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心智理論能力(Theory of mind) 

 

壹、心智理論能力的意義與歷史由來 

「心智理論能力」是一種理解自我與他人的心理狀態，包括想法、信

念與意圖，並以此解釋與預測行為的能力。心智理論能力可以幫助我們了

解人的世界，因為藉著了解他人的心理狀態，則能解釋他人行為，並預測

下一步要做什麼，由此形成人際間的互動，其帶有後設認知成份，幼兒在

發展歷程中逐漸建構此心智理解的能力，發展得愈複雜、愈高層次，心智

理論能力目前仍是社會認知發展領域研究的主流(Baron-Cohen,1992; 

Howlin, Baron -Cohen & Hadwin, 1999; Flavell, 1999; Wellman, 1990)。

近十年來，關於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研究陸續增加，然而，研究幼兒對內

心世界理解之發展，最早開始於 1929年皮亞傑(Piaget)，他認為兒童在

七歲以前無法區分心理和物理世界，也就是七歲以前兒童是以自已的觀點

來看世界，即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Piaget, 1985)。 

最早提出「心智理論能力」這個概念，是源於試圖回答「人和其他動

物的差別究竟在那裡?」。到了 1978年，Premack 和 Woodruff 發表一篇研

究「黑猩猩有心智理論能力嗎?」(Does the chimpanzee have a theory of 

mind ?)，他們針對黑猩猩做了一系列的測驗，結果顯示：黑猩猩能夠用

心理狀態(如：意向、欲求等)預測和了解人類的行為，所以他們認為黑猩

猩具有心智理論能力(引自黃玉華，2000)。此時關於心智理論能力的問題

又被重新提出討論。但是 Dennett 則批評這篇研究，他認為只有了解錯誤

信念(false belief)才是真正具有心智理論能力，因為事實和自已的信念

 8



是不需要表徵另一種心理狀態，而錯誤信念則需要(引自 Happe,1998)。 

之後 Wimmer 和 Perner(1983)採用 Dennett 的理念，設計了一個錯誤

信念(false belief)測驗(Maxi and chocolate)，為「未預期的移位

(unexpected transfer task)」，之後又發展「未預期的內容(unexpected 

contents task)」的心智理論測試作業(Hogrefe, Wimmer & 

Perner,1986)，這兩種測驗為現今研究兒童心智理論的兩種經典作業。 

 

貳、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發展歷程 

    為探討兒童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許多研究將受試集中在 2歲半到 5

歲的兒童，雖採用不同方法，但這些研究都顯示兒童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是遵循著漸進改變的模式。Bretherton(1991)觀察嬰兒的溝通行為表現，

發現 9-12 個月大的嬰兒即表現出注視方向、朝向某處、回復訊息、試圖

獲得注意，及將注意力導向雙方皆有興趣的主題上等溝通方式。而在滿一

歲時，嬰兒能顯現出歸因心智狀態的最初能力，而且能分辨能互相理解的

訊息，此即自我覺知(self awareness)和他人意向(intention of others)

的發展(Tomasello,1995)。 

    以下分別介紹幼兒各階段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進程(Astington & 

Gopnik, 1991; Bartsch & Wellman, 1995)，隨著年齡增長，其對心智狀

態的理解亦逐漸擴展： 

      

一、 嬰兒期 

這個時期嬰兒會哭、笑，與人有眼神的接觸，也會要求成人的擁抱或

餵東西吃等，此時的嬰兒雖然能區分人和物體，但仍很難說他們對別人的

心智、信念、意圖是否了解。不過，從他們的行為反應來看，可以知道嬰

兒還是具有欲求與意圖，因為他們會表現出驚喜、失望或難過等，此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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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了解他人的欲求與意圖。 

 

二、 18 個月到 3 歲 

嬰兒到了 18 個月時會有一個轉變，幼兒此時發展出假裝的能力，能

夠進行扮演遊戲(pretend play)，因為扮演遊戲涉及的機制與理解心智所

需要的有點相同，心智理論能力的前兆約出現在 18 個月(Lillard,1993)。 

大多數幼兒在 2歲前即從事扮演遊戲，開始理解與形成對外在世界的

假設，有助於了解他人的心智。大約 2歲的幼兒就已具備假裝的能力並能

和別人一起玩扮演遊戲，此時幼兒所持的是所謂「欲求心理學(desire 

psychology)」，其包含的是一初步的、簡單的欲求，包括簡單的情緒、知

覺經驗或注意力概念，幼兒雖然了解人們的行為與內在狀態之間有所關

聯，但是還並不理解人們能以何種方式清楚確切地表徵這些狀態。此階段

的幼兒不論是針對現在或未來事件、自已或他人的欲求，會運用到內在狀

態或知覺情緒的語詞，尤其是「要(wants)」及「喜歡」，如：想要某個東

西。但是認知語詞的學習則比較晚，大約要到 3歲左右，才會知道並記得

這樣的語詞。此階段幼兒能分辨欲求和行動，傾向於以欲求來解釋、預測

人們的行動、情緒。 

 

三、 3 歲 

幼兒在 3歲階段，會比較明顯地表現對心智的理解，愈能了解自已的

心理狀態與他人的心理狀態是不同的，幼兒開始運用「思考」及「信念」

語彙，不僅限於談論幻想、想像，也會接觸與真實世界狀態有關的想法。

此時幼兒初步了解人有其「信念」，此心理表徵有可能是真或假、對或錯，

每個人的信念都可能不同，只要他人信念與幼兒實際所知道的並不衝突，

也就能以他人的信念去預測其行為，愈能理解自已和別人所知道、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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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所期待、所欲求及所意圖的會有所不同。顯然此階段幼兒在理解自已

和他人的行動上，仍較傾向於以欲求來解釋。他們也了解一些有關意圖的

概念，可以區分有意和無意的行動，且知道若意圖得到滿足，就會感到愉

快，得不到滿足則會感到難過，同時也能記得自已的意圖與欲求的改變。 

在 3-4 歲之間，大多數兒童開始能了解錯誤信念、外表與真實的區分，

了解欲求與意圖的概念，並且知道信念有不同的來源(Wimmer & 

Perner,1983)。 

 

四、 4 歲到 5 歲 

4 歲的幼兒能了解人們對相同的事物會有不同的觀點，知道人們因所

知不同，對相同知覺經驗會解讀出不同的訊息，開始了解人們具有想法和

信念，並認為單單是欲求無法完全地解釋行為，人們所想的(thoughts)、

所相信(beliefs)及想要的(desire)，皆關鍵性地影響人們的行為，而幼

兒較多以信念來理解行為背後的心理歷程，此時的幼兒理解到一個人可能

對世界事物的真實會有錯誤的概念，而會影響人的計畫與行動，了解欲求

和信念二者聯合決定了行動，對於錯誤信念的理解在 4、5歲之間有躣昇

的現象(保心怡,2003)。 

此外，4、5歲的幼兒對意圖的了解變得更為複雜，開始了解人對情境

的反應是決定於他們的信念，也知道當他發現自已的信念是錯誤時，自已

會覺得驚訝;而且一個人認為他將得到他想要的東西時，他可能會感到快

樂，即使他知道事實上不可能得到。 

 

五、 5 歲以後 

5 歲以後的幼兒心智理上有更多的發展，例如：後設認知、了解人格

特質、理解深層的心理狀態、相關的社會概念(如責任、預知、信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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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道這些概念在語言上的表達，如：答應、說謊、諷刺。可指出不同的

知覺觀點會帶領人們對事物有不同的解釋，可以在一個與事實相反的世界

中思考推理。此外，他們還能夠了解如何看、聽來獲得訊息，明白訊息是

與知識有因果關聯(某人知道，是因為他看到)，並了解到知識和信念與行

為具有其因果關聯(信念使人以某種方式行事)。 

隨著年齡增長到 6、7歲時，兒童能更深層地了解錯誤信念，即能夠

理解他人對事實的信念所形成的信念(Wimmer & Perner,1985)，其帶有後

設認知的成份，並發展出許多更複雜、更高層次的心理能力。依照

Wellman(1990)的觀點來說，此對於心理的理解並非天生的，也非僅因為

成熟因素而產生，而是相信人的心智理論能力是基於「信念—欲求」的推

論上，而幼兒是在發展的歷程中逐漸建構此種理解。 

從上述探討可知，從嬰兒期至學齡前的幼兒之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在不同的年齡會有不同的發展，逐漸成熟和完整。 

 

參、心智理論能力的理論觀 

    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是如何發展出來的呢?不同的理論有其不同的假

設與解釋： 

一、理論的理論(theory theory) 

    根據理論的理論(theory theory) (Gopnik & Wellman,1994)，人有

解釋、預測與詮譯他人行為之內在意向的能力，此能力是基於平日經驗的

學習及內在表徵。幼兒會形成一個理論來預測與解釋他人的行為，而透過

每日生活經驗漸漸地修正、更新與增進此一架構性理論(Al-Hilawani, 

2002)。如此修正、更新的過程就像是一種理論革命(Wellman,1990)，這

個過程亦可藉由同化調適、失衡/維持平衡的認知歷程來說明。

Wellman(1990)即指出，幼兒最初以同化方式將經驗納入其理論中，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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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抗衡的證據太強，以致於幼兒無法維持原有的平衡時，認知架構非得做

調適以適應新證據時，便形成了一個新的理論，就如幼兒在四歲左右，因

為發現行為並非經常與欲求一致，而發展出來的以信念來理解行為背後的

心理歷程，此時幼兒理解到一個人對事物真實所持的信念會影響人的計畫

與行動。 

 

二、虛擬理論(simulation theory) 

    到底是什麼機制使兒童發展出理解心智的能力，根據虛擬理論可概分

為「天生(innate)論」、「教化(enculturation)論」，前者認為是特定天生

機制的內在成熟改變導致心智理論能力的萌發，後者則強調社會互動，認

為心智理解的技巧是可以培養的。茲進一步說明如下： 

(一) 天生論 

天生論認為心智理論知識的獲取是與生俱來的，人天生就能以用某種

方式看待與思考外在世界(Fodor,1992)，因為他們持有天生、心理或心智

的概念(如:後設認知、內在表徵等能力)，且此能力會隨著年齡增長而提

升，使個體在面臨外界問題時，有豐富的資源以解決問題，幼兒心智理論

能力轉變的部份，在於擁有一種能夠利用其所知、所獲的經驗，以預測他

人的行為 (Al-Hilawani, Easterbrooks,& Marchant, 2002)。 

天生論視心智理論為一組特定的概念結構，Bacon-Cohen (1994)稱之

為「心智解讀系統」(mindreading system)，是由意向偵測(intentionality 

detector)、視線方向(eye-direction)、共有注意力機制

(shared-attention mechanism)及心智解讀機制(theory of mind 

mechanism)組成的，且隨著幼兒的成熟繼續開展。這些結構本質自出生就

永存且不會改變，會直接影響發展出類似成人的心智理論能力。這些結構

讓幼兒有能力去決定自已本身和他人所要所正要注意的事;使幼兒能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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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目標的觀點來識讀一個人的行動;使正在學步的幼兒能夠假裝並且了

解假裝;使幼兒在四歲之前能解釋他人的想法、信念和欲求。天生論認為

這些機制皆事先在嬰兒腦內，影響著幼兒往後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Baron-Cohen,1995)。 

