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整理、歸納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理論及研究結果，以作

為本文的立論基礎。全章共分六節，第一節說明父母管教幼兒方式的意涵

與向度；第二節探討影響父母管教幼兒方式的因素；第三節闡述幼兒創造

力的發展及評量；第四節探討影響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因素；第五節探討父

母管教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影響；第六節探討幼兒人口變項、父母管

教方式與幼兒創造力表現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父母管教幼兒方式 

一、父母管教幼兒方式的意涵 

父母管教方式一直都是國內外研究者相當感興趣的主題，歷來研究甚

多，其定義與名稱也因各研究觀點不同而有些微差異，誠然如此，不論採

用「教養方式」、「教養態度」、「教養行為」，或「管教方式」、「管

教態度」等名詞，內涵與精神大致上都是相同的。國內不乏以國小、國中

與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者，但是以幼兒為對象所進行的父母管教方式研

究，卻少如鳳毛麟角，因此筆者整理歸納歷年文獻如下，以利本研究推論

至父母對幼兒的管教方式。 

表 2-1-1 相關學者賦予父母管教方式的意涵 

Sears（1957） 

親子間的交互作用歷程，包括父母的態度、興趣、價值、信

念及照顧和訓練的行為 

吳金香（1978） 
指父母教養子女時，所表現的情感、信念及其在行為上所顯

示出來的基本特徵。 

吳秀碧（1981） 
父母在教導子女和訓練子女時，對於子女的情感、希望、行

為和思想作消極或積極性的反應。 



（續）  

楊國樞（1986） 家庭訓練或教導其幼小成員所採用的社會化方式。 

郭燕如（1988） 
指父母依其態度、認知、價值觀念、信念、情感、興趣及人

格特性對子女的照顧、教育、訓練所表現的行為方式。 

王鍾和（1993） 係指父母所採用之管教子女生活作息及行為表現的策略。 

郭芳君（2003） 
父母管教養育子女的態度與行為方式，包括信念、情感等態

度層面，與實際行動的行為層面。 

資料來源：擴充改編自劉淑媛（2004）。 

依據現象學的假定，真正的知識是來自於事件發生當下，接受者所

產生的主觀經驗，在孩子的生命世界(life world)裡，真正影響他們的因

素是其所知覺的現象場，以及他們如何去解釋這些經驗，依此推論，在父

母與子女共同建構起來的環境裡，對子女影響最大的不是父母採用何種管

教方式，而是子女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那麼究竟在幼兒的主觀經驗

裡，父母採取的管教方式是如何？依據Baumrind本人提出的父母管教方式

修正建議，加上現象學的觀點，幼兒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便成了本研

究欲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父母管教幼兒方式向度 

統整歷年來關於父母管教方式的研究，可得出各學者因論點不同，而

將父母管教方式大致分為單一向度（unidimensional）、雙向度

（bidimensional）及多向度（multidimensional）等三種取向（吳麗娟，1998），

茲分述如下。 

（一）單向度方面：Elder（1962）依據「父母的支配性」，將父母管教

分為七種不同的類型，分別是獨裁（Autocratic）、專制權威

（Authoritarian）、民主（democratic）、平等（Equalitarian）、

溺愛（Permissive）、放任（Laissez faire）及忽視（Ignoring）。



Baumrid（1974）則認為影響父母管教方式的因素只有一個，即「父

母的權威傾向」，依據此將父母的管教類型分為專制權威

（Authoritarian）、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溺愛

（Permissiveness）等三種。國內學者方面，吳武典、林繼盛（1985）

將父母管教方式分為嚴厲、縱溺、分歧、誘導等四種類型。林惠雅

於1999年新編教養行為問卷中，將管教方式分為耳提面命、練習嚐

試、身教示範、獎賞鼓勵、懲罰、說理誘導、鼓勵自主、協商討論、

提供服務等，因素分析後得出三個主要因素：修正不當行為和討論

因素；服務、示範和練習因素；鼓勵良好行為和自主因素。 

（二）雙向度方面：由於部分學者認為父母管教方式不僅只取決於單一向

度，而是包含了兩種不同變項，且變項間可能產生交互作，例如1958

年，William 將兒童所知覺的父母管教方式依照權威（authority）、

關懷（loving）兩個向度，將之分為四種管教類型：分別為「高關懷

-高權威」、「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高權威」、「低關懷-低

權威」。Schaefer（1959）提出控制－自主、關愛－敵意兩向度，以

縱橫座標呈現，構成一種環狀模式的父母管教方式。1961年，

Bronfenbrenner也提出以控制、支持兩向度將父母管教方式分為四

種：「高控制-高支持」、「高控制-低支持」、「低控制-高支持」、

「低控制-低支持」。Buamrind(1977)則認為由父母的「要求」

（demandingness）與「反應」（responsiveness）兩向度來區分父

母管教類型更加適宜。近年Maccoby 與Mantin（1983）根據Buamrind

的論點，提出要求及反應兩向度，將父母管教方式區分為四種類型：

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寬鬆放任（Indulgent）、開明權威

（Authoritative）、忽視冷漠（negelect），此方法受到目前國內

頗多研究者的使用與認同（王鍾和，民82；楊雅雯，民83；陳詩寧，

民86；鍾筱萍，民92），四種管教類型之詳細情形如下表： 

 



