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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問題解決能力的理論，並統整相關研究之結果，探討問題解決

能力與玩興、情緒調節能力及親子互動之間的關係，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本章

共計五節，首先對問題解決能力的意涵、歷程、理論、影響因素及測量進行闡述，

接著分別對玩興、情緖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係進行說

明，最後對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因素在第五節做綜合性的討論。 

第一節 問題解決能力 

問題解決牽涉兩個概念，問題指的是情境，而解決指的是反應，本節先從解

釋問題解決之意涵開始，再探討問題解決之歷程與理論，以說明幼兒的問題解決

能力為何，接著介紹問題解決能力之測量工具，最後歸納影響問題解決能力之因

素，分述如下： 

壹、 問題解決之意涵 

一、問題的定義 

廣義的「問題」是指個體知覺到目標卻沒有達成方式的困境(皮連生、

邵瑞珍，1989；張春興，1996；陳李綢，1999)。狹義的「問題」所指的困

境則是在未使用已知的概念或規則下，產生新的方法才能達到目標的情況

(皮連生、邵瑞珍，1989；林美珍，2004)。 

Mayer(1993；引自羅芝芸，1998)歸納出三個問題主要的特徵： 

(一) 條件(given)：問題起始階段所包含的訊息。 

(二) 目標(goals)：問題預定達成的階段，解題就是將問題由起始移往

目標階段的過程。 

(三) 障礙(obstacle)：解題過程中解題者不一定清楚解決方法的情況。 



 10

黃美幸(2003)則認為問題的成立需具備以下四個成分： 

(一) 目標：導向問題解決的知識，或是作為評估問題解決與否的指標。 

(二) 給定的條件：指問題本身的狀態以及問題對解題者產生的要求。 

(三) 轉換條件：即改變問題的原始狀態成為答案。 

(四) 障礙：解題者無法以現有的答案完成解題，需進一步處理的情況。 

由上述定義可知，問題的組成有原始狀態、條件、障礙及目標，但在對

問題解決做進一步的探討前，應先瞭解問題與解題者的關係，因為問題的產

生並非客觀的存在，還需要有個體對問題的知覺才能成立。Krulik 與

Rudnick(1980)認為問題解決中的「問題」應具備三個條件：個體接受此問

題、個體不能依賴他的習慣反應去解決問題、個體必須發展出新的方法才能

解決問題(引自汪榮才，1991)。因此，個體在知覺問題後，開始因問題所困

進而思考並採取行動的時候，才能視為問題解決的開端。 

二、問題解決的定義 

(一)運用知識以達成目標的歷程 

張春興(2002)認為問題索解(problem solving)，係指在問題的情

境下，經由思考與推理而達到目的的心理歷程，也是個人在面對問題

時，綜合運用知識技能以期達到解決目的的思維活動歷程。 

林美珍(2004)則認為問題解決的發展是指兒童努力去克服障礙與

達到目標，它包括統整其他處理朝向目標的歷程。 

Medin 等人(2001)與 Sternberg(1994; 1999)認為問題解決發生於

一個人試著去達成一個目標，在沒有即刻可用的答案下，從所給定的條

件狀態著手，應用方法將給定的條件作轉換，以找出答案(引自黃美幸，

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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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urilla 與 Nezu(2001)定義問題解決為個體自我導向的認知行

為歷程，企圖去定義或發現有效的、適當的解答，以解決日常生活中所

遭遇到的特定問題。 

Krulik 與 Rudnick(1980)則將問題解決定義為個體利用已經學過

的知識、技能，去滿足新情境的需要，以獲致答案的過程(引自羅芝芸，

1998)。 

Eysenck(2001)以綜合上述的觀點歸納問題解決的三個主要特性：

一、為目標導向的歷程。二、問題解決為認知的運作，非自動化。三、

解題者缺乏相關知識無法立即解決問題。 

(二)策略的選擇 

D＇zurilla 與 Goldfried(1971)認為問題解決是認知或外顯的行

為，亦即對各種問題情境產生各種有效的方法，並從各種可能解決方法

中選擇有效反應。 

(三)認知、情意、技能的整合 

Heppner 與 Krauskopf(1987)則提出問題解決除了是認知的訊息處

理(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過程，還包括情感與行為的活動，因

而可說是對一個人認知、情感與行為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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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上述，問題解決一方面為多項認知歷程的結合，除了基本知識外，尚牽

涉對知識的應用，以及思考的彈性，有時候甚至需要突破習以為常的慣性思維，

才能開始進行解題方法的設想；另一方面則強調目標與解題的步驟，結果與過程

並重。問題解決能力本質上雖與認知的關係密切，但實際上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可

能不只是知識上的，問題解決能力除了認知的能力仍需配合情意、技能的管理。

因此，問題解決可視為是解題者利用所學知識加以變通，產生策略有效處理問題

情境一種整合認知、情意、技能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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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題解決之理論 

探討問題解決的理論基礎有完形理論、行為理論、心理計量理論、認知理論

與訊息處理理論等。但隨著現代認知心理學的興起和迅速發展，採用訊息處理原

理及其觀點來解釋和探討人們的問題解決日益受到重視(董奇，1995)。因此本研

究對學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的理論以認知理論與訊息處理理論為主，以幼兒發展

的角度對問題解決能力進行說明，分述如下： 

一、認知發展理論 

 皮亞傑認為個體愈是接近形式運思的階段，認知發展及心智技能就愈趨

於成熟，解決問題的能力，就愈來愈精確，愈有效。因此，認知發展理論所

關心的是問題解決的發展現象與原因。 

 認知學派認為當幼兒要解決問題之前，必須先有充足的心智能力，即幼

兒能用符號來表徵世界，並了解周遭事物的特性和關係，因此，皮亞傑以不

同發展階段的特性來界定問題解決能力，具體運思期的兒童所具備的問題解

決能力為分類能力、守恆概念、序列概念三者的集合(陳李綢，1999)，以下

分述之： 

(一)分類能力 

 分類能力是個體將事物的共同性組合，歸納成幾個種別，有分類能

力代表瞭解同一類事物的特性及關係。學前幼兒在認知階段論中屬於前

運思期，在皮亞傑的理論當中，其所具備的分類能力屬於單一向度，且

容易受事物外在突顯的特徵影響。但問題解決所需的邏輯推理能力需擁

有多向度的分類能力(結合律、遞移律、恆等律等)後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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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恆概念 

 守恆概念是指個體對物質不滅定律的理解，包括數量、重量、質量、

面積等。守恆概念在前運思期開始發展，數量守恆六歲幼兒就已具備，

但真正的邏輯思考出現，還是需要等待具體運思期時守恆概念的成熟。 

(三)序列概念 

 序列概念是指個體推論物體間順序關係的能力，包括長短、重量、

體積等。但前運思期的序列概念受到自我中心的影響，幼兒僅能作配對

比較而無法作整體比較，且幼兒多以知覺經驗判斷，並非瞭解抽象的序

列概念。 

二、訊息處理理論 

 訊息處理論主要在闡述人類如何認知、獲得、貯存、檢索與運用知識。

問題解決的目的是要應用知識與經驗去處理周遭所面臨的大小問題，以達到

適應的功能。因此，訊息處理論著重於問題解決過程的探討。 

 訊息處理學派研究問題解決的發展，通常是著重在問題解決歷程的變

化。其基本假設是問題解決的能力會隨著年齡增加，思考結構及解題歷程也

會有所變化。因此，以下就假設形成、規則使用及策略發展三方面來探討學

前幼兒的問題解決能力(陳李綢，1999)： 

(一)假設形成 

 Eimas、Gholson 的研究顯示小學二年級以前的兒童不會自動自發

的使用假設。幼兒在形成假設時容易受刻板化印象的影響，即使被告知

其假設有誤，幼兒仍會堅持使用同一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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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則使用 

 Eimas、Gholson、Phillips 與 Levine 的研究發現幼兒在解題的過

程中，若遇到不肯定的訊息，經常會固執已見，不願改變自己原有的想

法。 

(三)策略使用 

  Gholson 的研究指出學齡前幼兒不會使用策略去解題，而小學低年

級兒童則開始使用猜測法作為最常用的解題策略。一般而言，問題解決

使用策略的情形會隨年齡的增加，而有不同的改變。 

小結 

 綜合上述，認知論認為問題解決能力是許多認知能力的結合，且以皮亞傑的

觀點來看，學前幼兒不算真正擁有問題解決能力，但許多後續的研究發現，皮亞

傑低估了幼兒的能力，學前幼兒還是有可能因遺傳、訓練等因素而具備問題解決

能力。而訊息處理論則認為假設的形成，規則以及策略的使用為問題解決能力的

展現，但不論是認知論或訊息處理論的觀點，皆指出問題解決能力與年齡有關，

隨著個體發展的成熟，問題解決也將會越來越有效。 

 

 

 

 

 

 

 



 16

參、 問題解決能力的發展 

幼兒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不精緻，但仍會整合推理、概念理解、策略、內容

知識，其他人以及可用的資源…等來完成工作以達成目的。國內學者林美珍

(譯)(2004)指出兒童所能解決的問題範圍上，確實有發展上的差異。解決問題的

歷程正可以凸顯兒童認知中獨一無二的特微(林美珍，1996)，以下說明之： 

一、幼兒問題解決的特色 

(一) 工作分析 

Klahr 指出「手段-目的分析」(means-ends analysis)為兒童最常使用

的問題解決方法，其特色為解題者在每次的移動中增加目前排列與希望排列

間的配合度。 

(二) 編碼 

編碼是辨認情境中的重要訊息，並作為建立內在表徵的依據，但兒童缺

少辨認、理解，以及有效編碼的能力，因此常無法將問題中重要的特徵加以

編碼，造成後續解決問題時的困難。 

(三) 心理模型 

兒童常會形成對問題及需要做什麼來解決的心理模型，但有助於問題解

決的心理模型必須正確地表徵問題的結構，即模型的組成與問題情境達到對

應關係，因此兒童常在不同的說法與自身的經驗中做調整。 

(四) 普通與專業範疇知識 

普通範疇問題解決比起專門範疇問題解決，在運用上較為廣泛，但在處

理問題的效率上則略為遜色。對學前幼兒而言，兩者的主要貢獻在於協同合

作，而非比較兩種範疇知識的重要性，當幼兒較缺少專業知識時，會傾向普

通範疇的解決方式，若幼兒具備專業知識，專業範疇的解決方式便會慢慢增

加取代普通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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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展的差異 

