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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階段學生之自我概念、生

活適應及學業成就相關性研究，有關文獻將依自我概念、生活適應、

學業成就之理論和外籍配偶子女就學之相關研究等四個部分，分別作

相關性研究之探討，現分述如下： 

 

第一節 自我概念之涵義與相關研究之探討 

 

人生發展的過程中會有許多的任務，而自我概念的形成與發展是

其中的重要任務之一，除了決定個體行為表現的結果，亦是個體人格

形成發展的重要核心要素，許多的心理學家對自我概念也都相當重

視，也認同自我概念並非與生俱來，需要透過長期的人際交往與互動

中才能夠發展出自我概念。本節主要在瞭解自我概念的涵義、自我概

念的發展與特徵及影響自我概念發展的相關因素與研究。 

 

壹、自我概念的涵義 

 

 自我概念是個體人格形成發展的重要核心要素，將決定個體行

為表現的結果，所以國內、外有很多學者皆致力於學習者自我概念方

面相關之研究，不同的學者有不同的看法和主張，茲將一些論點列述

於下： 

 

一、國外部分 

 Mead(1934) 認為自我概念並非天生的實體，而是經由個體與

環境的互動而逐漸形成，透過環境中的他人對自己的反應和態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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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有所知覺，這樣的知覺逐漸形成個人在該環境（團體）下的自

我概念。舉例說明，家庭中成員對個人的反應和態度，將能形成其家

庭自我(簡宏光，1998)。 

Cooley(1902)認為由自我結構中投射我（projective self）的部分

立論，指出個人對自己的看法往往以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為依據，所以

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self）的觀念來說明「自我概念」是

個人經由與他人的交往中想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並同時想像

他人對此形象的批評，而後產生的自我感受，如驕傲、自卑、羞恥等，

即所謂「以他人為鏡的結果」（王清龍，1992；郭為藩，1970）。 

Rogers(1959) 認為自我概念或自我結構，是指對主體我與客體

我的知覺、評價，而形成有組織、協調一致的知覺系統，並且是可以

意識到以及進行客觀研究的（洪光遠、鄭慧玲，1995）。 

LaBenne 和 Greene（1969）指出自我概念代表一個人對自身的

知覺，意指個人對自身的能力、外表、被社會接納、情緒、情緒、技

能等方面的認知、態度和情感（陳沁怡，1996）。 

自我概念是個體對於自己的覺察與判斷（preception of him-or 

herself; Shavelson, Hubner ＆ Stanton, 1976），它非天生擁有，而是伴

隨著成長的經驗逐漸發展而來（邱皓政，2003）。Dusek（1996）認為

自我概念是我們看待自己的方法（ways）、我們形容自我的方式。它

包括了我們的身體自我；許多不同角色中的我們自己，例如兒子、女

兒、朋友、親屬；以及對於我們重要的部份，例如學術上或是運動上

的我。而青少年通常以情緒、心境、動機、信念等內在、不容易見到

的部份形容自我（倪小平，2004）。 

 

二、國內部分 

郭為藩（1996）所謂「自我概念」是指自我的客體而言，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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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所知覺的影像，其內涵包含自我評價的過程所產生的自我接納

或自我拒絕的態度，形成一種「假設性建構」，為個人所知覺並加以

認定成為自己，表現於外在行為系統，成為一種客體的模式而存在，

在不斷的互動中形成，並在互動的過程中成長與改變，感受到自尊和

自我接納，亦是個人對自己的看法、態度、情感、意見及價值判斷等

綜合。 

黃春枝（1988）指出自我概念是一形象（image），是個體對自我

的覺知，是個人主觀的認定。 

人格建構的重要核心是自我概念，尤其對自我認同追尋階段的青 

少年而言，自我概念更是其發展的重要向度，是個人對自己的理念、 

情感與態度的總和，亦即是個人試圖解釋自己，建立基模以便將對自 

己的印象、情感與態度組織起來，簡單的說，自我概念就是個人對自 

己的整體看法(黃德祥，1994)。 

依據張春興（2000）對自我概念之定義為個人透過環境和組織對

自己的理念、情感與態度所產生對自己的整體看法；亦為個人對自己

形象及人格特質所持有的知覺、態度與想法，且對事物處理的經驗及

生活目標的認識與評價，包括對自己的性格、能力與興趣的整體概況

之瞭解。 

綜上所述，自我概念是個體對自己多方面的瞭解，乃個人依據其

生活經驗及和他人互動的過程中，所形而成一組涵蓋對自己身體、情

緒、心境、態度、信念、動機、認知、知覺、性格、能力、價值觀與

成就感之總和。個人以此主觀知覺為核心，形成獨特的人格特質以及

行事風格會受到個體年齡的增長、能力的表現、社會的回饋和他人的

互動等歷程而改變，是一持續且不斷的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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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概念的發展與特徵 

 

一、自我概念的發展 

 

自我概念包括一整套有組織的價值或信念，是個人評價各種價

值、行為的標竿；也是個體決定對自身及外在環境各種事物因應及行

動的標準（李麗花，2002）。而隨著個人之成熟，自我概念的發展也

日趨明朗穩定，個人也隨著成長與發展而改變他的自我概念。針對自

我概念的發展，不同的學者有其不同的論點，陳述如下： 

Hurlock(1978) 認為個人自我概念的形成，係遵循一可預知的模

式來發展，個人之不同形式的自我在不同時空中，以不同的形式發

展。例如個人基本的自我與社會的自我，始於早期的家庭生活經驗，

其中又以母親的影響最大，以後再受家庭以外的環境，包括諸多重

要他人（老師、同儕）所影響。而此種自我概念的早期發展，同時

也是後期發展的基礎。 

Chen(1983) 指出自我概念並非與生俱來的，而是隨年齡發展而

逐漸形成。由於個體的成熟與經驗的累進，使其有更多能力與他人互

動，在互動中，個人從自己的行為表現和他人的反應，形成了自我形

象。 

郭為藩（1996）認為自我概念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自我中心階段（egocentric stage）： 

約從出生後第八個月到三歲，是「生物我」和「軀體我」顯現的

時期，是個人對自己軀體觀念的知覺。此時期，幼兒還分不清楚自己

所扮演的角色，常常以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外物之上，因而歪曲客觀的

現實來迎合自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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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觀化階段（objectified stage）： 

從三歲到青春期，此時期，個體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最深，是「社

會我」（團體意識發展）最重要的時期，兒童透過一連串「角色的認

定」，使自我心理的內容變得比較客觀化，行為表現的模式漸與社會

規準一致。在諸多角色之中，「性別」可能是兒童最先意識到的，兒

童會開始對自己的「性別角色」開始有所意識，扮演符合他人期望的

「性別角色」。此時期，遊戲與學校生活是影響自我概念的重要因素。 

（三）主觀化階段（subjectified stage）： 

從青春期初期到成年約十年的時間，是個體發展、整合自我概念

的主要階段。此時期，自我概念趨於成熟，特別是以個人價值體系為

主要內容之「心理我」的發展。個體透過學習，吸取社會文化的客觀

素材，加以組合消化，形成一種評量事物的尺度，並開始慢慢地形成

個人的價值體系。 

張春興（1987）認為自我概念的形成，分為三個階段： 

（一）自我認定期：所謂的自我認定乃是個人認定自己是誰，通常一

歲以後的幼兒會以自我為中心，並且具有心理的自我概念。 

（二）自我評價：隨著年齡的增長，個體會逐漸有主觀我與客觀我的

區別，個人對自己的價值判斷就是自我評價的階段。 

（三）自我理想：此階段是自我概念發展的最高階段，自我理想階段

的建立多半是經由認同的過程而來。 

由上述可知，自我概念的發展始於個人知覺自己是一獨立的個

體，當個體開始有自己思考與行為的能力時，自我概念將更明顯的發

展，這樣的知覺要發展成熟，是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及社會環境的薰

陶，自我概念才日趨穩定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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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概念的特徵 

 

不同的學者對自我概念特徵的看法不盡一致，以下將提出國內外

一些著名學者對自我概念特徵的看法，希望對自我概念有進一步的認

識‧  

Rogers（1959）指出自我概念有以下六個特徵：（一）自我概念

是經由有機體與環境的互動而產生的。（二）自我概念可能因為我們

扭曲別人的評價而產生。（三）自我概念具有一致性。（四）有機體表

現在外的行為和內在的自我一致。（五）和自我概念結構不一致的經

驗會被視為威脅。（六）自我概念可能隨著有機體的成熟度和學習而

改變。 

Shavelson,Hubner 和 Stanton（1976）提出自我概念具有以下七

種特徵：  

（一）具有組織、有結構性：  

雖然個人對自我的知覺非常分歧與複雜，但是個人內在會把這些

知覺轉譯為較簡單的形式或類別，這些自我概念的類別以有組織、有

結構的方式，存在於個人的認知系統內。  

（二）多層面的：  

自我概念是多層面的，尤其在較下層的自我概念方面，至少包括

學業的自我概念、社會的自我概念、情緒的自我概念及身體的自 

我概念等方面，每一個特殊層面的自我概念與個人的獨特經驗及複雜

的生活情境有關。  

（三）階層性的：  

自我概念是一階層性的結構，最上層一般性的自我概念，其中分

為學業與非學業自我概念、學業與非學業自我概念又可細分為各個次

層面，最底層則為各種特殊情境下的具體行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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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逐漸穩定的：  

