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分三小節闡述：第一節為討論，第二節為結論，第三節為建議。

研究者首先呈現假設考驗的結果，再針對研究結果加以分析討論，並歸納

出結論，進一步提出教學及研究之建議，作為相關教學實施、親職教育以

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討論 

 

本研究共提出八項假設，其中假設二、假設五、假設六、假設七、假

設八等 5項假設均獲得支持，假設一、假設三、假設四未獲得支持。各項

假設考驗的主要研究結果如表 33 所示。之後再根據研究結果分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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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項假設考驗的主要結果 

研究假設 是否獲

得支持

主要研究結果 

假設一：不同性別的幼兒，

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

在。 

否 
 

整體而言，不同性別的幼兒，其心智理

論能力沒有差異存在。 

假設二：不同年齡的幼兒，

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

在。 

是 不同年齡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有

顯著差異存在。心智理論能力得分上以

六歲組為最高，四歲組最低，年齡愈高

者，其心智理論能力愈高。 
假設三：不同社經地位的幼

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

存在。 

否 不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

沒有差異存在。亦即，中高社經地位的

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沒有差異存在。

假設四：不同依附關係的幼

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

存在。 

否 不同依附類型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

沒有差異存在。 

假設五：不同語文智能的

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

差異存在。 

是 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

有顯著的差異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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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六：不同人際智能的幼

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

存在。 

是 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

有顯著的差異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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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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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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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

顯著的正相關，其中以「語文智能」與

「錯誤信念作業」之間的關聯最大。 
假設八：幼兒的安全依附、

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有效

預測心智理論能力的組別。 

是 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

有顯著的預測力，能有效區別心智理論

能力高中低三組的組別。此外，以「語

文智能」的預測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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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幼兒依附關係、語文智能、人際智能之概況 

在依附關係方面，本研究將幼兒依附關係分成三種類型：安全依附

型、逃避混亂型及矛盾型。所得初步結果為：參與幼兒的依附類型以安全

型依附最多(n =111)，佔總人數之 89%。其次為矛盾型(6%)與逃避混亂型

(5%)，此結果與 Shaffer(1994)的看法一致，在依附類型的分類上以安全

型依附幼兒最多，其次為矛盾型，逃避型最少。然而，研究結果可知，不

同性別在依附關係上沒有差異存在，此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楊淑萍, 1995; 

Cohn,1990; Collins,1994)，在探究個人與父母依附關係的研究中，其結

果多顯示性別差異並不存在。且從研究可知全體幼兒在安全依附上的平均

得分為 2.9，顯示幼兒整體的依附品質屬中上程度。 

語文智能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得知，男、

女生彼此之間在語文智能各層次的表現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Wilks＇Λ

=.92, p=.02)，女生在語文智能的表現上優於男生，此與江文吉(2001)、

林淑華(2001)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尤其是在「複雜技能層次」、「統整

層次」的得分上顯著優於男生。男女生在語文智能的基礎技能層次上，簡

單的讀寫與句型背誦，都有相當程度的發展，因此男女之間不致產生差

異。然而，發展至複雜技能層次，包含理解語言系統：文法、語文理解與

表達等;統整層次，包含語文溝通創意、延伸與解釋等的能力，女生則有

較優異的表現。 

人際智能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得知不同性

別的幼兒其人際智能有顯著差異存在(Wilks＇Λ=.93, p=.04)，女生在人

際智能各層次的表現均優於男生，此與林淑華(2001)、羅婉麗(2000)等人

的研究結果一致，亦即女生的人際智能普遍高於男生，其可能的原因在於

女生較重視人際關係，對安全感的需求較高，較認為自已是團體一份子，

並努力維持自已與團體的良好互動關係，因此覺察他人外顯與內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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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力較好。且就整體而言，男女皆以「基礎技能層次」表現最好，此較

符合幼兒學齡前的發展階段，處於擴展人際關係的初期，學習人際之基礎

技能，懂得溝通與接納別人。 

 

 

貳、人口變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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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茲

針對幼兒不同的人口變項與其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探討如下。 

 

一、性別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在性別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

析的結果得知不同性別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沒有差異存在(Wilks＇Λ

=.96, p =.172)，亦即不同的性別對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沒有影響，

