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第四章 分析結果 

 

 本章依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對象的填答資料進行分析，以驗證研究假

設。本章共分為九節，第一節主要想瞭解外籍母親家庭概況。第二節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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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是否有顯著差異。第三節係比較背景變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

不同之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否有顯著差異。第四節係探討在外籍母親家

庭中，人口變項不同之幼兒生活適應否有顯著差異。第五節則想瞭解外籍母

親的背景變項不同，幼兒生活適應否有顯著差異。第六節想得知外籍母親採

用管教方式（獎勵、處罰）不同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相關。第七節意在探求

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採用管教方式不同時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相關。第

八節則在分析在幼兒人口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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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外籍母親家庭概況 

 本研究共針對 104 位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施測，請幼兒的教師填

寫幼兒的個人基本資料表，計有效樣本為 90 位。為瞭解外籍母親家庭的概

況，經資料分析結果，整理如下表 4-1，本研究採用受試幼兒的姓别、手足

數、入學年數及其母親的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等變項進行探討，並分

述如下： 

 在所有 90 位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中，其中男生有 47 位，占 52

％，女生有 43 位，占 48％，男女性別比例大致平均。 

 在幼兒手足數中，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手足數為 0，即為獨生子、

女，沒有兄弟姐妹的有 18 位，占 20％，有一位兄弟姐妹的有 40 位，占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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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位兄弟姐妹的有 29 位，占 32.1％，有三位兄弟姐妹的有 3位，占

3.3％。由手足數的多少分佈來看，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有一位手足

數在此次研究樣本中最為常見。 

 在幼兒入學年數中，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入學年數的分佈方面， 

以有 1年入學年數的占大多數，有 53 位，占 58.9％，而有 2年入學年數有

37 位，占 41.1％。 

 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其母親年齡的分佈，最大多數為 31-35 歲

年齡，有 33 位，占 36.6％，其次為 25-30 歲，有 30 位，占 33.3％，最少

的為 41-45 歲，有 3位，占 3.3％。 

 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其母親國籍的分佈，在此次研究樣本中包

括有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緬甸、柬埔寨及大陸籍，而以大陸籍母親

有 39 位，占 43.3％，占最多數，其次為越南籍母親有 28 位，占 31.2％，

最少的為緬甸籍母親有 1位，佔 1.1％。 

 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其母親通曉中文程度的分佈，最大多數為

中文程度普通的母親有 40 位，占 44.5％，其次為中文程度很好的母親有 21

位，占 23.3％，而沒有母親是完全不懂中文。 

 

表 4-1 外籍母親家庭的概況 

 

 人數 百分比（％） 

男 47 52％ 
幼兒性別 

女 43 48％ 

0 位 18 20％ 

1 位 40 44.6％ 

2 位 29 32.1％ 
幼兒手足數 

3 位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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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人數 百分比（％） 

1 年 53 58.9％ 
幼兒入學年數 

2 年 37 41.1％ 

20-24 歲   7 7.8％ 

25-30 歲 30 33.3％ 

31-35 歲 33 36.7％ 

36-40 歲 17 18.9％ 

母親年齡 

41-45 歲 3 3.3％ 

印尼  12 13.3％ 

越南   28 31.2％ 

菲律賓 5 5.6％ 

泰國 3 3.3％ 

緬甸 1 1.1％ 

柬埔寨 2 2.2％ 

母親國籍 

大陸 39 43.3％ 

完全不會 0 0％ 

略懂 11 12.2％ 

普通 40 44.5％ 

還好 18 20％ 

母親通曉 

中文程度 

很好 21 23.3％ 

 由於各變項中的分項人數未達 30 人，在統計分析上容易產生推論上的

錯誤，因此，若分項人數未達 30 人則予以合併，分述如下： 

 1.幼兒有 0-1 位手足數合併為 0-1 位組、有 2-3 位手足數合併為 2-3 位

組。 

 2.外籍母親年齡 20-24 歲與 25-30 歲合併為 30 歲以下組、年齡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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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36-40 歲、41-45 歲合併為 31 歲以上組。 