自我概念的穩定性由上往下遞減，基本上，最底層的特殊行為 

經驗最容易改變，而居於最上層的一般性自我概念最為穩定，需較長

時間才能有所改變。  

（五）發展的：  

自我概念隨著個體年齡增長而分化成不同向度的自我概念。幼兒

的自我概念是整體的、未分化的。隨著年齡的增長，自我概念會逐漸

分化成特殊的不同層面。  

（六）具描述性及評價性：  

個體不僅會在不同的情境下發展出對自己多方面的看法，並且也

會對這些自我的看法進行評價，並感受到自尊或自我接納。  

（七）區別性的：  

自我概念應與其他的心理相關構念如智力、焦慮有所區別。此

外，自我概念的許多概念也應能區辨出來，例如，個人學業成就的高

低與學業自我概念的相關應遠較社會或身體方面的相關高。 

Purkey（1988）指出人們在很多領域的成功和失敗經驗與他們看

待自己和與別人關係的方式有密切關係。他提出了自我概念具有下三

個特徵：  

（一）自我概念是習得的：  

自我概念不是天生的，而是在出生後的前幾個月逐漸產生，並且 

被一再知覺到的經驗塑造、再塑造，尤其是與重要他人的互動更具重

要性。  

（二）自我概念為一整體性的結構：  

大部分的研究者都同意自我概念具有穩定的特質，具有一致性及 

和諧性的特徵。每一個個體對於自己的存在都有數不清的知覺，而這

些知覺有很多是由與別人的互動而產生。自我概念這種經常穩定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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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的特質給了我們人格的一致性。  

（三）自我概念是動態的：  

自我概念是一種積極、活躍的本質。它不僅塑造了個體如何看待

自己、別人、和整個世界的方式，並且也引導個體行動，並促使個體

對於生活有一種一致的態度。與其視自我概念為行為的成因，不如說

它是個人人格的指引，提供了人格的一致性和行為的方向。  

林邦傑（1970）認為自我概念的內涵包括生理我、道德倫理我、

心理我、家庭我、社會我、自我批評、自我認證、自我接納及行動。 

黃德祥（1994）指出自我概念具有下列的特性： 

（一）具有他人取向（other-oriented）： 

自我概念受到他人的影響，經由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別人的回 

饋與評價中，日積月累的形成自己對自己的看法；  

（二）自我概念是自我建構的體系（self-constructed systems）：因為

個人主觀的意識、認知水準、以及人生體驗，自己會形成 

一個基模或架構（framework）當作基本的參照體，成為與外界互動 

的依據；  

（三）自我概念也是個人對自我的描述（self-description）： 

自我概念亦即在說明自己是「誰」（who）？是「什麼樣」（what）

的人？尤其是在敘述自己的生理特質、個人技能、心理特質、角色與

社會地位等等，有了這些說明，才能使自己能夠了解自己，也才能有

自知之明。  

（四）自我概念是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與自我形象的總和：自

我概念除了說明自己的情況之外，也幫助個人做自我辦識與 

自我認定，是有關自我的各種訊息的加總結果。 

賴倩瑜（2000）認為自我概念具有下列特性：（一）自我概念是

一個有組織的結構，包含了身體心象、個人認同、角色完成及自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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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每一部分都環環相扣、相互影響。（二）自我概念是藉由人們

在成長過程中與外界互動而慢慢發展而成的，它會影響個人的行為，

同時也會因外界的反應而有所改變。因此，自我概念是個持續發展的

動態結構。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在自我概念的發展過程中，個人會受到主

觀心理作用的影響而對自己有不同的評價及看法，自我概念所涵蓋的

層面是非常廣泛的，是一個多層面、有組織、階層性，且具有相當的

穩定性與發展性的認知系統。在社會情境下，透過互動或他人的評

價，不斷的調適而形成個人對自己各方面的知覺，自我概念是可以不

斷地充實、修正與塑造的。 

 

參、影響自我概念發展的相關因素與研究 

 

黃德祥（1994）認為影響青少年自我概念的因素可分為以下四點

說明：  

一、父母：主要影響有二大方面： 

（一）青少年對父母的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 ： 

精神分析學派認為青少年在向父母認同當中，獲得父母相近

的價值體系行為表現方式。 

（二）父母教養技術（child-rearing techniques） ： 

父母養育與管教子女的方式，亦會影響青少年的自我概念。  

二、社會階層：青少年的自我概念與自尊與家庭社會位的高低有密切

關聯，社經地位高的青少年有較高的自信心，能與同儕發展良好

的關係，激發積極的自我概念。  

三、認知因素：青少年自我概念的發展程度與其認知水準有所關聯，

青少年開始具有形式運思的能力，對自我的了解會更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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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熟：成熟度高的青少年有較正向的自我概念，他們容易成為同 

儕的領袖，對建立自我信心有極大的幫助。  

歸納上述觀點得知，影響自我概念發展的因素，包括了家庭因素

（父母的社經地位、管教方式等）、個人生理的成熟度、心理的認知

發展程度、學校因素（教師或同儕團體等）及社會文化因素。依本研

究之目的，本文僅探討性別、年級、家庭社經地位及同儕團體對自我

概念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性別  

黃拓榮（1996）研究發現：國中男生對自己的身體特質知覺高於

女生；女生則在對外界接納知覺及對自己價值信念知覺的得分上高於

男生。簡宏光（1998）研究指出：女童在「社會自我」和「自我滿意」

上較男童來得高。 

林世欣（1999）研究1194 位國中生，發現男生對自己生理特質

方面的自我概念高於女生，而在對自己接納態度對價值系統和信念的

的態度方面，則是女生的自我概念高於男生。蔡佳靜（2002）發現國

小普通女生的自我概念優於男生。 

周愫嫻（2001）的研究認為目前青少年中女生比男生更能接納、

喜愛自我，女生整體自我概念均較男生更積極正面。施玉鵬(2001)

以國小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學生自我概念與性別間並無交互

影響。李麗花（2002）以高中僑生為研究對象，發現女生在「道德自

我」及「家庭自我」上較男生來得高。  

也有研究發現性別之間並無顯著差異，如吳淑玲（1998）研究1167 

名國小學生，發現性別和自我概念（除身體意向外）無顯著差異。謝

琇玲(2000)發現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其自我概念無顯著差異；洪聖陽

（2002）、羅佳芬（2002）等人以普通學生為對象，均發現男女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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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念無顯著差異。而陳怡伶（2003）調查台北縣高中職學生的自我

概念也發現不同性別無顯著差異。陳怡君（2004）則以台北縣國中生

為對象，發現不同性別在自我概念上沒有顯著差異。 

還有一些研究發現性別的不同只有在特定層面才有差異，周佑玲

（2002）指出女童在「自我滿意」層面上顯著優於男童。都市原住民

學童的「生理自我」方面男生比女生高（卓石能，2002）。國中男生

對自己生理特質方面的自我概念高於女生，而女生則在對自己的接納

態度、對自己的價值系統和信念態度方面的自我概念高於男生（林世

欣，1999）。在青少年自我概念方面，發現男生在「情緒我」的得分

高於女生，女生在「能力我」、「學校我」得分顯著高於男生（林家

屏，2002），由此可見性別對於自我概念的影響尚無定論。 

綜合上述性別與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上我們可以發現性別不同

在自我概念的不同構面上呈現不同的結果，有些構面的自我概念，男

性比女性好，有些則是女性比男性好，而有些研究則顯示自我概念與

性別無關。 

 

二、年級  

蔡佳靜（2002）以國小五、六年級為對象研究其社會興趣、自我

概念之研究亦發現五年級學童之自我概念顯著高於六年級。卓石能

（2002）針對都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其自我概念、生活適應關係

之研究發現：都市原住民學童的自我概念隨年級增加而降低。國小學

障學生在心理自我、能力自我及整體自我概念上有顯著差異，且有隨

年級增加而降低的現象（林信香，2002）。 

然而也有研究發現不同年級在自我概念上並無顯著差異，如謝琇

玲(2000)發現不同年級的大學生其自我概念無顯著差異。羅佳芬

（2002）認為普通兒童的自我概念不因年級而有所差別。林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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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則發現不同年級的國中、高中生的自我概念並無顯著差異。

陳怡伶（2003）研究台北縣高中職學生的自我概念發現不同年級無顯

著差異。陳怡君（2004）則發現不同年級國中生在自我概念上也沒有

顯著差異。 

 

三、家庭社經地位  

關於家庭社經地位和自我概念的研究，其結果非常不一致：左佐

誠(1995)及李輝(1994)均指出來自社經地位較低家庭的青少年，其自

我觀念要比來自高社經地位者為低。吳金香（1977）的研究發現：父

母教養方式對國中生積極自我概念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力。簡宏光

（1998）以台北市國小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兒童生活在父母管教

態度愈佳的家庭裡，自我概念愈佳。 

另外有一些研究顯示社經地位對於自我概念無影響，如陳怡君

（2004）以台北縣國中生為對象，發現不同社經地位在自我概念上沒

有顯著差異。林世欣（1999）的研究卻發現不同父母社經地位的國中

生其自我概念各層面無顯著差異。 

吳宗立（2001）的研究亦指出社經地位會影響學生的自我概念。  

姜韻梅（2003）的研究則顯示不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國小高年級學生，

在情緒自我概念層面達到顯著差異，中社經地位學生得分，明顯高於

低、高社經組。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上我們可以發現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在自我概

念的不同構面上呈現不同的結果，有些研究指出自我概念與家庭社經

地位相關，而有些研究則顯示自我概念與家庭社經地位無關。  

 

四、同儕團體  

呂勝瑛（1984）認為良好的人際關係源於正向的自我概念。尤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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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1988）的研究指出同儕的接納、同儕的參照團體在自我概念的發

展上有很深的影響。韓梅玉（1996）針對國小資優生、林世欣（1999）

針對國中學生、施玉鵬（2001）針對國小學生的研究均發現：同儕關

係與自我概念呈顯著正相關，即同儕關係愈密切，學生之自我概念愈

佳。 

茲將與本研究有關之結果加以彙整，如表 2-1：   

 

表 2-1 自我概念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結果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

對象 性別 年級 家庭社經地位 同儕團體

李輝 1994 

青 

少 

年 

  

高社經地位家

庭青少年自我

概念高於低社

經地位家庭青

少年。 

 

左佐誠 1995 

青 

少 

年 

  

高社經地位家

庭青少年自我

概念高於低社

經地位家庭青

少年。 

 

黃拓榮 1996 
國中

學生 

對身體知覺男高於

女；價值信念知覺

女高於男 

   

林世欣 1999 
國中

學生 

生理特質的自我概

念男生高於女生；

價值系統和信念女

生高於男生 

   

周愫嫻 2001 

青 

少 

年 

自我概念女高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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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施玉鵬 2001 
國小