此與保心怡(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國內外相當缺乏探討性別與心智

理論能力的關係之相關文獻，然而造成性別與心智理論能力沒有關聯的原

因，可能是因為學齡前幼兒男女的社會認知能力正在發展以及男女所接觸

的環境與刺激較雷同，而且父母與師長的管教方式在現今社會中對於男女

的差距已逐漸縮小，使得男孩與女孩逐步受到相同對待，使其皆能表達感

受與情緒(陳瑩珊,2000)。且在幼稚園中可以發現，孩子們都很重視社會

關係，對於人際間溝通的訊息皆感到好奇，喜愛猜測他人的想法與意向，

因此在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上可能不致於有太大的差異出現。 

雖然本研究發現不同的性別對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沒有影響，但

從其平均得分的狀況來看，女生心智理論能力總分(M=5.71)稍高於男生

(M=5.01)，且在各項測試作業的表現均優於男生，因此女生的心智理論能

力表現可能會高於男生，此仍須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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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齡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在年齡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

析的結果得知不同年齡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Wilks＇Λ=.89, p=.035)，且六歲組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高於五歲

組、四歲組，研究結果顯示，年齡愈高者，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愈好。

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Feinfield,etc., 1999;Gopnik & Astington, 

1998;Wimmer & Perner,1986; Wellman,1990)。Wimmer 與 Perner(1986)

的實驗中發現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因其年齡而存在著發展上的變化，大多

數五歲以上的幼兒能回答並解決問題，而四歲以下幼兒則通常無法通過測

作業。Gopnik 和 Astington(1998)的研究運用各種作業來測知幼兒的心智

理論能力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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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歲以上的幼兒則較為勝任。過去研究(保心

怡,2003; Astington & Gopnik, 1991; Bartsch & Wellman, 1995; Wimmer& 

Perner,1986)發現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約於四、五歲之間，能察覺自

已與他人心智或信念，本研各年齡組的心智理論能力平均得分來看，四歲

組(M=4.41)明顯低於五歲組(M=5.53)、六歲組(M=5.97)，而五歲組、六歲組

之間則差距較不大。 

再者，本研究結果亦發現，不同年齡幼兒在各項測試作業中，以在「錯

誤信念作業」(F(2,121)=5.33, p=.006)及「外表/真實作業」(F(2,121)= 

2.03, p=.03)上均達組間顯著差異。不同年齡幼兒在「錯誤信念作業」的

得分上之顯著差異，以六歲組顯著高於四歲組，亦即年齡愈大的幼兒在理

解他人錯誤信念上顯著優於較年幼者，且到五歲之後的表現較好。此與

Bjorklund(1995)的研究結果一致，四歲以上的幼兒較能勝任錯誤信念作

業的問題，會記得最初的信念，也知道未參與打開盒蓋過程的小朋友並不

知盒子內容物已改變，能理解與辯認他人錯誤之信念，例如。可見以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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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實例，分別以四歲組/中班幼兒以及六歲組/大班幼兒為例： 

錯誤信念作業—未預期的內容-1： 

研究者在打開內裝棒棒糖的彩色筆盒，之後蓋上。 

1．四歲組/中班幼兒 

研究者：「等一下別的同學過來，看到這個彩色筆盒，蓋子沒有打開，他會認為

這個盒子裡裝的是什麼東西？」 

幼兒：「棒棒糖。」 

研究者：「為什麼他會覺得裡面是棒棒糖呢?」 

幼兒：「因為裡面放的是糖果。」 

本例中，四歲幼兒的回答僅就物品所呈現的狀況做靜態描述，並無從

他人的角度看待事件，尚未理解他人有錯誤之信念。 

 

2．六歲組/大班幼兒 

研究者：「等一下別的同學過來，看到這個彩色筆盒，蓋子沒有打開，他會認為

這個盒子裡裝的是什麼東西？」 

幼兒：「彩色筆。」 

研究者：「為什麼他會覺得裡面是彩色筆呢?」 

幼兒：「因為這是彩色筆盒，所以他會以為裝彩色筆。」 

本例中之六歲幼兒，說明物品的用途以及運用認知狀態的語詞(以為

或覺得)，知道其他的小朋友並未看見盒子內裝之物品已改變，因此能預

測他人會誤以為盒子內仍裝彩色筆，能理解與辯認他人錯誤之信念。 

就外表/真實作業的得分上，不同年齡幼兒亦達組間顯著差異，六歲

組、五歲組高於四歲組，亦即五歲以後在區辨外表與真實的能力明顯優於

四歲，Astington與Gopnik(1991)提到，四、五歲幼兒開始能夠區分外表

與實際，且Flavell、Green及Flavell(1986)的實驗發現，三至四歲的幼

兒正在開始理解偽裝的物品可以看起來像某物，而實際是另外的物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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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三歲幼兒在此作業上有困難，無法理解相同的物品有不同的表