 3.外籍母親國籍除了大陸之外，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柬埔寨及

越南等國籍的人數合併成為東南亞地區組。 

 4.外籍母親中文程度略懂與普通合併成為普通組，中文程度還好與很好

合併成為良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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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人口變項與外籍母親管教方式 

 本研究的幼兒人口變項主要包括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而採用的母

親管教方式量表主要包含「母親獎勵管教方式」與「母親處罰管教方式」二

個分量表。為瞭解不同人口變項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

式、處罰管教方式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進行下列的分析研究。 

 

一、性別與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 

（一）性別與外籍母親的獎勵管教方式 

 表 4-2-1 呈現不同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的平

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女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

方式似乎多於男幼兒。 

 

表 4-2-1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 

  （N=90）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47 3.97 2.07 

女 43 4.48 1.87 

 

 為瞭解不同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

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2-2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

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1.226，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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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析摘

    要表 

t 自由度 Sig 

-1.226 88 .224 

 

（二）性別與外籍母親的處罰管教方式 

 表 4-2-3 呈現不同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的平

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女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

方式似乎多於男幼兒。 

 

表 4-2-3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

    （N=90）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45 -2.71 1.27 

女 45 -2.97 1.15 

  

 由表 4-2-4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

處採用處罰管教方式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1.040，P＞.05）。 

 

表4-2-4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t考驗分析摘要

    表 

t 自由度 Sig 

1.040 8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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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幼兒性別與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不同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沒有差異，換言之，不同性

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處罰管教方式上並沒有明顯不

同。此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1。 

 

二、手足數與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 

 （一）手足數與外籍母親的獎勵管教方式 

 由前面探討外籍母親家庭概況中發現，幼兒有 0、2、3個手足數的人數

未及 30 位，在統計分析上可能產生推論上的錯誤，因此，本研究將幼兒有

0-1 位手足數合併、有 2-3 位手足數合併，以進行統計分析。 

 表 4-2-5 呈現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的

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家中有 0-1 位手足數的幼兒感受

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似較多於家中有 2-3 位手足數的幼兒。 

 

表 4-2-5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標準

    差（N=90） 

手足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0-1 位 58 4.40 2.03 

2-3 位 32 4.16 1.87 

  

 為瞭解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上是否有

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2-6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

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492，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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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析 

   摘要表 

t 自由度 Sig 

-.492 88 .624 

 

 （二）手足數與外籍母親的處罰管教方式 

 表 4-2-7 呈現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的

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家中有 2-3 位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

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似較多於家中只有 0-1 位手足數的幼兒。 

 

表 4-2-7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標準

    差（N=90） 

手足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0-1 位 58 -2.83 1.26 

2-3 位 32 -2.88 1.09 

  

 為瞭解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上是否有

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2-8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摘要表可知，不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

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171，P＞.05）。 

表 4-2-8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析 

   摘要表 

t 自由度 Sig 

.171 88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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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幼兒手足數與外籍母親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幼兒手足數的多少，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沒有差異，換言之，不

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處罰管教方式並沒有顯

著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2。 

 

三、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 

 （一）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的獎勵管教方式 

 表 4-2-9 呈現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

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入學 2年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

採用獎勵管教方式似乎比入學 1年的幼兒多。 

  

表 4-2-9  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標

    準差（N=90） 

入學年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52 3.82 2.17 

2 38 4.78 1.54 

  

 為瞭解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是否有

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2-10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感受到外

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2.33，P＜.05），換言之，

入學 2年的幼兒比入學 1年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較多的獎勵管教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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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

    析摘要 

t 自由度 Sig 

-2.33 88 .022* 

  * P＜.05 

 

 （二）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的處罰管教方式 

 表 4-2-11 呈現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感受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入學 2年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

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似較多於入學 1年的幼兒。 

 

表 4-2-11  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

     標準差（N=90） 

入學年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52 -2.59 1.33 

2 38 -3.18 .95 

     

 為瞭解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是否有

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2-12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感受到外