學生 
   

同儕關係

與自我概

念呈正相

關 

李麗花 2002 
高中

僑生 

道德自我、家庭自

我女高於男 
   

卓石能 2002 

原 

住 

民 

都市原住民生理自

我男生高於女生 

都市原住

民學童自

我概念隨

年級增加

而降低。

  

林家屏 2002 

青 

少 

年 

情緒我方面男生高

於女生；在能力

我、學校我方面女

生高於男生。 

   

蔡佳靜 2002 
國小

學生 
自我概念女高於男 

自我概念

五年級高

於 六 年

級。 

  

姜韻梅 2003 
國小

學生 
  

自我概念中社

經地位高於

高、低社經地

位。 

 

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觀學者們的研究，自我概念和性別、家庭社經地

位和同儕團體都有相關；在性別方面，不管研究對象為

國中、國小或原住民，生理自我瞭解部分，男生皆高於

女生，而在對家庭自我與道德自我瞭解部分，則是女生

高於男生；在年級方面，隨著年級增加，相對的自我概

念隨之降低；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社經地位家庭的

子女，自我概念高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子女；同儕團體方

面，同儕關係與自我概念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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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概念的測量 

 

自我概念是個體建構自己的身體感覺、自我認同、自我評價、自

我形象，是一種主觀的抽象概念，以下僅列舉幾種國內外較常使用有

關自我概念量表並敘述如下：  

 

一、國外部分  

（一）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 ，簡稱

TSCS）  

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是由Fitts 於1965 年編製，Roid 和 Fitts 

於1988 年加以修訂，適合12 歲以上受試者使用。量表由100 個自

我描述句組成，採五點量表計分（林淑理，2000）。  

Fitts 依據此理論架構將自我分為外在架構和內在架構兩部分，外

在架構包括：1、自我認同，意指個人對自我現況的認識與瞭解；2、

自我滿意或接納，意指個人對自我現況的滿意或接納程度；3、自我

行動，意指在個人接納或拒絕自己後，實際採取的因應行為。 

內在架構則包括：1、生理自我，意指對自己身體、健康情形、

外貌、技能及性方面的看法；2、道德倫理自我，意指個人對自己的

道德、舉止、信仰及對好壞人的看法；3、心理自我，意指個人對自

己的價值評估、情緒與人格特質的看法；4、 家庭自我，意指個人對

於自己身為家庭成員的價值及彼此的信任感；5、社會自我，意指個

人與他人交往中的價值感和勝任感（盧欽銘，1979；林家屏，2002）。  

 

（二）自我描述問卷Ⅰ、Ⅱ（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Ⅰ、Ⅱ，

簡稱SDQⅠ、Ⅱ）  

SDQⅠ、Ⅱ是由Marsh 以「多向自我階層模式」（hierarchical fa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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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理論為基礎，發展一套測量自我概念的問卷。SDQ 量表由66 個

題目構成。測驗的對象分別為兒童、青少年、青年及成人不同年齡之

適用版本。  

Marsh 在SDQⅠ量表中針對8-12 歲兒童，將自我概念分為非學

業自我概念、學業自我概念及一般性自我概念，其中非學業自我概念

包含體能、外表、朋友關係、父母關係；學業自我概念則包含閱讀、

數學、一般學校（林家屏，2002）。  

二、國內部分  

（一）自我態度問卷  

郭為藩於民國六十一年出版並於六十七年修訂，適用對象為國中

及國小高年級學生。本問卷共有100 題，主要測量自我概念五大領

域：對自己身體的態度、對自己能力成就的態度、對自己人格特質的

態度、對外界的接納態度、對自己的價值系統與信念（郭為藩，1987）。 

（二）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  

國內學者林邦傑（1970）於民國六十九年依據Fitts 所編之TSCS 

修訂而來，適用對象為國中學生，各分量表為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

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自我批評、自我認同、自我滿

意、自我行動、自我總分。 此量表後經林幸台等人重新審定，分為

成人版和學生版，有六個自我概念分數：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

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和學業/工作自我概念；四個效度分

數：不一致反映、自我批評、故意表現好和極端分數；兩個摘要分數：

自我總分和衝突分數；三個補充分數：自我認同、自我滿意和自我行

動。台灣中文版分為成人版（A版）適用於具國中以上教育程度18 至

49 歲成人，學生版（S版）則適用於國小四年級至高中（職）三年級

學生，約11 至18 歲年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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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  

本量表是吳裕益、侯雅齡（2002）根據Shavelson、Hubner 和 

Stanton 所提出的多向度階層理論於民國八十九年編製而成，主要是

以國小四-六年級學生為對象，測量的內容主要分為家庭自我概念、

學校自我概念、外貌自我概念、身體自我概念及情緒自我概念，共61 

題。  

（四）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 

本量表是莊榮俊（2002）所編製之「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

為研究工具。測量的內容主要分為：  

1、生理自我：代表受試者對自己身體和外貌方面的看法。 

2、心理自我：反映出自我價值感，個人對自已性格或情緒所進行

的自我評估。 

3、家庭自我：反映對身為家中一份子，所感受到的勝任感及價值

感，為對自已與家人間關係的看法。 

4、學校自我：對自己在學校的表現採何種看法，及認為在這樣情

境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表現。 

5、道德自我：在反映學生自己對自我道德控制及道德價值、事情

對錯的看法。 

從上述幾種自我概念測量工具可知，自我概念常以自陳式問卷方

式，透過描述句，協助個體對自我的情感、能力、興趣、價值觀以及

父母、師長、同儕眼中的自己作一評價及瞭解。本研究將以莊榮俊

（2002）所編製之「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為研究工具，測量

外籍配偶子女的自我概念，藉以瞭解台灣跨國婚姻中成長的孩子與一

般兒童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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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適應之涵義與相關研究之探討 

 

適應具有多重含意，不只是人對於其所處的物理環境而言，它還

包含對人的關係，以及心理的情緒等都能處在一種良好的理想狀態。

本節將針對五個部分來敘述，第一部份為生活適應的意義；第二部分

為生活適應的內涵；第三部分為生活適應的衡量準則；第四部分為生

活適應與自我概念的關係；第五部分為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 

 

壹、生活適應的涵義 

 

Arkoff（1968）認為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可稱作適應。所謂交

互作用，是一種「雙向的歷程」（two-way process ），個人與環境

相互忍受與影響，個人接受環境壓力的影響，引發種種行為，相對地，

因個人的作為而改變環境，希望達成雙方所要求的平衡和諧的狀態

（許瑞蘭，2002）。 

瑞士兒童心理學家皮亞傑（Piaget）指出人類智力就是適應的一

種特殊能力。適應分「同化作用」與「調適作用」兩項功能。前者指

個體把新的經驗納入舊的認知結構中，並統整為新的結構；後者是個

體改變自身原有之結構以迎合環境的要求；當調適作用與同化作用達

成平衡狀態就是適應（蔡春美、翁麗芳、洪福財，2001）。 

Lazarus（1976）指出一種成功或適當的因應行為就是適應，能

夠幫助個體達成環境對他的要求，或是克服個人內在加諸於自身的壓

力，使個體與其內、外在環境之間能維持和諧的關係（引自吳新華，

1996）。 

林清江（1983）指出「適應」是個人與其所處環境產生之交互作

用。張春興（2000）認為「適應」乃為個體為了與其生活 環境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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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狀態所表現的各種反應。  

朱敬先（1997）認為「適應」是指有機體想要滿足自身的需求，

而與環境發生調和作用的過程。它是一種動態的、交互的、有彈性的

歷程，不僅是單向的，而且是雙向的或多向的歷程。 

Coan（1983）認為生活適應應視為一種心理健康的表徵，強調個

人與環境間的和諧關係，生活適應良好的人會因需求獲得滿足，而產

生快樂幸福感，這就是一種心理健康的狀態。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看法，生活適應即是個體與環境間交互作

用的歷程與狀態，包含對自己、他人及對團體的關係，以及心理的、 

情緒的行為，目的在追求個體與環境和諧一致的關係，並具備環境轉

變的因應能力。 

 

貳、生活適應的內涵 

 

生活適應包含個人生活、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等的適

應。個人生活適應是指個人能瞭解自己的能力、條件，而且還瞭解自

己的情緒與動機，不但欣賞自己、接納自己且能體認自己的價值，既

能對別人施予感激，也能欣賞並接受他人的感情；家庭生活適應包括

處理家庭問題的成功、快樂的程度等；學校生活適應則包括學業成就

及個人成長兩方面；社會適應指個人生活在現實社會裡，與其周圍的

人、事、物交往接觸，能知道自己該做些什麼，別人以及社會對自己

要求些什麼，而且也能妥善的處事待人，以達成現實環境對自己的要

求（劉焜輝，1985）。 

張春興、林清山（1998）指出適應是指個人對自己、對別人、對

環境事物的反應。一個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一方面改變自己內部的心

理狀態，一方面改變外在環境，以維持和諧而平衡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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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活適應（personal adjustment）係指一個過程，個人自此過程

和環境之間取得協調均衡的關係。此種關係乃建立在個人與其所處環

境間之交互作用上，因為每個人總會為滿足其需要，以及達到預定目

的而不斷努力，同時又常受到環境所加之各種壓力，要求其依循某些

方法而行；因此，適應實為一個動態過程，包含了個體、環境及人格

特質三者間取得調和之互動過程（余昭，1981；張春興，1996）。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生活適應應從個人與內外在環境的關係來探

討，著重在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兩方面，有王鍾和（1995）、蔡玉瑟

（1995）等人；黃玉臻（1995）認為生活適應包含個人適應、家庭適

應、學校適應與人際適應；而劉焜輝（1985）則將生活適應細分為個

人生活適應、家庭生活適應、學校生活適應與社會生活適應。洪智倫

（1994）將學生困擾與適應問題分為自我關懷困擾、課業適應困擾、

友伴關係困擾、身心發展困擾與家庭生活困擾五大項。Arkoff（1968）

則將生活適應視為家庭適應、學校適應、職業適應與婚姻適應。

Hurlock 從兒童的發展任務觀點出發將適應分為六個面向：家庭適

應、學校適應、課外活動、自我適應、社區活動、友伴團體的適應（洪

智倫，1994）。 

本研究是以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為研究對象，目的主要在探討

自我概念、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之關係，因此將生活適應的向度側重

在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與人際適應這四方面，以求了解青

少年生活適應之全貌。 

 

