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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希望瞭解當今家長對於親職教育的態度為何，進而深

入瞭解家長親職教育態度是否會影響其教養子女時的行為。本章將分為

四節探討，第一節為瞭解親職教育之內涵；第二節為探討家長親職教育

態度；第三節為瞭解幼兒生活適應； 第四節為家長職教育態度與幼兒生

活適應相關研究探討。 

 

 

第一節 親職教育內涵 
 

壹、親職教育之理論 

親職教育是為協助父母扮演好親職角色，當一個稱職成功的父母，

要使親職教育發揮功效，必需運用各種策略與技巧，讓父母與子女從中

獲益，對父母進行教育訓練，必需讓父母樂於從中學習、子女配合互動，

相關的理論知識可作為親職教育的基礎，使親職教育實施過程有所指引。 

 

一、生態系統理論 

從生態系統的角度看，系統是一個整體，個體與家庭的關係密不可

分。Bronfenbrenner 在 1979 年假定自然環境是影響發展中的人的主要來

源，說明周遭多層次的環境如何影響兒童及青少年的發展 (Shaffer, 

1999/2005)。 

 

(一)小系統 

小系統(microsystem)為最內部的系統，是個人與外界互動的最小體

系，像是家庭、學校或工作的日常環境，互動的對象包括父母、手足、

老師、同儕等(魏渭堂，2005)。個體不僅會受到小系統中的人的影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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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習慣、氣質、外貌和能力等也會影響小系統中的其他人。 

 

(二)中系統 

   中系統(mesosystem)指家、學校和同儕團體等中系統之間的關係，如

家庭和學校、家庭與工作等。Bronfenbrenner 認為中系統強烈支援性的關

係，會使個體發展更為完善(Shaffer, 1999/2005)。 

 

    (三)外系統 

    外系統(exosystem)為較大的制度環境，屬社會正式與非正式的外部

結構，如教堂、政府機構等，個體雖非屬其中一份子但仍會受其影響

(Shaffer, 1999/2005)。 

 

    (四)大系統 

    大系統(macrosystem)指文化、社會力量，以及一切價值、態度與信

仰所形成的鉅觀體系，由政府、宗教、教育和經濟環境圍繞而成的文化

型態，對小系統和外系統均會造成影響(魏渭堂，2005)。 

     

    就生態系統理論的觀點而言，個體和家庭、周遭環境是不可分離的，

每個系統對個體發展影響巨大，系統為一個整體，彼此之間環環相扣，

單一的改變會使整個系統改變。個體與家庭形成的關係更是密切，因而

建立健康的家庭生態環境與維護為不可或缺的(Kilpatrick & Holland, 

1995)。可知家長對子女的態度，在無形中會影響子女的成長，因而家長

需知道自身的影響對於子女的重要性，發揮親職的力量，與子女建立良

善的關係，提供一個穩定的成長環境。 

 

二、心理分析論 

    源自弗洛伊德性心理理論，重視人的過去，認為早年生活經驗的探

索極為必要，在生命開始的前幾年，個體必需處理自身生物、與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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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驅力及社會要求間的衝突，是決定性的人格形成時期。這些衝突依照

性心理發展階段的不變順序出現，每個階段的經驗將決定個體在成年時

所具有的適應型態和人格類型(Papalia & Olds, 1978/1990)。 

弗洛伊德認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構

成。人格發展主要在出生至青少年時期形成，弗洛伊德將此分為口腔期

(oral stage, 0~1.5 歲)、肛門期(anal stage, 1.5~3 歲)、性器期(phallic, 3~6

歲)、潛伏期(latent stage, 6 歲至青春期)和兩性期(genital stage, 青春期以後)

等五個階段(張春興，1996)。弗洛伊德認為在每一個性心理階段父母必需

要和子女站在同一陣線，否則給予的性需求過多或不足，會使兒童沈溺

備受鼓勵或很不被鼓勵的活動，兒童可能就會固著(fixation)於該項活動，

並終身保有其某些層面(Shaffer, 1999/2005)。 

早年經驗對個體產生終身性的影響，特別是人生前五年的親子關

係，是長大後生活適應的基礎(魏麗敏、黃德祥，1995)。個體的各種行為

背後均有其涵意，父母需瞭解子女行為表現及其背後的意義，同時檢視

自身的管教行為，避免產生親子衝突，養成子女良好的行為(魏渭堂，

2005)。 

   

三、社會學習理論 

班都拉 1986 年提出交互決定論 (reciprocal determinism)，說明人的

發展反映出「主動的」人(person)、人的行為(behavior) 和環境(environment)

三者間交互作用的結果(Shaffer, 1999/2005)。其認為人的學習行為不能只

光靠環境因素決定，除了環境因素，個人自己對環境中人、事、物的認

識和看法，更是學習行為的重要因素。在社會環境中，環境因素、個人

對環境的認知及個人行為三者，彼此影響交互作用，最後才確定學到的

行為，個體學得的行為多數經由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與模仿

(modeling)，模仿的對象為父母、老師、同儕等(張春興，1996)。 

班都拉認為個體具有「自我體系」(self-system)，自我體系即是「認

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為自我體系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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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分，當個體對自己行為表現有良好的自我知覺與評價時，便會形成

自我效能。父母與教師帶給兒童的成功或成就經驗是形成兒童自我效能

的主要來源(黃德祥，2006)。 

社會學習理論主張個體在觀察學習和模仿的過程中習得行為，這也

強調為人父母必需瞭解以身作則的重要性，需常常注意教養子女過程中

的身教行為，提供子女正向、健康的成長環境，使子女能自行建構良好

的自我效能。 

 

貳、親職教育之意義 
對於「親職教育」(parent education)一般人的認知或許尚停留在「只

有孩子有問題的父母才需要接受親職教育的輔導」，這樣的觀念是必須修

正改變的。親職教育為成人教育的一部分，以父母為對象，用以增加父

母教養子女的知識與能力，目標為改善親子關係。並且由親職教育專家

開設終身教育課程，其特點為終身繼續教育，是活到老學到老的一種進

修課程(林家興，2007)。 

親職教育是教導父母具有教育子女正確的觀念和能力，讓子女身心

發展健全的教育(Shritz,1988)。親職教育的目標希望能協助父母在教養子

女的過程中，更具效能，並且其執行的方式不拘泥於任何型式

(Stevens,1989)。親職教育為父母運用角色扮演方式，對子女進行人格陶

冶，讓家庭氣氛更為融洽，使得家庭生活圓滿愉快(王連生，1992)。蔡春

美、翁麗芳和洪福財(2001)指出親職教育希望能提供父母有關教養子女的

知識，使家長盡其本分，使子女得到較完整的親職照顧。親職教育的對

象不再只侷限於父母或家長，親職教育的內容會隨著時代的變遷產生不

同的需求。接受親職教育訓練的對象，不可單單僅侷限於親子關係亮紅

燈、出問題的家庭父母，所有為人父母者都必須接受親職教育的訓練，

並且隨著時代的進步變遷，不宜拿過去存在的親職教育內容與今相比，

家長應接收符合當代的親職教育知識。 

社會工作辭典(2000)對親職教育做以下定義：「為家長提供有關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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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發展及教養子女知識以便使父母扮演適當職分的教育過程，其目

的在於促進良好家庭關係，而範圍則包含嬰兒營養、兒童保健、就學、

社會行為乃至協調家庭關係及善盡社會責任等知能。」 

由以上可知，推行親職教育是希望透過對父母進行相關的教育知

識、教養技巧的訓練，讓父母能更妥善的扮演好「親職」的角色，讓親

子間的關係維持於良好和諧狀態。 

 