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2.319，P＜.05），換言之，

入學2年的幼兒比入學1年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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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2  不同入學年的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量表上之 t考驗 

      分析摘要 

t 自由度 Sig 

2.319 88 .023* 

* P＜.05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幼兒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

發現，幼兒入學年數的多少，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

換言之，入學 2年的幼兒比入學 1年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較多的獎

勵管教方式及處罰管教方式。此項結果並驗證假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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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籍母親背景變項與管教方式 

 

 本研究的外籍母親背景變項主要包括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為瞭

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處罰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

差異存在，乃進行下列的分析研究。 

 

一、外籍母親年齡與採用管教方式 

（一）外籍母親年齡與採用獎勵管教方式 

 由前面探討外籍母親家庭概況中發現，母親年齡 20-24 歲、36-40 歲、

41-45 歲的人數未及 30 位，在統計分析上可能產生推論上的錯誤，因此，

本研究將年齡20-24歲與25-30歲合併為30歲以下組、年齡31-35歲、36-40

歲、41-45 歲合併為 31 歲以上組以進行統計分析。 

 表 4-3-1 呈現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就年齡而言，年齡 30 歲以上的外籍母親採用

獎勵管教方式似較多於年齡在 31 歲以下的外籍母親。 

  

表 4-3-1  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N=90）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30 歲以下 37 3.88 1.83 

31 歲以上 53 4.72 2.02 

  

 為瞭解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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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3-2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

管教方式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2.018，P＜.05），換言之，年齡 31 歲以上

比 30 歲以下的外籍母親採用較多的獎勵管教方式。 

 

表 4-3-2  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   

          析摘要 

t 自由度 Sig 

2.018 88 .047* 

* P＜.05  

 

（二）外籍母親年齡與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表 4-3-3 呈現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就年齡而言，年齡 30 歲以上的外籍母親

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似較少於年齡在 31 歲以下的外籍母親。 

 

表 4-3-3  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N=90）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30 歲以下 37 -2.56 1.36 

31 歲以上 53 -3.03 1.07 

  

 為瞭解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3-4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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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方式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1.827，P＞.05）。 

表 4-3-4  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析  

    摘要表 

t 自由度 Sig 

1.827 88 .071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外籍母親年齡與採用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外

籍母親年齡 31 歲以上比 30 歲以下的外籍母親，採用較多的獎勵管教方式，

而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則沒有顯著不同。此項結果驗證假

設 2-1。 

 

二、外籍母親國籍與採用管教方式 

（一）外籍母親國籍與採用獎勵管教方式 

 由前面探討外籍母親家庭概況中發現，母親國籍除了大陸之外，印尼、

菲律賓、泰國、緬甸、柬埔寨及越南的人數分別未達 30 位，在統計分析上

可能產生推論上的錯誤，因此，本研究將上述國籍合併成為東南亞地區，以

進行統計分析。 

 表 4-3-5 呈現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大陸籍的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似較多於東南

亞地區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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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N=90） 

國籍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東南亞地區 51 3.82 2.12 

大陸 39 4.76 1.66 

 為瞭解不同國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

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3-6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國籍的母親，採用獎勵管教

方式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2.295，P＜.05），換言之，大陸籍母親比東南

亞地區母親採用較多的獎勵管教方式。 

 

表 4-3-6 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 

    析摘要表 

t 自由度 Sig 

-2.295 88 .024* 

* P＜.05 

 

（二）外籍母親國籍與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表 4-3-7 呈現不同國籍的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的平均數與標準

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大陸籍的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似較多於東南亞

地區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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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N=90） 

國籍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東南亞地區 51 -2.76 1.24 

大陸 39 -2.94 1.19 

 為瞭解不同國籍的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3-8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不同國籍的母親，採用處罰管教

方式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F=.709，P＞.05）。 

 

表 4-3-8 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 

    析摘要 

t 自由度 Sig 

.709 88 480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外籍母親國籍與採用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大

陸籍母親較東南亞地區母親採用較多的獎勵管教方式，而不同國籍的母親在

處罰管教方式上則沒有顯著不同。此項結果並驗證假設 2-2。 

 