表2－1－2 四種管教類型的內涵 

父母管教方式 父母經常表現之行為 

 

忽視冷漠 

 

1.父母經常忙碌於自己的工作或活動，少有額外時間陪伴或注意

子女。 

2.只要不必長時間長時間或精力與孩子相處或互動，任何事要求

父母去做，他們都十分願意。 

3.盡可能地與子女維持距離。 

4.父母對子女的需求常很快的給予滿足（或處理），以避免麻煩

（或不再煩他們）。 

5.父母對子女很少表現情感的支持及堅持的要求或控制。 

 

寬鬆放任 

 

 

1.父母以接納/容忍的態度面對子女表現出攻擊或發脾氣等的衝

動行為。 

2.父母很少用懲罰或控制（限制）來強調自己的權威。 

3.父母很少對子女的態度（如有禮貌、舉止合宜）或工作（家務）

完成等方面，有要求。 

4.父母讓子女自己約束行為，且盡可能自己做決定。 

5.很少要求子女的日常作息（如睡覺、吃飯、看電視的時間） 

6.父母對子女給予多量的情感支持，但缺乏指導與要求。 

 

專制權威 

 

1.父母對子女的要求遠多於子女對父母的要求。 

2.嚴格限制子女提出或表達自己的需要。 

3.盡量少提出或最好壓抑不說出自己的要求。 

4.父母以勒令孩子服從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 

5.父母的要求，從未經過討論調查或討價還價的過程。 

6.父母十分重視維持自己的權威，且絕對盡力壓抑來自子女的異

議或挑戰。 

7.子女若做出與父母需求不同的事時，必會遭到嚴厲的處罰（常

為體罰）。 

8.父母對子女的態度為堅定且教導的，但較少感情的投入與支持。



（續）  

 

開明權威 

 

 

1.父母期望子女有成熟的行為表現，並對子女建立清楚的規範準

則。 

2.堅定地要求子女依照規範或準則行事，必要時施以命令或處罰。

3.鼓勵子女的個別性及獨立性。 

4.親子間開放式的溝通。 

5.親子雙方皆清楚地認知彼此的權利。 

6.親子雙方皆能對彼此合理的需求及觀點，給予反應或接納。 

7.父母對子女行為的要求是感性（支持）與理性（規定）並存。

資料來源： Maccoby ＆ Martin，1983；引自王鍾和，民82。 

（三）多向度方面：Becker（1964）將父母教養方式分為權力（限制－溺

愛）、支持（敵意－溫暖）、焦慮（焦慮情緒的涉入－冷靜的分離）

三個基本向度，就其高低組合而成八種形式。而Hetherington 和

Frankie（1967）以溫暖、支配、衝突為區分向度；Margolies 和

Weintraub（1977）則採用接納-拒絕、心理性自主-心理性控制、堅

定控制-放任等三個區分向度。另外，Ainsworth等人（1975）分析

母親的教養行為，提出四個向度：「敏感與不敏感」、「接受與拒

絕」、「合作與干擾」、「親近與忽略」。本研究將歷年來文獻依

向度整理如下表： 

 

 

 

 

 

 



表2-1-3 父母管教方式分類統整表—單向度 

文獻 類別數 分類型態 

Baldwin 

（1945） 
三 

a.接納型（acceptance） 

b.民主型（democracy） 

c.放任型（induglence） 

Sears（1957） 二 獎勵、懲罰 

Elder 

（1962） 
七 

依「父母的支配性」分為： 

a.獨裁（Autocratic） 

b.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 

c.民主（democratic） 

d.平等（Equalitarian） 

e.溺愛（Permissive） 

f.放任（Laissez faire） 

g.忽視（Ignoring） 

Pumroy

（1966） 
四 

嚴厲(disciplinarian)、縱容

(indulgent)、保護(protective)、拒絕

(rejecting)。 

Hurlock

（1972） 
八 

過份保護、過份放任、拒絕、接納、支配、

屈從、偏寵、期望。 

Baumrid

（1974） 
三 

依「父母的權威傾向」分為 

a.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 

b.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 

c.放任溺愛型（Permissiveness） 

Pulkkinen 

（1982） 

二 父母中心取向、子女中心取向 

 

