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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依第四章的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自（一）外籍母親對人口變項（性

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不同之幼兒，採用管教方式之差異；（二）背景變

項（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不同之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之差異；

（三）外籍母親家庭中，人口變項不同之幼兒生活適應之差異；（四）外籍

母親的背景變項不同，幼兒生活適應之差異；（五）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

（獎勵、處罰）不同與幼兒之生活適應間的關係；（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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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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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方面予

以討論。 

 

第一節 外籍母親家庭中，幼兒人口變項與外籍母親 

採用管教方式關係之討論 

  

 本研究所探討之幼兒人口變項包括：幼兒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以

下分別就幼兒人口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論和說明： 

 

一、 幼兒性別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 

 關於幼兒性別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不同

性別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之獎勵管教方式及處罰管教方式上，並沒有

明顯不同。此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1。 

 以往國內外的相關文獻研究發現，母親對不同性別的幼兒採用的管教方

式，並未有一致性的結果。此次研究結果與羅美紅（2005）的研究獲得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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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男女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並未有顯著差異。究其原

因為，對於外籍母親而言，在異國生活較無安全感，生活適應上需要調適，

孩子多半是自己的生活重心，不管男女都會特別珍惜且盡可能給予合宜的對

待。此外，可能由於時代的變遷，近幾年來出生率降低，「重男輕女」的想

法也隨之改變，且兩性平等的觀念提升，亦影響外籍母親的管教方式，也許

這就是對同性別的幼兒，外籍母親管教方式沒有明顯差異的原因。 

 

二、 幼兒手足數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 

 關於幼兒手足數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不

同手足數的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之獎勵管教方式及處罰管教方式，並沒

有顯著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2。 

 

 過去關於探討幼兒手足數與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的相關研究並不多，但根

據王鍾和（1975）研究指出，子女數 3位以上相較於子女數 3位以下的父母

給予子女較多的處罰及較少的獎勵，也就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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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鍾和（1975）的研究中，是以 3位子女作為分組點，發現

對待 3位以上或 3位以下的子女，父母的管教方式是有差異，然而並未探討

當家中子女數在 3位以下時，父母給予幼兒的獎勵及處罰是否有所差異。而

在本研究發現，當幼兒手足數不超過 2位時，所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

式並無顯著差異，究其可能原因，由於社會邁入少子化的趨勢，因此母親對

於家庭中子女採用的管教方式，並不會因為有過多的子女數而使母親因管教

的負荷量增加，而分給每位子女的心力變少。且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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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亦以有一位手足數的幼兒占最多數，因此，外籍母親同時對待

1-2 位子女時，在心力上較不至於受到子女數過多而被分割。換言之，生長

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手足數以 1位居多，感受到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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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差異並不大。此外，由於本研究以幼兒有 2位手足數作為分組點，而樣本

以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手足數以 0-1 位幼兒佔大多數，是否受到生育率降

低，而使得在取樣上未能呈現出當幼兒手足數有明顯差距時，幼兒所知覺外

籍母親管教方式差異不大，然而，此推論是否正確，則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

討與驗證。 

 

三、 幼兒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 

 關於幼兒入學年數與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由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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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結果驗證了假設 1-3。 

 

 過去文獻中較少針對幼兒入學年數與母親採用管教方式作探討，筆者曾

根據過去相關文獻發現，當幼兒入園的年數增加累積較多社交能力或學習經

驗後，較能理解母親的管教原則，且在與母親良好互動關係增加後，會使母

親採用處罰的管教方式減少。據此推論，幼兒入學年數的多少，感受到外籍

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會有所差異。由研究結果顯示，入學 2年的幼兒確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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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處罰管

教方式上亦相對的增加。換言之，研究的確證實幼兒入學年數的不同，會感

受到母親採用管教方式有差異。究其原因，羅美紅（2005）的研究曾指出，

東南亞籍母親認為幼稚園會對幼兒行為帶來影響，包括：與其他孩子的互

動、經驗的累積、正負向行為，因此，在外籍家庭經濟許可下，會提早把孩

子送到幼稚園學習。在幼稚園內，幼兒在老師的教導、與同儕的互動中習得

正向的行為，且隨著入學時間增加，在更加瞭解行為規範及與人相處方式

後，會愈有好的行為表現而獲得外籍母親較多的獎勵。但亦有可能幼兒在幼

稚園因模仿同儕不適行為而使幼兒產生不為父母期望的行為，因此，母親給

予的處罰亦會隨者入學年數的增加而增多。也許這就是幼兒入學年數不同，

外籍母親管教方式有明顯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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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籍母親背景變項與採用管教方式關係之討論 

