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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移民女性子女在國中階段父母管教態度、人際關係及學業

成就之間的相關性，有關文獻將依父母管教態度、人際關係、學業成就之理論及

相關研究和新移民子女學習之相關研究等四部份，分別作相關性研究探討，茲分

述如下：  
 

 

       第一節   父母管教態度之理論及相關研究 

社會環境的變遷趨向多元開放，青少年在接受外界的影響後，孩子對父母而

言有愈來愈難管教傾向。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位導師，良好的親子關係可以協

助孩子適應困難及面對社會問題，父母所採用之管教子女的方式是否合宜，亦將

會對孩童健全人格基礎的建立，帶來深遠的影響（王鍾和，民 82）。孩子的學習

與成長，與父母的生活方式與態度有關。父母親是身教的提供者，孩子的一生就 

在你身教的影響下，決定其心智與精神的成長（鄭石岩，民 82）。父母觀念

不同自然對子女的管教態度可能也不同，但父母的想法也未必需要相同，彼此互

補各司其長，對成長中的青少年也是一種學習選擇，而新移民子女母親其成長背

景的不同、文化不同，本身對教養子女的態度及方式如何？又是如何的與狂飆期

的孩子相處？也是父母管教方式研究者探討的重點之一。 

     

一、父母管教態度的類型  

Sears（1957）認為父母管教方式本質上就是親子間的交互作用，包括父母的

態度、價值觀、興趣、情感、信念、照顧和訓練等行為。一般學者將父母管教方

式以向度區分為：單向度（single-dimension）、雙向度（two-dimension），以及多向

度（multi-dimension）的父母管教類型。茲提出相關學者對父母管教方式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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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並簡述其內涵如下： 

（一）單向度的父母管教類型： 

    1.Baldwin（1945）：接納（acceptance）、民主（democracy）、放任（indulgence） 

    2.Elder（1962）：獨斷（autorcrtic）、權威（authoritarian）、民主（democratic） 

平等（equalitarian）、溺愛（permissive）、放任（laissez faire）、忽視 

（igoring）。 

    3.Pumroy（1966）：放縱型父母（indulgent parents）、嚴厲型父母（diciplinarian 

parents）、拒絕型父母（rejecting parents）、保護型父母（protective 

parents ）。 

    4.賴保禎（1972）：拒絕、嚴格、溺愛、期待、矛盾、分歧。 

    5.張春興（1979）：寵愛、放任、嚴格、民主。 

（二）雙向度的父母管教類型： 

    1.Williams（1958）：（權威 authority、關懷 loving 向度）高權威高關懷、

高權威低關懷、低權威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 

    2. Schaefer（1959）：（關愛/敵意 loving/hosility、控制/自主 control/autonony）

自主關愛（自由、民主、合作）、控制關愛（過度關愛、過度保護、

過度放任）、控制敵意（苛求、對立、專制、獨裁）自主敵意（孤立、

冷淡、漠視）。 

    3.Roe & Siegelman（1963）：（關愛/拒絕 loving-rejecting、忽視/要求

casual-demanding）關愛--拒絕、忽視--要求。 

    4. Maccoby & Martin（1983）：（反應 responsiveness、要求 demanding）--

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 低反應高要求）、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 高反

應高要求）、寬鬆放任（indulgent 高反應低要求）、忽視冷漠（neglecting

低反應低要求） 

   5.吳麗娟（民 86）：（控制/允許、關愛/敵意）--權威控制、嚴格控制、拒

絕敵意、忽視忽略、放任縱容、民主平等、關愛接納、過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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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向度的父母管教類型： 

    1. Becker（1964）：縱容民主、神經質的焦慮、忽視、嚴格控制、權威性、

有效的組織、過度的保護 

    2. Hoffman（1977）：權利武斷、關愛撤回、誘導 

由上述各父母管教分類可知，單向度的分類無法顧及到其他面向，雙向度的

考慮較周密；而多向度的分類似乎又稍繁瑣。國內學者王鍾和（民 82）以 Maccoby 

& Martin（1983）所區分的四類型管教方式，對青少年所知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

所給予的反應、要求，將其整理成父母管教方式與經常表現行為，編製成一份父

母管教方式對照表，給予清楚表列，如表 2-1 父母管教方式與經常表現行為對照

表。 

 

表 2-1  父母管教態度與經常表現行為對照表 

父母管教方式        父母經常表現之行為 

 

  

忽視冷漠 

 

 

1.父母經常忙碌於自己的工作或活動，少有額外時間陪伴注

  意子女。 

2.只要不必長時間或精力與孩子相處或互動，任何事要求父

母去做，他們都十分願意。 

3.盡可能地與子女維持距離 

4.父母對於子女的需求常很快給予滿足以避免麻煩 

5.父母對於子女很少表示情感的支持及堅持的要求獲控制。

 

 

 

 

寬鬆放任 

1.父母已接納/容忍的態度面對子女表現出攻擊或發脾氣等 

的衝動行為。 

2.父母很少用懲罰或控制來強調自己的權威。 

3.父母很少對子女的態度或工作（家務）完成等方面有要求。

4.父母讓子女自己約束行為，且盡可能自己做決定。 

5.很少要求子女的日常作息（如睡覺、吃飯、看電視的時間）

6.父母對於子女給於多量的情感支持，但缺乏指導與要求。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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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父母管教方式與經常表現對照表                      (接前頁) 

 

 

 

專制權威 

 

 

 

 

 

1.父母對於子女的要求與多於子女對父母的要求。 

2.嚴格限制子女提出或表達自己的需求。 

3.盡量少提出或最好壓抑不說出自己的要求。 

4.父母以勒令孩子服從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 

5.父母的要求從未經過討論調查或討價還價的過程。 

6.父母十分重視自己的權威，且絕對盡力壓抑來自於子女的

異議或挑戰。 

7.子女作出與父母需求不同的事時，必會遭到嚴厲的處罰。

8.父母對於子女的態度為堅定且教導的，但較少感情投入。

開明權威 1.父母期望子女有成熟的行為表現，並對子女建立清楚的規

範準則。 

2.堅定地要求子女依照規範或準則必要實施以命令或處罰。

3.鼓勵子女的個別性及獨立性。 

4.親子間開放式的溝通 

5.親子雙方皆清楚地認知彼此的權利。  

6.親子雙方皆能對彼此合理的需求及觀點，給予反應或接

納。 

7.父母對於子女行為的要求是感性（支持）與理性（規定）

並存。 

資料來源：王鍾和（民 82） 

 

依上述研究父母管教方式論述，可知父母管教方式約區分為單向度、雙向

度及多向度三大類型，家庭為孩子最早學習的場所，家長管教態度是否直接影響

其人際關係及學習成就，正是本研究關切的焦點，而其中雙向度區分方式，不獨

斷不複雜，較能凸顯父母管教方式分類研究所需。 

本研究採 Maccoby & Martin（1983）之雙向度所區分的四類型管教方式，對

青少年所知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所給予的「反應」、「要求」，並配合學者王鍾和

的父母管教方式與經常表現行為對照表為依據，將父母管教方式區分為開放權

威、專制權威、寬鬆放任及忽視冷漠四類給予研究，如圖 2-1 父母管教分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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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與父母管教態度 