     許多研究者認為，嬰兒本身具備模仿技巧、結合自身與他人情緒的能

力(Bretherton,1991)，當幼兒成熟隨著執行與運用後設表徵

(metarepresentation)的能力發展，心智理論能力亦萌發。後設表徵意指

將一個表徵嵌於另一個表徵之內，即一個人能夠思考到自已或他人的想

法、需求與意圖;更進一步，後設表徵包括能比較一個人的表徵如何與真

實世界相關聯，理解到即使有單一的真實存在，不同的人對於真實仍會有

不同的表徵，這種後設表徵的獲得是心智理論能力的基本元素，代表著認

知發展上重要一步(Astington,1993; Moore & Frye, 1991)。 

綜合言之，上述觀點強調心智理論能力發展的生物性基礎，比較忽視

社會環境的角色。 

 

(二) 教化論 

    相對於上述天生論的觀點，Karmiloff-Smith(1995) 提出自然主義/

建構主義及基因決定/環境決定觀點的教化論，認為能力是經由與環境互

動發展出來的，如果沒有社會刺激，生物潛能亦無法達到。 

    她認為個體目前擁有的訊息，是經過重複地重述而逐漸整合至其他知

識片段，是一種表徵的再描述(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 

model)，經由此過程，隱而未見的部份逐漸顯明，起始不易獲得的訊息漸

成為易獲得，如同嬰兒時期，對臉、眼和聲音的注意是嬰兒發展理解自已

和他人相應(correspondence)能力的基礎(Butterworth,1994)，當九個月

大的嬰兒進行聯結注意(joint attention)時，開始把焦點放在人的臉上，

此時的嬰兒對社會情境的分析尚未有意識，但當嬰兒獲得更多經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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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便能夠接近更多的訊息而終於能說出來，凸顯出語言在從隱晦知識過

渡到顯明知識過程中的重要性(Mitchell& Salmarsh,1994)，甚至在兒童

能夠說話之前，語言環境就能支持兒童知識上的轉變。目前關於對話及敘

事經驗的研究發現即支持社會互動對於心智狀態與行為之間關係的理

解，透過談話，兒童再述他們對於他人是一有意向的生命體的了解，如此

隱晦的知識變得顯明。Karmiloff-Smith (1995)認為，並非語言能力本身

解釋心智理解的發展，而是再述過程使得知識(訊息)的再表徵變得不同。 

    Vygotsky(1978)的社會認知發展理論，強調社會文化的影響，此觀點

認為，兒童並非在真空中獲得概念，概念是在人際間傳遞，在文化脈絡中

進行轉變。另外，Lillard(1998)認為不同文化的成人對於心智與心智狀

態有著不同的看法，意謂著文化在心智理解的發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Bartsch 和 Estes (1996)認為，雖然各理論在描述與解釋幼兒的心智

理論能力上會有些不同，但皆同意此對於心智狀態的理解是往後社會認知

及後設認知發展的基礎，且大部份學者皆支持三項基本的假設，即：(一)

日常生活中心智理解發展的核是要能獲得關於心智的想法，例如：「想」

人們是有「想法」的。(二)心智理論能力研究者以領域特定(domain- 

specific)來解釋發展的觀點。甚至連虛擬理論者或先天理論者，也傾向

認為對於心智的理解和對其他領域概念的理解是有所區分的。(三)大部份

學者同意，了解心智的理解為一表徵歷程是關鍵性的發展。 

 

肆、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測量 

    瞭解幼兒在何時及如何理解人是有其想法、欲求與意向等，可以透過

觀察幼兒在自然情境中的談話及行為表現，另外一個方式則是運用實驗情

境的設計作業來檢測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歷年來研究中最常被使用

的測試作業包括錯誤信念作業(false belief tasks)、意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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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tasks)、外表/真實作業(The appearance-reality task)等，

目的都是在了解幼兒是否能理解或預測他人的信念與行動。茲分述其內涵

及相關研究之發現。 

 

一、錯誤信念作業(false belief tasks) 

以 Wimmer 及 Perner(1983) 所設計的「未預期的移位(unexpected 

transfer task)-錯誤信念測試作業」最為著名，之後又發展「未預期的

內容(unexpected contents task)-錯誤信念測試作業」(Hogrefe, Wimmer 

& Perner,1986)，研究兒童對錯誤信念的了解，此二作業為迄今理解心智

理論能力—錯誤信念研究的兩種經典作業。 

 

(一)未預期的移位 

    在 Wimmer 及 Perner (1983)標準的「未預期的移位」-錯誤信念測試

作業」中，先讓幼兒看到一糖果被藏在一個特別的位置(例如：盒子裡)，

當時 Maxi 也看到此過程，之後 Maxi離開房間。接著實驗者將糖果自盒子

裡移至另一個位置(例如：另一個房間)。此時問幼兒：「當 Maxi 回來時，

他會知道糖果藏在哪裡呢?」結果從幼兒的回答中發現，在三、四及五歲

幼兒之間存在著發展上的變化，大多數五歲的幼兒能回答並解決問題，他

們說明 Maxi 會在糖果的原來位置尋找。相對地，四歲以下幼兒則通常無

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陳述 Maxi 會在新藏的地點找糖果，顯然幼兒尚未

理解 Maxi 並不知道新訊息的過程，因此 Maxi不會知道物品已經被放到新

的地點了。 

另一個錯誤信念作業為 Baron-Cohen(1989)探討自閉症兒童的心智理

論能力，改編 Wimmer 和 Perner 的錯誤信念測試作業，為 Sally -Anne 測

驗，這個測驗的主角是兩個娃娃，一個叫 Sally，一個叫 Anne，幼兒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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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把球放在籃子，當她出去時，Anne 把球移到盒子。此時幼兒需了解

因為 Sally 出去了，當球被移到盒子時，Sally 並不知道球被移。最後，

問幼兒：Sally 回來會去那裡找球? 研究結果發現：大部份的幼兒(85%)

和唐氏症幼兒(86%)都能正確說出Sally會去籃子找球(原來的地方);然而

大部份的自閉症兒童(80%)卻說 Sally 會去盒子找球(目前球的所在位

置)。Baron-Cohen 等人則提出自閉症的心智理論有特定的缺陷，且這種缺

陷可能是造成自閉症社會互動和溝通障礙的主要原因。 

 

(二)未預期的內容 

Hogrefe、Wimmer 及 Perner(1986)發展了「Smarties—未預期的內容

(unexpected contents task)」，這個測驗是給幼兒看一個很熟悉的糖果

盒子(Smarties)，請幼兒想想裡面是什麼東西? 當幼兒回答「Smarties」

後，然後實驗者打開盒子，結果盒子呈現裡面真正是一枝鉛筆。之後將盒

子蓋起來，再問幼兒：等一下，另一個幼兒進來，同樣問他認為盒子裡面

是什麼?他會怎麼回答? 讓幼兒預測另一個小朋友的想法。若幼兒回答：

「Smarties」，則為正確答案，表示他知道最初的信念以為盒子裡是糖果，

同時也知道別人還沒打開盒子，所以會以為裡面是鉛筆，因此能理解他人

錯誤想法; 若幼兒回答：「鉛筆」，則表示他忘記最初的信念是什麼，也認

為別的小朋友會以為裡面放的是鉛筆，如此則表示尚未能理解他人錯誤之

信念。 

 

二、意向作業(intention tasks) 

對於「意向」的理解，是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發展的另一個重心，即在

與人相處互動，或做任何判斷時，都必需能了解別人的意向(Flavell, 

1999)。那麼如何測得幼兒的意向理解呢? 較著名的實驗有 Olso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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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ington (1993)、Joseph 及 Tager-Flusberg (1999)和 Feinfield、Lee、

Green 及 Flavell(1999)的研究，測試幼兒如何覺察人際間行為互動中對

意向的理解。以下分別說明幾項較著名的心智理論-意向測試作業。 

 

(一) Olson 和 Astington(1993)的心智理論-意向測試作業： 

此作業包含三種情境作業，讓幼兒依主角的行為來推論其意向。

第一個作業是給受試者看兩組圖片及並敘述情境，其中一個女孩在公

園裡是有意圖地餵麵包給小鳥吃，而另一個女孩則是在吃麵包時偶然

地掉落一些麵包屑，而小鳥飛過來覓食。此時問受試者是誰原本就有

意要餵小鳥吃麵包。若幼兒具備了解意向的能力，則可以正確地辨認

出原先有意要餵小鳥的小女孩。第二、三個作業皆是呈現兩張圖片，

第二個作業的圖片是其中一男孩跑向盪鞦韆，而另一個正在玩盪鞦韆;

第三個作業的兩張圖片，其中一張是一個女孩在畫圖，另一個女孩準

備要畫，此兩作業皆要問受試者那一張圖片說明了故事中的主角是即

將準備要去盪鞦韆/畫圖，若幼兒已能了解他人的意向，則能回答正

確。此意向測試作業的計分方式，為每個情境若回答正確就得一分，

因此幼兒會得到 0-3 分。此三個情境測試作業的得分聯合加總，代表

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意向的測量結果。 

(二)Joseph 及 Tager-Flusberg (1999)的知道-意向作業： 

此作業內容包括兩個主角，他們各表現相同的行動，但只有一個

主角擁有相關知識或訊息，例如：兩個主角踢倒了積木，但只有其中

之一主角知道(看見)有一堆積木在地板上，之後幼兒必須指認是那個

主角有意圖地表現該行動。初步研究結果指出，五歲之前有 92%幼兒

通過了「誰不知道積木放在那裡?」的測試，即表示幼兒已能夠依行

動者擁有的知識(訊息)來推論其意向。此作業能檢視幼兒何時六夠認

識到當一個行動會被認為是有意的狀況時，其主角應該具有該行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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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知識或訊息，亦即是試圖檢視幼兒對於知識是否能以知覺為基

礎，並且以行動者的知識來歸因其意向。 

 

(三)Feinfield,Lee,Green 及 Flavell(1999)的意向、欲求與結果之

研究： 

研究中呈現三歲、四歲幼兒一問題情境，其中主角的意向與其欲

求、結果不相同。研究過程中告訴幼兒一段故事，其中主角想要去 A

地點，但因媽媽要求，後來決定去他所不喜歡的地點 B，而無意地、

最終還是去了地點 A。在此情境中，欲求(A 地點)和結果(A 地點)是相

對的關係，而二者皆和意向不同。幼兒要回答正確，必須要了解意向

與欲求或結果是互相獨立的心智狀態。研究中「主角預備要去 A或 B

地點?」是在測試幼兒對於行動中意向的理解;「主角之前認為他要去

那裡?」是在測試幼兒對於先前意向的理解。 

 

三、外表／真實作業(The appearance-reality task)  

除了前述關於測試幼兒對於理解錯誤信念、意向作業之外，大多數研

究認為表徵能力是發展心智理論的關鍵能力，即幼兒能夠用一種以上的方

式表徵一物體或情境(保心怡，2003)。在 1980年代早期，開始探討幼兒

能否理解事件或物體能夠在心智上以一種以上的方式來表徵。Flavell、

Green 及 Flavell(1986)設計了典型外表/真實測試作業，檢視幼兒對於外

表和真實的辨別能力。測試中呈現一物品給幼兒(例如：漆得像岩石的塊

海棉)，然後問幼兒這個東西「看能來像什麼?」和「它真正是什麼?」，結

果發現四歲的幼兒正在開始理解偽裝的物品可以看起來像某物，而實際上

是另外的物品。測試幼兒區分外表與真實，並理解物品或事件能有一個以

上的表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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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發展的「幼兒心智理論能力測驗」，乃參考 Hogrefe、Wimmer

