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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前幼兒的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

能力之關聯。並據此目的，依第三章所述之研究方法與程序，進行調查研究，以

下將對本研究結果作進一步之分析與討論。 

第一節 家庭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

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家庭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

決能力之關係，共為六部分，首先就學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的表現作一分析，其

次應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依序分析家庭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

關係等四個變項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最後進行綜合討論。 

壹、 學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之表現 

 本研究對學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的評估，乃依據「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

的得分，「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為四點量表，最高分為四分，最低分為一分，

問題解決能力的三因素當中以「信心」因素的得分最高，每題平均得分為 2.90；

其次為「決定」，每題平均得分 2.51；再者是「分析問題」，每題平均得分 2.43。

總量表每題的平均得分為 2.59，如表 4-1 所示。由此可知，學前幼兒問題解決

能力的整體表現大致為中等。 

表 4-1 學前幼兒在「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上得分之摘要表 

                 題數     平均數     每題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分析問題 8 19.42 2.43 3.61 3 

信心 6 17.40 2.90 2.77 1 

決定 7 17.56 2.51 2.83 2 

問題解決能力 21 54.38 2.59 8.33  



 86

貳、 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情形 

一、就整體層面而言，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並無顯著的相關存在

(r=.125,P>.05)，如表 4-2 所示。 

二、以各層面視之，社經地位與分析問題、信心、決定三層面皆無顯著的相

關存在，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矩陣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社經地位 .116         .139       .084          .125 

參、 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情形 

一、就整體層面而言，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間並無顯著的相關存在

(r=.104,P>.05)，如表 4-3 所示。 

二、以分層面視之，身體自發性與認知自發性皆與問題解決能力有顯著的正

相關，且主要是反應在問題解決能力的分析問題、信心兩因素上，但兩

者相關程度皆偏低，如表 4-3 所示。 

表 4-3 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矩陣 

身體      認知      社會     歡樂     活動 

自發性    自發性    自發性    情感     型態 玩興 

分析問題 .167* .169* .136 .078 -.008 .126 

信心 .178* .173* .132 .078 -.043 .122 

決定 .118 .084 .046 -.012 -.091 .024 

問題解決能力 .172* .159* .119 .055 -.049 .10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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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情形 

一、就整體層面而言，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間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

(r=.217,P<.01)，如表 4-4 所示。 

二、以分層面視之，壓抑控制在問題解決能力各層面上的關聯皆達顯著正相

關。注意力專注則在分析問題、信心上有顯著正相關。知覺敏感度與問

題解決能力各層面皆無顯著相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矩陣 

知覺敏感度   注意力專注   壓抑控制 情緒調節能力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135 

.120 

.138 

.176* 

.201** 

.133 

.187* 

.223** 

.175* 

.197** 

.216** 

.176* 

問題解決能力 .145 .188* .215** .217** 

*P<.05  **P<.01 

伍、 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情形 

一、就整體層面而言，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間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

(r=.293,P<.01)，如表 4-5 所示。 

二、以分層面視之，情感性的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各層面上皆呈現顯著

的正相關，權威性的親子互動關係則與問題解決各層面皆無顯著相關，

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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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矩陣 

情感性            權威性 親子互動關係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288** 

.350** 

.273** 

.065 

-.047 

.131 

.268** 

.216** 

.309** 

問題解決能力 .334** .057 .293** 

**P<.01 

陸、 不同社經地位的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

關情形 

一、不同社經地位幼兒的玩興與整體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在高社經地位組

呈現顯著正相關(r=.294,P<.05)，但與低、中社經地位兩組並無顯著關

聯。但就各層面來看，在低社經地位組，身體自發性、認知自發性兩者

與問題解決能力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如表 4-6 所示。 

二、不同社經地位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與整體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在低社

經地位組呈現顯著正相關(r=.249,P<.05)，但與中、高社經地位兩組並

無顯著關聯。但若以各層面視之，在低社經地位組，注意力專注與問題

解決能力有顯著正相關(r=.272,P<.05)，而高社經地位組，壓抑控制與

問題解決能力有顯著正相關(r=.274,P<.05)，如表 4-6 所示。 

三、不同社經地位家庭的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在高社經地

位組有顯著的正相關(r=.308,P<.05)，在低社經地位組也呈現顯著正相

關(r=.277,P<.05)，但中社經地位組則否。進一步以各層面來看，情感

性因素在各社經地位皆與問題解決能力有顯著正相關，尤其在中社經地

組呈現中度正相關(r=.453,P<.01)。權威性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

並未在任一社經地位中達顯著，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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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不同社經地位之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

