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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文獻進行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外

籍母親管教方式；第二節、幼兒生活適應；第三節、外籍母親管教方式與幼

兒生活適應。 

第一節   外籍母親管教方式 

一、 外籍母親家庭在台灣的現況 

（一） 外籍母親 

 根據內政部資料統計顯示，民國93年大陸及東南亞外籍新娘人數占全國

總結婚之新娘人數22.33%，也就是去年結婚中有五分之一的男子娶外籍新

娘。而在外籍新娘的人數，又以東南亞外籍新娘人數最多，在民國90年至民

93年人數比由9.31%攀升至13.3%（表2-1-1）。根據外交部領事事務局核發東

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從民84年到93年的數據指出，以越南占最多，其次依

序為印尼、泰國、菲律賓。（外交部領事事務局，2005）。 

 

表 2-1-1、按國籍區分結婚之新郎與新娘人數 

新郎人數按國籍分 新娘人數按國籍分 年  別 

總  計 本國 大陸

地區 

港澳

地區 

東南亞

地區

其他 總  計 本國 大陸 

地區 

港澳

地區 

東南亞

地區

其他

90 年 167,157 163,892 848 156 760 1,501 167,157 124,973 26,198 140 15,570 276

91 年 173,343 168,886 1,609 169 977 1,702 173,343 128,500 27,626 141 16,746 330

92 年 173,065 167,160 2,926 147 1,081 1,751 173,065 124,665 31,183 170 16,600 447

93 年 129,274 126,171 215 141 939 1,808 129,274 99,846 11,671 169 17,198 390

90年(%) 100.00 98.05 0.51 0.09 0.45 0.90 100.00 74.76 15.67 0.08 9.31 0.17

91年(%) 100.00 97.43 0.93 0.10 0.56 0.98 100.00 74.13 15.94 0.08 9.66 0.19

92年(%) 100.00 96.59 1.69 0.08 0.62 1.01 100.00 72.03 18.02 0.10 9.59 0.26

93年(%) 100.00 97.60 0.17 0.11 0.73 1.40 100.00 77.24 9.03 0.13 13.30 0.30

資料來源:內政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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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外籍母親的生育率情形，依內政部戶政司（2005）統計，至民 94

年 10 月底嬰兒之生母國籍為外國籍者占 8.09％，大陸港澳地區者占 4.91

％，本國籍者占 87.％，非為本國籍者合占 13.00％（表 2-1-2）。換言之，

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在 94 年度已達當年度人口出生數之 13％，亦即台灣每 8

名新生兒中，就有 1名新生兒的母親為大陸或外國籍。 

 （二）外籍母親家庭之子女 

 出生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子女，就學齡前人數，依據教育部 94 學年度就

讀公立及已立案私立幼稚園之「外籍配偶子女」人數統計發現，94 學年度

上學期幼稚園實際招收幼生人數為 11 萬 9,825 人，其中「外籍母親的子女」

就讀幼稚園人數為 6921 人，約占總幼生人數的 5.78﹪（全國幼教資訊網，

2005）。若加上公私立托兒所，外籍母親所生之學齡前幼兒人數估計至少有

一萬多人。 

 近年來，受媒體誇大報導而使社會大眾對外籍母親家庭的子女存有刻板

印象，普遍認為外籍母親家庭所生子女在教育及健康情況低落。鐘重發

（2003）指出，外藉母親家庭子女是發展遲緩的高危險群，而外藉母親家庭

出生登記人數    (人)

非婚生

計 已認領 未認領

民國85年 325,545 316,180 9,245 3,254 5,991 120 2.84 37,328 11.47 …
民國86年 326,002 316,396 9,503 3,333 6,170 103 2.92 24,276 7.45 …
民國87年 271,450 262,081 9,294 3,186 6,108 75 3.42 13,520 4.98 5.12
民國88年 283,661 274,495 9,083 3,430 5,653 83 3.20 12,669 4.47 6.05
民國89年 305,312 295,294 9,952 3,977 5,975 66 3.26 14,049 4.60 7.61
民國90年 260,354 250,858 9,433 3,882 5,551 63 3.62 13,223 5.08 10.66
民國91年 247,530 238,521 8,945 3,415 5,530 64 3.61 11,764 4.75 12.46
民國92年 227,070 218,978 8,030 1,846 6,184 62 3.54 10,648 4.69 13.37
民國93年 216,419 208,471 7,887 1,445 6,442 61 3.64 13,136 6.07 13.25
1-10月 175,676 169,188 6,434 1,143 5,291 54 3.66 10,340 5.89 13.40

民國94年

1-10月 169,040 162,178 6,832 1,263 5,569 30 4.04 13,034 7.71 13.00
較上年同期增減

(%)
-3.78 -4.14 6.19 10.50 5.25 -44.44 (1) 0.38 26.05 (1) 1.82 (1)-0.40

資料來源：本部戶政司。

附　　註：(1)指增減百分點。

　　　　　(2)戶籍法規定之戶籍登記申請期限，於86年5月起由15日修正為30日。

　　　　　(3)本表數據係按登記日期統計。

生母為大陸

港澳地區或

外國籍者比

率(％)

表一、戶籍登記之出生登記狀況統計

逾期申報

出生登記

人數(3)

占出生登

記比率

(％)

年 (月) 別
合計 婚生

非婚生占

出生比率

(％)

棄嬰或

無依兒童

表 2-1-2 戶籍登記之出生登記狀況統計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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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女發展不利在於 1.外藉母親家庭大都是經濟的弱勢族群 2.外藉母親家

庭是教育文化的弱勢族群 3.外藉母親家庭子女是疾病及遺傳障礙的高風險

族群 4.外藉母親語言溝通不良、生活適應問題難以擔任幼兒發展協助者。

然而，根據民國 94 年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外籍孕產婦及其出生通報現況」

調查，自民國 91 年至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出生通報資料分析發現，外籍母

親的子女無論在活產數、死產數、出生體重、出生週數、有無缺陷等項目上，

都較台灣籍母親所生者低。並指出可能是因為外籍母親的年齡，普遍比台籍

母親年輕，在身體狀況較好下，新生兒出生的健康情形自然會比較好。調查

同時發現，由於外籍配偶多半沒有工作、專心在家帶小孩，親子互動時間也

比台籍母親多（立報，2005）。因此，外籍母親家庭子女的發展並無較差，

而社會看待他們的觀點則有待調整。 

  

 總之，根據上述的資料可以發現，在台灣的外籍母親人數近幾年來大量

的增加，在夏曉鵑（2002）訪視外籍家庭時，發現95%以上的夫妻在婚後第

一、二年就有小孩，因此孕育下一代新生兒人數也相對的成長。近年由於外

籍母親家庭的幼兒進入幼稚園就讀，從幼兒的行為表現浮現出父母管教子女

的問題。外籍母親自身要適應在台灣與原生國家不同的生活規範，又要擔負

起管教子女的重責，而管教方式深受原有思想、背景、文化因素影響，在管

教子女的觀念或作法相較於一般家庭是否潛伏著較多的問題，亦或是投入更

多的心思管教子女，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 

 （一）管教方式的意義 

 對學齡前幼兒而言，幼兒正值學習模仿的階段，許多動作或語言來自於

生活週遭的學習，父母在家庭中透過對子女管教的態度與行為，傳遞其內在

的價值觀，然後反映在其人格與社會行為中（Maccoby,1983）。由於外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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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是家庭中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因此外籍母親對幼兒所採用管教方式將直接

影響到幼兒日常生活的行為表現。在目前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相關研究，較

多以個案訪談的方式或由探討外籍母親生活適應情形片面的談到教養的議

題，且各學者的研究結果也呈現很大的差異，因此，本研究認為外籍母親對

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可作進一步深入的探究。 

過去在國內外的文獻中，探討父母管教方式時，學者依其觀點的不同

而提出不同的主張，以下分別整理學者的定義: 

表2-1-3  管教方式的定義 

 