參、生活適應衡量的標準 

 

Livson 和 Peskin（1967）指出良好適應的特徵是：一、有親切

感，富同情心；二、了解自己的動機與行為；三、行為合乎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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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廣泛性的人際關係，具有社會性的知覺；五、可靠及負責；六、

具有生產性，凡事都能成功；七、在乎他人對自己行為的印象；八、

以積極的態度與他人相處（引自湯梅英，1984）。 

Arkoff（1968）認為四項良好生活適應的指標：一、快樂與和諧，

係指個人對當前情境有幸福、快樂滿足之感並與環境維持整體均衡的

關係。二、自我關心，係指個人能自我瞭解、自我認同、自我接納、

自我開放以及自尊自重。三、個人成長、成熟及統整，個人發揮潛能

實現符合某一發展階段的目標，人格與行為並能維持一致性。四、現

實環境的適應，指個人具有正確知覺外界的能力，能有效地參與周遭

世界，使自己在其中自由、快樂以達到社會的期望。 

吳武典（1978）認為一個適應良好的人，通常具有下列特徵：一、

正向的自我概念；二、適當地表同他人，而不因此失去自我；三、面

對且接受現實；四、知覺場地富而可用。 

劉焜輝（1982）指出良好的適應需符合兩個條件，一、是個體的

需求已獲得滿足，緊張情緒消除。二是個體的需求滿足方法是社會所

認可的。劉焜輝進一步指出衡量適應三項標準：一、行為是否朝向所

欲達成的目標。二、積極而富於建設性。三、合乎社會要求。簡單來

說，行為如有助於達成目標，具有建設性意義且為社會所認可，即良

好適應。 

Kaplan 和 Stein(1984) 指出健康適應的三個標準：一、要能瞭

解自己的需求；二、要尊重別人的需求；三、健康適應需富有彈性

及挫折容忍力，能夠知所選擇。 

張春興、林清山（1998）指出在個體的適應歷程中，一個適應良

好、心理健康的人，必須是：一、智能的、情緒的、社會的、道德的

成熟；二、能維持良好的人際關係；三、有明確的自我觀念；四、能

夠接受現實；五、有滿意心理效能；六、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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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永河（1994）認為具有許多適應性習慣及少數不適應性習慣者

謂之心理健康；反之，心理不健康則是適應性行為少，不適應行為多。

因此，柯氏將心理健康一詞視同適應。良好習慣 即是適應性行為，

不良習慣即是不適應性行為。  

Rogers 指出一個能充分發揮功能的個人，是適應良好的最佳指

標。因此一個人若能做到：自我意識、富創造力、向經驗開放、自我

悅納、不受僵化的標準所束縛、充分地活在當下、讓天賦潛能充分的

表露、信任自己、有穩定的自我同一感、不矯揉造作、而價值觀又真

正是屬於自己統整的一部份，並將生活視為一種歷程或連續蛻變的狀

態，而去經驗它，且隨經驗而移轉，那麼個人將獲得充分的發展，且

個人功能必能充分發揮，如此就是最佳的適應狀況（魏麗敏、黃德祥，

1995）。 

黃德祥（1994）曾指出，在現代社會中要能適應良好，必須具

備一定的社會技巧，以便與生活中的他人溝通與維繫關係。黃雅婷

（2000）歸納出適應良好的基本特性：一、具有高度的社會技巧；

二、對生活具有控制力；三、正向地看待自己和別人；四、對現實

有覺知的能力；五、放眼未來並對人生有目標；六、投入工作；七、

對情緒有所感受。 

生活適應的評量指標可分為四大類來加以說明（蔡淑美，2003）：   

一、以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為評定生活適應的兩個向度。 

二、以心理健康為評定生活適應的指標，其中包括正向與負向指標，

前者包括親密人際關係、人際技巧、社交參與、工作滿意與娛樂

及適當的目標等；後者包括行為的不成熟、情緒不穩定、焦慮傾

向、自卑傾向及神經症候。 

三、以行為特徵為評定生活適應的指標，其中包括攻擊、退縮、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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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冷漠、自我中心行為、憂慮及反社會行為等。 

四、以認知能力和心理成熟度為評定個人生活適應的指標，其中包括

問題解決及決策力、家庭與朋友交往關係、個人勝任技能、學習

適應力、情緒適應力及價值判斷力。 

歸納以上學者的看法，一個適應良好的人必須擁有正確與正向的

自我概念，能了解、接納、肯定自己，並具有現實感，對環境有一定

的敏感與關懷、欣賞他人與他人和睦相處，能保持和諧穩定的心情，

並能面對環境中隨時的改變。 

本研究以羅婉麗(2000)編製的「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作為

研究工具，但在四類適應的意義與內涵稍有不同，茲說明如下： 

一、個人適應：包括個體對身心發展、自我關懷、情緒控制等三方面

適應良好的狀態。 

二、家庭適應：包括個體對親子溝通、家庭問題、父母管教態度等三

方面適應良好的狀態。 

三、學校適應：包括個體對課業與常規、學習態度與習慣、教師管教 

方法等三方面產生良好適應的狀態。 

四、人際適應：包括個體對同儕互動、社交技巧、師生互動等三方面 

產生良好適應的狀態。 

 

肆、生活適應與自我概念的關係 

 

兒童對自我的看法與態度，會直接影響他與別人的互動與對自我

的知覺，進而影響到對自己、家庭、學校以及同儕的適應狀況，所以

自我概念的高低與生活適應息息相關。有關生活適應與自我概念的研

究，陳述如下： 

王基豐（1988）在對貧困單親家庭之孩童研究指出，自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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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動機、社會適應等三者之間皆有正相關的關聯存在，其中以社會

適應和自我概念之間的相關最高；在自我概念分項中以家庭自我分項

對社會適應之預測力為最高；而在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為親子關係影

響自我概念、自我概念分別影響成就動機與社會適應、而成就動機又

影響社會適應。 

吳新華（1993）研究指出國小學童生活適應問題，發現「社會適

應」得分最低，「不適應感」次之，表示國小學童的自我概念趨向於

消極，常感到自己被誤解了，於是也據此來猜測對自己是不信任的，

以致故步自封，而缺乏參與團體活動的意願，也很難與人協調或合作。 

楊妙芬（1995）研究指出非理性信念、父母管教態度、人際關係

與性別可以預測自我概念；單親兒童比非單親兒童非理性信念多、父

母管教態度嚴厲、自我概念、人際關係差與社經地位低；單親兒童父

母管教態度嚴厲、自我概念低與社經地位高組的非理性信念比較多；

單親兒童非理性信念少、父母管教態度不嚴厲與人際關係佳者的自我

概念較高。 

黃拓榮（1996）研究國中生自我概念與偏差行為之研究發現，不

同身體特質知覺的國中生其偏差行為未有顯著的差異；不同能力成就

知覺的國中生其偏差行為未有顯著的差異；人格特質知覺很高的國中

生其偏差行為才會顯著低於其他國中生；只有外界接納知覺很低的國

中生其偏差行為才會顯著高於其他國中生；只有自我概念很高的國中

生其偏差行為才會顯著低於其他國中生。 

陳靜宜（1997）研究國小五年級學童研究發現，社交地位指數與

自我態度總分達到統計上的相關；在自我態度的五個分量表中，以「對

自己人格特質的態度」、「對外界的接納態度」與社交地位指數達相

關，尤以「對自己人格特質的態度」為最高；自我概念高者，其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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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應較佳。 

黃雅婷（2000）研究指出國中女生的身體、父母、學校、整體、

生活等自尊各層面，和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的相關皆高。

在各變項中，整體自尊、身體自尊、父母自尊、學校自尊能正向預測

個人適應；父母自尊、身體自尊、整體自尊能正向預測家庭適應； 而

父母自尊、身體自尊、整體自尊、學校自尊皆能正向的預測學校適應。 

馮文秀（2001）以「國立基隆高級中學」男性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指出自我概念與生活適應的相關性很高，可見自我概念愈好的

人，生活適應也就愈好。吳慧玲（2004）研究指出單親學生親子關係

越高，自我概念越高；單親學生自我概念越高，學生生活適應越好。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加以彙整，如表 2-2，

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研究皆認為自我概念越高，學生的生活適應越好，

但針對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所包含的各層面與生活適應之間的關

係，探討者少，仍有待進一步去研究分析。 

 

表 2-2  生活適應與自我概念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陳靜宜 1997 
國小五年

級學生 
自我概念高者，人際關係較佳。 

王基豐  1998 
貧困單親

家庭學童 

自我概念、成就動機及社會適應呈正相關；社會適應

和自我概念相關最高。 

黃雅婷 2000 國中女生 

國中女生身體、學校的自尊和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及

學校適應相關皆高，能正向預測個人適應、、家庭適

應及學校適應。 

馮文秀 2001 
基隆高中

男學生 
自我概念越好，學生的生活適應越好。 

吳慧玲 2004 單親學生 單親學生自我概念越高，學生生活適應越好。 

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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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 

 

一、 性別 

男、女在先天上有生理與心理的差異存在，而性別所延伸的角

色扮演在受環境與文化的影響後，亦成為影響生活適應的因素之

一。以下為性別與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 

吳新華（1993）研究國小學童的生活適應，結果發現性別是影響

學童生活適應的一重要因素，而且女學童的適應較男生為佳。王沂釗

（1995）研究發現國中生在個人適應或偏差行為上沒有性別差異。 

余啟名（1994）研究發現就單親兒童性別而言，單親男童之生活

適應情形顯著低於單親女童。在個人適應部分，單親男童均低於單親

女童，但均未達顯著水準。在社會適應部分，單親男童則在社會標準、

社會技能、反社會傾向、家庭關係、學校關係及社會關係均顯著低於

單親女童。 

王大維（1996）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心裡社會發展方面，男性在勝

任感、處理情緒、自主性、自我認定與未來目標等五個發展向度的得

分，顯著優於女性。 

黃玉臻（1995）研究發現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其學校適應、同儕

適應及整體適應有顯著差異，其得分皆是女生顯著高於男生。吳淑玲

（1998）研究指出國小男、女學生在個人適應、家庭適應、與總適應

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但在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層面上，女生顯著優