許多研究皆顯示，幼兒比一般人認為的更有能力解決問題，其關鍵在於

簡化問題，將阻礙幼兒解決問題的困難排除。 

二、幼兒在問題解決歷程中的表現 

(一) 分析問題 

 問題解決通常是努力地確定事件的原因，當幼兒需從眾多原因當中做

出決定時，便會採取某些因果推論的行動，如：相近性、前置性、共變性三

者將影響幼兒對問題的解讀。以發展的先後來看，嬰兒已經可以用空間、時

間的相近性來推論事件的關聯，五歲幼兒則可以利用事件發生的順序發現事

件與結果的前置性特徵。而共變性則是最晚被理解，幼兒也最常忽略的，尤

其與相近性產生衝突的時候。 

(二) 計畫 

 計畫是一種未來取向的問題解決，通常發生於複雜新奇的情境當中，

計畫必須抑制立即行動的傾向，但抑制行動是幼兒較晚發展出來的能力。除

此之外，兒童對不經計畫就成功的情況過度樂觀，也不清楚計畫也有白費努

力的風險(Haith, 1994；Dempster, 1993；Stipek, 1984；Berg, 1989；引

自林美珍，2004)。學前幼兒在計畫上的表現雖有上述情況，但實際上計畫

從嬰兒期便開始： 

1. 手段-目的分析：手段-目的分析是一種有效且用途廣泛的計畫形

式，主要是在降低目標與實際情況的差距。此一計畫形式考驗幼兒

對次要目標數量及複雜度的記憶力。 

2. 路徑分析：計畫的用途之一就是在找出一條最有效的路徑達成目

標，五歲的幼兒在挑選可行路徑時，較少走回頭路，且修正錯誤的

能力也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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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略選擇 

 當幼兒遇到許多與過去運用相同解決原則處理的問題時，會容易產生

類比的情況，即採取熟悉的問題解決方法，尤其當問境情境間的相似程度高

時，如解題者、工具等表面特質：或解決方法、目的、障礙物等深層特質。

雖然幼兒可以用類比的方式解決問題，但其類比常會被知覺所阻礙，或者需

要明顯的指引才能進行。 

(四) 運用資源 

 兒童不在真空中解決問題，他們會借助有用的工具，如：紙筆、語言、

記號，甚至其他人的意見…等。成人是幼兒最先使用於解決問題的資源，其

次才是工具，幼兒使用的工具有以下三種： 

1. 符號表徵：如模型、照片和圖片等現成的工具，但照片和圖片等平

面的工具比起模型這類的立體工具又更早被使用。 

2. 自我創造的工具：當幼兒不滿意現成的工具時，便會自行製造解決

問題的工具，如非正式的地圖。 

3. 測量工具：使用尺規、數數等是解決問題特別有用的工具，但幼兒

需具備使用的常識，才有正向的幫助。 

(五) 反省檢視 

幼兒無法區分理論與證據，尤其是在解釋實驗所導出的結果和他們先前

信念不一致時特別困難。且幼兒雖能同時運用演繹推理和歸納推理，但不清

楚兩者間有何差異，因此在得到問題的解答時，無法分辨推理的邏輯是否正

確。由此可知，幼兒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反省檢視的能力稍顯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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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上述認知與訊息處理學派的理論與研究，以及國內外學者對幼兒問題解決

能力的論述，發現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不足的情況及原因，以及問題解決能力有被

提昇的可能性。 

綜合問題解決的理論與發展發現，幼兒問題解決的過程主要有計畫、策略選

擇、運用資源、檢視成果等步驟，但文獻探討中得知學前幼兒受限於發展因素，

解決問題時，有些步驟不一定能顯現出來，或有合併的狀況出現，所以並不適合

單就問題解決步驟的完成度來評估幼兒的問題解決能力，但幼兒在日常生活中不

乏問題解決的情境與機會，從幼兒面對問題的表現上加以探討仍有其價值與意

義。因此，下一節本研究的重點將對評估幼兒問題解決能力之工具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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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問題解決能力的測量 

表 2-1 問題解決能力之測量工具 

研究者 工具名稱 工具內容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用途 

林廷華

(1995) 

家長問卷：「兒

童問題解決能

力量表」 

1. 分析問題 

2. 信心 

3. 決定 

學前幼兒 由父母評量幼兒平

日在面對問題的反

應，以及解決問題的

態度。 

羅芝芸

(1998) 

自陳量表：「兒

童問題解決能

力量表」 

1. 察覺問題存在 

2. 設法解決問題 

3. 逐步解決問題 

4. 預想後果 

5. 察覺行為動機 

學齡兒童 兒童的家庭因素、認

知風格與情緒智力

可作為預測其問題

解決能力之參考 

葉玉珠

詹雨臻 

(2005) 

紙筆測驗：「生

活問題解決測

驗」 

1. 界定多重問題 

2. 決定優先順序 

3. 提出解決方法 

4. 決定最佳解決

方法 

國小五、六

年級 

評量國內高年級學

童的生活問題解決

能力，提供相關研究

及教學參考 

吳武典

胡心慈

蔡崇建

王振德

林幸台

郭靜姿

(2006) 

智力測驗：「托

尼非語文智力

測驗」再版

(TONI-3)-幼兒

版 

以抽象圖形來評量

問題解決的能力。 

 

學前幼兒 

 

預估智力水準、認知

功能與學業傾向。確

認智能缺陷，作為輔

導或轉介之一般智

力評量工具。 

詹秀美

吳武典 

(2007) 

紙筆測驗：「新

編問題解決測

驗」 

1. 界定原因、解決

方法與預防問

題等三個分量

表 

2. 變通性與有效

性兩個向度。 

國小中、高

年級學童 

評量學生問題解決

的能力，作為規劃問

題解決能力的教學

方案之依據以及問

題解決能力教學之

成效評估。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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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黃美幸(2003)指出研究問題解決的方法中，主要有三種。第一種為評量解決

問題的結果，對解題者的解題表現與能力提供相當程度的訊息，應用的範圍也較

廣，但有難以瞭解解題者的因難及思考歷程的缺點。第二種為解題者的放聲思

考，對於問題解決的研究，較能探討思考的內在歷程，但對年幼的解題者來說，

尚無法善用語言表達想法，為其最大的限制。第三種為電腦模擬，電腦可模擬人

類解決問題的流程，對於瞭解問題解決的機制有重大貢獻，但對於人類解決突發

問題的洞察，是電腦模擬還無法克服的。 

國內問題解決的研究中用來評估問題解決能力的工具，是以評量解決問題的

結果為主，學齡兒童多半使用自陳量表或紙筆測驗，由受試者依自己的實際狀況

作答，施測的時間皆在半小時以上，考量幼兒的專注力、識字量與試題情境的理

解能力，故自陳量表與紙筆測驗並不適合作為幼兒問題解決能力之測量工具。 

國內針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所發展的測量工具並不多見，「托尼非語文智力

測驗」，主要是透過抽象圖形來評量問題解決的能力，其中已發展出適用於幼兒

的版本，為一智力相關的測驗，其測驗結果雖偏重一般能力而非特殊能力，但此

測驗最主要的功能是作為評估智力水準、確認智能缺陷之用，與本研究之目的並

不相符，且本研究對象為學前幼兒，因此施測需由研究者個別進行，施測時間約

半小時，有時間與樣本數上的限制，故本研究並未選擇「托尼非語文智力測驗」

作為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修訂自林廷華(1995)「兒童問題解決能力量表」，為一成

人填寫的量表式測量工具，由家長擔任評量者，以分析問題、信心、決定三個因

素作為評估幼兒解決問題時的反應與態度之依據，分析問題與決定兩個因素的題

目包含了發現問題、運用資源、檢視成果等問題解決的重要歷程，且量表內容以

日常生活的問題解決為主，較適用於學前幼兒，應可避免對幼兒的問題解決能力

的誤解或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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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因素 

目前國內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當中，可分為特定領域的問題解決能力、增進

問題解決能力的教學方案，以及探討問題解決能力相關因素，研究對象多為國小

學童，針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仍十分有限，但從問題解決能力的理論與相

關研究，仍可將與問題解決能力相關的因素分為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因素

及問題、訓練等其他因素，分述如下： 

一、背景變項 

(一)年齡 

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研究中，一般而言，年齡與問題解決能力呈現

正相關(詹秀美，1989；吳坤銓，1997；羅芝芸，1998；劉淑雲，2003)，

因為問題解決能力為認知發展的一環，隨著年齡增長，認知發展愈趨成

熟，故問題解決能力也會隨之成長，但本研究以同年齡幼兒為研究對

象，排除年齡可能造成的差異。 

(二)性別 

性別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當中，大部分支持性別在問題解決能力

上有顯著差異(詹秀美，1989；枊秀蘭，1995；吳坤銓，1997)，其顯示

的性別差異主要反映在整體問題解決能力或是特定學科的問題解決能

力上，不過亦有少數研究指出性別在問題解決各步驟的表現上沒有太大

差別(Zambo & Follman, 1993；劉淑雲，2003)。Murphy 與 Ross(1987)

的研究也指出與性別有關的特質對問題解決能力的影響很有限(引自羅

芝芸，1998)。且近年來，受性別平等的概念影響，兩性在問題解決能

力上的差異越來越不明顯。 

 

 



 23

(三)出生序 

國外研究指出長子女因扮演父母代理人的角色，利於問題解決能力

的發展(McGillicuddy-Delisi & Sigel, 1979; Pfouts, 1980；引自詹

秀美，1989)。但國內則有研究則持相反意見，羅芝芸(1998)的研究結

果發現出生序不影響問題解決能力，是因為目前家庭的子女數不如以

往。因此，問題解決能力的增進或抑制，主要還是取決於社經地位和父

母的管教上，出生序對問題解決能力的作用並不大。 

(四)社經地位 

國外探討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關聯的研究指出，高社經地位兒

童的問題解決能力優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Bermudez, 1986; Cox, 

1985; Odom, 1967)。國內探討家庭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研

究，其研究結果也發現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有顯著的正相關，家庭

社經地位高者，其問題解決能力越好，但社經地位的解釋量偏低，不適

合用來單獨預測問題解決能力(詹秀美，1989；羅芝芸，1998)。 

因此，家庭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間呈現正相關的結果，在國

內外的研究中大致呈現一致，顯示背景變項中以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

力之間的關係最為密切。 

二、個人因素 

(一)認知發展 

問題解決的成功與否需要整合許多基礎的認知技巧，如：注意力的

組成元素(專注、堅持、耐心)以及不同形式的記憶和使用這些技巧指導

行為的能力，如圖 2-3(Colombo & Cheatham, in press; cited by 

Greenwood, C. R.,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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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Problem-solv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資料來源：Greenwood, C. R., et. al. (2006). Developing a General Outcome 

