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  論 

本章依第四章的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自（一）不同人口變項（性別、

年齡）的幼兒知覺父母管教方式類型的差異；（二）父母背景變項不同（社

經地位）的幼兒知覺父母管教方式類型之差異；（三）幼兒人口變項（性

別、年齡）不同與幼兒之創造力表現；（四）父母背景變項（社經地位）

不同與幼兒之創造力表現；（五）父母管教方式與幼兒創造力表現間的關

係；（六）幼兒人口變項、父母管教類型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影響；（七）

幼兒人口變項、父母背景變項及父母管教方式等變項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

預測力等七方面予以討論。 

 

第一節  幼兒人口變項與父母管教方式類型關係之

討論 

本研究中的幼兒人口變項主要包括性別、年齡等二項。以下分別就各

人口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論說明： 

 

一、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類型 

本節主要探討幼兒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不同

性別的幼兒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確有顯著差異存在。且其差異主要

在於，女孩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以開明權威型與寬鬆放任型為最多，最

少的為專制權威；男孩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以專制權威型為最多，最少

的為寬鬆放任，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 1-1。 

過去文獻研究對於幼兒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的關係未有定見，多數研



究發現父母對不同性別的孩子管教方式有差異，男生在知覺「權威」的教

養向度上高於女生，女生在知覺「關懷」的教養向度上則高於男生

（Someya，2000、洪智倫，1994、許筱梅，1995、劉修全，1996、許怡珮，

2002、王秀枝，2003）。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幼兒性別為影響父母管

教方式差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此推論與本研究結果互相呼應，證實男孩

與女孩在父母管教方式類型上，確實有差異存在。女孩知覺到的父母管教

方式以開明權威型與寬鬆放任型為最多，最少的為專制權威；男孩知覺到

的父母管教方式以專制權威型為最多，最少的為寬鬆放任，推論其原因，

現代台灣父母對幼兒管教的觀念，仍多少受限於文化對男女孩性別角色期

待不同所致，面對與男孩相比順從性較高的女孩，多數父母仍然會表現出

較多的關懷反應，採用較溫和的管教方式，在態度上屬於感性（支持）與

理性（規定）並存；而對男孩而言，則會感受到父母較多的要求與控制，

態度偏向堅定且教導的，但較少感情的投入與支持。 

 