年代 學者 定義 

1983 Maccoby ＆ 

Martin 

提出以反應及要求作為評量父母管教方式的指標，

「反應」指的是父母親對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的

支持與鼓勵，而「要求」指的是父母對子女生活作息

或行為表現的規定與限制 

1986 楊國樞 父母管教子女的方式包含態度層次及行為層次兩方

面，其中態度層次指父母在教養或指引子女時所持有

之相關認知、情感及行為的意圖；至於行為層次則是

指父母在訓練或教養子女時，所實際表現出的行動或

作法。前者可統稱為管教態度，後者則稱為管教行

為。 

1992 王珮玲 教養方式即為父母管教子女的行為。 

1993 Darling ＆

Steinberg 

父母的管教方式包含了父母的態度、行為、及非口語

的情感表達，而父母管教方式也是親子互動的具體表

現方式之一。 

1993 王鍾和 管教方式是父母所採用之管教子女生活作息及行為

表現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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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年代 學者 定義 

1995 黃迺毓 教養方式是父母的教養信念、實際的教養表現及對子

女的要求、期望等。 

2000 Coleman ＆

Karraker 

認為父母管教方式是包含了行為、情感及認知等多種

成分所構成的複雜向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對於管教方式，緃使國內外學者所給予不同定義，但大致上

均指出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對待子女的行為、方式及信念，父母會根據所抱

持的認知、價值觀產生其管教態度，透過與子女的互動並將其管教態度轉換

成管教行為。由於外籍母親在管教方式上會受到原國的文化的價值觀影響，

因此，根據所歸納管教方式的意義，本研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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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態度作為操作型定義。 

 

  （二）管教方式的類型 

 在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父母管教方式的類型是依向度作區分，在過去19

篇研究中父母對幼兒管教方式的類型，大體上可以分為單向度、雙向度及多

向度。至於外籍母親管教幼兒所採取的類型，目前尚未有研究作詳盡的探

討，因此，本研究先就父母對幼兒採取管教類型作統整如下表2-1-4，並作

為本研究選取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管教方式類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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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4 父母對幼兒管教方式的類型 

 

年代 學者 測驗工具 填答對象 管教類型 

1975 王鍾和 自編8張不同生

活 情 境 的 圖

片，4張為父母

獎勵的教養態

度及4張為父母

處罰的教養態

度 

大班幼兒填答1.獎勵 2.處罰 

1985 江淑惠 父母教養態度

問卷 

大班幼兒的父

母填答 

1.積極2.民主3.關懷 

1985 魏惠貞 母親教養態度

問卷 

中、大班幼兒

的母親填答 

 

1.保護 2.精神懲罰 3.拒絶

4.寬鬆 5.精神獎勵 6.命令

7.物質懲罰 8.愛護 9.忽視

10.物質獎勵 

1987 趙宗慈 

 

父母紀律方式

問卷 

大班幼兒的父

母填答 

1.誘導型2.權威型3.收回

關愛型4.放任型 

1992 王珮玲 父母教養方式

問卷 

大班幼兒的父

母填答 

1.保護2.精神懲罰3.拒絕

4.精神獎勵5.命令6.物質

懲罰7.愛護8.忽視9.物質

獎勵 

1994 徐麗湘 父母教養方式

問卷 

大班幼兒的父

母填答 

1.民主權威2.專制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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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年代 學者 測驗工具 填答對象 管教類型 

1995 林惠雅 父母教養行為

問卷 

大班幼兒的父

母填答 

 

1.情感2.尊重3.鼓勵獨立自

主4.控制5.不一致6.處罰7.

過度保護8.拒絕9.他人取向

10.獎勵 

1995 黃逎毓 

 

CRPR問卷 

 

 

大班幼兒及 

小一兒童的 

父母作答 

1.權威2.民主3.保護4.支持

1996 Solis, 

Pedro, 

Fox ＆

Robert. 

PBC 量表 1-5 歲幼兒的

母親。 

1.發展的期望 

2.語言或身體處罰 

3.積極互動的培育 

2000 林淑玲 PCR問卷 幼 稚 園、 中

學、高中職及

大專生父母填

答 

1.消極2.積極3.寬鬆 

2000 吳承珊 母親管教方式

量表 

大班幼兒的母

親填答 

1.專制權威2.寬鬆放任3.開

明權威4.忽視冷漠 

2000 林惠雅 觀察法 觀察大班的幼

兒及母親 

1.接受幼兒2.協商討論3.說

明示範4.指示制止5.讚美鼓

勵6.負向處罰7.忽略幼兒 

2002 陳若琳 教養問卷 

 

1-5歲半的幼

兒的父母 

1.慈愛溫暖2.紀律管教3.管

教的一致性4.社會環境的經

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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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年代 學者 測驗工具 填答對象 管教類型 

2001 王春美 父母教養行為

問卷 

幼兒的父母 1.關懷型2.控制型3.鼓勵

獨立自主尊重型 

2002 Pablo, 

Bonnie, 

＆Robert. 

Parent 

Behavior 

Checklist量表

幼兒的位母親

 

1.發展的期望 

2.語言或身體處罰 

3.積極互動的培育 

2001 陳若琳 教養問卷 

 

幼兒的母親 

 

1.溫暖鼓勵2.紀律管教3.

主動與變化環境 

2002 陳富美 教養行為問卷 

 

3-6歲幼兒的

母親 

1.權威教養2.民主教養3.

放縱教養 

2003 邱郁雯 父母親管教態

度量表 

4-6歲幼兒的

父母 

1.監控、監督2.缺乏管教原

則 3.懲罰4.敏感度、正向

回應5.負向教導6.成就期

望 

2004 莊雪芳 母職角色信念

及教養方式量

表 

幼稚園、中學

及高中職的母

親 

1.關懷型2.控制型3.鼓勵

獨立自主、尊重型 

2005 莊麗玉 M-CRPR 問卷 3-12 歲子女

的印尼籍母親

1.限制（包括:處罰）2.支

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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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整理中，可以發現過去學者在探討父母對幼兒採用管教方式上

使用較多的類型依序為處罰、權威、獎勵，就以探討母親管教幼兒的 9篇研

究中，有 5篇均採用處罰或獎勵為管教方式的類型（魏惠貞，1985；林惠雅，

1995；Solis, R., Pedro, Fox ＆ Robert, A., 1996；Pablo, G. C., Bonnie, 

C. N., ＆ Robert, A. F. ,2002；莊麗玉，2005），也就是在過去管教方

式的類型中，處罰及獎勵被多為學者視為主要的管教類型（魏惠貞，1985；

林惠雅，1995；王佩玲，1994； Solis, R., Pedro, Fox., ＆ Robert, A., 

1996；Pablo, G. C., Bonnie, C. N., ＆ Robert, A. F.,2002；邱郁雯，

2003：莊麗玉，2005）。由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幼兒，因此處罰與獎

勵對幼兒而言較符合幼兒生活經驗的理解，也就是幼兒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

行為後，母親所作出的反應。且王鍾和（1975）以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幼

兒所知覺父母教養方式時，曾提出處罰與獎勵二類型，與本研究取向以幼兒

為研究對象較相近。因此，筆者亦以獎勵與處罰二種類型作為探究母親對幼

兒採用之管教方式類型。 

 此外，筆者在統理過去的管教方式時發現，由於母親是幼兒的主要照顧

者，因此以母親填答者居多，但若自父母的角度去詢問他們是如何管教幼兒

時，最讓人擔憂的是會依社會期許去作答而失去自己真實的管教方式。過去

鮮少學者以幼兒為受測對象，僅王鍾和（1975）以自編情境設計的圖測量表，

從幼兒的角度去瞭解他們所知覺之父母平日的管教方式。張靜文（2004）曾

歸類與分析台灣近二十年在幼兒階段親子教養的研究，提出探討父母管教時

應將幼兒的聲音考慮進去，也就是幼兒所認知的管教方式為何?因此本研究

想從幼兒的角度去瞭解母親管教的方式。換言之，瞭解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

中幼兒所知覺之母親管教方式為何? 即本篇研究想要探討的動機之一。 

 

（三）影響外籍母親管教方式之因素 

 在探討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那些因素會影響外籍母親採用

之管教方式？過去曾有多篇針對本國籍母親所作的研究發現，現今影響母親

採用何種方式管教幼兒的因素包括：母親的職業、教育程度、家庭的社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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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年齡等（王鍾和，1975；王珮玲，1992；林淑玲，2000；王春美，2001；