   在傳統上父親的角色一直是權威的代表，但時代的更迭及文化上的差異，新

移民女性對自己母親角色扮演所持的態度，值得我們研究，本研究將分別瞭解父

親、母親對於子女在管教上的態度是否有差異。 

（一）性別 

「重男輕女」的想法在傳統的社會中是根深蒂固，迎娶外籍新娘的男性大部

分來自於中下階層，是否依然對兒子有較大的期許，對女兒的想法是「女大不中

留」，而目前的新移民女性仍以東南亞居大部分，傳統的重男輕女的想法大致相

近，所以孩子的性別不同，在管教上父母的態度又是如何？青少年階段男女成長

的情形大不同，女生較為早熟，男生較為緩慢，而綜合國內外對子女性別的研究

（Lynn,1983；Marsiglio,1991；Cochran,1997；徐筱梅，民 84；簡志娟，民 85；

孫碧蓮，民 91；楊的祥，民 92；劉寶，民 92）指出性別的不同父母在管教方式

有不同的期許。 

 （二）子女數 

  中國人傳統觀念多子多孫多福氣，但有趣的是經常聽到有子女的父母說：

「第一個孩子照書養，第二個孩子照豬養 」子女的人數多寡影響教養孩子的態

度，而早期相關研究報告也提出子女人數多寡，對父母管教的態度是有所不同

的，子女人數愈多，父母對孩子付出的心力相對減少，或態度上較消極

反 
         寬鬆放任     開放權威 
應 
 
         忽視冷漠     專制權威 
 
                            要求 

圖 2-1 父母管教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依 Maccoby & Martin（1983）之雙向度所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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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well1981；Seward,Seward＆Yeatts1997；吳秋雯，民 85；范美珍，民 85）。

但臺灣在 95 年的新生兒人口比 10 年前短少 20 萬，整體少子化異質化的趨勢是

無可避免的現象，新移民子女數多寡影響父母教養的態度方式值得更進一步觀

察。 

（三）父母親教育程度 

「龍生龍，鳳生鳳，老鼠生的兒子會打洞」我們也常說這是「書香門第」那

是「醫生世家」足見傳統上父母親的教育程度似乎會複製給下一代。當然我們也

常說「歹竹出好筍」，說明有些低教育程度父母其孩子可能也有傑出或出乎意料

之外的好表現，可見影響教育子女的方式因素中，父母的教育程度的確是有其作

用，樊聯仁(民 88）指出高教育階層的父母較能培養子女獨立、問題解決能力，

並對孩子較有期許，孩子的成就較高；而低教育程度的父母權威性強亦無法給予

孩子較多課業或行為的指導。新移民子女的父母較多來自於勞工階層，其教育程

度如何反應教養方式，應有必要瞭解。 

（四）家庭經濟狀況 

家庭經濟的優劣會影響孩子的成長，文化資本的弱勢來自於環境的不利，弱

勢族群及經濟不利易造成學習不利。國外許多研究也顯示經濟較差的家庭，孩子

的學習較為困難（Bucan & BroksGunn,2000），有些學者也發現經濟不佳的父母，

其價值觀、信念、語言會影響其管教子女的態度（Hart&Risley,1995）。父母經

濟 佳 、 資 源 豐 富 愈 能 給 予 孩 子 多 元 不 同 的 投 資 ， 管 教 的 態 度 亦 不 同

（Miller&Davis,1997），家庭經濟不利的子女帶著貧窮文化的特點到大人的生活

圈，其自我價值、人際關係、均會造成學習的困擾，而父母的經濟不穩定在管教

態度上也較為冷漠忽視（Houston et al.,1994 ）。為三餐奔波忙錄，處於這種

不踏實的心理因素，與孩子的互動相對減少，但國中階段的青少年正是最重視同

儕的互動，比酷、比炫、比流行，但許多外在的事務是需要有好的經濟做為後盾。 

綜合國內近年相關研究亦指出中上階層的父母對子女較採關懷和愛護，而低

社經背景的父母對子女的管教態度較專制權威或冷漠忽視（彭偉峰，2005；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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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2005）。綜上所述，可知家庭子女性別家中子女人數、父母本身教育程度及

家庭經濟狀四者均對父母管教方式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值得關注。 

本研究歸納與父母管教態度較有關聯之子女性別、子女數、父母教育程度、

家庭經濟狀況等為新移民子女研究的背景變項，希望由此去瞭解目前新移民子女

父母管教差異情形及其相關狀況。      

 

三、父母管教態度與子女行為相關研究  

許多國外研究指出，父母管教方式採用嚴格要求，子女反抗心較強，以拒絕、

冷酷、控制的態度，也會造成子女自卑、焦慮、退縮、過分順從、無安全感、攻

擊性強或反社會行為（Patterson，1986），之後也提出專制獨裁的父母會產生攻擊

性強的子女。（Lamborn, Mounts, Steinberg，1991；Maccoby & Martin，1983）。茲針

對國內研究父母管教方式相關文獻整理如下表： 

 

表 2-2 父母管教態度相關文獻整理 

研究者 研究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 

羅惠筠 1979 父母管教方式與少年的生

活適應 

父親採權威、控制的管教或母

親採專斷、控制均會造成國中

生子女適應不良。 

王鍾和 1993 家庭結構、父母管教方式

與子女行為表現  

父母管教方式不同，子女行為

表現有顯著差異。 

黃拓榮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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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管教方式的不同，國中生

之自我概念、失敗容忍有顯著

差異。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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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父母管教態度相關文獻整理                (接前頁) 

鄭惠萍 2002 雙 親 教 養 態 度 、 人 格 特

質、社會支持、生活事件

與青少年心理健康。 

雙親教養態度影響子女人格

發展，進而影響青少年健康，

因此雙親教養態度之關懷是

影響青少年心理健康變項之

一 

劉俊良 2002 父母管教方式、依附關係

對國中生偏差行為之相關

研究 

國中生的偏差行為因父母管

教不同而有差異 

楊的祥 2003 父母管教方式、教師批

判思考教學行為與國小

學童批判能力之相關研

究 

父母管教方式，在批判思考

的技巧能力上，不論是父親

或母親無法對其技巧能力

產生顯著的影響。 

韋乃鳳 2004 台中市國小高年級學童父

母管教方式、人格特質對

心理健康影響之研究 

採開明權威型及寬鬆放任型

管教方式者，其心理健康均優

於採專制權威及忽視冷漠型

的管教方式 

羅樊妮 2004 父母管教方式、異性交往

之親子溝通與青少年異性

交往態度之相關研究 

父母管教方式之反應與異性

交往態度呈顯著相關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整理資料，可知國內外學者研究均顯示，父母管教態度，確實對

其子女行為表現、自我概念、心理建康及異性交往態度等呈現顯著相關，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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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試圖再次確認父母管教方式與新移民子女在家庭及學校之人際關係具某種程

度之相關。 

 