徵，而部份四歲幼兒(約35%)能正確回答，因此到了五歲以後對於物品有

其不同的表徵方式能得到較全面的理解。 

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幼兒在意向作業的得分上沒有差異，

此與Astington與Lee(1991)的研究結果雷同，Astington與Lee(1991)發現

三至五歲幼兒通過意向作業的表現均超過半數(50%)以上，而在三歲以後

的表現顯然地提昇，伳們認為能通過此作業的幼兒已知道心智狀態會影響

著行為，且Feinfield,Lee,Green及Flavell(1999)研究意向、欲求與結果

的結論是，大多數幼兒在四歲開始則具備辨別行動中的意向(intention- 

in-action)的概念。 

Moses(2001)認為幼兒對於理解意向的發展，是逐漸增加其複雜度而

貫穿於整個兒童期。他提到對於意向的理解包含三種成份，即了解意向的

動機層面(motivation)、因果層面(causal)及知識層面(epistemic)。研

究顯示幼兒在三歲以後即會注意到意向的動機成份(Wellman & Phillips, 

2001)，幼兒在四到五歲開始理解意向的因果層面，而知識層面則包括意

向背後的想法與知識，其意義涵蓋較廣(Moses,2001)。Astington(2001)

亦認為，在幼兒了解「錯誤相信」之前，似乎必須對意向有些了解，幼兒

在早期所掌握的是意向的某些部份，已能探知行為之意向，較晚期則能理

解在意向的行為發生時，除了外在行為之外，其意向背後還存在另一心智

狀態，有意向歸因之涵意。因此幼兒對於意向理解，具有不同層面的意義，

就上述文獻可知，幼兒隨其發展而逐漸增加其對意向理解的複雜度，而本

研究所使用之意向作業，在於探知行為之意向，為意向層面中較基礎的部

份，屬於動機層面的理解，即能區分人們會做某件事，是因為他們想去做

或是無意地，幼兒的通過測試的情形皆在60%以上，則可能沒有差異存在。 

如上所述，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呈現隨年齡增加而持續增長的情形，

到了四、五歲之間有較大輻度的進展(Wellman,2001)。一般說來，五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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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表現較好，亦即大班的幼兒表現會優於中班幼兒，愈具有理解與預測

他人錯誤信念的能力。有許多研究將受試集中在2歲半到6歲的兒童，雖採

用不同方法，但這些研究都顯示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是漸進改變的模

式，依其發展逐漸萌發(Astington & Gopnik, 1991; Bartsch & Wellman, 

1995)。 

三、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在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

數分析的結果得知不同中高社經地位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沒有差異存

在(Wilks＇Λ=.97, p=.36)，亦即不同的不同社經地位對幼兒心智理論能

力的表現沒有影響。由研究結果可知，幼兒的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可

能沒有關聯，此結果與先前所提之文獻研究發現(Cole & Mitchell, 2000)

不一致，Cole 與 Mitchell(2000)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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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

致的原因可能由於本研究對象之低社經地位過少(僅 2位)，而以中高社經

地位進行分析，結果顯示中高社經地位之間沒有差異存在，因此可能高社

經地位與低社經地位之間有差異，但仍需進一步探究。另外，Cole 與

Mitchell (2000)研究採用的心智理論能力測驗主要是以多種意向作業來

測試，與本研究採用的測驗內容有些許不同，然而雖本研究發現中高社經

地位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沒有差異，不過從其各分測試作業的平

均得分來看，就「意向作業」、「外表/真實作業」而言，高社經地位的幼

兒(意向作業：M=1.76; 外表/真實作業：M=1.71)其心智理論能力之表現

稍高於中社經地位的幼兒(意向作業：M=1.52;外表/真實作業：M=1.62)。

因此高低社經地位對於心智理論能力之影響，仍需深入探討。 

有關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之研究寥寥無幾，過去研究顯示社經地

位、母親教育程度與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呈正相關，其主要影響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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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能在於父母親平時對於特定事件、情緒感受的解釋方式(Meins & 