徐麗湘，2004）。至於幼兒特質方面則有性別、排行、手足數、年級、氣質、

智力、認知能力等（王鍾和，1975；江雅惠，1984；魏惠娟，1985；趙宗慈，

1987；王珮玲，1994；徐麗湘，1994；黃迺毓，1995；吳承珊，2000;陳如

葳，2000；陳姣伶，1995；Kerstin & Goran,2004；戴立梅，2004）。 但

亦有少數研究發現會影響外籍母親管教方式的因素包括：母親年齡、國籍、

教育程度及幼兒的性別（羅美紅，2005）。分別歸納如下： 

 

1、母親方面 

 在外籍母親背景變項中，筆者較有興趣的為母親年齡、國籍及通曉中文

程度方面。以下就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統整分述如下: 

（1）年齡 

 在過去國內外的研究中發現，母親年齡的不同，在管教上採用的方式也

不同，王春美（2001）研究發現，母親的年齡在 46-50 歲之間對子女的關懷

程度最高，25 歲以下的母親對子女的關懷程度最低。Solis, R., Pedro, Fox, 

＆ Robert, A.,（1996）研究發現，年輕的母親相較於年長的母親對待幼兒

採用較多的言語或身體的處罰，使用積極的管教方式促進幼兒心理成長的情

況則較低。莊雪芳（2004）針對有幼稚園、中學、高中職子女的母親研究，

發現在教養方式上愈年輕的母親愈重視孩子的行為規範及訓練。 

 至於不同年齡的外籍母親，對幼兒所採用的管教方式是否有所不同？羅

美紅（2005）以學前幼兒及小學兒童的外籍母親為研究對象，發現不同年齡

的東南亞外籍母親，對於子女的「自我能力」層面與整體的教養信念上有差

異。但在研究中並無分別探討不同年齡的外籍母親對不同年齡階段的孩子在

教養信念上是否有差異，因此尚無法瞭解不同年齡的外籍母親對幼兒的教養

信念上是否有差異？由於外籍母親教養信念會直接影響對幼兒採用的管教

方式，因此本研究擬對不同年齡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作更進一步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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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內政部（2005）統計數據指出，民 94 年本國人與大陸籍配偶結婚

平均年齡為 28.2 歲，且以 20-29 歲的年齡層居多，與東南亞籍配偶結婚平

均年齡為 22.6 歲，主要集中在 15-24 歲。因此，東南亞母親擔任母職的年

齡可能較年輕，而年齡不同是否會影響她們採用之管教方式？蕭昭娟（2000）

研究指出，結婚年齡愈大的外籍母親，在思想、心理上都較為成熟，面對婚

姻婆媳等問題時往往也以較成熟、理性的態度處理。面對教養子女時，比較

容易尋求他人的意見或是新資訊，且由於年齡大的外籍母親生活的經驗較豐

富，心裡心較成熟，較能接受孩子個人的特質。而吳秀照（2004）與吳宗儒

（2004）都均指出許多外籍母親多半是年齡輕輕就擔任母職，在身心準備尚

未充分、缺乏子女養育經驗下，常會因與公婆的教養看法不同而發生爭執。 

 綜上所述，不同年齡的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是不同的。年輕的母

親對幼兒的管教多採取處罰的方式、重視行為規範的訓練且關懷幼兒的程度

也不如年齡較長的母親。由於過去針對外籍母親所作的研究中，多位學者僅

指出外籍母親年輕較無經驗，在管教上遇到的困難較多，較無深入的探究不

同年齡的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管教方式的情形，因此，本篇研究以此作為的

主要動機之一。 

 

  （2）國籍 

 不同國家有著不同的文化，外籍母親身處於台灣社會中，必然將面對與

其原生國家文化差異的衝擊。而不同國籍的母親，對子女採取的管教方式

是否受其本身國家文化的影響而有所差異？在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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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自己國家文化的影

響。李湘凌、洪瑞楓（2005）訪談越南籍母親，其管教孩子的方式採放任

態度，而張齡友（2004）研究指出柬埔寨籍母親對子女的管教則是深受母

國威權管教的影響。莊麗玉（2005）則是發現，較多數的印尼籍母親對子

女的管教方式是監督態度，而有些印尼籍母親採取放任其發展的態度。 

 由上述的研究可知，過去的研究主要針對東南亞地區部份國家的母親作

訪談，而其他國籍及大陸地區的母親在台灣的人數亦存在不少，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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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為國籍之變項可再擴充，以瞭解更多不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管教學

齡前幼兒情形，是本篇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之一。 

 

（3）通曉中文程度 

 家庭的語言環境對兒童語言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Bossard（1960）

認為母親是影響孩子語言發展的關鍵性人物。魏惠娟（1998）指出，女性在

婚後，如果識字能力沒有提升，會嚴重影響孩子將來的識字水準及學習成

就。由於外籍母親家庭中母親為主要照顧幼兒者，因此，外籍母親通曉中文

程度的情形，直接影響孩子早期的語言發展和學習。 

 因此，外籍母親是否具備中文能力，已成為幼兒語言發展能力的主要條

件之一。然而對於是否會影響對幼兒的管教方式尚無定論。由於國籍的不

同，所使用的語言亦有所不同，而來自東南亞及大陸地區的外籍母親採用的

管教方式是否受其通曉中文程度不同而有差異？是否會因為語言的隔閡而

影響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在過去研究中尚未探討，此亦成為本篇研究

極感興趣的重要項目之一。在本研究中，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的程度指的是

說、聽、讀、寫的能力。評分的方式則是請幼稚園老師根據平日與幼兒的外

籍母親溝通、互動的情形，以 1-5 分表示通曉中文的程度（1-完全不會、2-

略懂、3-普通、4-還好、5-很好）。總得分在 1-5 分表示外籍母親完全不會

中文、6-10 分為略懂、11-15 分為普通、16-20 分為還好、21-25 分為很好。  

 

2、幼兒特質方面 

 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是否會受到幼兒特質影響?筆者對成長於外籍

母親家庭幼兒的特質上，較有興趣的是性別、手足數及入學年數。以下就國

內外相關文獻統整分述如下: 

（1）性別 

母親對不同性別的幼兒所採用的管教方式，在國內外的研究呈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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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 

 國內的研究方面，鍾鳳嬌（1997）研究發現，父母對女兒的要求明顯高

於兒子，但對兒子的回饋溝通卻明顯高於女兒。在陳姣伶（1995）研究結果

顯示，父母對女兒有較高的要求，而對兒子付出較多的情感表達。父母對男

孩的教養強調成就、獨立、責任、競爭及情感的控制，對兒子採取處罰的機

率也比女兒高，而對女孩則有較溫暖和親密的表現。王鍾和（1975）亦在父

母對幼兒教養態度的研究中發現，不論何種社經地位，父母給予男孩的處罰

多於女孩，但子女所得到的獎勵量在性別不同上，則沒有差異存在。魏惠貞

（1985）研究卻發現，母親對待女孩比對待男孩更常持以寬鬆的教養態度。 

 在國外的研究中，Sears, R. R., Maccoby. E. E.,＆ Levin, H.,（1957）

發現男孩比女孩較容易受到父母體罰，女孩則比男孩較容易受到父母讚賞。

Bloch（1979）在跨文化研究中，以不同國家的父母與孩子為樣本，比較父

母自覺及子女所知覺之教養態度，發現父母對待不同性別的子女有很大的差

異。一般父母都強調男孩必須比女孩有更多的成就，對男孩也有明確的懲罰

傾向，通常對女孩則較為溫暖也較多身體的接近（引自簡志娟，1996）。 

 然而卻有許多研究均發現父母之管教方式和性別並無顯著相關（趙宗

慈，1987；徐麗湘，1994；黃迺毓，1995； Solis, R., Pedro, Fox, ＆ Robert, 

A., 1996；吳承珊，2000；陳如葳，2000；林淑玲，2000；羅美紅，2005）。 

 傳統中國社會中常存著「重男輕女」的觀念，外籍新娘嫁入台灣後，亦

容易受到夫家觀念的影響（劉美芳，2001；王宗光，2004）。外籍母親是否

會因幼兒的性別不同而採用不同的管教方式？目前尚未有以此主題為主的

研究，值得深入的探討予以釐清，因此，作為本篇研究主要動機之一。 

 