三、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 

（一）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獎勵管教方式 

 由前面探討外籍母親家庭概況中發現，母親中文程度略懂、還好及很好

的人數均未達 30 位，在統計分析上容易產生推論上的錯誤，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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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文程度略懂與普通合併成為普通組，中文程度還好與很好合併成為良好

組，以進行統計分析。 

 表 4-3-9 呈現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的平

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

管教方式似較多於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 

 

表 4-3-9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的平均數與

    標準差（N=90） 

通曉中文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普通 51 4.09 1.96 

良好 39 4.41 2.02 

  

 為瞭解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

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3-10 的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

採用獎勵的管教方式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738，P＞.05）。 

 

表 4-3-10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分量表上  

     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t 自由度 Sig 

-.738 88 .462 

  

 （二）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表 4-3-11 呈現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

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

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似較多於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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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11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

     的平均數與標準差（N=90） 

通曉中文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普通 51 -2.74 1.24 

很好 39 -2.97 1.18 

 為瞭解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是否有顯著差

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  

 由表 4-3-12  t 考驗分析摘要表可知，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

採用處罰管教方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t=.884，P＞.05）。 

  

表 4-3-12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分量表上

     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t 自由度 Sig 

.884 88 .379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

發現，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採用管教方式沒有差異，換言之，外籍

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在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處罰管教方式上並未有顯著

差異存在。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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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幼兒人口變項與生活適應 

 本研究的幼兒人口變項主要包括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採用的生活

適應量表包括三個分量表分別為「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

等。為瞭解不同人口變項的幼兒，其生活適應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進行

下列的分析研究。 

 

一、性別與幼兒生活適應 

 表 4-4-1 呈現不同性別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數與

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 

 女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似較男幼兒好。 

表 4-4-1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N=90）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47 3.50 1.39 
總量表 生活適應 

女 43 3.96 2.91 

男 47 3.48 2.14 
學習適應 

女 43 3.76 2.05 

男 47 3.51 2.97 
常規適應 

女 43 4.19 3.39 

男 47 3.49 2.46 

分量表 

人際關係 
女 43 3.75 1.54 

  

  為瞭解不同性別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人

際關係）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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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的幼兒，在整體的生活適應（t=-3.171，p＜.05）上，及常規適應

（t=-1.592，P＜.05）上，有顯著差異，至於在學習適應（t=-3.826，P＞.05）

及人際關係（t=-1.507，P＞.05）上的表現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換言之，

女幼兒生活適應上較男幼兒好，且主要差異是存在於女幼兒的常規適應表現

優於男幼兒，至於學習適應及人際關係上的表現，男、女幼兒間卻無顯著差

異。 

  

表 4-4-2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之 t考驗摘要表 

  t 值 Df Sig 

總量表 生活適應 -3.171 88 .002** 

學習適應 -3.826 88 .115 

常規適應 -1.592 88 .000*** 分量表 

人際關係 -1.507 88 .135 

*** P＜.001  ** P＜.01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性別與幼兒生活適應，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由表 4-4-1

兩組平均數可知，女幼兒生活適應上較男幼兒好，且主要差異是存在於女幼

兒的常規適應表現優於男幼兒，至於學習適應及人際關係上的表現，男、女

幼兒間卻無顯著差異。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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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足數與幼兒生活適應 

 表 4-4-3 呈現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 

 有 2-3 位手足數的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

係上似較好於無或只有 1位手足數的幼兒。 

 

表 4-4-3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N=90） 

 

 為瞭解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常規適應、學習適應、人

際適應）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表 4-4-4）：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t =-.727，P＞.05），未有顯著差異

存在，且在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學習適應（t =-.702，P＞.05）、常規

適應（t=-.631，P＞.05）及人際關係（t=-.514，P＞.05）的表現，均未見

顯著差異存在。 

 

 手足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0-1 位 58 3.69 2.26 
總量表 生活適應 