Fernyhough,1999)，當孩子們遇到衝突爭執或特定事件，父母親解釋的方

式，能否常運用情緒、想法的用語，試著讓孩子思考(think)事件的脈絡、

自已與他人的感受及想法，如此培養孩子們理解與嘗試推論他人的想法與

行為。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中高社經地位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的

表現沒有差異，社經地位對於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影響機制可能尚需考慮

親子間互動情形、父母管教方式等，教養孩子的互動機會是否頻繫，能否

在平日運用較多的情緒詞彙，都可能影響孩子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Meins 

& Fernyhough,1999;Youngblade & Dunn,1996)。 

綜上所述，就人口變項對心智理論能力而言，幼兒的性別與中高社經

地位之間對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沒有影響，而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會隨

著年齡增長而發展得愈好。 

 

 

參、依附關係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 

本研究將幼兒依附關係分為「安全依附型」、「逃避混亂型」、「矛盾型」

三種類型。根據各類型的題平均得分，以得分最高者歸類為其所屬依附類

型。在依附關係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

數分析的結果得知不同依附關係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沒有差異存在

(Wilks＇Λ=.96, p=.67)，且就各依附類型來看，不同程度的依附關係對

於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亦沒有影響(不同安全型依附：Wilks＇Λ=.96, 

p=.59; 不同矛盾型依附：Wilks＇Λ=.95, p=.28;不同逃避混亂型依附：

Wilks＇Λ=.94, p=.23)，不同程度的安全型依附、矛盾型依附及逃避混

亂型依附之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沒有差異。因此不同依附關係的幼兒

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沒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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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結果可知，幼兒的依附關係與心智理論能力可能沒有關聯，此

結果與Meins、Fernyhough、Wainwright、Gupta和Tuckey等人(2002)的研

究結果一致，但與之前所提文獻研究結果不一致(Meins, Fernyhough, 

Russell & Clark-Carter,1998)。Meins、Fernyhough、Russell及

Clark-Carter(1998)發現安全依附的四歲幼兒在心智理論測試-未預期移

位作業的表現上，皆高於其他同年齡不安全依附的幼兒。然而之後有研究

指出，將安全依附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間做因果推論仍有困難(Meins & 

Fernyhough,1999)，雖然依附關係最後會形成其內在運作模式，而影響其

對自已行為、情感的知覺，進而影響人格與情緒的發展(Bowlby,1973)，

然而，Bowlby(1980)亦提到此模式的建立對於4至5歲幼兒來說，發展尚未

完整且不穩定，此時幼兒情緒與人格的發展仍受到許多其他的因素影響，

例如：父母教養方式、同儕關係等。Meins & Fernyhough(1999)在研究依

附關係、家庭互動與心智理論能力時，則提出安全依附之所以會影響心智

理論能力的原因可能須加入其他社會因素來解釋，此待進一步探討。 

此外，本研究結果與Meins、Fernyhough、Wainwright、Gupta和Tuckey

等人(2002)研究結果一致，幼兒的依附關係與心智理論能力可能沒有關

聯，Meins、Fernyhough、Wainwright、Gupta和Tuckey等人(2002)的研究

發現幼兒早期的家庭互動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包括幼兒安全依附、母

親所使用的心智語言情形等，發現幼兒的安全依附無法預測其之後的心智

理論能力，且兩者之間沒有相關。他們嘗試進一步推論其他影響心智理論

能力發展的重要變項，其研究的另一探討變項為母親的心智想法(materal 

mind-mindedness)，發現母親本身對於心智想法的解釋為預測幼兒日後心

智理論能力發展的重要變項，亦即母親與孩子的對話中，對於事件的解釋

所運用心智狀態語言的頻率與層次均為影響幼兒日後心智理論能力發展

的關鍵，其所運用的心智狀態語言可加以分類為基本心智狀態、心智過

程、情緒層面以及推論他人信念與行為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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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亦證實母親平時與孩子對話裡，若常使用心智狀態語言以表

達其感受、想法，較能預測出孩子之後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因此母親平

時對於事件的因果關係若能給予孩子們解釋或者在社會行為中能引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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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Cutting與Dunn(2000)提到安全依附的幼兒的母親，在日

常生活中較有技巧地能教導孩子對於心智想法的理解，發現家庭互動的形

式會影響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因此，幼兒的依附關係與心智理論能力可能沒有直接的關係，而