  

 本研究所探討之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包括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以

下分別就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論和說明： 

 

一、外籍母親年齡與採用管教方式 

 關於外籍母親年齡與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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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多發現，不同年齡的母親對幼兒採用的管教方式

有差異存在，年長的母親相較於年輕的母親常使用積極的管教方式且對子女

的關懷程度最高（王春美，2001；Solis, R. Pedro , Fox ＆ Robert 

A .1996）。此次研究結果亦獲得證實，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的管教

方式確有差異，31 歲以上相較於 30 歲以下的外籍母親，採用較多獎勵的管

教方式。至於不同年齡的外籍母親採用之處罰管教方式上沒有顯著不同，此

次結果亦與莊麗玉（2005）研究發現，年齡不同並不會影響外籍母親採用處

罰管教方式之結果相同。 

 

 二、外籍母親國籍與採用管教方式 

 關於外籍母親國籍與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大陸籍母

親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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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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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採用獎勵的管教方式有明顯差異，可能來自

於外籍母親在管教方式的採取上，會受到其原生國家文化及自己上一代母

親管教方式的影響。而大陸籍的母親相較於東南亞地區各國的母親採用較

多的獎勵管教方式，也許由於大陸與台灣的文化、思想較相近，對於子女

的管教，從過去傳統權威的管教方式轉變為現代開明的管教方式，而較注

重給予子女較多的鼓勵、肯定及獎勵。 

 由過去的相關文獻發現，東南亞籍的母親較偏向採用處罰或放任的管教

方式（陳美惠，2002；張齡友，2004；李湘凌、洪瑞楓，2005；莊麗玉，

2005），至於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採用處罰的管教方式沒有明顯不同，究

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外籍母親在管教方式採用上會受到許多因素的牽

制，如:管教的自主權，由於多數台灣男子娶外籍新娘係以傳宗接代為主要

目的，面對下一代亦多以較寵愛、捨不得處罰的態度，此亦會影響外籍母

親採用處罰管教方式的決定。第二，在此次研究中，幼兒母親國籍的取樣，

不同東南亞地區母親的樣本數不均，致使東南亞地區各國家併組進行統計

分析，以致無法看出不同東南亞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上的差異性。因此，

在未來研究上，樣本的取樣可力求各國籍的母親樣本數之均等，以作更深

入探討。 

 

三、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 

 關於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

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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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文獻甚少有針對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管教方式的關係作

探討， Bossard（1960）認為母親是影響孩子語言發展的關鍵性人物。因此，

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的程度似乎會直接影響孩子早期的語言發展和學習，故研

究者推論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管教幼兒的方式會有差異。然



 106

而，研究結果卻顯示，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採用的管教方式並無明顯

不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由於外籍母親來台年數增加，至少有 5-6 年，身

處於中文環境耳濡目染，並參與識字班或補校學習中文，使得中文在聽、說

能力上逐日增加，與人溝通上沒有問題，或許還帶些原鄉的口語，但多半能

使用簡單的句子與幼兒互動，因此，外籍母親在管教幼兒時，較不至於受語

言的隔閡，而影響他們對幼兒的管教方式。也許這就是外籍母親中文程度的

好壞，對採用管教幼兒方式上沒有明顯差異的原因。 

 

 

 

第三節 外籍母親家庭中，幼兒人口變項與生活適應關係之

討論 

 

 本研究所探討之幼兒人口變項包括幼兒性別、手足數及入學年數。以下

分別就幼兒人口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論和說明： 

 

一、幼兒性別與生活適應 

 關於性別與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女幼兒的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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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並無直接探討外籍母親家庭中，幼兒性別與生活適應關係的研究，