二、幼兒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類型 

本節主要探討幼兒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的關係，經統計分析結果發

現，不同年齡的幼兒，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並無顯著差異，此項結果並

未驗證假設 1-2。 

過去研究多證實父母在管教不同年齡的子女是有差異的，但研究對象

普遍為國中小以上的學生，尚未有針對幼兒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進行

探討，整理研究結果發現，年齡越高的孩子知覺到越多的父母權威或忽

視，諸如李雪禎（1996）針對 1059 名國中生所做的研究中指出，父母對

國中一、二年級子女的管教方式為開明權威型，但對三年級子女的管教方

式，則以忽視冷漠型所佔的比例最高。而徐百儀（2002）的研究也發現，

父母對 15 歲的子女採取忽視型管教程度顯著高於 13 歲和 14 歲的子女。

既然多數研究證實父母對國中小以上不同年齡層的子女之管教方式存在



顯著差異，那麼此差異是否在幼兒時期即存在？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不

同年齡的子女知覺到不同父母管教方式之現象，在幼兒時期即存在。 

唯此項推論未獲研究結果證實，換言之，本研究發現，不同年齡的幼

兒，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並無顯著差異，研究結果的不一致發現可能來

自：第一，本研究在取樣方面涵蓋四到七歲等四個年齡層，但每個年齡層

的樣本數可能仍嫌不足，造成卡方考驗無法達顯著，因此在未來的研究

上，可以納入更多樣本，並力求各年齡樣本數之均等，以做更進一步的深

入探討；再者可能的原因為，國內此類發現父母管教方式與年齡有相關的

研究，對象皆側重於國中小以上的學生，對於幼兒的研究極少，而本研究

對象主要處於幼稚園中大班與國小一年級的學童，包括了幼兒期（1-6）

與兒童期(7-12)的孩子，以2000年Bronfenbrenner提出的發展與生態系統

的互動觀點來看，處於微系統裡的幼兒與父母，在互動上擁有各自的主體

性並相互影響，意即不僅父母影響子女，子女的生理或社會特質，也會對

父母的管教行為造成影響，在此前提下，有可能對父母而言，四到七歲處

於幼兒期與兒童期初期的子女在發展上仍屬於同一階段，此時期父母尚未

在管教方式上做出太多調整，因此管教方式並未出現大幅度的改變，而父

母會將國中小以上的子女視為邁入發展的另一階段，此時才會開始依照子

女年齡調整管教方式，然此推論是否正確，尚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第二節  父母背景變項與父母管教方式類型關係之

討論 

本研究所探討的父母背景變項主要為社經地位（包括教育程度、職業

類別）。以下就父母社經地位的研究結果與發現予以討論和說明： 

本節主要探討父母背景變項與父母管教方式，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父母背景變項不同的幼兒，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類型間有顯著差異存在。

此結果驗證了假設二，且其差異主要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 父母社經地位不同，幼兒所知覺到的管教方式之 

差異分析表 

父母背景變項 父母管教方式 

高社經 「開明權威」最多，「忽視冷漠」最少 

中社經 「忽視冷漠」最多，「開明權威」最少 

低社經 「專制權威」最多，「開明權威」最少 

 

過去文獻多認為父母社經地位與管教方式間存在明顯相關性，諸如

SolisCamara(1996)研究發現職業階級較高的受試者，對子女表現出越

高的關懷。一般來說，教育程度與職業等級愈高的父母，在管教子女時，

愈會採取較溫暖的支持與正向增強（孫碧蓮，2002），但以往研究對象

普遍為國中小以上的學生，尚未有針對不同社經背景的幼兒所知覺到之

父母管教方式進行探討，既然多數研究證實不同社經背景的父母，對國

中小以上子女的管教方式存在顯著差異，那麼此差異是否也存在於幼兒

子女身上？根據以上觀點，本研究嘗試推論，不同社經地位的父母，會

對幼兒採用不同類型的管教方式。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

父母社經地位不同的幼兒，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類型間確實存有差異。

父母屬於高社經地位的幼兒知覺到「開明權威」型（高要求，高反應）

管教方式最多，父母屬於中社經地位的幼兒知覺到的以「忽視冷漠」型

（低要求，低反應）為最多，父母屬於低社經地位的幼兒則知覺到最多

的「專制權威」型（高要求，低反應），也就是說，父母社經地位越高，

幼兒會直覺到父母越多的關懷與支持性反應，此發現與孫碧蓮（2002）

的研究結果相同。推論其主要原因，父母社經地位的確會影響對待孩子

的教養信念，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可能更尊重幼兒在發展上的主動

性，主張激發孩童的內在潛能，因此較能提供幼兒正向溫暖的支持經

驗；再者，父母會因為不同的工作與時間的性質，對子女的教養方式產

生不同的概念，中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在管教信念上，可能視年紀尚小的

幼兒為教養的被動接受者，加上本身工作時數長，較為忙碌、缺乏耐心，

為了避免麻煩，因此採用偏向消極忽視的教養方式，或是採用較多要求

服從或專制控制的教養方式。 

 

 

 

 

 

 

 

 

 



第三節  幼兒人口變項與創造力表現關係之討論 

本研究中的幼兒人口變項主要包括性別、年齡等二項。以下分別就各

人口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論說明： 

一、幼兒性別與創造力表現 

為瞭解不同性別的幼兒創造力表現之差異，乃以 T考驗進行分析探

討，解統計分析結果發現，不同性別的幼兒在創造力表現上並未有顯著差

異存在。此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3-1。 

過去研究發現性別與創造力的關係並沒有一致的結果，有部分研究顯

示男女在創造力的普通能力上非常相似，而在特殊能力方面則各有所長，

（吳靜吉，1993、李慧賢，1996、張嘉芬，1997）。另一方面也有其他許

多研究指出性別不同對創造力表現並無影響（倪鳴香，1981、Rudowicz,Lok 

& Kitto，1995、羅一萍，1996、Shi，Xu，Zhou，Zha，1999、）。而Maccoby 

& Jacklin（1974）收集了上千多篇有關性別差異的報告，並加以整理評

述後有深入發現，她們指出在創造力方面，學前階段的兒童並沒有明顯的

性別差異，但自七歲起隨著年齡增加，差異逐漸顯著。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女幼兒在創造力表現上並沒有差異存在，此發現與