 

 

 



（續） 

文獻 類別數 分類型態 

張春興（1979） 四 寵愛、放任、嚴格、民主 

吳武典、林繼盛

（1985） 
四 嚴厲、縱溺、分歧、誘導 

朱瑞玲（1986） 三 嚴厲、關愛、寬鬆。 

林惠雅（1999） 三 
修正不當行為和討論因素；服務、示範

和練習因素；鼓勵良好行為和自主因素 

表2-1-4 父母管教方式分類統整表—雙向度 

文獻 分類依據 分類型態 

William

（1958） 

權威（authority） 

關懷（loving） 

1.高關懷-高權威 

2.高關懷-低權威 

3.低關懷-高權威 

4.低關懷-低權威 

Schaefer

（1959） 

控制－自主、 

關愛－敵意 

1.過度保護（overprotective）、 

2.權威（authoritarian）、 

3.民主（democratic）、 

4.忽視（neglecting） 

Bronfenbre-

nner（1961）
控制、支持 

1.高控制-高支持 

2.高控制-低支持 

3.低控制-高支持 

4.低控制-低支持 

Roe＆

Siegelman 

（1963） 

關愛-拒絕、 

忽視-要求 
 

Maccoby & 

Martin 

（1983） 

要求(demand)、 

反應

(responsiveness)

1.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 

2.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 

3.寬鬆放任（Indulgent） 

4.忽視冷漠（negelect） 



表2-1-5 父母管教方式分類統整表—多向度 

文獻 分類依據 分類型態 

Becker

（1964）  

限制－溺愛、敵

意－溫暖、 

焦慮情緒的涉

入－冷靜的分

離 

1.縱容（indulgent） 

2.民主（democratic） 

3.神經質的焦慮（anxiousneurotic） 

4.忽視（neglectful） 

5.嚴格控制（rigid controlling） 

6.權威性（authoritative ） 

7.有效的組織（organizedeffective ） 

8.過度保護（overprotective） 

Hetheringt-

on＆Frankie

（1967） 

溫暖、支配、 

衝突 
 

Ainsworth

（1975） 

敏感與不敏

感、接受與拒

絕、合作與干

擾、親近與忽略

 

Margolies 

＆Weintraub

（1977） 

接納-拒絕、 

心理性自主-心

理性控制、堅定

控制-放任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向度愈多，分類也愈趨複雜。目前心理學界公認Maccoby 與

Mantin（1983）根據Buamrind的論點，所提出「要求」與「反應」兩向度

的區分方法較為適切，因此本研究採用此區分方法。近年Baumrind（1989）

修正並整合了自己歷年來的理論，重新定義「反應」（responsiveness）

指的是家長鼓勵孩子培養個別化、自我堅持與規範，他們支持孩子的需

求，其重要因素包括溫暖、互惠、清楚的溝通、以人為中心的討論和依附。



「要求」（demandingness）是指父母對孩子以自己的期望、督導方式和

教養的效果來要求孩子，並且對抗孩子的不適當的行為，要求的重要因素

包括對抗、督導和持續堅持的管教。 

本研究考慮到與現今狀況的符合程度、幼兒的記憶與理解能力與編制

量表所需，乃以王鍾和（1975）參考 Sears 依據幼兒對父母日常生活情境

中，所給予的獎勵或處罰等反應情形編製而成的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為

基礎，修訂為「要求」與「反應」雙向度，新編一情境式設計量表，研究

幼兒對父母管教方式的知覺。        

 

 

 

 

 

 

 

 

 

 

 

 

 

 

 



第二節  影響父母管教幼兒方式的因素及其相關

研究 

一、幼兒人口變項 

過去有關親子互動的研究，焦點多放在父母管教方式對子女發展

的影響，但是近一二十年來，已經開始強調親子互動是雙向的（孫碧蓮，

2002），不僅孩子行為受到父母影響，父母的管教方式也會因為子女的

年齡、性別、出生序等人口變項不同而有差異。 

（一）、性別 

       究竟父母教養方式是否會因為子女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多數學

者認為受到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影響，父母會因子女性別不同而調整

自己的管教態度，大部分研究亦顯示男生比女生更容易知覺到父母的

權威教養方式；但仍另有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教養方式不會因為子女性

別的不同而有差異，茲整理相關文獻列表如下： 

表2-2-1 子女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相關研究統整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HEIN（1994）
加拿大363名科學資優