參、親職教育之目的 

幼兒階段是親職教育的關鍵時期，在此階段的父母較容易對子女付

出關懷，並且願意花時間學習如何教養子女，透過親職教育的訓練，可

促進未婚男女準備做好父母的自我教育，學習婚姻生活中夫妻的角色與

職責，指導現代父母扮演適當的角色，提供現代父母調整親子關係的方

法（張秀如，1995）。透過親職教育的訓練，能讓不具有教養觀念或觀念

不正確的父母從中學習到如何當一個稱職的父母，同時更能讓父母瞭解

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跟責任，這樣的改變有助於增進家庭氣氛的和諧，

並且讓幼兒在穩定、健康的環境成長發展。 

黃堅厚（1996）指出家庭的功能有：生養育、照顧保護、教育、情

感與愛、娛樂、信仰和經濟等七種功能。親職教育有效用的發揮，能讓

父母更清楚在育兒的過程中，自己真正應盡的職責為何，在這過程中將

各種功能完善的落實，建立溫馨的家庭氣氛，提供給幼兒健康安定的成

長環境。何慧敏(2004)認為親職教育的目的有四：(1)加強做好為人父母之

準備；(2)增進父母的自我體驗與認同；(3)協助父母教養子女、促進子女

正向發展；(4)增進親子正向關係、促進家庭和諧。 

親職教育之推行是為了幫助為人父母者，在家庭中能有效發揮並扮

演好「親職」的角色。蘇愛秋(2001)認為幼兒園所推行親職教育的目的，

是為了建立家長對幼兒教育的正確觀念，利用親職教育活動修正家長不

合宜的教育觀念，建立家長正確的育兒觀念，提供親子溝通的良好示範，

使家長學習如何與子女溝通，協助家長培養幼兒良好的生活習慣，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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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瞭解幼兒不同時期的發展需求，讓家長更能理解子女成長過程中的

需要，對於特殊幼兒的家長協助其克服教養上的困難，減低其教養過程

中之挫折感，鼓勵家長參與幼兒在學校的學習活動，增進對子女學習的

瞭解，讓家長瞭解子女的學習發展情形，最重要的為協助父母成為更稱

職的父母，為幼兒園所推動親職教育的最終目的。因此，幼兒園所在推

動親職教育之際，可藉此拉近教師與家長之間的距離，讓家長知道幼兒

在校之情形，讓老師瞭解幼兒平日的居家狀況，如此的雙向溝通有利親

師雙方對幼兒更進一步的認識。 

對於家長而言，接受親職教育訓練的目的，是為了增進家長在育兒

方面的知識與技巧，並讓家長瞭解在家庭中自己應盡的本分，學習建立

融洽的家庭氣氛。對於幼兒園所而言，推動親職教育的目的，是為了增

進親師之間的關係，同時透過教師專業的訓練，可提供家長一些育兒的

妙方，協助解決家長在教養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更重要者，幼兒期建

立的良好親子關係，可望有效降低日後的親子摩擦與兒童、青少年問題

發生。 

 

肆、親職教育之重要性 

社會的不斷變遷，導致家庭結構產生改變，洪福財(2004)指出出生數

下降將影響教養態度與內容，子女數的減少，影響父母對於子女的教養

態度和內容；以往傳統的大家庭已被核心家庭取代，家庭結構的變遷將

促成教養型態轉變；婦女婚後外出就業比例增高，家庭不再是婦女婚後

唯一的選擇，遞增的婦女勞動參與將改變教養角色。在家庭中，父母若

能瞭解自身在親職教育中的重要性，適時適度的扮演為人父母應盡的角

色，家庭功能便得以妥善發揮。 

張斯寧(2001)指出親職教育的重要性可分為五方面論述： 

1.子女方面 

讓父母瞭解子女在成長的各個階段中，滿足子女身體、認知、情緒、

及社會發展的需求，輔以正向的教養態度、技巧和觀念，協助子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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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階段的發展任務，成為一個健全的個體。 

2.父母方面 

親職教育須配合社會脈動，親子的關係也隨之調整，父母須從中瞭

解親子之間彼此相互尊重、平等、雙向、互惠、溝通、問題解決取向的

互動方式，有益於正向親子關係的形成。同時習得在子女不同的成長階

段過程中，該如何適時的調整自己所扮演的親職角色、親職態度、觀念

及教養方式，以營造有利子女成長的健康環境，讓親職角色的功能淋漓

發揮。 

3.學校方面 

家庭是子女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子女的第一位教師，因而父母在

子女態度的養成、人格的培養與價值觀的建立扮演著關鍵角色。父母有

責任知道在教育子女之前，自己必須先接受教育，讓家庭教育和學校教

育結合，相互輔助，使家庭教育成為學校教育的助力。 

4.社會方面 

親職教育的實施，讓父母得以學習如何不因相處時間的減少，而減

少親子相處互動的品質，並且加強父母對自己角色的覺知與扮演，持續

維持家庭協助子女成長的功能。 

5.國家方面 

稱職且不斷自我成長的父母是功能彰顯的家庭之重要因素，亦是一

個國家穩定強盛的根本因素。 

    蘇愛秋(2001)認為親職教育具有讓家長瞭解幼兒園所的教育理念，清

楚自身職責所在的重要性。可知，要讓父母重視親職教育，必須先讓父

母瞭解親職教育的意義、價值，當父母清楚的瞭解後，親職教育的重要

性便清晰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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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長親職態度 

 

壹、社會變遷中的親職教育 

資訊科技的進步，迅速的改變且帶動了社會發展，社會結構也在發

展中產生變化。經濟水平與學歷的提升在此社會變遷中可明顯看出，而

家庭結構的轉變亦是社會結構轉變的產品之一。在家庭結構的轉變中，

夫妻的婚姻關係與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大異於前。傳統家庭的「男主外，

女主內」想法，隨著女性意識的抬頭，使得女性開始注重自己的權利，

女性外出就業的比率大幅提昇，婦女在結婚生子後不再只是扮演「好太

太、好媽媽」的單一角色。 

面對婦女角色改變首要的衝擊莫過於其子女，而夫妻雙方投注於子

女的關心程度也與過去不同。傳統的親職教育觀念已不適用於現代，

LeMasters 和 Defrain(1989, cited in Knox & Schacht, 1994, pp.571-574；引

自邱珍琬，2005）指出一般人在教養子女時的不正確觀念有六：(1)教養

子女總是充滿樂趣的；然而實際上教養孩子的過程是一件辛苦的工作。(2)

好父母教養出好孩子；實際上優秀傑出的父母，不一定能成功的扮演好

父母的角色。(3)「愛」是有效教養的關鍵；單單只有愛的教養是不足夠

的，必須加上合宜適當的管教。(4)子女都知道感謝；然而站在子女的角

度，有時會認為父母養育、愛子女是義務。(5)親職工作自然天成、不需

要加以訓練；然而大部分的父母都是有了孩子之後才開始學習如何當父

母。(6)家庭價值很容易灌輸；父母的影響力有時會受到大環境的因素，

不太可能用單一種方式完成。 

敖韻玲(1996)指出為人父母在過去的社會中，被認為是一種與生俱有

的能力，不需特別學習就會，在生活中父母便能自然的傳達給子女，教

養子女的方式和態度亦在無形中受影響而記得。然而在家庭型態轉變的

過程中，父母於教養子女的過程中扮演各式不同的角色，分別為保育者

及保母、玩伴及朋友、教育者及教師、醫生及護士、心理諮詢者及提供

建議者與提供經濟來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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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美、翁麗芳和洪福財 (2001)整理社會變遷的特徵及其對親職教

育可能影響為： 

1.婦女就業增加對父母職責的影響， 

2.家庭結構變遷造成教養型態改變， 

3.平等意識的抬頭影響教養的內涵， 

4.社會價值的多元影響親子間互動， 

5.民主化的思潮影響親職教育機制， 

6.經濟自由化提供有利的教養機會， 

7.科技發展改變親職教育互動內涵， 

8.國際化視野豐富親職教育的內容。 

可知，社會的變遷發展與家庭間的關係環環相扣，父母不再只是單

純的養育者，其角色的多元多樣性不再是傳統的親職角色所能應付，因

而父母必須接受合宜的親職教育訓練，讓父母的角色能發揮最大功能。 

 