於男生。 

陳郁齡（1999）研究發現在大學適應的各層面上，女生皆比男生

表現出更良好的適應情況，尤其在「學業適應」、「社會適應」兩層

面上更達顯著差異，可知女生在面對大學課業、同儕社交關係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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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適應得更好。 

高明珠（1999）針對國小兒童的研究發現性別在「學校適應」及

「同儕適應」層面上達到了顯著差異，且皆是女生高於男生；而生活

適應的整體層面也達到顯著差異，且是女生高於男生。 

蔡俊傑（1999）研究台灣地區南部國二學生在生活適應方面指出

不同的性別在生活適應總層面、家庭生活的適應、學校生活的適應無

顯著差異。在健康生活的適應、個人生活適應，男生比女生適應好；

而在社區生活適應、異性生活適應，女生比男生適應好；就整體生活

適應而言，男女生適應並沒有差別。吳虹泥（1999）研究發現不同性

別、家庭結構青少年的生活適應並沒有不同。 

林玉慈（1999）針對青少年的研究發現，女生的「自我關懷困擾」、

「身心發展困擾」及「學校生活困擾」等三方面的行為困擾比男生多；

而在「身體反應」、「焦慮失眠」、「社會功能失調」、「憂鬱」等

四方面的身心健康表現都比男生差。 

黃雅婷（2000）研究發現國中女生生活適應是偏向積極、正面的。 

林家屏(2002)研究中指出，男生在自我關懷困擾、學校生活困擾、人

際關係困擾與家庭生活困擾的情形皆比女生為高，換言之，女生比男

生有較少的自我關懷困擾、學校生活困擾、人際關係困擾與家庭生活

困擾。 

陳曉蕙（2000）研究指出不同性別國中學生在生活適應上的差異

未達顯著。陳彥穎（2001）研究發現兒童生活適應方面，「個人適

應」、「同儕適應」及整體的生活適應因性別有顯著差異，且女生

優於男生。 

綜合上述，大多數的研究者發現，女生的適應較男生佳，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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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社會、學校、同儕等層面適應更達顯著差異；少數研究則發現

男女在生活適應方面未有顯著差異，且男生在個人生活適應與健康生

活的適應比女生佳，因此本研究將再進一步探究，不同性別外籍配偶

子女就讀國中的學生，在生活適應上是否有差異。 

 

二、年級  

王蓁蓁(2000)的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之生活適應情形，在年級

上，其生活適應情形則不會隨著年級之不同而有差異；但在羅婉麗

(2000)的研究中則顯示，不同年級的國中、小學生在整體生活適應、

家庭適應及學校適應有顯著差異，且國小五年級的學生優於國中二、

三年級的學生；此外，莫麗珍(2003)的研究中則發現，國中學生的整

體生活適應表現達中等以上的程度，其中以人際適應的表現狀況最

好，而學校適應的表現狀況則有待加強，且不同背景變項 (性別、年

級) 的國中學生在生活適應的表現程度上有顯著差異。綜合上述觀點

得知，年級可能也是影響國中學生生活適應的因素之一。 

 

三、家庭社經地位  

由於家庭社經地位所造成的物質條件、價值觀念、教養方式及

生活環境等的差異，使個人的教育成就、人格發展及生活適應狀況也

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將家庭社經地位納入研究的範圍。相關研究如

下： 

Conger（1992）研究指出家庭的經濟壓力會引發婚姻衝突，也會

影響父母管教態度，使青少年產生反社會行為及適應問題（引自楊秀

宜，1999）。 

莊明貞（1983）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和國中學生學校適應行為無顯

著差異。王大維（1996）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能有效解釋大學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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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關係發展24%的變異量。 

林玉慈（1999）研究指出中下社經地位的青少年，其「身心發展

困擾」、「學校生活困擾」顯著比中上社經地位的青少年多。此外，

中等社經地位的青少年，比中上社經地位者有較多的「社會功能失調」

及「憂鬱」表現。 

蔡俊傑（1999）研究台灣地區南部國二學生在生活適應方面指

出父母親具有大學、高中學歷的同學比國中、國小學歷的適應良好，

具有高學歷的父母在管教態度、參與行為較有規範，而且高學歷父

母通常有較高的社經地位，因此學生的適應較好。另一方面在不同

的經濟水準方面，就整體生活適應而言，家中經濟富裕、普通的同

學比經濟貧窮的同學適應要好。 

黃雅婷（2000）研究發現國中女生的生活適應因為家庭社經地

位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陳曉蕙（2000）研究指出不同家庭社經地

位的國中學生在生活適應上有明顯差異存在。其中高家庭社經地位

組及中家庭社經地位組的學生在個人適應及家庭適應方面均較低

家庭社經地位組的學生有更好的適應表現；在學校適應方面，不同

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差異則未達顯著。 

陳彥穎（2001）研究發現父親教育程度在兒童生活適應中「個人

適應」與「同儕適應」有顯著差異，父親教育程度為大專的孩子比父

親教育程度國小的孩子適應要好。母親方面則在「個人適應」有達顯

著差異。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加以彙整，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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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生活適應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結果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

對象 性別 年級 家庭社經地位 

吳新華 1993 
國小

學生 

生活適應女生優於

男生。 
  

余啟名 1994 兒童 

生活適應女生優於

男生；社會適應女生

優於男生。 

  

黃玉臻 1995 
國小

學生 

學校適應、同儕適應

及整體適應女生優

於男生。 

  

高明珠 1999 
國小

學生 

學校適應、同儕適應

及整體適應女生高

於男生。 

  

陳郁齡 1999 
大學

生 

大學適應各層面女

生優於男生 
  

蔡俊傑 1999 
國中

學生 

個人生活適應男生

高於女生 
 

整體適應而言經

濟富裕、普通的同

學優於經濟貧窮

的同學。 

陳曉蕙 2000 
國中

學生 
  

個人適應、家庭適

應方面家庭社經

地位高的同學優

於家庭社經地位

低的同學。 

陳彥穎 2001 
國小

學生 

個人適應、同儕適應

及整體適應女生優

於男生。 

 

個人適應、同儕適

應父親教育程度

大專程度優於父

親國小程度。 

羅婉麗 2003 

國中

小 

學生 

學校適應、人際適應

是女生顯著高於男

生 

 

國小五年級學

生 優 於 國 中

二、三年級學

生。 

完整家庭的學生

優於來自不完整

家庭的學生 

 

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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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部分，可以看出在生活適應，大體上都是女生優於男生；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子女，生活適應優於低社經

地位家庭的子女。而家庭社經地位包含父母教育程度、父母管教程度

和家庭經濟狀況等，對個體的生活適應普遍有影響；年級部分，僅羅

婉麗（2000）研究結果呈現小五生活適應優於國中二、三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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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業成就之涵義與相關研究之探討 

 

成長中的外籍配偶子女，近年來一一進入國民義務教育學校就

讀，對這群來自不同文化背景的「新台灣之子」，進入學校後其學業

成就表現高或低，是否影響其在學校的生活適應，自我概念與學業成

就間是否相互影響等，都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議題。 

 

壹、學業成就的涵義 

 

無論是「學業成績」、「學業成就」、「學業表現」或「學業平均成

績」，有時概念是一致的（余民寧，1987）。黃富順（1974）則將學業

成就定義為：學生在學校裡，經由一定的課程、教材，透過學習後得

的知識技能，通常是以學校考試成績或由學業測驗上所獲得的分數代

表之。 

「學業成就」可以被定義為經由學校之教學所獲得的知識或技能

（石培欣，2000）；亦或是透過學習歷程所獲致較維持久性的結果（簡

茂發，1986）。  

簡茂發（1986）認為學業成就的評量主要的功能有以下四點：一、

瞭解學生的學習程度與階段學習。二、診斷學生的學習過程及困難。

三、作為教師自我評估教學效能的依據。四、觀察學生學習的歷程作

為啟動學生潛能的參考。 

學校教師可以透過非紙筆測驗來評量學生的學習結果，如晤談

法、社交測驗法和主題統覺測驗等（秦夢群，1994）。張奕華（2001）

也指出電腦與軟體的結合、利用相關網站資源、整合多媒體科技，除

了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外，作品展現在網頁，也可算是一種

學習評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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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者多以學生在學科上的表現作為學習結果的衡量標準，因

為學業成就可說是最客觀、最具代表性的（黃淑玲，1995）。 

在本研究中所指學業成就，則為國中學生所接受的正式課程包

括：國文、數學、英語等三大領域課程，所選用的學業成就評定方式，

則以國中上學期第二次段考評量為本研究成績的主要來源。 

 

貳、學業成就與自我概念的關係 

 

    盧欽銘（1981）用田納西量表及自評量表來測它們與學業成就的

關係。結果發現田納西量表中自我概念的總分與學業成績有正相關。

不過，在有些學校的施測結果達到顯著，有些則不然。王家琇（1991）

探討高中資優班學生的自我概念、成就動機、和考試焦慮的研究，以

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成就動機問卷、考試焦慮問卷來作為測量工

具。其研究發現：除了生理自我與家庭自我外，其餘 8 項都達到了

顯著的差異。資優班學生的自我概念、成就動機都高於普通班的學

生。秦夢群（1992）也指出學業成就優劣，與學生學習習慣、學習專

注力、學習興趣和學習計畫有關。 

陳永發（1996 ）則綜合過去學者的觀點，將學業成就與自我概

念的因果關係整理，分為五類： 

一、學業成就與自我概念沒有因果關係存在； 

二、自我概念為因；學業成就為果； 

三、學業成就為因；自我概念為果； 

四、學業成就與自我概念互為因果； 

五、學業成就與自我概念因果關係未定。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加以彙整，如表

2-4，可以看出自我概念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上述論點的分析，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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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著重點，本研究者乃推論：若兒童先有了學業成就，便會透過表

現成果而產生自我知覺；相對地，透過提高兒童的自我概念，對自己

有正向、積極的印象，進而便能影響學業成就。 

 