生 

權威authoritative parenting 在男

女之間有顯著不同。 

Fagot＆Hagan 

（1991） 

美國92名12個月兒童、

82名18個月大的兒童、

及172名5歲大的兒童 

在12個月兒童及18個月大的兒童中，

父母在面對男孩時相較於女孩會使用

較多的負面評價。 

Timothy 

（2002） 

加拿大105名13-15歲的

青少年 

雙親管教方式、青少年性別和自我價

值之間具顯著交互作用。 

有

顯

著

差

異 

Someya 

（2000） 
730 名日本人 

性別、出生序和父母管教方式之間有

顯著交互作用。 

 



（續） 

張麗梅 

（1993） 

台北縣市503名五、六年

級學童 
父母管教態度會因兒童性別之不同 

洪智倫 

（1994） 

台中市國小四、六年級

的學生共607人 

1.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生在父母教養

方式上有顯著差異 

2. 男生在「權威」向度上高於女生；

在「關懷」向度上則低於女生。 

許筱梅 

（1995） 

臺中市757名國中學生 1. 女生知覺母親關懷程度顯著高於

男生。 

2. 男生知覺父、母權威程度顯著高於

女生。 

劉修全 

（1996） 

高雄市五所公立國中共

502名學生 

不同性別青少年所知覺父親權威的教

養方式有顯著差異。 

許怡珮 

（2002） 

高雄市國小四至六年級

學童1121人 

女生知覺到的父母教養方式及其完美

主義傾向、成就動機均高於男生。 

羅佳芬 

（2002） 

臺南縣市832名四年級

和六年級的國小學童 

不同性別的國小兒童所知覺的父親與

母親管教方式，在「回應」層面上有

顯著差異。 

王秀枝 

（2003） 

台南市公立小學三、四

年級723位學童 

不同性別的國小中年級學童所知覺的

父親、母親教養方式有顯著差異。 

有

顯

著

差

異 

柯佳美

(2004) 

台南市公私立高中一、

二年級學生共465位 

女生知覺父親較多「開明權威」教養，

男生知覺父親教養則以「忽視冷漠」

類型最多。 

黃拓榮 

（1997） 

高雄市公立國中911位

學生 

國中生之父母管教方式不因性別而有

所差異。 

陳建勳 

（2003） 

高雄市國小840名五、六

年級學童 

父母管教方式不會因性別不同而有所

差異。 

無

顯

著

差

異 楊的祥 

（2003） 

328位屏東縣國民小學

六年級學生  

父母管教方式不因性別而有差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可知父母是否會因子女性別之差異而有不同教養方

式，目前仍無定論。加上國內此類研究的對象多著重於國小、國中與

高中，對於和父母互動最為頻繁，影響最大的幼兒探討極少，因此本

研究以四至八歲的幼兒為對象，探討子女性別在父母教養方式上是否

有差異。 

 

（二）、年齡 

歷來許多國內學者的研究皆指出子女年齡和父母管教方式有密切

的關係，一般而言，隨著子女年齡增加，其學習的生活技能也越多，

連帶的父母可能因此而採取不同的管教方式，但仍有研究指出，父母

管教方式其實並不會因子女年齡或年級不同而有差異。以下將相關研

究整理如表：  

表2-2-2子女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相關研究統整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張麗梅

（1993） 

台北縣市六所國小、503 名

五、六年級學童 

父母管教態度會因兒童年齡之不

同而有差異。 

洪智倫

（1994） 

台中市國小四、六年級的學

生共607人 

不同年級的國小學生在父母教養

方式上有顯著差異。 

許筱梅

（1995） 

臺中市757名國中學生 愈高年級學生比低年級學生知覺

到更低的父親權威。 

李雪禎

（1996） 

高雄市1059名國中生  父母對國中一、二年級子女的管教

方式為開明權威型，但對三年級子

女的管教方式，則以忽視冷漠型所

佔的比例最高。 

樊聯仁

（1998） 

研究2612名受訪者 年齡不同，知覺到不同的父母教養

方式 



（續） 

徐百儀

（2002） 

國民中學一至三年級學生

789人 

父母對15歲的子女採取忽視型管

教程度顯著高於13歲和14歲的子

女。 

王秀枝

（2003） 

台南市43所公立小學三、四

年級723位學童 

不同年齡的國小中年級學童所知

覺的父親、母親教養方式有顯著差

異。 

賴正珮

（2004） 

794名國小學童 不同年級的兒童知覺其父母親管

教方式與自身之非理性信念皆有

所不同。 

羅佳芬 

（2002） 

台南市832名國小四年級與

六年級學童 

國小兒童的父母管教方式、自我概

念不會因年級有所差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上表可知多數研究指出父母在管教國小以上，不同年齡的子女