Measure of Growth in the Cognitive Abilities of Children 1 to 

4 Years Old: The Early Problem-Solving Idicator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5(4), 539. 

國內學者陳李綢(1999)也對提出影響問題解決的因素中，知覺與記

憶與問題解決的關係十分密切，幼兒的記憶容量有限，除了直接影響幼

兒可提取的知識多寡外，也顯示幼兒缺少訊息處理的策略。本研究以同

年齡幼兒為研究對象，且目的並非比較不同認知發展階段幼兒的問題解

決能力，因此本研究未對發展因素做進一步探討。 

(二)領域知識 

由於「問題解決」是一種過程，所以當學生遭遇問題時，會先行使

用自己原有的先備知識，嘗試解決問題，當問題無法解決時，會試著去

尋求新的方式或是協助，以便讓問題獲得解決。為了要讓學生能進行有

效的學習，除了提供學生特定領域的知識外，同時也應該提供學生情境

學習、探索研究與深入思考的機會(蘇秀玲、謝秀月，2006)。但本研究

對象為學前幼兒，學前階段並不特別強調特定知識領域的學習，且不同

園所的課程安排事先難以限定在某個領域，也與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解

決能力有所出入，因此，領域知識並未納入探討的因素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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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理因素 

從經驗的角度來看問題解決，學得的舊經驗雖有助於解決新的問

題，但問題解決仍受心向、功能固著以及認知結構三個心理因素所影響

(張春興，2002)。認知結構存在的個別差異，心理學家以認知類型或認

知風格(cognitive style)稱之，為個體在認知活動中受性格與習慣影

響的行為特徵。許多國外認知風格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皆指出場地獨

立型的解題者，其問題解決能力比場地依賴型的解題者來得高(Clark, 

1988; Horak, 1990; Hsu & Wedman, 1994; Roach, 1985; Ronning & 

Billinger, 1984; Neimark, 1984; Nikerson & Smith, 1985; Overton 

& O＇brrien, 1985；引自羅芝芸，1998)。 

普遍而言，幼兒是從「場地依賴」朝向「場地獨立」的方向發展，

且幼兒的認知風格並不容易穩定地評估(吳鷰儀等譯，2008)，因此，對

幼兒而言探討認知發展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聯會比認知風格更具意義。 

(四)情緒因素 

焦慮會干擾知覺、注意力、及記憶力，因而影響問題的解決。

Hehshaw(1978)研究中發現，成功的問題解決者不只在解題歷程與能力

上，也是在情感表達的次數及形式上有差異，意指成功的解題者較失敗

的解題者有更明顯的自我支持及正向情感表現(引自陳李綢，1999)。 

許多學者相信特定的情緒會激發特定種類的適應行為，如

Izard(1991)、Renninger 等(1992)認為興趣是激發學童探索和問題解

決的主要情緒(引自魏惠貞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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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機、氣質和人格特性 

皮連生與邵瑞珍(1989)指出內驅力，堅持性與挫折的忍受力等動機

特性，直接影響解決問題的結果；好活動、果斷、大膽、自信和自我評

價能力等氣質和人格方面的特性，如果處於中等到高等程度時，可以促

進問題的解決。 

董奇(1995)也認為人格中具有堅持特質的幼兒能將注意力集中在

某些問題上，面對問題能鍥而不捨地思考、探索。除此之外，好奇心是

創造活動的必要條件，透過實際活動除了激發幼兒的好奇心，提高幼兒

發現問題的敏銳度，以及解決問題的積極態度，另一方面也讓幼兒跳脫

書本知識，思考不受拘束。 

三、家庭因素 

(一)父母教養 

 認知論的觀點來看父母教養方式，著重於父母如何協助孩子智慧

的發展，其方法不外乎協助孩子發問具有意義的問題、了解其內心世界

的思考、接受孩子解決問題時所犯的錯誤、及協助孩子對自己具有信心

等「認知」與「同化」的過程(潘玉鳳，2003)。 

(二)親子互動 

 Bandura 的社會學習論則認為父母與孩子觀察學習的互動過程，是

人類社會化最重要的歷程，所以父母是提供孩子良好示範與正確行為的

重要對象。Pettit(1988)的研究中發現兒童早期的家庭經驗可以預測其

社會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引自羅芝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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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因素 

(一)問題的狀態與具體性 

 問題出現時的狀態會受當下的時空所影響，而呈現特有的刺激模

式，當刺激的模式有助於在解決問題時尋找線索，解題者就容易找到解

答的方向。問題的具體性則是促進問題解決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尤其

當解題者為幼兒或解題者面對陌生的領域時，問題的具體與否就更顯重

要(皮連生、邵瑞珍，1989)。 

(二)問題的種類與特性 

 問題可依其所涉及的領域分為一般性問題(general problems)和

特殊領域問題(domain-specific problems)，當解題者特殊領域知識不

足時，會先採用一般性問題解決的方法，等到熟悉特殊領域知識後，特

殊領域的問題解決能力就會漸漸取代一般性的問題解決能力(Woolfolk, 

1993；引自溫世頌，1997)。 

 根據問題的初始狀態與目標狀態，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否清

楚，問題可以區分為結構良好 (well-structured) 與結構不良

(ill-structured)兩種(Reitman, 1965; Simon, 1973; Voss & Post, 

1988，引自黃美幸，2003)。結構良好與結構不良的問題對問題解決主

要的影響在於，前者問題的原始狀態明確且定義良好，較容易循序漸進

得到答案，如：四則運算；而後者對問題的界定則較為廣義且開放，解

答途徑也不只一種，如：規畫旅遊的行程。 

(三)訓練因素 

陳李綢(1999)指出促進問題解決策略的訓練方式有兩種：即直接的

法則和策略訓練，及透過示範的間接教導，但兩種方式皆需考慮年齡，

因此對學前幼兒來說幫助並不大。但也有學者提出練習種種不同類型的

問題，會提高解決問題的效率(皮連生、邵瑞珍，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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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shnaiter, Pum 與 Schwedes（1984）以開發有趣的單元活動教材

來改善教學與學習的情境，其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學生認知推理過程中最

重要的因素是：學生不斷的透過發展成長中的實際行動與感覺，把事務、

行動和實體各方面建立成一個客觀化系統，進而形成概念結構，並增進

其解決問題的能力(引自蘇秀玲、謝秀月，2006)。 

杜威所提出的問題解決模式：發現問題、確定問題的性質、提出可

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實驗(驗證)、解決問題等五個步驟，為方案課程的

基本理念(簡楚瑛，2001)。透過課程與教學提供幼兒問題解決的經驗是

培養問題解決能力很好的途徑。但國內學者皮連生、邵瑞珍(1989)指出

上述五大步驟並非在每個問題解決的過程中都會出現，有些時候發現步

驟之間有重疊的情況產生，這種情況對問題解決的影響主要是使得整個

問題解決的過程縮短。由此可知，杜威的問題解決模式雖強調「步驟性」，

但問題解決成功與否並非只單就解決步驟的完成度而定。 

國內的研究當中，林廷華(1995)也以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方案進行教

學，以提昇幼兒的問題解決能力。但本研究並未設計不同的問題情境或

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方案，故問題本身與訓練因素不在探討因素之列。 

小結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及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影響問題解決能力的因素十分廣

泛，舉凡問題本身、解題者個人、以及與解題者相關的人、事、物等，都有可能

左右問題解決的成效，本研究並無法逐一作深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選擇動機和

人格特質、情緒作為主要探討的個人因素，以及父母教養、親子互動作為主要探

討的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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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從文獻中發現，許多因素雖與問題解決能力相關，某些

因素若做單一變項探討會有解釋力不足的問題與限制，如：出生序雖為影響問題

解決能力的個人因素之一，但問題解決能力的增進或抑制，主要還是取決於社經

地位和父母的管教上；社經地位雖與問題解決能力呈現正相關，但仍有親子間的

語言互動為中介因素(Penetta & Swank, 1979；引自羅芝芸，1998)，且社經地

位的解釋量不足也不適合用來單獨預測問題解決能力。 

正因如此，透過歸納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因素，研究者發現家庭因素與個人

因素在問題解決能力上應有互動的關係存在。皮連生與邵瑞珍(1989)也指出，造

成問題解決能力差異的原因當中，有些原因，如：人格特徵與認知風格通常是個

人素質與後天條件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除了探討單一因素與幼兒問題解決能

力的關聯外，不同因素互動之下的問題解決能力，也是本研究所關心的重點之一。 

 

 

 

 

 

 

 

 

 

 

 



 30

第二節 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玩興為幼兒個人的遊玩傾向，是一種人格特質，亦為遊戲時的內在動機，影

響幼兒遊戲學習的行為表現，因此本節首先闡述玩興之定意與內涵，作為說明玩

興測量工具之背景，最後對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研究進行說明，分述如下： 

壹、 玩興之意涵 

一、玩興的定義 

(一)玩興為穩定的人格特質 

學者 Webster 在 1953 年提出玩興(playfulness)的概念，說明遊戲

者在遊戲情境與過程中影響遊戲的一種自發性態度。Lieberman(1965)

以學齡前的幼兒為研究對象，首先將玩興視為是幼童在從事休閒活動或

遊戲當中一種自發性的人格特質(引自王昕馨，2006)。 

早期的研究當中即發現幼兒的遊戲行為，會受到遊戲者性格中的自

發傾向所影響(Catell, 1950, 1979；Mechl, Lykken, Schofield & 

Tellegen, 1971；cited by Barnett, 1991b)。玩興為個人特質的一種，

其表現是相穩定，會重覆出現且可加以辨認的(Barnett, 1990, 1991; 

Cattel, 1979; Lieberman, 1965, 1966; Schwartzman, 1978; Singer 

& Singer, 1978; Singer, Singer, & Sherrod, 1980; cited by Trevlas 

et. al, 2003)。 

遊戲提供幼兒玩興展現的機會及管道，而相對地，玩興也同時作為

維持遊戲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吳鷰儀等譯，2008)。此外，遊戲的特性

之一即為內在動機，意指遊戲的動機來自於遊戲者本身，因此幼兒玩興

可以說是瞭解幼兒的活動是否符合遊戲基本要求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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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tt(1990) 認 為 兒 童 人 格 特 質 中 的 遊 玩 傾 向 (playful 

attribute)是將兒童帶入遊戲情境時的態度，是一種能激起遊戲的內在

因素。Bundy(1997)也認為幼兒遊戲的過程或者在活動中的態度，與幼

兒致力於何種遊戲同等重要。 

(二)玩興受社會環境因素影響 

除了將玩興視為穩定的個人特質之外，也有學者對玩興提出不同的

看法，Aguilar(1985)認為在社會環境中，個人潛在的玩興特質，會受

到三種社會性元素的影響，第一為幼兒的重要他人，例如朋友、同儕、

家人等，提供了玩興的楷模，或是自由的暗示；第二為幼兒生活的社區

機構與組織，例如：學校、家庭等，提供玩興展現的場域；第三為幼兒

生活中創新的素材，例如：電視、電腦、遊戲場等，提供操作的機會、

挑戰性及多樣性。顯示玩興與社會環境具有密切的互動關係，如圖

2-1。但影響不僅有好的一面，若社會中有過多規則以及環境上的限制

仍有可能抑制了玩興的展現。 

O＇Brien 與 Shirley(2001)在四年的縱貫式研究中發現一般正常

幼兒的玩興並不會隨時間而有變化，但無法推論到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幼

兒身上。因為 O＇Brien 過去以特殊幼兒為研究對象，發現特殊幼兒的

玩興在介入之下會有改變，而 Reed et al.(1999)的研究報告也指出，

在 Head Start 計畫中的幼兒似乎受到教師的行為與態度影響，入學後

的玩興也有所改變(cited by O＇Brien & Shirle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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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Social and environment barriers to playfulness 

