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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討會辦理宗旨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學術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簡稱CDFS）旨在連結社會、教育、傳播、心理以及認知神經科學等領域對於兒童發展、兒

童教育、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關注，提供上述各領域之研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相互分享對話

的平台，達到「以社會現象為焦點之實徵研究」以及「以實徵證據為基礎之實務工作」雙向交

流之目的，進而產生理論和應用上的實質貢獻。 

兒童發展教育或是家庭生活教育，向來受到社會、教育、傳播、心理以及認知神經科學等

領域學者或實務工作者的關注，但是各領域在探討相關議題時多是以該領域的視野框架檢視之，

未必能以多元豐富的角度切入，而本研討會是國內少數以兒童發展教育或是家庭生活教育之相

關議題為主軸的學術研討會，其首要目的為廣邀不同領域的研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創造多元

理論、實務觀點相互交流並跨領域整合的可能，凝聚匯整各種學術取向與實務工作經驗的能量，

再次貢獻出具有突破性的理論發展與實務應用。為達成此目的，本會規劃之內容主要包含兩部

份：（一）邀請國內外頂尖學者，以宏觀統整的觀點，分別針對兒童發展教育領域和家庭生活

教育領域中之前瞻議題進行演講；（二）開放專題演講、口頭報告、海報論文徵稿，供相關領

域研究人員、學生以及實務工作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本會每年規劃三場特邀演講，特邀演講內容於會議結束後，以「學術活動紀實」形式刊登

於當年度出版之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簡稱人發學報）。除外，每年亦公開徵求專題討論、口頭

報告、海報論文稿件，徵稿主題包含認知發展、語文發展、社會情緒發展、身體動作發展、大

腦發展與學習、幼兒教育、教保環境與經驗、家庭資源與管理、婚姻關係、親密關係、家人關

係、親職與教養、家庭型態、家庭動態歷程、家庭教育、家庭政策與服務、多元文化教育等相

關議題。 

 

2020 年辦理成果 

本會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辦理第一次研討會（「2020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研討會」），由

中央研究院曾志朗院士以及清華大學柯華葳教授擔任顧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為指導

單位，會議主辦單位除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之外，還有臺灣幼兒發展調查

資料庫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暨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大腦發展與學習聯合實驗室、臺北市

家庭教育中心，協辦單位則有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臺灣早期療育學會，這些單位來自不同領

域，彰顯大會跨領域性之特色。 

開幕式中學術界重要人士雲集，除了中原大學洪蘭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伊慶春特聘研究

員以及本校企業管理學系邱皓政教授三位特邀講者外，前教育部長曾志朗院士、師大宋曜廷副

校長以及本次活動指導單位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也蒞臨致詞。 

除了三場特邀演講外，還有 5 場專題討論、5 場口頭報告以及 54 篇海報論文，共 92 篇論

文的發表分享，當天與會者高達 300 多人，反映這樣一個兼具前瞻性、跨域性的學術交流平臺，

在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領域中的確有其市場需求性（2020 研討會新聞報導）。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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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研討會達成了以下三項具體效益，首先，此次會議廣邀國內關注兒童發展教育與家

庭生活教育議題的研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有效促成學術與實務之間的對話與整合；其次，與人類

發展與家庭學報（簡稱人發學報）進行策略性結合，會議結束後於第 21 期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刊

登「2020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學術研討會紀實」一文(期刊全文連結)，報導三場特邀演講內容，

讓知識更廣為流通；最後，設置「優秀學生論文獎」鼓勵國內各相關領域系所之碩博士生利用

此平台進行研究成果的發表與交流，引發學生們於兒童發展教育與家庭生活教育領域之研究熱

情，達薪火相傳、培育後代學子之目的。 

 

2021 年辦理成果 

2021 年 10 月 16 日，大會本著初衷持續辦理 「2021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研討會」（2021

活動網頁），曾志朗院士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劉惠美教授擔任顧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學院為指導單位，會議主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臺灣幼兒發展調查

資料庫計畫、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暨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大腦發展與學

習聯合實驗室、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協辦單位則有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維持主協辦單位跨

領域之特色，彰顯大會跨領域性之創辦宗旨。 

因應 Covid-19 疫情，2021 年改採線上方式辦理，邀請前臺灣大學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薛承泰教授、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曾世杰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毓文教授

擔任特邀講者，分別針對家庭研究以及兒童發展與教育領域中之前瞻議題和最新研究成果進行

演講分享，演講內容分別刊登於第 22 期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之三篇學術活動紀實中(期刊全文

連結)。除了三場特邀演講，還有 8 個場次的專題/口頭論文發表、6 個場次的壁報論文發表，

共 73 篇論文發表，每場次線上參與者均將近 300 人，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參與本研討會之熱情

不因疫情而減弱 （2021 研討會新聞報導）。 

 

2022 年規劃現況 

本會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舉辦「2022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活動網

頁），邀請兩名海外頂尖學者擔任特邀講者，擴展為國際形式，此外，於 9 月 30 日增加辦理半

天的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線上工作坊。本會繼續敦請曾志朗院士和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劉惠美教授擔任顧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為指導單位，會議主辦單位為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計畫、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暨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大腦發展與學習聯合實驗室、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北

市大腦與學習國際研發促進會、璽悅產後護理之家/社團法人母嬰照服協會，協辦單位則有人

類發展與家庭學報、臺灣早期療育學會，主協辦單位較往年更為多元跨域。 

2022 年研討會，因應疫情，仍舊採線上形式，三位特邀講者為任職於耶魯大學/美國哈斯

金實驗室的 Richard Aslin 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的周玉慧研究員以及荷蘭

萊頓大學的 Carolien Rieffe 教授，分享主題依序為「嬰幼兒語言發展:大腦研究能夠揭露的事?」、

「當代家庭價值之意涵、定位與變遷」、「溝通障礙兒童於遊戲場的社會融入」。除了三場特邀

演講，還有 12 個場次的專題/口頭論文（46 篇）、6 個主題的壁報論文（42 篇），共 88 篇論文

發表，報名人數為 564 人，其中更有來自於海外的報名者（中國大陸 2 名、南韓 3 名、菲律賓

https://www.hdfs.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1/03/%E4%BA%BA%E9%A1%9E%E7%99%BC%E5%B1%95%E8%88%87%E5%AE%B6%E5%BA%AD%E5%AD%B8%E5%A0%B1%E7%AC%AC21%E6%9C%9F.pdf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ex.php/conference/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ex.php/conference/
https://www.hdfs.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2/%E4%BA%BA%E9%A1%9E%E7%99%BC%E5%B1%95%E8%88%87%E5%AE%B6%E5%BA%AD%E5%AD%B8%E5%A0%B1-22%E6%9C%9F%EF%BC%88%E5%90%AB%E5%B0%81%E9%9D%A2%E5%B0%81%E5%BA%95%EF%BC%89.pdf
https://www.hdfs.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2/%E4%BA%BA%E9%A1%9E%E7%99%BC%E5%B1%95%E8%88%87%E5%AE%B6%E5%BA%AD%E5%AD%B8%E5%A0%B1-22%E6%9C%9F%EF%BC%88%E5%90%AB%E5%B0%81%E9%9D%A2%E5%B0%81%E5%BA%95%EF%BC%89.pdf
https://pr.ntnu.edu.tw/ntnunews/index.php?mode=data&id=20373&type_id=74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ex.php/2022conference/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ex.php/2022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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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名），為本研討會國際化之開端。 

我們衷心感謝各方的鼎力玉成，也感謝所有與會夥伴的支持及參與，盼能繼往開來，增進

多元交流，落實學用合一，促成關注兒童發展教育與家庭生活教育的專業社群能夠日益壯大。

大會未來將以此能量為基礎，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規劃，以成為亞太地區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領

域之指標性會議為發展願景。最後，希望本次研討會一切順利，預祝所有與會夥伴都能收穫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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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因應國內 COVID-19 疫情，本次 2022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下簡稱大

會）以全面視訊會議的形式進行，諸多事項請各位參與者協助配合： 

一、請與會者先行閱讀 Webex 視訊會議軟體之操作教學說明。 

二、會議期間敬請各場次主持人、論文發表者提前 5 至 10 分鐘進入視訊會議連結，並提前確

認您的網路環境、麥克風及視訊鏡頭的運作狀況。 

三、專題討論／口頭報告場次： 

1. 每個場次會有 3 至 4 篇報告論文。 

2. 大會當天的發表規則： 

(1) 各場主持人利用約 1 分鐘簡短引言。 

(2) 依序發表各篇論文，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10-12 分鐘，以 12 分鐘為限（11 分鐘時

場務會響一聲短鈴提醒，時間到響一聲長鈴後，請停止發表）。 

(3) 各篇論文發表的同時，與會者可同步將問題輸入討論區（提問規則請參考後面的

範例說明）。 

(4) 所有論文發表完畢後，由主持人進行綜合討論。針對每一個問題，發表者的回覆

時間以 3 分鐘為限（2 分鐘時場務會響一聲短鈴提醒，時間到響一聲長鈴後，請

停止回覆）。 

(5) 大會將於每個場次結束時合照留影，由主持人於綜合討論後，邀請所有發表人及

有意願合影的與會者開啟視訊鏡頭，以畫面截圖的方式進行大合照。 

四、海報發表： 

1. 每個主題會有 5 至 9 篇海報論文，海報檔案會於 9 月 29 日公告在本研討會海報論文

發表平台 https://iwcdfss.wixsite.com/my-site/forum/，與會者可以先行閱讀，並在海報

論文專屬的頁面中公開提問進行學術交流。 

2. 發表者可以自行回應與會者的提問，大會也將在 9 月 30 日邀請發表者再次確認並回

應與會者的提問。 

五、系統操作： 

1. 麥克風限制：在論文發表階段，除主持人與發表者外，所有與會者的麥克風功能將受

到限制，無法開啟麥克風發言。 

2. 參與討論：當主持人宣布進入綜合討論時，工作人員將解除所有與會者的麥克風限制，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ex.php/conference/webexinstructions/
https://iwcdfss.wixsite.com/my-sit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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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會者及發表者遵照主持人指示，開啟麥克風進行提問與討論。 

六、提問規則： 

1. 在討論區輸入提問時，請依照「提問者單位／職稱／姓名／針對論文之編號／輸入問

題」的規則進行提問。範例：臺師大人發系／研究生／王小明／A-1／我想了解研究

工具的信度表現…。 

2. 如為現場即時舉手進行口頭提問，也請在主持人允許提問後，遵照上述提問規則進行

口頭提問。範例：我是臺師大人發系的研究生，王小明，我想請教 A-1 論文的作者，

請問研究工具的信度表現…。 

七、大會將於結束後 7 至 14 天寄送視訊會議參加證明與發表證明，請自行下載。 

1. 與會者的參與證明會依據大會當天的線上簽到記錄製作。 

2. 海報發表／口頭發表／專題討論場次會由場務人員記錄下確實發表的研究論文，如當

天無發表事實，則不會製作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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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者須知 

  因應國內 COVID-19 疫情，本次 2022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下簡稱大

會）改以全面視訊會議的形式進行，諸多事項請各位參與者協助配合： 

一、請發表者先行閱讀 Webex 視訊會議軟體之操作教學說明。 

二、會議期間敬請各場次論文發表者提前 5 至 10 分鐘進入視訊會議連結，並提前確認您的網

路環境、麥克風及視訊鏡頭的運作狀況。 

三、專題討論／口頭報告： 

1. 每篇論文發表時間 10 至 12 分鐘。 

2. 請發表者於 9 月 2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前將報告投影片 PDF 檔案上傳至本會提

供雲端資料夾，作為臨時遇到突發狀況時的預備檔案。 

四、海報發表： 

1. 為符合主流螢幕尺寸，海報格式為 16：9 之長方形，實際尺寸為高 67.5cm，寬 120cm。

報告內容請至少包括：摘要、研究方法、結果、討論，內容排版可以參考以下範例。 

 

2. 請發表者於 9 月 2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前將海報 pdf 檔案及 5 分鐘以內錄音 mp3

檔上傳至本會提供雲端資料夾。 

3. 海報論文會依主題分成不同場次，每個場次會有 5 至 9 篇海報論文，海報檔案會於 9

月 29 日公告在本研討會海報論文發表平台 https://iwcdfss.wixsite.com/my-site/forum/，

供所有與會者先行閱讀。 

https://www.hdfs.ntnu.edu.tw/index.php/conference/webexinstructions/
https://iwcdfss.wixsite.com/my-sit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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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會將於結束後 7 至 14 天寄送視訊會議參加證明與發表證明，請自行下載。海報發表／

口頭發表／專題討論場次會由場務人員記錄下確實發表的研究論文，如當天無發表事實，

則不會製作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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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會議平台 Webex 使用說明 

與會者您好： 

本次線上研討會所使用之會議軟體為「Webex」，提醒您， 

1. 會議連結將在研討會啟用，與會者可以訪客身分從連結進入，無須事先申請帳號。若會議

連結無法進入，請下載軟體，改用會議號碼進入就可以了。 

2. 進入會議後請確認麥克風有開啟，再將麥克風設為靜音。 

3. 用手機版進入會議前，請先勾選使用網際網路收發音訊，才可以使用麥克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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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2022 年 09 月 30 日（五）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線上工作坊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4:20 
演講主題：背景及資料簡介 

講 者：張鑑如教授、林佩儀博士 

14:20-14:30 休息 

14:30-15:20 

演講主題：幼兒發展與環境的雙向/影響歷程：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進行交叉延宕模式分析 

講 者：吳志文助理教授 

15:20-15:30  休息 

15:30-16:20 
演講主題：潛在成長模型的基本概念及應用:以 KIT 資料進行長期追蹤分析 

講 者：聶西平助理教授 

16:20-16:30 綜合討論 

 

 

2022 年 10 月 01 日（六）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 活動內容 

08:10 - 08:30 報到 

08:30 - 09:00 

開幕式/團體照 

致歡迎詞：王馨敏主任 

貴賓致詞：吳正己校長、宋曜廷副校長、李毓娟司長、曾志朗院士、田秀

蘭院長 

09:00 - 10:00 

演講主題：Language development in infancy: How neural methods can 

clarify what we know from behavior alone. 