2-3 位 32 3.82 3.10 

0-1 位 58 3.58 3.67 
學習適應 

2-3 位 32 3.72 3.98 

0-1 位 58 3.81 2.19 
常規適應 

2-3 位 32 3.92 2.04 

0-1 位 58 3.6 1.07 

分量表 

人際關係 
2-3 位 32 3.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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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不同手足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之 t考驗分析摘要 

  t 值 Df Sig 

總量表 生活適應 -.727 88 .469 

學習適應 -.702 88 .484 

常規適應 -.631 88 .529 分量表 

人際關係 -.514 88 .608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手足數與幼兒生活適應，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手足數的

多少對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上沒有顯著不

同。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3-2。 

 

三、入學年數與幼兒生活適應 

 表 4-4-5 呈現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的平均

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 

 入學 2年的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上似

較好於入學 1年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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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N=90） 

  

  為瞭解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常規適應、學習適應、

人際適應）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表 4-4-6）：

不同入學年的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t=-1.589，P＞.05），沒有顯著差異

存在，且在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學習適應（t=-1.887，P＞.05）、常規

適應（t=-1.067，P＞.05）及人際關係（t=-1.389，P＞.05）的表現，均未

見顯著差異存在。 

 

表 4-4-6 不同入學年數的幼兒，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上之 t考驗摘要表 

  t 值 Df Sig 

總量表 生活適應 -1.589 88 .116 

學習適應 -1.887 88 .062 

常規適應 -1.067 88 .289 分量表 

人際關係 -1.389 88 .168 

 入學年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51 3.62 3.14 
總量表 生活適應 

2 39 3.87 2.97 

1 51 3.47 2.03 
學習適應 

2 39 3.81 3.11 

1 51 3.76 3.49 
常規適應 

2 39 3.97 1.40 

1 51 3.52 1.11 

分量表 

人際關係 
2 39 3.76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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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入學年數與幼兒生活適應，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入學年

數的多少對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並沒有顯著

不同。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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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外籍母親背景變項與幼兒生活適應 

 

 本研究的外籍母親背景變項主要包括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為瞭

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外籍母親，其幼兒生活適應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進行

下列的分析研究。 

 

一、外籍母親年齡與幼兒生活適應 

 表 4-5-1 呈現不同年齡外籍母親的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 

 外籍母親年齡在 31 歲以上的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

係似較好於外籍母親年齡在 30 歲以下的幼兒。 

 外籍母親年齡在 30 歲以下的幼兒，學習適應似較好於外籍母親年齡在

31 歲以上的幼兒。 

 表 4-5-1 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N=90）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30 歲以下 39 3.67 3.50 
總量表 生活適應 

31 歲以上 51 3.77 2.41 

30 歲以下 39 3.67 2.83 
學習適應 

31 歲以上 51 3.58 1.39 

30 歲以下 39 3.71 3.11 
常規適應 

31 歲以上 51 3.96 2.30 

30 歲以下 39 3.62 3.40 

分量表 

人際關係 
31 歲以上 51 3.63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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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瞭解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其幼兒在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

應、人際適應）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表

4-5-2）：在整體生活適應（t=-6.663，P＞.05），沒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在

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學習適應（t=.493，P＞.05）、常規適應（t=-1.923，

P＞.05）及人際關係（t=-.046，P＞.05）的表現，均未見顯著差異存在。 

 

表 4-5-2   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上之 t考驗分析 

   摘要 

  t 值 Df Sig 

總量表 生活適應 -6.663 88 .510 

學習適應 .493 88 .623 

常規適應 -1.923 88 .199 分量表 

人際關係 -.046 88 .964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外籍母親年齡與幼兒生活適應，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外

籍母親年齡不同的幼兒之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並

沒有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4-1。 

 

二、外籍母親國籍與幼兒生活適應  

 表 4-5-3 呈現不同國籍外籍母親的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 

 大陸籍母親的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似較好於東南

亞籍母親的幼兒。而東南亞籍母親的幼兒在學習適應上似較好於大陸籍母親

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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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3 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N=90） 

  