四、父母管教態度與子女學業成就相關研究 

    親子間的相處，本身既是生活又是教育。因此父母的態度深深地影響孩子的

學習和人格的發展。父母親最重要的教導態度是開放、允許和支持。開放表示你

能接納孩子，善於和孩子溝通，放下自己的成見。所以你能真正了解孩子，有機

會接觸到孩子的內心世界，並掌握時機予以指導。其次，允許表示你能誘導孩子

自動自發，能提供機會讓他試探，增強孩子的信心和自我的功能。支持就是你能

維持孩子的自尊，鼓勵孩子積極向上（鄭石岩，民 82）。 

   「我選擇對孩子『狠』在前頭，而不希望他們被環境『狠』在後面！我們其

實不是『快樂學習』而是認真學習，有計畫性的學習，最後是『快樂的收穫』。」

徐權鼎（民 2006）在「我這樣教出資優兒」一書中提及教養的態度和方法；而

周弘（民 2000）在「賞識你的孩子」一書中也提及「賞識導致成功，抱怨導致

失敗。不是好孩子需要賞識，而是賞識使他們變得越來越好；不是壞孩子該受抱

怨，而是抱怨使他們越來越壞。」對其教養孩子的態度明白的表示以「賞識」為

其出發點。 

林清江（民 73）對家庭環境背景分析得知，父母教育態度對子女學業成就

最有影響；因為父母的教育態度良好，會對子女教育多加關懷，雖其本身的職業

和教育程度偏低，子女仍有機會接受較高的教育，很多低社經背景的學生，雖然

家庭環境不佳，卻受到父母以鼓勵的方式管教，學業成績亦表現十分優異。只要

父母管教方式支持、開放，肯投資較多的心血於教育孩子上，可以預期子女學業

成就有較好的表現。 

綜上所述，相關研究均顯示父母管教方式與子女學業成就有相關存在，本研

究瞭解新移民父母管教方式現況，並進一步驗證是否與其子女學業成就有某種程

度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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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人際關係理論及相關研究 

  

人際關係是人的基本需求，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對自我的肯定。人際關

係包含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包含了彼此互動的情感連結。國內外的研究者已

經累積了不少的研究成果，今就青少年與父母、同儕、師生間人際關係的相關理

論及內涵，作概要探討說明。 

 

一、人際關係的定義 

社會是人際互動的過程，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是人與人

之間在活動過程中直接的心理上的感受關係，或心理上的距離。人際關係反映了

個人或群體尋求滿足其社會需要的心理狀態，因此，人際關係的變化與發展決定

於雙方社會需要滿足的程度（時蓉華，民 85）。人際間的互動是不可避免，而人

類最初體驗的第一個關係，就是與母親那與生俱來的親近感，而後父母、家庭、

教師、同學、朋友、社會。 

林淑華（民 91）提出人際關係良好與否，主要是決定於彼此對他人或事物

的觀點是否一致，如果無法和他人達成平衡時，則會阻礙健全和諧的人際關係發

展。人與人之間的交互歷程，如果產生不愉快的感覺，彼此的信賴或是聯繫都會

形成困惱。 

 

二、人際關係的理論 

    從建立人際關係的動機來看，人際關係的主要理論有人際需要的三維理論和

社會交換理論（摘自時蓉華，民 85）。 

   （一）人際三維理論 

舒茲（Schutz,1958）提出人際需要的三維理論，即個體在社會活動中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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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包容的需要、支配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摘自時蓉華，民 85） 

      1.包容的需要（inclusive need）主要是關於群體情境中個體隸屬問題。

在家庭裡，如果孩子與父母的聯繫較多，那麼她們之間將形成肯定性關係，如果

孩子與父母的聯繫和交往較少，他們之間即產生否定性關係。當孩子充份地融合

到家庭關係中，他們感到無憂無慮，不會產生任何焦慮；反之，當孩子受到忽視，

沒有與家庭群體充份融合時，他就會產生焦慮。在焦慮狀態下，孩子要麼退到自

己孤獨的小天地中，要麼主動與群體成員親密交往，以達到融合的程度。 

       2.支配的需要（dominance need）指個體在權力問題上與他人建立並滿

意關係的需要。在孩子與父母的關係中，有的父母完全控制孩子，獨攬大權；有

的父母允許孩子自己做出一切決定，不干涉孩子的行為。過分對孩子進行支配，

或對孩子過分放縱，都會使其產生防禦行為。 

        3.情感的需要（need for affection）指個體與他人的關係中建立並維

持親密的情緒聯繫的需要。舒茲將這種需要定義為討人喜歡、受人喜愛的需要。

情感需要可以表現為積極的，也可以表現為消極的。因此，孩子與父母的關係可

能具有親熱、贊許、愛等積極特徵，也可能有冷淡、緊張和排斥等消極特徵。如

果孩子缺乏足夠的情緒接納，他就可能產生退縮行為，及避免與他人有密切的關

係，也可能與別人只保持膚淺友好關係，或表面上與別人很好，內心卻不一樣。 

        舒茲指出上述需要都可以轉化為動機，產生一定行為傾向，建立一定的

人際關係。根據個體在與雙親的關係中需要滿足的程度，劃分為三種基本的人際

行為：（摘自時蓉華，民 85） 

        1. 包容的行為：如果孩子的包容行為沒有達到適當的滿足，就會在人

際關係中產生低社會行為或超社會行為。低社會行為（undersocial behavior）

的特點是內傾、退縮、避免與他人建立關係，拒絕加入群體中。超社會行為

（oversocial behavior）的特點呈外向，經常向外與他人進行接觸，其行為是

表現性的，例如大聲的講話，吸引他人注意，將自己意願強加於人等。  

        2.支配行為：可以歸結為人們之間進行決策的過程。他分為拒絕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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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型和民主型三種。拒絕型（abdicrat）的人傾向於謙虛、服從，在與他人交往

時拒絕權力和責任。獨裁型（autocract）的特點是好支配、控制他人，喜歡最

高的權力地位。這種人喜歡做決定，為自己也為任何人做決定。民主型（democrat）

是理想的類型，能順利解決人際關係中與控制有關的問題，能根據情況適當地確

定自己的地位和權力範圍。 

        3.情感行為：舒茲認為情感是兩個人之間緊密的情緒聯繫，雙親與兒童

在情感上不適當的關係可能產生低個人行為或超個人行為，而理想的情緒關係則

產生合宜的個人行為。低個人行為與人保持一定的情緒距離並希望別人對他也這

樣，而超個人類型希望與別人有密切的聯繫並嘗試建立彼此的關係。 

        綜合上述行為，舒茲組合六種人際關係模式： 

 

      表 2-3 人際關係行為模式 

    行為傾向      

需要                   主動性                 被動性 

 

       包容               主動與他人交往          期待他人接納自己 

 

       支配               支配他人                希望他人引導 

  

       感情               主動表示友愛            等待他人對自己親密 

    

 

資料引自時蓉華（民 85） 

 

(二) 社會交換理論 

     社會學家霍曼斯（Homans,1958）提出社會交換理論，強調社會互動的過程

中社會行為是一種商品交換，而交換的商品不僅僅只是物質的交換，而是像贊

許、榮譽或聲望等非物質商品的交換。 

     而著名人本心理學家馬斯洛（Maslow）把需求分成生理的需求、安全的需

求、愛和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的實現需求五類，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

高層次。茲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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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理的需求 