和 Perner(1986)、Joseph 與 Tager-Flusberg(1999)、Wimmer & 

Perner(1983)、Olson & Astington(1993)、Flavell 和 Green(1983)等人

對於心智理論研究的實驗程序，測驗內容包含錯誤信念作業、意向作業與

外表/真實作業三個部份，目的在檢測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 

 

 

伍、人口變項與幼兒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有三，分別為「性別」、「年齡」及「社經地位」;

以下分別探討年齡、性別及社經地位與幼兒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一、性別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Bosacki(2000)研究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與自我概念、語文能力的關

係，並探討性別的差異，發現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與其自我理解

(self-understanding)及語文能力有相關，且就性別來看，女生在心智理

論的社會與自我理解作業上的得分明顯高於男生(Cutting & Dunn, 2000; 

Hughes & Dunn, 1997)。有關性別與心智理論能力之相關研究顯少，然而

一般而言，女生較男生常表達其感受與情緒，也較重視社會關係。是故，

性別與心智理論之關係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二、年齡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幼兒對於錯誤信念的理解約發生於四、五歲之間，幼兒通過錯誤信念

作業，表示其能辨認他人心智或信念。從 Wimmer 及 Perner(1986)的研究

發現，對於錯誤信念作業的理解上，三、四及五歲幼兒之間存在著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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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大多數五歲的幼兒皆回答正確，能理解他人錯誤信念。相對地，

四歲以下幼兒則通常無法通過其測驗。 

另外，Bjorklund(1995)的研究運用 Smarties 測試作業，在打開糖果

盒後，裡面放了船筆，問幼兒：「當別人看到這個糖果盒時，會覺得裡面

放了什麼?」，研究發現大多數四歲以下的幼兒的回答是：「鉛筆」，也就是

說他們似乎忘記最初的信念是什麼，也認為未參與打開盒蓋過程的小朋友

會知道盒子裡裝了鉛筆，因此四歲以上的幼兒較能勝任此作業。從

Feinfield,Lee,Green 及 Flavell(1999)的意向研究發現，大多數四歲幼

兒滿能掌握先前意向和行動中的意向，相對地，三歲幼兒的表現則在隨機

水準之下。Flavell、Green 及 Flavell(1986)的外表/真實測試作業研究

中，發現四歲幼兒具有區分外表與真實的能力，並能理解物品或事件能有

一個以上的表徵方式。亦有學者運用各種作業來測知幼兒對於心智運作的

理解力，結果發現四歲幼兒在外表/真實的區分與錯誤信念作業表現上較

顯現出困難，而五歲幼兒則較為勝任(Gopnik & Astington, 1998)。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幼兒的年齡影響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隨著年齡

發展，幼兒漸漸發展出對於自己及他人行為的瞭解與預測的能力，愈能具

備理解他人錯誤信念、意向等能力。 

 

三、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研究顯示來自高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家庭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

力測驗的得分較高於其他低劣背景的同儕(Cole & Mitchell, 2000)，在

回答問題時也常運用個人的想法，以及推測他人的行為。另外，母親的教

育程度與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表現呈現正相關，研究顯示，教育程度較高

的母親在教養孩子時，對於事件的解釋較清楚，而且較常運用情緒、想法

的用語，若在家庭之間與手足間有衝突時，母親會讓孩子去思考整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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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讓孩子去「想」(think)，想想自已與手足間之行為、想法，因

此能培養孩子去理解他人的想法與行為(Cutting & Dunn, 2000 ; Meins & 

Fernyhough, 1999)。Wahi 和 Johri (1994) 的跨文化研究發現，較富裕

印度家庭的兒童在心智理論能力測試作業上的得分較被剝奪的文化失兒

童為佳。 

Moore、Furrow、Chiasson 及 Patriquin(1994)的研究證實了母親在

幼兒兩歲時若使用較多想法的詞彙(如：知道、想、猜、記得)，其幼兒在

兩歲時亦使用較多欲求的詞彙(如：想要、需要、希望等)，而且當幼兒三

歲及四歲時，較能瞭解想法的語詞之間的區分，而且發現教育程度較高的

母親，養育孩子的機會較多，互動較頻繫，且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較常使

用情緒的詞彙，因此其幼兒往後也較能瞭解自己與他人的想法。 

    目前國內關於心智理論能力的研究與論述相當有限，微乎其微。綜合

上述研究發現，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會受到年齡、家庭背景的影響。

幼兒到了學前階段，語言能力的增進，且與同儕互動、人際交往的機會增

加，亦可能影響其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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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依附(attachment) 

 

壹、依附的意義 

    「依附」(attachment)最早是由 Bowlby(1969)所提出，原指嬰兒與其

主要照顧者之間(通常指母親)所建立強烈且持久的情感連結

(affectional bond)，並且是一種互惠的情感關係(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s,1978)。從與照顧者的依附情感關係中，嬰兒能夠獲得安

全與舒服的感覺。嬰兒在安全感的需求被滿足後，進一步有能力與信心進

行其他的活動(Ainsworth,1989)。Paterson 和 Moran 認為依附是一種原始

驅力，而非次級驅力，所以依附的需求並不是由依附對象的直接增強而來

(引自陳金定，1998)。另外，依附關係一旦建立就不易改變，亦即，依附

關係具有持續性傾向，並不會因時間、情境而改變(Bowlby,1982)。 

依附關係是一種情感的聯結，而依附對象常是不能被取代的，因此，

當個體需要接近依附對象時，如果與依附對象分離，就會產生負面情緒; 

與依附對象重聚，會產生正面情緒，感到安全感;而一旦失去依附對象，

個體會感到傷痛(Ainsworth & Bowlby, 1991)。雖然，依附關係具有不能

取代的獨特性，但嬰兒的依附對象不一定只限於他的父母，有可能是代理

父母的人，而這些人在其生活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這些代理人可能包括

了較年長的手足，或是其他重要他人，如祖父母等(楊芳彰，1997)。依附

關係除了不能被取代的獨特性外，Weiss(1993)認為依附關係還具有下列

幾種特性：(一)依附對象具有安全堡壘的作用，即依附對象的出現會增加

幼兒的安全感;(二)幼兒若持續無法接近安全對象，會產生抗拒來阻止分

離;(三)對依附對象的情感聯結無法被意識控制，即使依附對象已經死

亡，個體對依附對象的情感仍然存在;(四)因為依附對象已成為習慣性，

即使沒有增強，仍會持續不斷;(五) 依附關係一旦建立之後就不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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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依附對象與依附者在日後經歷了完全不同的相處經驗，亦不容易改變

過去所建立的依附關係。 

幼兒因依附需求所引起的動機，是個人行為控制系統的基礎，此系統

會影響個人對依附對象的反應及其依附行為。依附行為(attachment 

behavior)可以簡單定義為：任何能使人獲得或保持對特定對象親近之任

何形式的行為，而這個對象是可以和他人加以區別的(Holmes,1993)。但

不是依賴，依賴是一種單向、短暫的表現，依靠他人的幫助與注意而獲得

身心的滿足(Sroufe & Waters,1977)。依附行為可能表現於生理或心理

上，主要是讓個體獲得安全感，而此行為在焦慮與壓力的情境下會特別突

顯。Bowlby(1973)認為依附和依附行為的定義是不同的，有必要加以區

分：依附是一種強烈尋求親近及接觸特定對象的傾向，特別是在特定情

境，例如：害怕、挫折或疲憊的狀況下，這種傾向更為明顯。這些依附的

傾向很少因時間或情境改變的，而依附行為通常是為了獲得與保持親近需

求的行為模式，這種行為模式是會因情境不同而改變的。Rice(1995)認為

依附是一種強烈情感聯結的傾向，依附行為則是生理、心理表現於外的行

為，目的是為了使自已感到更安全。 

    綜上所述，依附是個體與重要特定他人之間所建立的一種獨特的、持

續的情感聯結。個體的依附需求是一種原始性驅力，此驅力使個體表現出

依附行為，以維持與依附對象的親密接觸，並藉此建立獨特的依附關係，

依附關係的建立，個體可從中獲得生理及心理需求上的滿足。 

     

貳、依附的理論基礎與重要構念 

一、依附的理論基礎 

依附理論最早是由 Bowlby(1969)所提出，係從觀察幼兒與其父母分離

所引發之情緒反應，進而發現依附對個體之影響。依附理論可說是整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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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理論而成，其中包含了精神分析學、社會學習理論、認知發展理論、

客體關係理論等。茲分述如下： 

    精神分析理論由 Freud 提出，Freud 以本能驅力的觀點來解釋親子之

間的依附，其認為嬰兒「口腔期」的需求滿足，由母親(或依附對象)餵食

而獲得滿足，進而形成一種心理上依賴的情感依附關係，此關係會成為往

後與他人建立關係的基礎(Ainsworth,1969)。社會學習理論則以操作制約

原則來解釋依附關係，認為認為照顧者與嬰兒間的互動是一種互相強化並

控制對方的行為，照顧者與食物、親密接觸等刺激的連結，或成為增強物，

讓嬰兒漸漸了解照顧者的出現就代表需求即將被滿足，透過如此的學習歷

程，嬰兒學會了要與照顧者接近並引起他的注意(黃素英，1994)，因此依

附行為是一種親子雙方互為強化的相互依附。這兩個理論都強調「幼兒時

期的餵食」是影響嬰兒與照顧者之間互動、進而產生情感依賴的主要因

素，雖然立足點不同，但皆認為這樣的經驗讓個體在往後的生活情境中，

提供心理上所需要的安全感，成為與他人建立關係的基礎。 

    認知發展理論對依附的解釋主要源自於Piaget的認知發展論，Piaget

提出兒童認知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此階段論與 Bowlby 所提之依附關係的

發展階段有相互呼應之處，據研究顯示(Ainsworth,1969)：嬰兒與母親依

附關係所形成的時間，大約在嬰兒七個月時，此時期與認知發展論中的感

覺動作期之第四階段平行。依認知發展論的觀點來看，嬰兒必須要先能區

別母親與陌生人，才能對其身邊的人有所選擇，並藉由物體恆存的概念，

了解母親離開時仍是存在的，如此才能對母親產生穩定的基模，而形成依

附關係。 

    客體關係理論(object relationship theory)中有許多觀點也對

Bowlby 產生重大影響。客體關係理論強調個人與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其

中所謂的「客體」(object)，指個人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和自已。客體的存

在是藉由個人的知覺與經驗，並透過心理表徵的方式反映出來(Liebe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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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t,1998)。因個體與客體間的互動關係將影響內化的客體表徵，形

成對自已與他人的內化形象，此觀點與 Bowlby(1998)所提之「內在運作模

式」概念十分相似。另外，客體關係理論也十分重視個人個體化的情形，

個體化需要在支持、接納、同理、關懷的親子關係中發展。Mahler 就強調

在「在回轉期」(rapproachment)，母親所提供的支持與肯定能夠讓幼兒

真正個體化，換言之，個體化的發展需要以安全依附為後盾(Liebert & 

Liebert ,1998)。因此依附理論中所強調的「依附關係品質」與客體心理

學所強調的「個體化」，兩者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亦即，安全的依附關係

可讓個體與重要他人分離，並促成個人個體化的發展(Rice,1995)。 

    由上述可知，Bowlby 整合了精神分析論、社會學習理論、認知發展理

論及客體關係理論等觀點而提出依附關係理論，以解釋嬰兒與照顧者之間

的情感連結，以及早期依附關係對往後人格發展的影響。 

 

