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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顯示自民國 85 年起，台灣男性娶非本國籍的女性組

成家庭的比率逐年增加，到了民國 93 年，台灣約有 22.33%的男性娶大陸及

東南亞籍女性。當這些外籍新娘成為外籍母親後，隨即而來要面對的是管教

子女的問題。家庭是幼兒最早社會化的場域，幼兒像海棉一般不斷的吸收所

經歷的一切，在外籍母親的家庭中，母親為幼兒主要的照顧者，因此幼兒行

為又直接受母親管教方式潛移黙化的影響。一些的研究指出由於外籍母親自

身帶著原國文化的價值觀，又因語言隔閡而容易與夫家的觀念不同而產生管

教上的困難（吳秀照，2004；許春惠，2004）。然而，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

方式如何？是現今在台灣外籍母親家庭日益增多的同時，值得關注的議題。 

 

過去國內外以母親管教幼兒方式的研究相當豐富（魏惠貞，1985；林

惠雅，1995；Solis, R. Pedro , Fox , Robert A .,1996；吳承珊，2000；

Pablo, Bonnie ＆ Robert, A. F.,2002；陳若琳，2002；陳富美，2002；

莊雪芳，2004）。而國內探討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研究卻不多，僅包括對外

籍母親教養信念的探討、教養量表的初探（羅美紅，2005；莊麗玉，2005）

及數篇初步探討外籍母親教養幼兒的相關議題，其討論的面向側重以外籍母

親生活適應情形為主，進而引起在養育及教育上的困境，較少言及管教幼兒

的方式（吳照秀，2004；陳雅鈴，2004；張齡友，2004；葉郁菁，2004；李

湘凌、洪瑞楓，2004），因此，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議題更值得探討。本研

究想聚焦及深入的探究外籍母親在日常生活中對幼兒表現出行為後所作的

反應是採用何種管教方式？此外，且在研究方法上，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中，

均以外籍母親為受訪者，發現她們採用處罰、積極或放任的管教方式，此種

以外籍母親的觀點看管教方式而忽略以幼兒的角度來覺知母親的管教方

式，較無法呈現母親管教方式的實際面貌。本研究想透過外籍母親家庭幼兒

之覺知，來瞭解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然而，近年來在台灣的外籍母親

家庭不斷的增加，由於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深受家庭成員背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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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首要動機，先調查外籍母親家庭的概況，以作為來瞭解現今

台灣社會中，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的基礎。  

 

