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5

參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井敏珠（1991）。已婚職業婦女生活壓力與因應策略﹑社會支持之研

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內政部戶政司(2005)。臺閩地區各縣市外籍與大陸（含港澳）配偶人

數。2005年 6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1-9-93.xls 

內政部戶政司(2005)。臺閩地區嬰兒出生數按婚生、非婚生、棄嬰或

無依兒童及生母國籍分。2005 年 6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1-0.html 

尤育士（1988）自我肯定訓練對增進高中僑生自我觀念及自我肯定輔

導效果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未

出版，台北市。 

王大維（1996）。家庭系統分化與大學生的心裡社會發展之關係研究。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彰化縣。 

王光宗（2004）。台南縣東南亞外籍母親在子女入學後母職經驗研究。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

義縣。 

王沂釗（1995）。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年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

學生輔導通訊，36，108-118。 

王家琇（1991）。高級中學資優班學生自我概念成就動機與考試焦慮

之探討。台灣教育，486 ，25-33。 

王財印（2000）。國民中學學生情緒智力、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關係

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未出版，高雄

市。 

王基豐（1988）。貧困單親家庭之孩童自我概念、成就動機與社會適

應關係研究。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論文，未

出版，台北市。 

王清龍（1992）。自我概念與其相關因素對國中生違規行為的預測之

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高雄

市。 

王雅萍（2004）。學童依附關係與社交地位相關性之研究：外籍配偶

與本地子女之比較。臺北市立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



 206

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王蓁蓁（2000）。台北縣國中生之壓力源、因應方式與生活適應之相

關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王鍾和（1995）。家庭結構、父母教養方式、子女滿意度與青少年行

為表現。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83 年度專案研究計畫。 

王鍾和（1995）。家庭結構、父母管教方式與子女行為表現。國立政

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台北市教育局（2003）。大陸及外籍配偶子女在國民小學學校適應狀

況調查。2004 年 01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moe.gov.tw/secretary/2003/discuss/2003index.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3）。外籍配偶子女教育需求調查表。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4）。台北縣九十二學年度國民中小學提供外

籍配偶子女輔導扶助現況彙整表。 

左佐誠（1995）。基督徒青少年自我概念之研究。文化大學兒童福利

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石培欣（2000）。國中學生家庭環境關係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國

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高雄市。 

朱敬先（1997）。教育心理學─教學取向。台北：五南。 

余  昭（1981）。人格心理學。台北：三民。 

余民寧（1987）。考試焦慮、成就動機、學習習慣與學業成績之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余啟名（1994）。國小單親兒童其學業成就、自我觀念與生活適應相

關因素之研究。國立臺中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未出版，臺中市。 

吳宗立（2001）。國小高年級學生自我概念與電視收視行為、偶像崇

拜之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屏東縣。 

吳武典（1978）。不同適應行為的輔導策略。測驗與輔導，7(4)，

511-512。 

吳金香（1977）。父母教養方式與國中學生自我概念的關係。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吳虹妮（1999）。單雙親家庭青少年知覺之父母衝突、親子關係與其

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彰化縣。 

吳清山（2004）。外籍新娘子女教育問題及其因應策略。師友月刊，

441，6-12。 



 207

吳淑玲（1998）。台南市國小學生家庭因素、性別角色與其自我概念、

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國立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台南市。 

吳新華（1993）。國小學童生活適應問題之研究。國教之友，44(3)，

27-36。 

吳新華（1996）。兒童適應問題。台北：五南。 

吳慧玲（2004）。單親學生親子關係、自我概念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

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屏

東縣。 

呂勝瑛（1984）。諮商理論與技術。台北：五南。 

李  輝（1994）。影響國小兒童自我觀念發展之重要因素。國民教育，

34（9），6-9。 

李坤崇、歐慧敏（1993）。國中、國小學生行為困擾相關因素之調查

研究。台南師院學報，26，109-137。 

李河錫（2004年，9 月 25 日）。彰化外籍配偶子女學習低成就 新族

群急待補強教學 。中廣新聞網，2004 年 9 月 25 日，取自

http://news.yam.com/bcc/life/news/200409/0200409250114

.html 

李麗花（2002）。高中僑生自我概念、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

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卓石能（2002）。都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其自我概念、生活適應

之關係研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

出版，屏東縣。 

周佑玲（2002）。國小學童自我對話與自我概念之相關研究。國立台

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進修輔導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論文，未出