但在鍾文悌（2005）針對外籍母親家庭低年級子女的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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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生活適應確有明顯差異存在，據此，本研究推論，成長於外籍母親家庭

中，不同性別幼兒的生活適應上會有差異。此在本研究結果中的確獲得證

實，不同性別幼兒的生活適應，有明顯差異，且女幼兒的生活適應優於男幼

兒。究其原因，不同性別的幼兒本身特質在先天上就有差異，一般而言，男

生較活潑、好動而女生較乖巧、順從、遵守的特質亦較能適應團體規範。也

許這就是成長於外籍母親家庭中，不同性別幼兒，在幼稚園的生活適應情形

不同的原因。 

 

 

二、幼兒手足數與生活適應 

  關於幼兒手足數與生活適應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手足數不同幼

兒的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上沒有不同。此項結果

並未驗證假設 3-2。 

 

 過去文獻對於幼兒手足數與生活適應的關係甚少著墨，吳柏姍（2005）

研究發現，在外籍母親家庭中幼兒的手足關係，似乎是幼兒在幼稚園生活適

應中人際互動關係良好與否的延伸。但鍾文悌（2005）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在

外籍母親家庭中，家中子女數不同，低年級學生的學業成績及生活適應表現

均無顯著差異。此與本研究的發現相同。究其原因，由於社會變遷，少子化

時代的來臨，家中幼兒的手足數變少，大不如以往幼兒有眾多的兄弟姐妹，

彼此成為玩伴並相互模仿、學習，在進入團體生活之前就有與他人互動的機

會。現今幼兒多伴由家中父母或祖父母陪伴，且成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

兒，更是以母親為主要的生活照顧及長時間相處者，因此幼兒手足數的多

少，對其進入幼稚園生活適應的好壞並無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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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入學年數與生活適應 

 關於幼兒入學年數與其生活適應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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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此

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3-3。 

 

 過去文獻對於幼兒入學年數與生活適應的關係甚少著墨，吳柏姍（2005）

研究發現，生長在外籍母親家庭的幼兒，在進入幼稚園後，隨著對環境的熟

識，自身能力的增加，會較積極的參與活動。謝慶皇（2004）指出學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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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筆者推論進入幼稚園時間的長短，對幼兒的生活適應應會有影響。然

而在此次的研究結果中並未證實此推論，換言之，幼兒入學年數的多少與其

生活適應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究其可能的原因，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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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進入幼稚園是脫離長久以來以家為主的第一個團體，由於社會化的

影響是漸近及潛移黙化的，因此無法在短暫時間內即明顯的看到行為表現的

差異，換言之，由於所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有限，因此對幼兒而言，相差一年，

在生活適應上並未有明顯不同。第二、本研究幼兒生活適應量表是請幼稚園

的教師填寫，對於受測幼兒在進入公立幼稚園就讀前是否已就讀其他私立幼

稚園，並未能確切掌握，換言之，受測的幼兒雖第一年就讀公立幼稚園，但

可能已有讀私立幼稚園的經驗，對於與那些已有二年入學經驗幼兒的生活適

應進行統計分析時，未能有明確的區分，也許此亦是未達顯著不同的來源，

因此未來研究時，若能明確的定位幼兒入學年數，以便作更明確的探討才是。 

 

  

 

 



 109

第四節  外籍母親背景變項與幼兒生活適應關係之討論 

 

 本研究所探討之外籍母親背景變項包括年齡、國籍及通曉中文程度。以

下分別就外籍母親背景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論和說明： 

 

一、外籍母親年齡與幼兒生活適應 

 關於外籍母親年齡與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年齡不同

外籍母親，幼兒的整體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並沒有顯

著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4-1。 

 

 在過去文獻中較少發現外籍母親年齡與幼兒生活適應關係的研究，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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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推論，年齡不同的外籍母親，幼兒的生活適應會有所差異。 