（2）手足數 

 幼兒兄弟姐妹的多少是否會影響母親採用之管教方式？在過去針對幼

兒的研究中，只有一篇由王鍾和(1975)針對幼兒所作的研究，發現在中等以

上社經地位的家庭中，家中子女數少的比家中子女數多的父母，給予子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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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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

的養育態度，子女數目的多少，並不影響父母所給予的獎勵量，但就處罰量

而言，子女數多的比子女數少的，得到較多的處罰。對女孩的養育態度，不

論子女數的多少，父母給予的獎勵量及處罰量，都沒有差異存在。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5）的統計資料顯示，台灣的出生率已逐年下降，

然而外籍母親所生之嬰兒人數所占新生兒之比例，卻有逐年增加及上升的趨

勢。而在教育部（2004）調查外籍母親生育子女的情形，指出育有 1位子女

占 40.7％、育有 2 位子女占 25.2％、而育有 3-4 位子女占約 4.6％。然而

外籍母親多半來自經濟弱勢國家，嫁入台灣就擔負生兒育女工作，因此本研

究推估，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其兄弟姐妹的數目會高於一般家庭。而

在王鍾和(1975)的研究指出，父母在養育子女態度上的差異可能是來自子女

數的增多，會增加父母的工作，使父母對孩子各方面的表現注意力減少，這

會使父母忽略應給予獎勵的情境，而使獎勵量減少，應當改正的錯誤行為，

也由於没有連續的給予處罰，而一直沒有除去，因此使處罰量增多。這種處

罰量增多的情形，尤其在男孩子身上更可以看出，家中子女數目多少，對父

母養育態度的影響。外籍母親管教幼兒時所採取的方式是否受到幼兒手足數

多寡影響，且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有何差異？亦是本研究所想探究的重點。 

 

（3）入學年數 

 由於學前教育尚未納入國教，不同於國小兒童以年級代表進入國小教育

的入學經驗，因此幼兒進入幼稚園就讀的年級未能全部代表幼兒在幼稚園的

入學經驗，本研究以入學年數的多少代表在幼稚園的入學經驗，主要認為幼

兒進入幼稚園年數愈久所受到社會化的影響會愈大。換言之，當幼兒入園的

年數增加而累積較多的社交能力或學習經驗，較能理解母親的管教原則後，

與母親良好互動關係的增加，是否會使母親在管教上較少採用處罰的方式？ 

 在過去的研究中尚未見以幼兒進入幼稚園的入學年數，探討對外籍母親

管教方式的影響，到底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與幼兒在幼稚園入學年數的關係

為何？亦作為本篇研究的極感興趣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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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相關研究 

 根據伊甸文教基金會於民 92 年的調查指出，外籍母親 12%有子女教養

的問題（吳秀照，2004），在管教子女上感到力不從心，許春惠（2004）在

伊甸-外籍配偶子女適應問題及教養探討中指出，即使外籍配偶多半可以克

服語言的困難，但在管教小孩方面還是有很多障礙。由此可知，外籍母親來

台後由於所處的文化環境與原生國家不同，產生管教子女方面的問題。 

 外籍母親文化背景的不同對幼兒管教方式的影響，在過去國外的相關研

究發現的結果並不一致。  

Pablo, G. C., Bonnie, C. N.,＆ Robert, A. F.,（2002）研究不同

文化背景母親的管教方式，研究對象分別為住在美國的西班牙母親和英裔美

國人母親。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英裔美國人母親，住在美國的西班牙母親

對幼兒使用言語或身體處罰出現的情況較高，而使用積極的管教方式以促進

幼兒心理成長的情況較低。Vonnie, C. M., & Julia, S.,（2002）針對非

裔美國人、歐裔美國人和西班牙父母對幼兒管教及行為問題的處理，結果發

現這三種族群，處理幼兒問題行為時，打的行為是使用最多的管教方式，並

指出此種管教方式和不同的種族是無關的。 

 在台灣，來自不同文化背景的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亦呈現不

同的面貌，根據相關研究，歸納出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如下: 

 

1.處罰的管教方式 

 陳美惠（2002）經訪談彰化縣東南亞外藉新娘教養子女的經驗，結果指

出，外籍母親對幼兒較常使用打駡的管教策略，以體罰、嚴厲、權威、專制…

等較偏向中國傳統的教養方式，也就是以成人意見為主，親子間屬於單向溝

通的、親子間的關係是有階層的、父母的角色是子女行為的塑造者。換言之，

外籍母親在生活壓力的逼迫下，常選擇較為權威的教養方式。 

 張齡友（2004）研究東埔寨籍母親對學齡前子女的教養，結果發現柬埔

寨籍母親對於學齡前子女的教養受到其早年家庭經驗的影響。在柬埔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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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母親主要扮演照顧者的角色，但是大多的東南亞配偶在台灣由於先生大

多是以勞工階級的家庭，她們必須照顧台灣家庭，還要想辦法分擔夫家和娘

家的家計，生活壓力更大。因此，當子女不依順其意時，以責打方式希望子

女學乖，並且要求子女必須獨立不能太依賴，在學習上也出現要求較嚴格的

情形。由於夫家較採用放任疼愛的管教方式，此與其母國的威權教養不同，

讓柬埔寨籍母親在面對子女教養時常覺得無所適從，為避免與夫家在子女教

養發生衝突，柬埔寨籍母親通常在夫家未注意時候再責打孩子。 

 李湘凌、洪瑞楓（2005）經訪談越南籍的父母親及教師，發現在管教學

齡前子女的方式，母親受到自己國家的影響，對孩子的教養方式採放任態

度，對孩子沒有太大的期望，認為照顧小孩很辛苦，不喜歡小孩去吵她，

做事只憑自己的喜惡作決定，生氣會用打罵的方式。 

 葉郁菁（2004）經對 19 位澎湖離島東南亞女性外籍配偶的調查顯示，

在家中負責管教子女多數仍為外籍配偶本人。外籍配偶管教子女的方式依

次為:「說教」、「辱罵」、「罰站」、「打撞推摔」。換言之，較屬於單向式的

溝通或以處罰的管教方式為主。 

 莊麗玉（2005）研究針對 19 位育有 3-12 歲子女的印尼籍母親作的研究

結果指出，多數印尼籍母親要求子女乖巧聽話、對其言行採不可鬆懈的監督

態度。對於子女不正當行為強調需立即的修正，採用的管教方式包括:體罰、

引起焦慮罪惡感、處罰、忽視、回收對孩子的疼愛、權威制止、精神和物質

鼓勵及說明理由。 

 

2.正向積極的管教方式 

 陳雅鈴（2004）發現，外藉新娘在教養子女時，怕他們在學校受到同儕

歧視，會要求老師在處理子女問題時給予特別的關照，同學及老師的話特

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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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任的管教方式 

 陳雅鈴（2004）亦發現，外藉新娘教養子女方式採取放任的管教方式，

這是由於有些外籍新娘自認能力不足，而將子女的課業及其生活教養問

題，全部轉移給老師處理。而在莊麗玉（2005）研究發現，有些印尼籍母

親採取放任子女發展，提供物質滿足作為疼愛的管教方式。 

 綜觀外籍母親對幼兒的管教方式，可以發現多數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

式為體罰、嚴厲、權威、單向的溝通、說教，少數亦有採取極度的放任、保

護的管教方式。 

 在上述外籍母親管教的相關研究中，本研究分別就論文及期刊整理如表

2-1-5 及表 2-1-6。在研究方法上，發現較多採取對外籍母親作個案訪談，

結果較無法做廣泛的推論。本研究認為可藉由量化的研究方式，普遍瞭解外

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 

 再者，由於過去的研究在探討外籍母親管教方式主要以訪談的方式請外

籍母親陳述管教的方式，讓人擔慮的是外籍母親在回答管教方式時，可能會

受限於語言表達能力而未詳加敍述，以致於忽略了採用更多面向的作法，且

由於外籍母親陳述對的方式讓人擔心此可能會受到社會期許行為的影響而

無法顯現出真實的管教方式，因此筆者認為若能從幼兒的角度，即以幼兒所

知覺之母親的管教方式去探討，較能顯示實際的情況，此為本篇研究的主要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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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相關論文研究 

年代 學者 題目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結果 

2002 

 