     是個體最基本的需要，也是人類最優先要滿足的需要，對食物、水、空氣

和房子等都是生存基本生理需求，這類需求的級別最低，人們在轉向較高層次的

需求之前，總是儘力滿足這類需求，但現今仍有很多人連最基本的需求都達不到。 

     2.安全的需求 

     人們安全需求包括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或疾病等的

需求，和生理需求一樣，沒有得到滿足之前，人們最關心的就是這類型的需求。 

     3. 愛和隸屬的需求 

     包括對友誼、愛情以及隸屬關係的需求，當生理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 

時當社交需求成為主要的動力時，人們尋找和建立溫馨和諧人際關係的機會，能

夠提供人與人間社交往來機會。為追求滿足這類需求時，通常會主動採取支持與

贊許的態度，也有人稱為社交需求。 

    4.尊重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自己的認可

與尊重，當人們得到這需求時，不僅贏得了人們的尊重，其內心對自己價值滿足

而充滿自信、愉快有成就感，不能滿足這類需求，就會使他們感到失望或沮喪，

甚至產生對自我的否定而失去自信。 

    5.自我實現的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的目標是對自我目標實現而達到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或是發揮潛能，達到自我實現的人，能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能

夠獨立完成事情，對自我有自信且解決問題能力強，自覺性提高。當然自我實現

的人可能過分關注這種最高層次的需求的滿足，以致於自覺或不自覺地放棄滿足

較低層次的需求。 

    就上述理論而言，青少年的人際需求若能滿足或達到需求，其生活或未來適

應都較能順利得到自我肯定。對於新移民子女，其青少年階段，本研究的人際關

係範圍包括了：與父母關係、與同儕（朋友）關係、與師生關係、與兄弟姐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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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此四種關係作為問卷的探討向度。 

三、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 

    （一）與父母關係 

孩子最早的人際關係就是與父母之間的互動，而家庭是青少年社會化的重

要地方，也是個體基本的生理、心理需求滿足。陳立人、鄭宇樑（民 83）認為

親子關係可視為父母管教的態度和方式，包括父母的信念、習慣、興趣、價值觀

及父母對子女照顧模式都會交互影響。 

林妙娟（民 77）指出父母與子女的互動所構成的一種人際關係，是個體一

生中最早接觸，而親子的互動是藉由肢體或非肢體的方式，讓個體可以感受到父

母的身體語言、心理互動而產生影響。 

    羅瑞玉（民 85）的研究發現，父母管教態度是開明權威，學生利社會行為

的傾向優於其它管教方式的學生；父母管教態度是忽視冷漠的學生，其利社會行

為傾向最低。父母的管教態度以開明、支持、引導有助於學生個體的發展並增強

其社會能力；反之，父母若忽視、冷默、缺乏引導，學生表現常有社交及人際關

係的困擾。 

    蘇建文（民 86）的研究指出，在青少年階段與父母之間關係愈好，對其人

際關係亦較為良好；反之，青少年與父母之間關係不良，也較易對友伴產生疏離

感及不滿。 

    孫淑琴（民 89）調查 918 名國小學童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對其同儕衝突處理

的相關研究，也發現與父母的關係愈佳其與同儕的相處品質較好，且對自我認同

較高有自信；與父母有疏離感的學童也會對同學產生疏離感，對自我信賴感較低。 

    綜合上述，父母教養子女或與子女的互動對孩子與他人的互動是有顯著相

關，父母忽視、冷默的態度易造成孩子與同伴之間產生疏離，父母的態度是開明

權威，學生較能表現利社會行為。  

   （二）與同儕關係 

    俗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們也發現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會對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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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老師說…」但到了青少年階段則是「我同學說…」，所以同儕關係對青少年

而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影響青少年同儕關係因素，黃德祥（民 83）提出影

響青少年友誼發展和形成因素有：性別、年齡、身體吸引力、社會活動及個人特

質。 

    1. 性別、年齡：青少年階段的女生能建立自己的認同感，重視愛、個人與

社會親密，以及信守承諾；男重視地位、權力、領袖與自主。在青少年前期同性

朋友交往最為明顯，到高中末期異性朋友之間的選擇逐漸增加。        

   2.身體吸引力：一般而言兒童會選擇較具吸引力的同學為友，外表長相越好

越受歡迎。 

   3.社會活動：參與社會活動能提供兒童與青少年交友的機會，藉由相同的興

趣、相似的價值觀與共同的活動，有助於融入團體，受到他人的歡迎。 

   4.個人特質：一般而言，受歡迎的男生人格較有自信、自尊而且傾向於內控；

而受歡迎的女生之特質依循社會需求較文雅。 

     石培欣（民 89）研究指出良好的同儕關係，個體不但與同儕相處愉快，在

情感上也能獲得支持，有助於了解自我，其正向行為會增加，環境適應力亦較佳，

對人格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鄭夙雅（民 89）指出青少年若欠缺與人相處的技巧或是溝通的能力，易與

人發生衝突、結怨或互看對方不順眼，而產生許多校園暴力事件，若能改變青少

年與人溝通的技巧，或是和同儕相處的技巧，青少年較能肯定自我。 

     李雅芬（民 92）以屏東縣 978 位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受歡迎與被拒

絕兒童社交技巧生活適應之比較，發現受歡迎兒童在社交技巧及生活適應整體或

各層面上表現，皆明顯比被拒絕兒童好，而且國小兒童的社交技巧及生活適應情

形有明顯的正相關存在。 

     Schmuck & Schmuck（1997）認為學生被班級吸引且感到被接受，便會經驗

到自尊的提升，其關鍵在於同儕之間的支持，和同儕在一起覺得舒服是學業成功

之鑰，人際支持可促進學生成就努力及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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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同儕之間良好的互動可以讓學生有更好的生活適應與較好的人格

發展。個體也能在學習的過程能夠得到協助，愉快生活、肯定自我。  

     （三）師生關係 

  Ashton 等人(1983)研究發現，良好的師生關係不僅可以助長教學成果，而

且可以提昇學生的效能感；反之，不良的師生關係不僅有礙於教學活動的進行而

降低教學效果，而且對學生學習效能感更有不利的影響，師生關係可見之於教師

對學生的管理方式。Thompson(1988)發現，低效能感教師花更多的時間於教室管

理。Ashton 與 Webb(1986)對中學教師觀察研究之後指出，低效能感教師以衝突及

控制的觀點看待教室情境，懲罰、威脅或公然讓學生出醜是他們管理策略的特

色；反之，高效能感教師的師生關係則較為輕鬆而友善，教師信任學生，遇到問

題能以更積極的有效的方式處理。 

師生溝通中，通常以教師為主體，以學生為客體，由教師來引導學生。而贏

得學生的信服、接納是師生溝通效能的最先決條件。黃義良（民 90）提出馬丁．

布伯(Martin Buber，l878-1965)思想對師生關係及訓輔工作的啟示：  

1.對於師生關係的啟示：建立良善的「我－汝」師生關係「關係是真實人生

的搖籃」，基於此，教師對學生首先應尊重學生之獨一性，且須真誠，願意指引

他走上正確的道路，教師也必須相信學生對學習和探索其所面對的世界是有興趣

的。在此條件下，學生接受教師通過一定的生活經驗和樣式所給予的指導（趙祥

麟，民 84）。 

2.「人觀」的觀點 

  為免除「物化」的教育，「人觀」顯得別具意義，亦即擺脫「我它」的師生

關係，代之以「我汝」的新人際哲學，為此，在教學實施前，與學生開誠佈公，

達成同理心（empathy），建立「啟蒙」的相遇關係，是重要的前置工作，也是

對話（dialogue）的基礎。 

3.教師真誠地自我表達－「分享」 

  教師在施教的同時，應該真誠地表明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此點甚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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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非只是提供一種學理上的絕對概念。經由教師的「分享」繼而達成全員的