關矩陣 

問題解決能力(N=179) 

 

高社經 

(n=53) 

中社經 

(n=59) 

低社經 

(n=67) 

身體自發性 .158  .007  .336* 

認知自發性 .074  .108  .313* 

社會自發性 .141 -.128 .266 

歡樂情感 .073 -.122 .221 

活動型態 -.150 -.027 .112 

 

玩興 

  .294* -.070 .085 

知覺敏感度 .135  .155 .143 

注意力專注 .204  .079  .272* 

壓抑控制  .274*  .061 .266 

 

 

情緒調節能力 

 .267  .111  .249* 

情感性  .302*    .453**  .252* 

權威性 .115 -.160 .123 親子互動關係

  .308*  .247  .27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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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綜合討論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分析得知，學前幼兒在問題解決能力量表上的表現，

而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等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茲以

下列綜合說明： 

(一) 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不論是問題解決能力整體或各層面，家庭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無

顯著相關存在，因此研究假設 1-1：「社經地位越高的家庭，幼兒問題解決

能力越好」並未獲得支持，此結果與羅芝芸(1998)、詹秀美(1989)的研究雖

不相符。但過去探討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研究中，通常有中介因

素的影響，如：父母使用語言的方式，才使家庭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形

成關聯(Penetta & Swank, 1979；引自羅芝芸，1998)。 

(二) 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由上述分析得知，雖然玩興當中的身體自發性、認知自發性兩因素雖然

與問題解決能力的分析問題、信心兩因素呈現顯著正相關。但整體而言，玩

興與問題解決能力無顯著相關存在。 

  因此研究假設 2-1：「玩興越高的幼兒，問題解決能力越好」並未獲得

支持。此結果與 Dansky(1980)、Feitelson 與 Ross(1973)、Rosen(1974)、

Woods(1984)的研究發現並不相同。研究者從文獻中發現玩興對問題解決能

力幫助可能來自於解題的動機與態度、擴散性思考、正向情緒等三方面。本

研究雖未直接發現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聯，但由文獻中得知，問題解決

能力的促進可能來自遊戲的自發性，也有可能是非自發性遊戲訓練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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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由上述分析得知，情緒調節能力中注意力專注、壓抑控制兩因素與問題

解決能力的分析問題、信心兩因素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且情緒調節能力與問

題解決能力整體，也具有顯著正相關。 

  因此研究假設 3-1：「情緒調節能力越好的幼兒，問題解決能力越高」

獲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羅芝芸(1998)，以及國外 Einsenberg 等(1997a)、

Kalpidou 等(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表示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

間，確實因注意力、壓抑控制等情緒調節的成分而存在某些正面的助益。 

(四) 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 

  由上述分析得知，情感性與分析問題、信心、決定三因素皆有顯著正相

關，權威性則否，但整體而言，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整體有顯著正

相關存在。因此假設 4-1：「親子互動關係越好的家庭，幼兒的問題解決能

力越高」獲得支持。 

但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權威性的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並無關聯，

與詹秀美(1989)的研究結果指出權威管教與問題解決能力有正相關並不相

同。顯示本研究結果傾向支持國外 Rodick、Henggeler 與 Hansen(1986)的

研究發現，親子間正向及支持性的溝通等，較情感性的親子互動關係，可促

進問題解決能力。 

(五) 不同社經地位下，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

力之關係 

  本研究進一步對不同社經地位加以分析，結果發現所有變項中只有親子

互動關係的「情感性」因素與問題解決能力之相關情形最為一致，不管是在

高、中、低社經地位組，與皆有顯著正相關。尤其中社經地位組，「情感性」

是唯一與問題解決能力達顯著相關的因素，且相關程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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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興、情緒調節能力兩因素在各社經地位組中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情

形皆不一致。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在高社經地位組達顯著，而低社經

地位組只有在身體自發性、認知自發性上達顯著相關，但整體而言，玩興與

問題解決能力並無關聯，因此社經地位在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兩者關係中的

作用為何，有待後續探討交互作用時進一步說明。 

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在低社經地位組達顯著，同時也在

注意力專注上呈現顯著相關，而高社經地位組在壓抑控制上也有顯著相關存

在。整體而言，情緒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有顯著正相關，只是高、低社

經地位組的問題解決能力會特別與情緒調節能力中壓抑控制、注意力專注兩

因素形成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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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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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互