陳美惠 彰化縣東南亞

外藉新娘教養

子女經驗之研

究 

7 位 23-46

歲的外籍

母親 

半結構深

度訪談 

外籍新娘對幼兒教養方式以打駡、

嚴厲、權威、專制、偏向中國傳統

的教養，即以成人意見為主，單向

溝通、親子關係有階層。 

2005 羅美紅 柬南亞外籍母

親對子女教養

信念之探討-以

大臺北地區為

例 

82 位幼兒

及小學兒

童的母親 

 

母親信念

調查表 

1. 不同年齡的東南亞外籍母親對

於子女教養信念有差異。 

2. 東南亞外籍母親對子女教養信

念不因子女性別不同而有差異。 

 

 

2005 莊麗玉 印尼籍配偶教

養量表之初探 

19 位育有

3-12 歲子

女的印尼

籍母親 

 

M-CRPR 問

卷 

1.多數印尼籍母親要求子女乖巧聽

話、對其言行採不可鬆懈的監督態

度。 

2.有些印尼籍母親採放入任其發展

的態度，提供物質滿足化為疼愛。

3.對於子女不正當行為強調需立即

的修正，採用的管教方式包括:體

罰、引起焦慮罪惡感、處罰、忽視、

回收對孩子的疼愛、權威制止、 精

神和物質鼓勵及說明理由。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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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外籍母親管教幼兒的相關期刊研究 

年代 學者 題目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結果 

2004 

 

吳秀照 東南亞外籍女

性配偶對於發

展遲緩子女的

教養環境與主

體經驗初探 

訪談六位

印尼與越

南籍配偶 

外籍配偶大多年紀輕就擔任母職，

在身心準備尚未充分、缺乏子女養

育經驗而所住區域資訊與地緣又較

為封閉之情形下，母親缺乏即時的

支持系統，在子女教養上更是困

難。 

2004 陳雅鈴 

 

新台灣之子-外

籍新娘子女教

養問題 

文獻探討 外藉新娘在教養方式呈現二極化-

極度的放任或保護。怕子女在學校

受到同儕歧視，會要求老師在處理

其子女問題時特別關照，並對同學

及老師的話語特別關注;有些外籍

新娘自認能力不足而將子女的課業

及其生活教養問題全交給老師處

理。 

 

2004 張齡友 早期家庭經驗

柬埔寨籍母親

學齡前子女教

養之個案研究 

一位柬埔

寨籍母親 

 

深度訪談 

1. 以責打方式希望子女學乖，要求

子女獨立不能太依賴，在學習上也

出現要求較嚴格的情形。 

2.夫婦二人在管教上不一致，柬埔

寨籍母親通常在夫家看不到時候

再來責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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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年代 學者 題目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結果 

2004 葉郁菁 澎湖離島東南

亞女性外籍配

偶暨子女生活

狀況與福利需

求調查 

19 位幼兒

及小學兒

童的母親 

 

問卷調查 

外籍配偶管教子女的方式依照次數

高低別為:「說教」、「辱罵」、「罰

站」、「打撞推摔」。 

2005 

 

李湘凌、

洪瑞楓 

外籍配偶家庭

之教養觀對其

子女口語表達

影響之研究 

外籍配偶

家庭父母

及老師 

 

訪談及觀

察 

母親生氣時會採用打罵的方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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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生活適應 

一、生活適應的意義 

 「適應」（adaptation）一詞是達爾文於1859年提出，認為生物進化的

法則是優勝劣敗、適者生存，因此生物為了生存，必須適度的改變自己以配

合環境，這個過程就稱之為「適應」（簡茂發，1986）。而Piaget以「同化」

與「調適」二個概念來闡明人類生活適應的歷程，同化指個體把新的經驗納

入舊的知識結構中，並統整為新的結構；調適是個體改變自身原有之結構以

迎合環境的要求。當同化與調適作用使個體和環境之間達成平衡時，即為適

應（張春興，1996）。 

 所謂的生活適應是指一個過程，個人自此過程和環境之間取得協調均衡

的關係。此種關係乃建立在個人與其所處環境間之交互作用上，因為每個人

總會為滿足其需要，以及達到預定目的而不斷努力，同時又常受到環境所加

之各種壓力，要求其依循某些方法而行；因此，適應實為一個動態過程，包

含了個體、環境及人格特質三者間取得調和之互動過程（王鍾和、李勤川、

陽琪，1986）。總而言之，生活適應是個體與環境間的一種互動關係，個體

為滿足自身需求主動透過適當改變外在環境或調適內在的心理狀態，以保持

與環境的和諧關係。 

 

二、生活適應的內涵 

 生活即是一個適應的歷程，是需要不斷地調適與同化，如此才可使生活

更加美好（孫良誠，1995）。當幼兒從家庭邁向幼稚園團體生活時，人際關

係的擴大、遵守團體規範及多元化的學習，因此幼兒生活的改變，不論內在

心理與外在行為都要面臨新的適應。 

 而生活適應內涵中包括的層面往往由於研究目的不同，學者則有不同的

看法。在過去國內相關研究中只有二篇以幼兒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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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一年級的學童在年齡上與學前幼兒較相近且身心發展的差距不大，所以

在探討生活適應的層面時，納入小學一年級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作探討。 

 本研究先就幼兒及小學一年級在生活適應的層面作統整，以作為選取幼

兒生活適應層面的依據。整理如下表2-2-1: 

表2-2-1 幼兒與小一學童生活適應的層面 

年代 學者 篇名 研究對象 生活適應層面 

2005 吳柏姍 外籍配偶子女幼稚園

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

外籍配偶

的幼兒 

1.同儕互動 

2.師生互動 

3.學校活動參與情形

2005 林雅婷 外籍配偶子女幼兒園

生活適應之個案研究

外籍配偶

的幼兒 

1.學習適應 

2.常規適應 

3.師生關係 

4.同儕關係 

5.文化與國籍 

2005 鍾文悌 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

現與生活適應之相關

研究 

外籍配偶

一至五年

級學童 

1.學校適應 

2.常規適應 

3.人際關係 

2005 盧秀芳 在台外籍新娘子女家

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

應之研究 

外籍配偶

學童 

1.學業適應 

2.常規適應 

3.人際適應 

2004 楊淑朱 雲林縣外籍女性配偶

子女在校狀況之調查

研究 

外籍配偶

的幼兒及

國小學童

 

1.同儕關係 

2.學習態度 

3.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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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年代 學者 篇名 研究對象 生活適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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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一年級 1.社會適應 

2.情緒表現 

3.學習表現 

2003 何家儀 國小一年級新生學校

適應之研究 

小學一年級 1.人際關係 

2.常規方面 

3.學習方面 

1999 陳俞余 國小一年級兒童學校

適應之個案研究 

小學一年級 1.同儕關係 

2.師生關係 

3.課業學習行為 

4.對學校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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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一年級 1.常規適應 

2.學習適應 

3.人際適應 

1992 張慧敏 不同氣質類型國小新

生學校適應之比較研

究 

小學一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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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續上頁） 

年代 學者 篇名 研究對象 生活適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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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一年級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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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根據上述的研究，在研究主題上，雖然各學者論點中所用的名詞不同，

有「生活適應」、「學校適應」、「學校生活適應」及「學習及生活適應」，

但意義與內涵卻是共通同的，都是表達了學童在學校中生活的適應情形。在

上述的11篇與生活適應相關研究中，各學者在生活適應所包括的層面主要可

以分為：1.學習適應:包括學校活動參與情形、學習態度、學業成就、學習

表現、課業學習行為、自理能力、對學校的態度。2.常規適應3.人際關係：

包括師生關係及同儕關係。 

 

本研究係以學前階段的幼兒為研究對象，學前教育主要是以增進幼兒

學習態度、基本能力、重視生活常規及培養人際關係上與同儕、老師的相處

融洽為目標。經統整過去學者在生活適應方面的研究，大致採用「學習適

應」、「常規適應」、「人際關係」三層面作為評量的依據，因此，在本研

究中，將幼兒生活適應分為三個層面，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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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適應: 

包括學習態度、學習基本能力。 

（二）常規適應 

在幼稚園中，對教室規定及老師規定的遵守狀況。 

（三）人際關係 

對教師管教的配合程度及與教師與同學的相處、互動情形。 

 