資料來源：翻譯自 Aguilar, T. E. (1985). When Children Play (p.74). Weaton, 

MD: Association for Childhoo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小結 

目前玩興較為普遍被接受的定義，則是將玩興視為一種將好玩的特質融入與

環境，以及跨越情境與事件的互動當中的個人內在傾向(Trevlas et al., 

2003)。綜合上述各學者對玩興的定義可以發現，玩興為遊戲者進行遊戲時會與

週遭社會環境互動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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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興的內涵 

國外學者根據對玩興不同的定義，將玩興以單一向度、雙重向度、多重

向度等方式劃分，但探討玩興的實證性研究從 Lieberman 於 1965 年開始，

隨後經過 Barnett 等學者在方法學上的修正，因此 Lieberman 提出之五個向

度對玩興的詮釋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採單一向度作為玩興的主要內

涵，說明如下： 

(一)身體的自發性：指幼兒在遊戲中展現肢體的活動型態，包括統合

感、活動性、活動量等。 

(二)社會的自發性：指幼兒在遊戲中的社會傾向與互動行為。例如：主

動邀請他人參與遊戲、回應他人的親近、能與他人合作、樂於分享、

擔任領導角色等。 

(三)認知的自發性：指幼兒在遊戲中的認知發展傾向與自發性程度。例

如：創新遊戲、好奇心、堅持度、角色取替等。 

(四)展現歡樂：指幼兒在遊戲中，情緒表現及情感表現的自由度。例如：

透過語言或是非語言所表達、呈現的情感豐富性和多樣性。 

(五)幽默感：指幼兒在遊戲中表現幽默的程度。例如：與玩伴分享笑話、

能無傷大雅的開玩笑、不引起他人防衛行為的戲謔、扮演丑角等。 

小結 

 從玩興的內涵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因素中得知，社會自發性中樂於分享、

認知自發性中好奇心與堅持度、展現歡樂中情感豐富性…等行為特徵，可能有助

於問題解決，像是幼兒在分享時，一方面能增加問題的理解，也能從他人身上汲

取解決問題的經驗，或者堅持度的幫助下，遇到困難也不輕易放棄…等，皆為玩

興對問題解決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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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玩興之測量 

表 2-2 玩興之測量工具 

編製者 工具名稱 工具內容 研究對象 用途/貢獻 

Lieberman 

(1977) 

 

結構式訪

談問卷 

1. 身體的自發性 

2. 認知的自發性 

3. 社會的自發性 

4. 展現歡樂 

5. 幽默感。 

學前幼兒

至青少年 

演繹出玩興的主要

向度。但有方法學

上的爭議。 

Rogers et 

al.(1988) 

兒童玩興

行為量表

(CBI) 

1. 內在動機 

2. 過程取向 

3. 個人的支配主導 

4. 非實際性的轉借行為

5. 外在規則中的自由度

6. 主動投入 

學前與低

年級兒童

(5-7 歲) 

主要是用來測量學

前與低年級兒童行

為當中玩興的整體

百分比，以及幼兒

依賴外在因素引發

遊戲行為的情形。

Barnett 

(1990) 

幼兒玩興

量表

(CPS) 

1. 身體的自發性 

2. 認知的自發性 

3. 社會的自發性 

4. 展現歡樂 

5. 幽默感 

學前幼兒 修正 Lieberman 的

問卷，建立幼兒玩

興量表之信效度。

Bundy 

(1997) 

「玩興觀

察量表」

(ToP) 

1. 內部控制 

2. 內在動機 

3. 擱置真實性的限制 

學前幼兒 以觀察的方式對幼

兒的玩興進行評

估。 

劉秀娟

(1995) 

幼兒玩興

量表 

1. 身體的自發性 

2. 認知的自發性 

3. 社會的自發性 

4. 歡樂情感 

5. 活動型態 

學前幼兒 翻譯 Barnett 之幼

兒玩興量表。並根

據國內預試情況將

玩興面向重組。 

王昕馨

(2006) 

「兒童玩

興量表」 

1. 保持好奇、主動嘗新

2. 與人互動、幽默愉快

3. 專心投入、樂在其中

學齡兒童 學童的玩興對其整

體科技創造力表現

有正面效果。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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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國外研究對玩興的測量以成人評估為主，「兒童玩興行為量表」主要是用來

測量學前與低年級兒童行為當中玩興的整體百分比，以及幼兒依賴外在因素引發

遊戲行為的情形，但本研究的重點並非研究遊戲行為本身，因此未選用此量表作

為研究工具。「玩興觀察量表」以觀察的方式對幼兒的內部控制、內在動機、擱

置真實性的限制等三項玩興的特徵進行評估，本研究因樣本數與時間的考量，較

難以觀察的方式評估幼兒的玩興，且此一量表仍持續在建立信效度的階段，因此

觀察量表亦不在研究工具的選擇之列。 

國內測量玩興的工具，有王昕馨(2006)之兒童玩興量表，以及劉秀娟(1995)

之幼兒玩興量表。前者為學齡兒童所使用的自陳量表，後者為教師填寫的量表。

玩興為穩定且持久的人格特質，因此與幼兒朝夕相處的老師，對於幼兒個人特質

已有一定程度的瞭解，且幼兒在學校遊戲的時間較長，由老師擔任玩興的評估者

可以較為準確地評估幼兒的玩興。因此本研究使用劉秀娟(1995)翻譯自

Barnett(1990)之幼兒玩興量表，請教師協助評估幼兒之玩興。本量表具有良好

的專家效度與回譯效度，且在國內經過預試、兩次前測、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

分析後具有良好的信效度，為一適用於評估國內幼兒玩興之測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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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一、遊戲與問題解決能力 

Bruner 認為遊戲允許關於在許多領域中發展的可能性，它包含問題解

決(吳麗媛等譯，2005)，其遊戲理論著重於遊戲如何在童年時期增進未來的

問題解決能力。且 Bruner 發現一但孩子們在遊戲中出現了新的行為組合，

他們便可以用來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因此遊戲藉由增加孩子們行為的選

擇來增進其問題解決的變通能力。Sutton-Smith 的遊戲理論也支持多元化

的遊戲行為能對幼兒在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發展上有正向的影響(引自吳鷰儀

等譯，2008)。Wyver 與 Spence(1999)兩位學者也在其研究中發現遊戲有助

於問題解決技巧的發展，反之亦然。 

Woods(1984)認為遊戲是有趣的，但當遊戲出現特定的目的或問題解

決，遊戲也可以十分嚴肅，有時候是遊戲將幼兒導向特定的任務，也有可能

是在特定的任務當中找到樂趣，遊戲與問題解決雖不全然對等，但兩者同樣

在幼兒在身體、認知、社會、語言的發展上皆構成重要的關聯。 

董奇(1995)從遊戲的性質與創造力的相關研究中發現，聚斂性遊戲受到

各種限制，容易使幼兒產生固著的傾向；而擴散性遊戲未受到各種限制，使

幼兒較可能去尋求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吳幸玲(2003)也指出遊戲有助於孩

子聚斂性和擴散性的問題解決能力，尤其是擴散性問題解決的能力，且此能

力更連結於創造力的表現。 

因此，遊戲是用來探究其他重要行為的窗口，而不是在研究遊戲行為本

身。遊戲的價值並不只因為遊戲可刺激孩子的認知能力和問題解決能力，主

要是因為遊戲是人類的本質(Vandenberg, 1985；引自金瑞芝等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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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 

(一)玩興有助於解題的動機、態度與正向情緒 

玩興具備了動機幾個重要的功能，如：激發個體開始某種活動、使

活動指向目標，以及維持和調整活動的進行。Bruner 認為玩興高的遊

戲為「抗拒僵化的特殊型式」，有助於認知系統的建構、行為的調適、

創意、與增強其日後在解決較嚴肅問題時的行動與概念產生的場域

(repertoire)。玩興的活動也常在相當安全的場域/脈絡與沒有太多目

標導向行動的壓力時容易產生，因為有玩興的人是受內在動機影響，而

朝向自我設定的目標並賦予事物或行為意義(Barnett, 1991)。 

董奇(1995)認為創造發明等同於問題解決的過程，只不過有別與一

般的問題解決，而是具有創新意義、超乎尋常的問題解決。綜合國外創

造力的研究發現，與外在動機相比，內在動機更有助於兒童創造力的發

展和提高，因當兒童具有內在動機時，受到好奇心、興趣、滿足感的驅

使，會對問題更為敏感，解決問題時也更加努力。 

此外，從早期國外的實驗即發現，自由使用玩物或觀察成人解決問

題的兒童，比未使用玩物或觀察成人的兒童，在解決問題上較為成功，

此外，自由使用玩物與觀察成人解決問題的兒童相比，自由使用玩物的

兒童在解決問題的動機與堅持度上較佳(Sylva, 1977；引自郭靜晃譯，

2000)。 

余嬪、吳靜吉、林偉文、楊潔欣(2003)指出當幼兒在遊戲的自主、

彈性中轉換學習，有助於其發展解決問題導向的創造能力。國內學者金

瑞芝等(2006)也歸納出許多遊戲催化孩子認知發展的方式，其中之一即

讓孩子用「遊戲的態度」進行學習，以保有在問題解決情境當中思考的

彈性。影響問題解決的因素當中，若個體的動機、氣質和人格等特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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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程度時，可以促進問題的解決。Aguilar(1985)認為具有玩興的

人會在遇到問題時產生許多可能的解決方案，且更投入於問題解決的挑

戰當中。 

除此之外，Glynn 與 Webster(1993)認為認知的自發性(cognitive 

spontaneity)，是代表玩興的一種中心特質，但卻又不完全涵蓋玩興，

玩興應該還包含遊戲時的情緒與社會品質。研究中也發現，成功的解題

者較失敗的解題者有更明顯的自我支持及正向情感表現(Hehshaw, 

1978；引自陳李綢，1999)。余嬪、吳靜吉、林偉文、楊潔欣(2003)也

認為玩興是一種認知、情意與行為因素的多面向組合，成人玩興量表的

發展也據此將「樂於創造、解決問題」作為的評估項目之一。 

問題解決能力，除了是認知發展使然。上述文獻以情意層面來看玩

興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係，玩興對問題解決能力最大的幫助主要來自於

解決問題時的堅持度、彈性、自我導向、興趣…等。因此，具有玩興的

幼兒在問題解決上應能有良好的表現。 

(二)玩興為與擴散性思考相關的人格特質 

目前雖然缺少針對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研究，但從少數國內

外的文獻中可以發現，玩興與幼兒發展十分密切，尤其是在認知與社會

發展方面。Papousek(1979)甚至將兒童玩興的概念視為一種特殊的能

力，能夠增進學習與認知之重要統整過程(引自余嬪等，2003)。 

Barnett(1991)也認為兒童遊戲對發展的影響的探究，應考慮幼兒

從事遊戲時的內在人格特質。Woods(1984)發現幼兒的社會性遊戲、問

題解決能力和學習能力，受到玩興的影響(引自劉秀娟，1995) 