Jenkins & Astington(1993)的研究發現幼兒心智理論能力與依附關係可

能會透過父母親教養方式、心智想法(mind- mindedness)的解釋及家庭互

動情形等變項，影響幼兒進行交談、互動及學習想法—行為關聯，及獲取

相關心智概念(mental concepts)訊息的機會。 

 

 

肆、語文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 

在語文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

數分析的結果得知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有顯著的差異

存在(Wilks＇Λ=.65, p=.000)，且高分組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高於

中分組、低分組。研究結果顯示，語文智能愈高，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

愈好。此結果與先前所提文獻研究結果一致(Astington & Jenkins,1999; 

Cutting & Dunn,2000;Jackson,2001)。Astington 及 Jenkins(1999)以縱

貫研究方式，探討語言和心智理論能力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幼兒早期

語言能力可以預測之後的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說明了「語言是心智理論

能力發展的基礎」。Jackson(2001)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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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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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研究發現語文能力與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呈現顯著相關。本研究

結果顯示幼兒的語文智能會影響其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語文智能愈高，

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愈好。 

再者，本研究亦發現，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測驗的各

測試作業上均達組間顯著差異(錯誤信念作業：F(2,121)=21.81,p=.00;意

向作業：F(2,121) =10.38,p=.00;外表/真實作業：F (2,121)=8.33, p .00)

意即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在錯誤信念作業、意向作業及外表/真實作業

的表現上均有差異，高分組均優於低分組的表現，此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

(Astington & Jenkins,1999; Meins, Fernyhough, Wainwright, Gupta & 

Tuckey,2002 ; Perner,Lang & Kloo,2002)。Astington 和 Jenkins(1999)

的研究針對 59 位三歲幼兒七個月期間進行 3 次測試，以研究心智理論能

力與語言發展。語言能力是以標準化之幼兒早期語言發展測驗(the Test 

of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主要在評量語法及語義的理解及表達，

心智理論能力是以錯誤信念作業及外表—真實作業來測量。研究結果顯

示，語言能力較高，在語義的理解及表達上表現優異的幼兒，在錯誤信念

作業及外表—真實作業的表現明顯高於語文能力較弱的幼兒。Meins、

Fernyhough、Wainwright、Gupta 和 Tuckey(2002)的研究亦發現語文能力

與心智理論能力有顯著正相關，且語文能力能有效預測心智理論能力的表

現。Perner、Lang 與 Kloo(2002)的研究結果發現語文能力與錯誤信念作

業、意向作業皆達顯著正相關。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知，語文能力較高的

幼兒，對於語句的理解與記憶;語文理解與表達的能力方面較佳，在心智

理論能力各項測試作業的表現上均較優異。 

=

綜合本研究所得之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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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想法甚

至錯誤之信念，推測他人行為之意向與辨別外表/真實之能力，有較佳的

心智理論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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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 

    在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的關係方面，本研究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

數分析的結果得知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有顯著的差異

存在(Wilks＇Λ=.62, p=.000)，且高分組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高於

中分組、低分組。研究結果顯示，人際智能愈高，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

好。此結果與先前所提文獻研究結果雷同(Lalonde & Chandler,1995; 

Watson,Nixon,Wilson & Capage,1999)。Watson、Nixon、Wilson 及

Capage(1999)的研究發現，幼兒社會互動技巧和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有正

相關，幼兒與同儕間的互動品質由教師根據平日教學觀察所評定，心智理

論能力測驗則使用錯誤信念作業—未預期內容。Lalonde 與 Chandler 

(1995)回顧相關心智理論能力的研究發現，與心智理論能力相關的社交技

巧(social skills)並非指的是平時交往所使用之例行傳統的問候(例如：

請、謝謝等)，而是較深層理解心智狀態有關的事件(mental events)，並

發現在人際互動中善於運用社會技巧及運用有關心智理解之溝通技巧的

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亦有較佳的表現。人際智能意謂人與人互動過程

中，逶過溝通使彼此之間感受到對方的訊息，較能運用社會互動技巧並與

同儕之間的互動較佳，能察覺並區分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與感受(簡

維君，2001)。 

再者，本研究亦發現，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測驗的各

測試作業上均達組間顯著差異(錯誤信念作業：F (2,121)=22.35, p=.00; 