作用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社經地位、個人因素-玩興、情緒調節能力，以及家庭因素-

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情形。首先，將玩興、情緒調節能力、

親子互動關係三者由連續變項調整為類別變項，接著分別進行社經地位與玩興、

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三者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二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

析，以及個人因素-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與家庭因素-親子互動關係之二因子多變

量變異數分析，若單變項考驗達.05 顯著水準，則進行單純主要效果的考驗，同

時進一步採用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若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則不作進一

步探討。 

壹、 玩興與社經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交互作用分析 

 由表 4-7 得知，社經地位與玩興在問題解決能力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λ=.966,P>.05)，意指不同程度玩興的幼兒，其問題解決能力不因社經地位的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表 4-7 不同社經地位與玩興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表 

多變量      單變項考驗結果的 F值及其顯著性  

變異來源      df Wilks＇λ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玩興(A)       2     .989 

社經地位(B)   2     .930 

(A)×(B)       4     .919 

3.04      2.49    1.21      2.36 

.61       .26     .43       .47 

.14       .72     .5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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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情緒調節能力與社經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交互作用分析 

 由表 4-8 得知，家庭社經地位與情緒調節能力在問題解決能力的交互作用

未達顯著水準(λ=.968,P>.05)，意指不同程度情緒調節能力的幼兒，其問題解

決能力不因社經地位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表 4-8 不同社經地位與情緒調節能力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表 

多變量      單變項考驗結果的 F值及其顯著性  

變異來源         df Wilks＇λ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情緒調節能力(A)   2    .938       5.08**     3.11*    4.11*      5.10** 

社經地位(B)       2    .991        .48        .30      .32       .41 

(A)×(B)           4    .958        .16        .98      .45       .46 

*P<.05 **P<.01 

參、 親子互動關係與社經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交互作用分析 

 由表 4-9 得知，家庭社經地位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的交互作用

未達顯著水準(λ=.933,P>.05)，意指不同程度親子互動關係的幼兒，其問題解

決能力不因社經地位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表 4-9 不同社經地位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表 

多變量     單變項考驗結果的 F值及其顯著性  

變異來源         df Wilks＇λ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親子互動關係(A)   2    .987        .29         .60     .89       .65 

社經地位(B)       2    .989        .35         .20     .55       .37 

(A)×(B)           4    .957        .94        1.08    1.6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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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玩興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交互作用分析 

由表 4-10 得知，幼兒的玩興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的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水準(λ=.949,P>.05)，意指不同程度玩興的幼兒，其問題解決能力不因

親子互動關係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表 4-10 不同玩興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表 

多變量     單變項考驗結果的 F值及其顯著性  

變異來源         df Wilks＇λ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玩興(A)           2  

親子互動關係(B)   2  

(A)×(B)           4  

.936       3.15*      2.41     .99       2.33 

.987        .37        .66     .87        .72 

.951        .63       1.08     .77        .86 

*P<.05 

伍、 情緒調節能力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交互作用分析 

 由表 4-11 得知，幼兒的情緒調節能力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的交

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λ=.966,P>.05)，意指不同程度情緒調節能力的幼兒，其

問題解決能力不因親子互動關係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表 4-11 不同情緒調節能力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之多變量變異數分

析 

多變量     單變項考驗結果的 F值及其顯著性  

變異來源         df Wilks＇λ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情緒調節能力(A)   2  

親子互動關係(B)   2  

(A)×(B)           4  

.938        4.87**     3.05*   4.20*     4.98** 

.989         .20        .45     .75       .50 

.950         .41        .20    1.35       .5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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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二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探討背景變項-社經地位、個人變項-

玩興、情緒調節能力，以及家庭變項-親子互動關係與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

作用，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知： 

一、社經地位、個人變項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係 

(一)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個人變項之一-玩興與社經地位在問題解決

能力上的交互作用並不顯著，因此研究假設 5-1「玩興與家庭社經

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並不成立。 

(二)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個人變項之二-情緒調節能力與社經地位在

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此結果與國內羅芝芸(1998)