倪鳴香（1981）、鄭青青(1993)、Rudowicz,Lok & Kitto（1995）、羅一萍

(1996)的研究發現相似，也正好完全與 Maccoby & Jacklin（1974）的研

究報告結果相呼應，過去認為造成男女創造力表現不同是肇因於文化過於

強調性別規範，以及對男女兒童差別待遇的結果，但隨著現今國際化與文

化多元性的衝擊，社會風氣愈形開放，這些可能都影響了社會對性別規範

鬆綁，再加上家庭結構由大家庭變成核心家庭與少子化的影響（教育部，

2005），父母對於男女孩均同等重視，使子女在性別角色的扮演上有比起

以往更大的空間，而使不同性別的幼兒在創造力表現上的差異亦日漸縮

減。 



二、幼兒年齡與創造力表現 

為瞭解不同年齡的幼兒，在創造力表現得分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乃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之，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五歲的兒童在創造

力表現上，顯著高於四歲兒童；七歲的兒童在創造力表現上，顯著高於四

歲與六歲兒童，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3-2。 

過去文獻在年齡與創造力的關係方面，研究結果並不一致，大多數學

者皆發現有不連續發展的現象（Andrew，1930；Grippen，1933；Torrance，

1962b，1963，1967），Andrew（1930）發現所有創造想像分數最高階出現

在 4-4.6 歲間，而到了 5歲進幼稚園突然下降。Torrance（1962，1963，

1967）亦發現幼兒創造力的發展呈現不連續的曲線，而此不連續發展多發

生在進入幼稚園與小學時。國內學者倪鳴香（1981）的研究則與 Torrance

一致，發現幼兒從幼稚園小班進入中班，幼稚園大班進入小學一年級時，

創造力發展有下降的趨勢。而吳美姝、吳英進（2000）指出五歲開始到六

歲，是幼兒創造力的顛峰時期，他們認為此時幼兒創造力發展進入「直覺

期」，此階段的幼兒認為所有東西都有生命，抽象概念能力提高，想像力

增強，且喜愛幻想情節，熱中於從事創造性的活動。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幼

兒創造力的發展呈現不連續的趨勢，以 Torrance 的觀點來解釋，認為五

歲正值童年期結束進入年少期（juvenile stage），幼兒開始適應及接受

家庭以外的社會要求，因此五歲之後可能是幼兒第一次面臨創造力發展阻

礙的關鍵時期。而對七歲幼兒來說，可能由於心理發展越趨成熟、社會規

範的適應力也比以前強，在知識和經驗都更豐富之後，創造力產生了較佳

的表現。 

 

 



第四節  父母背景變項與幼兒創造力表現關係之討

論 

本節主要探討父母背景變項與幼兒創造力表現，經分析結果發現，父

母社經地位不同的幼兒，在創造力表現上雖有差異，但在統計上並未達顯

著差異，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四。 

   歷來研究對於父母社經背景與子女創造力的關係未有定見，諸如呂勝

瑛（1983）發現父母的職業聲望與子女的創造力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詹鎔瑄（2002）發現「父母教育程度」、「父母職業類別」等因素對於學

生創造力傾向的特質有顯著影響。但也有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社經地位

與子女創造力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Brooks, 1963; Walberg, 1967）甚

至有些研究表示二者之間有負相關（Kaltsounis,1975）。據此，本研究

嘗試根據 Hurlock（王鍾和譯，1997）的論點推論，父母社經地位不同，

是會影響幼兒的創造力表現。 

唯此項推論卻與本研究的結果不相符合，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父

母社經地位不同的幼兒，在創造力表現上並沒有顯著差異存在。推究其原

因，第一，本研究在取樣方面樣本數可能仍嫌不足，造成考驗無法達顯著，

因此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納入更多樣本，以做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第