貳、親職教育中的父母角色 
「角色，是職責的表現。」這不僅是指一個人在獲得某個位置之後，

表現出被期待的行為，同時也包括表現出被期待的感情(Bernard,1957；引

自古君智，1992)。在日常生活中，「角色」成為個人在社會整體結構中被

賦予和期望所應持有具某種象徵地位和行為表現的規範(李慧美，2003)。 

究竟人們是如何看待「角色」一詞呢？對於角色的定義、認知和解

釋，不同領域的學者專家各持有自己的看法。社會學家眼中的「角色」，

其對象並非針對一個團體、制度或組織的行動，而是以個人為其對象，

意即個人在其地位表現出應為之角色，代表真正實踐的行為(陳錦賢，

2005)。近來社會科學研究者更進一步的將「角色」解釋為描述或解釋個

體行為的重要連結概念(王致善，2006；黃慧妮，2003)。 

個體對於角色的認知會影響個體所表現於外的個人行為與對人、

事、物的行為態度。父母親真正意識到自己為人父母的角色從第一個子

女出生開始，多數夫妻在第一個子女出生後關係改變，許多夫妻開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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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對方為「爸爸」或「媽媽」，此種以子女為中心的稱呼改變方式，顯示

出夫妻彼此對於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職責的認定(邱珍琬，2005)。

父母親角色改變產生認定感時，對於子女的態度亦會同時產生改變。 

陳政見(2000)指出角色的行為表現是個體對於自己所擔任角色的覺

知和角色建構的一種結果，也是個體對自己所扮演角色之權利、義務、

職責瞭解程度的一種外在行為表現。而行為後果與其所負的權利、義務、

職責間是否達到吻合的程度，則應視不同舞台中所扮演角色的表現行為

而定。父母對於自己在家庭中該扮演的父職角色或母職角色產生覺知與

認同時，其所表現的親職行為態度會趨於符合親職角色應有的表現。 

Kadushin(1980)認為「親職角色」的內容應為：(1)提供物質上的滿足；

(2)提供情緒及情感上的滿足；(3)提供子女環境刺激；(4)協助子女社會

化；(5)管教子女；(6)保護子女免於受身體的、情緒的、社會的傷害；(7)

表現適當的行為，以供子女認同；(8)促進家人之間的穩定互動，用接納

的態度協助孩子解決生活上的不適應、挫折和衝突；(9)讓子女在社區中

有一種「定位」的歸屬感，讓他知道自己是誰、屬於哪裡，協助他達到

穩定的自我認同；(10)做為子女與外在世界的仲介，監護孩子的權益，避

免他受不公平的待遇。 

林慈航(1992)整理國內外學者專家之相關研究，將學齡期子女之父母

「親職角色扮演」內容界定為五個向度：(1)照顧子女身體安全和健康；

(2)關心子女的心理發展；(3)引導子女社會化；(4)協助子女智能發展；(5)

擔任子女在家與外界的聯繫。 

王連生(1992)認為在親職教育的要義為引導父母覺醒，讓父母學習將

自我訓練活動做好，啟發父母成為慈父良母的自我教育過程，然此成效

也端賴父母的個人意願。若父母角色在家庭中扮演的適宜成功，便能充

分的將親職教育功能發揮，給孩子一個穩定有品質的成長環境。 

尹蘊華(1986)指出社會變遷的同時父母在親職教育扮演中的角色任

務有二：(1)創造良好的生活環境；(2)接納的態度。給予良好穩定的生活

環境品質，讓孩子可以發揮他們的潛能，同時父母也必須學習包容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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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孩子，並且以身作則。 

在親職教育中，父母扮演家庭中夫妻、親子關係不同的角色，隨著

時代變遷，對於角色的要求也有所不同，父母有時必須扮演相同的角色，

有時卻得因應情境而扮演、擔任不同的角色。邱珍琬(2005)整理歸納雙親

擔任的角色為：照顧者、保護者、教育者、模範者、物質與生存條件提

供者、支持者、諮詢者或顧問、朋友、玩伴、陪伴者、共學者。父母必

須意識到親職角色之重要性，才能在教養子女的過程中表現合宜的親職

態度與行為以符合親職角色的要求。 

以下探討父職與母職在家庭中的角色： 

一、父職角色 

家庭型態隨著社會轉變而產生改變，家庭中的女主人不再像過去待

在家中「主內」，越來越多的女性配偶也選擇外出就業，與丈夫一同分擔

家計。這樣的變化迫使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職責不得不做適度的調整改

變，對於家務、育兒的涉入程度較以往深入。男性必須體認自己在現今

家庭中所需扮演的角色，王連生(1992)整理現代父親的十種角色類型大法

官型、太太萬歲型、火爆型、良師益友型、獨善其身型、編劇導演型、

望子成龍型、婆婆媽媽型、鐵漢柔情型及吃苦耐勞型。 

    在過去的傳統社會中，父親予人的形象即為「大法官型」；有時加上

自身對於子女的要求和標準，父親扮演的角色便成「望子成龍型」，父親

的角色較單一不變。然而在今日社會當中，不同的角色類型、形象，可

能會隨著家庭不同階段而調整改變。父親給予人的角色期望常被定位為

「工具性」，養家和保護者的功能上，而現代普遍對於「新好男人」、「新

好父親」的要求或許會影響對父親角色功能的界定，但在基本上父親大

多數時候仍是受限於傳統對男性角色的期許(邱珍琬，2005)。 

陳政見(2000)從自己為人父的親身體驗指出父親的親職角色為：(1)

示範者；(2)照顧者；(3)談心者；(4)資訊者；(5)傾聽者；(6)引導者；(7)

捍衛者；(8)決策者等角色。 

白怡娟(2003)研究父親對於父職角色之認知，指出對於男性而言，當



 18

爸爸的意義真正始於子女誕生那一刻所帶來的真實感，在子女未出生之

前，為人父親之意義往往建構於傳宗接代和投射自己未能達成的希望或

不能獲得的滿足，而真正面臨子女後，便開始思考為人父親之意義。而

現代父親除重視親子關係，也需重視夫妻之間的伴侶關係。父職認知的

建構因素之一為賺錢養家，在有子女之後，父親會更求自己工作上的表

現，認同自己是家庭經濟的主要賺取者，有別於傳統男性，現代的父親

開始會同時滿足工作和家庭兩方的需求，顯現男性對家庭生活的重視，

並且積極參與子女的教育及各項活動，將子女視為自己的責任，現代父

親逐漸脫離家庭邊緣性照顧者的角色，由被動變為主動。 

石金燕(2007)的研究結果指出，父親角色知覺與父職實踐間之關係具

有正向預測效果，父親角色知覺越高，父職實踐程度也越高；反之，父

親角色知覺程度越低，其實踐程度越低；父職的實踐內涵以非直接與孩

子互動的層面為主。 

    男性除了面對社會賦予的角色期許外，尚須面對配偶、子女對於自

己的角色期許。王連生(1992)對職業女性在婚後期望先生扮演的角色與現

代子女期望父親扮演的角色，分別敘述如下： 

1.職業女性婚後期望先生扮演的角色 

(1)一個身心健康的人。 

(2)一個成熟的社會人，情緒穩定，有良好的工作，不僅是一個守法

的公民，同時也是兒女的一個好榜樣。 

(3)一個能夠信賴的丈夫，必須給予妻子心理上、經濟上的安全感。 

(4)一個能夠盡職的親人，能撥出一些時間和家人相處，瞭解子女，

也能和母親採取相同的態度，共同擔任和養育子女的責任，卻能

在家庭生活中，作為一個好的男性榜樣。 

 

2.子女期望父親扮演的角色 

(1)一位負責的父親，關心子女的生活與行為，給予他們良好的生活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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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位嚴中帶慈的護道者，能寓愛於教。嚴格、嚴正的糾正子女的