二、依附理論的重要構念 

    依附理論中，「內在運作模式」與客體關係理論中的表徵概念相關; 而

「依附行為系統」則是以生物進化論的觀點，說明依附的重要特性。茲將

「內在運作模式」、「依附行為系統」等依附理論的重要構念，分別說明如

下： 

(一) 內在運作模式 

Bowlby(1982)認為，嬰兒在人生早期與社會不斷的交互作用，而與主

要照顧者形成情感上的聯結，此情感聯結會建構出嬰兒對主要照顧者不同

的期待，因而發展出不同的內在運作模式，此內在運作模式具有連續性的

特質，是透過個體的認知與情感兩種反應影響個體的行為，進而影響與他

人的依附關係品質及適應(Collins,1996)。根據 Bowlby 的看法，每個人

心中都有一個內在運作模式，去知覺外在刺激，並根據內在運作模式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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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預測，對外在刺激加以反應。 

「內在運作模式」的觀點可說明：早期個人與主要照顧者之間所建立

的依附關係是如何影響個人人格的形成，以調節與完成依附需求為目的，

來達到維持親近需求與安全感。早期的內在運作模式與孩童和照顧者的依

附關係品質有關，若依附對象能敏銳的察覺出嬰兒的需求，對嬰兒所發出

之訊息敏感且能有適當一致的反應，使嬰兒的需求得以滿足，則嬰兒與依

附對象之間將建立起雙向且良好的互動關係，於是幼兒會建立安全的內在

運作模式，由此獲得安全感與自信心，他會相信自我是好的且值得被愛

的，同時相信外在世界與他人是值得信賴的，這是嬰兒離開母親探索外在

世界時的保障。相反地，如果在嬰兒時期，依附對象對於嬰兒所傳達出來

的訊息，以拒絕、前後不一致或無法預測的方式加以回應，孩子會感受到

拒絕與不值得信賴、關愛，而發展出無價值感、逃避的模式，在依附關係

雙方的溝通上，一方面是依附對象無法對嬰兒的訊息有共鳴或回應，一方

面是有防衛反應出現(Bretherton,1990)，因此孩子與依附對象間將發展

出不安全的依附關係，進而形成不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此時嬰兒會使用

較負面的方式回應，即逃避(avoidance)和黏著(adherence)，當嬰兒使用

這兩種策略，就會與其依附對象形成逃避依附型以及矛盾依附型的關係型

態。逃避依附型的幼兒所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會認定他人與外在世界是

不能信任，並對其有壞的預期;矛盾依附型所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會無

法相信自已是值得被愛，且不斷地猶豫是否能夠相信他人及外在世界(楊

芳彰，1997)。 

嬰兒在成長的過程中，不斷地將與依附對象的互動經驗，納入其自我

的內在運作模式，成為往後幼兒在新情境中衡量與引導行為表現的依據，

同時，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將統合於個人的人格結構內，影響其社會化

的過程，並成為其人際交往時的指標(黃凱倫、蘇建文，1993)。 

Collins 和 Read(1994)進一步闡述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從圖 1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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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當個人處於與依附相關的情境中時，會從記憶中提取過去的依附經

驗，並和當時的情緒反應產生交互作用，最後反應在目前的互動行為上。

亦即，在特定情況下(尤其是在焦慮、壓力的情境)，內在運作模式會透過

個人的認知評估及情緒反應，影響個人的行為。這樣的運作過程是一種自

發性的反應，個人在意識層面上不一定有所知覺。 

內在運作模式的形成，是個人以認知性的方式提取過去依附經驗中的

記憶，透過情緒和認知的交互作用而表現出依附的行為(羅立人，1999)。 

 

 

 

 

 

 

圖 1  認知、情緒、反應行為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圖 

(引自 Collins & Read,1994,p 69) 

 

綜合以上所述，內在運作模式是透過孩童獲得舒適及安全感的組織記

憶所構成，而隨著成長過程不斷累績與重複的教養經驗，內在運作模式中

的自我模式架構出個體在關係中的自我角色，他人模式則提供未來關係的

模型，並包含理解他人會如何行為的基本假設與信念(Paterson & 

Moran,1988)。內在運作模式深深影響個人對自已行為、情感的知覺，進

而影響人格及情緒的發展(Bowlby,1973)。這些將統合於個人的人格結構

中，成為幼兒對新環境的認知，期望與反應的依據，進而影響其社會化的

過程以及個人人格之多方面的發展，其重要性可見一般。 

認知性反應

記憶中的依附 
內在運作模式 

行為性反應 

情緒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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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附的行為系統 

Bowlby 由生物演化論的觀點提出，依附是演化的產物，因為依附系統

的機制與依附的連結是一種增進保護及設法讓嬰兒生存的相互關係，而嬰

兒在依附關係中尋求親近，正是其企圖停留在依附對象的保護層的特性

(Weiss,1993)。依附行為系統是個體和依附對象交互作用時，經由個體顯

現出特定的依附模式。一般而言，嬰兒所有尋求親近的依附行為會針對特

定的照顧者組織成「依附系統」(attachment system)(Goldberg,2000)。

依據 Bowlby 的觀點，依附系統是「安全調節的系統」(safety-regulating 

system)，在嬰兒的安全及福祉面臨威脅時就會啟動，依附系統的啟動能

夠降低嬰兒受到傷害的風險，還能平息焦慮、提昇安全的感受(引自 

Goldberg,Grusec,& Jenkins,1999)。 

    個體依附的控制系統會受到內化之既定目標的影響，當個體知覺到情

境中與依附對象的可得性之間有差距時，會促動控制系統來降低差異。此

時，內在運作會加以啟動，而依附對象不同的反應型態，會使個體採用不

同的策略來接近依附對象，這些策略會調節依附行為，並引導個體評估、

處理與依附有關的訊息，使個體表現出不同的依附型態(許瑞蘭，2002)。

依附行為系統會隨著個體的發展而修正; 長大之後，與依附對象分離太久

或太遠就不會再感到不安(Goldberg,2000)。 

    因此，依附行為是一個動態系統，幼兒會主動的留意依附對象與自已

的互動情形，當幼兒在不安或苦惱的情境時，會以哭、或四處尋找、發出

與依附對象親近的訊息，並產生懇求及黏抱等依附行為，依附對象若能適

當回應幼兒，幼兒因獲得安全而感到被愛，他們會以依附對象為安全堡

壘，對環境(人或事物)接觸及探索，發展出一種和父母有感應的，接受性

高的工作模式，藉此發展出適應環境的能力。依附對象若未能適當回應幼

兒的依附行為，幼兒因未獲得安全而感到害怕、焦慮，進而表現出逃避、

矛盾及生氣的防衛行為，失去學習及發展適應外在環境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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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sworth,1979 ; 楊芳彰，1997)。 

 

參、依附的發展與分類 

    Bowlby 認為依附關係建立的主要時期是在人生早期的嬰孩與幼兒

期，然而依附關係並非靜態的，它具備了持續性、發展性、組織性的特質

(引自龔美娟，1994)。以下簡述依附關係的發展階段： 

 

一、依附的發展階段  

Bowlby 將個人依附關係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Bowlby,1982; 

Holmes,1993; 蘇建文，1991)： 

(一) 無區別性的社會反應階段(phase of undiscriminating social   

responsiveness)—前依附期 

此階段學在嬰兒出生至二到三個月大左右，嬰兒的各項能力尚未發

展成熟，無法區辨人的不同，任何人離他而去或將他放下均會表現出抗

議的行為。嬰兒這時只能以眼睛去注視及追蹤外在的世界，從此時開

始，嬰兒會對周遭他人的舉動有所反應，特別是人的臉孔會引起嬰兒強

烈的興趣。 

 

(二)具區別性的社會反應階段(phase of discriminating social 

responsiveness)—依附形成期 

       此階段約在嬰兒三個月六個月大的時候，嬰兒已具備區辨能力，

他能區辨出熟悉和陌生的人，對那些熟悉的對象，嬰兒會主動的表達出

訊號和親近的依附行為，依附的對象通常會因此與嬰兒進行雙向的互

動。於是親子之間將逐漸地發展出雙向回饋和穩定的狀態，依附關係因

此而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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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動尋求親近接觸的階段(phase of active initiation in     

seeking proximity and contact)—明確依附期 

此階段在嬰兒期七個月至一歲左右。嬰兒動作技巧逐漸的成熟，於

是親近的依附行為將會變得更頻繁而有效。在七個月大時，嬰兒開始出

現「陌生人焦慮」，害怕陌生人親近，並會抗議與依附對象的分離。這

種分離焦慮的現象將在 14-20 個月大時，達到最高峰，隨後再逐漸減

退。此時，幼兒的認知能力達到人物恆存的表徵，代表情緒依附的開始，

因此 Bowlby 和 Ainsworth 均認為依附關係的建立就是在這個階段

(Shaffer,1988)。 

 

(四)目標調整的合夥關係階段(phase of goal-corrected 

partnership)—互惠關係形成期 

        由於幼兒角色取著能力逐漸的發展，使其愈來愈能推論出依附對

象的目標與計畫，幼兒會嘗試讓依附對象改變目標與計畫以符合自已

想要親近、互動的需求;同時，由於語言能力也逐漸成熟，使得依附

雙方能透過語言進行溝通協調，因此幼兒更容易建立自已與依附對象

之關係的在內在運作模式，一方面有助於彼此產生連結，另一方面讓

幼兒能將依附對象當作是一個安全堡壘，並放心的去探索外在的世

界。 

 

    由上述可知，幼兒產生依附需求時，若能得到照顧者的反應，則他們

在活動過程中更能發揮情感的自我調適(self-regulation)，也更能自主

與控制。由於早期依附關係所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會引導個體對情境的

認知評估與情緒反應與調節，使其產生不同的行為策略，進而形成後來個

人不同的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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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附的分類 

    有許多學者將依附關係分為許多不同的類型。主要有安全依附及不安

全依附，但每個學者將不安全依附又細分為許多種類，茲將這些不同的依

附關係分類方式簡要說明如下： 

Ainsworth(1979)根據嬰兒在陌生情境中的行為反應，將依附關係分

成三類： 

(一) 安全依附型(security attachment) 

此類型的幼兒在陌生情境中，與母親維持親密熱絡的關係，但當母親

離去時，會顯得焦慮不安，而與母親重聚之後，其緊張情緒會緩和下來並

主動歡迎母親，尋求母親的安慰。 

安全依附型嬰兒的照顧者具有高度的反應性、敏感性，尊重嬰兒的自

主性而不過分干涉，並配合嬰兒的步調互動，願意與嬰兒有身體上的接觸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s, 1978)。安全依附能幫助形成一

種信賴別人的架構，自已也能建構一個關懷、愛、和注意的價值

(Holmes,1993)。12-18 個月的幼兒，對母親屬於安全依附者，較易得到教

師的欣賞疼愛，他們較順從，具有同理心，對同學較少敵意及疏遠，且較

少出現問題行為(Suess, Grossmann & Sroufe,1992)。 

(二) 不安全依附—逃避型(avoidant attachment) 