 



 39

皮連生與邵瑞珍(1989)認為解決問題是高級形式的學習活動，創造

力則是解決問題的最高級表現。因此，玩興與創造力的相關研究也十分

值得作為本研究之參考。 

遊戲為幼兒的天性，啟動幼兒遊戲的因素，有一部分是來自於幼兒

的個人特質-玩興，代表幼兒的遊玩傾向。孩子的行為模式和個性會影

響他們的活動表現，孩子與生俱來的玩興特質(Playful traits)，包括

社會和認知能力的自發度、歡樂性情、和幽默感與思考流暢能力是高度

相關的(Lieberman.1965; Singer & Rummo,1973；引自金瑞芝等譯，

2006)。 

Lieberman(1977)在創造力的研究中將玩興視為單一性格面向，並

以肢體自發性、認知自發性、社會自發性、明顯的喜悅、幽默感五項特

質來加以檢測，其研究發現玩興與擴散性思考有關，是遊戲、想像力與

創造力中的元素，許多早期的研究也皆指出玩興與創造力有關

(Torrance, 1962; Wallach & Kogan, 1965; cited by Barnett, 

1991b)。Taylor 與 Rogers(2001)以日本的學前幼兒為研究對象，發現

玩興與創造力測驗間的相關雖未達顯著，但透過質化的研究，卻發現幼

童內隱玩興（internal playfulness）與創造力有密切的關連性。 

Dansky(1980)、Feitelson 與 Ross(1973)、Rosen(1974)的研究皆

發現自發性的遊戲比遊戲訓練，更能提昇孩子的問題解決能力。但也有

學者持不同的看法，認為不管是自發性的遊戲還是遊戲訓練都可以協助

幼兒在擴散性思考上的表現(引自金瑞芝等譯，2006)。 

金盛華指出創造可分為自發創造和理性創造，前者如幼兒自發的遊

戲，後者則為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但自發創造具有突然性，是以個體的

自發性、衝動性、敏感性為基礎，而理性創造則具有自覺性，是系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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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結果，是一個創造性的問題解決過程(引自董奇，1995)。創造力的

兩大支柱為創造性想像和創造性思考，其中創造性思考包含問題解決。

但在學前幼兒的發展階段，幼兒的思考水平較低，還無法使用抽象邏輯

來思考、推理，因此，幼兒創造力的表現主要為創造性想像的成分較多，

代表問題解決的創造性思考較少(董奇，1995)。 

由上述文獻中得知，玩興雖代表某些與擴散性思考、創造力相關的

人格特質，但是否可成為瞭解問題解決能力發展的指標之一，則有待本

研究更深入的探討。 

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發現，玩興與問題解決的情意面有許多關聯，且玩興與幼兒的

認知發展、擴散性思考、創造力十分密切。有研究指出具有玩興的人在遇到問題

時，受到自發性特質的影響可產生許多可能的解決方案，且比一般人更投入於問

題解決的挑戰當中，顯示玩興對問題解決的行為與態度上都有正向的影響，也再

次說明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應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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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情緒調節能力是情緒智力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與個體的學習、社會人際關

係皆有關聯，本節從情緒調節之意涵進行說明，再從理論面瞭解幼兒情緒調節能

力的發展，接著介紹情緒調節能力之測量工具，最後探討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

決能力之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壹、 情緒調節的意涵 

一、情緒調節的定義 

黎樂山、程景琳、簡淑真(2008)將國外學者對情緒調節的定義，分為氣

質、功能、因應論、能力觀、訊息處理、系統觀、依附論、雙向歷程模式、

組織、神經生理等取向，定義眾多，但綜合不同取向的看法大多同意情緒調

節以歷程或能力做解釋。 

(一)情緒調節為一種歷程 

Thompson(1994)採功能取向，認為情緒調節為「透過控制注意歷

程、改變對引發情緒情境的解釋、修正內在情緒編碼、加強因應資源的

取得、調整環境以符合情緒需求及選擇適當的情緒表達以達成目的」。 

Garber 與 Dodge(1991)以訊息處理解釋情緒調節的過程包括「覺

察、解釋、目標設定、反應產生、反應演進及執行實際行動」(引自黎

樂山等，2008)。 

林昭慧(1999)認為情緒調節從情緒被激發開始，個體解釋情境，到

選擇因應與否以及因應的方式，為一連串調節正、負向情緒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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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調節為一種能力 

Saarni(1997）認為情緒調節為覺察情緒、辨識他人情緒、情緒知

識、理解他人情緒、情緒表達、調整策略、情緒溝通及情緒效能，是一

種處理 、管理情緒的能力。 

Cole, Michel 與 Teti(1994)認為情緒調節是個體因應情緒經驗而

產生的一種能力，符合社會規範並具有充分的彈性與功能，可以自然的

反應或是延遲反應。 

Kalpidou、Power、Cherry 與 Gottfried(2004）認為情緒調節是指

個體有能力去控制情緒的表達與經驗。 

林彥君(2003)視情緒調節為一種能力，即幼兒對本身內在心理狀態

及外在情緒刺激的反應能力，幼兒會利用各種方式來調整自己正、負向

的情緒，以便對情緒刺激產生適當的反應能力。 

江文慈(1999)則認為情緒調節為一種歷程，也是一種能力，是個體

透過策略的使用對情緒達到有效管理，以及對情緖情境產生適當反應的

歷程。簡言之，情緒調節是個體經過處理情緒的歷程，一種因應情緒情

境的反應能力。 

二、情緒調節的內涵 

Danham(1998)以較為全面性的觀點，認為情緒調節應包含情緒、認知、

行為三個面向，如圖 2-2： 

(一)情緒面 

情緒層面的重點為感官知覺，Danham 認為即使是年幼的孩子也能

從真實的情緒經驗中，察覺到情緒短暫、強烈的特徵，並察覺情緖的喚

起。當幼兒開始知覺感官訊息並與其感官運作連結，幼兒很可能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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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到情緒的不同面向，如情緒的強弱，因此，確認幼兒是否經驗到特

定的情緒，對情緒調節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二)認知面 

認知層面的重點為注意力，個體會運用內在、外在方法所重新配置

注意力，以決定是否注意情緒情境與隨之而來的情緒喚起，此為初級知

覺的過程，又被稱為情緒的守門者(emotion gatekeeper)，幼兒可以藉

此調整知覺情緒經驗的多寡並理解情緒的強度、持續時間、延遲等以符

合目標。Shields 與 Cicchetti（1998）也發現注意力與情緒是相互影

響的系統，因為注意力會影響感官的接收，影響個體後續的反應，因此，

注意力也被視為基本的情緒調節能力(引自蔣雅琳，2005)。 

(三)行為面 

行為層面的重點為因應方式(coping)，主要是個體在經驗、理解情

緒後決定採取什麼樣的措施，因應方式可以是情緒的、認知的和行為

的，如：臉部表情、聲音、生理反應、認知的重新評估與採取某些行為

策略等，以改變情緒最初的狀態和特徵。 

 

 

 

 

 

圖 2-3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資料來源：翻譯自 Denham, S. A. (1998).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p.151).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調節情緒 調節知覺與認知 初級評估 調節行為 

次級評估 

情緒調節 

情緒因應 認知因應 行為因應 合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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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相關研究中得知，情緒調節可視為問題解決的過程，但對情緒調節能力的

內涵加以探討後發覺，知覺、注意力除了是情緒調節能力的主要內涵，這些內涵

也同時是問題解決過程所需的條件。情緒調節的情緒層面，由感官知覺影響個體

感官對情境刺激的接收、篩選，形成對問題最初的意識，國內學者陳李綢(1999)

也提出影響問題解決的因素中，知覺與問題解決的關係十分密切。情緒調節的認

知層面，由注意力控管情緒的理解，問題解決的成功與否也需要整合許多基礎的

認知技巧，如：注意力的組成元素(專注、堅持、耐心)。因此，情緒調節能力與

問題解決能力之間存在的關聯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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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情緒調節能力的理論 

一、層次論 

Labouvie-Vief 等(1989)從認知的觀點，將情緒調整分為前系統、系統

內、系統間、統整四個層次，而學前幼兒的情緒調整發展主要在前系統層次，

說明如下(引自江文慈，1999)： 

(一)情緒調節的行動尚未有單一、抽象的系統。 

(二)幼兒開始有自發性的情緒調節，並且是依照社會情境與團體規範而

形成的。 

(三)受重要他人的影響很大，幼兒通常學習父母的表情、聲音來作為情

緒表達的方式。 

二、階段論 

Thompson(1991)探討個體情緒調整的發展，將幼兒至成人時期的情緒調

整分為幼兒、學前兒童、兒童中期、青少年與成人五個階段，學前幼兒情緒

調節最重要的發展是由為外在調節轉為內在調節，其情緒調節的特徵說明如

下(引自江文慈，1999) 

(一)語言能力的發展：語言成為情緒外在調節的主要工具之一，如溝通

的能力增加，幼兒除了可以與成人談論情緒，形成情緒經驗的表徵

做進一步的反省與分析。使用情緒詞彙的機會增加，也幫助幼兒累

積情緒知識。 

(二)表徵技巧的成長：表徵技巧可提供情緒調節的認知策略，也與幼兒

對情緒的後設理解、情緒知識有關，從幼兒具備情緖知識開始，幼

兒便有能力使用策略來調整情緒。 



 46

(三)使用簡單的策略：學前幼兒多半藉由肢體動作、忽視或離開情境改

變情緒的狀態，或者尋求成人的協助，並使用語言調節情緒，當幼

兒瞭解情緒會隨時間而淡化，策略的使用從尋求外援慢慢變成以自

我調節的形式為主。 

由上述理論得知，情緒調節的過程是逐步漸進的，Saarni(1999)認為情

緒調節為一項發展任務，學前幼兒已能夠使用符號幫助情緒調節(引自陳珮

蓉，2007)。且隨著年齡的成長，孩子越會有計畫地運用不同的資源來調節

自己的情緒(Thompson, 1994)。 

魏惠貞(譯)(2006)對於正在發展情緒能力的幼兒而言，情緒調節能力指

的是： 

(一)檢視自己的情緒反應。 

(二)阻止自己有不適當的情緒表現。 

(三)意識自己的情緒變化，在情緒化時讓自己冷靜。 

(四)協調自己的感覺、想法和行動，以達到更重要的目標。 

(五)使用情緒去影響他人的感覺和行動。 

(六)使用符合文化上的情緒表達方式。 

Cole、Martin 與 Dennis(2004)發現幼兒在學前階段，開始對不愉快的

情緒喚起有較好的處理策略： 

(一)注意力控制：直接轉移對恐懼事件的注意力。 

(二)認知修正：用愉快的思考去轉移。 

(三)認知詮釋：以較滿意的方式去重新解釋困擾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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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雅琳(2005)指出學前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會呈現下列特性： 