錯誤；慈愛地鼓勵子女的進步。 

(3)一位善解人意的諮詢員，能跟子女誠懇的溝通，體察他們內心的

感受和需要，並能幫助他們滿足需要，宣洩不愉快的負面情緒，

享有快樂的生活。 

(4)一位大丈夫氣概的榜樣，能保護子女不受外界威脅利誘，不受內

在恐懼，不受母親過度的呵護，給子女一種自由的愛。 

    王連生(1992)指出現代社會對於父親在家庭中期望的角色為丈夫行

為、本職責任和顧問等三種角色。 

近年張佩韻等人之研究(李旻陽，2005；張佩韻，1998；莊璧瑞，2007；

許惠雯，2005；陳靜芬，2005；傅雅暉，2007；蔡佳玲，2007)均發現，

父職的角色在現今家庭中以經濟提供者為最主要角色，生活照顧者為次

要角色。然而在這些研究中也發現，越來越多的父親意識到自己應隨著

子女的年紀增長，改變與子女的相處模式，成為子女的朋友、夥伴，在

理性管教子女的同時，當子女需要情緒支持之際給予溫暖的關懷。由此

顯示，父親知覺到身為父職角色的同時，所表現的親職態度會越趨符合

被期待的角色態度，可見對於角色的認同，會影響到個體所表現的態度

行為。 

 

二、母職角色 

女性的傳統角色，婚後一直被賦予相夫教子、賢內助之職責，女性

在家庭中的角色總是被定位為具有情感、溫馨、支持與關懷，並且要能

照顧家庭其他成員，同時也被視為家庭中的協調者、溝通者或輔導者(黃

德祥，2006)。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發展，女性開始走出家庭，擁有自己

的工作、收入，但是唯一沒有改變的是家務工作與教養子女的任務，這

樣的改變，讓女性的角色不再只是單一不變，現代女性的角色趨於多元，

在家庭中撫育子女、協助先生，扮演家庭情感、精神的支柱(王連生，

1992)；在工作方面則需運用專業知識、技能，扮演職場中工作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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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女性在扮演多元角色的同時，其內在的心理特質涵養又需兼具中國

傳統女性的溫柔、耐性和美德，同時融合現代西方社會女性的精明、獨

立與能幹等特質。 

現代的母親具有理家與持家、管理財務、先生的性伴侶、家庭教育

責任、女主人和休閒伙伴等六種角色任務(黃德祥，2006)。 

現代婦女除了家庭和子女之外，同時必需考量自我和成長，透過(1)

自我瞭解與成長；(2)接受再教育；(3)有效率的掌握關鍵及技巧；(4)調適

與平穩之心，來提升女性自我的能力，在教養子女的過程中，要留心子

女成長、學習的關鍵期，運用生活經驗教育子女，利用生活中簡單的資

源，做為教育的素材，並且學習使用適當的教育態度和方法，使自己身

為母職之角色能有更好的發揮(敖韻玲，1996)。 

黃德祥(2006)指出現代母親應具有：繼續提供滿足子女生理需求的環

境、有彈性的管教子女、不可疏忽職業婦女的親職責任、及母親本身的

成長等四種發展性的母親角色。 

綜合上述，母親在家庭中的角色與以往相較，除了需要持家、理家

和教育子女之外，尚須兼顧職業婦女的工作，多重的角色使得母職的工

作變得較以往複雜、困難。而更重要的是母親必須意識到自身所扮演之

角色，特別是對於子女的教育，若因角色的多元、多重性而疏忽母親自

身對子女應盡之責任，對於子女長期的發展而言較為不利，母職角色合

宜的發揮，對於幼兒身心發展具深遠影響力。 

 

參、家長的親職教育態度 

一、態度的意義 

「態度」一詞出自拉丁語 aptitudo，意思為適合。Reber(2002)指出一

種態度便是一個人適合於從事某種任務的表現。態度被看成某種內在的

情感定向，可以解釋一個人的行動。 

張春興（2006）認為「態度」為： 

1.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的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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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傾向。此種傾向可由個體的外顯行為去推測，但態度的內涵

卻並非單指外顯行為。態度包含認知、情感與行動三種成分。 

2.態度必有其對象，態度的對象可為具體的人、事、物，也可為抽象

的觀念或思想。 

3.態度有類化傾向，對某一單獨對象持正面態度者，對同類對象也傾

向持正面態度。以民主態度對待其子女者，也傾向於以民主態度

對待其同儕朋友。 

4.態度的形成與文化傳統、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皆有關，一般

相信態度是學習而得的人格特質。 

溫世頌(2006)認為態度是個人對他人、事物、環境所抱持的信念、情

感與行為傾向。個人對特定的人、事、物常表現出因喜愛而親近、厭惡

而迴避的行為傾向。態度是相當穩定的、習得的個人行為傾向。 

社會心理學家將態度分為三種成分，認知、情感和行動(徐光國，

1996；鍾玉英，2004)： 

1.認知成分：指物或人被察覺到的方式，即是個體大腦形成的心理印

象，組成認知的因素，除各式具體之事，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的信

念或信仰，並於信念或信仰中帶有評價意味，即是對態度有贊同-

反對、好-壞、有利-有害的瞭解與判斷。 

2.情感成分：對態度對象的情緒反應、評價，喜歡-厭惡、愉快-不愉

快、接納-排斥、尊敬-貶抑等感情，好的評價產生喜歡的情感，不

好的評價產生厭惡的情感。人們日常表達態度的方式往往只是反

應強烈的情緒，而不一定為理性的推論。 

3.行動成分：是指個人對該對象、事物的反應準備，當必須有所行動

時，將會採取何種的行為表現。態度對個體行為有著動力和指導

作用，行為成分受認知和情感成分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知態度是個人對於人、事、物和環境所持有的一種信

念、想法與行為。態度的形成與家庭環境、學校教育和文化價值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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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學習，態度會成為個人穩定的行為傾向，並有其特定對象。認知、

情感和行動是構成態度的三種成分。認知屬於個體的理解與看法，情感

屬於個體的感覺和好惡，行動屬於個體對某種刺激產生的行為傾向、反

應。其中，認知成分是基礎，情感因素調節著態度的表現，態度具有動

機的作用。 

 

二、家長的親職態度 

親職教育的「親」是指父母親，「職」是指責任，所以親職教育是教

導父母肩負教養子女責任的教育(王靜珠，1977)。親職教育扮演教導的工

作，教導父母關於為人父母所需的認知、情感和行動，讓父母得以勝任

此角色，協助子女成長發展(曾春霞，1999)。朱敬先(1996)認為親職教育

的推行，目的是在於讓父母成為理想稱職的父母。鍾思嘉(1996)指出教育

子女的方法原則並非一成不變，沒有所謂標準的「處方」、「作法」，教養

的過程需要父母不斷的自我學習，加以運用實行。 

子女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不斷的訓練學習，父母亦是如此，教養

子女的過程需要不斷的接受再教育，學習關於教養幼兒的相關知識，養

成正確的態度(鍾思嘉，1996)。多數的父母往往都是在子女行為出現問題

或生活不適應時，才開始檢視自己教養子女的過程是否有疏忽或錯誤之

處，而事後對於父母過多的指責和責罵，對於父母後續教養子女並沒有

實質的幫助。 

Keller 和 McDade(2000)認為親職教育提供者必須要能重新恢復父母

對自己的信心，給予父母有意義、支持性而非嚴苛的教育。親職教育的

重要性在於能事先提供給父母合理且正確教養的知識訊息，幫助父母在

教養子女的過程中達事半功倍之效，也因教養子女的知識、觀念與態度

並非與生俱來的，所以父母應體認不斷地吸取教養子女新知的重要性。

年輕的父母在接受親職教育訓練後，親職態度與知識較未接受前有正向

的增加，特別在教養子女的創造力、控制力、遊戲和教學方面，對於子

女的期望和體罰的認知也有所改變(Mann, Pearl, & Behl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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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蘊華(1986)提出父母教養子女的過程中應有正確的教養態度，首先