三、影響幼兒生活適應之因素 

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幼稚園生活適應的情形，相較於一般家庭的

幼兒可能會面臨的問題有所不同。本研究探討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生活適

應，關於那些因素會影響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生活適應情形？過去研究中

探討影響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之生活適應因素包括：家庭的社經地位、父母

的教育程度、親子的依附關係、幼兒的性別、氣質、認知能力、社會能力、

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吳柏姍，2005），有少數幾篇探討外籍母親通曉中文

程度對幼兒生活適應的影響（林璣萍，2003；陳碧雲，2004；盧秀芳，2005；

王瑞壎，2004）及母親採用的教養方式（張齡友，2004）以下將研究所得結

果歸納說明之。 

 

（一）母親方面 

筆者對外籍母親背景變項中，較有興趣的為年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的

程度，分述如下: 

1.母親年齡 

青少年母親在為人母時，會比成年人遇到更多的困難（吳昭蓉、陳慧

敏，1997），根據內政部（2005）的調查研究發現，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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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結婚年齡在19歲以下的人數占所有東南亞外籍配偶的30%。黃雅芳

（2005）及張文菁（2005）針對成長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小學中、高年級階段

子女的研究發現，年齡不同外籍母親的子女，學校生活適應有顯著差異。而

年齡較輕的外籍母親與幼兒相處方式或態度上為何？是否與年齡較長的外

籍母親有所不同？對幼兒在幼稚園的生活適應上有何影響？在過去研究

中，尚未有以母親年齡為變項，探討幼兒生活適應的情形，因此，本研究想

瞭解成長於年齡不同外籍母親的家庭中幼兒生活適應是否有差異？亦為本

篇研究的重點。 

 

2.母親的國籍 

 Sheridan（2000）指出，文化不同對於事物的理解與詮釋的觀點亦有所

不同，在生活方式的表現上自然會有差異（引自吳秀照，2004）。國籍不同

的母親要在台灣與原有國家的不同生活經驗求得同化或調適，而家庭是文化

傳承的搖籃，子女均從家庭習得文化及養成習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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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林雅婷（2005）針對一位母親為越南籍的幼兒為研究對象指出，幼兒能夠

知覺母親來自越南，也會和幼兒園教師或同儕宣稱自己是越南人，受母親影

響，幼兒有較多機會與不同國籍的人相處，但均未因文化的差異而產生適應

不良的問題。過去針對學前幼兒的生活適應與母親國籍的研究仍不多，尚有

待深入探究，因此，成為本篇研究甚感興趣的動機之一。 

 

3.母親通曉中文程度 

 父、母親的語文能力會影響子女的學校生活適應（林璣萍，2003）。由

於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多半是媽媽，外籍母親由於使用的語言與台灣主流文化

不同，連帶影響到幼兒的學習和教育（陳碧雲，2004）。因此，外籍母親通

曉中文程度對幼兒生活適應的影響格外值得注意。 

 外籍母親不會讀寫中文，在親師溝通方面需另找時間面對面溝通（陳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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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2004），可能成為老師的負擔，對外籍母親的幼兒產生不佳的印象，進

而影響師生關係。外籍母親因聽不懂老師所說的話，當幼兒在幼兒

園中有特殊行為出現時，較無法與老師溝通及配合改善（王瑞壎，

2004）。這些研究結果似乎符應了國外學者 Jacobs（1987）所說的：由

於語言的隔閡，Hmong 族兒童的父母較少與教師溝通，或者較容易產生溝通

不良的情況。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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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造成幼兒無所適從，且會模仿父母間或親子間的互動模

式，如:冷淡、無話題可跟父母說、責駡對方、學不恰當的動作，

且以此方式與同儕相處而產生人際關係不佳的狀況。 

 縱觀以上的研究發現，外籍母親本身中文程度不佳，連帶影響幼兒的語

言能力，進而影響幼兒的人際關係及學習情形。外籍母親本身通曉中文程度

的情形已成為影響幼兒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過去的研究針對外籍母親通曉

中文程度情形僅有少數研究以個案訪談進行，因此，本研究想籍由量化的調

查方式瞭解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度的不同對幼兒生活適應的影響。 

 

（二）幼兒特質方面 

    筆者對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特質中，較有興趣的部分為性別、入學年數

及手足數，分述如下: 

1.性別 

 性別是先天遺傳基因所決定，也會受到後天環境中家庭、學校與社會的

不同期許而表現不同的行為，也使得男女生的生活適應狀況不盡相同。 

 多篇論文以國小低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徐慕蓮（1987）發現，性別不

同會影響學童的學校生活適應，女生的表現優於男生。吳淑玲（1998）亦指

出，不同性別國小學童在學校適應和同儕適應分量表上有顯著差異，且國小

女生在學校適應和同儕適應層面上均優於國小男生。但石樹培（1991）卻發

現，性別不同並不會造成學童學業成就與生活適應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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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鍾文悌（2005）以外籍母親的低年級子女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外

籍母親的子女在生活適應各層面及整體適應上，除了「學習適應」層面外，

其他的生活適應（常規適應、同儕適應、師生關係及整體適應），因性別不

同會有差異; 女生較優於男生。但黃雅芳（2005）研究卻指出，不同性別的

外籍母親的子女學校生活各層面的表現均持正向認同，對學校生活感受的看

法並沒有差異。 

 綜上所述，性別不同的學童生活適應是否會有差異？在研究上似乎呈現

分歧的結果。有些針對國小低年級的本籍及外籍母親家庭的學童所作之研

究，均指出性別會影響學童的生活適應，即女生在生活適應上優於男生，但

在有些卻否，且在過去的研究中，尚無針對外籍母親家庭幼兒為研究對象，

探討不同性別幼兒的生活適應情形是否有所差異？此亦為本篇研究所感興

趣之處。 

 

2.入學年數 

 國外學者 Ricard & Miller（1995）研究學童發展的趨勢、適應和學業

成就的關係中發現，從幼稚園到國小二年級學童的適應情況會隨著年級增加

而變得越來越好。也就是說，當幼兒有較多的入學經驗，往後生活適應亦越

佳。 

 徐慕蓮（1987）以國小低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讀過幼稚園

的國小新生，在學校有較多的好朋友，也較喜歡跟同學一起玩，他的人際關

係較好。王鍾和（1900）認為，進入幼稚園就讀的幼兒通常比沒有此經驗的

孩子，有較多機會與同伴相處，而有較好的生活適應，且經過老師的指引，

兒童對同學負向行為亦會減少。以上研究均發現學前教育對於入小學後學童

生活適應是有助益的。 

 至於以外籍母親的低年級子女在校生活適應情形的研究指出，外籍配偶

子女就學的比例逐年升高，且年級越低的外籍配偶子女人數比例偏高，其學

業適應不良多發生在小學一、二年級甚至學前（蔡榮貴、黃月純，2004）。 



 41

 在王瑞壎（2004）的個案研究中亦發現，在幼稚園教育階段中，似乎外

籍新娘的子女在生活適應與語言學習上較有障礙，但是至小學階段後問題便

不再那麼明顯。吳柏姍（2005）的研究指出，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進入幼稚

園初期，由於是第一次接受正式教育，之前在家中父母並未刻意輔導幼兒的

認知能力，使得幼兒在剛開學時，因為認知能力較弱，對活動的參與度亦不

高。但在幼兒對環境較熟識，自身能力增加後，便變得能積極的參與活動。

由此可知學前教育對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而言，是補強其早期語文與學習

經驗的重要管道（謝慶皇，2004），進入幼稚園時間的長短，對幼兒的生活

適應會有影響。 

 綜上所述，幼稚園的入學經驗似乎有助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生活及學

習適應。唯過去的研究中，尚未以入學年數的多寡作為探討幼兒生活適應差

異的變項，因此，外籍母親的幼兒進入幼稚園的年數多寡，是否會影響其生

活適應，亦是本篇研究甚為關切的重點。 

 