特邀講者：美國國家科學院 Richard Aslin 院士/教授 

主 持 人：曾志朗  

10:10 - 11:10 

演講主題：當代家庭價值之意涵、定位與變遷 

特邀講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周玉慧研究員/副所長 

主 持 人：周麗端 

11:10 - 11:20 休息 

11:20 - 12:20 
專題討論 1 

口頭報告 1 

家庭親子互動經驗與幼兒發展之關連：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

料庫縱貫資料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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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主 持 人：張鑑如、吳志文 

專題討論 2 兒童及青少年行為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主 持 人：聶西平 

專題討論 3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on 

th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主 持 人：陳怡樺 

口頭報告 2 社會能力 

主 持 人：陳若琳 

12:20 - 13:10 休息 

13:10 - 14:10 

專題討論 4 影響幼兒執行功能、語言發展的早期因素:親子互動、睡眠

狀況 

主 持 人：王馨敏 

專題討論 5 風靡全世界的教育新趨勢，「社會情緒學習」在幼兒教育的

實施與應用 

主 持 人：吳怡萱 

口頭報告 3 家人關係 

主 持 人：魏秀珍 

口頭報告 4 幼兒發展 

主 持 人：賴文鳳 

14:10 - 14:20 休息 

14:20 - 15:20 

專題討論 6 家庭價值、世代與社會變遷 

主 持 人：林如萍 

專題討論 7 手足結構、父母偏愛、關愛行為與幼兒手足關係之模式建構

與驗證 

主 持 人：周麗端 

口頭報告 5 執行功能 

主 持 人：洪宜芳 

口頭報告 6 幼兒教育 

主 持 人：周于佩 

15:20 - 15:30 休息 

15:30 - 16:30 

演講主題：Social inclusion at playgrounds – How to include children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特邀講者：荷蘭萊頓大學 Carolien Rieffe 教授 

主 持 人：王馨敏  

16:30 - 16:40 閉幕式/拍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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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口頭報告場次內容與時間 

時間 報告場次 場次主題與發表論文 

11:20 

｜ 

12:20 

專題討論 1 

(S1) 

口頭報告 1 

(O1-1) 

 

家庭親子互動經驗與幼兒發展之關連：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縱貫

資料之應用  

主 持 人：吳志文、張鑑如 

發表論文 S1-1  親子共讀頻率對親子語言促進溝通與兒童語言表達

能力的影響：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長期資料

進行交互延宕模式分析 

      發 表 者：吳志文、張鑑如、劉惠美、周麗端 

發表論文 S1-2  親子共讀與親子對話在電子產品對幼兒認知發展關

係的調節式中介效果 

發 表 者：蔡幸子、張鑑如 

發表論文 S1-3  探討幼兒語言能力中介母親正向親職行為與幼兒奮

力控制之關係 

發 表 者：林佳慧、張鑑如 

口頭報告 O1-1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sleep problems on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發 表 者：Szu-Hua Wang, Chia-Ling Chen, Hawjeng 

Chiou, Chien-Ju Chang, Po-His Chang 

11:20 

｜ 

12:20 

專題討論 2 

(S2) 

兒童及青少年行為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主 持 人：聶西平 

發表論文 S2-1  北台灣青少年自覺壓力與手機成癮之關係：以憂鬱

情緒作為中介因子 

      發 表 者：徐靜怡、吳文琪 

發表論文 S2-2  Pornography exposure and sexual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Analysis of 6-year panel data using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model. 

發 表 者：聶西平、吳文琪、張新儀、李蘭 

  發表論文 S2-3  Suicide Ide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12-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發 表 者：張奕涵、張新儀、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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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報告場次 場次主題與發表論文 

11:20 

｜ 

12:20 

 

專題討論 3 

(S3)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on th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主 持 人：陳怡樺 

  發表論文 S3-1  Association betwee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ix-

month-old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發 表 者：Ming-Lun Zou, Yi-Hua Chen, Ling-Chu 

Chien, Yu-Chun Lo, Hsing Jasmine Chao 

發表論文 S3-2  Effects of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parental 

interaction, and stress on the quality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ir cortisol for preschool 

children. 

發 表 者：Yen-Tzu Fan, Ying-Ling Wang, Chi-Sian 

Kao, Yi-Hua Chen, Ling-Chu Chien 

發表論文 S3-3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ntal 

health on children’s healthy lifestyles at 2 years old. 

發 表 者：Pairote Chakranon, Hsing Jasmine Chao, 

Ling-Chu Chien, Yu-Chun Lo, Yi-Hua Chen 

發表論文 S3-4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in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A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       

發 表 者：Wen-Yi Lin, Yu-Chun Lo 

11:20 

｜ 

12:20 

 

口頭報告2 

(O2) 

 

社會能力/情緒 

主 持 人：陳若琳 

發表論文 O2-1  學習環境與幼兒社會能力之關係：以師生互動為中

介角色 

發 表 者：簡振宇、陳柏霖 

發表論文 O2-2  The Prospec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Daily Parent-

Adolescent Emotional Instability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發 表 者：Shou-Chun Chiang, Wan-Chen Chen 

發表論文 O2-3  幼兒社會互動行為之預測指標探究：36 月齡、48

月齡、60 月齡之縱貫性資料分析 

發 表 者：許建中、羅逸平 

發表論文 O2-4  母親依附腳本與幼兒社會能力之關聯研究 

                 發 表 者：陳若琳、徐千惠、葛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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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報告場次 場次主題與發表論文 

13:10 

｜ 

14:10 

專題討論 4 

(S4) 

影響幼兒執行功能、語言發展的早期因素:親子互動、睡眠狀況   

主 持 人：王馨敏 

發表論文 S4-1  遊戲中父女互動行為之質性分析 

發 表 者：林毓庭、周姍姍、陳寧、王馨敏  

發表論文 S4-2  6 月齡親子互動品質與 4 歲幼兒執行功能之相關性

探討 

發 表 者：陳寧、周姍姍、林毓庭、王馨敏 

發表論文 S4-3  Expressive Vocabulary Mediate Association Between 

Dialogic Reading and Executive Function. 

             發 表 者：ShanShan Chou、Shinmin Wang 

發表論文 S4-4  幼兒夜間睡眠狀況與執行功能表現之關聯性研究

發 表 者：許馨庭、王馨敏 

發表論文 S4-5  Lexical Diversity to 6-Month-Old Infants Predicts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18 Months-Old: Shared 

Reading Boosts This Input 

              發 表 者：Shu-Chuan Wu, Ovid J.L. Tzeng,  

Shinmin Wang 

13:10 

｜ 

14:10 

 

專題討論 5 

(S5) 

風靡全世界的教育新趨勢，「社會情緒學習」在幼兒教育的實施與應用 

主 持 人：吳怡萱 

  發表論文 S5-1  教師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介入方案──以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為例 

發 表 者：謝昀軒、陳學志、吳怡萱  

  發表論文 S5-2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對幼兒親社會行為與問題行為之

影響 

發 表 者：簡嘉怡、陳學志、吳怡萱 

發表論文 S5-3  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對學前幼兒情緒能力之研究 

發 表 者：何函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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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報告場次 場次主題與發表論文 

13:10 

｜ 

14:10 

口頭報告3 

(O3) 

家人關係 

主 持 人：魏秀珍 

發表論文 O3-1  隔代教養家庭親職化子女復原歷程之研究 

 發 表 者：宋采臻、林如萍 

發表論文 O3-2  促進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桌遊研發之行動研究-以

「問問祕境」桌遊為例 

發 表 者：魏秀珍、黃珮甄 

發表論文 O3-3  遙遙親子路：一個海員之兩代關係的冒險與迷航 

發 表 者：吳俊德、利翠珊、吳秀容 

發表論文 O3-4  幸福雙人舞:舞者婚姻之維繫 

                 發 表 者：林儒瑤、周麗端 

13:10 

｜ 

14:10 

口頭報告 4 

(O4) 

幼兒發展 

主 持 人：賴文鳳 

發表論文 O4-1  Complex Syntax Development across the Preschool 

and School Year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Complex Syntax Production in Spoken Language 

      發 表 者：Shih-Yuan Liang, James H-Y. Tai,  

                Jane S. Tsay 

發表論文 O4-2  兒童攝取甜食頻率對兒童發展之影響-世代研究 

發 表 者：蔡兆庭、陳嘉玲、邱皓政 

發表論文 O4-3  偏鄉和都市兒童的「風景畫」之繪畫表現差異初探 

發 表 者：陳妍妤、賴文鳳 

發表論文 O4-4  與自然共舞－幼兒使用自然素材遊戲行為之探究 

                 發 表 者：陳玥樺、簡淑真 

14:20 

｜ 

15:20 

專題討論 6 

(S6) 

家庭價值、世代與社會變遷 

主 持 人：林如萍 

發表論文 S6-1  臺灣民眾性別婚姻觀與生活滿意度於近 15 年來之變

遷：2006～2021 

發 表 者：周玉慧 

發表論文 S6-2  多子多孫多福氣？子女數與中老年世代的生活福祉 

發 表 者：黃秋華、林如萍 

發表論文 S6-3  誰來照顧？手足結構與家庭照顧模式之關聯 

發 表 者：施堯啟、陳思樺 

發表論文 S6-4  中老年人的工作意義:家庭的推力與拉力 

發 表 者：林如萍、余佳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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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報告場次 場次主題與發表論文 

14:20 

｜ 

15:20 

專題討論 7 

(S7) 

手足結構、父母偏愛、關愛行為與幼兒手足關係之模式建構與驗證 

主 持 人：周麗端 

發表論文 S7-1  幼兒手足結構對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變化軌跡的影

響 

發 表 者：黃淑滿、周麗端 

發表論文 S7-2  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對不同手足結構幼兒之手足關

係變化軌跡的影響力 

發 表 者：陳允文、黃淑滿、周麗端 

發表論文 S7-3  父母偏愛對幼兒手足關係的影響：父母關愛行為的

中介效果 

發 表 者：葉明芬、黃淑滿、周麗端 

  發表論文 S7-4  父母偏愛、關愛行為和「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的

交互影響效果分析-不同手足結構的多群組分析 

發 表 者：周麗端、黃淑滿 

14:20 

｜ 

15:20 

口頭報告 5 

(O5) 

執行功能 

主 持 人：洪宜芳 

發表論文 O5-1  學前兒童執行功能、心智理論與故事理解之關係  

發 表 者：黃欒雅、羊蕙君 

發表論文 O5-2  三歲幼兒師生互動與情緒調節之相關研究以奮力控

制氣質為中介變項 

發 表 者：謝妃涵、翟敏如 

發表論文 O5-3  42 月齡幼兒抑制能力與心智理論之關係檢視 

發 表 者：林宛靜、郭姵祺、周育如 

發表論文 O5-4  自我調節對幼兒社會情緒素養、執行功能與問題行

為之影響 

發 表 者：黃婕姝、呂俐葶、吳怡萱 

14:20 

｜ 

15:20 

口頭報告 6 

(O6) 

幼兒教育 

主 持 人：周于佩 

發表論文 O6-1  促進執行力的教學活動對幼兒執行功能及精熟動機

之影響 

發 表 者：陳琬琪、蘇慧菁、汪佩蓉、張美雲 

發表論文 O6-2  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實踐的思考導引─課程領導人在

園內「同儕觀課與回饋」的引導內容與策略 

發 表 者：周于佩、張諭昕 

發表論文 O6-3  幼教師對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幼兒遊戲論

點之詮釋 

發 表 者：呂婉汝、簡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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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發表一覽表 

主題 海報論文題目 發表者 

社會行為/情緒 

(P1) 

P1-1 運用「故事說演」教學提升幼兒情緒調節能

力表現之探究 

鄭玉如 

P1-2 母親與幼兒情緒調節與情緒行為問題之個案

研究 

陳嘉寶 

P1-3 手足衝突中的利社會行為發展-父母教養的鷹

架作用 

蔡晴宇、陳富美 

P1-4 托嬰機構托育品質、師生依附以及嬰幼兒社

會情緒能力之關聯研究 

涂妙如 

P1-5 幼兒對成人外貌吸引與行爲判斷的探討 余婧瑩、鍾志從 

P1-6 青少年友誼品質與利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以

同理心為中介變項 

趙敏安、程景琳 

P1-7 青少年人際社會目標與多向度利社會傾向之

相關性研究 

杜佩柔、程景琳 

P1-8 親子作業中父母教養行為與幼兒自主行為之

迴歸分析 

林慧芬 

P1-9 影響幼兒社會能力因素之解釋力比較：

SOCIAL 模型取向 

崔新玲、鍾志從、

張鑑如、吳和堂 

幼兒教育 

(P2) 

P2-1 美感經驗融入幼兒園木工課程之研究 溫心瑜 

P2-2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FC Learning 

Method and Early Childhoo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ING-KAI,TING 

P2-3 從生態系統觀探究幼兒家務參與 李青芬、唐先梅、

汪佳玲、莊榕逸、

黃亭瑄 

P2-4 臺灣幼兒生命教育學位論文研究議題與啟示

(2002-2021) 

施宜煌 

P2-5 教保服務人員對在地文化課程的教學態度與

實踐- 以偏鄉部落幼兒園為焦點 

古慧婷、陳慧華 

P2-6 代間教育之初探－ 以一私立幼兒園為例 張孟智、曹亞倫 

語文環境/教育 

(P3) 

P3-1 語文區環境改造對於提升幼兒參與度之行動

研究 

林昱彣 

P3-2 重複閱讀教學提升三歲語言弱勢幼兒詞彙及

故事理解能力之探究 

周薏馨、張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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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海報論文題目 發表者 

P3-3 平衡取向環境文字教學對大班幼兒文字覺識

及識字能力之行動研究 

劉冠宜、張鑑如 

P3-4 對話式閱讀介入對提升自閉症幼兒詞彙理解

之成效 

李禕禕、賴文鳳 

P3-5 以調整語速策略改善學齡兒童的口吃及眨眼 蔡宗顯 

P3-6 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能力之關聯研究-臺

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之應用 

鄭錦玲、涂妙如 

P3-7 七○、八○年代台灣文學女作家書寫兒童文學作

品兒童觀 

黃愛真 

幼 兒 發 展 ( 遊

戲、執行功能、

身體動作、睡

眠) 