(一)由非自主性反應逐漸轉為偏自主性反應，即由生理機制的控制而逐

漸介入認知的因素。 

(二)需被動經他人協助進行調節到主動地自我調節。 

(三)由單一的行為反應（例如轉頭）進而使用認知、語言等多元的調節

策略。 

小結 

綜合情緒調節的理論與發展得知，學前幼兒已有許多能力與方式來轉化情

緒，從最初會直接以肢體動作或由成人協助調節情緒，慢慢轉為內在轉移注意、

合理化引起情緒的原因，以認知、語言等多元的策略來調節情緒，尤其是學前階

段語言的獲得與認知的成長，也促使自我調節情緒能力的進步。因此，對學前幼

兒而言，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都隨著認知因素而漸趨成熟，兩者應是同

步成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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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情緒調節能力之測量 

表 2-3 情緒調節能力之測量工具 

研究者 工具名稱 工具內容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林昭慧

(1999） 

觀察訪談 1. 情緒調節的歷程 

2. 情緒調節的影響因

素 

學前幼兒 幼兒情緒的激發有幾

個影響因素：幼兒本

身、認知、過去的經

驗、原有的情緒狀態、

好朋友。幼兒情緒調節

可分為明顯型、內隱型

及折衷型。 

林彥君

(2003) 

「幼兒情緒

調節能力量

表」 

1. 他人引導及安撫行

為 

2. 自我引導行為 

3. 運用語言表達情緒 

4. 負向的情緒表達 

5. 自我安撫行為 

學前幼兒 照顧者的情緒智力對

幼兒情緒調節能力各

變項具有預測能力。 

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

對其人際關係的各變

項具有預測能力 

張鳳吟 

(2006) 

「幼兒行為

問卷」 

1. 知覺敏感度 

2. 注意力專注 

3. 壓抑控制 

學前幼兒 幼兒情緒性、情緒調節

與其同儕互動行為有

關聯，且不同的情緒

性、調節能力可預測不

同的社會互動行為，而

共同預測較個別預測

更具解釋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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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林昭慧（1999）幼兒在幼兒園中情緒調節之研究，進入幼兒園觀察幼兒，加

上對幼兒母親的訪談，採質性研究法分析幼兒的情緒調節狀況，歸納幼兒情緒調

節的類型以及使用的策略。林彥君（2003）則讓家長根據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的情

緒表現來填寫「幼兒情緒調節能力量表」，透過資料的收集並進行因素分析，將

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區分為他人引導及安撫行為、自我引導行為、運用語言表達

情緒、負向的情緒表達，與自我安撫行為之六大情緒調節策略。但本研究的研究

目的並非分析幼兒所使用的情緒調節策略或是幼兒情緒調節的類型，因此本研究

並未以上述兩種方式進行幼兒情緒調節能力之測量。 

張鳳吟(2006)所使用之問卷為 Rothbart、Ahadi、Hershey 與 Fisher(2001)

所設計之「幼兒行為問卷」(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簡稱 CBQ)，雖旨

在測量兒童氣質表現，但其中三個因素之一的「奮力控制」(effortful 

control)，被認為是代表情緒調節的關鍵，可用來當作情緒調節的指標，國內外

的相關研究，多以此問卷為研究工具，但根據研究目的的不同，選取其中適宜的

分量表使用。 

Bridges、Denham 與 Ganiban(2004)認為，了解個體是否正在進行（或已進

行）情緒調節，測量個體使用的情緒調節策略是較直接的方法。尤其是在幼兒階

段，以個體表現的情緒調節策略來評估其情緒調節的情形是較為適當的。但因為

考量幼兒口語表達能力之下，由老師或主要照顧者觀察其日常生活使用的情緒調

節策略是較直接且容易的方式，且 Eisenberg(1993)與蔣雅琳(2005)皆發現教師

與家長對孩子情緒調節的評分有顯著正相關，有良好的評分者信度，顯示兩者皆

為有信度的評分者，故本研究選取「幼兒行為問卷」-教師版，作為情緒調節能

力的主要測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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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一、 情緒穩定有助於問題解決 

 Torrance 的研究顯示，心理健康的幼兒與一般兒童處於同等智力水平

時，解決問題的能力較高，因為心理健康的幼兒較具有合作精神，善於吸收

他人的建議，容易累積不同問題解決的經驗。而其所謂的心理健康當中很重

要的內涵，即為情感豐富且穩定，並具有情境適應性，以及行為反應適度，

不過於敏感或遲鈍，符合刺激情境的實際狀況(引自董奇，1995)。 

Cole、Michel 與 Teti(1994)認為在特定的情境有適當的情緒反應對個

體而言可幫助個體在社會或個人生存上即時採取行動，反之則為情緒失調，

干擾人際間的情感交流與問題解決。尤其在產生情緒衝突的狀況下，有情緒

困擾的孩子會以大笑等不恰當的行為回應，而忽略他人的觀感，阻礙他們的

人際關係與解決問題的成效。 

Stewart 與 Rubin(1995)也發現在同儕間較為害羞、內向及緊張的幼

兒，在社會問題解決、主動性等表現也較差(cited by Einsenberg et al., 

1998)。 

陳李綢(1999)指出情感因素對問題解決的影響，第一為情緒的狀態，焦

慮會干擾知覺、注意力，以及記憶力，影響思考的運作且阻礙解決策略和規

則的使用。第二為注意力集中的程度，情緒會影響注意力集中的程度，沈思

型的兒童通常花較多時間解決問題且使用限制搜索的方式解題，正確性比衝

動型的兒童喜歡用猜測的方式解題為高。雖然知覺與問題解決的關係密切，

但兒童的知覺發展未完全成熟與分化，像是對刺激特性的區辨、注意力廣度

等不如成人，因此幼兒的問題解決歷程無法像成人般迅速、正確且有效。 

 



 51

Einsenberg 等人(1997b)也認同過去的研究結果，認為當個體知覺到壓

力在掌控範圍內時，有助於問題解決(Compas, Malcarne, & Fondacaro, 1988; 

Folkman, Lazarus, Dunkel-Schetter, DeLongis, & Gruen, 1986)。 

 國內研究中劉淑雲(2003)則在焦慮情緒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中發

現，焦慮情緒與問題解決的整體面和各層次皆呈現負相關，且焦慮情緒為問

題解決能力的解釋力最高的變項。 

綜合上述的文獻得知，情緒調節得宜且維持穩定對於問題解決有一定的

幫助，反之，若情緒為焦慮、緊張等不穩定的狀態則會阻礙問題解決的表現

與成效。 

二、 情緒調節為一問題解決的過程 

Einsenberg 等(1997a)指出自我調節能力高代表在情境改變時或偶發

事件中較有策略去調適應對，分析符合情境與行為的條件，以及活用個人的

問題解決策略(泛指社會、個人、認知的問題解決策略)。意指表達情緒的方

式和調節情緒程度與很可能影響孩子與他人的互動關係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Kochanska、Murray 與 Harlan (2000)也發現學前幼兒在情緒與行為的

調節上已漸漸不需要成人的介入(cited by Kalpidou et al., 2004)。

Fleury(1995)對二到四歲幼兒的觀察研究中發現，幼兒使用個人問題解決的

技巧比尋求外援多的情況也會隨著年齡增加。 

Kalpidou 等人(2004)對三到五歲的幼兒進行研究，發現五歲幼兒較常

使用工具性的因應方式(instrumental coping)，如：改善問題情境、尋求

協助或詢問他人意見等，其研究結果指出工具性的因應方式具問題解決導向

的特性，因此與情緒調節有正面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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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陳李綢(1999)指出情感策略訓練，經過自我調節的訓練，可以

幫助問題解決歷程中控制情感反應，進而促進問題的解決。國內研究中，羅

芝芸(1998)發現情緒智力越高的兒童其問題解決能力也越好。且高情緒智力

的兒童在問題解決能力五個層次上的表現也都優於中、低情緒智力的兒童。 

從上述相關研究與學者的論述中得知，能自我調節的個體較能面對並主

動去改變引發情緒的問題情境，使問題獲得解決。 

小結 

由情緒調節的理論及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可知，不僅是情緒狀態對問題解決

的表現造成若干影響。情緒也是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必需面對的問題之一，情緒調

整的過程也等於是幼兒在解決問題，若幼兒在處理自身的情緒狀況時使用了問題

導向的解決方式，也會在情緒調整上得到正向的結果。由此可知，情緒調節與問

題解決之間不僅彼此助益，且隨著幼兒的年齡增長更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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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家庭為幼兒第一個社會化場所，亦為人際關係的起點。本節從親子互動關係

意涵進行說明，並綜合不同理論對親子互動關係形成的看法，作為測量工具使用

之基礎，最後探討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壹、 親子互動關係的意涵 

一、親子互動關係的定義 

Bigner(1994)與 Holden(1997)認為親子關係其實是一種動力互動的歷

程(dynamic reciprocal process)，不僅是單一方向的父母選擇付出，孩子

的特質與外在環境因素，在親子關係中，鼎立其他二個重要的支柱(引自潘

玉鳳，2003)。蔡春美、翁麗芳與洪福財(2001)認為「親子關係」就是雙親

與子女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透過雙方互動所構成的人際關係。 

施秀玉(2002)認為親子互動關係是親子同步進行的互動現象，是一種動

態系統與歷程，即雙親與子女雙方面互相回應行為的循環累積關係，因此是

雙向的互動關係而絕非單方面的施予問題。國內外的研究大多數均認同親子

互動關係就是父母與孩子相互影響的關係（莊麗雯，2002；羅品欣，2003；

沈美秀，2005；江德怡，2006）。但產生互動的理由來自於子女需要父母的

照顧，以及父母有對教養子女的責任。親子互動關係可以說是建立在父母對

子女的教養責任與兒童的成長需求上，兩者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心理互動與

實際溝通的關係(沈美秀，2005)。 

親子互動關係一詞所包含的層面相當廣泛，有許多學術研究以詮釋父母

與子女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主，但所使用的名稱卻不盡相同，常見的用詞

有「教養態度」、「教養方式」、「教養行為」「管教方式」「管教態度」、或「親

子關係」等。長久以來，學者們對親子關係的定義仍以「情感關係」與「教

養方式」兩類居多（黃詩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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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親子互動關係的看法，親子互動關係應是建立在