是有差異的，年齡越高的孩子知覺到越多的父母權威或忽視，然而羅

佳芬（2002）對台南市832名國小生進行的研究中，卻有不同的發現，

由此可見父母教養方式與子女年齡間的關係，仍有一些爭議，況且國

內此類研究的對象側重於國小、國中與高中，對於幼兒的研究極少，

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二、父母背景變項： 

     本研究所指之父母背景變項為其社經地位，而社經地位指數則由父

母職業與教育程度來估算，因此以下分別就此兩方面來探討： 

（一）、職業 

父母親的生活型態、價值觀往往會因職業性質而有所不同，在國



內也不乏父母為了達到理想中的管教方式、親子互動品質，而改變自

己的職業的例子，究竟父母親的職業是否會對管教方式造成顯著的影

響？是本研究嘗試探討的問題之一。 

在國外的研究中，Kohn（1969）指出父親職業為中產階級者，對子

女的管教較重視獨立、負責的價值，會先聽孩童解釋其行為背後的意

圖，再視原因決定給予懲罰與否；而勞工階級的父親在管教子女時較強

調服從，傾向採用體罰，當子女表現較好時，較少採用口頭稱讚。     

SolisCamara(1996)研究也發現職業階級較高的受試者，對子女表

現出越高的關懷。 

國內學者簡志娟(民85)以生態系統觀點，針對影響父母教養方式的

因素作質性訪談研究，其結果同樣指出父母會因為不同的工作性質與

時間性質，而對子女的教養方式產生不同的概念。其中工作時間較長

的父母會覺得對子女有所虧欠，因而容易有溺愛的情況產生。 

此外，吳秋鋒（2002）的研究則顯示，在工作領域領有專業執照

的父母都認為孩子學習時，應該多鼓勵與讚美。 

由上述研究可知從事不同職業的父母所採用的管教方式也會有不

同，唯國內此類研究的對象側重於家中子女為國小、國中與高中生，對

於幼兒的研究極少，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二）、教育程度 

父母親的教育程度會不會對管教方式造成影響？Melby (1993) 認

為不同教育程度的父親，由於接觸的教育環境不同，會有著不同的教

育經驗，產生不同的教育價值觀，進而影響到父親對子女所採用的管

教行為（孫碧蓮，2002）。其研究亦指出，教育程度愈高的父母，在

管教子女時，愈會採取較溫暖的支持，並為子女設定行為目標、追蹤

行為與實施正向增強(Ahmeduzzaman & Roopnarine，1992；Amato 



&Booth，1997；Amato & Rivera，1999；Blair & Hardesty，1994；

Marsiglio，1991；Russel，1986)。 

國內學者黃毅志（1997）曾發現，教育程度愈高的父母，較重視

子女的教育，少用權威或拒絕的態度管教子女。而教育程度低的父母，

對子女的教育則較易採用忽視冷漠的類型。 

吳秋鋒（2002）的研究也顯示，教育程度愈高的父母愈重視孩子

特質發展、外在環境和經驗累積對孩子的影響。 

此外，張維中（2004）針對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進行研究，

發現父母教養態度因著教育程度、社經地位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顯示，父母因著教育程度的不同，會採用不同

的管教方式，由於以往研究多針對國小以上學童，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

父母的教育程度是否會影響其所採用的管教幼兒方式。 

 

 

 

 

 

 

 

 