「共享」。 

4.對話的教學情境 

 「對話」意味著把教學看成是兩個人之間的會話，也就是師生雙方都參加，相

互交流的體驗。  

綜合上述，師生關係是導致學生成長、學習、適應及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師生關係和諧，通常學生的表現也多積極正向；師生關係不和諧，通常學生容易

故態復萌、陽奉陰違、消極負向等不當行為層出不窮。 

 

(四)與兄弟姐妹關係 

兄弟姐妹彼此擁有共同的親人、環境與生活方式，由於朝夕相處，而且又

是隨時一起玩耍的伙伴，自然會產生親密的感情。然而，由於共同分享著爸媽的

愛與關懷，容易形成一種既友好又競爭的微妙關係，手足之情對個人的童年、成

年期，乃至於個人行為及家庭模式，對一個人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具深遠的影

響。因為手足間夾雜著種種情緒是既豐富又複雜。珍‧迪克與珍‧史迪森(2003)

指出，手足之間會有「愛、崇拜、恨、羨慕、害怕、喜悅、保護對方、被惹怒、

溫暖、快樂、驕傲等的感受」。因此，手足間的相處方式不僅影響一個人看待自

己的態度，也會影響其日後與他人的相處方式。 

珍‧迪克與珍‧史迪森還指出，父母的教養態度對手足關係有深遠的影

響，父母若能在早期協助孩子建立和諧的手足關係，對孩子日後的情感表達與人

際相處，會有很大的助益。 

    涂筱姍(2006)「資優生手足」手足關係之研究發現資優生的手足關係除了有

特殊的親密感情之外，也有競爭與敵意，一方面身為資優生的手足感到光榮與崇

拜，另一方面卻也因此感到嫉妒、怨恨。 顯示手足關係充滿愛恨夾雜並存特質。

研究指出手足之間的互動面向並非單一且固定，而是多元且變動的狀態。發現手

足關係會隨著不同年齡、發展課題等階段而變化，歸納出「學前國小階段如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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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國中課業競爭」、「高中發展同儕關係」，以及「大學之後逐漸平等」等四

階段。手足關係也受到生命歷程中一些特殊的事件與經驗，例如離家、聯考結果、

失落經驗等影響。手足關係也受到重要他人態度、出生序、性別以及親子關係等

因素而變化。 

陳若男(1993)兒童手足關係與友誼關係之研究發現兒童的手足關係是其社

會化歷程的重要基礎，而友誼的互動經驗更對兒童生活適應及健全發展有著極重

要的影響。主要研究結果發現兒童手足關係知因性別而有顯著差異。女生在手足

關係的正向互動特質及親密感高於男生，而男生則在「衝突／敵意」、「競爭」、「支

配」之互動特質高於女生。不同排行的兒童在手足關係的知覺上有顯著差異。對

排行老大的兒童而言，其在手足關係的知覺上同時兼含正向與負向的感受。一方

面對弟妹照顧，另一方面卻覺得手足間有有較多的「衝突／敵意」及「競爭」行

為。當兒童在手足關係的知覺愈親密時，其在友誼關係的知覺也愈親密。 

林麗玲(2006)青少年家人關係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發現，青少年在知覺家

人關係現況上，青少年知覺相當程度的與母親依附之「安全共感」和「信任尊重」、

父母共親職之「支持合作」、與父親依附之「信任尊重」、和手足「互助分享」，

而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衝突」、父母共親職之「批評抵制」、以及與父親依附之

「安全共感」的程度不高。 

    由以上研究探究可知，與手足關係是其社會化歷程的重要基礎，父母的教養

態度及其成長環境對手足關係有深遠的影響，故本研究也將其納入人際關係向

度，並以較易理解的與兄弟姐妹關係述說。 

 
 

綜上所述，可知人際關係乃人與人互動，社會行為的一種模式，大到足以

影響個體一生發展，小則關係個體適應生存；國內外學者著力於理論外，更對成

長中青少年與父母親關係、與同儕關係及師生關係、與手足關係或多或少均對學

習成就或人格成長呈現顯著相關，故本研究人際關係方面研究分別為「與父母關



 29

係、與同儕關係、與師長關係、與兄弟姐妹關係」四個向度，欲借此瞭解新移民

子女在國中階段人際關係情形及對學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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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學業成就之函義及其相關研究 

 

一、學業成就的函義 

   張春興（1998）指出「學習」是指個體經由練習或經驗，使其行為或行為潛

能產生較為持久的改變歷程；「成就」則是指個人的先天遺傳基礎，在後天環境

下努力學習的結果，使得個人在某方面所表現的實際能力。 

學業成績在臺灣的傳統升學主義、文憑掛帥的社會中是父母重視與關注的焦

點，「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想法驅使下，許多父母容易將自己子女的學

業成就作為炫耀項目之一。而在講究文憑學歷的近代社會裡，教育往往是影響職

業最重要之因素(Blau and Duncan,1967；蔡淑鈴，1986)。因此，許多父母親會受

此種觀念之影響，更加希望自己的子女能夠接受更高的教育，以便將來在社會上

能取得較好的職業較高的地位，學校學業上的成就自然易成為父母的關注期望指

標之一。而新移民子女到了國中階段其學業成就是否與一般學生有落差，父母管

教方式、人際關係是否相互影響，是本研究欲探索的目的。  

    

二、影響學業成就因素之相關研究  

Blau and Duncan(1967)提出，在文憑學歷為首要的現代社會裡，教育是影響職

業最重要之因素；而教育成就的高低通常端賴於學童的學業表現而定。國中生的

課業問題有其普遍性(吳武典，民 86)，不論是高成就動機或低成就動機的學生，

往往因「課業問題」而影響其身心狀況甚鉅，故此，著力於如何幫助國中生在學

校中的學習意願與成效，實為各個學校與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之責任。中外許多

學者均針對家庭背景因素、性別、種族、地區等因素探討學業成就差異的現象(張

淑美，1994)。 

王財印（2000）將影響學業成就分為四個部份：1.身心因素：學生健康狀況、

智力、性向、動機、適應等。2.家庭因素：包括加庭環境、家庭結構、父母管教



 31

方式。3.學校因素：學校環境、教學內涵、教師特質、期望。4.社會因素：社會

結構、文化、經濟。李美慧（2003）指出高學業成就的學生在父母管教方式上是

屬於專制權威、在自我概念上也屬於高自我概念型，學業成就與父母管教方式與

自我概念都有顯著相關。 

謝孟穎（2001）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具有密切的關聯性；吳秋鋒

（2001）不同背景變項的父母在參與子女的學習都有顯著的差異，教育程度愈

高的父母愈投入於孩子的學習活動。 

吳孟娟（2005）對國中外籍配偶子女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研究分析出其國

中外籍配偶子女學業成就最高的是國文，最低的是數學。背景變項（性別、年級、

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居住狀況、經濟狀況、父母管教方式）在學業成

就上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以性別、家庭經濟背景、父母管教態度、人際關係等進行探討新移民