父母必須理解兒童生命的本質，釐清兒童不是成人的縮影，具有相當大

的可塑性，父母的啟蒙和教育才能使兒童健全的生長發展；第二，父母

瞭解子女的特性和優點，遺傳與環境的塑造，讓兒童長成相異的個體，

認識兒童特殊的個性、各有所長，才能協助子女發揮所長；第三，知道

子女的需要，對於孩子的需求，父母必須適度的滿足，而非置之不理或

過度滿足；第四，擁有耐心，父母在教養子女的過程必須用愛與關懷照

顧子女，缺乏耐心將無法堅持；最後，以身作則當兒童的榜樣，父母對

於兒童的影響言教並非主要，父母表現的行為和態度才是最主要，父母

必須正視身教的重要性。 

父母自身的成熟、情緒和期望，為父母教育子女態度的因素(詹棟樑，

1983)。父母潛在的自我語言，對家庭生活與子女的教育具有強大的影響

力(敖韻玲，1996)。對於子女的要求期待、管教方式、安排與規劃，來自

父母潛在的價值觀，成為父母的做事方法。而父母在教養子女的過程中，

表現的認知、情感和行動傾向，顯示父母自身持有的親職態度。 

父母須自知親職態度的重要性，父母的言行、想法、情感與認知，

都在朝夕相處中影響子女。隨著子女不同的成長階段，父母應學習正確

的認知，適時調整本身的態度，協助子女順利成長，為親職教育之重要

目標。 

 

 

第三節 幼兒生活適應 

 

壹、適應之意義 

適應(adaptation)一詞緣起於 Darwin 於 1859 年提出生物的進化論

(theory of evolution)優勝劣敗，適者生存的生物法則，因而「適應」一詞

便被人們在生活中廣泛使用。Darwin 認為生物為了生存，必須適時適度

的改變自己，以便與所處的環境相互協調配合。後來被引入心理學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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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來說明個體與其所處之社會環境奮鬥的過程(簡茂發，1986；引自吳新

華，1996)。 

Maslow 於 1954 年強調適應是一種和諧的狀態或關係，當個體與環

境建立的關係為美滿時，即為適應。Arkoff 於 1968 年將適應定義為：個

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因為個體於不斷的尋求滿足自身需求的過程當

中，同時承受來自環境中的壓力，因而個人與環境彼此相互影響。在此

雙向的動態過程中，個體在變，環境也在改變，因此個體與環境間，需

要不斷地適應、再適應，以求達到雙方和諧一致的狀態(吳新華，1996)。 

Piaget 據生物學的理論提出適應的概念，用同化(assimilation)和調適

(accommodation)兩個概念說明人類於生活中的適應歷程。同化為個體將

接收的新經驗融入舊有的知識結構中，將其統整為新的結構；調適為個

體改變本身原有的結構以符合環境的要求。當同化和調適使個體和環境

之間達到平衡的狀態時，即為「適應」(張春興，1996)。 

Allen(1990)認為個人適應為對自己與他人行為、想法、感受的一種

瞭解，其會充分地發展成外顯的對策，處理每天的生活需求和挑戰。 

Calhoun 和 Acocella(1990)將適應定義為個體和自己、他人和周遭環

境持續的互動且影響個體，是一個交互作用的歷程。 

俞筱鈞(1996)認為：適應是個人終生維護心理平衡的持續過程，因應

一個具有一般性及可期性之環境，詳如下述： 

1.持續之過程 

Devereux 於 1956 年提出，適應並非為靜止的狀態，而是會不斷的調

整其行為，是每日、時時刻刻的行為。 

2.維持內心平衡 

內心平衡是足以使人舒適的從事均衡協調工作、愛及遊樂，因而使

生活獲得滿足。 

3.配合一般性及可期性的環境 

一個具有一般性及可預期性的環境是指在社會層面上，一切情形對

其成員是常聞易見的。一個可預期的環境也包含給與受的層面。所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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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般性及可預期性的環境，並不是被動的降服，而是指有些壓力的出

現是短暫的，並且會有好的結果，因而此過程是可以忍受的。但是當困

境變成長期性的問題，或變得難以忍受、接受，需付出更多的代價之際，

此時便需要做出改變或抉擇。 

陳小娥和蘇建文(1977)指出適應是個人跟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個體

在環境中是否能適應，決定於個體是否能在環境中尋得和諧穩定的關

係。擁有良好的適應，可使個體在環境中有效的控制、運用、發揮，在

當中取得和諧的關係。同時，適應良好的個體的人格特徵為具有安全感

與自信心的。 

歸納上述，適應是個體跟環境之間彼此交互作用的結果。當環境產

生變化之時，個體為了能順利的繼續生存，自身會尋求改變來與環境相

互配合，呈現平衡的狀態，且是彈性能隨時改變的。 

 

貳、生活適應之理論 

一、心理分析論 

    弗洛伊德的理論認為個體適應大部分在潛意識下運作，因此我們無

法知道大部分行為的真實原因(賴保禎，1999)。由本我(id)、自我(ego)和

超我(superego)構成的人格，三者若產生衝突，個體便不能平衡的運作。

而成熟、健康的人格會在三者之間動態平衡的運作：本我傳達基本需求，

自我克制衝動的本我直到找到滿足這些需求的實際方法為止，超我則隨

時判斷自我解決問題的策略是否能為道德規範所接受。自我明顯的介於

中間角色，在本我和超我之間求平衡，使個體適應外在的真實世界(Shaffer, 

1999/2005)。個體早期的發展是日後人格的基礎，若個體在發展中遇到窒

礙的時期越早，將會在其成人的人格裡留下特徵，對生活適應的影響越

嚴重(林梅蓉，2005)。 

艾里克森認為個體出生後與社會環境接觸、互動成長，個體自我成

長過程中，當個體受到危機感的壓力時，需學習如何自我調適，符合社

會要求，調適自我使危機化解，讓個體獲得進一步的自我成長，人格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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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發展危機是一種正常現象，對成長中的個體

具有正面促動作用(張春興，1996)。艾里克森將人生全程分為八個階段，

以此說明適應的本質，健康的個體發展包含對各階段特殊的危機尋求適

應，若該衝突危機未獲得解決，個體會繼續調適或妨礙個體健康的發展，

因此，每個階段的成功是解決下一階段的基礎 (Papalia & Olds, 

1978/1990)。 

 

二、認知發展論 

皮亞傑指出個體自出生開始，便開始以身體感官為基礎的基本行為

模式，可將其視為個體用以瞭解周圍世界的認知結構 (cognitive 

structure)，此認知結構稱之為基模(scheme)，基模為個體吸收知識的基本

架構，個體的基模會隨年齡增長而產生改變(張春興，1996)。 

適應是指個體的認知結構或基模因環境限制而主動改變的心理歷

程，個體在適應的過程中，因環境需求會發展同化(assimilation)與調適

(accommodation)兩種互補的心理歷程。同化是指將新經驗、新訊息納入

既有的基模，用既有的基模處理面對的問題，將既有的知識類推運用；

調適是指在既有基模不能直接同化新知識、新訊息時，個體為了符合環

境的要求，主動修改既有的基模，為了達到目的主動做出的適應(張春興，

1996)。 

皮亞傑強調個體在認知學習上主動改變的心理歷程，個體的認知和

因應行為將是影響適應良好的重要因素(莫麗珍，2003)。 

 

三、社會學習論 

社會學習論主張個體的人格或適應，不需過度著重於個體內在的動

機和人格特質，不需強調本我的趨力，需注重引發個體行為的情境與觀

察學習的歷程，強調個體在社會學習環境下間接觀察或模仿學習，對個

體的適應產生影響(歐慧敏，1996)。 

班都拉強調個體透過觀察和模仿獲得學習的歷程，不需經歷賞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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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的學習歷程，即為觀察學習。觀察學習主要為注意(attentional)、保

持(retention)、再生(reproduction)和動機(motivational)等四個階段歷程。在

觀察學習時，個體需注意楷模對象出現的行為特徵，並瞭解該行為所含

的意義，將觀察所見運用記憶保留，運用自我調整的方式將楷模行為以

自己的方式表現出來，並產生動機將習得的行為在適當的時機表現出來

(張春興，1996)。 

 