第三節   幼兒創造力 

一、幼兒創造力的意涵與特質 

創造力的概念起源也許很早，但當代心理學對創造力的重視與研

究，大多以Guilford 在1950年美國心理學會會長的就職演說為濫觴

（詹志禹，2005）。時至今日，創造力相關研究成果斐然，一般而言，

根據研究取向的不同，對於創造力就會有不同的定義，典型創造力的

定義通常可從「四P」來探討，包括歷程（process）、產品（product）、

個人特質（person）、及壓力/環境（press/place），而新近的研究

者則傾向從多向度及生態發展的觀點來探討創造力，此一觀點強調的

是多重因素間的互動，主張創造力只有在既有的各領域與學門裡方能

彰顯出來（Ripple，1996；Amabile，1988）。 

然而，大部分創造力的定義多半從成人的表現出發(黃譯瑩，

2003)，是否適用於定義兒童的創造力值得探究。我們若留心觀察幼

兒的行為，可以發現他們會很自然的對環境中陌生或新奇的事物，利

用摸摸看、敲敲看或其他方式來探索，天生具備好奇的潛能，以不受

拘束的方式來學習周遭環境事物（Griffiths，1945；Torrance，1980；

倪鳴香，1981）。兩相對照，成人所表現出的創造力，通常是在既有

的知識基礎下展現，而兒童在缺乏豐富經驗與不受傳統束縛的狀態

下，則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來知覺、解決問題，也因此兒童常能表現

出自然的創造力（Meeker，1978）。 

目前公認的創造力外在效標，是分析創造的產品，包括觀念與具

體物品（Brown ，1989；Mayer，1999）。從「變異與選擇」的演化論觀

點來看，創造性產品的第一個必要特徵就是「新穎的變異」，第二個

必要特徵則是「經得起某種選擇壓力」；換句話說，創造性產品必須

「新穎」而且「有價值」（詹志禹，2002）。Boden（1999）又將創造

分為「P型」（psychological）與「H型」（historical）兩種層次，「P



型」的創造是指：就個人心理層次而言的一種新穎、前所未有的創意；

「H型」創造是指：就歷史層次而言的一種新穎、前所未有的突破。

基於此考量，所謂的「新穎」與「有價值」也有此兩種個人心理與歷

史文化層次，本研究所關注的幼兒創造力，主要是涉及個人心理層次

的新穎與價值，也就是P型的新穎與價值。 

依此推論，本研究所謂幼兒創造力就是指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呈現

出符合新穎且有價值的產品的能力，所謂的「新穎」是指孩子呈現出

來的產品對自己來說是獨特、前所未有的，所謂的「價值」則是指對

於幼兒來說具愉快、溝通、或有意義的產品，舉凡觀念想法、符號（如

語言）、行為（如跳舞）、與物品（如一幅畫）等抽象或具體產品皆是。

茲整理歷來相關學者對幼兒創造力特質的描述，說明如下表： 

表 2-3-1 相關學者敘述幼兒創造力特質統整表 

文獻 幼兒創造力特質 

Shmukler

（1982） 

幼兒創造力傾向「三階段論」：接受訊息→內在

想像出獨創性的點子→精緻化 

Morgan（1983） 幼兒為了解決問題想出很多新穎、高品質的反應

或產品，運用有效解決之道的擴散性思考。 

Amabile（1989） 幼兒表現出符合新穎或適當條件的行為或語言即

為創造力。 

董奇（1995） 1. 不斷發展及變化 

2. 較為簡單及初級 

3. 自發性強 

4. 主要表現為創造性想像 

Braun（1999） 不傳統、不受成人觀點中規則、思考內容及態度

模式的影響與評斷。擁有不受批評侷限之自由經

驗與實驗活動。 

詹志禹（2002） 較容易達到個人層次，尚未達到歷史文化層次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第四節  影響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因素及其相關研

究 

一、幼兒人口變項 

過去研究指出影響幼兒創造力的因素包括年齡、性別、出生序、

才藝補習、個人友誼、父母教養方式、語言環境、社會支持…，茲就

年齡、性別分別說明如下：  

（一）、性別 

有關性別差異的研究多發現男女在創造力的普通能力上非常相

似，而在特殊能力方面則各有所長，且性別的差異大多來自文化中父

母及教師對男女兒童不同的教育方式；Maccoby & Jacklin（1974）

在其出版的「性別差異心理學」一書中，收集了上千多篇有關性別差

異的報告，並加以整理評述，在創造力方面，她們發現學前階段的兒

童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異，但自七歲起隨著年齡增加，差異逐漸顯

著。有關性別與創造力的實證研究結果，以歷來國內外的研究綜合觀

之（整理如表 2-4-1），顯示了不同性別的創造力表現不盡相同，亦可

以發現性別與創造力的關係並沒有一致的結果。 

 

表2-4-1 性別與創造力相關研究統整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吳靜吉（1993、

1998） 

小學生 541 人，國中生 369 人，

高中生 649 人，大學生 549 人。

男生在圖形創造力上顯著高於女

生 

Rudowicz,Lok& 

Kitto（1995） 

30 位 10-12 歲的香港兒童 男女生在圖形及語文創造思考能

力上並無顯著差異。 

李慧賢（1996） 原住民小學生754名，高中職生

114名。 

小學樣本上，男女生無顯著差異

存在，高中職樣本則有。 



（續） 

羅一萍（1996） 國小高年級生740名 男女生在創造思考能力上並無顯

著差異。 

張嘉芬（1997） 

 

國小高年級學生601名 

 

男生的圖形創造思考能力顯著高

於女生。男女生在語文創造思考

能力上沒有顯著差異 

Shi，Xu，

Zhou，Zha

（1999） 

中國與德國五歲至七歲兒童 在科技創造力表現上，男女生間

無顯著差異存在。 

黃晴逸（2003） 桃、竹、苗等地區之國小五、

六年級學童552名 

男女生創造力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存在。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年齡 