此類型的嬰兒和母親缺乏情感的聯繫，不親近母親，反而逃避與母親

互動，母親離去時並不會表現出痛苦，當母親返回時，也不會有什麼特別

的反應。當他們獨自在陌生情境中時，會顯示出不安的情緒，然後只要有

其他人出現，不論為陌生人或母親，他們就會顯得安然無事。 

逃避型嬰兒的照顧者常表現出生氣的情緒，具有敵意及拒絕的傾向，

也缺乏耐性及反應性(Sroufe,1988)，讓孩子常感受到自已是被拒絕的，孩

子因而學會忽略照顧者的存在，將自已視為是孤獨且不被需要的，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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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拒絕與不可信任。 

Kerns、 Klepac 和 Cole (1996)所從事的相關研究中，發現逃避型依

附的幼兒，表現出較多負向、缺乏耐性、逃避和活動過度的行為，他們認

為幼兒若伴隨著焦慮的逃避依附，發展出與他人保持距離或遠離的策略，

包括與同儕間的關係。在幼兒發展中期階段，會產生對友誼排外的現象，

由於缺乏學習如何處理負向情緒的機會，逃避依附的幼兒對於同儕易產生

較多的敵意(Kobak & Sceery, 1988)。在國內，黃凱倫(1991)的研究亦發

現，逃避型的兒童較受同儕的拒絕。 

(三)不安全依附—矛盾型(ambivalent attachment) 

這一類型的嬰兒，在陌生情境中，顯得非常焦慮，會一直纏著母親，

不願探索新的環境，一直哭鬧不休，母親離去時，他們會表現出非常不安

與苦惱，但在與母親重聚時，卻又表現出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尋求與母親

接近，但另一方面卻顯現出憤怒的情緒，拒絕和母親接觸。 

矛盾型嬰兒的照顧者較常採用不一致的行為對待孩子，較無法配合嬰

兒的步調，且對嬰兒的回饋反應敏感度低。因此他們所發展出來的自我模

式是不確定的、害怕的，認為他人是不能信任的。 

許多研究指出，不安全—矛盾型的嬰兒，以後在學校中則表現出較多

被動、分心與無助(蘇建文、黃迺毓, 1993)。矛盾型的幼兒可能會認為別

人的態度是無法預測的，與其同儕相處時，可能會發展遲疑和衝動性的行

為(Cohn,1990)，在依附關係中害怕失去安全感，因而常表現出憤怒及焦慮

的情緒，此外，他們有時候跟陌生人的互動比跟母親的互動還要好，而有

些嬰兒會不理陌生人。 

除了上述三種依附類型之外，Main 和 Solomon(1990)提出了第四種依

附類型—混亂型(disorganized)。他們在和父母重聚時，會表現出不同範

圍的混亂或毫無頭緒的行為，此類型也是屬於不安全依附。這一類型的嬰

兒有以下特徵：靜止不動(freezing)、刻板化的移動(stereoty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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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Holmes,1993)。與母親重聚時，他們對挫折有極低的容忍度，

非常焦慮，且注意力非常不集中。此外，此種依附類型的幼兒在探索性活

動中產生多的矛盾及羞怯(Jacobsen, Edelstein & Hofmann, 1994)。

Cassidy(1990)的研究也顯示，混亂型的六歲幼兒，與其他依附類型的幼兒

相較之下，有較負向的自我概念，且認為自已是不完美的、不重要的傾向。 

此外，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依據 Bowlby 的理論，主張兩

種內在模式的形式，一種是內在的自我模式，另一種是內在的他人模式，

每種內在模式均能二分為正向或負向，因此產生依附的四種類型，用以說

明內在運作模式如何影響幼兒日後的人際關係，如圖 2所示，並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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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內在運作模式的依附類型 

(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 

 

(一) 安全型(secure) 

對自已有價值感，認為自已是值得被愛的，並認為他人是可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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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對自已有信心。當與他人相處時，樂於與他人分享，能在關係中

尋求親密，不會失去自主性。 

(二) 沉溺型(preoccupied) 

認為自已沒有價值，認為他人都是好的，他們會藉著尋求重要他

人的認同，以產生對自我的接受，亦即依賴別人的稱讚和認同來建立

自尊。在人際關係中容易過度投入親密關係，非常依賴，害怕被拒絕，

缺乏自主性。 

(三) 拒絕型(dismissing)  

又稱為拒絕-逃避型，這一類型的人本身具有價值感，但認為他

人是不可依賴而拒絕他人的，他們會逃避與他人持維親密關係及維持

獨立感，以保護自已。拒絕型的人認為自已在社會互動上缺乏溫暖，

不願意依賴別人。 

(四) 害怕型(fearful- avoidant)   

又稱為害怕-逃避型，這類型的人本身不具價值感，也不信任他

人，拒絕自已也拒絕他人，藉著避免與他人親近，而保護自已以免於

他人的拒絕。在人際問題方面，害怕型的人較害羞、沒有自信、安全

感，也害怕被拒絕，因此逃避關係。 

 

 

肆、依附的測量 

    最初 Bowlby 對於「依附」的研究只著重於個體的情緒發展階段，並

未涉及至個別差異，而隨著 Ainsworth(1979)等人根據嬰兒在陌生情境

中的行為反應，將依附關係依其個別差異加以分類。隨著研究範圍的擴

增，許多學者紛紛發展出不同的測量方法，同時依附類型的區分也隨之

更加完善，以下就較常使用的測量方式及分類，做一簡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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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nsworth 等人的陌生情境測驗(The Strange Situation Test) 

   Ainsworth 等人(1979)設計了一套包含八個步驟的標準化實驗程序，觀

察小孩與其母親短暫分離以及重聚時，幼兒行為及情緒上的不同反應，觀

察結果發現幼兒的反應有顯著的個別差異，並因此不同的行為反應，將依

附關係分為安全依附型、不安全—逃避依附型、不安全—矛盾依附型三

類。陌生情境測驗適用於一歲至二歲的幼兒，操作過程繁瑣費時，研究者

只能從事小樣本的研究，因此研究的範圍多集中在母親育兒方式與嬰兒依

附品質、依附關係的穩定性、依附品質與嬰兒氣質與智力的關係等方面(蘇

建文、黃迺毓，1993)。 

 

二、依附關係 Q分類法 

    Waters 和 Deane 在 1985年時為學步階段的幼兒評量其依附關係的品

質而發展出 Q分類法，透過一系列家庭訪問，收集各個情境中小孩的行為

反應，編制包含 100 個項目的卡片。測量時由觀察者或幼兒的父母親，依

照幼兒的依附行為表現來排卡片，其排法是依照「最像子女行為特徵」、「最

不像子女行為特徵」、「又像又不像子女行為特徵」的標準分成三類，每堆

再依此類推，共分為 9 堆，每堆限制其張數成常態化，分別為 5、8、12、

16、18、16、12、8、5 張，每一張卡片的得分視其被分配到的位置而定，

藉此來敘述幼兒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引自 陳瑩珊，1999)。Q 分類具有可

靠效度，國內學者(蘇建文、龔美娟,1994;蘇建文、黃凱倫,1993)也曾引

用 Q分類法進行相關研究，此法較耗時費力，且蒐集的資料不易進行統計

分析，因此後有學者相繼發展出不同的分類測驗方式。 

 

三、六歲幼兒依附測量法—重聚行為觀察法 

Main和Cassidy在 1987年(Cassidy,1990) 設計出一種針對每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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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聚行為反應的九點量表。適用於三歲半到八歲的幼兒，依據 Ainsworth

等人觀察母親與嬰兒短暫分離與重聚的研究方式，同樣利用實驗法觀察六

歲幼兒重聚時的反應，這一個方法仍在實驗室中進行，先由母親陪小孩在

遊戲間遊玩幾分鐘後，離開一小時。研究者在母親離開後對小孩子做一些

測驗，例如請幼兒繪製家庭的圖畫，進行半結構式晤談，然後讓小孩玩耍

20 分鐘，最後再讓小孩與母親重聚，觀察此時小孩的行為反應，進行依附

關係的評量(楊芳彰，1997)。經由此測驗評量，可將幼兒的依附行為分為

安全型、逃避型、愛怒交織型和控制型(controlling)四種依附類型，其

中後三種屬於不安全依附型。 

 

四、黃惠玲與吳英璋之兒童依附行為量表 

    黃惠玲與吳英璋鑒於國外所用之測量較費時費事，於是依據 Bowlby

的依附理論、Ainsworth 和 Waters (1978)等人的研究結果，以半結構式

問卷與 45 位母親晤談，再依晤談內容編製成兒童依附行為量表，適用 1

至 3歲的幼兒，之後發展出適用於 4至 10 歲的幼兒。依據因素分析的結

果，該份量表參酌上述等人的分類方式，將因素定名為安全依附因素(表

示幼兒對母親的正向趨近行為)、遠避因素(表示幼兒對母親的負向趨近行

為)以及曖昧因素(表示幼兒在壓力情境下，出現對母親的正向趨近行

為)(黃惠玲、吳英璋，1992; 黃惠玲、吳英璋,1996)。 

 

五、青少年依附關係自陳量表(IPPA) 

    「父母與同儕依附量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簡稱 IPPA)為 Greenberg 和 Armsden 於 1987年根據 Bowlby 的依附理論編

制而成，主要在測量青少年知覺與父母、同儕關係中的正向和負向的情感

/認知向度，尤其是這些對象所提供安全感的程度，在此測驗中包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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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疏離三個重要因素(引自陳瑩珊,1999)。 

 

六、Bartholomew 和 Horowitz 的四種依附風格 

他們認為依附風格的三種類型不夠周延，於是利用半結構式的晤談

法，加上受試者的自我陳述以及朋友的評定之方法，根據 Bowlby 所提出

之二向度的內在運作模式概念，發展出四種依附類型(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分別為安全依附、沉溺依附、逃避依附、拒絕依附，其

內涵如前所述。 

 

本研究乃根據 Ainsworth(1979)、Main 和 Solomon(1990)之依附理

論，並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們對依附的研究(黃凱倫, 1991; 蘇建文、黃

迺毓, 1993; 楊芳彰，1997; Cohn,1990; Jacobsen, Edelstein & Hofmann, 

1994)結果而編製「幼兒依附關係量表」。將幼兒依附關係分為「安全依附

型」、「逃避混亂型」及「矛盾型」，目的在於測量幼兒的依附關係。 

 

 

伍、依附與幼兒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根據 Bowlby 的理論，嬰兒將與照顯者的關係內化成為自已的經驗，

而這關係也成了日後其發展人際關係的依據(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有實徵性研究(Dekovic & Meeus, 1997)支持依附及溫暖、接納的

教養方式，與幼兒心理成長、發展自我概念的重要性。若父母是親切的，

給予小孩正向回應，傳達正向的情緒支持，能鼓勵幼兒探索個人內在的想

法、能力。 

另外，研究發現，幼兒自小在家庭中的互動經驗與之後的心智理論能

力發展有關聯，家庭人口數較多、手足數(siblings)較多，孩子有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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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進行互動與交談，並能從中獲取有關心智概念(mental concepts)的