表 2-4  學業成就與自我概念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盧欽銘 1981 
兒童及青

少年 
自我概念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 

陳永發 1996 
國小六年

級學童 
對自己有正向積極的自我概念，會影響學業成就。 

研究者自行整理 

 

參、影響學業成就的相關因素 

 

學業成就的影響因素很多，王財印 (2000) 將它分成四方面：一 

為身心因素，包括學生健康狀況、智力、性向、動機、適應等；二為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環境、結構、管教方式；三為學校因素，包括學 

校環境、教學內涵、教師特質、期望等；四為社會因素，包括社會結 

構、文化、經濟等。本文僅就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的兩個因素作一番

探討。 

 

一、性別與學業成就之關係  

多數研究皆發現性別在學業成就表現上之差異達顯著，且女生之

學業成就優於男生（邱霓敏，2001；陳江水，2003；張錦鶴，2003）。

此一現象相當值得作為教師以及相關教育工作者在輔導學生時之參

考，思考男生學業成就較低之原因，以更加有效之方式，來增進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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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學業成就上之表現。因此，本研究想要討論性別和學業成就之間

是否有相關。  

 

二、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之關係  

部分研究也發現學童之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有顯著之正相

關，也就是家庭社經地位愈高之學童，其學業成就愈高，並且發現家

庭社經地位對學童之學業成就有很高的預測力（魏麗敏，1999）。但

是，也有少數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之間呈現中、低

相關，並且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之相關性隨著年級的增加而逐漸

降低（鄒浮安，1994）。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加以彙整，如表2-5，可以看出在學業成就

上，研究對象是國中、小學生，性別部分，大體上女生優於男生；在

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子女，學業成就優於低社經地

位家庭的子女。 

 

表 2-5  學業成就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結果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對象 

性別 家庭社經地位 

魏麗敏 1999 國中小學生  
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學業

成就越高。 

鄒浮安 1994   
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相關

性隨年級增加而降低。 

邱霓敏 2001 
高雄市國小

年級學生 

女生學業成就優於

男生 
 

陳江水 2003 國中學生 
女生學業成就優於

男生 
 

張錦鶴 2003 
彰化縣國小

高年級學生 

女生學業成就優於

男生 
 

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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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論述，研究者對於逐年成長中的外籍配偶子女進入國中

後，所面對學校生活適應情形和學業成績表現，也都是本研究關注的

焦點。因此，將外籍配偶夫妻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家庭經濟等因素

設為背景變項，擬探討外籍配偶子女家庭背景因素不同，在自我概念

與學業成就表現上是否有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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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外籍配偶子女就學與相關研究之探討 

 

有關外籍配偶的生活、就業、教育等問題，近幾年來隨著人數的

快速增加而一一浮上檯面，外籍配偶所生子女也正值學齡前或學齡階

段， 因而認知發展、學業成就等問題，也為政府及民間所共同關切，

僅依實際情況與相關研究資料，分別敘述於下： 

 

壹、外籍配偶子女議題形成的背景 

 

隨著全球化浪潮，台灣形成的新興移民，已成為不少工業先進國

家應面臨重要課題，這些移民除在語言、文化、價值觀與主流社會存

有重大差異，又隨著台灣子女教養種種議題，逐漸引起各界注意，從

而顯示跨境及異國婚姻家庭生活值得重視。 

近年來國內跨國婚姻的案件不斷增加，外籍配偶人口也急速增

加，外籍配偶子女入學比例逐年攀升，這些孩子因為身處跨文化差

異，在語言、學業、人格、情緒、社會⋯發展的適應情況是否不同於

一般家庭，問題逐漸浮現而被突顯，對台灣社會造成不小震撼。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至九十四年三月三十一日止，台灣地區

大陸與外籍配偶人數總計有343341 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

我國國籍者）124500 人，占33.08%，大陸及港澳配偶有218841 人占

66.92%。 

九十三年一年中，國內總結婚登記為131453 對，比92 年減少四

萬對，但外籍配偶人數卻反而增加695 人，共有20338 人，占當年結

婚總登記人數的15.47%，外籍配偶人數的增加比率也創下了歷年新

高，大陸與港澳地區配偶則有10972 人，比92 年減少二萬三千人（表

2-6）。而外籍配偶的引進，已經產生了文化上的嚴重衝擊。台灣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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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配的情況愈來愈普遍，人口結構也已經產生改變。 

 

表2-6 臺閩地區歷年中外婚姻統計（單位：對）  

年度 

我國結婚

總登記 

外籍配偶 大陸配偶 外籍配偶+ 

大陸配偶所占

百分比（﹪） 

90  170515 19405 27342 27.19 

91  172655 20107 29545 28.44 

92  171483 19643 34426 31.38 

93  131453 20338 10972 23.82 

較上年增

減（﹪）  
-23.34 +3.45 -68.13 -7.56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 

註：資料統計至93年12月31日止 

 

內政部戶政司（2005）統計資料分析，九十二年出生嬰兒中，母

親是外籍或大陸、港澳配偶者就有30348 人， 佔總新生兒人數

（227070 人）的13.37%，即我國每7.5 個出生嬰兒中，就有1個是外

籍母親所生，九十三年雖然略有緩和趨勢，但是所佔比例仍然偏高（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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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台閩地區嬰兒出生人數統計表 

嬰兒出生人數 年度 

合計 本國籍 外籍配偶家庭

外籍配偶家庭 

所佔比率﹪ 

87  271450 257546  13904  5.12  

88  283661 266505  17156  6.05  

89  305312 282073  23239  7.16  

90  260354 232608  27746  10.66  

91  247530 216697  30833  12.46  

92  227070 196772  30348  13.37  

93  216419 187753  28666  13.25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 

 

根據教育部統計，九十三學年度的國中小學生中，父母之一是外

國籍的學生有四萬七千多人，平均每一百名國中小學生，有一點六人

是外籍配偶子女。以九十一到九十三學年，三年來就讀國中、國小學

生人數的統計資料分析，更可以了解外籍配偶家庭子女就學人數每年

都在大量增加（表2-8），這些兒童的語言發展、自我概念及生活適

應情形是一項值得重視且需加以探討的課題。 

 

表2-8  就讀國民中小學之「外籍配偶子女」人數統計表 

學年度 93學年 92學年 91學年 

就讀國中人數 5504  3394  2062  

就讀國小人數 40907  26627  13028  

合計 46411  30021  15090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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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籍配偶及其子女人數呈逐年增加的趨勢，勢必為下一代教育

的實施帶來新的衝擊與挑戰，頂著「新台灣之子」之名進入國民中小

學義務教育階段後，來自不同文化背景兒童處於相同的學校生活情

境，已浮現出學業成就低落與生活適應等問題，其主要影響因素為

何，極待更多的相關研究深入瞭解。 

綜合而言，跨國婚姻產生的問題已從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慢慢

轉移至下一代身上，不只關心外籍配偶來台的生活，更將焦點放到外

籍配偶子女的自我概念、生活適應及學習成就上，其中的生活適應更

是受人關注的一環，這些孩子進入校園後的生活，在認知、情意、技

能上，能否良好適應，都是教育研究者開始逐漸重視討論的新興研究

議題。 

 

貳、外籍配偶學齡子女自我概念之相關研究 

 

國人通常對外籍母親都有不正確的觀念，因此，外籍母親的人權

沒有受到尊重，外籍母親的本國文化和語言，也都受到壓抑，連帶也

使第二代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和人格受到影響（張明慧，2004）。井敏

珠（1991）也認為已婚職業婦女生活壓力中，以教養子女負擔的壓力

較大，不同程度的因應策略，對生活滿意度也有不同的影響。而外籍

新娘嫁到台灣之後所面臨的生活適應困擾包括在飲食習慣、語言、生

活習慣上及人際互動的困擾，其中以人際關係困擾為最主要困擾。長

期下來即產生情緒困擾，如想家、想哭、睡不著、寂寞、生氣、焦慮、

後悔等等，對其子女行為表現會有較負面影響（劉秀燕，2003）。 

陳美惠（2002）在外籍新娘教養子女經驗之研究中發現，多數跨

國婚姻者居於社會弱勢，其子女在適應、自我認同方面遭遇到較多的

困難，自尊也較低，可能會受到其他社會成員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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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移民子女對自己的自信較不足，同儕並不會因為他們母親

外籍的身份而對其有所歧視，國小階段的學童不會因為家長的身份與

社經地位，而影響其自我的觀感。家長給予子女正確的自我概念整體

而言新移民子女的自我適應良好（蔣金菊，2005）。 

新台灣之子的社會支持、自尊、生活滿意情況良好，有顯著相關。 

社會支持的「老師支持」、「同學支持」、「父母支持」能有效預測新台

灣之子自尊的「自我尊重」。社會支持的「同學支持」能有效預測新

台灣之子自尊的「自我尊重」、「自我價值」（陳美容，2005）。 

外籍配偶子女在班級中被同儕喜歡的特質包含：外表體態、在一

起的玩伴或有共同興趣、人格特質、能與他人分享、個人能力表現優

異、能與同儕互助合作等特質。而具有攻擊行為以及情緒控制不佳，

則是外籍配偶子女在班級中不易有良好的人際關係之主要原因（蕭彩

琴，2004）。 

外籍配偶子女在自我概念上有較低的自我評價（陳金蓮，2005）

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的自我效能會因「年齡」、「出生序」、「學業

成績」、「母親國籍」、「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父親職業」、

「社經地位」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父母教養態度」對外籍配偶國

小高年級兒童的「自我效能」有顯著影響力。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

童「同儕關係」和「自我效能」呈現正相關（張維中，2005）。 

澎湖縣新移民女性子女在校學業成就、學習態度及生活適應均不

低於澎湖縣在地婚配所生子女，此與一般認知新移民女性子女學校適

應不如一般兒童情形不同（陳清花，2004）。 

新移民女性與本國籍女性的國小高年級子女在自我概念及人際

關係沒有顯著差異。不同社經地位的新移民女性之國小高年級子女在

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並無顯著差異，新移民女性之國小高年級子女的

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具顯著相關（熊淑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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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加以彙整，如表