 根據一些與管教方式相關的實證研究指出，母親在管教幼兒時會採用的

管教方式，受到自身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及幼兒人口變

項（性別、手足數）的影響。 

 在幼兒人口變項與管教方式的相關研究中發現，母親對不同性別幼兒採

用的管教方式，在國內外研究中尚未有一致性的結果。大部分的研究發現，

對兒子採取處罰的機率比女兒高，對女孩則有較溫暖和親密的表現（陳姣

伶，1995；王鍾和，1975；Sears et al.,1957），另有研究結果，父母對女

兒的要求明顯高於兒子，對兒子付出較多的情感表達及回饋（鍾鳳嬌，1997；

陳姣伶，1995）。但有些研究結果卻發現，母親管教方式和子女性別之間並

無顯著相關（徐麗湘，1994；黃迺毓，1995；趙宗慈，1987；Solis, R. Pedro , 

Fox ＆ Robert A .,1996；吳承珊，2000;陳如葳，2000；林淑玲，2000；

羅美紅，2005）。 

 在手足數方面，國內研究中針對幼兒手足數與母親管教關係的研究著墨

不多，根據王鍾和（1975）研究指出，家中子女數少的比家中子女數多的父

母，給予較多的獎勵，而家中子女數多的比家中子女數少的父母給予較多的

處罰。 

 由上述的研究討論可以發現，在幼兒人口變項上，性別與管教方式的關

係尚無一致的研究結果，而手足數與管教方式的研究仍有待更多的相關研

究，以發現之間其他可能的結果，且以上二個變項至今均尚無深入以外籍母

親家庭的幼兒為研究對象作探討。此外，本研究所感興趣的變項為幼兒進入

幼稚園的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管教方式的關係，自民國 93 學年度起，教育

部通令各縣市教育局，讓外籍母親的幼兒優先進入公立幼稚園就讀（大紀元

電子報，2004），幼兒接受社會化正式的學習後，所表現出的行為是否會影

響外籍母親管教的方式？因此，外籍母親對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

年數）不同的幼兒所採用管教方式的情形為何？成為本篇研究的第二項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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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親背景變項與管教方式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國內外研究指出年齡不

同的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確實有差異存在，年輕的母親對幼兒多採取

處罰的管教方式、重視行為規範的訓練，關懷幼兒的程度也不如年齡較長的

母親（王春美，2001；Solis, R. Pedro , Fox ＆ Robert A .1996；莊雪

芳，2004）。在針對外籍母親為對象的研究指出，不同年齡的東南亞外籍母

親對於子女的教養信念上有差異（羅美紅，2005）。多位學者指出外籍母親

年輕較無經驗，在管教上遇到的困難較多（吳秀照，2004；吳宗儒，2004），

蕭昭娟（2000）亦認為結婚年齡愈大的外籍母親，教養子女時，比較容易尋

求他人的意見或是新資訊，且由於生活的經驗較豐富，心裡心較成熟，較能

接受孩子個人的特質。 

 而針對育有學齡前幼兒的外籍母親所作研究顯示，不同國籍的母親在管

教上會受到自己國家文化的影響而採用不同的方式對等子女（李湘凌、洪

瑞楓，2004；張齡友，2004；莊麗玉（2005）。然而過去的研究主偏重針對

部份東南亞地區國家的母親作研究，而其他國籍與大陸地區的母親在台灣

的人數亦相當可觀，是否其他國籍的母親亦受文化不同而影響對幼兒的管

教方式？  

 此外，由於國籍的不同，而來自東南亞及大陸地區的外籍母親在通曉中

文程度上有所差異，是否外籍母親語言的隔閡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上會有

所影響？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尚未進行探究。 

 由此可知，目前尚未發現針對不同年齡及通曉中文程度的外籍母親對幼

兒採用管教方式的研究，其間的關係為何？實有探討的必要。且增加更多不

同國籍的外籍母親為變項，探討管教方式則更能呈現管教的全貌則成為本篇

研究的第三項動機。 

 

 在外籍配偶子女中，有 87%的子女為學齡前嬰幼兒（教育部，2004）。

學齡前的幼兒是學習各項能力的關鍵時期，在政府推動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

優先入園後，隨著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進入幼稚園的人數增加，他們生活適

應的情形如何? 過去國內許多的學者，投入較多的心力研究外籍母親國小階

段子女的生活適應情形（林璣萍，2003；鍾文悌，2005；黃雅芳，2005；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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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芳，2005；蔡玲雪，2005；黃琬玲，2005），而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四年九

月底針對分布於全國國小之東南亞籍配偶子女進行「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

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的大規模研究。相較之下，對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

生活適應的關注則明顯不足。然而一些研究指出，外籍母親子女的生活適應

尤其在學習適應方面差異較大，且學業適應不良多發生在一、二年級甚至學

前（蔡榮貴、黃月純，2004；王瑞壎，2004）。由此可知，幼兒若能在學前

強化基本能力，如此才能奠定未來學習及適應的基礎，因此，要解決外籍母

親的子女生活適應的問題，則需要更加重視學前階段幼兒學習適應的情形。

  