意向作業：F (2,121) =8.44, p=.00;外表/真實作業：F (2,121)=14.80, 

p=.00)。意即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在錯誤信念作業、意向作業及外表/

真實作業的表現上均有差異，高分組均優於低分組的表現，此與過去研究

結果相近(Jenkins & Astington,2000)。Jenkins 和Astington(2000)以

縱貫性研究幼兒的人際互動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其心智理論能力的測

 113



試運用錯誤信念作業、外表/真實作業，結果發現幼兒的人際互動愈佳，

包括玩遊戲時能主動協商與溝通其規則;與同儕共同計畫或做決定;與同

儕有良好的溝通互動等正向的人際行為，在錯誤信念作業、外表/真實作

業的得分上愈高，意即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較好。綜合上述研究可知，人

際智能愈高，在心智理論能力各項測試作業的表現上均較優異。 

此外，Baron-Cohen, Leslie 和 Frith(1985)最早研究自閉症的心智

理論能力發現自閉症的心智理論能力有特定的缺陷，並假定其心智理論能

力是造成自閉症社會互動與溝通障礙的主因，且相關研究皆顯示自閉症有

心智理論能力的缺陷，包括對信念、意向和情緒的覺察(Baron-Cohen,1989; 

Perner,Frith,Leslie & Leekam,1989)。這些研究結果都對自閉症的社會

互動與溝通提供了很好的解釋，且說明了心智理論能力對於社會互動、人

際能力的重要性。 

因此，綜合以上所述，人際智能是個體能夠注意和覺察他人想法、情

緒的能力，較高層次的人際能力為瞭解他人的意向和需求，並能對所得的

訊息加以利用(Armstrong,1994)，且可能會影響其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人際智能愈高，愈能瞭解自已與他人的想法，推測他人的意向及行為，進

而與之溝通協調，有較佳的心智理論能力。 

 

陸、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 

之關係 

在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其心智理論能力之關係方面，研

究者分別進行典型相關與區別分析。典型相關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幼

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各測試作業(錯誤信

念作業、意向作業、外表/真實作業)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wilks＇Λ

=.53, p=.000)，因此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愈佳，其心

 114



智理論能力測驗的表現也會愈好。其中以「語文智能」與「錯誤信念作業」

之間的關聯最大，惟「安全依附」與心智理論能力的相關偏低。 

區別分析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

智能對於心智理論能力有顯著的聯合預測力(Wilks＇Λ=.52,χ²(6) =  

79.06,p =.000)，可以有效區別心智理論能力高、中、低三組之間的差異，

而三個區別變項的預測力大小依序為語文智能、人際智能、安全依附，然

而安全依附的預測力相對小得很多(上述三變項的標準化區別函數係數分

別為.59、.58、.01);此結果顯示三個變項中以幼兒的語文智能對於其心

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最為重要。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幼兒的語文智能、人

際智能及安全依附可以有效聯合預測心智理論能力的組別，且「語文智能」

為心智理論能力最重要的區別變項。 

茲依上述研究結果，探討如下： 

一、語文智能最為重要 

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中，以語文智能

最為重要，此與 Astington 及 Jenkins(1999)的研究一致，皆說明語文能

力為預測心智理論能力的重要變項，且目前有許多研究均顯示語言能力與

心智理論能力有很強的聯結(Astington & Jenkins,1999; Cutting & Dunn, 

2000; Jenkins & Astington,2000; Jackson,2001; Meins,Fernyhough, 

Wainwright,Gupta & Tuckey,2002 ; Perner,Lang & Kloo,2002)。 

Perner、Lang 與 Kloo(2002)的研究結果發現語文能力與錯誤信念作

業、意向作業皆達顯著正相關。即語言能力較優異的幼兒，能善用語義的

理解與表達，在錯誤信念作業的表現上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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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依附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聯不大 