(P4) 

P4-1 學齡前幼兒對於戶外遊戲場的看法與期待 劉冠辰、謝明芳 

P4-2 甜甜的睡著了─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型檢驗跨時

甜食對嬰幼兒跨時睡眠品質改變量之影響 

宋明君 

P4-3 幼兒奮力控制與語文理解的關聯 莊淑華、鍾志從 

P4-4 幼兒的延宕滿足表現與奮力控制能力的關聯 張凱琳、鍾志從 

P4-5 運用創造性舞蹈發展幼兒動作能力之行動研

究 

林姚利 

P4-6 家庭學習環境與幼兒執行功能的關聯研究 陳丹蕾、王馨敏 

P4-7 幼兒精細動作發展與生活自理能力方案初探 戴秉珊、蔡齡萱 

P4-8 北京市幼兒教師的幼兒遊戲信念 陳丹蕾、簡淑真 

P4-9 音樂遊戲對幼兒創造性律動之表現 陳岱琳 

家庭環境與經

驗 

(P5) 

P5-1 婚姻教育中原生家庭經驗與婚姻關係衝突之

探討~以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小組長夫妻為

例 

黃美智、潘榮吉  

P5-2 成年前期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與結婚傾

向之關聯 

簡耀、周麗端 

P5-3 中國大陸農村留守現象與家庭教育問題的詮

釋現象學探究  

王成 

P5-4 符號互動理論中能動性的展現：以新住民家

庭跨文化生活實踐為例 

黃淑嫻、周麗端 

P5-5 家庭擴權量表之心理計量特質研究 蔡宗顯、謝中君 

家人關係 

(P6) 

P6-1 企業「家」文化—以華人家庭文化角度看企

業文化之探討 

陳妍倫、潘榮吉 

P6-2 偏鄉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圖像之描

繪 

蘇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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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海報論文題目 發表者 

P6-3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frustr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textual parental attachment 

within sporting and academic contexts 

賴雅馨 

P6-4 危機化為轉機-未婚青少女非預期生養子女之

家庭韌性 

蘇郁涵、周麗端 

P6-5  幼兒父母正念教養量表修編之研究 陳若琳、卓淑玲、

詹婷雯 

P6-6 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對國中生網路遊戲消費

之影響 

胡煜岱、魏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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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講者介紹 

Richard Aslin 院士/教授 

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 

美國哈斯金實驗室、美國耶魯大學 

 

 演講主題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infancy： 

    How neural methods can clarify what we know from behavior alone 

 

 講者簡介 

Prof. Aslin is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Haskins Laboratories and Professor at the 

Yale Child Study Center. 

    Prof. Aslin has published widely in several sub-areas of infant development, including perceptual 

and motor systems, speech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  Recently, he has 

extended his research from behavioral methods to neuroimaging measures using fMRI, EEG, and 

fNIRS.  His collaborative work has shown that the infant brain deploys predictive signals to encode 

expected events and that both EEG and fNIRS signals have sufficient fidelity to “decode” events on a 

trial-by-trial basis.  

    Prof. Aslin is the recipient of several major awards, including the APA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Award (2014) and the APS Mentor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2015), and several 

honors, including election to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6) and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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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慧 研究員/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演講主題 

    當代家庭價值之意涵、定位與變遷 

 講者簡介 

周玉慧為日本廣島大學心理學博士（1995），現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研究領域包含社會心理學、婚姻與家庭心

理學、人際溝通與互動、生活壓力與社會支持、青少年心理學、成人與老人心理學等。 

研究主軸為「夫妻互動」與「親子關係」，議題涵蓋支持、衝突、權力、欺瞞、幽默等多

向度互動內涵與運作機制，加入價值觀與代間連結的交錯融合觀點，超越個人層次，透過長期

追蹤資料的持續收集，整合對偶系統、時間脈絡與生命階段歷程。主要研究方向有三，其一為

「夫妻間互動與長期歷程」，以夫妻雙方配對及長期追蹤資料探討臺灣夫妻次系統的特色，已

發表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類型、夫妻間支持授受、夫婦関係に及ぼす欺瞞動機と欺瞞方略、家

庭價值觀與夫妻互動、夫妻間權力類型等論文，對夫妻各層面互動提出別具特色的意義內涵，

反映文化的深層作用。其二為「臺灣青少年人際關係與心理行為」，運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

程」的長期追蹤資料探討青少年心理行為，已發表臺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當中年遇到青少年、

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青年休閒活動參與等論文，結合家庭生命階段發展論、社

會學習論、個體化理論及角色認同理論等觀點，展現臺灣當代青少年與青年的獨特樣貌。其三

為「臺日社會現況比較研究」，積極應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資料、日本社會變遷基本資料、日

本家族社會學調查資料等國內外大型資料庫，從個人層次、時期層次及世代層次的觀點，探討

臺日兩地民眾的價值觀、心理需求、婚姻關係及人際互動等議題，透過嶄新的方法論，對臺灣

與日本的民眾心理與社會現況，提供更具代表性的釐清與解讀。 

近年來所獲論文獎項包含：日本留學生教育學會優秀論文獎（2012）、中華心理學刊第一

屆「最有影響力論文獎」（2017）、日本人際溝通學會最優秀論文獎（2017）、中華心理學刊第

五屆「最有影響力論文獎」（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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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en Rieffe 教授 

荷蘭萊頓大學、荷蘭特文特大學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演講主題 

    Social Inclusion at Playgrounds  

– How to Include Children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講者簡介 

Prof. Rieffe is the Primary Investigator of the research lab “Focus on Emotions” at Leiden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wente and 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of. Rieffe ‘s research lab focuses on the functionality of emo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ldren of all ages. Ot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and children with Autism. 

    Moreover, Prof. Rieffe works with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including psychiatry, educational 

sciences, computer science, architecture, and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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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演講摘要 

特邀演講 1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infancy: How neural methods can clarify what we 

know from behavior alone 

 

Prof. Richard Aslin 

 

Abstract 

    Studie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infancy made major advances in the past 50 years by relying 

on a variety of behavioral methods, such as non-nutritive sucking, head-turning, and eye-tracking.  

These methods have revealed sophisticated abilities in the first 6 months of infancy, including phonetic 

discrimination, word recognit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grammar learning as infants extract the 

distributional properties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However, these behavioral methods have 

limitations – they rarely provide a measure of an individual infant’s performance and they do not reveal 

the neural mechanism that underl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behavioral milestones.  I will first 

review what we know about these milestone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life among both monolinguals 

and bilinguals.  Then I will summarize how modern neuroimaging methods developed to study the 

adult brain may provide a window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infant brain.  These neuroimaging 

methods include EEG/MEG, fNIRS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most recently fMRI 

in awake infants.  These studies can apply machine-learning techniques to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signals from the brain, as well a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mong brain regions, to decode 

mental states on a trial-by-trial basis.  These methods are powerful tools not only for studies of 

norma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studies of clinical populations.  I will end by highlighting several 

examples that apply these methods for studies of autism and for studies in the classroom (including 

school readiness and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training regimens), with an emphasis on naturalistic 

movie-watching paradi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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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演講 2 

當代家庭價值之意涵、定位與變遷 

 

周玉慧 副所長 

 

摘要 

家庭長久以來是人們生活的核心。當代社會多元紛呈，在教育普及與性別平等教育推展、

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上升、家庭計劃政策不斷修正調整等層面的影響下，臺灣民眾對家庭

的價值意識隨之變動，家庭的存在意義也受到挑戰。不過，近年探討臺灣民眾個人價值觀的研

究一致指出，即使處於劇烈的社會變遷中，臺灣民眾對家庭倫理、家庭和諧的價值意識共識仍

極高，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然而，「家庭價值」卻是一個被忽略的研究領域，通常被包含在

一般價値量表中的家庭類別，內容僅止於測量描述傳統及現代家庭功能及結構如傳宗接代、養

老、權責等。 

過去許多研究論及家庭價值的現況與變遷特徵時，往往採取傳統-現代、舊-新、家族主義

-個人主義的對立二分，很少區辨被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與被拋棄的式微價值，對於家庭價值

的變遷也甚少提出有系統的耙梳。那麼，當代家庭價值可以如何重新定位？影響家庭價值產生

變遷的因素為何？華人家庭價值的獨特樣貌如何？可否透過與鄰國比較而呈顯？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將回顧過去探討華人家庭價值觀的研究，檢視家庭價值的向度與

分類，以關係對象與內外標準作為分類主軸並彙整家庭價值觀的變遷因素；其次，就家庭價值

觀的變遷解釋，從鉅視的社會學觀點與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庭心理學觀點進行整理；最後，介紹

日本與東亞地區的家庭價值觀研究，以期透過跨地區比較來展現華人家庭價值觀的獨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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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演講 3 

Social Inclusion at Playgrounds – How to Include Children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Prof. dr. Carolien Rieffe 

 

Abstract 

    To enhance social inclusion in school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 focus is often on 

supporting these children with skills to ‘fit in’. Yet, many schoolyards are simply no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children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which places these children on the outskirts 

of their peer group, missing out the opportunities to play and socialize with others. Sometimes simple 

adjustments in the physical, social and/or cultural environment can make major differences.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describe how we address this issue in my research team, and what we 

observe in our research project at schoolyards regarding social inclusion of children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i.e. autistic children, or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children), using a data-

driven approach via modern sensing technologies. I will also discuss how to improve the child’s 

surroundings taking into account children’s individual capacities and needs, thus enhancing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n which all children feel welcome and re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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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與口頭報告論文摘要 

專題討論 S1 

家庭親子互動經驗與幼兒發展之關連：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縱貫資料之應用 

 

專題主持人：張鑑如 1 吳志文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KIT）為臺灣第一個以幼兒發展為核心的資料庫，自 2016 年開始蒐集全臺灣具有代

表性幼兒樣本的發展與環境照護資料。在本次研討會，將使用 KIT 資料庫所蒐集的 3 月齡組

幼兒的縱貫期資料，探討幼兒在家庭的親子互動經驗對其發展的長期影響。本專題討論將發表

三篇 KIT 實徵研究。第一篇的研究主題為《親子共讀頻率對親子語言促進溝通與兒童語言表

達能力的影響：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長期資料進行交互延宕模式分析》，由學者吳志文、

張鑑如、劉惠美和周麗端共同發表，探討親子共讀頻率對親子語言促進溝通與兒童語言表達能

力的交互延宕作用效果，使用的資料為 KIT 3 月齡組幼兒在其 12、18 及 24 月齡時（第三、

四、五波次調查）所蒐集到的家長問卷資料。第二篇研究主題為《親子共讀與親子對話在電子

產品對幼兒認知發展關係的調節式中介效果》，由蔡幸子、張鑑如共同發表，探討三個研究問

題：(1)幼兒 3 歲時電子產品使用、親子共讀、親子對話及 4 歲時的認知發展情形為何？(2)家

庭社經地位如何透過幼兒 3 歲時使用電子產品，影響其 4 歲時的認知發展？(3)親子共讀與親

子對話在電子產品的中介路徑中，調節效果為何？資料取自 KIT 3 月齡組幼兒在其 3 歲和 4 歲

（第六、七波次調查）時所蒐集的家長問卷資料。第三篇研究主題為《探討幼兒語言能力中介

母親正向親職行為與幼兒奮力控制之關係》，由林佳慧、張鑑如共同發表，探討母親之正向親

職行為是否會經由幼兒語言能力之中介，而預測幼兒奮力控制之發展。資料來自 KIT 3 月齡組

幼兒在其 12、18 及 24 月齡（第三、四、五波次調查)之家長問卷資料。此三篇研究結果有助

瞭解家庭親子共讀、親子互動與幼兒發展的長期關係，對幼兒和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將有所啟

發，並可提供國家擬定幼兒發展和教育相關政策參考。 

 

關鍵字：語言發展、認知發展、親子共讀、親職教養、奮力控制 

 

 

 

 



32 
 

S1-1 

 

親子共讀頻率對親子語言促進溝通與兒童語言表達能力的影響：  

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長期資料進行交互延宕模式分析 

 

吳志文 1＊ 張鑑如 1 劉惠美 2 周麗端 1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摘要 

語言表達是 1 至 2 歲幼兒重要的發展里程碑，更是幼兒未來適應發展的重要基礎。研究已

指出親子共讀可以促進幼兒的語言表達。然而，國內相關研究多採用個案介入、語料蒐集、訪

談，或是橫斷式調查等設計，針對大規模樣本進行追蹤調查的實徵研究仍相對缺乏。此外，既

有研究多關注親子共讀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卻忽略了家長也能夠從親子共讀的活動中，學

習到如何與幼兒溝通的有效技巧；也就是說，親子共讀可能具有提升親子語言促進溝通

（language facilitation）行為的正向效果。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透過長期追蹤的貫時性資料，探

討親子共讀頻率對親子語言促進溝通與兒童語言表達能力的交互延宕作用效果。本研究運用臺

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KIT）的 3 月齡幼兒組在其 12、18，以及 24 月齡時

（第三至五波次調查）所蒐集到的家長問卷資料，並選擇填答者為親生父親或母親且三次調查

均為同一人填答、雙親均為本國籍，且幼兒未被診斷患有重大傷病與障礙，共計 4,990 筆有效

資料。使用變項包含幼兒 12、18，以及 24 月齡時的親子共讀頻率、親子語言促進溝通，以及

幼兒 18 與 24 月齡時的語言表達能力。經由交互延宕的路徑分析模式（Cross-Lagged Path 

Analysis Model），控制住幼兒性別、家長性別、家長教育程度，以及有無手足等背景變項的影

響，分析結果指出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χ2 = 126.24, df = 8, RMSEA = .021, CFI = .98, 

TLI = .97, SRMR = .025），並且發現家長尚未開始親子共讀的比例從幼兒 12 月齡、18 月齡至

24 月齡呈現下降趨勢（依序：31.5%、20.2%、14.1%）。從幼兒 12 至 18 月齡、18 至 24 月齡，

親子共讀頻率對幼兒語言表達能力的路徑效果都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依序：β = .08, p < .001；