參、生活適應之意涵 

生活適應為一個過程，個體與環境互動是一種雙向的過程，兩者相

互影響(王鍾和、李勤川和陽琪，1983)。莫麗珍(2003)指出生活適應是個

體在現實環境中，透過與他人、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不斷地克服來自

於人、事、物之壓力與困難，以適當之心理與行為表現，尋求滿足個人

需求並與環境維持平衡的狀態。生活適應為個體和環境間彼此產生的互

動關係，個體為滿足自身需求主動藉由適度改變外在環境或調節內在心

理狀態，以保持與環境的和諧關係(徐玉梅，2006)。同時不單指和所處的

物理環境之關係，也包含對自己、對他人、對團體的關係，以及心理的

和情緒的行為反應，都要能處在一種良好的狀態(蔡宜珍，2004)。一個擁

有健全人格的人，一方面能改變自己內部心理的狀態，另一方面同時改

變外在環境去維持個體和生活環境保持和諧平衡的交互作用(張春興，

1996)。 

綜合上述，生活適應是個人在所處的環境當中，為了求生存，必須

調整自己的內在心理狀態與外在行為表現來適應生存環境，適應的過程

會不斷的和環境中的人、事、物交集並且產生互動、克服其中所面臨的

困難，以達個體自身內在的平衡，並與生存環境維持穩定的和諧關係。 

 

肆、生活適應之分類 

Arkoff(1968)將生活適應分為家庭適應(family adjustment)、學校適應

(school adjustment)、學院適應(college adjustment)、職業適應(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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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和婚姻適應(marriage adjustment)等五項。陳小娥和蘇建文

(1977)指出個人的生活適應表現於對自己和對社會兩方面，其中自我適應

包括個人的自我概念與對本身的價值；社會適應則是指個人在環境中有

效的與他人交往互動的程度，不僅涉及個人態度和行為能否符合社會認

可之標準，同時包括個體與家庭、學校和社團的關係。個人適應部分較

著重於自我接納和關懷讓身心發展的需求能獲得滿足。而社會適應部

分，則著重在和他人、環境建立和諧的關係(莫麗珍，2003)。 

當幼兒自家庭進入幼稚園，開始接觸團體生活後，同時需要學習遵

守團體秩序和多元學習，人際關係產生改變與擴大，因而幼兒的生活從

家庭擴散至學校，幼兒的內在心理和外在行為必須面臨新的適應，以因

應變化(徐玉梅，2006)。 

Ricard 和 Miller(1995)探討學童發展趨勢、適應和學業成就的關係中

發現，幼稚園到小學二年級學童的適應情況隨著年級增加會越來越好，

即幼兒的入學經驗豐富後，日後的生活適應較佳。 

近年國內與適應相關的研究主題涉及「適應」、「生活適應」、「學習

適應」、「學習生活適應」、「學校適應」、「學校生活適應」等層面，根據

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的不同，對於適應相關之研究分類亦各不相同。研

究者搜尋近年國內與適應相關之研究，約有九篇以幼兒為研究對象；並

且約有八篇以小學一年級學生為對象。因小學一年級學生之心智與幼兒

較相近，因而研究者亦參考相關研究。以下分別整理相關研究對於適應

的分類，並從中選取研究者所欲探討之面向(詳見表 2-1)： 

 
表 2-1 
兒童生活適應向度分類 
出版年 作者 主題 研究對象 適應向度 
1987 徐慕蓮 個人及家庭因素影響國

小新生學校生活適應之

研究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常規適應 
2. 師生關係 
3. 學習適應 
4. 同儕關係 
5. 自理能力 
6. 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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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兒童生活適應向度分類 

出版年 作者 主題 研究對象 適應向度 
1992 張慧敏 不同氣質類型國小新生

學校適應之比較研究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常規適應 

2. 師生關係 
3. 學習適應 
4. 同儕關係 
5. 自理能力 

1995 孫良誠 國小一年級學童學校生

活適應之研究：一個國

小教室的觀察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常規適應 
2. 學習適應 
3. 人際關係適應 

1996 王碧慧 國小一年級視多障兒童

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人際關係 

2. 學校生活 
3. 學業學習 

1998 范靜蘭 以創造性韻律活動的教

學策略改善幼兒學習適

應行為問題之研究 

幼稚園幼兒 1. 分心行為 
2. 攻擊行為 
3. 情緒化行為 
4. 服從行為 

1999 陳俞余 國小一年級兒童學校適

應之個案研究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師生關係 

2. 人際關係 
3. 課業學習行為 
4. 對學校的態度 

2003 何家儀 國小一年級新生學校適

應之研究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人際關係適應 

2. 常規適應 
3. 學習適應 

2004 吳柏姍 外籍配偶子女幼稚園學

校適應之個案研究 
幼稚園幼兒 1. 同儕互動 

2. 師生互動 
3. 學校活動參與 

2004 蔡宜珍 小一學童學校生活適應

與學習表現研究－以台

東縣某國小幼小銜接活

動為例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社會適應 
2. 情緒表現 
3. 學習表現 

2005 王美惠 外籍配偶家庭及其幼兒

學校生活適應之個案研

究 

大班幼兒 1. 學習適應 
2. 師生關係 
3. 同儕關係 
4. 常規適應 

2005 林雅婷 外籍配偶子女幼兒園生

活適應之個案研究 
幼稚園幼兒 1. 學習適應 

2. 常規適應 
3. 同儕關係 
4. 師生關係 
5. 文化與國籍 

2005 蔡育琦 初次入學幼兒之園所生

生活適應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三至六歲幼兒 1. 人際互動 
2. 自理與發展能力

3. 行為規則 
4. 學習態度 

 



 30

續表 2-1 
兒童生活適應向度分類 

2005 劉貞誼 推動搖籃的手－混齡班

幼兒學校生活適應之行

動研究 

幼稚園幼兒 1. 自理能力 
2. 常規適應 
3. 社會人際互動 

2006 呂淑芳 家長參與幼兒入園準備

及幼兒在幼兒園適應之

相關研究 

幼稚園幼兒 1. 正向情緒表現 
2. 同儕相處能力 
3. 作息適應 
4. 正向社會行為 
5. 自我能力 

2006 徐玉梅 外籍母親管教方式與幼

兒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幼稚園幼兒 1. 學習適應 
2. 常規適應 
3. 人際關係 

2006 陳婕玲 全美語學童就讀國小一

年級學習適應之研究－

以北市大安區為例 

國小一年級學生 1. 學習習慣 
2. 學習態度 
3. 學習環境 
4. 身心適應 
5. 社會適應 

 

由以上十八篇研究當中發現，研究主題名稱有生活適應、學校生活

適應、學習適應、學校適應等多樣主題，在名稱上有所差別，進而細探

各主題所界定的適應面向，發現當中之概念是相似的。歸結以上研究發

現，幼兒與小一學生的生活適應的主要可界定為四個面向：(1)學習適應；

(2)人際關係；(3)常規適應；(4)學業表現等。 

本研究以幼稚園幼兒為主要研究對象，統整相關文獻、研究後，採

徐玉梅(2006)之分類方式將「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和「人際關係」列

等為本研究之評量向度： 

1. 學習適應：在幼稚園中的學習能力、活動參與、學習表現、及自理

行為。 

2. 常規適應：在幼稚園中，對於老師訂定的生活規則和教室規定遵守

的情形。 

3.人際關係：指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 

 

伍、影響幼兒生活適應之因素 

幼兒在幼稚園的生活適應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影響？研究者彙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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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後發現，以幼兒、小一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將影響生活適應

的層面主要分為幾個因素：幼兒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等。

分別敘述如下： 

 