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安全依附與心智論能力的關聯不大，此與過去研

究結果一致(Meins,Fernyhough,Wainwright,Gupta & Tuckey,2002)，即

安全依附與心智理論能力的相關偏低。如前所述，Meins & Fernyhough 

(1999)在研究依附關係、家庭互動與心智理論能力時，就提出安全依附之

所以會影響心智理論能力的原因可能須加入其他社會因素來解釋，而待後

續進一步探討。因此幼兒與家庭之互動之所以影響其心智理論能力，其主

要影響的機制可能在於父母親平時對於特定事件、情緒感受的解釋方式

(Meins & Fernyhough,1999);母親本身對於心智想法的解釋(materal 

mind- mindedness)等均可能影響幼兒日後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

之關係，語文智能與人際智能對於心智理論能力之關聯與預測力皆重要，

其中又以「語文智能」最為重要，而安全依附的關聯不大。幼兒的依附關

係對於其心智理論能力可能沒有直接的影響，而透過其他因素影響，待日

後研究進一步探討。幼兒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愈高，愈能善用語文表達

其想法與感受，能敏銳觀察與理解他人所傳達的訊息，人際互動之間亦較

能覺察與區分他人的意向與動機，覺察與闡解他人的想法與信念，具有較

佳的心智理論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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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近年來，國外在兒童心理學、發展心理學及社會認知領域針對心智理

論能力進行許多相關之研究，心智理論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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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的依附關係、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

力之關係，以及人口變項(性別、年齡與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之關

係。茲依據研究結果與相關討論，歸納出本研究的結論如下： 

(一)男、女生之間在語文智能、人際智能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而在依附

關係方面則沒有差異;女生在語文智能、人際智能上皆優於男生。 

(二)人口變項方面，不同性別的幼兒在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沒有差異存在;

不同年齡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以六歲組高於五歲

組、四歲組，四歲組為最低。年齡愈高者，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愈好。

社經地位方面，中高社經地位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沒有差異存在。 

(三)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表現不因其所屬依附類型不同而產生差異，且不

同程度的安全型依附、矛盾型依附及逃避混亂型依附之幼兒，在心智理論

能力上亦沒有差異。 

(四)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語文智能愈高，其心

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愈好。 

(五)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差異存在。人際智能愈高，

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愈好。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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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有正相關，且語文智能與錯誤信念作業的關係最為密切。 

(七)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有效聯合預測心智理論能力的

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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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運用的心智理論能力測驗包括錯誤信念作業—未預期內容

與未預期移位、意向作業及外表/真實作業使為瞭解四至六歲幼兒在心智

理論能力上的表現，整體而言發現幼兒在各項作業的表現上，以外表/真

實作業通過的人數與比例最高，其次為意向作業，相較之下，以錯誤信念

作業的表現則顯較差，尤其以未預期的移位對幼兒來說較為困難，因此幼

兒面對於物體有其不同的表徵方式較易理解，且能推測他人的行為背後的

意向，對於推測他人錯誤信念上則較為困難，而隨著幼兒年齡增長，其語

文能力愈佳，對於故事情節脈絡愈能掌握且在回答時能給予正確較完整的

描述，通過測驗的機會亦增加，透露出幼兒的語文能力與心智理論能力的

關聯。 

國內相關研究實在少數，但仔細參閱國外相關文獻的篇幅論述，其重

要性可見一斑。心智理論能力對於形成社會人際間的溝通與互動而言，是

一項重要的社會認知能力，使個體能理解所接受到的訊息，了解他人的意

圖並推測行為，才能形成良好的社會互動。雖然各理論在描述幼兒的心智

理論能力上有些許不同，但皆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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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理論能力(theory of mind)意謂理解心智的能力，說明了人是主

動地理解與推論他人的想法與信念，本研究發現隨著幼兒年齡增長，他們

能逐漸地理解到與人互動之間，自已或他人的欲求、意向與情緒等心智元

素皆是彼此循環相扣，而其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均為影響心智理論能力的

重要變項，幼兒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愈高，愈能敏銳觀察與理解他人所傳

達的訊息，以此預測其行為意向與信念，且能善用語文表達其想法與感

受，在人際互動之間亦較能覺察與區分他人的意向與動機，進一步闡解他

人的想法與信念，具有較佳的心智理論能力。另外，本研究亦發現幼兒的

依附關係對於其心智理論能力可能沒有直接的影響，可能透過父母親的教

養方式、對於心智想法(mind- mindedness)的解釋及家庭互動情形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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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心智理論的能力，其中主要影響機制則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第三節   建議 

 

研究者乃依據研究結論與研究限制，對教育及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

議，以供參考。茲分述如下： 

 

 