 近一、二年來針對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生活適應的相關議題的探討，以

個案研究的方式（吳柏姍，2005；王美惠，2005；林雅婷，2005）或量化方

式的調查，概況的瞭解幼兒在學習能力及人際關係的情形（王瑞壎，2004：

陳碧雲，2004；葉郁菁，2004；楊淑朱、2004），但對於幼兒人口變項（性

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對生活適應的影響則較無深入的研究，或僅止於作

片面提及可能性的關聯，較缺乏實證性的研究。  

 在性別方面，根據過去的研究指出，不同性別的學童在生活適應上有差

異，且女生生活適應優於男生（徐慕蓮，1987；吳淑玲，1998）。在鍾文悌

（2005）的研究指出，外籍配偶子女除了「學習適應」層面外，生活適應會

因性別不同有所差異;但在一些的研究則有不同的結果，發現性別並不會造

成學童學業成就與生活適應的差異（石樹培，1991；黃雅芳，2005）。 

 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手足數、入學年數與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中，僅

吳柏姍（2005）研究指出，幼兒與手足關係會間接的影響其在幼稚園內的生

活適應，且隨著入園時間增加，幼兒的生活適應亦會較佳。本研究根據此結

果進而推估入學年數的多寡可能對幼兒在幼稚園內生活適應有影響。 

 由以上的討論，針對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人口變項與生活適應的關係，

尚未有研究進行探究。因此，本研究想瞭解在人口變項不同（性別、手足數

及入學年）下，幼兒在幼稚園內的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

係）上有何差異？成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第四項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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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nfenbrenner（1986）指出來自兩個不同文化婚姻結合家庭的孩子，

他們可能承受比單一文化婚姻結合家庭的孩子更多負面的壓力，在建立自我

認知方面遭受較大的困難，且由於社會成員的排斥，造成其適應困難及較低

自尊，導致心理適應失調。對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而言，由於母親文化背

景的不同，在生活適應上是否與一般幼兒有所不同？是本研究所想進一步瞭

解的重點。 

 至於外籍母親的背景變項對幼兒生活適應影響情形如何?在外籍母親年

齡方面，根據內政部民國 94 年的調查發現，不同國籍的外籍配偶結婚年齡

有所不同，又以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年齡偏低，因此年齡層不同的外籍母親與

幼兒相處方式或態度上為何？是否進而影響到幼兒在生活適應的情形？ 

 由於不同國籍有著不同的生活及文化，外籍母親在台灣要在與原有國家

的不同生活經驗求得同化或調適，而子女從家庭習得文化及養成習性。而生

長在外籍母親家庭中子女間是否會因為母親國籍的不同而在生活適應上產

生獨特認同方式？ 

 此外，在國內多數的研究發現，外籍母親本身中文程度不佳，影響幼兒

的語言能力，進而影響幼兒的人際關係及學習情形，且由於親師溝通的障礙

而無法改善幼兒的學習困境（陳碧雲，2004；王瑞壎，2004；吳秀照，2004）。

在家庭親子互動上，王瑞壎（2004）的研究指出，父母彼此在語言溝通的障

礙，幼兒會模仿家庭成員互動模式，並以此方式與同儕相處，結果可

能產生人際關係不佳的狀況。且由於在台灣的外籍母親來自不同的國

家，在通曉中文能力上亦有所不同，對採用管教方式是否有影響？值得進一

步探究。 

 由上述討論可以發現，針對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

程度）對幼兒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關係，目前尚

未有研究作進一步探討，成為本篇研究的第五項動機。 

 

 根據過去張齡友（2004）的研究指出，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嚴格、要求

獨立的管教方式，則幼兒在學習及日常表現會出現具領導性格、佔有慾高、

分享性低、對於學習的表現較為計較。若母親採用過度呵護子女，則導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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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活自理能力不足及個性上的倔強（盧秀芳，2004）。由此可知，外籍母

親採用管教方式會對幼兒的行為表現產生直接的影響，並且反應在學習、常

規及人際關係上。由於目前針對外籍母親採用不同的管教方式（獎勵、處

罰），以瞭解對幼兒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影響之

相關研究很少，因此，增加此方面的探究是本研究的第六項動機。 

 