  為瞭解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其幼兒在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

應、人際關係）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 考驗分析，結果發現（表

5-3-2）：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其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t=-3.032，P＜.05）

有顯著差異，且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學習適應（t=-2.557，P＜.05）、

常規適應（t=-2.288，P＜.05）及人際關係（t=-2.768，P＜.05）上的表現，

均達顯著差異，換言之，大陸籍母親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

適應及人際關係上的表現皆優於東南亞地區母親的幼兒。 

 

 

 

 

 

 

 國籍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東南亞地區 51 3.53 2.16 
總量表 生活適應 

大陸 39 3.98 3.64 

東南亞地區 51 3.42 3.18 
學習適應 

大陸 39 3.88 2.71 

東南亞地區 51 3.66 2.38 
常規適應 

大陸 39 4.09 3.48 

東南亞地區 51 3.42 2.74 

分量表 

人際關係 
大陸 39 3.8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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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上之 t 考驗分     

        析摘要表 

  t 值 Df Sig 

總量表 生活適應 -3.032 88 .025* 

學習適應 -2.557 88 .012* 

常規適應 -2.288 88 .007** 分量表 

人際關係 -2.768 88 .003** 

** P＜.01  * P＜.05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與幼兒生活適應，綜合上述統計分析

結果可知，大陸籍母親的幼兒在生活適應比東南亞地區母親的幼兒好，主要

差異是存在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優於東南亞地區母親的幼

兒。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4-2。 

  

 

三、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幼兒生活適應 

 表 4-5-5 呈現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

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可知： 

 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其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

及人際關係似較好於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之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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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分量表的平均

    數與標準差（N=90） 

  

  為瞭解通曉中文程度不同外籍母親的幼兒，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

規適應、人際適應）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 t考驗分析，結果發現（表

4-5-6）：通曉中文程度不同外籍母親的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上（t=-3.663，

P＜.05）有顯著差異，顯著差異主要存在於學習適應（t=-2.788，P＜.05）、

常規適應（t=-2.930，P＜.05）及人際關係（t=-3.198，P＜.05）上的表現，

換言之，中文程度良好外籍母親的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

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皆優於外籍母親中文程度普通者。 

 

 

 

 

 通曉中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普通 51 3.5 2.76 
總量表 生活適應 

良好 39 4.03 3.21 

普通 51 3.41 3.82 
學習適應 

良好 39 3.9 3.12 

普通 51 3.61 3.09 
常規適應 

良好 39 4.16 4.33 

普通 51 3.39 2.96 

分量表 

人際關係 

良好 39 3.93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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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在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之 t考驗

    分析摘要表  

  t Df Sig 

總量表 生活適應 -3.663 88 .000*** 

學習適應 -2.788 88 .006** 

常規適應 -2.930 88 .004** 分量表 

人際關係 -3.198 88 .002** 

***P＜.001   **P＜.01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幼兒生活適應，綜合上述統計分

析結果可知，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相較於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其

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較好。此項結果驗證假

設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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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外籍母親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 

 本研究以受試幼兒在「母親管教方式量表」中包含二個分量表，「母親

獎勵管教方式」、「母親處罰管教方式」並分別與「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的

得分，求兩者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以探討外籍母親採用獎勵、處罰的管教

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關係，結果如下所示： 

 

一、 外籍母親獎勵管教方式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 

 由表 4-6-1 可知，幼兒在「母親獎勵管教方式量表」與「幼兒生活適應

量表」上得分的相關係數為.262（P＜.05）。此外，「母親獎勵管教方式量表」

與「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三個分量表的相關情形分別是，學習適應為.169

（P＞.05）、常規適應為.238（P＜.05）、人際關係為.219（P＜.05）。這也

就表示，在本研究中，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

應呈現低度正相關的關係，且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

上的表現，均呈現低度正相關的關係，至於在學習適應的表現卻無顯著相關

存在。換句話說，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其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常

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越好。 

 