在年齡方面，研究結果並不一致，大多數學者皆發現有不連續發

展的現象（Andrew，1930；Grippen，1933；Torrance，1962b，1963，

1967），Andrew（1930）發現所有創造想像分數最高階出現在4-4.6歲

間，而到了5歲進幼稚園突然下降。Torrance（1962，1963，1967）

亦發現幼兒創造力的發展呈現不連續的曲線，而此不連續發展多發生

在進入幼稚園與小學時。國內學者倪鳴香（1981）的研究則與Torrance

一致，發現幼兒從幼稚園大班進入小學一年級時，創造力發展有下降

的趨勢。不同年級的學生即代表不同年齡在創造力表現的差異。就國

內研究情形而言，吳靜吉等人（1992；1993）在重新建立國內學生的

拓弄思語文及圖形的創造力測驗的常模之報告中，曾針對不同年級的

創造力分數進一步的分析，整體看來，在圖形創造思考測驗方面，小

學生顯著高於其他各組的學生，其次為高中生，較低的為大學生及國

中生；而在語文創造思考測驗方面，則以高中生最高，其次為大學生、



國中生，較低的為國小生(詹鎔瑄，2002)。另外吳美姝、吳英進（2000）

的研究則指出五歲開始到六歲，是幼兒創造力的顛峰時期，他們認為

此時幼兒創造力發展進入「直覺期」，此階段的幼兒認為所有東西都

有生命，抽象概念能力提高，想像力增強，遊戲方式具幻想與模仿性，

且熱中於從事創造性的活動，是創造力的高峰期。 

時至今日，受到國際化及文化多元性的影響，社會風氣逐漸開

放，女性主義意識受到高度重視，兩性平等的觀念愈趨深植人心，再

加上教育尺度的開放、社會民主化等等，都可能影響社會對性別的規

範，因而減少男女兒童所受到的差別待遇，此轉變會對幼兒創造力造

成什麼影響？再者，綜合國內外研究，幼兒隨著年齡增長的創造力表

現趨勢為何，目前仍無一定論，實值得本研究做進一步的探究與討論。 

 

二、父母背景變項 

父母的職業與教育程度常附屬於社經地位中的一項，歷來研究

也多從父母社經地位來探討與其子女創造力的關係，而研究結果大

致顯示：父母的職業聲望與子女的創造力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呂

勝瑛，1983；Aldous, Dewing & Taft, 1973）。詹鎔瑄（2002）針

對創造力傾向進行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程度」、「父母職業

類別」、父母教養方式、教師類型與同儕互動等因素對於學生創造

力傾向的特質有顯著影響。但也有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社經地位

與子女創造力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Brooks, 1963; Walberg, 1967）

甚至有些研究表示二者之間有負相關（Kaltsounis,1975）。 

此外，有不少研究是依各領域的創造力表現為主題，茲整理列

表如下：  

 



表2-4-2 父母社經地位與子女創造力相關研究統整表 

研究者 研究發現 

Haley

（1984） 

父母高社經地位的兒童在「運動知覺」方面的創造力略遜於父母

低社經地位的兒童，但「語文」創造力卻優於低社經地位的兒童。

Olszewski- 

Kubilius

（2000） 

父母社經地位對子女不同領域的創造力表現有顯著影響。 

詹秀美

（1980） 

以台北區四至六年級854名學生為對象，研究指出： 

1.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兒童在語文能力的發展上比低社經地位兒童

佔優勢。 

2.低社經地位兒童的運動知覺、動作技巧發展及流暢力表現都優

於高社經地位兒童。 

黃天枝

（1999） 

就高工建築科學生來說，父母的教育程度為高中職／國中的學

生，其創造力表現較父母教育程度為國小／未受教育的學生突出。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顯示，父母社經地位（包含職業、教育程度）

與子女創造力之關係因研究對象不同而有所差異，且由於以往研究多針

對國小四年級以上學童與國高中生，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父母社經地位

（包含職業、教育程度）是否為影響幼兒創造力的因素之一。 

 

 

 

 