版，台南市。 

周愫嫻（2001）。誰能幫助青少年度過青春期？性別、生理變化和社

會文化因素對青少年自我概念之影響。國民教育，41（6）， 

49-66。 

林世欣（1999）。國中學生自我概念與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國立屏

東師範學院教育與心理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屏東縣。 

林玉慈（1999）。親子溝通品質與青少年生活適應、偏差行為之相關

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林邦傑（1970）。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之修訂。測驗年刊，27，71-78。 

林信香（2002）。國小學習障礙學生自我概念及生活適應之研究。國

立台中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國民教育研究所特殊教育暨親職



 208

人員碩士學位班碩士論文，未出版，台中縣。  

林家屏（2002）。青少年自我概念與行為困擾之相關研究。國立成功

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南市。 

林清江（1983）。親職教育的理論與實際：當代教育理論與實際。台

北：五南。 

林淑理（2000）。高職延修生自我概念、學習行為與學校適應之相關

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未

出版，台北市。 

林璣萍（2003）。台灣新興的弱勢學生--外籍新娘子女學校適應現況

之研究。國立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東縣。 

邱皓政（2003）。自我概念向度與成份雙維理論之效度檢驗與相關因

素研究。教育與心理研究，26，85-131。 

邱霓敏（2001）。高雄市國小高年級學生氣質、自我概念與學業表現

之相關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高雄市。 

侯雅玲、吳裕益（2002）。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指導手冊。台北：

心理。 

姜韻梅（2003）。國小高年級學生偶像崇拜與自我概念之研究。台中

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中縣。 

施玉鵬（2001）。出生序、父母管教方式對國小高年級學生自我概念、

同儕關係、社會興趣之關係研究。國立台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

進修輔導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論文，未出版，台南市。 

柯永河（1994）。習慣心理學－寫在晤談椅上四十年之後（理論篇）。

台北：張老師文化。 

柯淑慧（2004）。外籍母親與本籍母親之子女學業成就之比較研究—

以基隆市小一年級學生為例。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班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洪光遠，鄭慧玲（1995）。人格心理學。台北：桂冠。 

洪智倫（1994）。國小學生的行為困擾及其相關因素之調查研究。國

立臺中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臺中市。 

洪聖陽（2002）。父母教養方式、自我概念、依附關係與生涯成熟之

關係研究。台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進修輔導教學碩士學位班碩

士論文，未出版，台南市。 

倪小平（2004）。國小肢體障礙學生自我概念、成就動機與生活適應

之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屏

東市 



 209

秦富珍（2003年，10 月 8 日）。外籍配偶子女－近四成適應差。聯合

新聞網。2003 年 10 月 8 日取自

http://udn.com/NEWS/main_b.html 

秦夢群（1992）。高中教師管理心態、學生內外空信念與學生學習習

慣與態度關係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心理與研究，15，

129-172。 

秦夢群（1994）。非紙筆測驗在學校評鑑中的應用:以導師為例。師友，

323，24-27。 

高明珠（1999）。國小兒童親子關係、內外控人格傾向、社會支持與

其生活及學習適應相關之研究。國立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南市。 

張明慧（2004）。新移民女性的母職困局—「新台灣之子」發展遲緩

論述的緊箍咒。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台北市。 

張奕華（2001）。美國中小學美術教學應用科技之現況及其對我國九

年一貫視覺藝術教學之啟示。國教輔導，40（6），26-33。 

張春興（1987）。心理學。台北：東華。 

張春興（1996）。現代心理學。台北：東華。 

張春興（2000）。張氏心理學辭典。台北：東華。 

張春興（2003）。教育心理學－三化取向的理論與實踐。台北：東華。 

張春興、林清山（1998）。教育心理學。台北：東華。 

張秋慧（2005）。跨文化家庭子女知覺父母教養方式與其學習適應之

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彰化縣。 

張維中（2005）。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父母教養態度、同儕關係

及自我效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青少年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張錦鶴（2003）。彰化縣國小高年級學生學習行為與學業成就關係之

研究。國立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台中市。 

教育部（2005）。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數分析(九十三學

年)。2005 年 5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

1/report/son_of_foreign_93.htm?search 

教育部統計處（2005）。外籍配偶就讀國小子女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

報告。2005 年 10 月 20 日，取自



 210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

1/publish/foreign_parent_student_in_basic/report.pdf?F

ILEID=139649&UNITID=139&CAPTION=外籍配偶就讀國小子女學

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報告 

莫麗珍（2003）。國中學生情緒智力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以台灣

中部地區為例。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彰化縣。 

莊明貞（1983）。國中學生學校生活素質與學校適應行為的關係。國

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莊榮俊（2002）。國中學生自我概念，生活適應與自我傷害關係之研