β = .05, p < .001）；親子共讀頻率對親子語言促進溝通的路徑效果都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依

序：β = .10, p < .001；β = .08, p < .001）；以及親子語言促進溝通對幼兒語言表達能力的路徑效

果也同樣都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依序：β = .18, p < .001；β = .15, p < .001）。幼兒 12 月齡時

的親子共讀頻率透過幼兒 18 月齡時親子語言促進溝通，進而提升幼兒 24 月齡時語言表達能

力的間接效果也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14, SE = .002, Sobel Z = 6.69, p < .001, 95% 

bootstrapping CI = [ .010, .019 ]）。這些結果重複驗證親子共讀有助於提升幼兒的語言發展，並

指出親子共讀可以透過家長促進幼兒語言發展的溝通行為，進而提升兒童的語言表達能力。本

研究雖然仍有一些限制，但是這些發現相當具有啟發性，有益於研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更加瞭

解親子共讀對營造家庭中親子語言發展環境與幼兒語言表達能力的影響。 

 

關鍵字：親子共讀、親子語言促進溝通、幼兒語言表達能力、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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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1. 本次分析使用題目，除了親子共讀頻率外，還有以下：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12M 18M 24M 

親子語言促進溝通 .69 .72 .77 

1. 我教導這孩子學習各種物品的名稱。 

2. 我用適當的說話速度和語調與這孩子說話。 

3. 與孩子說話時，我會把他的話多加幾個字或引導他多說一些。 

4. 我會和這孩子聊發生過的事（例如：帶孩子出去玩或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的事）。 

5. 這孩子出聲或說話時，我會說話回應。 

兒童語言表達能力 ---- .75 .85 

1. 孩子能自己說出生活物品的名稱（例如：「球球」、「杯子」）。 

2. 孩子能自己說出日常生活中用來形容人、事、物的詞彙（例如：「冰冰的水」、「阿姨

好漂亮」）。 

3. 孩子能針對「這是什麼」的問句做出回應（例如：大人問「這是什麼東西？」，孩子

回答「香蕉」；大人問「這是什麼地方？」，孩子回答「學校」）。 

4. 孩子與熟悉的人說話時，能主動開啟話題（例如：和爸媽、老師說話）。 

5. 孩子對聽不清楚或聽不懂的話語，能主動要求別人澄清（例如：「你在說什麼啊？」、

「可以再說一次嗎？」）。 

 

2. 路徑分析模型圖： 

 

 

3. 如果老師們有建議針對那些路徑提出假設，也都歡迎提出，我再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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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親子共讀與親子對話在電子產品對幼兒認知發展關係的 

調節式中介效果 

 

蔡幸子 1  張鑑如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幼齡的認知發展與學齡後的學習表現高度相關。家庭是幼兒入學前的主要生活環境，因此

研究幼兒早期接觸環境對後期認知發展的關係極為重要。家庭環境的影響因素多元，遠如家庭

社經，近如親子共讀和互動對話等。過去文獻指出高社經家庭營造豐富環境，益於幼兒發展。

近年來國人電子產品使用普及，家長易將電子產品視為保母，取代真實親子互動。國外研究證

實幼兒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對其認知發展有不良影響。相較之下，國內缺少幼兒使用電子產品對

其認知發展的相關研究，雖然有少數幼兒使用電子產品的調查，但在樣本推論上仍嫌不足，且

缺少實證的具體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家庭社經影響幼兒認知發展的機制。研究問題包括：幼兒 3 歲時電子產品

使用、親子共讀、親子對話及 4 歲時的認知發展情形為何？家庭社經地位如何透過幼兒 3 歲時

使用電子產品，影響其 4 歲時的認知發展？親子共讀與親子對話在電子產品的中介路徑中，調

節效果為何？ 

本研究資料取自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第六和第七波（3 歲和 4 歲）家長問卷

原始數據，幼兒生日介於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間，篩選尚未就讀幼兒園或托

嬰中心之 3,911 位幼兒。納入分析的變項包括家庭社經、電子產品使用、幼兒認知發展、親子

共讀及親子對話頻率。採用 SPSS 23.0 及 Process 4.0 軟體，參考 Hayes（2018）Process 巨集

版本 Model 16 進行分析，分析電子產品使用在家庭社經與幼兒認知發展間的中介效果，以及

親子共讀、親子對話在電子產品使用與幼兒認知發展路徑的調節式中介效果。 

主要研究結果如下：(1) 3 歲幼兒每日平均使用電子產品時間為 39 分鐘，每週平均進行

3.33 次親子共讀，家長經常與幼兒對話(例如，以適當語速和語調引導說話、聊發生過的事、

回應)；幼兒 4 歲時認知發展平均為 3.18 分，表示能力還算熟練；家庭社經地位愈低，幼兒使

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愈長；幼兒 3 歲時使用電子產品時間愈長，其 4 歲時認知發展能力愈低。(2) 

家庭社經愈低的幼兒透過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間接負面影響其認知發展；但增加親子共讀頻

率和親子對話，能減緩幼兒使用電子產品對其認知的負面影響。本研究有別於過去研究，採縱

貫期資料分析，同時將家庭環境與幼兒認知發展的關係納進同一模型，不只針對電子產品的中

介歷程及親子共讀與親子對話的調節效果進行檢驗，也為幼兒認知發展機制提供另一種實證觀

點，有益於未來提供電子產品相關親職教育建議的參考。 

 

關鍵字：家庭社經、親子共讀、親子對話、電子產品、認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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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探討幼兒語言能力中介母親正向親職行為與幼兒奮力控制之關係 

 

林佳慧 1、張鑑如 2* 
1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幼兒的語言與奮力控制能力均在幼兒週歲時開始萌發並快速發展，兩者在發展的時間點

相當接近。近來有許多研究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並發現幼兒早期的語言能力可促進之後奮力

控制或抑制控制能力的發展(Chang 等人, 2015；Daneri 等人, 2019；Frick 等人, 2019)。許多文

獻並支持母親的正向親職互動品質(如敏感回應)會影響幼兒之語言發展，因此本研究探討母親

之正向親職行為是否會經由幼兒語言能力之中介，而預測奮力控制之發展。由於奮力控制能力

對幼兒之自我調節發展與日後社會適應有重要影響，因此了解哪些因素可提昇幼兒之奮力控制

有助於幼兒的良好發展。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之 3 月齡組第 3 波(12 月齡)、第 4 波

(18 月齡)及第 5 波(24 月齡)之資料。僅納入三波均有參與、且均由母親填答的資料，共計有

5,267 筆。測量構念包含：1.母親回應，2.幼兒語言(包含理解與表達)，3.幼兒奮力控制。母親

回應使用 12 月齡之資料，指標來自家庭問卷，包含：「孩子出聲或說話時，會說話回應」、「親

親或抱抱孩子」及「做事時，也會和孩子說話」三題。幼兒語言使用 18 月齡之資料，指標來

自語言發展問卷。語言理解指標包含：「能辨認生活環境中不同的聲音」、「能聽懂簡單的口語

指令並完成指令」、與「能聽懂並依照順序完成兩個或以上的口語指令」；語言表達指標則包含：

「能自己說出生活物品的名稱」、「能自己說出用來形容人、事、物的詞彙」與「能針對『這是

什麼』的問句做出回應」。母親回應與幼兒語言均以 1-4 分量表填答。另外，幼兒奮力控制則

使用 24 月齡之資料，指標來自社會情緒發展問卷：「在提醒下，孩子會耐心等待想要的東西」、

「跟孩子說『不可以』時，他會馬上停止」、「在提醒下，孩子會注意安全或配合環境需求」及

「孩子玩喜歡的玩具或活動時，會投入與持續」，以 1-5 分量表填答。資料分析以 Mplus 8.4 進

行多波次結構方程模型(multi-wav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WSEM)。 

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測量模型適配度良好，Chi-square = 937.177，自由度為 59，p < .001，

CFI = .95, TLI = .93, RMSEA = .05，SRMR = .04。各潛在變項之指標因素負荷量也都相當高

(λs=.48~.80)。獨立之結構模型顯示母親回應能分別提昇幼兒之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與奮力控制，

而語言理解與表達也可顯著預測幼兒之奮力控制，但以語言理解有較強的預測力。其次，中介

模型顯示幼兒語言會部分中介母親回應對奮力控制的影響。本研究支持母親的正向回應可藉由

提昇幼兒的語言能力，而間接提昇幼兒的奮力控制。因此若要提昇幼兒的奮力控制，可特別加

強幼兒的語言理解以及母親的正向回應。 

 

 

關鍵字：幼兒、語言發展、親職教養、奮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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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O1-1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sleep problems on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Szu-Hua Wang1, Chia-Ling Chen2,3*, Hawjeng Chiou4, Chien-Ju Chang5, Po-His Chang6,7 

1Department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Taiwan 
3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ly Interven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iwan 

4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5Taiwan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6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7Institute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in Learning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Introduc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of sleep problems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child development. However, 

most studies onl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function, not growth rate. Our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sleep problems on the function and growth rate of child development in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omains. 

Method 

The development data of 4697 children, aged 3 months was collected from a prospective national 

cohort study (KIT).  The developmental data in the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omains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3 months), and at 12, 24, and 36-month follow-up via the questionnaire-interview. The 

sleep-related variables and covariates were recorded at baseline. We used latent growth models and 

multivariable analysis to model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model and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covariates. 

Result 

Regular bedtime and good sleep quality both had positive effects significantly on intercept(I), but not 

slope(S) in cognitive (regular bedtime: estimate=0.068, p<0.05; sleep quality: estimate=0.062, 

p<0.001) and language domains (regular bedtime: estimate=0.1.4, p<0.05; sleep quality: 

estimate=0.083, p<0.001). However, sleep duration and nighttime crying didn’t show an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hi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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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aged 3 months have a long-term effect on developmental function, but not 

on growth rate in both, in both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omains.  These findings showed that 

providing good sleep hygiene may promote development outcomes in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omains. 

 

Keyword: sleep problems, cognitive development, languag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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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S2 

兒童及青少年行為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專題主持人：聶西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兒童及青少年是行為發展的關鍵時期，健康的行為支持一個人身體、心理、及社會的健全

發展。從生態系統理論及生命歷程觀點可以了解到個人的發展受到生物、環境、社會結構、歷

史、以及時間等種種因素的相互影響，研究者唯有透過長期追蹤資料的分析，才能對於發展的

軌跡及影響因素進行更全面的探討。隨著研究者對長期追蹤研究的興趣，國內外的研究及學術

機構投注了大量的資源在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建置，而各種分析方法及統計軟體亦不斷研發更新，

目的就是希望為研究者提供長期追蹤資料分析的利器。然而，面對各種的統計模型，最重要的

還是研究者必須從自身的研究目的出發，選擇能回答研究問題的分析方法，才能讓資料發揮真

正的價值。 

本專題包含三篇以兒童及青少年行為發展為主題進行長期追蹤資料分析的實證研究。第一

篇研究為徐靜怡和吳文琪發表的「北台灣青少年憂鬱情緒與手機成癮之關係:自覺壓力作為中

介因子」，此研究使用 SPSS process macro 分析三個波次的追蹤資料，以了解青少年自覺壓力

是否會增加其憂鬱情緒，並進而提高手機成癮的程度。第二篇研究為聶西平、吳文琪、張新儀、

李蘭發表的「Pornography exposure and sexual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Analysis of 6-year panel 

data using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model」，此研究利用 RICLPM 分析青少年色情媒體接

觸與性相關行為間的關係，並探討兩者間是否存在不隨時間變動的關聯，以及隨時間變動的交

互影響。第三篇研究為張奕涵、張新儀、李蘭發表的「Suicide Ide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12-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我國年輕族群的自殺率在近年呈現上升趨

勢，成為重要的兒少健康議題，此研究透過 12 年的逐年追蹤資料，了解男生與女生於兒童期

及青少年期的自殺意念發展其差異，並應用 latent class analysis 分析樣本在這段期間的自殺意

念潛在發展軌跡和相關因素。 

本專題結合三篇長期追蹤研究，根據研究議題，三篇研究的作者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模型進

行探討。希望透過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增進大家對於長期追蹤研究的興趣，也對於目前長期追

蹤資料分析的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本專題也期待透過研究者和與會者的對話及討論，可以激

盪出更多兒童及青少年行為發展的研究方向，在未來可對兒童及青少年的行為之變化趨勢及其

相關因素提出實證依據，進而促進兒童及青少年身體、心理、及社會的健全發展。 

 

關鍵字：行為發展、長期追蹤資料庫、Mediation Analysis、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Latent Class Trajectory Modelling 

 



39 
 

S2-1 

北台灣青少年自覺壓力與手機成癮之關係：以憂鬱情緒作為中介因子  

 
徐靜怡 1 吳文琪 1*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摘要  

過去研究指出青少年比老年人容易罹患手機成癮(Sechi, Loi, & Cabras, 2021)。 青少年使

用手機時間越長，手機成癮越嚴重(張正杰 & 施美雲, 2015)。因此了解 青少年手機成癮

（Smartphone addiction）之影響因素，是預防青少年手機成癮的 重要環節之一。影響手機成

癮的因素之一為自覺壓力，有縱貫性研究發現，青少 年日常生活壓力越大，手機成癮現象更

加顯著(Anqi Wang, Zhen Wang, Ya Zhu, & Xuliang Shi, 2022)。另一項影響手機成癮的因素為憂

鬱情緒，中國有縱貫性研究 發現，憂鬱情緒越高，手機成癮程度越嚴重(Yuan, Elhai, & Hall, 

2021)。另有研究 發現，青少年的自覺壓力、憂鬱情緒、與手機成癮為顯著相關(H. J. Kim, Min, 

Kim, & Min, 2019)。根據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Agnew & White, 1992)， 壓

力會引發負面情緒，例如憂鬱情緒，因而會使人有較高的機會從事偏差行為。 因此，本研究

除探討北台灣青少年自覺壓力及手機成癮之間的關係外，欲進一步 了解憂鬱情緒是否在自覺

壓力與手機成癮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之資料來自科技部計畫「堅毅理論之跨文化比較：

青少年攻擊行為、 物質使用及心理困擾之研究」，該計畫之研究對象為新北市與桃園市 108 學

年度 一年級的國中生與高中職生，進行兩年四學期的追蹤。每學期調查一次，共有四 波的資

料。本研究採用第一波至第三波的資料。本研究為縱貫性研究，共有 1055 名學生參加了三波

調查，扣除有資料遺漏者，最終進入本研究分析者共 762 名學 生。本研究運用描述性統計、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ANOVA、Pearson Correlation 與 PROCESS，進行次級資料分析。 研

究結果發現：一、北台灣青少年的自覺壓力（第一波）、憂鬱情緒（第二 波）與手機成癮（第

三波）之間有顯著相關。二、在控制第一波手機成癮後，憂 鬱情緒（第二波）在自覺壓力（第

一波）與手機成癮（第三波）之間，呈現部分 中介效果。 結論：青少年在壓力高的情況下，

憂鬱情緒增加，為緩解憂鬱情緒，更會使 用手機作為抒發工具，因而提高手機成癮的程度。

因此，憂鬱情緒，是自覺壓力 與手機成癮之關係的中介因子。為預防青少年手機成癮的問題，

建議教師與家長 應關心學生承受壓力的情況，並注意是否產生憂鬱情緒，適時給予需要的關

懷與 幫助，預防和減緩青少年手機成癮的行為。 

 

關鍵字：自覺壓力、手機成癮、憂鬱情緒、中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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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nography exposure and sexual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Analysis of 6-year 

panel data using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model 

 

聶西平1* 吳文琪2 張新儀3 李蘭4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3國家衛生研

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4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摘要 

Literature on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 pornography exposure and sexual 

behaviors present mixed result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cross-lagged effects between these two behaviors.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2679 boys and 2555 girls, who completed at least one interview from 7th 

grade (in 2004 and 2007) to 12th grade (in 2009 and 2010), from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Behaviors 

in Long-term Evolution (CABLE) project.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RICLPM) 

for categorical data was applied to disentangle the time invariant associations from the longitudinal 

reciprocal influence between pornography exposure and sexual behaviors. The models were fitted and 

analyzed separately for boys and girls. 