壹、對教育的建議 

一、教師應加強孩子語文智能、人際智能的發展，並注重性別之差異 

    本研究發現，幼兒的語文智能、人際智能會影響其心智理論能力的發

展，亦即有較高的語文智能與人際智能，其心智理論能力也會愈好。因此

建議教師於教學中應加強幼兒語文智能力與人際智能的表現，除了在日常

生活中多鼓勵孩子自我表達、觀察孩子的互動情形之外，於教學上應提供

豐富的互動環境與積極的活動引導，加強孩子與同儕間的互動及溝通，進

而增進心智理論能力。在教學上可參考下列幾種教學方法，例如：合作學

習(cooperative learning)、同伴分享與教學(peer sharing)、角色扮演

與模擬以及溝通技巧等。教學上可採用小組學習達到教學目的，讓孩子學

習負起團體的學習責任;多鼓勵和別人分享經驗，在團體中學習思考與表

達自已的想法等，這些都是增進其理解自我與他人之想法與行為的機會。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女生的語文智能與人際智能均優於男生，因此

建議師長們在教育上對於男女的態度與期望應給予相同的關注與對待，應

擺脫性別刻板印象的桎梏，注重兩性的平衡，以利於個體健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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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應重視與孩子的語言互動，鼓勵孩子表達其想法 

本研究發現，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表現不因其所屬依附類型不同而產

生差異，而幼兒的語文智能對其心智理論能力有影響。從先前相關文獻與

研究可知，母親對於心智想法的解釋為預測幼兒日後心智理論能力發展的

重要變項，即與孩子的互動中，對事件的解釋所運用心智狀態語言的頻率

與層次均為影響幼兒日後心智理論能力發展的關鍵(Meins & Fernyhough, 

1999)。且本研究亦發現幼兒的語文智能可有效預其心智理論能力，對於

學齡前幼兒來說，家庭教育為幼兒往後學習發展的基礎，因此家長平日則

應重視孩子的語言能力，加強其自我表達及與人交談的機會，且應珍視孩

子所說的每一句話，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並予以清楚的解釋。另外，家長

亦可善用有關心智想法的語言，平時與孩子的互動中，將自已的欲求、想

法與意向清楚地讓孩子瞭解，並嘗試讓孩子去想(want)、認為(think)或

感受(feel)，試著讓孩子思考(think)自我與他人的感受及想法，如此培

養孩子們理解與推論他人想法與意向的能力。 

 

三、將「心智理論能力」之概念融入課程與教學 

   心智理論能力不僅是一有力的社會工具亦具有其認知發展上的功能

(Frye & Moore,1991)。然而國內相關文獻付之闕如，因此建議幼兒教育

研究與工作者可加強對於心智理論能力的重視。師長們應注意幼兒的發展

過程，孩子們漸漸地主動建構自已的想法與信念，嘗試理解與推測他人，

應依其發展給予適性的刺激與回應，增進孩子心智理論能力。亦或可在課

程或教學中納入心智理論能力的概念，並配合幼兒的個別差異，利用故事

情境引導、角色扮演等方式，故事可包含自已與他人的感受、所想的、所

說的，並重視團體討論，鼓勵孩子多思考並能分享自已的想法以及理解與

接納別人的想法，增進孩子心智理論能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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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時間、人力的考量，研究對象主要以台北縣市為主，且由

於研究設計需園所之配合與協助，後續研究可擴大地區與研究樣本，以增

加研究結果之推論性。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發現，幼兒的年齡愈高者，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愈好。隨著

年齡增長，幼兒對心智狀態的理解逐漸擴展，且在四、五歲之間有較大輻

度的進展(Wellman,2001)，此與國外研究(Feinfield,etc., 1999;Gopnik & 

Astington, 1998;Wimmer & Perner,1986; Wellman,1990)結果一致，然

而國內尚未出現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結果對於往後國內發展心理學之研

究開啟了另一扇窗，值得未來研究發展心理學之研究者深入探究。 

由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可知，影響幼兒心智理論能力的因素除了年

齡、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之外，可進一步探討其他影響變項，例如：幼兒

的家庭背景、親子互動語言的型態、父母教養態度、同儕互動等，甚或教

師的教學理念引導方式等變項，可做為日後研究者考慮納入的變項。 

三、資料蒐集方面 

本研究已發現幼兒的年齡、語文智能與人際智能對其心智理論能力有

影響，因此後續研究可進行深入的觀察幼兒的對話、互動行為，獲取質性

資料加入分析，與量化研究結果相互印證，更充分瞭解幼兒主動理解心智

的過程。另外，依附關係量表的部份，亦可請老師依其對幼兒發展及行為

表現之瞭解進行評量，增進測驗之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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