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義縣。 

許殷誠（2005）。從國小教師觀點探討影響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之

因素。屏東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屏東市。 

許瑞蘭（2002）。國中生依附關係、人際關係解決態度與學校生活適

應之相關研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屏東市。 

許學政（2003）。我的媽媽是外籍新娘－跨國婚姻的親職協助與導。

當代月刊，8，74-78。 

郭為藩（1970）。自我的意義及其概念架構。教育研究所集刊，12，

85-129。 

郭為藩（1987）。自我態度量表。台北：中國行為科學社。 

郭為藩（1996）。自我心理學。台北：師大。 

陳永發（1996）‧國小六年級學童學科學業成績、成敗歸因以及學科

學業自我概念關係之相關。測驗統計年刊，4，125-178。  

陳沁怡（1996）。技職學生自我概念量表之編製。國科會專題研究。 

陳江水（2003）。國中學生家庭環境、人格特質、社會技巧與學業成

就之相關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學校行政碩士論

文，未出版，彰化縣。 

陳怡伶（2003）。台北縣高中職學生自我概念與政治態度關係之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

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陳怡君（2004）。國中生網路使用行為與同儕關係、自我概念之研究。

私立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

北市。 

陳金蓮（2005）。四位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國立花蓮



 211

師範學院輔導碩士班碩士論文，未出版，花蓮縣。 

陳彥穎（2001）。國小高年級兒童情緒智力與生活適應之相關因素探

討。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

北市。 

陳美容（2005）。新台灣之子的社會支持、自尊與生活滿意度之研究。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彰化縣。 

陳美惠（2002）。彰化縣東南亞外籍新娘教養子女經驗之研究。國立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義縣。 

陳郁齡（1999）。家庭功能與大學生個體化、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高雄市。 

陳烘玉、劉能榮、周遠祁、黃秉勝、黃雅芳（2004）。台北縣新移民

女性子女教育發展關注之研究。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承辦「外

籍與大陸配偶子女教育輔導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66-91。  

陳清花（2004）。澎湖縣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學習之探討。國立中山

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高雄市。 

陳湘琪（2004）。國小一年級外籍配偶子女在智力、語文能力及學業

成就表現之研究。臺南師範學院教師幼兒教育碩士論文，未出

版。台南市。 

陳碧容（2004）。外籍新娘子女家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以台灣地區東南亞籍新娘為例。國立台北護理學院嬰幼兒保

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陳曉蕙（2000）。家庭系統與國中學生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立彰

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彰化市。 

陳靜宜（1997）。國小五年級學童性別、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相關之

研究。傳習，15，1-20。 

湯梅英（1984）。犯罪少年與一般少年自我統整及生活適應之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馮文秀（2001）。不同原因、時間的單親家庭學生在自我概念與生活

適應的比較研究。翠崗學報，4，49-85。 

黃玉臻（1995）。國小兒童 A 型行為、父母管教方式與生活適應相關

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高

雄市。 

黃拓榮（1996）。國中生父母管教方式、自我概念、失敗容忍力與偏

差行為關係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類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高雄市。 

黃春枝（1988）。青少年親子溝通與自我概念發展。現代教育，3（4），



 212

70-76。 

黃淑玲（1995）。國民小學學生人際關係、學業成就與自我觀念相關

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高雄

市。 

黃富順（1974）。影響國中生學業成就的家庭因素。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研究所集刊，16，384-486。 

黃雅芳（2005）。新移民女性親師互動與子女學校生活感受之探究。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未出

版，台北市。 

黃雅婷（2000）。國中女生早晚熟與身體意象、自尊及生活適應之相

關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彰

化市。 

黃琬玲（2004）。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家庭環境與學習適應情形之

研究。國立台北師範學院教育政策與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

出版，台北市。  

黃德祥（1994）。青少年發展與輔導。台北：五南。 

楊艾俐（2003）。臺灣之子：臺灣變貌新移民潮。天下雜誌，68，25-34。 

楊妙芬（1995）。單親兒童非理性信念、父母管教態度、自我概念與

人際關係之研究。屏東師院學報，8，73-108。 

楊秀宜（1999）。犯罪青少年的家庭分化系統與其人格特質之相關研

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高雄市。 

鄒浮安（1994）。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之關係－後設分析。教育

研究資訊，3（2），38-47。  

熊淑君（2004）。新移民女性子女的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之研究。國

立台北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

市。 

劉秀燕（2003）。跨文化衝擊下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女行為表現

之研究。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制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