2-9，綜合上述，外籍配偶家庭因文化的差異，產生許多生活適應的

問題，社經地位較低，使其子女缺乏良好學習環境和文化刺激，較易

產生負向的自我概念，因而不易建立好的人際關係。也有少數研究指

出外籍配偶子女不因社經地位較差而影響其生活適應，但大多數研究

以國小學生對象，而在就讀國中後，自我概念的建立是否有差異，值

得再進一步深入加以探討。 

 

表 2-9  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熊淑君 2004 
國小高年

級 

1.新移民與本國籍的子女在自我概念及人際關係沒

有顯著差異。 

2.新移民子女的自我概念與人際關係具顯著相關。 

張維中  2005 
國小高年

級 

1.「父母教養態度」對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的「自

我效能」有顯著影響力。 

2.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同儕關係」和「自我效

能」呈現正相關。 

陳金蓮 2005 國小 外籍配偶子女在自我概念上有較低的自我評價 

陳美容 2005 
國小高年

級 

1.新台灣之子的社會支持、自尊、生活滿意情況良好

有顯著相關。 

2.自尊的「自我尊重」「自我價值」能有效預測新台

灣之子生活滿意度上的「家庭滿意」、「自我滿意」、「學

校滿意」。 

研究者自行整理 

 

參、外籍配偶學齡子女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針對外籍配偶子女生活適應相關研究中，有些研究認為其適應情

形與本國籍學生無差異，黃雅芳（2005）研究發現新移民女性子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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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在學校生活各層面的表現持正向認同，在低年級的新移民女性

子女身上發現，年齡較大的媽媽其低年級子女的學校生活感受較好。 

林璣萍（2003）研究指出外籍新娘子女在身心障礙及資優比率都

較高，是特殊教育需關注的對象，親友協助、父親之社經地位及籍貫

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有影響，父母的婚姻狀況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未有顯

著影響。蔣金菊（2005）認為大多數的新移民子女與同學間相處融洽，

在國小孩童天真爛漫的年紀，同儕夥伴的陪伴益顯重要。 

外籍配偶子女與同儕互動關係大多良好，文化差異的身份並不為

影響同儕互動的主要因素。低、中年級的學童對於外籍配偶子女身分

所代表的文化概念意涵並不是很了解；隨著就讀年段的增加，文化差

異的身分有逐漸造成外籍配偶子女受到標籤化的隱憂（許殷誠，

2005）。雖然外籍配偶子女家庭社經地位不佳，但對孩子學習成就並

未造成很大的影響（謝慶皇，2004）。 

蕭彩琴（2004）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子女雖然被同儕喜歡的程度較

低，但也未因此而特別遭受到同儕的拒絕。柯淑慧（2004）研究指出

東南亞籍新娘子女在學校生活適應上，不因分佈地區、年級、性別不

同而有所差異。 

但有些研究也指出外籍配偶子女生活適應情形與本國籍學生有

差異，張維中（2005）認為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的「同儕關係」，

會因「年齡」、「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社經地位」而有顯著

差異。鍾文悌（2005）研究發現：一、低年級外籍配偶子女在整體生

活適應上表現良好；常規適應及同儕關係的適應良好；學習適應及師

生關係的適應尚可。二、中高年級外籍配偶子女在整體生活適應上表

現尚可；常規適應的表現良好；學習適應及人際關係適應上表現尚

可。三、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呈顯著正相關；亦即學業

表現越佳，生活適應越好。四、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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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出生排行和家中子女數不同有所差異；女生較男生為佳。 

外籍配偶子女在同儕互動方面並未受到族群歧視的影響，外籍配

偶子女在師生互動方面傾向被動的模式，家庭社經地位低落是影響外

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的重要因素（陳金蓮，2005）。家庭社經地位影

響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學習適應情形，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同儕

互動未受到種族影響而與人格特質有關（黃琬玲，2004）。澎湖縣新

移民女性家庭有低社經地位的傾向（陳清花，2004）。 

外籍與本地配偶子女父母依附、同儕依附會影響社交地位，同儕

依附關係的影響力較大；與父母依附、同儕依附關係越好的外籍與本

地配偶子女，其在班上的社會喜好分數越高，社交地位亦較高（王雅

萍，2004）。東南亞籍新娘子女的學校生活適應都在中等以上，其中

以自我適應、師生適應、學校環境適應等三項適應的得分高於整體適

應；而學習適應與同儕適應則低於整體適應。且在學校生活適應的五

項適應中，以自我適應得分最高，學習適應得分最低。家庭物質資源

不同、母親教育期望不同、母親管教方式不同、母親參與程度不同、

母子關係不同、父母婚姻關係不同，會影響東南亞籍新娘子女在學校

的生活適應（陳碧容，2004）。 

外籍新娘的子女由於受到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管教態度較放任疏

忽、家庭成員溝通困難、家庭衝突頻繁及主要照顧者語言能力不好、

忙於家務生計等不利因素影響，致使外籍新娘子女在行為表現上似乎

有負面表現，學業成就較低落，語言程度較差的現象（劉秀燕，2003）。 

在台北縣政府（2003）調查外籍新娘之子女現階段教育問題的資

料顯示，在「學生個人因素」中國小老師反應：部分學生因為語言溝

通困難、文化刺激少、學習或發展較慢而導致人際關係不佳；負向的

行為則是有的與同儕相處產生摩擦，有的較少與人互動、內向寡言，

有的甚至可能被標籤化。另一方面，卻又指出社經背景較差與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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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間的關連性似乎不及語言表達困難、文化刺激較少、學習緩慢的

現象。 

王光宗（2004）研究發現，由於外籍母親無法閱讀中文，不能配

合學校或班級的學習形式，造成子女在學習時有停頓。由於子女的日

常照顧者多數是外籍母親，而母親因為語言溝通或閱讀出現功能性障

礙，所以子女多數在語言發展呈現遲緩或刺激不足的現象。 

外籍新娘是影響其子女語言發展的關鍵人物；外籍新娘子女口語

表達能力不足導致學校生活困難重重；外籍新娘子女在同儕適應上並

未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家庭社經地位低落是影響外籍新娘子女學校

生活的重要因素（盧秀芳，2004）。 

陳烘玉（2004）研究提及外籍母親被誤認為外勞或菲傭，子女在

學校也受排擠。長期缺乏互動機會，無法學習同儕間相處模式，對子

女的人際關係發展將受影響。楊艾俐（2003）認為0-6歲是兒童智力

發展的關鍵期，但外籍母親的家庭多屬於文化或社經弱勢的家庭，對

子女照顧與教養缺乏充分資源，因此子女產生發展遲緩現象比例偏

高，導致學校生活適應與學習效果明顯落後情形。 

劉秀燕（2003）以質性研究中訪談外籍母親，指出大部分外籍母

親家庭，夫妻雙方教養態度與方式不佳，導致子女學習行為表現不

良。例如國語程度不好、不寫功課、上課不專心、被動、字跡潦草等，

其內在行為多屬沉默、沒信心、畏縮；外在表現則是坐不住、亂跑、

亂發脾氣、對師長不敬。 

根據台北市教育局的調查，截至九十二年十月止，在台北市國小

內就讀的外籍配偶子女（含外籍與大陸籍）約 2,199 人，佔全市的

1.14﹪，其中有三成學業適應欠佳，二成生活適應欠佳。分析外籍及

大陸配偶子女適應欠佳問題，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下列三方面：一、語

言溝通障礙，教育程度有限，無法有效教育其子女，影響子女心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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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學習意願。二、居於經濟弱勢，缺乏自我謀生能力，造成教育子

女的困難。三、限於文化差異，社交範圍有限，缺乏親職教育知能，

無法善盡教育子女之職責，不關心子女學業，形成子女適應程度上明

顯的落差，出現經常遲到、人際關係欠佳、作業缺交、被動懶散、無

法獨立完成課業等現象。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加以彙整，如表

2-10，從上述研究可知，影響外籍配偶子女生活適應的因素包含家庭

社經地位、語言溝通障礙、父母管教方式、文化差異與人際關係等，

吳清山（2004）也認為外籍母親家庭屬於經濟弱勢，在基本生活供應

不足與匱乏之下，影響對子女的健康照顧、醫療保健及刺激兒童發展

所需的生活環境，甚至影響對子女未來發展的期望。因此，瞭解與探

討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後生活適應情形，是相當值得研究的課題。 

 

表 2-10  外籍配偶子女生活適應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林璣萍 
2003  國小 

父親之社經地位父、母親之語文能力對子女的學校適

應有影響。 

柯淑慧 2004 
國小一年

級 

東南亞籍新娘子女在學校生活適應上，不因分佈地

區、年級、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 

陳金蓮 2005 國小 外籍配偶子女在自我概念上有較低的自我評價。 

陳碧容 2004 
國小三至

六年級 

1.東南亞籍新娘子女的學校生活適應都在中等以

上，而學習適應與同儕適應則低於整體適應。 

2.在學校生活適應以自我適應得分最高，學習適應得

分最低。 

3.家庭物質資源、母親教育期望、母親管教方式、父

母婚姻關係等，與學校生活適應間有正相關。 

    