The percentage for exposing to pornography increased from 9.2% in 7th grade to 59.6% in 12th 

grade and from 6.2% in 7th grade to 19.3% in 12th grade, for boys and girls respectively. The percentage 

for having sexual behaviors increased from 3.7% in 7th grade to 36.4% in 12th grade and from 4.5% in 

7th grade to 39.4% in 12th grade, for boys and girl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from RICLPM showed 

that for boys, there were autoregressive and concurrent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behaviors. There was 

a positive cross-lagged effect from sexual behaviors to pornography exposure at early adolescence, 

but the effect became negative later. For girls, there were autoregressive effects for the two behaviors. 

For girl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ime invariant factors of the two behaviors.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boys and girls. Parental monitoring was a protecting 

factor, while puberty status was a risk factor for both behavior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e complicated longitudinal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rnography exposure and sexual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s were different for 

boys and for girls.  

 

關鍵字：pornography, sexual behaviors, adolescence,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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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ackground 

We have found no previous studies in whic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uicide ideation (SI)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ave been described using yearly measured data. 

Method 

Data came from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Behaviors in Long-term Evolution (CABLE) Project,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2,695 participants recruited from Northern 

Taiwan was followed annually during 2001 and 2012, with ages ranging from 7 to 18 years. Self-

reported SI was collected at each of the twelve waves. The yearly prevalence and new-onset rate of SI 

were calculated for boys and girls. Latent class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trajectories of SI. 

Results 

Approximately half (48%) of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ever having SI between the ages of 7 and 18. 

SI peaked at age 10 for boys and at age 13 for girls. New-onset cases emerged mostly at age 10 among 

boys and girls (11% and 13%, respectively). Girls at ages 7-9 were less likely to report SI than boys 

(odds ratio [OR] ranged from 0.4 to 0.7), whilst girls we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SI than boys from ages 

12 to 17 (OR ranged from 1.1 to 2.8). Four trajectories of SI were identified: low risk (67.6%), high-

decline (13.6%), high risk (4.7%), and late-onset (14.7%). Girls showed increased odds of high risk 

and late-onset SI trajectories compared to boys. Children from divorced family had increased odds of 

showing late-onset SI., and Higher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ociated with all unfavourable SI 

trajectories. 

Conclusion 

Early prevention programmes should start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The evidence of a divergent 

development of SI between sexes may help inform the timing of preventive efforts. 

 

關鍵字：suicide ideation, child, adolescent, trajectory, latent cla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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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on th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專題主持人：Yi-Hua Che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Health and 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in early life cover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children undergo. These goals can be heavily affected by both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is seminar thus attempts to integrate essential aspects that influence preschooler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specific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described below.  

Environmental ecology: 

 Paper 1: Association betwee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ix-month-old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Paper 2: Effects of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parental interaction, and stress on the quality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ir cortisol for preschoolers 

Psychosocial factors: 

 Paper 1: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ntal health on children’s healthy lifestyles 

at two years old 

 Paper 2: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in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A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 

In these papers, we used the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across Prenatal and Postpartum Health in 

Taiwan (LEAPP-HIT), an ongoing prospective study conducted since 2010 in Taipei, for investigation.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partners are invited during their prenatal visits at 5 hospitals. A baseline 

evaluation during early pregnancy, together with ten additional follow-up assessments (up to six years 

postpartum, the most critical preschool year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assess parental and 

children’s health status, health behavior,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our team conducted 

a music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with a particular education class 

in a public kindergarten in Taipei. We evaluated the behavioral, linguistic, and neurophysiological 

outcom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the evidence bas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With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of parents-child psycho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xposure during 

critical 0-6 childhood together with the associated factors, it is hoped that our findings may not only 

provide evidence-based data but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further promote parental and child’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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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ix-month-old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Ming-Lun Zou1, Yi-Hua Chen1, Ling-Chu Chien1, Yu-Chun Lo2, Hsing Jasmine Chao1,*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The Ph.D. Program in Medicine Neuroscience,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摘要 

Purpose: 

Living environment is critical for growing children. Studies have observed that green space 

around residence is beneficial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urbanization was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development. Because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urban Taiwan, we conducted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iving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at 6 months of age.   

Methods: 

 We derived the data from an ongoing birth cohort study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across Prenatal and Postpartum Health in Taiwan (LEAPP-HIT). We analyzed the data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filled out the LEAPP-HIT follow-up questionnaire at 6 months of age. 

Taipei City Pre-School Children Development Progress Evaluation Form (6 months of age) was used 

to examine children’s development (0: pass, 1: not pass, the higher the score, the worse the 

development). Land-use types (LUT), points of interest (POI) an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around participants’ residences were assessed by using buffer analysis. Information on 

potential confounders and modifiers such as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birth outcomes, were 

collected by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Results: 

A total of 695 children were includ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e observed LUT (e.g., the areas 

of hospital, school, and freeway) and POI (i.e., numbers of religious buildings, night markets, and 

welding and chemical industry) around residence were advers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development. Paddy fields and supermarkets were beneficial. High NDVI was beneficial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with a marginal significance (p<0.1). 

Concussion: 

 Living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residence is critical to preschool children’s development. 

Government and parents should carefully plan liv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to promote thei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Children development, Land use types, Points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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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ge 1–6 are the golden stage for preschool children’s development. Enhanc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re the foundation to improve their subsequ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social skills, and expression. Numerous studies pointed out learning was influenced by 

both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leading to neurodevelopmental-delay or worse social 

skill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air heavy metals, parental interaction, and 

stress on the quality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ir cortisol for preschool children. Hair 

sample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n=154 families) were collected to assess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cortisol. The survey of the 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HOME) were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The scores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were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hair cadmium (Cd) and mercury (Hg) 

concentr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The color scores (r= -0.282, p<0.05) were reduced when 

increasing hair Cd concentra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Both alphabet (r= -0.55, p<0.05) and word (r= 

-0.335, p<0.05) scores were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hair Hg concentra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Further findings revealed only alphabet scores (ß=0.305, p<0.05)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ternal interac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ose with high hair heavy metals. Children with lower 

hair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and better maternal interaction caused approximately 40–56% 

additional scores of book, color, toy, alphabet, and word. Moreover, high hair cortisol was observed 

for preschool children who had high hair heavy metals and whose parents had high hair cortisol. This 

indicated parental stress and children’ hair heavy metals were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higher hair cortisol. 

We observed the effects of heavy metals and parental stress on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ir 

cortisol. It showed hair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cortisol may predict the quality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heavy metals, quality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parental stress, corti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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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ntroduction: “The first 1,000 days of life” is known as “the golden window period”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almost none of previous studies investigated effects of multiple aspects of 

maternal mental health on children’s healthy lifestyles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This study thus 

aimed at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ren’s healthy lifestyles 

at age 2.  

Method: Mother-child dyads (n=287) were examined using a prospective cohort named the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Prenatal and Postpartum Health in Taiwan (LEAPP-HIT) project from 

2011 to 2022. Maternal variables were collected at one year postpartum, while children’s healthy 

lifestyles were assessed when they were two years old. Self-reporte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ren’s healthy lifestyles.  

Results: We found that compared to the lower one, higher maternal anxiety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levels of children’s eating habits [adjusted beta (aβ) = -0.5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15,-

0.02]. Moreover, children of mothers with higher depression were found to express lower levels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eating habits [aβ = -0.67 95% CI = -1.25,-0.08, and aβ = -1.17 95% CI = -1.86,-

0.46, respectively]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exceed recommended time for screen device usage 

[adjusted odd ratio (aOR) = 2.93 95% CI = 1.12,6.69]. In contrast, children of mothers with higher 

maternal positive affect were found to express better levels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eating habits [aβ 

= 0.52 95% CI = 0.12,0.92, and aβ = 0.54 95% CI = 0.05,1.0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oor maternal mental health was found to associate with unhealthy child behaviors, whil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may help boost children's activity and eating habits. Prompt intervention (e.g.,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s/programs into primary care) is suggested to help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healthy behavior beyond developmental issues. 

 

Keywords: maternal positive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anxiety, children healthy lifestyles, todd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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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 

 

Wen-Yi Lin1, Yu-Chun Lo1* 
1The Ph.D. Program in Medicine Neuroscience,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摘要 

Background: Recent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of the music-

oriented program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parallel between music and language abilitie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young children. Social-emotional skills are crucial for future academic suc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consequently, it is 

imperative to assess these skills in young children. This study thus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 

10-week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on language and emotional functions and 

neuro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neurodevelopmental delay.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eight 4- to 6-year-old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The preschool 

classroom hosted the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and the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a 10-week 

music course (60 minutes per session, one session per week).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s contain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language 

assessments, and both the primary caregiver and the teacher completed a behavior assessment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In addition, simultaneously record and measure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and assess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One child did not complete an EEG test due to a 

history of epilepsy. Seven children were completed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After the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have 

improved by the evidence of the difference that the amplitude and latency show several ERP 

components, such as the N1 and P3. Furthermore, we also found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in 

vocabulary expression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pre-intervention, the overall 

CBCL scal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the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program involving cognitive and language 

skills in stimulating neurolinguistic development. 

Conclusion: We anticipated that the 10-week music-oriented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would improve 

language, behavioral and neuro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Key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structured music-oriented interventio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neuro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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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1 

學習環境與幼兒社會能力之關係：以師生互動為中介角色 

 

簡振宇  陳柏霖*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摘要 

近年來，台灣步入少子女化時代，幼兒發展已是育兒家庭的重要課題之一，其中幼兒社會

能力對未來整體發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根據教育部資料所示，2-5 歲幼兒就讀幼稚園的

比例高達 68%，幼稚園能提供的教保品質便成為評估幼稚園環境的重要指標。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內 48 個月幼兒之幼稚園學習環境、師生互動及幼兒社會能力間關係，

並探討師生互動在學習環境與幼兒社會能力間的中介效果。過往研究指出，幼稚園品質與幼兒

社會能力發展息息相關，但結構品質與過程品質在此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並不明確，且過程品

質雖被喻為影響幼兒發展之關鍵，但其中師生互動孰輕孰重也未可知。本研究推論學習環境應

會影響師生互動，且學習環境亦會透過師生互動進而影響幼兒社會能力。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釋出之「36 月齡組第二波 48 月齡組」作為分析

樣本，研究樣本共 576 人。研究上採用「學習環境量表」、「師生互動量表」及「社會情緒發展

領域」中之「社會能力量表」。資料分析上，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與 Haye’s PROCESS 的

中介模型檢定，研究結果如下：（1）「學習環境」、「師生互動」、「幼兒社會能力」三變項間呈

正相關。（2）「師生互動」在「學習環境」與「幼兒社會能力」間扮演中介的角色。在實務建

議上，在學習環境方面，當其在規劃上越有制度且完善時，越能對幼兒帶來正面的影響，而研

究結果亦顯示教師與學生間互動的重要性；故建議除增加學習環境多元程度外，更要參考使用

者，也就是幼教老師實務使用心得。最後本研究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提出實務與未來研究上的建

議。 

 

關鍵字：師生互動、學習環境、社會能力 

  



48 
 

O2-2 

 

The Prospec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Daily Parent-Adolescent Emotional 

Instability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hou-Chun Chiang1, Wan-Chen Chen2 
1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National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Background: Emotional instability has been posited as a risk factor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parent emotional instability may also function as a risk 

factor that heightens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To fill this gap,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whether parent-adolescent positive emotion (PE) and negative emotion (NE) instability are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ree months later, and whether gender would 

moderate these associations. 