 然而此推論與本研究的結果並不相符合，換言之，年齡不同外籍母親，

幼兒的生活適應並沒有明顯差異。推論其原因可能是，近年來在台的外籍母

親人數激增，台北市政府（2003）有鑑於家庭教育是幼兒未來生活適應的重

要基礎，於民 92 年起辦理「台北市新移民照顧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具體

措施之一即為提升教育文化，加強外籍與大陸配偶教養子女的能力。因此，

在政策的推行及鼓勵參與下，使得即便是年輕的外籍母親面對幼兒時，不至

於束手無策而能顧及幼兒各方面的發展，此使得幼兒進入幼稚園後，生活不

會發生不良的適應。此外，過去研究對象是針對成長於外籍母親家庭的小學

中、高年級子女，由於當時他們在學前階段時，政府尚未積極開辦此相關輔

導方案或由於受限於家人偏差看法如：外籍母親參與成長課程，接觸外界的

機會增加而容易學壞..等因素而無法參與，致使錯過給予子女在學前正確教

導的關鍵期，使子女在進入小學後，在學校生活適應的明顯差異。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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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幼稚園生活適應的好壞，似與外籍母親的年齡並無直接相關，而與是

否參與照顧輔導等方案有重要的關係。但是否如此，有待未來更進一步的確

認。 

 

二、外籍母親的國籍與幼兒生活適應 

 關於不同國籍的外籍母親與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由研究結果可知，大

陸籍母親幼兒的生活適應較優於母親為東南亞地區的幼兒，且要差異存在於

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此項結果驗證了假設 4-2。 

 由於過去的文獻針對外籍母親國籍與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尚無深入的

探討，但由過去針對小學階段外籍母親家庭的子女，母親國籍不同與其生活

適應關係的相關研究中，發現結果並不一致。蔡玲雪（2005）、林雅婷（2005）

研究均指出，母親國籍不同，子女生活適應的優劣，無顯著差異，然而張文

菁（2005）的研究中卻發現母親國籍不同，子女學習適應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母親大陸籍子女的生活適應較優於母親為印尼籍與越南籍者。據此，本研究

推論，母親國籍不同，幼兒生活適應應會有差異。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與推論相符合，母親國籍不同，幼兒生活適應上確有

明顯不同。此項結果與張文菁（2005）的研究發現相呼應，究其原因，幼兒

進入幼稚園團體生活後，會以台灣的主流文化為主要適應的準則，相較於東

南亞地區的國家，大陸與台灣的生活模式及語言的使用較為相近，因此，生

長在大陸籍母親家庭，幼兒的行為模式也較能適應台灣幼稚園中的社會規

範，致使幼兒在幼稚園的生活適應會較好，尤其在常規適應、學習適應及人

際關係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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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幼兒生活適應 

 關於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與幼兒生活適應的關係，由研究結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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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整體生活適

應、學習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均較好。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4-3。 

 林璣萍（2003）認為，父、母親的語文能力會影響子女的學校生活適應，

陳碧雲（2004）亦認為外籍母親由於使用的語言與台灣主流文化不同，連帶

會影響幼兒的學習和教育。唯上述學者的看法尚缺實證研究，因此有必要作

驗證。由本研究結果顯示，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幼兒的生活適應卻

有明顯的不同。究其原因，語言是人際間互動的共通方式，口語表達能力是

否清楚、如何與他人溝通..等，都是幼兒在幼稚園生活適應好壞與否的關鍵

因素。由於外籍母親中文能力往往成為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外籍

母親若中文能力佳，則較能以正確的口語發音與幼兒相處、教導及明確的示

範良好的表達方式，反之，外籍母親若中文能力不好，發音不正確，則會直

接影響幼兒的說話能力，進而造成幼兒在幼稚園與他人相處上受排擠或學習

上遇到阻礙而產生自信心不足、自卑、退縮等適應不良的情形。也許這就是

外籍母親中文程度好壞，對幼兒生活適應優劣帶來影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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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關係之討論 

  

 關於外籍母親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之關係，由研究結果發現，外籍

母親採用不同的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有顯著的相關存在。 

（一）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愈常採用獎勵管教方式，其整體生活適應愈好，

   尤其在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表現方面。 

（二）幼兒感受到外籍母親愈常採用處罰管教方式，其整體生活適應愈差，

   尤其在常規適應的表現方面。 

  