子女學業成就情形。 

（一）性別 

中外有些研究已分別從心理學和社會學的觀點來探討性別對成就抱負的影

響；蔡淑鈴與瞿海源(1988)就以臺大學生為分析對象，於課堂上進行問卷調查來

探討性別與教育抱負的關聯性，發現即便控制了家庭背景因素後，女性之教育抱

負水準仍低於男性。但在國中小階段許多研究發現女生學業成就優於男生的學業

成就（邱霓敏，2001；陳江水，2003；張錦鶴，2003）；吳孟娟（2005）研究對

國中階段的外籍子女國文、英文女生優於男生。 

（二）家庭經濟背景 

謝孟穎(2003)也針對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關聯性研究做出說明，此

研究乃是採用「學生學業成就調查表」及「學生家長社經背景問卷調查表」，對

學生及家長進行深度訪談，該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家長之社經背景對於學生各科

(國語、數學、社會、自然等)學業成就的表現存有明顯的差異性。不同的家庭背

景的確反映出學生教育與學業成就的差別，家庭背景較好的往往有助於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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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與學業成就（王天佑，2000；Gang & Klaus,2000；黃毅志，2002 ）。 

（三）父母管教態度 

黃富順（1973）指出如果父母的管教態度充滿愛和溫暖，強調感情和瞭解，

並且按子女的興趣給予合理的滿足，則學童在校會有較佳的表現。黃琪媚（2004）

研究發現父母親管教方式和學業成就有相關存在，採取「專制型」管教方式，則

國中生較傾向於「運氣」，學習壓力也比較大；採取「民主型」管教方式，則國

中生較不會傾向於「運氣」，而比較會傾向於「努力」和「能力」；採取「放任型」

管教方式，則國中生的學習壓力低；採取「不干涉型」管教方式，則國中生的學

業成就低。 

（四）人際關係 

Goodenow（1993）發現支持的人際關係與學生學業成就有關，而蔡金鈴（2004）

針對彰化縣國中生研究發現人際關係各層面之間皆有顯著相關，表示親子關係、

同儕關係、師生關係的心理親近需求程度越高、互動的情感品質越正向，則學生

的學業成就越高。而造成各類關係的「心理親近需求」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的原

因可能是這類學生有較高的成就動機，想要藉由學業成就上的好表現，得到他人

的親近以獲得人際關係的滿足感。 

綜上所述，影響學業成就因素有很多，父母的重視、關懷；良好師生之間的

互動、有同儕的陪伴與支持、家人的支持與協助，都能帶給個體有更佳的學習成

就與學習動力。新移民子女在未來的學習之旅，其成就值得關注與投入資源改善。 

 

三 、學業成就的評量 

簡茂發（1985）認為學業成就的評量主要功能有四點：1.瞭解學生的學習程

度與階段學習成果。2.診斷學生的學習過程及困難。3.作為教師自我評估教學效

能的依據。4.觀察學生學習的歷程作為啟動學生潛能的參考。  

在評定「學業成就」學校期末成績是最常被使用於評定學生學業成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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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它是最容易被瞭解的一個指標外，清晰傳達學習的結果和目前所具備得能力

狀況。（王文中、呂金燮、吳毓瑩、張郁雯、張淑慧，1999） 

秦夢群（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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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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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動機外，作品展現在網頁，也算是一種學習

評量的方法。 

 綜上述，學業評量的方式可採多樣的方式來評估學生的結果，將有助於學

生自我理解學習的情形，本研究亦以新移民子女在校成績為研究依據，惟受限時

間及取得因素，並且基於兼顧工具學科對學習潛能及效果影響較重大的認知科學

理論，僅選擇新移民子女九十五學年度上學期學期在學校學習的三大主要傳統升

學指標工具學科領域課程包括：國文、英文、數學學期總平均成績為研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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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移民子女就學與相關研究之探討 

 
 

近年來，台灣人口結構產生少子化、異質化、老年化等的急驟變化，異質化

部分，可朔自 1970 年代台灣經濟起飛，適逢當時人口結構男多於女，比率不均

且女性不婚族增加，帶動媒介東南亞及大陸港澳地區女性以供台灣男子求偶需

求，1980 年代以後，引進外勞及投資東南亞國家漸成風氣，遂導致外籍新娘逐

年增加。 

由於婚姻中「婚姻坡度」的上嫁婚配現象存在，使得台灣社經地位較低、偏

遠地區、身心障礙或年紀偏高男子，不易在國內覓得適當配偶對象(夏曉

鵑,2002)。另依據內政部公佈統計資料顯示，2003 年出生嬰兒中，外籍所生者佔

13.4%，意即每 7.5 個嬰兒中，就有一個是外籍新娘子女；截至 2006 年底止，外

籍配偶已達 38.4 萬人，已超越原住民人口，而這股新移民風潮正默默在改變台

灣未來社會的面貌，各方面資訊顯示，外籍新娘及其子女屬弱勢中之弱勢，其本

身及子女的生活適應為當前社會重要的新興議題，值得大家一起來關心及重視。

至於「外籍配偶」稱呼，給人有些排外及歧視感覺，對已歸化入籍本國之當事人

似乎不妥，財團法人婦女新知基金會遂於 2003 年為其辦理正名運動，讓當事人

有權「說自己」，最後「新移民女性」以最高票脫穎而出，本研究為尊重其自決，

即以「新移民女性」稱之，台灣新移民女性及其子女問題，即將影響我們生活，

其適應與否？父母管教態度方式與人際關係發展情形、學業成就等問題，在世界

而言，相對異質性高，極具學術及實務研究價值；至於本研究往後引用其他論文

地方，仍以外籍配偶或原稱呼引用，以示尊重。 

新移民女性的比率愈來愈多，也興起許多教育工作對此議題探討與研究，希

望對新移民子女了解，有關新移民子女的研究目前因時空背景，以幼兒階段或國

小階段居多，慢慢地這此孩子即將大量進入國中階段就學，而筆者從事國中教

學，希望藉由本研究對國中階段的新移民子女提出父母管教、人際關係及學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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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探討，作為未來研究及從事工作的參考。茲就教育部 95 年 12 月提供最新有

關的新移民子女相關資料分述如下： 

 

 

一、95 學年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數逾 8 萬人，較上年成長 33％。(表 2-4) 

 

根據最近產生之 95 學年統計，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數為 80,166

人，較上學年之 60,258 人增加 19,908 人，增幅高達 33.04％；其中包括國小生

70,797 人，較上學年增加 17,463 人，增幅為 32.74％，國中生 9,369 人，增加

2,445 人或 35.31％。如表 2-4，（教育部統計處，2006）。 

 

表 2-4 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數增減比較表 

學年別                總計          國小          中（含附設國中部）

95                   80166          70797                  9369 

94                   60258          53334                  6924  

較上年增減數         19908          17463                   2445   

較上年增減數%        33.04          32.74                   3531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 

 

 

二、4 年來國中、小學生數自 287 萬人降為 275 萬人，新移民子女學生數卻自 3

萬人成長為 8 萬人。(表 2-5) 

近 4 年來全國國中、小學生人數自 92 學年之 2870,076 人逐年遞減至 95 學

年之 2752,923 人，其中新移民子女學生數卻自 30,040 人成長為 80,166 人，所

占比率自 1.05%上升至 2.91%，成長近 1.8 倍。以國小學生數觀察，92 學年為 191 

2,791 人，至 95 學年減為 1800,281 人，減幅為 5.88%，惟新移民子女學生數卻

自 26,627 人陡增為 70,797 人，比率自 1.39%劇升至 3.93%；另外，國中學生數

4 年來微減 4,643 人，然新移民子女學生數則自 3,413 人激增至 9,369 人，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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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36%上升為 0.98%。總言之，由於少子化現象，使得就學總學生數年年陡降，