一、幼兒個人因素 

(一)性別 

性別決定於遺傳基因，個體的成熟發展、社會環境給予的角色期待

和所處的社會環境不同，造成兩性之間行為的差異(黃悅菁，2003)，影響

個體的生活適應能力。 

歷年來許多的研究欲瞭解男女二者間的適應能力何者為優。徐慕蓮

等人研究發現(呂淑芳，2006；徐慕蓮，1987；黃悅菁，2003；蔡麗霜，

2007)女生生活適應優於男生。有部分以國小中高年級為主要研究對象的

研究中發現，男生與女生之間並無顯著的差異(吳麗卿，2004；黃佳儀，

2003)。 

 

(二)出生序 

出生序會影響個體與家庭間的互動關係，也會影響個體對自我的主

觀認定，而父母對於子女的排行常持有特定的期待，對不同出生序的子

女給予不同的管教，因而出生序與人格發展具有密切的關係(沈如瑩，

2003)。父母對孩子的態度受孩子遵從父母之要求和期望程度所影響，老

大因其所受的訓練和父母親密接近的關係，會比弟妹表現更多遵從父母

期望的傾向，也較受父母喜愛(王鍾和，1995)。 

 

二、家庭因素 

(一)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最被廣為接受之定義為「社經地位乃

根據個人或家庭文化、收入、物質和參與社會團體活動等標準，而決定

其所居之地位。」(陳翠華，1995)。不同社經地位的父母在教養子女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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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對於子女的生活與學習的關注、要求也有所不同。 

徐慕蓮(1987)研究國小新生的學校生活適應情形發現，家庭社經地位

對於學校生活適應的影響最為顯著。王美惠(2005)指出低社經造成家庭資

源的弱勢、教養知識的不足，使照顧者的教養觀念態度錯誤，影響幼兒

的生活適應。呂淑芳(2006)提出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幼兒生活適應具有正向

的預測力。蔡麗霜(2007)研究發現幼兒家庭的社經地位，對於幼兒生活適

應亦有正向顯著影響。 

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幼兒的生活適應具有一定的影響力，林生傳(1976)

提出，家庭社經地位並不會直接對兒童的生活適應產生影響，而是必須

透過其他中介因素，例如父母的價值觀、抱負、管教方式和教養態度等，

對兒童產生影響。因此，社經地位雖與幼兒的生活適應相關，但未必是

影響幼兒生活適應的主要因素。 

 

(二)父母教養行為 

Horn 和 Childre 在 1996 年認為幼兒早期的生活範圍與教養環境都

在家庭中度過，父母的教養態度與孩子將來的適應是有關係的(蔡育琦，

2005)。父母的教養方式意指父母對於管教子女的態度、觀念、作法和期

望，不同的家庭型態、教養行為都會對於孩子的生活適應產生影響。 

王鍾和(1995)將父母管教方式類型分為專制權威、寬鬆放任、開明權

威和忽視冷漠四類，其研究發現父母採用「開明權威」方式，子女表現

行為最佳；採「忽視冷漠」方式，其子女的表現行為最差。徐慕蓮(1987)

研究發現國小一年級的新生父母管教態度較積極，較能給予孩子支持、

鼓勵，其子女較能遵守常規、和同學互助分享，在學業成就上也能有較

好的表現。王美惠(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教養觀念影響照顧者的教養態

度，教養知識不足會形成錯誤的教養觀念，導致孩子產生偏差行為。徐

玉梅(2006)研究外籍母親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之相關，發現外籍母親

採用獎勵的管教方式時，幼兒的生活適應越好；採用處罰的管教方式時，

幼兒的生活適應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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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得知父母的教養行為、管教方式對於幼兒具有深遠的影

響力。正向積極鼓勵的教養、管教方式，能讓幼兒的生活適應有正向的

發展；反之，負面消極忽視的教養、管教行為，則有可能造成幼兒生活

適應上的問題。 

 

三、學校因素 

(一)教師教學行為 

教師在與幼兒相處的過程中，以教學行為為主要部分。教學行為包

括動態的外顯行為和內在的思想觀念兩部分。外顯行為部分，例如師生

間的對話互動；內在的思想觀念，包含教師信念，而教師信念會影響師

生教學互動品質(方淑，1997)。 

林淑玲(1996)研究教師教學行為和幼兒行為問題關係，發現幼兒年

齡、性別和氣質特徵會影響教師的不同教學行為，教師教學行為會受到

男、女生的氣質不同因素影響而有差異。陳俞余(1999)以小一學生為研究

對象進行個案研究，發現教師的教學行為對於個案的學校適應具有影響

力。 

幼兒在幼兒園的生活離不開教師的安排，因此教師扮演幼兒在幼兒

園的重要角色，扮演著能使幼兒安心的同伴及代理父母照顧者的角色(林

翠湄，1995)。因而，幼兒的學校適應受到教師的影響極深。 

 

(二)師生關係 

幼兒從家庭進入幼兒園，開始接觸來自不同背景的人，教師是幼兒

在幼兒園中最常接觸的人。在師生互動的歷程中，教師和學童維持良好

的互動關係才有利於學習(吳新華，1993)。Birch 和 Ladd (1997)以幼兒園

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師生關係與學校適應的關係，發現師生關係和學童

的學校生活適應為正相關。 

良好的師生關係，可使幼兒的內心對教師產生安全感，並且願意信

任教師，雙方能有較多良性的雙向互動，如此，幼兒園便會成為家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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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第二個能讓幼兒適應之場所。 

歸結本節前述，適應是個體跟環境彼此交互作用的結果。當環境產

生變化時，個體為了能順利的繼續生存，自身會尋求改變與環境相互配

合，呈現平衡的狀態，且保持彈性能隨時改變。幼兒生活適應指幼兒從

家庭進入學校後，因應環境的改變，幼兒必須尋求改變與幼稚園環境相

互配合，取得與幼稚園環境和諧平衡的關係。幼兒自身的性別和出生序，

家庭的社經地位、父母教養行為，學校教師教學行為和師生關係，對於

幼兒生活適應都產生影響力。 

 

 

第四節 家長親職態度與幼兒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態度係指一個人的認知、情感和行動。家長的親職態度代表在擔任

父職與母職角色時，所展現的親職認知、情感和行動。陳富美(2005)發現

父母的教養行為會影響孩子的生活適應，而孩子展現的生活適應又會再

影響父母的親職效能感。親職效能感的提升有助改善父母的教養行為，

讓父母自覺自己扮演角色之重要性，培養正確的親職態度。 

影響父母親職態度表現最直接的方式為教養行為和管教方式，有許

多的研究均指出父母的教養行為和管教方式，對於幼兒生活適應會產生

直接的影響力。 

研究者整理父母親職態度和幼兒生活適應相關文獻，發現以「管教」

或「教養」為主題之碩博論文自 1960 年至 2007 年共計 453 篇，其中涉

及「幼兒」為主題之論文共計 21 篇；以「幼兒」和「適應」為主題之碩

博論文自 1998 年至 2007 年共計 11 篇；以親職教育態度為主題之碩博論

文自 1980 年至 2005 年共計 5 篇(相關論文詳見附錄 1)。以下就父母親職

態度與幼兒生活適應相關研究分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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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家長親職態度相關研究 

    研究者搜尋相關文獻，歸納影響家長親職態度的因素如下述： 

 

一、性別 

在親職教育的認知方面，母親認知表現較父親正向(劉育仨，1991)，

學校舉辦的親職教育活動，大多由母親參與(曾春霞，1999)。顯示母親對

親職認知高於父親，且參與學校親職活動也多由母親參與。 

 

二、年齡 

在親職認知方面，三十歲以下的家長對於親職教育的認同度較高(劉

育仨，1991)。年紀較輕的幼兒母親則希望能透過親職教育獲得「幼兒教

育方法」、「幼兒身心發展」、「親子溝通與調適」等相關資訊(徐貴蓮，

1994)。年紀較輕的家長在親職教育方面的認同度與需求均高於年長者。 

 