訊息( Jenkins & Astington, 1993)，以及與之相對或不同的觀點與想法，

例如手足之間的爭吵可能提供幼兒接觸不同觀點，有助於了解及推論自已

及他人的心智狀態;在進行合作性遊戲、與他人分享自已的物品時，這時

幼兒若有較多的手足，則較有機會能進行協調;甚或在犯錯時，被他人指

正與提醒錯誤等情形，這些都是以在較大的家庭中出現的頻率居多

(Watson, Nixon, Wilson, & Capage, 1999)。因此，家庭環境之所以能

影響幼兒心智理解能力的習得，主要是因為家庭人口數、手足數較多，能

產生較多的互動經驗，有較多人可以提供幼兒學習想法—行為之關聯的機

會。從家庭教養環境來看，相關研究證實了母親平時與孩子對話裡，若常

使用心智名詞(mental term)以表達其感受、想法等，較能預測出孩子之

後的表現，母親平時對於事件的因果關係若能給予孩子們解釋、或在社會

行為能引導孩子們談論其感受與情緒狀態，孩子們較能使用這些名詞

(Youngblade & Dunn, 1996)。 

因此上述研究說明家庭背景、父母教養方式對於幼兒心智理論能力有

影響，而依附關係是早期家庭互動的基本特徵，幼兒的依附經驗，會影響

其認知、情緒與行為，影響日後在人際關係中與別人的互動方式。Meins、

Fernyhough、Russell 及 Clark-Carter(1998)發現安全依附的幼兒在心智

理論測試-未預期移位作業的表現上，皆高於其他不安全依附的幼兒。安

全依附的幼兒，較有可能知覺與探索其外在環境，在家中較能有效地與其

他手足有正向互動，如此更增進互動的機會，因此能較早發展出心智理論

的能力，所以依附關係可視為往後心智理論能力發展的先驅

(Arranz,Artamendi,Olabarrieta, & Martin, 2002)。 

    另外，依附關係、母親教養孩子所使用的語言亦會影響幼兒對於情緒

的理解(emotion understanding)。Ontai 與 Thompson (2002)的研究發現

安全依附的幼兒較能理解自已與他人的感受、情緒與想法，特別是在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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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用較多複雜、精緻性語言(elaborate dicourse) 的教養環境。研究

依附的學者們，也提到在安全依附關係母子間談話，是較開放性的，如此

能更積極引導幼兒發展出心智表徵(Bretherton, 1990)，其溝通模式較為

開放，增進幼兒理解自已、他人的想法或情緒。 

國內黃凱倫(1991)以 210 名幼稚園大班幼兒為對象，研究其母親的依

附關係及社會行為，結果顯示：高安全依附之幼兒，其同儕偏好度高於逃

避依附之幼兒; 母親所評安全依附關係與幼兒社會能力中的「主動性」、

「人己關係之瞭解」、「禮貌性」、「語言能力」有正相關存在，其中的「人

己關係之瞭解」與心智理論的內涵相近，所以依附關係會影響個人社會行

為，而社會行為包含了能理解自已與他人的想法，進一步能預測別人的行

為，即心智理解的能力，因此，依附關係可能影響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國內尚未出現相關實徵性研究。 

由上述研究可知，早期依附關係是後來建立自我及他人內在運作模式

的基礎，這些模式影響個人對自已與他人的看法、情緒的理解對環境的適

應等。有良好的依附關係，能幫助幼兒形成較佳的社會互動，進而發展出

良好之心智理論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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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文智能(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 

 

美國哈佛大學心理學家 Howard Gardner(1983)在他的著作「Frames of 

Mind」提出了「多元智能理論」（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多元智能理論主張人類至少具有七種智能，改變了以往人們單一智能的看

法，這七種智能包含語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邏輯-數學

智能（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肢體動覺智能（bodily kinesthetic）、音樂智能

（musical）、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內省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後來又增加一項自然觀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這八種智能可說是學習的管道，也是人們發現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管道。 

  我們每個人都有個人的特點，都可運用不同的智能來完成不同的工作

與任務，甚至每個人都應該有機會運用不同的方式在生活中發光。很可惜

我們的社會大都以其中的一、二項智能來判斷一個人的優秀與否。大發明

家愛迪生在其求學的過程中，回憶到「我記得自己在學校向來不行，我幾

乎覺得自己是個白癡。」;尼采小時候，他的父母還曾經以為他是個智障

的孩子。其實，每一個孩子至少具有以上八種智慧，而這些智慧並不是獨

立存在的，必須彼此互補、統整運作的，每一個人都擁有以不同形式結合

起來的智慧，不同的組合可以發展出不同的成就。例如音樂，空間及肢體

智能較強，可向表演藝術或歌舞方面發展；而在音樂，語文智能較強，則

可向填詞或音樂劇方面發展。Gardner、Armstrong 強調如果能早期辨認

出孩子所具有的智能，將有助於其從特定的學習經驗中獲益。又如果在早

期能辨認出孩子智能的弱點，也就能及早針對此一弱點，研擬或設計出另

一種適合的教學模式(Armstrong,1994/1997)。 

 41



八大智能中，語言智能可說一出生即開始發展。一般正常的嬰兒呱呱

落地不久，就展現出強烈的語言學習徵兆。幼兒語言智能發展愈來愈受到

重視，乃是因為許多研究發現：語言能力與認知發展間存在著密切的關

係，甚至是緊密結合一體的（Bruner,1978 ;Vygotsky,1978）。因此以下

就語文智能的意義、幼兒語言之發展、幼兒語言學習之理論、以及幼兒語

文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壹、語文智能的意義 

一、語文智能的意義 

「智能」是天生的生理、心理潛能，人類所擁有的智能數目未知，到

1995年為止，Gardner(1995)提出的多元智能理論，其中的「語文智能」

定義為個體能有效運用口頭語言和書面文字以表達自己想法和瞭解他人

的能力。這項智能包括把語言的結構、發音、意思、修辭和實際使用加以

結合，並能運用自如。 

語文智能優秀的學生擁有高度發展的語文技巧，常常用語文思考。喜

歡閱讀、玩文字遊戲、喜愛寫作、積極投入討論、熱愛學習新詞彙、書面

作業表現良好、對閱讀內容能透徹理解(Amstrong,1994)。 

 

二、語文智能的發展歷程 

    語文智能的求知方式是透過書寫、口語、閱讀等各個語文層面的正式

系統。它使用的工具包括討論、辯論、公開演講、詩詞、正式和非正式的

談話、創意寫作以及語言式的幽默(謎題、雙關語、笑話)。多元智能的發

展歷程可分為基礎技能層次、複雜技能層次以及統整層次三個階段，因此

語文智能的發展歷程可由此三層次說明之(郭俊賢、陳淑惠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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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礎技能層次 

包括簡單的讀寫和初期的演說句型。例如：背誦及辨認各種字母

的能力、簡單句子的創造、或能仿寫(imitation writing)等。 

(二)複雜技能層次 

包含理解語言系統的各層面，例如文法、句型、發音、慣用語，

以及語文理解技巧的發展。例如：能夠繁複而恰當地使用語言來表達

想法、欲望和感受; 能發自內心地寫作以表達思想、意見和感受等;

或閱讀理解，即能理解書面形式(如故事、漫畫等)表現的訊息。 

(三)統整層次 

包含語文溝通的創意、自我表達方面的發展，以及延伸理解與闡

明解釋的能力。例如：用各種創意的寫作形式(短文、詩詞等)來自我

表達; 能自創新穎故事, 以及將之前聽過的故事連結起來; 或是有

技巧的使用各種演說的形式(隱喻、微笑、辨論等)。 

 

貳、幼兒語言之發展  

   語文智能的表現，包含運用語言或文字來表達自己想法和瞭解他人的

能力。這項智能包括把語言的結構、發音、意思、修辭和實際使用加以結

合，運用自如，語言是人類心智複雜智能之一，也是語言學家、心理學家

願意投入大量心血研究的領域。因此，以下探討幼兒語言的發展，由此能

更瞭解語文智能的內涵。 

研究發現人類之所以與動物不同，乃是人類據有抽象思考的能力，也

就是能以無意義的符號來呈現其思想、表達情緒、感覺和需要。這種現象

讓人類的語言得以留存下來。而人類因需要生存、溝通、互動，也因此更

需要依賴語言。語言包含聲音符號也就是聽和說的過程（oral language），

視覺符號也就是讀和寫的過程（written language）（Goodma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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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get，1985 ；Vygotsky，1978）。以下就口語發展和書寫發展概略敘述： 

 

一、口語的發展 

  語言的學習可說是一件相當浩大的工程，今日科技之發達，即使是再

精密的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可以用語言溝通自如。到底語言的發展變

化，是先天的因素或是後天的環境造成? 其實兩者是相輔相成的。語言學

家發現嬰兒能分辨母語和非母語中的語音變化，例如「ㄍㄚ」「ㄅㄚ」「ㄇ

ㄚ」三個音當中，嬰兒能分辨出「ㄍ」和「ㄅ」和「ㄇ」的音是不同的音。

語言學家們也發現嬰幼兒擁有語言天賦能力，無論出生在何地，他們已準

備好去學習地球村的任何語言。七、八個月之後慢小嬰兒在照顧者的語音

中能辨認母語中特有的語音結構，所以小嬰兒呀呀學語（babbling）的聲

音慢慢的縮小範圍在母語的語音上（吳信鳳、曹峰銘譯，2000）。 

  幼兒在一歲左右開始說出第一個字之後，即快速發展詞彙，或許大家

誤認為幼兒是由「單字」學起，再將單字組合成句子。其實幼兒此時正處

於所謂的「單詞句」時期。當幼兒發出「球球」時，可能代表「給我那個

球」或「我要玩那個球」的意思。又例如幼兒說「抱抱」可能的意思是「抱

抱我，我需要關心」﹐其完整的語意需要靠成人來加以詮釋。不久之後幼

兒能加入形容詞例如「狗狗壞」、加入動詞例如「媽媽抱」，慢慢隨著成熟

與環境的影響，在文化社會的情境中，幼兒有時能因時、因地、因人建構

出文法結構完整的句子，有時候不免會弄錯詞彙，令大家開懷一笑

（Goodman﹐1986﹔靳洪剛﹐1997）。 

 

二、讀寫萌發 

  幼兒讀寫（literacy）能力在生活中已逐漸發展，早期幼兒藉著表情、

手勢與人溝通，接著以口語的方式溝通，然後意識到讀與寫也是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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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所以幼兒讀寫發展是社會化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乃是在環境中

漸漸萌發(Goodman，1986)。例如當孩子們看到麥當勞的「M」就知道麥當

勞到了。看到「自己的名字」，知道那是有意義的。這個研究發現，打破

早期傳統語言教學者認為學習有所謂的閱讀準備度（ reading 

readiness），在 1950年代到 1960年代有關閱讀的課程與教學，強調閱讀

之前要先具備與閱讀有關的認知技巧如：手眼協調、會分辨語音、字形和

字義等（曹峰銘譯，1991）。也就是說幼兒在閱讀之前，須接受一系列可

能與閱讀有關的認知技巧和感覺運動，這些技巧還未成熟之前，幼兒不宜

閱讀或書寫。 

  近代興起之讀寫萌發概念則強調，幼兒的讀寫應在幼兒的內心產生讀

寫的內在需要，促使幼兒自然有讀寫的動力，所以讓幼兒在真實、自然、

完整、有趣且有意義的情境中，幼兒自然能發展聽說讀寫能力，在互動中

培養孩子能自然的運用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來表達自己想法和了解他人

的能力（Vygotsky，1978；Rains & Canady ,1990；黃瑞琴，1997；陳瓊

森、汪益譯，2002）。 

 