Method: Participants were 191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in Taiwan who completed a baseline 

assessment, a 10-day daily diary protocol, and a 3-month follow-up assessment. Emotional 

instability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mean square of successive difference (MSSD) for daily NE 

and PE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ed greater levels of emotional instability. Outcomes include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reported by adolescent at 

baseline and follow-up.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ent NE inst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risk for internalizing 

problems (β = .11, p < .05)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β = .23, p < .05), after accounting for the 

baseline levels, gender, and parent average NE levels. Instead, parent PE instability, adolescent NE 

instability, and adolescent PE instability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urther moder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ent PE inst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internalizing problems only for girls (β = .18, p < .05), whereas 

parent PE instabilit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internalizing problems for boys (β = -.14, p > .0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Parent NE instability was linked to increases in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hile parent PE inst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girl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ssessing parent 

emotional inst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Keywords: emotional instability, parent, mental health, daily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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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社會互動是重要的身心發展面向之一，在嬰幼兒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是最初提供

社會互動的環境，隨著年齡增長，逐漸擴大至其他環境、終其一生。在臺灣社會中，對60月

齡幼童而言，大多已經進入學前教育階段，所接觸的對象，也從父母家人拓展至其他家庭的

幼童及學前教師。社會互動行為較佳的幼兒，往往較受同儕、教師等喜愛，在日後也會有較

佳的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社會互動行為的展現受到認知、語言、情緒等個體發展因素所影

響。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是進一步探討在36月齡、48月齡、60月齡影響幼兒社會互動行為的

主要預測指標，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供親職照顧、學前學習上的建議。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所釋出之36、48、60月齡三組數據為主要

資料來源，在樣本數方面，先將三組資料依據幼兒編號串接，再依據變項選擇及研究分析之

需要，將非父母填答、填答「不知道」、拒答及遺漏之等資料剔除，最後納入研究分析之總

樣本數為1614筆，其中，填答者為親生父親者有277位（17.2%），填答者為親生母親者有

1337位（82.8%），在幼童性別方面，男童有834位（51.7%），女童有780位（48.3%）。依

變項為60月齡之社會互動行為，所納入的預測變項為36月齡、48月齡、60月齡之記憶能力、

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讀寫萌發、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理解、情緒

調節。在資料分析方面，使用SPSS 25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討各月齡組預

測變項對社會互動行為之預測效果。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在排除性別因素後，36月齡組的記憶能力、注意力/執行功能、語

言表達、情緒表達、情緒調節可以顯著預測社會互動行為，總解釋力為23.1%；48月齡組的記

憶能力、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表達、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調節可以顯著預測社會互

動行為，總解釋力為29.9%；60月齡組的記憶能力、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表達、讀寫萌

發、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理解、情緒調節可以顯著預測社會互動行為，總解釋力為

61.0%。 

結論：幼兒早期的不同發展指標可以顯著預測其社會互動行為的展現，年齡越大，預測之解

釋力越高。針對36月齡幼兒，應著重注意力/執行功能之訓練，並適度提供情緒表達的練習；

針對48月齡幼兒，除了前述兩項的訓練協助外，可開始加入情緒調節能力的培養；針對60月

齡幼兒，需持續注意力/執行功能、情緒表達的訓練，也要特別著重強化情緒調節的能力，以

有效提升幼兒在社會互動行為的正向發展。 

 

關鍵字：認知發展、社會互動行為、語言能力、情緒能力、預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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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4 

 

母親依附腳本與幼兒社會能力之關聯研究 

 

陳若琳 1*        徐千惠 1             葛惠 2 

    1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2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 

 

摘要 

    親子依附應該是雙向連結的互動，依附研究學者除了以幼兒為視角進行親子依附關係探究，

也提出以幼兒的主要照顧者進行依附表徵研究的重要性(Posada & Waters, 2018；Waters & 

Cummings, 2000)。母親主要照顧者和幼兒的連結，會經由內在運作模式的建構，這樣的建構歷

程會影響他們內化自己的角色和彼此的親子依附。親子共構依附過程從嬰兒階段延伸至幼兒階

段，幼兒需要支持、時間和練習，最後會將其母親視為安全堡壘(secure base)，依附對象(大多

為母親)所提供的訊息，會讓幼兒建立與依附對象的內在認知表徵，相似地，依附對象也同時

會內化與幼兒的依附訊息（Posada & Waters, 2018）。基於母親與幼兒的依附所建構的內在運作

模式，母親建構的依附可能會影響幼兒運用親子依附的運作模式到幼兒園與同儕的社會互動關

係。故本研究將探討幼兒母親的依附腳本與幼兒社會能力之間的關係。國內關於母親依附腳本

和幼兒社會能力的研究仍有限，探討幼兒母親依附腳本及幼兒社會能力的關聯為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 

本研究以新北市、臺北市和桃園市的4-5歲幼兒母親及幼兒教師/教保員為研究對象，針對

幼兒母親採用依附腳本訪談，並請幼兒班級教師/教保員針對幼兒的社會能力進行評量，有效

配對母子資料共有166份。研究工具為修編Waters和Waters（2006）的「母親依附/安全堡壘腳

本─親子依附故事」，將幼兒母親的故事內容進行7點評分，親子依附故事的評分者信度相關

介於.82~.91之間，表示評分者間具有一致性；「幼兒社會能力量表」則分為利他能力、合群

合作、互動能力、禮貌能力及獨立自主，Cronbach α為.85至.92。 

幼兒母親依附腳本─親子依附故事中，「小寶的早晨」(M=3.98)、「看醫生打針」(M=3.81)

和「媽媽外出」(M=4.07)，表示幼兒母親依附腳本─親子依附故事皆傾向中度安全依附；幼兒

教師/教保員評定的幼兒社會能力整體、利他能力、合群合作、互動能力、禮貌能力和獨立自

主的平均數為3.92到4.37，表示幼兒的各社會能力情形皆傾向經常如此。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分

析結果發現，幼兒母親依附腳本與幼兒社會能力呈現中度顯著正相關，r=.23~.36，即母親依

附腳本分數越高，幼兒的社會能力就越好，反之亦然。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協助幼兒母親與幼兒建立安全依附和擔任安全堡壘，有助於增

加幼兒和同儕的社會能力。 

 

關鍵字：母親依附腳本、安全堡壘、幼兒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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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S4 

影響幼兒執行功能、語言發展的早期因素:親子互動、睡眠狀況 

 

專題主持人：王馨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整體摘要 

Bronfenbrenner（1979; 1998）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認為個人與

環境的互動會受到環境各層面交互作用的影響，強調家庭環境對嬰幼兒發展獨特的貢獻性，本

專題旨在以五篇實證研究探討早期親子互動以及幼兒的睡眠狀況對於後續執行功能和語言能

力發展的長期性影響。 

首先，第一篇研究以具信效度且在國際上被廣為使用的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oding 

Interactive Behavior，CIB）（Feldman,1998），針對臺灣父母在與 6 月齡孩子遊戲互動時的親子

互動品質進行描述，並特別聚焦於一對父女個案之互動進行質性描述與討論；第二篇研究則以

44 對親子為對象，檢視 6 月齡時父母的敏感性養育和干預性養育是否影響孩子 4 歲時的執行

功能發展；第三篇研究以 51 對親子為對象，探討 18 月齡時的親子對話式共讀品質是否與孩子

4 歲的執行功能發展有關?若是，影響機制為何?接著，第四篇研究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

庫建置計畫：36 月齡組」縱貫追蹤調查大樣本資料，分析 5 歲和 6 歲幼兒睡眠狀況對其執行

功能發展之影響；最後，第五篇研究以 46 對親子為對象，探討不同情境(共讀、玩玩具)下的親

子口語互動品質差異以及孩子 6 月齡時的家長詞彙多樣性對於 18 月齡時的表達性詞彙發展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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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 

遊戲中父女互動行為之質性分析 

 

林毓庭 1 周姍姍 2 陳寧 3 王馨敏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系 

 

摘要 

家 庭 是 兒 童 最 初 的 教 育 環 境 ， 其 中 最 直 接 、 最 重 要 的 互 動 對 象 即 父 母

（Bronfenbrenner,2005）。親子互動是親子遊戲過程中，父母用語言或非語言行為引發孩子參與

或共同討論、協商如何遊戲及維持幼兒興趣等提升其能力的互動歷程（鍾鳳嬌，1995）。目前，

國內外文獻中，探討父親與子女互動型態的研究相對較少，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宜蘭一位父親

及其孩子為例，於幼兒 6 月齡時收集父子互動影片，採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oding Interactive 

Behavior，CIB）（Feldman,1998）分析。針對 6 月齡幼兒的編碼含 3 個量表共 31 個指標：父母

量表有 18 個指標分 4 面向，幼兒量表有 8 個指標分 2 面向，親子量表有 5 個指標分 2 面向，

最後有 2 個主客關係指標。 

父母量表分析結果顯示：（1）敏感度（Sensitivity）：風格一致，態度溫暖並注視孩子，但

方式單一也無觸摸且很少模仿孩子發聲及闡述行為，易忽略反應，無法引發興趣；（2）侵入性

（Intrusiveness）：無敵意或焦慮，但互動方式皆為操弄玩具；（3）父母憂鬱（Parent Depressed 

Mood）：無；（4）父母熱情（Parent Enthusiasm）：平淡無特別有熱忱。幼兒量表分析結果顯

示：（1）參與度（Involvement）：過程放鬆，但有疲勞及負面情緒，呈現較低專注與很少發起

互動；（2）退縮性（Withdrawal）：多次發出不悅聲。親子量表分析結果為：（1）互動性（Reciprocity）：

模式單一且少有眼神接觸與發聲對話，互動不順；（2）負面狀態（Negative States）：無法有效

調節孩子負面情緒，互動受限。  

此外，為了解本研究父親個案之親子互動行為與母親的異同，亦以宜蘭 51 位母親及其 6

月齡幼兒在各面向得分之平均數 95％信賴區間作參照，進行描述性比較。結果發現，在父母

量表的敏感度面向，相較於母親，父親的跟隨訊息、注視、正向、聲音、情感、策略、觸摸、

支持性較不積極多樣；在侵入性面向，父親的肢體操弄與強迫比母親多；在父母憂鬱面向，父

同母皆少出現；在父母熱情面向，父親熱忱比母親低。在幼兒量表的參與度面向，父女互動時

的注視、正向、最高覺醒度與發起活動比母子互動來得少；在退縮性面向，父女互動出現較多

負面情緒。最後，在親子量表的互動性面向，父女熱絡、調適、順暢度皆低於母親；而在負面

狀態面向，父女受限度也較高。 

本研究以一位父親為例，提供國內父女互動現況資料並與母親與孩子互動資料作初步比

較。本研究的限制為父親異質性及玩具選擇動機可能因不同群體有差異，無可擴論性。未來研

究可以本研究結果發現為基礎進一步探討相關議題。 

 

關鍵字：父親、親子互動、CIB、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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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 

 

6 月齡親子互動品質與 4 歲幼兒執行功能之相關性探討 

 

陳寧 1 周姍姍 2 林毓庭 3 王馨敏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執行功能為幼兒認知發展的重要指標，可以有效地預測幼兒在各方面的發展，而且都有

正向的預測效果，包括數學算術能力、閱讀、溝通社交、學業成就和情緒調節能力，而早期

親子互動質量就是影響幼兒執行功能發展的關鍵之一(Blair & Razza, 2007;Carlson, Moses, & 

Breton, 2002; Clark, Prior, & Kinsella, 2002; Biederman et al., 2004; Kochanska et al, 2000)。 

許多研究發現敏感性的養育方式對幼兒執行功能有正面的影響，如 Bernier 2010 年的研

究，發現孩子十二個月大時母親敏感性養育方式越高，孩子二十六個月時的認知轉換能力越

好，其他包括 Hwajin YANG 等人 2014 年的研究和 Jessica H 等人 2012 年的研究都有相同的

發現。因此，本研究假設父母敏感性的養育方式，對幼兒四歲時的執行功能有影響。此外，

過去文獻亦探討干預性養育方式對執行功能的影響，在相關文獻中，有些研究者發現干預性

養育方式對幼兒執行功有負面影響(Zvara et al., 2019)，有些則無此發現(Broomell et al., 2019)。 

過去研究多以西方白人文化的脈絡為主，忽略了多元文化的影響，且較少針對月齡較小

的孩子進行研究，因為過去研究發現對不同年紀的孩子使用不同的教養方式會產生不同的影

響(Broomell et al., 2019)，因此有必要考量不同文化脈絡的影響以及孩子的年紀差異。因此，

本研究的設定是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且研究對象為六個月大的孩子。 

本研究為長期的縱貫研究，目的為探討早期親子互動質量，對於幼兒四歲時的執行功能

的影響。我們使用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oding Interactive Behavior，CIB）(Feldman, 1998)分析

44 位父母在孩子六個月大時的親子互動質量，將親子互動質量分為敏感性養育和干預性養育

兩個向度，其中敏感性養育包括：父母跟隨、模仿、闡述孩子的訊號，以及父母共享注意力、

正向情感、聲音適宜、情感適宜、足智多謀、親密觸摸、支持性存在和風格一致等指標。而

干預性養育向度則包括：肢體操弄和強迫兩項指標。並在孩子四歲時請家長填寫「繁體中文

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C-CHEXI) (蔡青霖 ，2020)以評估孩子執行功能能力，包括：抑制、工

作記憶和調適三個面向，並使用相關的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敏感性向度的指標中，父母在孩子 6 個月大時的正向情感與孩子 4 歲

時的抑制、調適能力和整體執行功能的表現有正向的關係，表示父母正向情感越高，孩子的

執行功能表現越好，這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一致(Bernier et al., 2016)。而在侵入性的養育行

為方面，父母在孩子 6 個月大時的各種侵入性養育行為與孩子 4 歲時的執行功能表現並無顯

著相關，可能的解釋是在孩子 6 個月大時，父母的侵入性養育行為對孩子的影響還沒有那麼

大，根據過去文獻，可能幼兒期開始才是影響的關鍵(Noa, 2018)。 

 

關鍵字：親子互動、執行功能、C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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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ve Vocabulary Mediate Association Between Dialogic Reading and 

Executive Function  

 

ShanShan Chou(周姍姍)  Shinmin Wang(王馨敏)*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ialogic reading is a specific reading technique that encourages parents to involve the child 

actively in shared book reading verbally or nonverbally. The benefit of dialogic reading has been 

recently implied in executive func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about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dialogic reading in early life an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s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has been consistently found to relate 

to dialogic reading and executive function,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mediates the link between dialogic reading and executive function. 51 parent-infant 

dyads’ verbal and nonverbal interactions during shared book reading activities at the age of 18 months 

were videotaped and analyzed as an index of quality of dialogic reading. Expressive vocabulary scores 

were measured with the MacArthur-Bates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MCDI) when 

children reached the age of 2 years,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with the parent-report Taiwa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ventory (TC-CHEXI) at the age of 4 year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dialogic reading at 18 months was longitudinal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2 years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at 4 years, with 

their expressive vocabula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were also longitudin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Further medi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dialogic reading in early life on executive 

functions measured at 4 years was fully explained by their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2 years. The 

similar findings were observed in the working memory and regulation aspects of executive function, 

but not in the inhibition aspect. This is the first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higher quality of dialogic 

reading in early life may strengthen children’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particularly the aspects of working memory and regulation, via facilitating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Keywords：expressive vocabulary, shared reading, execu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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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4 