二，根據 Hurlock 的論點來看，父母社經地位對孩子創造力影響中，具有

一個潛在因子---父母教養方式，也就是說，父母具有高社經地位並不足

以完全支持幼兒的創造力發展，必須再伴隨民主開放的教養態度，可能才

有助於幼兒在創造力方面的成長，換言之，欲營造有利於創造力發展的家

庭環境，並不是供給幼兒較多資源即可，而是必須配合父母開放支持的教

養態度，讓這些資源對幼兒來說成為有意義的刺激材料，否則提供再多的

資源對幼兒來說都是幫助不大的。 

 



第五節  父母管教方式與幼兒創造力表現關係之討

論 

本節主要探討父母管教方式與幼兒創造力表現，經統計分析結果發

現，知覺到不同父母管教方式的幼兒，在創造力表現上有顯著差異存在，

且其差異主要存在於：父母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類型，比採用「忽

視冷漠」的管教類型方式者，其幼兒會表現出較高的創造力。此結果驗證

假設五。 

   以往許多相關研究皆證實，父母教養方式會對子女創造力表現造

成影響，如 Amabile（1983）在探討家庭影響與子女創造力的關係時發現

父母對子女的教養應採低權威的教養方式，而且要避免對子女表達出過於

強烈的關愛（與小孩的關係不要太黏），對子女創造力才有正面的幫助。

Dudek（1991）強調高創意孩子的父母不會過度涉入孩子的生活，也就是

說就管教方式而言，父母過多的要求和參與並不會使孩子更有創意。詹志

禹（2005）則發現，家庭如果擁有輕鬆、自由、開放的支持氛圍，那麼孩

子將比較喜歡創作、追求改變。另一方面，其他研究結果亦指出：嚴格控

制的管教方式對於創造力的發展有不利的影響，如父母的專制權威、控

制、限制大都與子女的創造力呈負相關；而開明權威、寬容的教養方式則

與子女創造力呈正相關（陳宗逸，1995；羅一萍，1996；Bayardde volo & 

fiebert, 1997; Nichols, 1964; Parish & Eads, 1997）。 

本研究的結果與上述推論相呼應，換言之，父母管教方式不同的幼兒

在創造力表現上確實存有顯著差異，尤其在四種管教方式中，幼兒創造力

表現最高的是父母採用「寬鬆放任」（低要求，高反應）的管教方式類型

者，最低的則是採用「忽視冷漠」（低要求，低反應）的管教類型方式者，

而本研究最關心之「開明權威」（高要求，高反應）型與「寬鬆放任」（低

要求，高反應）型間的幼兒創造力表現雖有差異但未達顯著，由此可看出，



若父母的管教方式能表現出越多的「反應」，對幼兒創造力發展會有越大

的幫助。此發現與 Amabile（1983）、Dudek（1991）、羅一萍（1996）的研

究結果相同。推論其原因，在創造力初發展的過程中，幼兒與成人一樣必

須面對一些表達創意時可能遭受的挫折與風險，若父母忙碌於自己的工作

與活動，少有額外時間陪伴子女，或是對子女的需求常很快的給予滿足以

避免麻煩、很少表現情感支持及堅持的要求，都會對幼兒的創造力造成負

面影響。反之，如果父母能給予多量的情感支持，鼓勵孩子培養個別化、

自我堅持，和幼兒相處時注重溫暖、互惠、清楚的溝通、以人為中心的討

論和依附，減少外在評價，並以接納容忍的態度面對幼兒遭受挫折時表現

出的攻擊行為，將有利於幼兒的創造力發展。 

 

 

 

 

 

 

 

 

 

 

 

 

 



第六節  幼兒人口變項、父母管教類型對幼兒創造力

表現之影響 

 

一、幼兒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影響 

為瞭解幼兒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交互作用，

乃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考驗，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幼兒性別與父