三、教育程度 

家長的教育程度高者，對於親職教育認知越正向，小學學歷家長認

知程度低於高中職家長(馮潔瑩，2002)。學歷越高的家長對於學校舉辦的

親職活動滿意度也越低(曾春霞，1999)。且父親教育程度高者父職表現也

越好(李慧美，2003)。學歷在大學、四技、二技以上的父親，父職參與的

情形也越高(王致善 2007；傅稚暉，2007)。但教育程度較低的父母則希

望藉由親職教育獲得「幼兒教育方法」、「幼兒身心發展」、「親子溝通與

調適」等相關資訊 (徐貴蓮，1994)。顯示教育程度影響家長的親職教育

認知，且父親學歷在大學、四技以上者，父職參與度高，表現也越好。 

 

四、社經地位 

父職參與程度以父親社經地位較高的高於中、低社經地位的父親，

且父職參與的四個層面「生活照顧」、「情感支持、「教育學習」和「自我

實現」中，以「情感支持」的表現較高 (傅稚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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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溝通方式與活動時間 

家長對於學校舉辦親職教育活動，希望學校以「家庭聯絡簿」的方

式與之溝通(曾春霞，1999；劉育仨，1991)，且活動安排的時間選擇在星

期假日白天辦理(馮潔瑩，2002；劉育仨，1991)。 

 

六、需求內容 

家長參加親職教育活動時，多數希望能藉由活動中獲得「幼兒教育

方法」、「幼兒身心發展」、「親子溝通與調適」的相關資訊(徐貴蓮，1994)。

父親對於「幼兒發展與教育」需求層面較母親高(吳翠倩，2006)。影響家

長參與的動機為「增加親職知識」、「覺得有需要」、「追求自我滿足達成

終生學習的目標」、「增進家庭幸福」和「增進身心健康」 (張淑芬，2002)。

顯示家長在教養子女的過程中，最為缺乏的為「幼兒的發展與教育」和

「親子溝通技巧」的相關知識，父母在自覺需要增加相關知識時，參與

活動的動機便會增加，主動的參與學校活動。 

Gürsoy 和 Biçakçi(2007)研究幼兒母親有無就業的親職態度看法，發

現母親有就業親職態度看法較無就業母親良好，特別在如何「關懷」和

「處罰」孩子時，她們更容易意識到自己的親職角色為何；子女的性別

對母親的親職態度亦產生影響。 

歸結影響家長親職態度之因素，母親對親職認知優於父親，且參與

學校親職活動也多為母親；年紀較輕的家長在親職教育方面的認同度與

需求均高於年長者；教育程度影響家長的親職教育認知，且父親學歷在

大學、四技以上者，父職參與度高，表現也越好；家長在教養子女的過

程中，最為缺乏的為「幼兒的發展與教育」和「親子溝通技巧」的相關

知識，父母在自覺需要增加相關知識時，參與活動的動機便會增加，主

動的參與學校活動。因而，性別、年紀、教育程度、需求…等因素，讓

家長的親職態度有所差別，所以研究者欲針對影響家長親職態度之因，

深入瞭解家長的親職態度是否會因上述因素對幼兒幼兒園生活適應產生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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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幼兒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研究者搜尋相關文獻，歸納影響幼兒生活適應的因素如下述： 

一、年齡 

蔡育琦(2005)研究初次入學之幼兒園所生活適應及其相關因素，發現

不同年齡的初次入學幼兒，在整體園所生活適應與各層面的表現，五歲

幼兒的表現優於三、四歲幼兒，而表現情形以「人際互動」最好，「行為

規則」的表現較差。 

 

二、性別 

性別不同也影響幼兒幼兒園生活適應，相關研究發現女童的適應情

況較男童好(呂淑芳，2006；徐玉梅，2006；蔡麗霜，2007)。 

 

三、家庭社經地位 

相關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對幼兒生活適應產生影響，家庭社經

地位高的幼兒生活適應情形較社經地位低的幼兒良好、正向(呂淑芳，

2006；蔡麗霜，2007)。顯示家庭的社經地位較高，能給予幼兒較為穩定

的生活，所以幼兒生活適應較佳。 

 

四、父母態度 

    母親採用獎勵的管教方式，幼兒的生活適應佳(徐玉梅，2006)。家長

參與幼兒入園準備越多，幼兒幼兒園適應情況也會比較良好(呂淑芳，

2006)。 

 

五、父母職業 

    蔡麗霜(2007)研究發現母親職業為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的幼

兒，其生活適應優於母親職業為技術工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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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面臨的適應問題 

    幼兒在幼兒園適應，入學的第一學期在「挑食的飲食習慣」、「聽與

說方面理解能力的缺乏」、「適應新環境的陌生焦慮」的適應問題較為明

顯(劉貞誼，2005)。 

王美惠(2005)以外籍配偶家庭幼兒為個案，研究其學校生活適應情

形，發現個人和善的人格特質有助學校適應、老師的教學行為有助學校

適應、家庭與學校聯繫較少會不利學校適應。林雅婷(2005)以外籍配偶子

女對個案，研究其在幼兒園的生活適應情形，分析影響個案幼兒園生活

適應之因素可分兩個層面探討：(一)家庭層面：家長參與、父母教養方式、

父母的教育期待、母親中文能力、家庭支持系統、家庭學習資源；(二)

幼兒園層面：教師對外籍配偶子女的看法、親師互動與同儕。 

從以上可以歸結出幼兒在幼稚園的生活適應會因為幼兒的性別、年

齡、家庭社經地位、家長職業而有所差異。家長對於幼兒入園前有較多

參與和準備，對於幼兒幼兒園的生活適應也會有較正向的影響。 

 

參、家長親職態度與幼兒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針對本研究所欲探討的兩個變項，從相關的碩博論文尋找相關研

究，發現並無直接探討家長親職態度與幼兒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研究

者擴大範圍探討父母管教、教養方式和學童生活適應相關之論文，因此

整理相關文獻如下： 

李雅芳(2005)研究國小高年級學童父母管教方式和生活適應的相關

研究，將學童生活適應分為：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同儕適

應、整體生活適應等構面。在「個人適應」和「同儕適應」部分，父母

採「開明權威」管教方式，學童適應最佳；採「專制權威」管教方式，

學童適應最差。在「家庭適應」部分，父母採「寬鬆放任」和「開明權

威」管教方式，學童適應最佳；採「忽視冷漠」管教方式，學童適應最

差。在「學校適應」部分，父母採「開明權威」管教方式，學童適應最

佳；採「忽視冷漠」管教方式，學童適應最差。在「整體生活適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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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父母採「寬鬆放任」和「開明權威」管教方式，學童適應最佳；採

「忽視冷漠」，學童適應最差。 

沈美秀(2005)研究國小學童親子互動關係與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將

學童生活適應分為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人際適應四個構面，

發現高父子互動關係和高母子互動關係的學童在各個適應構面優於中、

低父子與母子互動關係。顯示親子互動越好的學童，其生活適應越好。 

陳德嫺(2007)研究父母管教方式對國小高年級學童生活適應之影

響，將學童生活適應分為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同儕適應和

整體生活適應等層面。發現在生活適應各個層面，父母親採取開明權威

管教方式，其子女的適應情形明顯優於忽視冷漠的子女。 

井敏珠(2007)研究新移民之子學習生活適應與外籍家長親職教育，發

現父子關係「普通」時，母親為台灣籍與大陸籍的幼兒「行為表現」適

應較東南亞籍者良好。 

    歸結前述，發現在父母的管教方式對於學童的影響，當父母採開明

權威管教方式時，學童生活適應較佳；親子關係互動良好，學童的生活

適應也會越好。而國外學者 Anderson 和 Minke(2007)指出父母參與子女

學校教育，對於子女的學習有正向的影響力。可知父母扮演著幼兒在校

生活適應的重要角色。若將此結論類推至幼兒園，是否家長的管教方式，

也同樣的對幼兒生活適應產生影響力？所以，研究者想更深入的瞭解父

母親職態度與幼兒幼兒園生活適應之關係，期望能從研究中獲得更肯定

的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