而新移民子女的就學人數卻不斷上升，異質化的產生已是不可避免必需面對的事

實。如表 2-5 

 

 

表 2-5 就讀國中小學生和新移民子女人數比率表 

  國中小      國中小            國小                   國中  

學年別  學生總數    新移民子女      新移民子女             新移民子女 

                  人數    比率      人數    比率           人數    比率 

 95 少  2752923  多 80166   2.91      70797     3.93           9369      0.98  

 94 漸  2783154  漸 60258   2.17       53334     2.91          6924      0.73  

 93     2840356     46411   1.63       40907     2.17          5504      0.58 

 92     2870076     30040   1.05       26627     1.39          3413      0.36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 

 

 

三、近 8 成國中、小新移民子女之父或母原生國籍來自大陸地區、越南及印尼。

（表 2-6） 

    以國籍別觀察，95 學年 80,166 位就讀國中、小之新移民子女中，其父或

母之原生國籍以來自大陸地區最多，計 28,776 人，占 35.9%，其次為印尼籍 18,107

人，占 22.59%，再次為越南籍 16,584 人，占 20.69%，三者合占 79.18%。以國小

分析，70,797 位新移民子女中，其父或母之原生國籍來自大陸地區者最多，計 2 

5,523 人，占 36.05%，其次為印尼籍 16,197 人，占 22.88%，再次為越南籍 15,819

人，占 22.34%，三者合占 81.56%，已逾八成；至於國中 9,369 位新移民子女中，

其父或母之原生國籍亦以來自大陸地區最多，計 3,253 人，占 34.72%，其次為印

尼籍 1,910 人，占 20.39%，再次為越南籍 765 人，占 8.17%，三者合占 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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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越南籍新移民女性的快速掘起，才最近幾年的事，可望自 96 學年起取代印

尼成為國內僅次於大陸地區的原生國籍。表 2-6（教育部統計處，2006） 

 

表 2-6  新移民女性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人數—按國籍別分 

國籍別       總計             國小                    國中 

總計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80166   100.00      70797   100.00         9369      100.00 

大陸     28766    35.90      25523    36.05         3253       34.72 

越南     16584    20.69      15819    22.34          765        8.17 

印尼     18107    22.59      16197    22.88         1910       20.39  

泰國      3257     4.06       2576     3.64          681        7.27 

菲律賓    4500     5.61       3902     5.51          598        6.38  

柬埔寨    1134     1.41       1096     1.55           38        0.41  

日本      1057     1.32        690     0.97          367        3.92 

馬來西亞  1688     2.11       1158     1.64          530        5.66 

美國       561     0.70        430     0.61          131        1.40 

韓國       697     0.87        479     0.68          218        2.33  

緬甸      2007     2.50       1643     2.32          364        3.89  

新加坡     207     0.26        125     0.18           82        0.88   

加拿大     114     0.14         98     0.14           16        0.17  

其它      1477     1.84       1061     1.50          416        4.44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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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國國中新移民子女分散於 320 個鄉、鎮、市、區，排序前 10 名。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料顯示（2006），國中新移民子女 9,369 人中，亦分散於

全國 320 個鄉、鎮、市、區，如以人數多寡排序，前 10 名依序為中壢市（300

人）、桃園市（221 人）、中和市（215 人）、土城市（200 人）、板橋市（197 人）、

新店市（188 人）、新莊市（158 人）、平鎮市（152 人）、台北市文山區（143 人）

及龍潭鄉（129 人），計 1,903 人，占總數之 20.31%；其中桃園縣四鄉鎮入列，

可見桃園縣為新移民聚集縣市之一。 

另依據桃園縣政府教育局九十五學年度統計新移民女性子女就讀國中學生

人數資料顯示如下表 2-7，由表得知目前桃園縣國中學生人總數共計 81,311 人，

其中新移民子女有 1,378 人，佔總人數 1.69 百分比，國小目前學生總人數為

176,211 人，其中新移民子女有 8,027 人，新移民子女佔 4.56 百分比，可見國

小新移民人數比率日趨偏高，故隨國小生升上國中，新移民子女必然逐年增長。 

 

表 2-7  桃園縣九十五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學生人數—按學校分 

校名 
全校學生

(人) 

新移民學生

(人) 

新移民學生

佔全校(%) 

新移民學生 

佔全縣(%) 

平鎮高中 1927 10 0.52  0.01  

桃園國中 3417 19 0.56  0.02  

青溪國中 2463 24 0.97  0.03  

文昌國中 464 7 1.51  0.01  

建國國中 1892 39 2.06  0.05  

中興國中 3476 32 0.92  0.04  

慈文國中 2644 10 0.38  0.01  

福豐國中 2070 28 1.35  0.03  

同德國中 1886 17 0.90  0.02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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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桃園縣九十五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學生人數  (接前頁) 

校名 
全校學生

(人) 

新移民學生

(人) 

新移民學生

佔全校(%) 

新移民學生 

佔全縣(%) 

會稽國中 851 8 0.94  0.01  

大有國中 1324 22 1.66  0.03  

經國國中 0 0 0.00  0.00  

新明國中 1486 18 1.21  0.02  

龍岡國中 1328 89 6.70  0.11  

大崙國中 1079 28 2.59  0.03  

興南國中 871 28 3.21  0.03  

內壢國中 2838 24 0.85  0.03  

自強國中 2365 54 2.28  0.07  

東興國中 2994 9 0.30  0.01  

龍興國中 1413 22 1.56  0.03  

過嶺國中 0 0 0.00  0.00  

中壢國中 1506 41 2.72  0.05  

平鎮國中 2779 17 0.61  0.02  

平南國中 1797 38 2.11  0.05  

平興國中 2969 29 0.98  0.04  

東安國中 1097 29 2.64  0.04  

楊梅國中 2243 19 0.85  0.02  

仁美國中 1404 44 3.13  0.05  

富岡國中 388 6 1.55  0.01  

瑞原國中 382 10 2.62  0.01  

楊明國中 1013 15 1.48  0.02  

秀才分校 125 6 4.80  0.01  

楊光國中 1624 63 3.88  0.08  

瑞坪國中 0 0 0.00  0.00  

龍潭國中 1068 10 0.94  0.01  

凌雲國中 1622 56 3.45  0.07  

石門國中 1223 16 1.31  0.02  

武漢國中 1115 50 4.48  0.06  

大溪國中 1566 3 0.19  0.00  

大漢國中 223 8 3.59  0.01  

仁和國中 2337 43 1.84  0.05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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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桃園縣九十五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學生人數  (接前頁) 
 

校名 
全校學生

(人) 

新移民學生

(人) 

新移民學生

佔全校(%) 

新移民學生 

佔全縣(%) 

八德國中 1795 50 2.79  0.06  

大成國中 2615 36 1.38  0.04  

永豐高中 2640 25 0.95  0.03  

壽山國中 1495 21 1.40  0.03  

大崗國中 648 16 2.47  0.02  

幸福國中 476 12 2.52  0.01  

龜山國中 749 12 1.60  0.01  

迴龍國中 1104 38 3.44  0.05  

大竹國中 1227 17 1.39  0.02  

南崁高中 1465 23 1.57  0.03  

山腳國中 829 9 1.09  0.01  

光明國中 1830 42 2.30  0.05  

大園國中 2329 0 0.00  0.00  

竹圍國中 806 11 1.36  0.01  

觀音國中 474 22 4.64  0.03  

新坡國中 843 17 2.02  0.02  

草漯國中 680 9 1.32  0.01  

新屋國中 1445 13 0.90  0.02  

永安國中 104 5 4.81  0.01  

大坡國中 295 9 3.05  0.01  

介壽國中 225 0 0.00  0.00  

國中總計 81311 1378 1.69  1.69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教育局九十五學年度統計(2006.10) 
 