的研究發現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5-2「情緒調節能力與家庭社經地

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並不成立。 

二、社經地位、家庭變項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係 

  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家庭變項-親子互動關係與社經地位在問題

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並不顯著。因此研究假設 5-3「親子互動關係與

家庭社經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並不成立。 

三、個人變項、家庭變項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關係 

(一)本研究結果發現，個人變項之一-玩興與家庭變項-親子互動關係在

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此結果與王昕馨(2006)的研

究發現並不相符。因此研究假設 6-1「玩興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

解決能力上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並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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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結果發現，個人變項之二-情緒調節能力與家庭變項-親子互

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並不顯著，此結果與國內羅芝

芸(1998)的研究發現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6-2「情緒調節能力與親

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並不成立。 

 皮連生與邵瑞珍(1989)雖指出，造成問題解決能力差異的原因當中，有些

原因，如：人格特徵，通常是個人素質與後天條件交互作用的結果。但羅芝芸(1998)

的研究與本研究結果相同，皆未發現幼兒個人素質與家庭後天條件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在交互作用的探討上雖然都沒有得到顯著的結果，但是本研究發現情緒調

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兩個因素對幼兒問題解決能力仍有各別的影響力存在，

因此，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在本研究仍有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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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能力之預測

力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不同的相關因素對問題解決能力之預測力，本節以玩興中的

「身體自發性」、「認知自發性」、「社會自發性」、「歡樂情感」、「活動型

態」；情緒調節能力中的「知覺敏感度」、「注意力專注」、「壓抑控制」；親

子互動關係中的「情感性」、「權威性」，以及「社經地位」，共十二個預測變

項，應用逐步多元迴歸分別找出能有效預測問題解決能力中的「分析問題」、「信

心」、「決定」三因素，以及整體問題解決能力的變項，並對預測變項之聯合預

測力進行說明，茲將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壹、 「分析問題」之預測分析 

一、由表 4-12 得知，對「分析問題」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001)的變項共

兩個，依序為親子互動關係的「情感性」與情緒調節能力的「壓抑控制」。

社經地位、玩興五個因素、知覺敏感度、注意力專注、權威性皆排除在

預測模式之外。 

二、「情感性」、「壓抑控制」兩變項共可解釋「分析問題」11.6%的變異

量，且「情感性」的β值最高(β=.288)，顯示「情感性」的預測力最

大，可解釋 8.3%的變異量。 

表 4-12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預測「分析問題」

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變項 階層內預測變項

β     t值 β    t值 

親子互動關係 情感性 .288    3.995*** .285   4.017*** 

情緒調節能力 壓抑控制  .183   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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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相關係數(R)  .288  .341 

決定係數(R2) .083 .116 

增加量(△R2) .083 .033 

 

迴歸模式摘要 

F值   15.964***  11.533*** 

*P<.05 **P<.01 ***P<.001 

貳、 「信心」之預測分析 

一、由表 4-13 得知，對「信心」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001)的變項共兩個，

依序為親子互動關係的「情感性」與情緒調節能力的「壓抑控制」。社

經地位、玩興五個因素、知覺敏感度、注意力專注、權威性皆排除在預

測模式之外。 

二、「情感性」、「壓抑控制」兩變項共可解釋「信心」17%的變異量，且

「情感性」的β值最高(β=.350)，顯示「情感性」的預測力最大，可

解釋 12.3%的變異量。 

表 4-13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預測「信心」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變項 階層內預測變項

β     t值 β    t值 

親子互動關係 情感性 .350    4.974*** .347   5.049*** 

情緒調節能力 壓抑控制  .218   3.172** 

複相關係數(R) .350 .412 

決定係數(R2) .123 .170 

增加量(△R2) .123 .047 

 

迴歸模式摘要

F值  24.739***  18.03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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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決定」之預測分析 

一、由表 4-14 得知，對「決定」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001)的變項共三個，

依序為親子互動關係的「情感性」、情緒調節能力的「壓抑控制」與親

子互動關係的「權威性」。社經地位、玩興五個因素、知覺敏感度、注

意力專注皆排除在預測模式之外。 

二、「情感性」、「壓抑控制」、「權威性」三變項共可解釋「決定」12.9%

的變異量，且「情感性」的β值最高(β=.273)，顯示「情感性」的預

測力最大，可解釋 7.5%的變異量。 

表 4-14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預測「決定」之逐步多

元迴歸分析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三 階層變項 階層內預測

變項 β  t值 β  t值 β  t值 

情感性 .273  3.779*** .271  3.790*** .292  4.100*** 親子互動

關係 

權威性   .161  2.280* 

情緒調節

能力 
壓抑控制  .171  2.389* .161  2.251* 

複相關係數

(R) 
.273 .322 .359 

決定係數(R2) .075 .104 .129 

增加量 

(△R2) 
.075 .029 .025 

 