表 4-6-1  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之皮爾森積差相

     關（N=90） 

 獎勵管教方式 

      生活適應 .262* 

學習適應 .169 

常規適應 .238* 

人際關係 .219*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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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籍母親處罰管教方式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 

 由表 4-6-2 可知，幼兒在「母親處罰管教方式量表」與「幼兒生活適應

量表」上得分的相關係數為-.253（P＜.05）。此外，「母親處罰管教方式量

表」與「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三個分量表的相關情形分別是，學習適應為-.144

（P＞.05）、常規適應為-.259（P＜.05）及人際關係為-.176（P＞.05）。這

也就表示，在本研究中，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

適應呈現低度正相關的關係，且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常規適應間呈現低

度負相關的關係，至於在人際關係及學習適應的表現卻無顯著相關存在，換

句話說，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其幼兒的整體生活適應愈差，尤其在

常規適應上的表現亦愈差。 

表 4-6-2  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之皮爾森積差 

       相關（N=90） 

 處罰管教方式 

   生活適應 -.253* 

學習適應 -.144 

常規適應 -.259* 

人際關係 -.176 

* P＜.05 

 

小結： 

 由上述結果可知，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與其生活適應上

有相關存在，也就是說，幼兒愈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時，其整

體生活適應越好，尤其在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上的表現亦愈好。反之，幼兒

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其整體生活適應亦愈差，尤其在常規適

應上亦會有愈差的表現。此項結果驗證假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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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和管教方與 

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 

 為瞭解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不同的管教方式，是否會與

幼兒生活適應好壞間存有相關，乃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來探討：通曉中文程

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及處罰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相關。 

 

一、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  

  相關。 

（一）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

   關係。 

 由表 4-7-1 可知，在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中，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與

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未達顯著的相關，且在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學

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均未見顯著差異存在。也就是說，中文

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並沒有明顯的

關係存在。 

 

表 4-7-1  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

    間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90） 

 獎勵管教方式 

      生活適應 .179 

學習適應 .107 

常規適應 .181 

人際關係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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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關

   係。 

 由表 4-7-2 可知，在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中，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與「幼兒生活適應量表」相關情形分別是，生活適應為-.402（P＜.01），

各分量表中學習適應為-.226（P＞.01）、常規適應為-.393（P＜.01）及人

際關係為-.314（P＜.01）。這也就表示，在本研究中，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

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呈現中度負關係存在，且評量生活

適應表現優劣之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上的表現，均呈現中度負相關。至於在

學習適應上，卻無明顯的關係存在。換言之，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愈

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幼兒的生活適應亦愈差，且主要存在於常規適應、人際

關係上的表現方面。 

 

表 4-7-2 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 

      間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90） 

 處罰管教方式 

      生活適應 -.402** 

學習適應 -.226 

常規適應 -.393** 

人際關係 -.314**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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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  

    相關。 

（一）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

   關係。 

 由表 4-7-3 可知，在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中，採用「獎勵管教方式」

與「幼兒生活適應量表」相關情形，在生活適應上為.329（P＜.01）呈現中

度正相關存在，換言之，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其

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愈好。 

表 4-7-3 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 

      間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90） 

 獎勵管教方式 

      生活適應 .329** 

學習適應 .209 

常規適應 .271 

人際關係 .288 

** P＜.01  

 

（二）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的

   關係。 

   由表 4-7-4 可知，在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中，採用處罰管教方式

與幼兒生活適應量表上得分未達顯著的相關，且在評量生活適應表現優劣之

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均未見顯著差異存在。也就是說，中

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整體生活適應及學習、常

規、人際關係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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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7-4 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

       間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90） 

 處罰管教方式 

      生活適應 -.051 

學習適應 -.011 

常規適應 -.102 

人際關係 -.030 

 

小結： 

 由上述結果可知，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

活適應間的關係，有明顯的相關存在，換言之，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

採用獎勵管教方式，其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愈好，反之，中文程度普通的外

籍母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其幼兒在整體生活適應亦愈差，且主要存在於

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方面。此項結果並驗證假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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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 

對幼兒生活適應的預測力 

 