3.手足數 

 家庭是幼兒最早接觸的環境，家中的兄弟姊妹是幼兒最早建立人際關係

的對象，亦是影響幼兒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魏惠娟，1975）。 

 過去多篇研究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家庭中兄弟姊妹的人數與兒

童人際關係的好壞有關（張怡貞，1998），而吳秋雯（1996）的研究發現，

手足人數為四人或四人以上，手足攻擊行為的總分、反擊性攻擊、傷害性攻

擊及發洩性攻擊均高於手足人數為二人及三人者。 

 鍾文悌（2005）以外籍母親的低年級子女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家中

子女數不同的低年級外籍配偶家庭，子女的學業表現及生活適應均無顯著差

異。換言之，在外籍配偶家庭中子女數不同並不會在整體學業表現、各領域

學科及生活適應各層面、整體適應上的顯著差異。 

 吳柏姍（2005）亦發現在外籍母親家庭中的幼兒，由於時常照顧妹妹，

因此在幼稚園看到同儕需要幫助時，總能適時給予協助，而增加了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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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動性。因此，手足數似乎是幼兒在幼稚園生活適應中人際互動的延伸。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不論母親是本籍或外籍，子女手足數的多寡對生

活適應的影響各研究的結果似乎是分歧的。且以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手足數

的多少是否影響其生活適應的研究尚未發現，故以此作為本篇研究的重要動

機之一。 

 

 

四、幼兒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配合本研究所界定生活適應包括「學習適應」、「常規適應」、「人際

關係」，下面即以此三個面向來探討幼兒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 

（一）學習適應: 

 學習適應是個體與環境之間雙方面的關係，良好的學習適應者能善用各

種資源，解決所遭受的問題，克服學習困難，達到學習環境的要求（賴玉粉，

1994）。 

 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學習適應情形，過去曾有多位學者進行研究，但結

果卻分歧。楊淑朱（2004）對雲林縣外籍女性配偶子女在校狀況調查研究，

結果發現 91 學年度，就讀幼兒園所的 140 位幼兒中，有 88 位幼兒在學習方

面表現良好（62.9%），52 位幼兒出現學習問題（37.1%）。換言之，約有

四成外籍配偶的幼兒出現學習上的問題，其中最常出現的問題是「容易分

心」、「做事依賴他人、缺乏自主能力」、「做事無法堅持到底」及「遇到困難

不會主動尋找解決方法」。顯示幼兒在學習態度較缺乏對事情的專注、持續

力及主動解決問題的精神。 

 吳柏姍（2005）針對台北縣外籍配偶的幼兒，在幼稚園中學校生活適應

研究發現，幼兒在幼稚園參與活動時，由於本身個性較不積極嘗試、認知能

力較差而鮮少發言、較少主動求助，需要較長的時間或同儕的幫助，父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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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參與幼稚園辦的活動或和老師聯繫，而母親在幼兒學習ㄅㄆㄇ時無法予以

協助，且幼兒在幼稚園的學習，只要離開幼稚園就等於停止，無法將園所內

的活動延伸至家中。 

 林雅婷（2005）亦以一位外籍配偶的幼兒為觀察對象，幼兒的學習態度

正向而積極，會主動參與團體討論、反應快，唯專注力較不足，學習表現無

論是數概念、工作、語言方面的表現均相當良好。 

 陳碧雲（2004）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子女在學校適應上有問題，常見的

行為有：語言溝通、較內向害羞、依附行為較強、缺乏自信、有暴力傾向等。 

 然而，並非所有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學習適應有不良的情形，在陳碧

雲（2004）研究亦發現，幼教老師對於外籍母親幼兒的看法，卻認為與一般

孩子並無不同，其中有幼教老師認為班上外籍母親的幼兒吸收能力強，與一

般本地孩子並無差異。 

 影響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學習適應關鍵因素的語言能力，在根據鍾鳳

嬌、王國川（2004），針對屏東縣內埔鄉九所小學與幼稚園共 115 位，四

至十歲的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子女，以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工具評估兒童

的語文、心智發展及學習行為。結果五歲、六歲及八歲組兒童的平均語文能

力屬於中等程度。語文分數標準差非常大，顯示各年齡層其語文程度發展參

差不齊，且有少部分外籍配偶子女的語文能力是屬於發展遲緩。 

 蔡榮貴、黃月純（2004）指出，外籍配偶子女本身所遭遇的問題包括:

帶有口音腔調易被取笑;易受種族歧視、標籤化;無法自認同看清自己；缺乏

自信感到自卑產生疏離；學業適應不良多發生在一、二年級甚至學前，尤以

語言學習及語言結構較差，數學次之，整體而言認知科目需要加強。多數幼

教老師認為教導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出現的困擾包括：由於家長不會讀寫中

文，在親師溝通方面需另找時間面對面溝通，幼兒語言構音不清楚、在課業

上需個別指導（陳碧雲，2004）。 

 在王瑞壎（2004）研究發現，幼教老師共同認為外籍配偶子女在校的學

習問題來自語文，認為外籍配偶子女的語文問題影響其口語表達能力、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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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及師生溝通。例: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注音符號的學習較差，回家

後家人無法指導與複習。幼兒本身口音與語音的表達能力不好，老師有時不

能瞭解他表達的意思。閱讀習慣較差，老師需要花時間去溝通誘導。親師溝

通礙於語言上的問題，使得幼兒在學習上的問題只能靠教師在幼稚園中單方

面解決與處理。 

 

（二）常規適應 

 林雅婷（2005）研究指出，幼兒未能遵守團體規範，較易在課堂上出現

愛說話、不當的肢體動作、好動的行為，需要教師的提醒才能停止，亦缺乏

生活自理能力、挑食、衛生習慣不佳。 

 陳碧雲（2004）研究發現，幼教老師認為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班級常

規的問題常成為老師在教學上的困擾。王瑞壎（2004）在訪談幼教老師時發

現，老師指出該班的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相較於一般幼兒，經常和老師的規

定唱反調，個性較好強。 

 而常規的重要性，在 Taniuchi（1985）研究中提到，一年級的生活和

學習習慣的建立會影響往後六年的國小生涯，甚至整個教育生涯；生活和學

習是一種技巧，須要耐心的重覆練習。日本教師認為例行活動程序訓練很重

要，是培養良好品德的重要方法。孫良誠（1995）的研究指出，學童常規的

表現情形，是影響學童人際關係的主要原因，常規表現差的學童在同儕關係

會被同學視為壞學生，尤其是具有攻擊傾向的學童，更被拒絕在團體之外，

而造成班級中的孤立者。常規表現不佳的學童，會影響老師對學童的態度，

而造成師生關係的緊張。 

 由上可知，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班上常規不佳，將可能影響同儕與老

師對他的看法，而使幼兒在幼稚園中較容易產生生活適應不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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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際關係 

 幼兒的在幼稚園的人際關係包括與教師及同儕間關係，在師生關係上，

早期的低品質師生關係，可以用來預測小學時的低學業成就與學校適應不良

的問題（Harmer & Pianta,2001）。Howes & Hamilton（1993）的研究指出，

師生間的依附關係的確會對幼兒的社會發展與同儕關係造成影響。吳承珊

（2000）研究指出，教師以高反應與高要求的管教方式對幼兒之社會行為影

響較佳；教師採開明權威、寬鬆放任管教方式對幼兒之社會行為影響較佳，

而社會行為的表現會影響兒童的同儕關係。 

 教師對幼兒的期望將影響幼兒的生活適應，Ladd, G. W., Kochenderfer, 

B. J., ＆ Coleman, C.C.（1997）指出，當學生是少數民族時，教師往往

判定學生有較多的適應問題。蔡玲雪（2005）指出教師對外籍母親家庭子女

的態度及期望，若是積極、適當的，可以減少學業不良適應行為的產生。 

 吳柏姍（2005）與林雅婷（2005）研究均發現，教師甚至並不受幼兒家

庭文化背景影響，對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評價亦沒有刻板的標籤。吳柏姍

（2005）指出，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鮮少主動與教師互動，且由於他們較不

善於口語表達，因此，教師會刻意要求幼兒以口語回應教師，他們多半能運

用語言與教師進行互動，但在師生依附關係方面則由於他們個性上趨避。但

在林雅婷（2005）的研究則否，幼兒對於教師保持正向的態度，渴望獲得教

師的注意與肯定，較少倚賴教師的特別照顧。 

 葉郁菁（2004）亦研究發現，外籍母親覺得學校老師對子女課業輔導的

狀況良好，老師與孩子相處的關係亦佳，認為學校老師並沒有對子女有不公

平待遇或看不起自己的孩子。換言之，教師對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並未存有

偏見。 

 在同儕關係上，若幼兒與同儕之間良好的互動方式，從中發展正向行為

將有助於個體的學校適應，被同儕拒絕和表現攻擊行為常是預測學校適應不

良的指標（Kupersmidt,1990）。就社會能力來看，Patrick, Yoon & Murphy 

（1995）曾研究指出，學前階段的幼兒若擁有較高的社交能力，則較能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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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且社交能力在幼稚園階段比在小學階段對幼兒的學校適應影響更