幼兒夜間睡眠狀況與執行功能表現之關聯性研究 

 

許馨庭 王馨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幼兒夜間睡眠狀況與執行功能表現間的關聯性，使用「臺灣幼兒

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6 月齡組」縱貫追蹤調查資料，探討幼兒就寢時間、睡眠總量、

睡眠品質和執行功能表現之關聯性。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最能夠顯著預測 5 歲幼兒執行

功能表現的變項依序為 5 歲夜間睡眠品質、社經地位、幼兒性別及 5 歲就寢時間，最能夠顯

著預測 6 歲幼兒執行功能表現的變項則依序為 5 歲執行功能表現、社經地位、6 歲夜間睡眠

品質及幼兒性別。此外，若以夜間就寢時間和睡眠總量將幼兒分為四組(早睡晚起、早睡早

起、晚睡晚起、晚睡早起)，5 歲幼兒的早睡晚起組及晚睡早起組在執行功能表現上存在顯著

差異。本研究在理論上，可以增加國內對於幼兒夜間睡眠與執行功能的相關文獻，在實務

上，研究成果將作為設計提升幼兒執行功能介入方案的實證理論基礎。 

 

關鍵詞：幼兒夜間睡眠、就寢時間、睡眠總量、睡眠品質、執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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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5 

Lexical Diversity to 6-Month-Old Infants Predicts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18 

Months-Old: Shared Reading Boosts This Input 

 
Shu-Chuan Wu(吳淑娟)1 Ovid J.L. Tzeng(曾志朗)2 Shinmin Wang(王馨敏)3*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Lotung Poh-Ai Hospital, Yilan County, Taiwan、 2Academia Sinica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Objective: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language exposures i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has been 

highligh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shared-book reading is a better catalyst for caregiver-child verbal 

interactions compared to other contexts such as toy play during infancy, and whether maternal 

vocabulary diversity during infancy is crucial in influencing children’s subsequent language 

development.  

Methods: A total of 46 mothers and 6-month-old healthy infants’ dyad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mothers were native Mandarin-Chinese speakers. Maternal language input at 6 months were 

videotaped during SBR and toy play for 5 minutes respectively. The videotaped interactions were 

transcribed following the CHAT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 of the CHILD system. Children’s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18 months was estimated using the Toddler form of the Mandarin-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Taiwan). 

Results: Results from 46 mother and infant dyads indicated mothers spoken more words during SRB 

than toy play [t=11.10, p <.001, 95% CI: 33.90, 48.96, d=1.64], and so was the maternal vocabulary 

diversity [t=7.21, p=.001, 95% CI: 8.86, 15.73, d=1.06]. Besides, the overall maternal vocabulary 

diversity at 6 month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hildren’s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18 months even when 

maternal education and infants’ gestation week were controlled (r=.400, p=.007). The overall maternal 

vocabulary diversity at 6 months accounted for unique 14.4% of variance in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18 months. 

Conclusion: It was found that mothers produced richer vocabulary diversity and spoke more words 

with their 6-month-old infants during SBR compared to toy play interactions, with maternal 

vocabulary diversity at 6 months robustly predicted children’s expressive vocabulary at 18 months of 

age. The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lexical diversity to 6-month-old infants 

predict their vocabulary at 18 months-old.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book reading even 

with preverbal infants.  

 

Key words: shared book reading, infancy, language nutrition, vocabulary diversity, languag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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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S5 

風靡全世界的教育新趨勢，「社會情緒學習」在幼兒教育的實施與應用 

 

專題主持人：吳怡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專題討論之整體摘要 

兒童發展為連續不斷且具預測的過程，隨時間兒童在身體和心理啟動著全方位的發展變化。

早期教育，從出生到學齡，是孩子們第一次開始探索和理解周圍世界的時候，透過積極探索和

與他人建立關係，他們的社會情緒素養（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SEC）得以發展。研究

證明早期社會情緒素養對日後心理健康、福祉、入學準備和學業成功的重要性（e.g., Ashdown 

& Bernard, 2012; Cooper et al., 2009; Denham, 2006）。研究指出兒童早期社會情緒素養與日後發

展有相關，例如：辨別、表達和管理情緒、自我調節、同理和利社會行為等，顯示兒童時時刻

刻啟動著動態的學習模式，承續接軌著不同時期的發展任務（Denham et al., 2003）。此外，情

緒能力發展若不順利，可能會出現攻擊或反社會行為（Belacchi & Farina, 2012），社會能力低

下與學校適應不良和學業成功率降低下的現象（Bloom et al., 2007）。同時，早期社會情緒素養

可預測兒童面對日常問題能力，研究發現兒童時期若出現利社會行為，或許能減少其問題行為

與成人後期發展精神疾病的潛在風險（Bornstein et al., 2010; Frydenberg, 2014）。 

提升兒童的社會情緒素養可以社會情緒學習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創造執行

面向，創造一個極富安全與充滿關愛的學習環境，透過社會情緒課程可明確教授兒童表現出特

定的社會情緒能力。鑑於此，早期社會情緒素養與人生成功有密切的關連性， SEL 已成為教

育不可或缺的元素。臺灣早在 2016 年就將社會與情緒指標列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期

望學前教師們能規劃適合幼兒的學習課程。然而，在設計情緒課程時，因對情緒概念與知能較

不熟悉，難以於教學資源中找出符應教授情緒的教案或教材，這可呼應幼教現場情緒的教學活

動較少的現象（幸曼玲、周于佩，2017）。這說明對於 SEL 專業理解及教授 SEL 的方法對於

現場教師仍相當模糊（Wu et al., 2022）。關注現行學前課程，學前幼教師承受著無形的壓力，

面對設計課程以培養社會情緒素養，可能是當下教育領域中存在的問題。 

此專題將透過三篇研究探討學前教育現場與研究人員對於社會情緒學習的認識。第一篇，

聚焦幼兒教保服務人員，透過為幼教師設計專案的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協助學前教師瞭解 SEL，

進而增進幸福感及降低情緒勞務。第二篇，探討社會情緒學習課程融入幼兒教育對幼兒利社會

行為與問題行為的效果。第三篇，研究探討科技融入情緒教學的議題，以創新方式結合社會情

緒學習，探討其學前幼兒情緒能力的成效。希望整體結果可延續當代教育對社會情緒學習的重

視，且以研究爲基礎提供有效且具實質的課程與教學方法，作爲實施情緒教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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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1 

教師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介入方案──以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為例 

 

謝昀軒 1,2  陳學志 1  吳怡萱 1*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增進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社會情緒能力，進而提升其

幸福感及降低情緒勞務。研究對象為大臺北地區之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共計 61 人，實驗設計

採用「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課程共進行四週，實驗組在進行課程介入的同時，對照組

無進行任何課程介入。研究工具為「主觀幸福感量表」、「情緒勞務量表」，所得資料以二因子

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two way-ANOVA）檢驗研究假設。研究結果發現：一、社會情緒學習課

程能顯著提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情緒幸福感。二、社會情緒學習

課程對於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情緒多樣性、情緒表達要求、情緒表層行動無顯著影響。三、社

會情緒學習課程能顯著提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之情緒深層行動。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

供教師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之相關研究的未來建議方向。 

 

關鍵詞：社會情緒學習、幸福感、情緒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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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2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對幼兒親社會行為與問題行為之影響 

 

簡嘉怡 1,2  陳學志 1  吳怡萱 1*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情緒學習課程融入幼兒教育」對幼兒親社會行為提升與問題行為降

低之效果。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幼兒園兩個混齡班級的學生（平均年齡 5 歲），共計 60 人。實

驗設計採用「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分為實驗組:「接受社會情緒學習課程」與對照組:「未

接受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每組 30 人。研究工具包含了「長處和困難問卷量表 （T-SDQ）」、

「行為評量系統量表（BASC-3）」等量化工具，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檢

驗研究假設；並再根據實驗組之評量教師於「行為評量系統量表（BASC-3）」的幼兒整體評論，

做質性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接受「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實驗組幼兒親社會行為上升，

問題行為下降。在質性評論中，實驗組之評量教師認同本教學課程有意義且有助於提升學生行

為表現。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討論和具體建議，以做為後續社會情緒學習課程融入幼兒教

育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關鍵詞：社會情緒學習、幼兒教育、親社會行為、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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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3 

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對學前幼兒情緒能力之研究 

The Study on the Digital Educational Material into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on 

the 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何函儒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來，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是全球盛行教育議題之一，隨

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CERI）

等國際組織大力推廣，我國各級教育單位也積極推廣現場教師將SEL融入各領域，將SEL視為

終身發展核心，落實情緒教育與生活經驗接軌，以提升自我覺察及增進社會覺察，期望對管理

自我情緒行為與應對他人情緒行為有其助益性（Blyth et al., 2019; Dusenbury, & Weissberg, 2018; 

Lawson et al., 2019）。目前，我國學前有關情緒教育實行較以繪本故事靜態方式呈現，隨時代

科技創新，當前教育與世界接軌的學習模式，科技結合教育已是先瞻趨勢，特別是數位科技融

入教學具圖文並茂的動態視覺、生動活潑的影像資訊與直接回饋的刺激優勢（王怡萱、余佳蓁，

2020）。若以聽故事與電子繪本同步呈現，將有助學前幼兒學習文字概念與提升早期閱讀能力

（邱淑惠、黃惠雯，2010；陳儒晰，2012，2013，2014，2016）。亦有研究指出使用數位教材

對其情緒理解和情緒遷移能力有助益（Plass et al., 2014, 2016; Um et al., 2012;）。本研究旨在

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探討對其學前幼兒情緒能力的成效。首先研究訪談學前幼教師了解學

前幼兒特定情境的情緒表現，再設計課程搭配AR技術呈現動態的數位教材，依此編擬四個一

組的情緒教案。研究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情緒領域目標為主軸，請幼教師填寫「幼

兒情緒能力評量」，透過教學紀錄表及幼兒作品所得紀錄，瞭解幼兒情緒覺察、情緒辨別、情

緒理解與情緒調節等情緒能力表現。本研究以某幼兒園乙班48–72月齡為對象，共蒐集15位學

前幼兒的資料，每週一次四十分鐘，共實施9次。為此，目前台灣學前教育環境，真正能幫助

提供情緒能力課程發展的，就是我們想探討的教育資源，一項能因應教學目標的情緒能力教材，

期望設計的情緒教案可有效預測學前幼兒表現正向情緒，為提供實施情緒教學教材的依據。研

究獲得結論如下： 

一、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可輔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目標，經實作分析成為幼兒教材教

法之一。 

二、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透過生動活潑的介面提升幼兒學習興趣。 

三、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中，幼兒對情緒能力之學習成效顯著。 

四、數位教材融入情緒教育中，幼兒之情緒表達有明顯的成長。 

關鍵字: 數位教材、情緒能力、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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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O3 

O3-1 

隔代教養家庭親職化子女復原歷程之研究 

 

宋采臻 1* 林如萍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隔代教養家庭戶數逐年成長，已成為我國多元的家庭類型之一，依據 2018 年行政院主計

總處「家庭收支調查」，｢隔代教養家庭｣（祖孫家庭）共有 114,337 戶，較 10 年前增加 28.5%；

若與 20 年前相比，上升比率更高達八成以上。本研究旨在探討隔代教養家庭中親職化子女的

生活經歷，並分析對其成長與發展中使其有正向發展的保護機制。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針對

隔代教養家庭中具正向適應的親職化子女進行，主要研究結果為：隔代教養成因相近的家庭中，

仍會因家庭經濟、同住成員、祖父母身心狀況等，影響孫子女承擔不同的親職化任務。親職化

承擔的任務包含：經濟支持、家務協助、個人化照顧協助、以陪伴為主的情感性任務等。再者，

於承擔任務中，可能的風險機制包含：中間世代缺席、祖孫兩代價值觀差異、同儕互動壓力。

整體來看：成長歷程中的保護機制包括了個人、家庭、學校三方面：正向的自我調節、面對未

來抱持實際的態度、自我效能作用、家中楷模對象、家庭支持與關懷、學校老師的信任與關心、

同儕支持。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對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包括：設

計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方案，增進祖孫正向互動契機、青少年換位思考及正向溝通技巧，使

祖孫關係成為隔代教養家庭面對挑戰的正向資源。另一方面，學校及教師可針對失親與照顧的

議題提供親職化青少年輔導與相關資源協助。未來研究則可針對與祖孫同住的中間世代帶來的

影響、排行與性別對親職化之影響、生命事件對親職化任務之影響等，繼續進行研究。 

 

關鍵字：隔代教養家庭、親職化、復原歷程、保護機制、祖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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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2 

促進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桌遊研發之行動研究-以「問問祕境」桌遊為例 

 

魏秀珍 1 黃珮甄 2＊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開發能促進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之桌遊－「問問祕境」，並檢視本桌遊之有效