 57

續表 2-10   

盧秀芳 2004 國小 
家庭社經地位低落是影響外籍新娘子女學校生活的

重要因素 

陳清花 2004 國小 

1.澎湖縣新移民女性子女生活適應均不低於澎湖縣

在地婚配所生子女。 

2.澎湖縣新移民女性家庭有低社經地位的傾向。 

黃琬玲  2004 國小 
家庭社經地位影響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的學習適應

情形。 

王雅萍 2004 國小 

與父母依附關係越好的外籍與本地配偶子女，其同儕

依附分數越高，與同儕的依附關係越佳其在班上的社

會喜好分數越高，社交地位亦較高。 

蔡奇璋 2004 
外籍配偶 

國小 

來台近十年，中文識字能力仍是外籍配偶最大的參與

障礙。 

張秋慧  2005 國中 

1.跨文化家庭子女的整體學習適應是中間偏佳，與本

地學生並無明顯不同。 

2.父母給予的教養是協助跨文化家庭子女學習適應

的重要資源。 

3.開明權威是幫助跨文化家庭子女適應學習的最佳

的教養方式。 

張維中  2005 
國小高年

級 

1.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的「同儕關係」會因「年

齡」、「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社經地位」而

有顯著差異；不同「父母教養態度」與其「同儕關係」

之相關情形出現差異。 

2.「父母教養態度」對外籍配偶國小高年級兒童的「同

儕關係」有顯著影響力。 

陳金蓮 2005 國小 
家庭社經地位低落是影響外籍配偶子女學校適應的

重要因素。 

黃雅芳 2005 國小 
新移民女性子女對於自己在學校生活各層面的表現

持正向認同。 

鍾文悌 2005 國小 

1.外籍配偶子女在整體生活適應上表現良好。 

2.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因性別不同有

所差異；女生較男生為佳。 

蔣金菊 2005 國小 新移民子女的自我適應良好。 

教育部 2005 國小 

1.5 成以上受訪學童學校生活適應良好，惟上課學習

互動一項不良者比率達 14.9%。 

2.女學生對學校生活各面向之適應表現均較男生佳 

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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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籍配偶學齡子女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對於外籍配偶來台後，因文化背景不一受限於各種因素，許多人

的都不懂中文，且大部分沒接受過台灣的基本教育，對台灣的社會、

文化認知不清，故在個人適應及子女教養上出現不少問題。也因為缺

乏適當的家庭教育，其子女形成學校中新的「學業低成就」族群。而

其自身及其家人在參與子女學習上皆有心理上的障礙，因經濟上屬弱

勢，無法為子女安排額外的學習活動（蔡奇璋，2004）。 

因此，林璣萍（2003）普查高雄市所有一、二年級外籍配偶子女

進入小學後的學習適應現況，以問卷方式調查研究，企圖釐清外籍母

親之子女在學習上是否真為弱勢族群，結果發現外籍母親子女整體學

習的確存在弱勢狀況，社經地位與國籍對學習適應造成影響，母親的

語文能力影響孩子學習等。 

鍾文悌（2004）在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小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之

相關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子女在學業表現上確實較為落後，中高年級

外籍配偶子女在數學、社會、自然與科技及學習適應上因社經地位不

同有所差異，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因年段不同有所差異。外籍新娘

子女在學業成就上，以語文發展能力較為遲緩，行為表現上，負面行

為表現較多，如打架、遊蕩、頂撞大人等等（劉秀燕，2003）。 

柯淑慧（2004）以基隆市國小一年級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本籍

母親之子女學業成就高於外籍母親之子女，尤其數學領域成就達顯著

差異，本籍母親之子女語文成就與數學成就呈顯著正相關，同時，外

籍母親家庭中父母親教育程度越高，越重視子女間互動。張秋慧

（2005）指出跨文化家庭子女在學習適應上「學習方法」、「學習態

度」較差，「學習環境」及「身心適應」情形較佳。 

盧秀芳（2004）針對三個研究對象，採以深度訪談及非參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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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探討在台外籍新娘子女家庭環境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發

現，外籍新娘子女在國語科目上的弱勢導致學習成就偏低。陳烘玉

（2004）研究台北縣新女性移民子女教育發展關注焦點時，運用問卷

加訪談方式，探討台北縣外籍母親之低年級與高年級子女在生活適應

情形與學業成績表現，結果發現有 34.5％的子女學業表現屬於弱勢。 

國內現有調查，彰化縣外籍母親所生子女比率高居全台之冠，這

些孩子上學後學習低成就比率高達三成。但外籍母親所生孩子，與在

地小孩的智商並沒有明顯差異，須從言語理解與運用及教養方式協助

外籍母親，才能解決下一代學習障礙所衍生的問題（李河錫，2004）。 

教育部統計處（2005）針對全國東南亞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小的

研究發現：一、受訪學童學習表現優良者首推語文領域，數學則殿後。

二、受訪學童語言發展遲緩者占8.2%，惟隨年級升高日益改善。三、

五成以上之受訪學童對學校生活各方面之適應狀況傾向良好，惟「上

課學習互動」乙項適應狀況不良比率14.9%居各項之首，為適應程度

稍弱。 

   有些研究也指出外籍配偶語言能力也影響孩子的學習成就，楊艾

俐（2003）研究發現外籍母親不會讀寫中文，無法教導子女，以低年

級而論，回家課業需要家長複習與協助的機會居高，但是外籍母親在

語言、閱讀和書寫能力相當有限，所以協助子女作業出現很大困擾，

造成子女在學習上吃力或落後現象。 

許殷誠（2005）指出現階段國小教師認為外籍母親由於中文能力

不足，對參與孩子課業的學習多呈現心有餘而力不足的現象。陳清花

（2004）認為外籍配偶子女有較多語文學習上的弱勢，個人的學習態

度與方式對學業成就影響亦大，母親華語能力對其子女學業成就有影

響，黃琬玲（2004）研究發現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國語表達能力影響其

子女語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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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劉秀燕（2003）採質性研究探討外籍新娘跨國選擇配偶、跨

文化適應衝擊、家庭環境等因素對其子女行為表現之影響，其研究結

果顯示：外籍配偶因為不會說國語，無法教導子女寫國字，進而影響

其子女學業成就表現低落，尤其是語文方面明顯較差。就兒童認知學

習而言，一切學習的基礎都因語文和識字能力而有所影響，換言之，

看不懂題意，則無法作答，因此，外籍配偶的教育背景將影響兒童未

來的學習。 

謝慶皇（2004）研究指出外籍配偶受限語言文字使用的限制，不

易參與子女課業學習活動，外籍配偶子女在注音符號、國語科的學業

成就表現，並未顯示受到不利的影響，外籍配偶中文語文程度，影響

其在教導子女課業方面的信心。 

    有些研究也指出外配偶子女的學習成就與本國籍學生差異不大， 

陳湘淇（2004）針對 50 位外籍配偶子女，以及 50 位社經地位及性

別相同的國小一年級外籍配偶子女，在智力、語文能力及學業成表現

研究結果指出，外籍配偶子女與對照組兒童在智力、語文能力、上下

學期各學習領域與整體學業成就表現上無顯著差異，只有一年級上學

期綜合活動領域表現達顯著水準，外籍配偶子女表現不如本國籍配偶

子女。蔣金菊（2005）認為新移民子女的學習成就並未較一般學生低，

成績呈現常態分布。 

蕭彩琴（2004）研究發現，在學業成就方面，外籍配偶子女與本

地子女及配對組相較之下，在國語、數學、生活課程、綜合活動以及

健康與體育五大課程領域的表現並沒有顯著差別。同時控制家庭背景

及社會地位變項，外籍配偶子女在生活課程領域的學業表現優於本地

子女。 

台北縣教育局（2004）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子女的語文成績，並

沒有明顯落後的現象，但是整體而言，外籍配偶子女的語文成績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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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教育程度與職業有較大的相關，也就是父母教育程度較低且職業

屬勞動階級者，其子女成績較差，而若是父母的教育程度較高，其子

女成績較則較好。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加以彙整，如表

2-11，綜合以上研究，外籍配偶子女的學業成就，受到父母語言能力、

父母教育程度和生活適應等因素的影響，有些研究指出外籍配偶子女

就讀國小階段，學業成就較差，但也有研究發現與本國籍學生差異不

大。隨著年齡增長、課程內容漸漸加深，對於逐年成長中的外籍配偶

子女進入國中後，試圖了解其自我概念與生活適應的概況，及其學業

成就表現與同儕差異的情形。而近年來相關研究中，大多以外籍配偶

本身為研究對象，且研究議題多偏向婚姻適應問題，缺乏直接探討外

籍配偶學齡子女的研究議題。 

 

表 2-11  外籍配偶子女學業適應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

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劉秀燕 2003 國小 
1.學業成就較低落，語言程度較差。 

2.以語文發展能力較為遲緩。 

林璣萍 2003  國小 存在整體學習弱勢的現況 

柯淑慧 2004 
國小一年

級 

1.本籍子女學業成就高於外籍子女，尤其數學領域成

就達顯著差異。 

2.本籍母親之子女語文成就與數學成就呈顯著正相

關。 

盧秀芳 2004 國小 
外籍新娘子女在國語科目上的弱勢導致學習成就偏

低。 

陳湘淇 2004 
國小一年

級 

外籍配偶子女與對照組兒童在智力、語文能力與整體

學業成就表現上無顯著差異 

謝慶皇 2004  國小 
外籍配偶子女家庭社經地位不佳，但對孩子學習成就

並未造成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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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1   

陳清花 2004 國小 
澎湖縣新移民女性子女在校學業成就、學習態度及生

活適應均不低於澎湖縣在地婚配所生子女。 

黃琬玲  

 
2004 國小 

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國語表達能力影響其子女語言發

展。 

蕭彩琴 2004 國小 
在學業成就方面，外籍與本地子女及配對組相較之

下，課程領域的表現並沒有顯著差別。 

蔡奇璋 2004 
外籍配偶 

國小 

外籍配偶家庭經濟上的弱勢，無法為子女安排額外的

學習活動。 

張維中  2005 
國小高年

級 

學業成績分佈呈常態；父親學歷和母親學歷都以高中

職佔大多數。 

許殷誠  2005 

國小外籍

配偶子女

級任教師 

1.家庭社經地位的弱勢並非是影響孩子學習表現的

主要因素，父母的教養態度才是關鍵。 

2.有較多語文學習上的弱勢，個人的學習態度與方式

對學業成就影響亦大。 

3.外籍母親由於中文能力不足，對參與孩子課業的學

習多呈現心有餘而力不足的現象。 

鍾文悌 2005 國小 

1.外籍配偶子女在學業表現上確實較為落後。 

2.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因性別不同有所差異；女生較

男生為佳。 

3.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因年段不同有所差異；各領

域平均數比較因學科領域不同略有差異。 

4.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呈顯著正相

關；亦即學業表現越佳，生活適應越好。 

蔣金菊 2005 國小 
新移民子女的學習成就並未較一般學生低，成績呈現

常態分布。 

教育部 2005 國小 

1.受訪學童在學業上之表現普遍良好， 

2.東南亞籍母親之語言溝通能力影響新臺灣之子的

學習表現。 

研究者自行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