為深遠，也就是說在學前階段，幼兒在人際上的互動是影響學校適應的重要

因素。  

 楊淑朱等人（2004）調查就讀幼兒園所的140位幼兒，在同儕關係表現

良好的有111位幼兒（79.3%），出現同儕問題的有29位幼兒（20.7.%），占

總人數約有八成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同儕關係表現良好，二成的幼兒的同

儕關係出現問題。最常出現的問題有「與其他同學發生衝突」、「語言影響人

際關係」及「獨來獨往」。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語言溝通方面常出現問題，

尤其那些表達能力欠佳的孩子，在與同儕互動時容易產生內向被動、不易與

同儕互動及易與同儕發生衝突等問題。根據學者指出，幼兒缺乏足夠的語言

溝通技巧或無法用語言的方式來表達他們對衝突的感受與想法時，常利用肢

體動作來表達，因此容易造成同儕間的肢體衝突（陳淑琴，1999）。 

 但吳柏姍（2005）研究發現，雖然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鮮少主動與同儕

互動，但當同儕需要幫助時，會適時的主動協助，且能表現利社會的行為。

在林雅婷（2005）的研究卻發現，幼兒會主動參與遊戲與同儕建立關係，與

同儕的互動模式偏向自我中心，較少利他行為，常有衝突與攻擊事件發生。 

 由此可知，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由於語言表達能力欠佳在幼稚園中較

少與同儕互動或容易產生衝突，但若表現出較多的利社會行為則有助與同儕

相處進而適應情形較佳。 

 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筆者統整如下表2-2-2。根

據這些研究，有些外籍母親的幼兒學習表現和一般幼兒間沒有差異，然而多

數的研究指出，外籍母親的幼兒語言能力的問題是生活適應不佳的主要關鍵

因素，影響其在學習表現上的問題，此外，常規出現適應不良的情形，又會

影響與老師及同儕間的人際關係。 

 過去針對外籍母親家庭幼兒生活適應的研究，以地區性的研究居多。筆

者認為外籍母親家庭幼兒的生活適應可以作進一步研究。形成本篇研究的重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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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生活適應之相關論文研究 

 

年代 研究者 題目 
研究

工具
對象 研究結果 

2005 吳柏姍 外籍配偶子女

幼稚園學校適

應之個案研究 

個 案

研究

外籍配

偶的幼

兒 

1.幼兒鮮少主動與同儕互動，透過模

仿、觀察同儕言語及行為建立同儕關

係，隨著入園時間增長而拓展。 

2.幼兒鮮少主動與教師互動上，遇到困

難也少求助教師，常以肢體語言來回應

教師，較無法運用口語表達溝通。 

3.幼兒參與活動鮮少發言，較少主動求

助。家長參與親子活動次數低，幼兒無

法將園所內的活動延伸至家中。 

2005 林雅婷 外籍配偶子女

幼兒園生活適

應之個案研究 

個 案

研究

外籍配

偶的幼

兒 

1.學習態度正向而積極，會主動參與團

體討論、反應快。 

2.未能遵守團體規範、缺乏生活自理能

力、挑食、衛生習慣不佳。 

3.師生關係佳，較少倚賴教師的特別照

顧。 

4.自我中心，較少利他行為，常有衝突

與攻擊事件發生。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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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 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生活適應之相關期刊研究 

 

年代 研究者 題目 研究工具 對象 研究結果 

2004 葉郁菁 澎湖離島東南

亞女性外籍配

偶暨子女生活

狀況與福利需

求調查 

訪談 9 位外

籍配偶

子 女

（含幼

稚園、

托兒所

及小學

1.學校適應生活狀況，外籍配偶感

受學校老師與子女相處的關係良好

占比率居多。 

2.外籍配偶覺得學校老師對子女課

業輔導的狀況良好占比率居多。 

3.外籍配偶覺得學校師與家長溝通

的滿意度略低。 

4.外籍配偶主觀認知學校教師並沒

有對子女有不公平待遇或看不起自

己的孩子且認為學校其他小朋友沒

有看不起自己的小孩占比率居多。

2004 楊淑朱 雲林縣外籍女

性配偶子女在

校狀況之調查

研究。 

外籍配偶

子女在學

狀況調查

問卷-教師

填 

 

幼稚園

102

位、托

兒 100

位及國

小學生

100 位

1.約有八成的外籍配偶的幼兒在同

儕關係表現良好，二成的幼兒在同

儕關係上出現問題。最常出現的問

題有「與其他同學發生衝突」、「語

言影響人際關係」及「獨來獨往」。

2.約有四成外籍配偶的幼兒出現學

習上的問題。最常出現的問題是「容

易分心」、「做事依賴他人、缺乏自

主能力」、「做事無法堅持到底」及

「遇到困難不會主動尋找解決方

法」。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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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年代 研究者 題目 研究工具 對象 研究結果 

2004 王瑞壎 大陸和外籍新

娘婚生子女適

應與學習能力

之探究 

訪談 五位幼

稚園教

師 

1.教師們共同認為外籍配偶子女在

校的學習問題來自語文，認為外籍

配偶子女在語文的問題影響其口語

表達能力、閱讀習慣，及師生溝通

及教導。 

2.適應與學習部分問題來自親子互

動，父母感情不穩固，且父母彼此

的語言溝通有障礙，造成幼兒無所

適從，幼兒模仿父母的互動模式。

 

2004 陳碧雲 外籍配偶子女

學校生活適應

之探討-以學

前教師的觀點

為例 

問卷及訪

談 

 

11 位幼

稚園教

師 

1.家長不會讀寫中文，在親師溝通

方面需另找時間面對面溝通 

2.幼兒語言構音不清、常規生活適

應及在課業上須個別指導。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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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籍母親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 

 

 學齡前階段的幼兒是個體發展最重要的黃金時期，外籍母親通常是

幼兒的主要管教者，而來台灣後對不同文化生活的融入、與家人的互動及語

文識字的能力，將會影響對幼兒的管教方式，亦是幼兒建立學習能力及日後

到正式學校體系學習適應的重要關鍵（黃婉玲，2005）。關於過去以外籍母

親管教與子女生活適應的相關文獻整理如下: 

 張齡友（2004）以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為研究對象，以深度訪談一位柬

埔寨籍母親。結果顯示，柬埔寨籍母親多採用權威教養方式，以責打方式要

求子女學乖，要求獨立不能太依賴，在學習上也以嚴格要求的方式。結果幼

兒在幼兒園所中變得具領導性格、佔有慾高、分享性低、對於學習的表現較

為計較的行為表現。 林雅婷（2005）研究發現，外籍母親對幼兒嚴格打駡

的管教方式與過分憂心學習表現，讓幼兒在幼稚園的學習態度偶爾出現逃

避、退縮的行為表現。 

 盧秀芳（2004）在台外籍新娘子女的家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應，以外籍

母親的國小低年級子女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外籍母親過度呵護子女，導

致子女生活自理能力不足及個性上的倔強，此皆造成了他們在常規上的適應

上的問題。 

 根據以上的研究顯示，外籍母親管教方式會影響子女在幼稚園或小學的

表現，也就是子女會從母親和自己相處的情形，作為自己與他人間互動的模

式，而影響其與同儕間或學習上的行為表現。 

 目前探討外籍母親管教方式對幼兒生活適應影響的研究不多，主要偏向

以探討外籍母親的生活適應、外籍母親的教養方式、對待幼兒的方式或幼兒

在日常行為表現。較無探討外籍母親管教方式及幼兒行為之間的相關情形。

僅此，本研究擬自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對幼兒生活適應的影響作

深入研究探討，以獲得較多明確的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