 為瞭解幼兒人口變項（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外籍母親背景變項

（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管教方式（獎勵、處罰）等，對幼兒生活

適應的預測力，乃以前者為預測變項，以幼兒的生活適應為效標變項，依次

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由於在預測變項部分，幼兒性別、外籍母親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為類別

變項，因此在進行迴歸分析之前，必須先將其轉換為虛擬變項，以 0、1 表

示之。在幼兒性別以「男生」為參照組。在外籍母親國籍方面，以「東南亞

地區」為參照組。在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方面，則以「中文程度普通」為

參照組。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生活適應的整體預

測力分析結果如後： 

 由表 4-8-1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有二個重要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幼兒

生活適應。其重要性及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

（13.2％）及幼兒性別（10.8％），聯合此二變項可以解釋幼兒生活適應總

變異量的 24％。 

 此外，由表 4-8-1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β

=.371，t 值=3.970，P＜.001）及幼兒性別（β=.392，t 值=3.515，P＜.01）

等變項皆能預測幼兒的整體生活適應。也就是說，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

親，相較於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其幼兒有較佳的整體生活適應，且相

較於男幼兒，女幼兒的整體生活適應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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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8-1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生活適    

            應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 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

數 R2 

 

外籍母親 

中文程度 

（良好） 

.371 3.970*** .132 .490 .240 幼兒

整體

生活

適應 

幼兒性別

（女） 

71.829 

.329 3.515** .108   

*** P＜.001   ** P＜.01 

 

 由於本研究之幼兒生活適應量表是由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三

個向度所構成，為進一步瞭解各變項對此三分量表得分的預測力，乃進行逐

步迴歸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學習適應的 

預測力 

 由表 4-8-2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有一個重要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幼兒

學習適應。其重要性及所增加的預測率如下：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8.1

％），此變項可以解釋幼兒生活適應總變異量的 8.1％。 

 此外，由表 4-8-2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β

=.285，t 值=2.788，P＜.05），此變項能預測幼兒的學習適應。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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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相較於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其幼兒有較佳

的學習適應。 

表 4-8-2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學習適應之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

化β 

t 值 R2 

改變

量 

多元

相關

係數 

決定

係數 R2

 

學習

適應 

外籍母親

中文程度

（良好） 

17.531 .285 2.788** .081 .285 .081 

**P＜.01 

 

三、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常規適應 

預測力 

 由表 4-8-3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有二個重要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幼兒

常規適應。其重要性及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幼兒性別（14.3％）與中

文能力良好（9.4％），聯合此二變項可以解釋幼兒常規適應總變異量的 23.7

％。 

 此外，由表 4-8-3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幼兒性別（β=.384，t 值

=4.104，P＜.001）及外籍母親中文程度良好（β=.307，t 值=3.274，P＜.01）

等變項皆能預測幼兒的常規適應。也就是說，相較於男幼兒，女幼兒及外籍

母親中文程度良好相較於中文程度略懂者，對幼兒有較佳的常規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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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3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常規適應之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

化β 

t 值 R2 

改變

量 

多元

相關

係數 

決定

係數R2

 

常規

適應 

幼兒性別

（女） 

30.128 .384 4.104*** .143 .486 .237 

 外籍母親

中文程度

（良好） 

 .307 3.274** .094   

*** P＜.001  ** P＜.01 

 

四、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人際關係的 

預測力 

 由表 4-8-4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有一個重要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幼兒

人際關係。其重要性及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外籍母親中文能良好（10.4

％），此變項可以解釋幼兒人際關係總變異量的 10.4％。 

 此外，由表 4-8-4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外籍母親中文程度良好（β

=.323，t值=3.198，P＜.01）。也就是說，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相較於

中文程度略懂的外籍母親，幼兒有較佳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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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4 幼兒人口變項、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管教方式對幼兒人際關係之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

化β 

t 值 R2 

改變

量 

多元

相關

係數 

決定

係數R2

 

人際

關係 

外籍母親

中文程度

（良好） 

31.489 .323 3.198** .104 .323 .104 

** P＜.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