 

迴歸模式

摘要 

F值  14.277***  10.183***   8.63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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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整體問題解決能力」之預測分析 

一、由表 4-15 得知，對「整體問題解決能力」的預測力達顯著水準(<.001)

的變項共兩個，依序為親子互動關係的「情感性」與情緒調節能力的「壓

抑控制」。社經地位、玩興五個因素、知覺敏感度、注意力專注、權威

性皆排除在預測模式之外。 

二、「情感性」、「壓抑控制」、兩變項共可解釋「整體問題解決能力」15.5%

的變異量，且「情感性」的β值最高(β=.334)，顯示「情感性」的預

測力最大，可解釋 11.1%的變異量。 

表4-15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預測「問題解決能力」之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變項 階層內預測變項

β     t值 β    t值 

親子互動關係 情感性 .334    4.711*** .331   4.770*** 

情緒調節能力 壓抑控制  .209   3.023** 

複相關係數(R) .334 .394 

決定係數(R2) .111 .155 

增加量(△R2) .111 .044 

 

迴歸模式摘要

F值 22.194*** 16.177***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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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

關係等十二個變項，得到問題解決能力各層面及整體的預測模式，以及各變項投

入模式的順序，綜合上述研究結果說明如下： 

一、預測變項對問題解決能力各層面之聯合解釋量 

(一)分析問題：「情感性」、「壓抑控制」兩個變項可解釋「分析問題」

11.6%的變異量，其中「情感性」佔8.3%，「壓抑控制」佔3.3%。 

(二)信心：「情感性」、「壓抑控制」兩個變項可解釋「信心」17%的變異

量，其中「情感性」佔12.3%，「壓抑控制」佔4.7%。 

(三)決定：「情感性」、「壓抑控制」、「權威性」三個變項可解釋「決定」

12.9%的變異量，其中「情感性」佔7.5%、「壓抑控制」佔2.9%、「權

威性」佔2.5%。 

二、預測變項對問題解決能力整體之聯合解釋量 

(一)「情感性」、「壓抑控制」兩個變項對問題解決能力整體之聯合解釋

量為15.5%，「情感性」佔11.1%、「壓抑控制」佔4.4%。 

(二)在預測問題解決能力的有效性上，以親子互動關係的預測力最佳，

其次為情緒調節能力。預測問題解決能力的變項以情感性因素的解

釋量最高，壓抑控制因素次之。 

(三)在預測問題解決能力整體，變項投入的順序依序為情感性、壓抑控

制。在問題解決能力各層面，預測「分析問題」，變項投入的順序

依序為情感性、壓抑控制；預測「信心」，變項投入的順序依序為

情感性、壓抑控制；預測「決定」，變項投入的順序依序為情感性、

壓抑控制、權威性，如表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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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雖與Pettit(1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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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相同。但由文獻中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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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僅在決定因素中發現權威管教具預測力，與詹秀美(1989)的研究

結果雷同，但問題解決能力整體與各層面，皆以情感性的因素的預測力最

強。因此本研究較傾向和國外 Rodick、Henggeler 與 Hansen(1986)指出親

子之間正向及支持性的溝通，促進問題解決能力的研究結果一致。 

但因社經地位與玩興的部分在預測模式中完全被排除，因此研究假設

七：「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能力有顯

著的預測力」並不完全獲得支持。 

表 4-16 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能力之預測

力一覽表 

 分析問題 信心 決定 問題解決能力

社經地位     

身體自發性     

社會自發性     

認知自發性     

展現歡樂     

活動型態     

知覺敏感度     

注意力專注     

壓抑控制 ˇ○2  ˇ○2  ˇ○2  ˇ○2  

情感性 ˇ○1  ˇ○1  ˇ○1  ˇ○1  

權威性   ˇ○3   

註：ˇ代表具有預測力；○1 ○2 代表投入逐步多元回歸預測變項中預測力之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