參、幼兒語言學習之理論基礎 

幼兒是如何學習語言的法則？雖然有許多語言學家、心理學家、神經

生理學家參與研究，仍無法完全窺探語言發展的深奧微妙之處，例如：幼

兒的心智發展是如何讓幼兒能以抽象的符號代替物體？又如：如何讓幼兒

能夠用這些抽象的符號組成他們不曾聽過的句子？有關語言的發展和學

習的理論，僅就學者專家們的研究中概略地分為行為學習理論的觀點（the 

Behaviorist Theory）、Chomsky 先天論觀點（the Nativism Theory）、

Piaget 認知理論觀點（the Cognitive Theory）、Vygotsky 的社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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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the Culture Theory )（Shaffer,1988; Vygotsky，1978;幸曼玲，1996；

黃瑞琴，1997），分別敘述如下：  

 

一、行為學習理論的觀點（the Behaviorist Theory） 

    行為主義認為幼兒語言能力的獲得，乃是由於周遭環境給予的增強作

用所產生的，也就是說語言的獲得是經過一系列的刺激和反應連結而成，

如果語言使用過程中獲得肯定，使用者會感受到所使用的語言是正確的，

遇到類似的情境實則會繼續使用此語言。假若得到負面的回饋，使用者會

感受到用錯了，因此再遇到類似的情境時，則不再使用此語言。受此理論

影響，為了培養幼兒正確的語言習慣，老師往往會採取過多的口語語言練

習（drill），來建立幼兒正確的習慣，這種機械式學習理念，在 1960年

代末期受到質疑，漸漸被注重大腦心智活動的認知理論所取代(黃瑞琴，

1997)。 

二、Chomsky 先天論觀點（the Nativism Theory） 

    Chomsky 假設人類生來就具有複雜的語言結構，這些結構組成了一個

「語言獲得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這一組裝置是分

析語言輸入的知覺和認知能力，也就是說如果有適當的語言刺激，幼兒就

能夠經由大腦的黑盒子，將吸收進來的語言加以整理，自然而且很快地學

會複雜的語言系統。先天論的觀點，學者們認為到目前仍是一種推論，這

其中的假設也沒有事實根據，也很難具體完整的解釋幼兒如何複雜的獲得

語言能力(引自幸曼玲，1996)。 

三、Piaget 認知理論觀點（the Cognitive Theory） 

   皮亞傑認知發展理論認為幼兒的心智成長是幼兒在環境中經由探索、

解決問題而建構出來的。皮亞傑強調幼兒的成長是有階段性的，幼兒在單

詞句階段，所發的語詞都以具體感覺到物體為主，正符合皮亞傑所說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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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動作期，二歲多開始幼兒的表達大都以自我中心來思考事物，常說出此

時、此刻所想到的事物，不會太在意聽者是否聽懂他的意思，正是皮亞傑

所謂的運思前期的幼兒階段。七歲之後則進入具體運思期，再發展進入抽

象思考的形式運思期。皮亞傑認知發展理論正是提醒大家，幼兒時期的語

言學習要由具體、真實、豐富、有趣、有意義、與幼兒相關的情境中探索

學習語言，培養幼兒會用語言來解決問題(引自 Shaffer,1988)。 

四、Vygotsky 的社會學習觀點(the Culture Theory ) 

     Vygotsky (1978)認為語言的學習是社會化或文化的行為，幼兒透過

與周遭人的互動，與同伴之間的合作，幼兒語言智能可以超越他現有的水

準。Vygotsky 的研究中提出幼兒的學習與發展有兩種水準，一是真正發展

水準，也就是說幼兒已經建立之現有水準。另一是潛在發展水準，也就是

說經由成人指引或同伴之中較有能力者一起合力溝通、合力解決問題過

程，可達到更高一層的水準(曹峰銘,1991）。 

因此，Vygotsky提出的「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的概念，建議採鷹架（scaffolding）學習理論，經由成人的活動引導、

讓幼兒在真實、有趣、有意義的情境中探索和學習，過程中也能獲得同伴

以及老師的社會性支持。則幼兒的語言學習能獲得成功的經驗，進而提升

其語言能力。現今教學上受到重視的幼兒讀寫萌發（emerging literacy）、

全語言教學觀點（whole language approach）、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也都受到社會學習理論的影響(陳淑琴,2000)。 

綜合上述可知，語言的學習對一般正常人來說從一出生就開始了，而

且一直持續發展。藉著語言孩子逐漸瞭解周圍的世界、能與周圍的人維持

緊密的關係，透過語言孩子能將所學習的過程呈現出來。語言智能發展關

係到孩子個人日後發展與學習。專家學者強調幼兒的聽、說、讀、寫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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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與提升，應該讓幼兒在自然、有趣、溫馨、好奇且自主自發的動力

下獲得。正如 Vygotsky (1978) 說過：「如果成人能提供豐富的互動環境

和積極的活動引導，則孩子可獲得較大的學習成效。」。 

 

肆、幼兒語文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目前有許多研究顯示語言能力與心智理論能力有很強的聯結 

(Jenkins & Astington,2000)。Jenkins 和 Astington (1996)發展三至五

歲幼兒在標準錯誤信念測試作業上的分數與其他一般語言能力標準測試

分數之間有高度相關，語言測試包含了 Hresko 等人發展的早期語言發展

測驗(Test of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以及史比智力量表(Stanford 

Binet Intelligence Scale)中的語彙及句子記憶分量表。Cutting 與

Dunn(2000)運用不同作業研究，亦有類似的發現。 

Astington 及 Jekins (1999)以縱貫研究方式，探討語言和心智理論

能力發展之間的關係。其在 7個月期間針對 59 位三歲幼兒進行 3 次測試，

以估量心智理論能力對於語言發展的貢獻及語言(語法及語義)對心智理

論能力發展的貢獻。語言能力是以早期語言發展測驗(the Test of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主要是以測語法及語義的理解及表達來測量，

心智理論能力是以錯誤信念作業及外表—真實作業來測量。結果發現，較

早的語言能力可以預測之後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而早期的心智理論能力

則無法預期之後的語言測試表現。這些發現得到一個結論「語言是心智理

論能力發展的基礎」。之後 Astington 及 Jekins (1999)也試著找出是否有

其他因素為此兩者的基礎，他們假設其他因素可能為內在或外在，內在因

素(例如記憶、執行力)讓孩子能使用其記憶中較複雜的規則進行推理，之

後發展語言、心智理論能力(Zelazo & Jacques,1996)。外在因素，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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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逐漸地積極參與社會文化性的活動(Nelson,1996)。此外，語言發展中

的語用、語法或語義在心智理論能力發展上之重要性亦待進一步探討。 

    Jackson(2001)指出幼兒早期的語言對話(conversation)對心智理論

能力的發展具有其重要性，包括語言、非語言的互動，他發現語文能力與

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呈現顯著相關。因此，幼兒早期對話互動的機會會影

響其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語文能力與心智理論能力有關係，語文能力

較高的孩子，其心智理論的能力亦愈高。語文智能高的孩子，能恰當地使

用較多豐富的語詞來表達其想法、欲望和感受，亦能理解他人所傳達的訊

息、想法與感受，較高層次的語文智能，更具備了對於語言的延伸與理解

以及闡釋他人的能力，如此更涵蓋心智理論能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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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壹、人際智能的意義 

一、 人際智能的意義 

Gardner(1983)在「Frames of mind」一書中提出個人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個人智能是源自於心理學的信念—心理學是建立於環繞

人的觀念包含人的人格、成長或命運。個人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

分為內省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與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其中，內省智能是一種自知與自處的能力，是指個人內

在能力的發展。人際智能則是一種了解他人、與人共事的能力。國內學者

吳武典(1994)將兩者合稱為「個人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此

兩者皆屬於一種做人的能力，也是廣義社會智能的一部份。 

人際智能是指人與人互動過程中，逶過溝通使彼此之間感受到對方的

訊息，能察覺並區分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與感受，並進而互相交流的

能力(簡維君，2001)。具此項智能者，對他人臉部表情、聲音、動作具敏

感力，能分辨不同人際關係衍生的眾多暗示，並針對這些暗示採取有效且

適當的反應。 

因此，人際智能是個體能夠注意和覺察他人的能力，在初階的層級

中，人際智能是在區別身旁他人，並覺察其不同的情緒；經過高度發展之

後，高層次的人際能力能瞭解他人的意向和欲望之潛能（即使這些意圖是

隱藏起來），並能對所得的訊息加以利用。例如，宗教領袖和政治領袖就

有此一能力。這種智能可以讓我們瞭解別人，與別人溝通，注意別人在心

情、氣質、動機和技能上的差異。當然也涵蓋與人和諧相處的能力。教師、

政治家、治療學家、心理輔導人員等，其人際智能皆臻於高度發展的境界

(Armstrong,1994; Gardn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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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際智能的理論基礎 

近年來，哈佛大學教授 Gardner(1983)所提出的多元智能理論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挑戰傳統的智力理論及標準化智力

測驗。他認為我們的文化對智力的定義過於狹窄，而我們每一個人都具有

這些智慧的潛能，在他的「智力架構」(frame of mind)一書中，提出的

八大智能，超越了以智商(IQ)代表個人心智能力的狹隘限制，打破一般心

理學家對於智慧是一種單獨能力的觀點，並尋求延伸人類潛力的範圍

(Armstrong,1994/1997)。「人際智能」主要源自於多元智能理論，主要能

覺察與區分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或感覺的能力，包含人際互動技能及

溝通協調的能力(謝佩芬,2002)，其內涵甚廣，亦有其他理論提到與人際

智能相關的概念，如 Sternberg(1985)所提出的社會智能，或人際溝通的

概念等，以下進一步說明欲更瞭解人際智能的涵義。 

 

一、人際智能是 Gardner 多元智能理論的一部份 

Gardner 在「再建多元智慧」(intelligence reframed) 一書中，再

度將「人類智慧」給予更精確的界定：智慧是一種處理訊息的生理心理潛

能，這種潛能在某種文化環境下，會被引發去解決問題或是創作該文化所

重視的作品。他認為人類潛能的展現或引發，主要是由於某些因素的影

響，包括個人所處的文化環境中所重視的價值觀、機會的提供以及生活週

遭其他人事的影響(引自謝佩芬，2002)。因此，多元智能理論是完整學習

的理論基礎，多元智能理論的推展有助於教育的革新及促進教育功能更多

元化。 

二、Sternberg 的智能理論 

    Sternberg(1985)的智能理論中所提到的社會智能，與人際智能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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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有相近之處，認為人際與內省智能皆屬於一種做人的能力，是廣義社會