父母教養子女時彼此間外顯的肢體、語言互動，以及內隱的情感交流上。 

二、親子互動關係的內涵 

親子關係始於孩子誕生的一刻，它的內涵，隨著孩子的成長而多元，但

大都涵蓋了親子互動行為、教養方式及情感連結等要素(羅國英，1997)。父

母對子女的教養、及子女對父母的回饋反映，種種互動過程，反應了親子間

情感的連結，形成了父母與子女間，特有的親子關係。因此大多數的親子關

係都涵蓋了管教方式、親子互動行為及情感的連結等內涵(莊麗雯，2002)

分述如下： 

(一)父母教養方式 

高明珠(1998)甚至認為父母管教態度、父母教養方式與親子關係在

本質是互為表裡的(引自莊麗雯，2002)。父母教養方式既是親子關係的

內涵之一，也常常被拿來作為影響親子關係的重要變項(潘玉鳳，2003)。 

目前國內外針對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有單向度、雙向度、多向度

三種取向，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分類方式眾多，雙向度中

Willians(1958)所提出父母教養方式，為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親

子互動關係量表」的理論基礎之一，主要分為權威(authority）與關懷

(loving)兩個向度，共有四種組合類型(引自沈美秀，2005)，如圖 2-3，

說明如下： 

1. 「關懷支配」（高關懷高權威） 

父母對子女有較多要求和規範，期望其成熟懂事，同時也給予

較多關愛、溝通和接納，是一種感性和理性並存、較以父母為中心

取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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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懷寬容」（高關懷低權威）  

父母對子女較少控制，多鼓勵其自我作決定、自我約束，頗能

接納子女想法，以及回應子女行為，是一種較以子女為中心取向的

親子關係。  

3. 「忽視專制」（低關懷高權威）  

父母對子女有較多的要求和控制，態度嚴格，限制行為頗多，

很少給予讚美鼓勵、情感關懷，並忽視子女的需求，是一種以父母

為中心取向的親子關係。  

4. 「冷漠放任」（低關懷低權威）  

父母忙於工作，少有時間陪伴子女，對其情感投入微乎其為、

各方面表現也要求甚低，會很快滿足子女要求以避免麻煩，是一種

以子女為中心取向的親子關係。 

 

 

 

 

 

圖 2-4 Williams 父母教養方式 

資料來源：楊瑛慧(2006)。父母教養態度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之影響研究，台北

市立教育大學兒童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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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互動行為與情感的連結 

親子互動關係除了父母的教養方式外，還包涵了主觀的感受以及親

子實際相處的互動行為。不同學者所強調的面向不同，Wood(1993)以不

同空間的分享程度作為指標(引自江德怡，2006)。潘玉鳳（2003）以對

話、行為等實質表現評估。Gongla 與 Thompson(1987)則以互動與分享

的觀點，將親子互動分為身體互動(physical interaction)與心理互動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前者指親子間溝通與接觸的程度，此

即「互動的頻率」，後者是指親子間所形成的溫暖、親密、支持與認同

感，此即「互動的內容」。 

羅品欣（2003）依據 Gongla 與 Thompson 的觀點，以「親子相聚時

間的多寡」和「心理的距離感」兩個向度，本研究使用之「親子互動關

係量表」亦以此做為依據，將親子互動狀態劃分為四種型態，說明如下： 

1. 聚頻心繫：意指親子間的互動頻率高，且溫暖、親密、支持與

認同等心理感受度也較強 

2. 聚疏心繫：意指親子間雖然互動頻率低，但溫暖、親密、支持

與認同等心理感受度較強 

3. 聚頻心離：意指親子間雖然互動頻率高，但是溫暖、親密、支

持與認同等心理感受度卻較弱 

4. 聚疏心離：意指親子間的互動頻率低，且溫暖、親密、支持與

認同等心理感受度也較弱。 

小結 

綜合上述看法，親子互動關係的內涵應包括父母管教方式以及親子間的心

理、身體、語言三種互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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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親子互動關係之理論 

蔡春美等（2001）認為親子互動的理論與個體發展、家庭生活有密切的關聯，

並從五個不同的理論觀點闡述親子互動關係的形成，潘玉鳳(2003)則提出認知論

的角度來加以說明： 

一、精神分析理論 

Freud 的理論所提出的個體發展五分期，將不同階段的「性心理」特徵

與親子互動一併討論，如戀父、戀母情結，其主要貢獻在於提出父母教養態

度對子女人格發展的論點。 

二、心理社會發展論 

Erikson 對精神分析理論進行修正後，融入社會的觀點，針對人的一生

提出八個人格發展的分期，並以每個階段所遇到的發展危機，形成不同的人

際關係，而學前幼兒處於創新與退縮內疚的衝突下，產生要在對自己負責與

符合父母期待中取得平衡的親子互動關係。 

三、Bandura 的社會學習論 

認為父母與孩子觀察學習的互動過程，是人類社會化最重要的歷程，所

以父母是提供孩子良好示範與正確行為的重要對象。親子互動關係在孩子透

過注意、保留、模仿、動機四個觀察學習歷程逐漸成形。 

四、Vygotsky 社會文化理論 

Vygotsky 認為社會文化環境對個體的發展，尤其是認知層面有重大的

影響，幼兒的學習需與周遭的人互動才能產生，此一觀點是親子互動關係建

立的重要依據，因為父母需要對孩子目前的能力與可能達到的水準進行瞭

解，即具備「最近發展區」的概念，才能提供孩子所需的「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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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生活週期理論 

Duvall 將家庭生活分為擴張期與收縮期，兩個時又可再分為八個階

段，其中擁有學齡前幼兒的家庭屬於第二階段，其親子互動關係的重心在於

子女的教育，以及其他新成員的加入，親子互動關係增長之餘，父母的心態

上也需調整，引導幼兒漸漸獨立，在家庭與學校兩大生活圈都建立起良好的

人際關係。 

六、認知論 

以認知論的觀點來看父母教養的方式，著重於父母如何協助孩子認知的

發展，其方法不外乎協助孩子發問具有意義的問題、了解其內心世界的思

考、接受孩子解決問題時所犯的錯誤，協助孩子經歷「同化」與「調適」的

過程為親子互動關係中的主要活動。 

小結 

綜合上述理論，除了養育外，「學習」、「人際關係」是親子間產生最重要的

活動，而親子互動關係的建立除了父母與子女的角色外，環境也是很重要的一

環，親子雙方在共同的環境下生活，因此環境也不斷產生親子需一起面對的問題

情境，如父母常需要幫助孩子解決生活或學習上的問題，或是親子間長期互動的

過程可能會產生許多互相適應的問題。由此可知，問題解決本來就存在於親子互

動之中，問題可能是生活上的，與學習相關，或者在人際關係的建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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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親子互動關係之測量 

表 2-4 親子互動關係之測量工具 

研究者 工具名稱 工具內容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詹珮宜

(2000) 

「親子互動

關係問卷」 

父母兩版 

1. 親子間身體 

2. 心理互動 

國小學童 智障學生之國小正

常手足的親子互動

關係不如一般家庭

國小學生，其餘變項

則沒有差異。 

莊麗雯

(2002) 

「親子互動

關係量表」 

父母兩版 

1. 心理親密度 

2. 互動頻率 

3. 權威管教 

國小學童 與父親、母親形成負

面依附風格的學

童，也易於對同儕形

成負面的依附風格 

趙梅如

(2008) 

「圖畫情境

式量表」 

父母兩版 

1. 交心 

2. 矜持 

3. 妥協 

4. 默從 

5. 衝突 

6. 偽裝 

7. 冷淡 

8. 防衛 

國小學童 瞭解孩子在親子互

動關係中的溝通型

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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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目前使用於測量親子互動關係的工具，以問卷或量表較為常見，如詹珮宜

(2000)修訂鄭秋紅(1993)之「親子互動關係問卷」，其問卷內容分為身體互動與

心理互動兩部分，並將問卷設計為父母的兩個版本，即分別評估國小學童與雙親

的身體和心理互動，量表內容僅著重於互動行為。趙梅如(2008)發展的「圖畫情

境式量表」，內容包含五個爸爸與孩子以及六個媽媽與孩子互動關係的主題情

境，量表共有交心、矜持、妥協、默從、衝突、偽裝、冷淡、防衛八個分量表，

但其量表發展的重點在於瞭解孩子在親子互動關係中的溝通型態。上述兩者皆與

本研究欲探討的親子互動關係之內涵有所出入，因此本研究並未選取「親子互動

關係問卷」與「圖畫情境式量表」做為研究工具。 

莊麗雯(2002)則融和親子互動與父母管教兩大內涵編製「親子互動關係量

表」，與本研究之所關心的重點一致，但原量表設計為學童自陳量表，考量題目

的複雜度幼兒不易作答，因此本研究將自陳量表改為父母填答形式，作為研究工

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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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從親子互動關係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使用的變項眾多，如：「親子互動」、

「家庭氣氛」、「父母教養方式」等，皆可視為親子互動關係內涵之一，以下將逐

一進行討論各內涵與問題解決之關係： 

一、親子互動與問題解決的關係 

呂翠夏(2002)對學前幼兒家庭共親職的質性研究當中，發現父母共同參

與孩子的遊戲，在當中扮演遊戲夥伴、合作教導遊戲規則、提供解決問題的

點子。 

親子互動的內涵有一部分為親子的語言溝通，有研究發現父母的語言運

用方式對於子女的問題解決能力具有顯著的影響力(Hess, 1965; Panetta & 

Swank, 1979；引自詹秀美，1989)。 

Rodick、Henggeler 與 Hansen(1986)指出親子之間正向及支持性的溝

通，能使孩子的防衛性縮小、促進問題解決能力，同理他人的問題及感受，

及對人有信任感，自然孩子對於自己情緒的調整也將愈正向而有效能(引自

陳春秀，2001）。 

Kritzer(2008)在失聰幼兒學習解決數學問題的研究中，認為家庭非正

式的中介學習作用，能讓幼兒在生活經驗中建構數學的知識，且學到如何思

考與解決問題。家長協助幼兒學習的方法中，溝通能力又顯得格外重要。 

二、家庭氣氛與問題解決的關係 

詹秀美(1989)的研究結果指出家庭氣氛與問題解決能力並無顯著相

關。但羅芝芸(1998)卻發現家庭氣氛越佳的兒童，問題解決能力越佳。 

由此可知，家庭氣氛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間的關係仍有許多探討的空間，

因為家庭氣氛往往是配合父母的教養方式而形塑出來的，對問題解決能力而

言是間接的影響，或者應與父母的教養方式等其他變項一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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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養方式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係 