第五節  父母管教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影響及其

相關研究 

有關家庭環境對孩子創造力的影響方面，Olszewski，Kulieke 和

Buescher（1987）在檢閱過許多研究之後發現：第一，大部分研究都將

焦點集中於家庭背景或結構變項（如社經地位、家庭大小、出生序等），

而非這些變項背後的心理歷程；第二，家庭氣氛是區辨高創意孩子的關

鍵（詹志禹，2005），因此本研究偏重家庭因素中的心理層面，將最主要

重點放在幼兒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上。 

國外學者 Amabile（1983）在探討家庭影響與子女創造力的關係時發

現父母對子女的教養應採低權威的教養方式，而且要避免對子女表達出

強烈的溫暖（與小孩的關係不要太黏），對子女創造力才有正面的幫助。

而 Dacey(1989)的研究指出，高創意孩子的父母要求孩子所遵守的行為規

則數目，遠少於低創意孩子父母所要求的數目。Dudek（1991）也發現高

創意孩子的父母不會過度涉入孩子的生活。由此可見，就管教方式而言，

父母過多的要求和參與並不會使孩子更有創意。此外，Sternberg & 

Lurbart（1995）也認為父母應該採用折衷的態度，提供一些健康的氣氛，

例如沒有外在評價、可以自由表達意見、無條件接納、信任、愛，保持

較有彈性空間的親子關係。 

Harrington 等人（1992）曾進行兒時父母管教經驗與青少年創造力

的實證研究，支持 Rogers（1954）根據人本理論所提出的推測：有助於

創造力發展的兩個最重要外在生活條件是安全感和自由。近年 Richard 

Koester 等人（1999）發表一篇接續前述學者所進行「兒時父母管教經驗

和成人創造力」的研究，將父母管教經驗分為拒絕（restrictiveness）、

溫暖（warmth）與不一致（conflict）等三向度，研究結果卻發現，兒

時父母管教經驗中的「拒絕」會對成人創造力造成些微負面影響，「溫暖」

卻與成人創造力無相關，而「不一致」則與成人創造力有顯著正相關。 



     在國內方面，楊國樞（1986）曾整理 1967 至 1985 年國內父母教養

方式與子女行為的 44 篇相關研究，發現積極性的教養方式如關懷、接

納、愛護、寬嚴適中、精神獎勵、獨立訓練、民主教養、誘導、一致、

公平、親切、親子認同、理喻等，有利於子女提昇自我概念、形成內控

信念、促進認知能力與創造力的發展。詹志禹（2005）則發現，家庭如

果擁有輕鬆、自由、開放的支持氛圍，那麼孩子將：1.比較喜歡創作、

追求改變，2.清楚自己作品的優缺點，3.珍惜並保存自己的作品。 

本研究的父母管教方式中，高反應高要求的開明權威型與高反應低

要求的寬鬆放任型皆有符合上述研究可促進創造力之特徵，究竟何種管

教方式會讓幼兒有較佳的創造力表現？而不同的管教方式又如何影響幼

兒創造力表現？這些都成為本研究將深入探討的問題。 

 

 

 

 

 

 

 

 

 



第六節  幼兒人口變項，父母管教方式與幼兒創造力

表現 

不同的子女性別、年齡與不同的父母管教方式(專制權威、忽視冷

漠、開明權威、寬鬆放任)是不是會交互影響幼兒的創造力表現呢？ 

Bronfenbrenner（2000）以生態系統的觀點來解釋兒童的發展，他

認為兒童是在一個複雜的關係系統中成長，而此關係系統則被兒童自己

與其周圍多層次的環境所影響，多層次環境可分為微系統

（microsystem）、中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及大

系統（macrosystem），其中最核心的即為微系統，微系統裡包括了兒童

本身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不僅是父母的管教行為會影響子女，子

女的生理或社會特質，也在在對父母的管教行為造成影響。 

基於象徵互動理論(symbolic interaction thoery)，Cooley(1902)

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的概念，認為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是受到我們考慮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的方式所影響(Gecas & Schwalbe，

1986)。執此觀點應用在父親與子女的關係中，因而子女如何看待自己、

形成自己、表現自己，是會受到自己如何知覺父母管教方式而影響的。

（孫碧蓮，2000）。Gecas & Schwalbe (1986)指出，父親若對兒子採用

控制的管教方式，對女兒採用支持的管教方式，則對兒子、女兒而言，

會有較高的自尊。Felson & Zielinski (1989)研究父母支持對子女自尊

提昇的結果亦指出，父親的批評與偏心對女兒的自尊有顯著的傷害，對

兒子自尊的傷害則未達顯著。Biller (1993)的研究結果指出，父親若採

用權威的管教方式，其女兒在青少年期易表現出偏差或問題行為，但是

對兒子則會養成其自主、守規矩的行為。而Shepard and Zboyan(1997)

針對中學生親子互動性別差異的研究則發現，母女互動表現正向情感，

父親對子女則皆使用指導和做更多不適當的建議。 

上述文獻雖未直接提及子女性別、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交互作用對



子女創造力表現的影響，但是基於第四節文獻中父母管教方式對子女創

造力表現的顯著影響，以及上述研究對子女性別、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

間交互作用的探討，確實頗值得本研究探索與驗證，以瞭解父母與性別、

年齡不同的幼兒互動的過程中，就算採用相同的管教方式，是否會對幼

兒創造力產生不同的影響呢？這種幼兒性別、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交互

成的組型，對創造力表現的影響，是否會與單純不同管教方式所產生的

影響不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