母管教方式，會有交互影響幼兒的創造力表現，也就是說，當幼兒性別

不同時，創造力表現會因為父母管教方式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此結

果支持假設 6-1，且其差異主要存在於： 

（一）即使父母均採用「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男生的創造力表現

比女生來的佳。 

（二）父母採用「寬鬆放任」型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忽視冷漠」或

「專制權威」者，女生會有較佳的創造力表現。 

雖然過去文獻很少直接探討子女性別和父母管教方式是否會交互

影響子女的創造力表現，不過 Hurlock（王鍾和譯，1997）在「兒童發

展」一書中曾指出，父母和老師較鼓勵男孩表現創造和發明的能力，對

女孩則否。此外 Gecas & Schwalbe (1986) 、Felson & Zielinski 

(1989)、Biller (1993)皆指出，性別和父母管教方式會交互影響子女

的自尊或偏差行為表現。另外諸如洪智倫(1995)、許筱梅(1995)、劉修

全(1997)、王秀枝(2003)、柯佳美(2004)的研究則發現，父母對子女的

教養方式確實有性別上的差異，此與本研究結果相符。此外，吳靜吉

（1998）、黃晴逸（2003）等人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也指出，男

女生在創造力的表現上，確實有顯著差異存在。換言之，父母教養方式

與子女創造力表現，確實會因子女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據此，本研究



嘗試推論，不同性別的幼兒，會因為父母採用不同的管教方式，而在創

造力表現上有所差異。 

上述推論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研究結果顯示，當幼兒性別不

同時，創造力表現會因為父母管教方式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且其差

異存在於： 

1.即使父母均採用「專制權威」（低反應，高要求）的管教方式，

男生的創造力表現仍舊比女生來的佳。 

2.對女孩來說，父母採用「寬鬆放任」（高反應，低要求）型的管

教方式，比採用「忽視冷漠」（低反應，低要求）或「專制權威」

（低反應，高要求）有更佳的創造力表現。 

針對第一點，為何同樣在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下，女孩創造力表現

比男孩差？推論其原因，若父母嚴格限制子女表達自己的需求，較少對

子女有感情的投入，對女孩的影響比男孩更大，可能因為男孩在嚴格管

教下，仍比女孩更能保持好奇心，嘗試表現創意；或是如同 Hurlock（王

鍾和譯，1997）所言，父母和老師較鼓勵男孩表現創造和發明的能力，

由此看來如果當男孩在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下，做出與父母期望不同的

事時，就算遭到制止或處罰，也比女孩更被允許表現出反抗權威、即興

好奇等創意特質。而 Sternberg（1995）曾提出六項使創造力能完全發

揮的資源，其中關於人格部分，他強調幾個有助創意發展的人格特質，

如在面對障礙時較能堅持與適度的冒險等，也就是說，就算同樣在控制

與要求較多的管教氣氛下，男孩仍較被允許反抗權威甚至敢於面對衝

突，而此點有助於其培養有利於創造力發展的人格特質。 

此外，本節第二點發現在高反應教養方式（寬鬆放任）下的女孩會

比低反應教養方式（忽視冷漠、專制權威）下的女孩創造力表現好，究

其原因，可能女孩在親子互動上對於父母的控制與要求較敏感，比男孩

容易害怕挫折或退縮，因此需要在多量情感支持、較少指導與要求的環



境下，才能夠提高女孩表現創意的勇氣與冒險嘗試的好奇心，發展出較

佳的創造力。 

 

 

二、幼兒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影響 

為瞭解幼兒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是否會交互影響幼兒創造力表

現，乃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考驗，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幼兒年齡