義縣。 

劉淑婷（2003年，10 月 20 日）。新台灣之子教育二三事－外籍配偶

學習意願低。台灣立報，2版。 

劉焜輝（1985）。青少年不良適應行為。台北：天馬。 

劉焜輝（1985）。師大學生自我概念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台北：

國立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劉焜輝編（1982）。現代人的心理衛生。台北：天馬。 

蔣金菊（2005）。新移民女性家長參與及其子女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



 213

以屏東縣曙光國小為例。屏東師範學院教育行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屏東縣。 

蔡玉瑟（1995）。資優生的人格特質與其學習行為、生活適應之相關

研究。國立臺中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臺中市。 

蔡佳靜（2002）。國小學童出生序與社會興趣、自我概念之相關研究。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台北市。 

蔡奇璋（2004）。外籍配偶參與國小子女學習的障礙及其解決途徑之

研究。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嘉義縣。 

蔡俊傑（1999）。父母參與及教師參與對學生生活適應影響之研究—

以台灣地區南部國二學生為例。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

文，未出版，台北市。 

蔡春美、翁麗芳、洪福財（2001）。親子關係與親職教育。台北：心

理。 

蔡淑美（2003）。國小新生父母生活變化與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屏東

市為例。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

義市。 

盧秀芳（2004）。在台外籍新娘子女家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學校行政碩士班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盧欽銘（1979）。我國兒童及青少年自我觀念的發展。教育心理學報，

12，123-132。 

盧欽銘(1981)‧我國兒童及青少年自我觀念縱貫三年發展之研究‧

教育心理學報，14，115-124。  

蕭彩琴（2004）。台中縣外籍配偶之國小低年級子女同儕社會地位與

學業成就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班碩士論文，

未出版，台中縣。 

賴倩瑜、陳瑞蘭、林惠琦、吳佳珍、沈麗惠（2000）。心理衛生。台

北：揚智。 

謝琇玲(2000)。大學生自我概念、情緒穩定與學習之相關問題研究。

生活科學學報，5，1-22。 

謝慶皇（2004）。外籍配偶子女學業成就及其相關因素探討。國立台

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進修特殊碩士學位班碩士論文，未出版，

台南市。 

鍾文悌（2005）。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屏



 214

東師範學院教育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屏東縣。 

韓梅玉（1996）。資優生智力、學科成就、自我概念及同儕關係之研

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

北市。 

簡宏光（1998）。台北市國小生家庭型態和自我概念關係之研究—以

中山國小為例。中國文化大學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台北市。 

簡茂發(1986)。國小教師教導態度與學童生活適應之關係。教育心理

學報，17，99-120 

魏麗敏（1999）。國民中小學學生家庭因素、學習歷程與成就之分析

研究。台北：五南。  

魏麗敏、黃德祥（1995）。諮商理論與技術。台北：五南。 

羅佳芬（2002）：國小兒童父母管教方式、自我概念、人際關係與利

社會行為之相關研究。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未出版，台南市。 

羅婉麗（2000）。國中小學學生學校生活適應之訪談、評量與調查研

究。國立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南市。 

 

 

 

 

 

 

 

 

 

 

 

 

 

 



 215

一、英文部分  

 

Arkoff, A. (1968).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McGraw-Hill. 

Chen, M. C. (1983). The Self-concept of junior students enrolled in a 

public high school and a proposed program for concept 

enhancement and the effects of an enhancement programs 60 

enhanceself-concept of male juvenile delinguents under going 

rehabilitation. Unpulished Master’s Thesis, De la 

SalleUniversity,New York:Brunner. 

Coan, R. W. (1983). Psychology of adjustment: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ooley, C. H.（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 J: Charles 

Scribner’s Sons. 

Dusek, J. B. （1996）.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Hurlock, E. (1978). Child development (5th ed.). New York: 

McGrew-Hill. 

Kaplan, P. S., & Stein, J. (1984). Psychology of adjustment. California: 

Wadaworth. 

Mead, G. H.（1962）.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Mead, G.H.（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U.of Chicago Press. 

Purkey,W.W.(1988).An overview of self-concept theory for 

Counselor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ED304630)  



 216

Rogers, C. R. (1959). A theory of therap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New York, McGraw-Hill. 

Shavelson, R. J., Hubner, J.＆Stanton, G.C.（1976）. Self-concept: 

Validation of construct interpretation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6, 407-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