%)的則佔 25%；而表示

沒意見者高達 41%。(圖 4-24)。 

 

圖 4-24 因為到安親班，讓我對功課學習更有信心 

至於「安親班的老師會鼓勵和關懷我」， 表示非常同意(19%)和同意的(20%)

共佔 39%；表示不同意(14%)和非常不同意(12%)的則佔 16%。(圖 4-25)同意安親

班的老師會鼓勵和關懷我較不同意的多出 23%。 

 
圖 4-25 安親班的老師會鼓勵和關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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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到「我覺得安親班老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時， 表示非常同意(16%)

和同意的(17%)共佔 30%；表示不同意(13%)和非常不同意(12%)的則佔 25%；而表

示沒意見者高達 44%。(圖 4-26)同意的同學比不同意者多了 5%。 

 
 

 

至於「安親班的學習環境，讓我願意主動投入學習」這個問題， 表示非常同

意(17%)和同意的(13%)共佔 30%；表示不同意(13%)和非常不同意(13%)的則佔

26%；而表示沒意見者高達 44%。(圖 4-27)。 

 
圖 4-27 安親班的學習環境，讓我願意主動投入學習 

問卷題目第 27題「總體來說，安親班是對我的課業有幫助的」， 表示非常

同意(24%)和同意的(16%)共佔 40%；表示不同意(13%)和非常不同意(16%)的則佔

29%。(圖 4-28)同意安親班是對我的課業有幫助的同學較不同意的多出 11%。 

圖 4-26 我覺得安親班老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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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總體來說，安親班是對我的課業有幫助的 

總合各個相關問題，關於安親班能不能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所有幫助，13%

表示非常同意、 21%的人同意；不同意有 14%、非常不同意有 13% (圖 4-21)。

整體來說，學生同意安親班對自己的學習成效有幫助的比例高於不同意者

10%。 

 
圖 4-28 安親班與學業成效 

二、調查基本資料交叉分析 

（一）學校別和有否上安親班的交叉分析 

 

 圖 4-29 學校別和有否上安親班的交叉分析圖 

表 1 學校別和有否上安親班的交叉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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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單一學校而言，以乙校學生上安親班的比例值為高，高過排行第二的丙

校一點，而戊校的同學上安親班和沒上安親班的比例將近一半一半。受訪的五校

皆有過半的學生有上安親班的經驗，其中有三校甚至有近七成比例的學生有上

安親班的經驗，顯見安親班在台灣的普及程度。 

(二)學校別和安親班學習態度的交叉分析 

由學校和學生對安親班能否增加學習態度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丙校的同

意度(同意＋非常同意)為 40.00%為最高，其次為南大附的 37.74%；而對安親班

能否增加學習態度最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學校為乙校的 46.79%，其

次為戊校 29.63%。忠義和附小五、六年的學生在安親班和他們的學習態度間有

較高的肯定，而進學和大同五、六年的學生在安親班和他們的學習態度間則呈現

較高的否定態度。 

總體而言，32.37%(同意＋非常同意)的國小五、六年級有上安親班的學童認

為上安親班會讓自己的學習態度增加，24.84%(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國小五、

六年級有上安親班的學童不認為上安親班會讓自己的學習態度增加。就比例上

而言，有上安親班的學童認為上安親班能增加自己的學習態度的學童比例比不

認同的多出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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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別和在安親班中的人際關係 

由學校和學生對安親班能否有良好的人際互動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乙校

的同意度(同意＋非常同意)為 37.88%為最高，其次為丙校的 28.89%，再者為丁

校的 28.33%；而對安親班能否有良好的人際互動最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的學校為丁校的 25.00%，其次為丙校 24.44%(表 3)。丙校在人際互動的同意和

不同意的表現上都居第二名。 

 

總體而言，42.08%(同意＋非常同意)的國小五、六年級有上安親班的學童

認為自己在安親班中有有良好的人際互動，13.95%(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國

小五、六年級有上安親班的學童不認為自己在安親班中有良好的人際互動。就比

例上而言，有上安親班的學童認為自己在安親班中有好的人際互動的學童比例

比不認同的多出 28.13%。 

(四)學校別和安親班對學習成效 

由學校和學生對安親班能否對學習成效有幫助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丙校

的同意度(同意＋非常同意)為 53.33%為最高，其次為丁校的 41.67%；而對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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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在學習成績的幫助上最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學校為乙校的 51.51%，

其次為戊校 29.33%(表 4)。丙校和丁校五、六年的學生在安親班對他們的學習

成效的幫助上有較高的肯定，而乙校和戊校五、六年的學生對安親班對學習成效

的幫助題目上表現出較高的否定態度。 

總體而言，47.60%(同意＋非常同意)的國小五、六年級有上安親班的學童認

為上安親班對自己的學習成效有幫助，11.55%(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國小五、

六年級有上安親班的學童不認為上安親班有幫助到自己的學習成效。就比例上

而言，有上安親班的學童認為上安親班能幫助自己學習成效的學童比例比不認

同的多出 36.05%。 

 