與父母管教方式，在幼兒創造力上並無交互作用存在，也就是說，當幼

兒年齡不同時，創造力並不會因為父母管教方式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

在。此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6-2。 

在幼兒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之影響上，雖然過去

很少文獻直接探討幼兒年齡和父母管教方式是否會交互影響幼兒創造

力表現，不過 Bronfenbrenner（2000）以生態系統的觀點來解釋兒童的

發展，他認為兒童是在一個複雜的關係系統中成長，而此關係系統則被

兒童自己與其周圍多層次的環境所影響，多層次環境可分為微系統

（microsystem）、中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及大

系統（macrosystem），其中最核心的即為微系統，微系統裡包括了兒

童本身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不僅是父母的管教行為影響了子女，

子女的生理或社會特質，也會對父母的管教行為造成影響。據此本研究

嘗試推論，當幼兒年齡不同時，創造力表現會因為父母管教方式不同而

有顯著差異。 

唯上述推論與本研究結果不相符合，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幼兒

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並不會交互影響幼兒的創造力表現，推論其可能

原因有：第一，本研究在取樣方面涵蓋四到七歲等四個年齡層，但每個

年齡層的樣本數可能仍嫌不足，因此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納入更多樣



本，並力求各年齡樣本數之均等，以做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第二，本

研究結果證實，四到七歲不同年齡的幼兒，知覺到的父母管教方式並無

顯著差異，也就是說，在四、五、六、七歲的幼兒之間所知覺到的父母

管教方式差異甚小，極有可能此微小差異在統計上並不足以對創造力表

現造成影響，因此得到幼兒年齡與父母管教方式，並不會交互影響幼兒

創造力表現的結果。然此推論是否正確，尚待未來研究進一步探索與驗

證。 

 

 

 

 

 

 

 

 

 

 

 

 

 

 

 



第七節  人口變項、父母背景變項及父母管教方式等

變項對幼兒創造力表現的預測力 

一、 幼兒人口變項、父母背景變項及父母管教方式對幼兒

創造力表現的整體預測力 

為瞭解幼兒人口變項（性別、年齡）、父母背景變項（社經地位）、父

母管教方式（開明權威型、專制權威型、忽視冷漠型、寬鬆放任型），對

幼兒創造力表現的預測力，乃以前者為預測變項，幼兒創造力表現為效標

變項，依次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現將統計分析的結果敘

述並討論如下：（如表 5-7-1） 

 

表 5-7-1 預測幼兒創造力表現之重要變項及其解釋量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管教方式 

（寬鬆放任）

幼兒年齡 

（五歲） 

幼兒年齡 

（七歲） 

總變異量

幼兒創造力表現 4.3％ 3.0％ 4.9％ 12.2％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對幼兒整體創造力來說，聯合寬鬆放任型的

管教方式、幼兒年齡五歲、幼兒年齡七歲等三個變項，可以解釋幼兒創造

力表現總變異量的 12.2％。此項結果顯示：父母採用「寬鬆放任」型管教

方式的幼兒相較於父母採用「忽視冷漠」型管教方式的幼兒，表現出較高

的創造力；五歲的幼兒相較於四歲的幼兒表現出較高的創造力；七歲的幼

兒相較於四歲的幼兒表現出較高的創造力。 

 



二、 人口變項及父母管教方式對不同性別幼兒創造力表現

的預測力 

為進一步瞭解幼兒年齡、父母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方式（開明權威型、

專制權威型、忽視冷漠型、寬鬆放任型），對於不同性別幼兒的創造力表

現預測力，乃以前者為預測變項，幼兒創造力表現為效標變項，依次進行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現將統計分析的結果敘述討論如下（表

5-7-2）：  

 

表 5-7-2 預測不同性別幼兒創造力表現之重要變項及其解釋量摘要表 

性

別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管教方式 

（寬鬆放任）

管教方式 

（開明權威）

管教方式 

（專制權威） 

總變異

量 

男 幼兒創造力表現   6.0％ 6.0％ 

女 幼兒創造力表現 11.6％ 6.9％  18.5％ 

 