在過去的研究中，雖然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對幼兒的生活適應有明

顯的影響（陳碧雲，2004；王瑞壎，2004；吳秀照，2004），但外籍母親通

曉中文程度與她們採用不同的管教方式是否會交互影響幼兒的生活適應？

關於這些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尚未發現有學者探討相關的議題，因此成

為了本篇研究甚感興趣的研究第七項動機。 

此外，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及採用之管教方式等相關變

項是否能有效預測幼兒生活適應？則成為本研究亟欲探討的第八項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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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所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 

一、瞭解外籍母親家庭的概況。 

二、瞭解外籍母親對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之幼兒，採

用管教方式的差異。 

三、 瞭解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之外籍母親，採用

管教方式的差異。 

四、 瞭解在外籍母親家庭中，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

之幼兒生活適應的差異。 

五、 瞭解外籍母親的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幼兒

生活適應的差異。 

六、 探討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獎勵、處罰）不同，幼兒生活適應的差

異。 

七、 探討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採用管教方式不同時，幼兒生活適應的

差異。 

八、 瞭解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及採用之管教方式對幼兒生活

適應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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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外籍母親對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的幼兒，採用管

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二、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

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在外籍母親家庭中，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的幼兒

生活適應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幼兒的生活適

應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獎勵、處罰）不同，幼兒的生活適應是否有顯

著差異存在？ 

六、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不同，對幼兒生活適應是否有顯

著差異存在？ 

七、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及採用之管教方式等相關因素是否能

有效預測幼兒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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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設 

 為解答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一、外籍母親對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的幼兒，採             

 用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1-1 外籍母親對不同性別的幼兒，採用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1-2 外籍母親對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採用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1-3 外籍母親對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採用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二、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管教 

 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2-1 年齡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2-2 國籍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存在。 

 2-3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三、在外籍母親家庭中，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的     

    幼兒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3-1 在外籍母親家庭中，性別不同的幼兒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3-2 在外籍母親家庭中，手足數不同的幼兒生活適應顯著有差異存在。 

 3-3 在外籍母親家庭中，入學年數不同的幼兒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四、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之幼兒的生

 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4-1 外籍母親年齡不同之幼兒的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4-2 外籍母親國籍不同之幼兒的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4-3 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之幼兒的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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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獎勵、處罰）不同，幼兒生活適應有顯著

 差異存在。 

 5-1 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幼兒的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5-2 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幼兒的生活適應有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六、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不同，幼兒生活適應有顯著

  差異存在。 

假設七、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及採用管教方式等相關因素能 

 有效預測幼兒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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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為使本研究中對於相關變項探討與分析，茲將本研究中重要名詞釋義如

下： 

一、 幼兒 

 本研究的幼兒係指台灣地區（不含離島）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且就讀於

台北縣市公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的中、大班幼兒。 

 

二、 外籍母親 

 本研究所指的外籍母親，是來自大陸及東南地區包括印尼、越南、菲律

賓、東埔寨、泰國，緬甸等國籍的女性，與台灣男子結婚後育有學齡前階段

的子女。  

 

三、 外籍母親管教方式 

 本研究指的外籍母親管教方式，是外籍母親管教子女日常生活行為所採

取的方式及表現出的認知、情感與態度。 

 在本研究中，係以自編之「母親管教方式量表」上的得分數，作為外籍

母親家庭的幼兒所知覺母親管教方式的操作型定義。「母親管教方式量表」

包括「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及「母親處罰管教方式」二個分量表，分別為幼

兒日常行為表現後，母親會採取「獎勵」或「處罰」兩種類型的管教方式。 

 分量表的計分方式為施測者問幼兒，在各項生活情境題中，幼兒在行為

表現後，母親有無作出回應。該題中，母親有回應則得一分，若無回應則得

零分。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中，計分為 1~6 分，得分越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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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知覺母親愈常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而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中，

計分為-1~-4 分，得分越低，代表幼兒知覺母親愈常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四、 生活適應 

 本研究生活適應係指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幼稚園所表現出的學習態

度、基本能力、生活常規及人際關係上與同儕、老師相處互動的情形。 

 在本研究中，係以自編之「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所得的分數為操作型

定義。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此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其在幼稚園生活適應較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