 

 

五、4 成 4 國中、小新移民子女集中於北部地區；其中國小占 42.6%；國中占 52.2%。 

 

以地區別觀察，95 學年國中、小新移民子女人數以北部地區最多，計 35,057

人，占 43.73%，其次為南部地區 21,749 人，占 27.13%；再次為中部地區 21,250

人，占 26.51%；東部及金馬地區計 2,110 人，僅占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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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自 87 年起新移民女性所生子女人數呈遞增趨勢，並均維持約 8

個出生人口中就有 1 位新移民子女，且集中於北部地區。就台灣目前的發展而

言，國人的出生率是下降，但新移民女性所生的子女持續向上攀高，相對於國人

生育趨向少子化，新移民的子女就學人數越來越多情形下，量變會產生質變教育

問題不容忽視。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應有其體認與學習，桃園縣新移民的人口以

桃園縣中壢市位居第一，目前桃園縣在縣內忠貞國小成立第一個新移民學習中

心，希望幫助新移民女性早日習慣理解台灣語言文化及解決生活環境適應、教養

孩子等問題。 

   

 

六、新移民子女語言學習 

語言是溝通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一項由高雄醫學院的研究指出，新移民女性

懷孕之後的產檢比本地婦女少 4—6 次，其影響的結果可能會造成胎兒異常的發

育，或是在成長上出現語言的學習障礙，除了先天可能造成的因素外，新移民女

性因本地語言的能力較弱，也致使新移民子女的字彙能力較低。 

劉秀燕（2003）採質性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女性因不會國語，無法教導子

女寫國字，進而影響其子女學業成就表現低落，尤其是語文方面較差。 

根據林璣萍（2003）研究指出，父母親之語文能力對子女學校適應有影響；

另黃婉玲（2004）指出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國語表達能力影響其子女語言發展。 

夏曉鵑（1997）指出對身處異國的外籍新娘而言，語言及文字所造成的障礙，

使其無法運用原先具有的讀寫能力，於所處的社會中從事各項活動，除了造成生

活上的不便外，更造成教育第二代的一大障礙。 

陳源湖（2003）指出，對其夫家而言，通常無法忍受媳婦以其母國語言進行

後代子女的教養工作。這群外籍配偶在語言及文字的障礙下，亦無法適度地參與

子女受教育系統的活動，無從提供其子女相關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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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計處（2005）對就讀國小階段樣本學生數 7159 人的新移民子女進

行調查，發現受訪學童語言發展遲緩占 8.2%，惟隨年級升高日益改善。外籍母

親語言溝通能力與受訪學童之語言發展有密切關係，溝通能力很差者致影響學童

之語言發展，其遲緩比率達 24.1%。 

綜合上述，新移民女性的語言溝通能力與其子女語言發展有密切的關係。而

良好的語言表達可以促進好的人際關係及生活學習，國中階段與同儕的互動是相

當重要，重視新移民子女溝通能力與人際關係，協助新移民子女學習是本研究努

力的方向。 

 

七、新移民子女課業學習相關研究 

    有關於新移民子女幼兒及國小階段的課業學習相關研究如下：為尊重研究者

研究，對新移民女性仍保持其外籍新娘等原研究者稱呼。 

（一）外籍新娘子女確實存在整體學習弱勢的現況。（林璣萍，2003） 

（二）外籍新娘的子女由於受到父母的社經地位較低、管教態度教放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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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籍配偶子女在學業表現上確實較為落後，低年級外籍配偶子女整體

學業表現與整體生活適應不因社經地位不同有所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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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則無差異。（鍾文悌，2005）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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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其璋，2004） 

茲相關新移民子女的學業適應相關研究如彙整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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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移民子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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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較低弱。 

                                    2.以語文發展能力較為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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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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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配偶子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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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學習成就未造成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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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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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學業成就方面，外籍配偶子女與本地子

女配對組相較之下，課程領域並無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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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都以高中職佔大都數。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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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新移民子女學業適應相關研究彙整表  (接前頁) 

研究者   研究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許殷誠  2005      國小外籍        1.家庭社經地位的弱勢並非是影響孩子 

配偶子女         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父母教養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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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文悌  2005      國小            1. 外籍配偶子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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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差異。 

                                     4. 外籍配偶子女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呈顯

著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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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呈常態分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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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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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新移民子女學業適應相關研究彙整表  (接前頁) 

研究者   研究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吳孟娟   2006      國中          1.國中外籍配偶子女學業成就最高的是

國文、最低的數學。 

                                2. 國中外籍配偶子女整體生活適應及各

層面的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

應、人際適應越好，國文、英文及數學

成就越高。 

資料引自吳孟娟（2006） 

 

綜合上述，新移民子女的在語言學習上有先天的弱勢，惟隨著年級升高 

會趨減此現象，可見教育有其一定影響力；而新移民子女的學業成就表現與生活

適應、交友情形、自我概念有顯著相關，人際關係與生活適應表現好者其學業成

就亦有較好趨勢。  

 

 

三、新移民子女人際關係相關研究 

（一）一些新台灣之子在進入公立幼稚園學校時，在團體學習中會明顯表現

出害羞、內向、沒有自信等人際間的適應問題。（張永吟，2003） 

（二）外籍新娘子女居於弱勢，其子女可能會受到其他社會成員的排斥，在

適應、自我認同方面遭遇到較多的困難，自尊也較低。（陳美惠， 2002） 

（三）針對台北縣新移民子女發展關注的研究指出：老師普遍認為新移民女

性子女在學校之「生活適應」在人際關係、同儕互動、師生互動、自信心等

方面與一般學生並無差異。（武曉霞、陳烘玉，2004） 

（四）新移民女性在台灣面臨飲食習慣、語言、生活習慣及人際互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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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困擾，其中以人際關係困擾最主要困擾，長期下來及產生情緒困擾，對

其子女行為表現會有較負面影響。（劉秀燕，2003） 

（五）低年級外籍配偶子女在整體生活適應上表現良好；同儕關係的適應良

好；學習適應及師生關係的適應尚可。（鍾文悌，2005） 

（六）中、高年級外籍配偶子女在整體生活適應上表現尚可；學習適應及人

際關係適應上表現尚可。（鍾文悌，2005） 

（七）針對級任導師進行調查，在「師生之間的溝通」問項中，導師認為其

適應狀況與其他學生沒有差異；同儕相處能力與其他同學比較是一樣的，沒

有顯著差異。（教育部統計處，2005） 

    吳孟娟（2005）整裡文獻歸納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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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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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而言，大部分研究顯示新移民子女在國小階段人際應上與本國

婚生子女情形並無顯著差異，而擔任其級任教師亦覺得無明顯差異，但國中

階段學生正處於人格養成重要時期，可能處叛逆狀態，新移民子女的人際關

係普遍究竟如何？值得我們進一步了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