智能的一部份。社會智能是一種處理周遭人、事的能力，是一種「自我解

析」及與別人相處的「人際智能」(魏美惠,1996)。 

Sternberg(1985)在他的智能理論架構中則將智能分為學業與非學業

智能，並且又將非學業智能分為社會智能與實際生活智能(或實用智能)。

社會智能是處理「個人」的能力，實用智能是則「處事」的能力(引自吳

武典，1994)。Sternberg(1985)認為社會智能是一種社會學習認知的能

力，雖然社會智能可以是實用智能的一部份，但從歷史背景及理論基礎看

來，此兩種智能型態有所不同，因此這兩組能力可被視為兩種個別的能

力。社會智能較強調社會參與、社會道德認知等與「人」相關的能力；而

實用智能則較強調工作、處事決策等與「事」相關的能力。 

    魏美惠(1996)指出許多研究智能的專家，包括 Strang(1930)、

Wedeck(1947)、Wechsler(1958)、Sternberg(1984)及 Gardner(1985)，在

解釋社會智能的意義時雖然有少許的差異，但是基本上他們認為社會智能

是： 

(一) 洞察別人心思，察言觀色的能力。 

(二) 與人相處，建立友善關係的能力。 

(三) 了解社會規範，言行舉止表現合乎時宜。 

(四) 適應新環境的能力。 

(五) 對於社會活動的參與力。 

(六) 適應社會的一種生存能力。 

(七) 自我認識和自我反省的能力。 

 

簡言之，社會智能強調處理人際關係的能力。綜合以上對人際智能與

社會智能的定義，可以發現許多相似之處，能瞭解人際智能是多元化的理

論建構。從上述學者對於社會智能力的解釋，雖從不同角度切入，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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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認知成份之因素亦有不同，但之間的共同要素大部份皆包含「人際能

力」的要素(邱金滿，1998)，亦即強調處理人際關係的能力。 

 

三、人際溝通 

    人際智能是人與人互動、傳達訊息與溝通的主要能力，亦為溝通協調

的能力，內容包括情緒表達、觀察、傾聽、溝通方式及同理心的表現(簡

維君,2001)。因此，人際智能與人際溝通的意義非常相近，以下分別說明

人際溝通的意義和技巧： 

(一)人際溝通的意義     

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指有意義的互動歷程。

其中有三個重要概念(曾端真、曾玲珉，1996)： 

1、 人際溝通是一種歷程，它是在一段時間中，有目的地進行一系列行為。 

2、 人際溝通的重點在於它是有意義的歷程。意義是指溝通行為的內容、

意圖及其被賦予的重要性。 

3、 互動的意思是雙方在溝通歷程中，彼此對於溝通之後形成的意義均負

有責任。 

 

(二)人際溝通技巧 

    人際溝通技巧包含廣泛，專家學者各有不同的看法，以下列舉各專家

學者認為重要的人際溝通技巧。 

    Trenholm 和 Jensen 提出人際溝通的技能(引自李燕等譯，1995)：1.

審查社會認知，觀察所有的關係以及聽取各類關係的訊息。2.克服僵化的

思維及創造性地進行溝通。3.自我概念的建立。4.非語言溝通。5.語言溝

通。6.從他人觀點看事情。7.跨文化的溝通。瞭解並使用這些技能則能觀

察與掌握溝通背景的方法，而溝通能力也會相對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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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to 提出有助人際效果的五個要素(引自沈慧聲譯，1998)：開放性

(openness)、同理心(empathy)、鼓舞(supportiveness)、正向

(positiveness)、平等(equality)。這些要素促進了有意義、誠實而滿意

的互動。另外，Verderber 與 Verderber 兩人在「Inter-Act Us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書中提到三十種以上的溝通技

巧，這些技巧可分為以下六大類(引自曾端真、曾玲珉，1996)：1.非語言

技巧。2.語言技巧。3.自我表達技巧：做別人更瞭解你。4.傾聽與反應技

巧：解釋他人的涵義並分享與回饋。5.影響技巧：說服別人改變他們的態

度或行為。6.營造氣氛的技巧：創造正向氣氛達成有效的溝通。熟練這些

技巧可以達到良好的溝通。Hargie(1997)提出溝通的核心技巧：1.非口語

行為的溝通。2.詢問。3.稱讚。4.反映對方的情感。5.解釋。6.自我揭露。

7.傾聽。他認為人際交往互動是奠基於以上的社會技巧。 

    綜合以上所述多位學者提出的溝通技巧，可整理出其與人際智能之共

同性如下：敏銳的觀察力、情緒覺察與表達、同理心、傾聽、溝通方式。

掌握溝通技巧的重點，則能培養出良好的人際互動。 

 

 

參、人際智能的內涵 

人際智能是指對他人的心情、氣質、性情、動機、和意向的認知能力，

及以此認知為根據而作適當反應的能力。此智能包括建立與維持關係的能

力，能在團體內扮演各種角色，如團體成員或領導者；包括對別人的面部

表情、聲調、姿勢的敏感度；也包括對各式各樣人際關係信號的領悟力，

即一般所謂的同理心(Armstrong, 1994)。那些能夠表露真誠想法，並善

於提昇別人生活的人，都具有正面發展的人際智能。 

    Humphrey(1976)曾提到，人際智能是人類最重要的一面。他認為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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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最具創意的運用就是能有效地維繫人類的社會(引自 Campbell, 

Campbell, Dickinson, 1996)。因為具有遠見與理解，很多人因而能考慮

自已行動的結果、預期他人的行為、決定可能的得失，以及成功的因應所

遭遇的人際問題，因此人際智能影響生活上許多重要的部份。吳武典(1998)

綜合 Gardner 和 Sternberg 的智力模式提出成功人生與成功智能之關係模

式。如下圖 3 所示並加以說明： 

 

 

 

 

     

 個人智能 

         (社會、情緒)                

                                

 

 

成功人生 
 
事業    生活

處事智能 

(實用性) 
創造智能 

(創造性) 

學業智能 

(分析性) 

              圖 3 ：成功人生與成功智能之關係 

 

1、成功人生(事業成功、生活圓滿)需要下列四種智能的平衡發

展：學業智能、個人智能、處事智能、與創造智能。 

2、學業智能是成功人生的基本條件，但不是充分條件。在學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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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基礎上，需發展個人智能、處事(實用)智能與創造智能，

才能保證事業成功。 

3、個人智能可說是成功人生的核心條件，也是其他三種智能的重

要性。 

上述可知，個人智能影響個體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人際智能高的

人，具備良好的人際技巧，他們喜歡和自已相似或不同的人進行互動，具

有影響同儕的能力，在團體工作與合作計畫上經常能有優異的表現。 

 

 

肆、人際智能的發展 

一、人際智能的發展歷程 

    人際智能的求知方式透過人與人的關聯、溝通、團隊工作、合作學習、

同理心、社會技巧以及團體規劃等，以培育彼此之間正向的依存關係。同

上節所提及多元智能的發展歷程可分為基礎技能層次、複雜技能層次以及

統整層次三個階段，以下亦說明人際智能的發展歷程(Campbell、Campbell 

& Dickinson, 1999)： 

(一) 基礎技能層次 

發展出根本的家庭關係，並學會人際關係的基礎技能，包括溝通

和接納別人。例如：在家庭脈絡中建立有意義的關係; 發展出和別人

溝通的簡單方式;發展出基礎的「妥協或同意的策略」。 

(二)複雜技能層次 

學會和家人以外的人際互動技巧，包括和別人互助合作的社會技

巧。例如：建立良好的同儕關係;發展出有效的互助合作;有能力對別

人產生同理心，明瞭別人的觀點等。 

(三)統整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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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團體動力、人際關係、基礎人類社會行為的透鰴理解，並能欣

賞文化和個別差異。例如：有能力建立團體的共識或有效地管理或解

決衝突;明白互助合作和團體問題解決的歷程和方法;能敏銳觀察每

個人的觀點、信念、動機等的個別差異。 

 

伍、幼兒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從前述人際智能的涵義可知，人際智能較高的幼兒能覺察自已、他人

之情緒，具有同理心，且高層次的人際能力具有瞭解他人的內在意向和欲

望之潛能，並能對所得的訊息加以利用，預測別人的行為，建立良好的互

動關係。此與心智理論能力的內涵相近，都是一種理解自我與他人的心理

狀態，並以此解釋與預測行為的能力(Baron-Cohen,1992)。由此能敏銳觀

察自我與他人的想法、信念、意圖等的個別差異，能從他人觀點看事情，

形成人際間的社會互動。 

    具備優勢人際智能的人可能有以下特點(Campbell, Campbell, & 

Dickinson, 1996)： 

1、與父母關係良好並能與別人互動。 

2、建立並維持良好的社會關係。 

3、確認並使用各種方法與人聯繫。 

4、能察覺別人的感情、思想、動機、行為與生活方式。 

5、認真參與團隊合作、在團體中能擔負各種角色。 

6、影響他人的意見與想法。 

7、調適自已的行為適應環境或團體，並參考別人的回饋。 

8、發展出新的社會程序或模式。 

 

其中「能察覺別人的感情、思想、動機、行為與生活方式」、「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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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見與想法」、「調適自已的行為適應環境或團體，並參考別人的回

饋」、「建立並維持良好的社會關係」等，可看出心智能論能力的內涵，即

能察覺別人的思想與意圖，並能推論其行為，從參考他人的回饋，瞭解別

人的想法，進而能調適自已的行為，以適應外在環境，如此建立起良好的

社會互動。有許多研究指出社會互動技巧與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有關

(Astington & Jenkins, 1999; Lalonde & Chandler, 1995)。Watson、 

Nixon、Wilson 及 Capage(1999)研究發現，幼兒與同儕間的互動品質和心

智理論作業的表現有正相關。Lalonde 與 Chandler (1995)回顧一系列有

關心智理論能力的研究發現，與心智理解相關的社交技巧(social skills)

所指的並不是平時交往時例行傳統的問候(例如：請、謝謝等)，而是與理

解心智狀態有關的事件(mental events)，例如：會遵守簡單的遊戲規則、

在與人會談時會意識到談話即將結束。與同儕的互動之間，能發展幼兒對

外在他人感受、信念的覺察，遇衝突時能與之協商(Maguir & Dunn,1996)。 

  在幼稚園中，團體間的討論、分享或遊戲，能讓幼兒有較多的機會去

面對衝突、對爭議性的話題具敏感度(Dunn,1995)。研究顯示幼兒進行的

扮演遊戲能增進心智理論能力(Flavell,Flavell,& Green, 1986; 

Youngblade & Dunn,1996)，在扮演遊戲之間，幼兒能嘗試進行模仿、揣

摩其角色，表徵自已或他人的想法，理解不同的人事物等。在團體活動中，

幼兒有機會培養出多種社會行為，例如：與同儕共同計畫、做決定;玩遊

戲需要協商與溝通其規則，這些活動皆是促進幼兒心智理解發展的機會

(Jenkins & Astington,2000)。 

由上述可知，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皆為達成良好社會行為、人際

互動的重要基本能力。人際智能高的幼兒與同儕互動時，對外在他人的感

受、信念有較高的覺察，遇衝突時能與之協商(Maguir & Dunn, 1996)，

較能知覺自已至察覺他人的內在心理狀態，能理解他人的想法，發展較高

的心智理論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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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假設 

茲依據上一章所列舉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以及本章的文獻探討

與相關實徵研究的發現，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壹、人口變項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 

假設一：不同性別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 

假設二：不同年齡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 

假設三：不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 

貳、依附關係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 

假設四：不同依附關係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亦即幼兒

的心智理論能力表現會因為其所屬依附類型之不同而有差異。 

參、語文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 

假設五：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亦即有較

高語文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會優於語文智能較低的

幼兒。 

肆、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 

假設六：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亦即有較

高人際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會優於人際智能較低的

幼兒。 

伍、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其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假設七：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其心智理論能力之各

測試作業有相關。 

假設八：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有效預測心智理論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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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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