1. 對男性幼兒創造力表現來說，專制權威型的管教方式，可以解釋其創造

力的整體表現總變異量 6.0％。此項結果顯示，就男性幼兒而言，父母

採用「專制權威」型管教方式的男性幼兒相較於父母採用「忽視冷漠」

型管教方式的男性幼兒，表現出較高的創造力。 

2. 對女性幼兒創造力表現來說，聯合寬鬆放任型的管教方式、開明權威型

的管教方式等二變項可以解釋其創造力的整體表現總變異量 18.5％。

此項結果顯示，就女性幼兒而言，父母採用「寬鬆放任」型管教方式的

女性幼兒相較於父母採用「忽視冷漠」型管教方式的女性幼兒，表現出

較高的創造力；父母採用「開明權威」型管教方式的女性幼兒相較於父

母採用「忽視冷漠」型管教方式的女性幼兒，表現出較高的創造力。 



三、 人口變項及父母管教方式對父母背景變項不同的幼兒

創造力表現之預測力 

為瞭解幼兒性別與年齡、父母管教方式（開明權威型、專制權威型、

忽視冷漠型、寬鬆放任型），對於父母社經背景不同的幼兒之創造力表現

預測力，乃以前者為預測變項，幼兒創造力表現為效標變項，依次進行多

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現將統計分析的結果敘述討論如下（表

5-7-3）： 

 

表5-7-3 預測不同父母社經背景的幼兒創造力表現之重要變項及其解

釋量摘要表 

社經

背景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幼兒年齡

（五歲）

管教方式 

（寬鬆放任）

總變異

量 

高 幼兒創造力表現  13.7％ 13.7％ 

中 幼兒創造力表現 7.2％  7.2％ 

 

1. 對父母屬於高社經地位的幼兒來說，寬鬆放任型的管教方式可以解

釋其創造力的整體表現總變異量 13.7％。此項結果顯示，就父母

屬於高社經地位的幼兒而言，父母採用「寬鬆放任」型管教方式下

的幼兒相較於父母採用「忽視冷漠」型管教方式下的幼兒，表現出

較高的創造力。 

2. 對父母屬於中社經地位的幼兒來說，幼兒年齡五歲的變項可以解釋

幼兒創造力的整體表現總變異量 7.2％。換句話說，父母屬於中社

經背景的五歲幼兒相較於父母屬於中社經背景的四歲幼兒，表現出

較高的創造力。 



3. 對父母屬於低社經地位的幼兒來說，本研究並無重要變項可有效預

測其創造力表現。 

 

上述研究結果支持假設七，此項發現似乎顯示，不論是針對全體幼

兒或是人口變項、父母背景變項不同的幼兒，父母管教方式、幼兒人口

變項和父母背景變項等皆是預測幼兒創造力的重要變項。 

綜合上述迴歸分析結果可知，能預測幼兒創造力的變項雖各有不

同，但是父母管教方式幾乎皆能有效預測效標變項，可以見得其是預測

幼兒創造力的重要變項，其中尤以寬鬆放任型相較於忽視冷漠型的管教

方式，對幼兒創造力表現有較佳的顯著影響，因此父母若能提供寬鬆放

任型的管教方式，避免對幼兒採取忽視冷漠的態度，將有利於幼兒的創

造力表現。 

此外，針對不同性別的幼兒來說，可以發現父母管教方式對女性幼

兒的預測力高於男性幼兒，推論可能原因為女性幼兒在人際互動上感受

性較強，比男性幼兒更容易受親子互動影響，較在意父母對其的管教方

式，因此父母管教方式自然對女性幼兒的創造力表現產生重要影響，然

此推論是否正確，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就父母不同社經背景的幼兒來說，各變項對父母屬於高社經地位的

幼兒之創造力表現預測力較高，中社經地位次之，對父母低社經地位的

幼兒則無預測力可言，推論原因其一可能因為本研究在低社經地位的父

母樣本數仍嫌不足，造成考驗無法達顯著，因此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

納入更多樣本，以做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其二可能原因為父母屬於中

高社經地位的幼兒，親子互動關係較密切，父母管教方式自然對其創造

力表現產生重要影響，而父母管教方式、幼兒性別與年齡對於父母低社

經地位的幼兒來說，卻發現無法預測其創造力表現，可以見得這些變項

並未對父母低社經背景的幼兒創造力表現產生重要影響，可能有其他重



要的變項有待深入探討，希冀未來研究能納入其他相關變項，進一步驗

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