(五)性別對安親班學習態度 

由性別和對安親班能否增加學習態度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女生(35.50%同

意＋非常同意)有較男生(29.28%同意＋非常同意)高的同意度，男生(26.14%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有較女生(22.46%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高的不同意度(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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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我們可看出，女生對在安親班中學習的態度是比男生有較高的同意度

和較低的不同意度，整體來說女生對安親班的認同感是較男生高的。 

(六)性別對在安親班中的人際關係 

由性別和在安親班有良好的人際互動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男生(32.14%同

意＋非常同意)有較女生(28.26%同意＋非常同意)高的同意度；同時男生

(30.00%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也有較女生(29.57%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高的不

同意度；女性在此議題上有過半的受訪者以”沒意見”來回答(表 6)，女生顯然

對此問題較不願意表態。 

 

(七)性別對安親班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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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性別和安親班對學習成效有沒有幫助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女生(35.51%

同意＋非常同意)有較男生(32.86%同意＋非常同意)高一點的同意度；男生

(29.28%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比女生(16.67%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有明顯的不

同意度(表 7)。關於安親班能否對學習成效有幫助這一題項，女生顯然較男生有

更高的認同感。 

(八)年級別對安親班的學習態度 

由年級和對安親班能否增加學習態度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六年級學生

(29.62%同意＋非常同)有較五年級學生(22.69%同意＋非常同意)高的同意比例；

同時六年級學生的不同意程比例(26.14%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也較五年級學生

(22.46%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低(表 8)。明顯地看出六年級的同學更能認同在安

親班中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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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別對安親班中的人際關係 

由年級和對在安親班能否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六年級

學生(36.47%同意＋非常同)有較五年級學生(21.85%同意＋非常同意)明顯高的

同意比例；同時六年級學生的不同意程比例(16.98%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也明

顯地較五年級學生(35.29%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低(表 9)。明顯地看出六年級的

同學較五年級同學更能認同在安親班中的學習態度。 

(十)年級別對安親班的學習成效 

由年級和安親班對學習成效有沒有幫助的交叉分析表可看出，六年級同學

(34.40%同意＋非常同意)有較五年級(21.85%同意＋非常同意)高出許的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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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六年級同學的不同意比例(17.61%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也比五年級同學

(30.26%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有明顯的低。明顯地看出六年級的同學較五年級

同學更能認同安親班對學習成效的是有幫助的。 

 

伍、結論 

     研究調查發現，62%的小學學生是有上安親班的，同學上安親班的原因最主

要是為了「加強學業」，其次為父母的安排，第三則是家中無人照顧，而為了增

加學習態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於同學不去安親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想有

自己的時間」，其次是因為「功課可以獨立完成」，「想與家人相處」和「因為

要寫很多評量」也是重要原因，特別的是「不想要被別人管」也是不去安親班的

原因之一。從去安親班和不去安親班的原因看來，課業表現、完成課業和課業學

習是很主要的考量因素，當然「家人」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原因。 

學生認為安親教育對於學習態度、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是有認同感的。研究

結果發現在學習態度、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等三個面向來說，認同的比例都大於

不認同的，特別是在學習成效上更是得到同學更高比例的定 。因為本研究是針

對高年級的同學來進行調查，我們同時也看到年級越高對安親班在學習成效方

面的協助反應出高比例的認同，這應該也反應出越是高年級同學越是對學習成

效有更高度的需求。 

就學習態度而言，女生對自己在安親班中的學習態度比男生抱有更高比例

的肯定；男生則是在安親班中的人際關係表現出較女生鮮明的反應，肯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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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意的比例都較女生高，這或許是性別個性的一種表現，顯示女生在人際關

係反應上是比較中性和保守的。 

就五個不同的國小學童對在安親班的學習態度、人際關係和學習成效有不

同的反應和看法，這可以顯示不同學校的學生有不同的特色和學習需求，也表示

這幾個不同學校鄰近地區不同安親班有不同經營風格，因此也會有不同的結果

出現。關於這個問題，其實真的也讓我們很好奇，究竟有那些因素影響的呢？或

許我們也能有機會用不同研究方法來研究了解。 

雖然總體來說，同學對在安親班的學習態度、人際關係和學習成效的肯定比

例是大於否定比例，但是那些回答「不知道」的比例也都在 30%到 40%之間，這

些同學究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安親班呢？或者是用什麼的態度來面

對自己的學習安排呢？或許這也是一個應該被認真看待的問題，而我們自己也

是國小的學童，我們真的確定安親班這個問題應該需要被更多老師和家長來一

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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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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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照片： 

 

 
照片 1、2：至丙校與受訪者說明問卷題目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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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4：至丁學校作問卷調查 

 

 

照片 5：至丁學校作問卷調查 照片 6：至丁學校作問卷調查 

  

照片 7、8：至乙學校說明問卷題目及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