 關於外籍母親採用管教方式會對幼兒生活適應帶來重要影響，張齡友

（2004）母親為柬埔寨籍的學前幼兒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母親愈常採用權

威的教養方式，如:以責打或要求子女學乖、獨立不能太依賴，在學習上也

採以嚴格要求的方式，幼兒在幼稚園中會變得具領導性格、佔有慾高、分享

性較低，且在學習上會有較為計較的行為表現。林雅婷（2005）亦研究發現，

外籍母親對幼兒採用嚴格打駡的管教方式或過分憂心子女的學習表現，幼兒

在幼稚園會偶爾出現逃避、退縮的行為表現。此皆與本研究結果外籍母親愈

常採用處罰的管教方式，幼兒的生活適應表現會愈差的結果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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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採用管教方式與 

幼兒生活適應之討論 

 關於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採用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之關

係，由研究結果發現，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不同，採用的管教方式與幼兒

生活適應間存有顯著的相關。 

（一）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若採用愈多處罰的管教方式，幼兒整體生

   活適應會愈差，且特別在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方面。 

（二）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若愈常採用獎勵的管教方式，幼兒的整體   

   生活適應會愈好。 

  

 過去的文獻中，較少發現直接探討通曉中文程度不同的外籍母親，採用

管教方式與幼兒生活適應間相關的研究。陳碧雲（2004）、王瑞壎（2004）、

吳秀照（2004）均指出，外籍母親本身中文程度不佳，會影響幼兒的語言能

力，進而影響幼兒的人際關係及學習情形。而在前述亦曾推論外籍母親通曉

中文程度不同，是會影響幼兒的生活適應，也就是說，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

度愈好，幼兒生活適應亦會愈佳，而外籍母親中文程度、採用的管教方式與

幼兒生活適應間的關係，在過去尚缺實證性研究。在本次研究結果顯示，中

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當幼兒出現不良的行為表現時，受限於母親言語表

達的能力，無法給予明確行為的說明，而直接以斥責或打駡的方式對待幼

兒，即採用較多的處罰，此會使幼兒在幼稚園中，只知自己表現不好，但卻

不知如何表現才為應有、認可的行為，故仍經常違反規範，此會造成他與同

儕間的衝突，及影響老師對他的看法，而使得幼兒的生活適應愈差。此外，

中文程度普通的外籍母親，對於幼兒出現良好的行為表現時，似較少給予口

頭讚美、拍手或擁抱等肢體動作或物質獎勵..等正向獎勵的管教方式，此情

形也會使幼兒對於自己表現良好行為時，在沒有適時給予肯定下而不易保持

長久，而使生活適應表現不佳的機會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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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當幼兒表現良好的行為時，外籍母親

因較常給予積極性的獎勵，而更強化了他們的良好表現，此會使幼兒因得到

認同及肯定在幼稚園中，會更樂於表現出好的行為，使其生活適應愈佳。此

外，中文程度良好的外籍母親，當幼兒出現不適的行為表現時，會清楚的說

明合宜行為的重要與作法，使幼兒獲知明確作法，而使他們在幼稚園中更能

遵守規範，此有助於其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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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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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論 

 

 由研究結果發現，對幼兒的生活適應來說，聯合幼兒性別、母親通曉中

文程度等二個變項，可以解釋幼兒生活適應總變異量的 24％。性別、中文

程度與生活適應皆為正向關係。此項結果顯示：相較於男幼兒，女幼兒及外

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愈好，對幼兒的整體生活適應、常規適應及人際關係的

預測力愈高。 

 

  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知，幼兒性別及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為預測幼兒

整體生活適應的重要變項。女幼兒及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愈好，在整體生

活適應、常規適應較少出現不適應的情形。推論可能的原因，相較於男幼兒

天生較好動、喜歡冒險、挑戰，容易觸犯團體規範，而女幼兒文靜、順從的

特質則較能遵守、適應團體規範，且當外籍母親通曉中文程度愈好，愈能與

女幼兒及教師溝通、互動而瞭解女幼兒在幼稚園內行為表現。因此，女幼兒

在幼稚園生活不適應的情形則降低。 

 然而，在預測效標變項上，幼兒入學年數、幼兒手足數、母親年齡、母

親國籍及管教方式，對幼兒生活適應上造成的影響均未達顯著，因此，可能

尚有其他重要影響因素未納入，有待未來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與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