Rueter與Conger (1998)的研究發現幼兒時期父母親的教養方式會影響

青少年時期解決問題的行為，越負面的教養行為，如父母的教養嚴厲、教養

方式不一致、缺乏彈性等，導致青少年問題解決的技巧越差，尤其是在人際

關係問題解決能力上。 

Bermudez(1986)發現家庭教育重視獨立自主與自我表達的個人，其問題

解決能力較強調順從與家庭凝聚力的個人為佳。Panetta & Swank( 1979)

也指出在鼓勵獨立自主、以誘導方式管教的家庭之子女，其問題解決能力優

於以權威、命令方式管教之家庭的子女(引自詹秀美，1989)。 

Getzels & Jackson(1962)研究高智商、高創造兩組青少年的父母在對

待創造行為的態度、閱讀興趣、價值觀三方面的差異，其研究結果發現高智

商組的家庭生活較為安定有規律，而高創造組則較獨立和自由，且有大量解

決問題的機會(引自董奇，1995)。 

詹秀美(1989)的研究發現誘導管教與權威管教對問題解決能力皆呈現

正相關，並具有顯著的預測力，但誘導管教的解釋量仍大於權威管教。 

楊瑛慧(2006)父母教養態度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結果發現，父母

的精神獎勵策略可以影響幼兒解決問題思考的流暢性；而父母的精神懲罰、

拒絕、精神獎勵與命令等四種教養態度對幼兒解決問題思考之變通性也具有

影響力。 

Joanl(1975)發現母親通常幫孩子解決問題，所以使孩子解決問題的能

力減低(引自楊瑛慧，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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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除了親子間學習、語言互動對問題解決能力呈現

較一致且正面的結果，家庭氣氛、父母的教養對孩子問題解決能力的確造成

某些影響，不論是在解決問題的實際表現或態度上，但影響的好壞則未有定

論。 

小結 

影響問題解決能力的因素中，家庭因素多半都以單一變項進行探討，其餘的

家庭變項當中，如家庭氣氛、管教方式…等，則有待更為整合性的探討。不論國

內外的研究皆指出家庭的確與問題解決能力產生不少關聯，因為問題解決能力雖

與幼兒本身的認知發展有密切的關係，但父母的管教方式是助長或抑制的重要因

素。 

問題解決對於個體來說是一種思考歷程，而在親子互動中則是一種經驗的分

享，是親子互動行為的一部分，且當父母持開放的教養態度，給予情感上的支持，

也與幼兒在問題解決的表現上有一定的關聯。 

從國內的親子關係相關研究可以發現，使用的變項眾多，由於許多探討家庭

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皆指出家庭因素對問題解決能力有所影響，但卻不

宜用單一因素進行討論，因此，本研究以親子互動關係量表將不同的家庭因素加

以整合，應可避免過去研究家庭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時單一因素解釋力不足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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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

能力 

上述各節文獻所探討的內容皆為單一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聯，本節將進

一步對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四個問題解決能力的相

關因素作更為整合性的討論，說明因素間的相互關係，以作為後續探討變項間交

互作用之依據。 

壹、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與親子互動關係之關係 

(一) 社經地位與玩興 

 國內外社經地位與玩興的相關研究十分有限，但有限的相關研究當中

Barnett(1991a,1991b)、Semanic-Lauth(1990)、Taylor(1992)皆發現社經

地位高的幼兒，其玩興越高。 

(二) 社經地位與情緒調節能力 

 過去研究發現照顧者本身特質與幼兒的情緒調節策略間有一定的相

關。不同類型、年齡、教育程度、職業類型的照顧者受其親職角色、教育程

度、工作性質等的影響，持有不同的情緒理念，在面對幼兒情緒需求時有不

同的回應，因而影響孩子的情緒調節策略、面對情緒的方式（Eisenberg, 

Fabes & Murphy, 1996; 林彥君，2003；蔣雅琳，2005）。 

蔣雅琳（2005）比較不同教育程度父母的情緒理念，發現教育程度較低

的父母在情緒摒除型理念的得分較高，較常以懲罰、嚴厲制止面對孩子的負

向情緒。林彥君（2003）的研究則發現 31-40 歲、教育程度較高、由母親或

（外）祖父母照顧的幼兒較其他幼兒更常使用「他人引導及安撫」的情緒調

節策略。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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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經地位與親子互動關係 

 國內外早期的研究中社經地位對親子互動關係的影響會反映在管教方

式與態度、語言互動上(Munsinger，1975；蔡順良，1985；孫毓英，1986；

鄭秋紅，1993；翁樹澍，1990，引自莊麗雯，2002）。其研究結果多半顯示，

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在管教上較傾向採用權威的方式，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則多

為誘導的方式；語言互動上，溝通的品質也以高社經地位家庭較佳。 

 國內近期的研究，高社經家庭的親子關係在信任、互動內涵、安全依附

上皆優於低社經家庭(陳春秀，2001；莊麗雯，2002，蔡慧華，2007)。雖有

少數研究指出，社經地位對親子互動關係沒有影響，但一般而言，社經地位

較高的家庭，親子互動關係也較好。 

從文獻上得知，家庭的社經地位越高，問題解決能力越好。家庭社經地

位一部分代表家長的教育程度，一部分代表家長的職業。教育程度影響家長

所持的教育理念、教養方式，而職業則影響親子互動的品質，如家長陪伴孩

子的時間長短。透過上述親子互動關係的內涵，才構成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

能力關係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擬將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相關因

素：親子互動關係、玩興、情緒調節能力一併加以探討。 

貳、 親子互動關係與玩興之關係 

Aguilar(1985)認為在社會環境中，個人潛在的玩興特質，會受到三種社會

性元素的影響，其中之一即為幼兒的家人。Bronson 與 Bundy(2001)認為即使是

玩興很高的孩子，在一個不支持的環境下，其玩興的展現也會受到限制。雖然國

內未有玩興與親子互動關係的相關研究，但國外研究已漸漸重視社會環境因素與

玩興的關聯。因此，玩興雖然為個人特質，但仍不能忽視親子互動關係中家長可

能因幼兒的特質而調整其教養方式，或是以教養方式影響幼兒個人特質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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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馨(2006)在「閱讀環境、玩興、父母創意教養與國小中、高年級學童科

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發現三、五年級學童皆透過閱讀環境、父母創意教養，

先對玩興產生直接或間接效果，然後才對學童科技創造力產生間接的影響效果。

因此，若加入父母教養的因素，玩興就不單只是與創造力產生關聯，而是在與父

母教養形成互動後，再對創造力產生影響。 

 由此可知，玩興、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能力之間，應不只是玩興或親子

互動關係各別的影響。而是先由親子互動關係對幼兒玩興產生效果，再與問題解

決能力形成聯結。 

參、 親子互動關係與情緒調節能力之關係 

大多數學者均強調父母的教養方式與態度對兒童的心智、人格、情緒、社會、

行為、生活適應等都有密切關聯(李蕙美，1992)。蔡春美等人（2001）針對父母

對情緒層面的重要性，指出學前階段父母的接納與否對幼兒的情緒穩定和人格發

展，具有重要的影響力。Goleman 更認為家庭是我們學習 EQ 的第一所學校，學

習的過程不僅是透過父母的管教，還包括問接觀察父母的行為及彼此相處之道

(張美惠譯，1996)。 

Carson 與 Parke(1996)認為親子之間的情緒表達，與情感交流的內涵，會在

無形中影響兒童傳遞情感的技巧(引自羅品欣、陳李綢，2005)。 

Danham(1998)則強調父母回應和處理幼兒情緒的方法和態度也是幼兒情緒

調節能力發展中重要的一環。Gottman 與 DeClaire(1996)也在其縱貫式研究中也

發現，父母處理孩子情緒的態度和方法影響孩子未來的情緒發展，尤其是情緒調

節的能力。 

蔣雅琳(2005)指出幼兒情緒調節能力的社會化途徑有三方面，除了父母對子

女的教養行為可以塑造幼兒的情緒表現，幼兒也會透過觀察學習到情緒反應的功

能與時機，加上親子彼此的磨合調整，最後形成一套固定的情緒反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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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秀玉(2002)在親子互動的研究上，發現親子互動的改變是來自於有效溝

通、開放性思考、同理心、情緒管理與改變自己等五個方面，也顯示適度的情緒

調節也有助於親子關係的維持。 

蕭瑞玲(2002)研究國小學童情緒調整的相關因素，發現不同父母管教方式對

國小學童的「情緒調整」有顯著差異，開明權威的教養方式，學童在情緖調整上

的表現最佳。李玟儀(2003)的研究以相互信任、友誼性交往、情感交流、獨立四

個面向作為親子關係的內涵，四個面向皆與情緒調節呈現正相關。 

林彥君(2003)的研究也發現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除了會因照顧者的教育程

度高低與類型有顯著的差異，當照顧者的情緒智力愈高，則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

也會愈高。 

親子互動關係除了直接對情緖調節產生影響，沈美秀(2005)發現學童的親子

互動關係、情緒智力會在生活適應形成顯著的交互作用。 

國外 Maughan et al.(2007)在其縱貫式研究中，以問題解決的作業為研究

工具，當幼兒單獨解決問題時，研究者從母親對幼兒的協助中評估其否定行為，

結果發現母親的壓力所引起的負面教養行為會影響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與社會

情緒能力。 

Rodick、Henggeler 與 Hansen(1986)指出親子之間正向及支持性的溝通，能

使孩子的防衛性縮小、促進問題解決能力，同理他人的問題及感受，及對人有信

任感，自然孩子對於自己情緒的調整也將愈正向而有效能(引自陳春秀，2001）。 

黎樂山等人(2008)的研究發現照顧者面對幼兒負向情緒時愈常使用問題導

向、鼓勵表達、情緒導向的反應方式，愈少懲罰、心情低落反應，則幼兒愈常表

現「認知型」的情緒調節策略。這與 Eisenberg & Fabes(1994)的研究發現，母

親的「問題導向」、「情緒導向」、「鼓勵表達」反應與兒童積極解決型情緒因應呈

現正相關的結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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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羅芝芸(1998)的研究雖指出情緒智力與家庭氣氛、情緒智力與家庭社經

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皆不顯著。但其研究所指之家庭因素與本研究

親子互動關係的內涵並不相同，因此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

力三者的關聯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由此可之，不論是情緒的交流與回饋，或是提供情緒調節的楷模…等，國內

外研究皆顯示家庭的親子互動關係良好，幼兒在情緒調節上也會有較佳的表現，

而相對的，當情緒調節得宜，親子互動關係也會隨之改善。因此，親子互動關係

有增進、塑造幼兒情緒調節能力的功能，並在幼兒具備情緒調節能力後再對問題

解決能力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