性。由於青少年階段的家庭，親、子雙方皆處於變動、不穩定的狀態，青少年面臨自我認同的

階段，而中年父母則處於角色認定之時期。這樣的變動期，使得該階段的親子關係容易產生衝

突與誤解。基於以桌遊為媒材應用於教學、教育漸成趨勢，本研究以符號互動論為核心理論發

展桌遊，融入了解青少年階段親子特性與困境等的設計以促進親子關係。 

本研究之目的係結合學理基礎研發促進親子關係之桌遊，採用行動研究法，依循 ISD 模式

五階段：分析、設計、發展、實施以及評鑑，開發「問問祕境」桌遊。經歷三階段的修改與測

試後，邀請 7 位桌遊專家進行焦點團體給予遊戲設計上的專業回饋，並招募 2 對青少年階段親

子進行桌遊體驗與回饋。透過質、量化的資料分析以評估「問問祕境」桌遊成效。 

本主要研究成果：（一）相較於以家長為主要的親子關係促進活動及研究，以青少年階段

親子作為主要對象，運用桌遊作為親子互動的媒介，能有效增進青少年階段親子互動，使親子

關係加溫且對彼此價值意義有了新的詮釋，進而促進個體發展。（二）以「周哈里窗」、「愛情

地圖」及「愛之語」之學理概念為「問問祕境」桌遊設計基礎，成功彰顯桌遊之家庭教育價值，

但以市場商業化角度來看，桌遊的趣味層次是可更精進之處。（三）以 ISD 模式作為桌遊研發

基礎，以動態歷程進行修正，能提供系統性且完整的研發歷程與依據。（四）體驗「問問祕境」

桌遊能有效引發親子間正向互動與支持；能使親子間的信任與關係滿足度提升；亦能助於增進

親子間想法與價值之交流，故本研究之桌遊適合作為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促進之媒介。 

針對研究成果，提出幾點建議：（一）針對家庭教育推廣：青少年階段親子適合運用桌遊，

作為共同推廣之媒介，而本研究之「問問祕境」桌遊能作為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促進之有效媒

材。（二）針對關係促進之桌遊研發：可強化或媒合桌遊發展專業與家庭教育專業，並請雙方

專業共同檢核所開發之桌遊，使能兼顧桌遊之趣味性及教育性。（三）針對未來研究：期待能

長時間、量化評估「問問祕境」桌遊對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促進之成效，並可研發線上版之「問

問祕境」桌遊以因應現況，或是擴增其他對象之關係促進體驗。 

 

關鍵詞：桌遊、桌上型遊戲、親子關係、家庭教育、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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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3 

遙遙親子路：一個海員之兩代關係的冒險與迷航 

 

吳俊德 1＊ 利翠珊 2 吳秀容 3 

1 台灣世代創新發展學會、2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3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  

1) 從海員角度出發，理解長期疏離下對親子間的深層感受。 

2) 探詢海員家庭的親子經驗與互動關係，汲取出對分偶家庭的關懷智慧。 

3) 由自我敘說理解海員生活世界，促進社會對其之同理與關心。  

歸納研究問題： 

1)  海員家庭中代間價值觀的溝通經驗為何？  

2)  海員面對未成年子女各發展階段中的挑戰經驗？ 

3)  海員面對親子關係困境下的自我調適經驗？  

    本研究由質性研究「生命史」研究取向的詮釋/建構哲學觀點出發，運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進行探索性資料收集，從默會知識走入受訪者之生活世界，進行社會建構。 

    研究對象為 1949 年出生之資深海員，亦是研究者之父親，這位戰後首批台灣海員、縱橫

47 年的掌舵者，自嘲為遙遙親子路上的冒險迷航家。研究者持以對受訪者與主題之前理解卻

存而不論，開展深邃的資料收集：以十二次、逾三十五小時訪談、近十四萬字的文本為主；以

相關相片、手稿為輔，採「整體-內容」並主題分析法，透過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找出主

題，再以理論觸覺（Sensitivity）進行詮釋。 

    本研究期許在研究倫理方面盡力完善，由於受訪者為研究者父親，乃至於更需戒慎嚴謹；

首次面談即向受訪者揭露研究目的、進程與文本撰寫內容，並簽署同意書、邀請為共同協作與

資料檢核者；基於倫理、尊重、提高研究質量之理由，在研究、寫作過程中，多次與研究對象

進行討論、辯證事件的觀點與精確性。由於清楚透明的揭露與溝通，父親一直支持本研究者進

行此研究，並參與整個研究成形、發展過程與始末，更陳述對於本研究論文之看法，傳載「後

記」於本文末。 

    主題分析海員親子關係結果： 

1) 轉職或返航：現實與理想的交戰、尊嚴與親情間的衡量。 

2) 場景轉變了，心境還跟不上：當海上生存法則來到親子客廳。 

3) 親子之間的共識與能耐：適應疏離、習慣陌生、接受改變。 

4) 海上父親的呢喃：我真的盡力了..只盼一根草一點露。 

5) 存而不在：生命各自填滿卻交疊空白。 

6) 被偷走的時間：那天牽那五歲的手，驚覺他的手心何時變大了。 

    透過探詢意涵之本質、反思，指出研究結論： 

1) 船員的高薪，是全家人的犧牲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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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識到場景轉換：海員返家言語表達的藝術。 

3) 一開始就培養共同興趣，有助關係維繫：信仰、興趣..。 

4) 分偶家庭的成為融入信任社群有益正向發展、度過危機。 

 

關鍵字：海員家庭研究、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海員生活、分偶家庭 

  



65 
 

O3-4 

幸福雙人舞:舞者婚姻之維繫 

 

林儒瑤 1 周麗端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職業舞者婚姻維繫中的挑戰與因應，透過深度訪談 7 對，婚姻關係滿意，

且婚齡在 5 年以上，婚姻關係穩定的職業舞者夫妻，從家庭壓力理論的視角出發，以主題分析

法分析探究，職業舞者在維繫婚姻的歷程中，會遇到什麼樣的壓力事件及如何去因應。研究結

果如下: 

壹、舞者婚姻維繫的挑戰 

一、舞者婚姻中特有的挑戰為工作時間、收入不穩、婚外情誘惑 

（一）舞者特有的工作時間讓夫妻相處時間不多，舞者配偶需要獨力照顧家裡。 

（二）舞者為接案式工作，收入不穩定，家庭經濟因此受影響。 

（三）舞者因舞蹈情境及本身的魅力，對配偶以外的異性或共舞的舞者有極大的吸引力，挑戰

夫妻間的忠誠與信任。 

二、與所有已婚者一樣會面臨的挑戰:育兒、溝通、婆媳議題 

 貳、舞者婚姻維繫的因應策略  

 一、認知所遇到的問題只是婚姻中必經的挑戰 

   舞者夫妻因為共同的婚姻願景、個人的道德觀、信任，使他們能正向樂觀，認知婚姻中

所遇的狀況為婚姻中必經的挑戰。 

 二、擁有豐富的家庭資源足以因應挑戰 

  受訪的舞者家庭，擁有豐富的家庭資源，個人資源有：健康的身體、教育程度高、有責任

感的個性特質、經濟開源的能力、彈性的工作時間；家庭系統資源有，凝聚力、調適能力、正

向的溝通、反省與學習；社會支持資源有，原生家庭資源、工作場域的資源、政府資源、教會

資源。 

  希望研究結果能幫助職業舞者及相同工作性質的表演工作者們，在經營婚姻時，能有更明

確的方向，因對挑戰與因應的認識，而能做好預備。 

 

關鍵字: 職業舞者、婚姻維繫、家庭壓力理論、主題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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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O4 

O4-1 

Complex Syntax Development across the Preschool and School Year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Complex Syntax Production in Spoken Language 

 

Shih-Yuan Liang1*  James H-Y. Tai1, 2  Jane S. Tsay2, 
1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2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Complex Syntax Coding System for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is a newly-established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for characterizing multiclausal structures in child spoken language. This 

framework is grounded on authentic child utterances and intended to assist users in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erms and concepts of Mandarin complex syntax.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evidence for complex syntax acquisition observed in preschoolers and school-age children. We 

asked two questions: (a) What is the proportional composition of each main complex syntax category 

at each age point? (b)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complex syntax indice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Method: We conducted a corpus-based secondary analysis of 167 children aged between 3 and 10. 

We identified child utterances with complex syntax and characterized them into six main categories 

(conjoined clauses, serial-verb constructions, complement clauses, relative clauses, nominalization 

clauses, and other),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18 subcategories. Complex syntax analysis yields 

three indices: complex syntax proportion, complex syntax density, and complex syntax type diversit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Some forms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nd conjoined clauses emerged 

early, followed by complement clauses and relative clauses. The period between Age 3 and Age 4 was 

critical for vertical growth, evidenced by notable addition of complex syntax types. Yet, acquisi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complex syntax observed with low frequency seemed to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s. Horizontal growth of complex syntax, for instance, producing varied complex syntax 

vocabulary (e.g., complement-taking verbs) was evident since age 3. Children’s encounters with 

written text further shaped this horizontal growth. Complex syntax proportion showed promise in 

characteriz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rammatical development regardless of age.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oding system and discuss the optimal context 

for eliciting complex syntax as well as clinical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Complex syntax acquisition, Mandarin complex syntax, analysis of Mandarin child 

spoke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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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2 

兒童攝取甜食頻率對兒童發展之影響-世代研究 

Effects of Sweetened Foods Consumption on Chil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蔡兆庭 1  陳嘉玲 1,2*   邱皓政 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醫院  復健部 1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商管理系教授 3 

 

摘要 

研究目的: 

  許多文獻探討，兒童攝取甜食會造成兒童肥胖等健康議題，卻少有長期追蹤研究探討對

兒童的發展功能的影響。本研究旨以世代研究分析兒童攝取甜食對兒童發展的長期影響。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國內台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內容，收錄 1559 位三歲兒童，所有的兒童接

受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含兒童三歲時攝取甜食的頻率與兒童與三歲時認知(cognitive)、

語言(language)、動作(motor)、社會發展(social communication)能力，並在四歲、五歲、六

歲時追蹤。問卷題目經過 Rasch 分析得到兒童的能力值，以潛在成長模型曲線(latent growth 

model)分析。 

研究結果: 

統計結果發現，兒童較頻繁攝取甜食組別認知、語言、動作、社會發展能力皆較低(p<0.05)，

認知、語言、動作、社會發展速度皆無顯著差異。 

討論: 

經由統計結果推論，三歲齡兒童頻繁的攝取甜食可能會影響兒童的後續成長的發展能力，

但對發展速度沒有影響，本研究的結果可提供未來兒童甜食攝取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 

 

關鍵字:甜食，兒童發展，世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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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3 

偏鄉和都市兒童的「風景畫」之繪畫表現差異初探 

陳妍妤 賴文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文獻指出偏鄉和都市兒童的繪畫表現的差異，其中一個原因是生活經驗的不同；根據文獻

分析，本研究嘗試瞭解臺灣偏鄉和都市兒童的「風景畫」之繪畫表現差異。參與者是 72 位 5

至 7 歲的兒童，雲林縣偏鄉和臺北市都市地區各 36 位。偏鄉組來自一所公立幼兒園和兩所公

立小學，而都市組來自一所公立幼兒園和一所公立小學。兩組兒童的平均月齡、性別比例和家

庭社經背景之人數分布，均未達顯著差異。根據標準化的流程，研究者每次邀請 4 至 6 位兒童

到學校裡一安靜的教室畫畫。本研究參考 Cox 等人（1999）的研究設計，畫「風景畫」的指導

語為「請畫一幅有太陽在天空閃耀，小鳥在飛，有一棟在山坡上有花園的房子，花園裡有花和

樹」。兒童的作畫時間沒有限制，畫作完成後，研究者會一對一訪談其繪畫內容。 

以量化研究法，本研究之編碼系統參考過去文獻，包含 3 面向（空間處理、作畫觀點、細

節補充）及其 9 個代碼：（1）空間處理：漂浮、畫紙邊緣、基底線、其他；（2）作畫觀點：人

在山內的觀點、人在山外的觀點、其他；（3）細節補充：人或動植物、其他。評分者一致性的

結果是 κs = 1.0（空間處理）、κs = .85~1.0（作畫觀點）和 κs = .84~1.0（細節補充）。接著以皮

爾森卡方檢定分析兩組兒童在此 3 面向的繪畫表現之差異情形，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空間處理的面向上，兩組兒童在「畫紙邊緣」和「基底線」達顯著差異，x2= 8.00, 

p < .01，x2= 5.68, p < .05。相較於偏鄉兒童（33.3%），都市兒童傾向以畫紙下方的邊

緣處來表示地板（66.7%）。其次，相較於都市兒童（8.3%），偏鄉兒童傾向畫基底線

來表示地板（30.6%）。 

二、在作畫觀點的面向上，兩組兒童在「人在山內的觀點」和「人在山外的觀點」達顯著

差異，x2= 6.55, p < .05，x2= 12.51, p < .001。相較於都市兒童（16.7%），偏鄉兒童傾

向以人在山內的觀點來畫山裡的景象（44.4%）。其次，相較於偏鄉兒童（30.6%），都

市兒童傾向以人在山外的觀點來畫整座山的山景（72.2%）。 

三、在細節補充的面向上，兩組兒童在「人或動植物」達顯著差異，x2= 4.59, p < .05。相

較於都市兒童（44.4%），偏鄉兒童傾向在畫作中補充較多的人或動植物（69.4%），例

如，自己、媽媽、蜘蛛、兔子和草。 

本研究發現，臺灣偏鄉和都市兒童的「風景畫」之繪畫表現特色可能和其生活經驗有關，

本研究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幼兒教育上相關的建議。 

關鍵詞：兒童繪畫、繪畫表現、風景畫、偏鄉兒童、都市兒童 

 

O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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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4 

與自然共舞－幼兒使用自然素材遊戲行為之探究 

 

陳玥樺 1 簡淑真 2* 
1 花蓮縣和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於使用自然素材進行遊戲時之遊戲素材選擇、遊戲內容、遊戲

發展歷程與使用自然素材所展現之遊戲特性。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選擇新北市「森

森幼兒園」作為研究場域，該園在戶外及室內皆提供幼兒豐富的自然遊戲素材，主要觀

察場域為幼兒園室內提供自然素材的角落及戶外的遊戲場、社區公園與森林遊戲場。並

以「小花班」與「小草班」之中、大混齡幼兒為研究對象，自 105 年 3 月起，歷時近三

個月，合計 27 日，進行約 130 小時的遊戲觀察。本研究主要採用自然觀察軼事記錄為

資料蒐集方式，並將蒐集之影像、音檔及研究札記等資料轉為文字後加以編碼、歸納分

析。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自然素材的選擇：綜合歸納「戶外遊戲」與「室內遊戲」觀察資料，幼兒在「戶外

遊戲」所使用的自然素材包含：自然環境與現象(如：溪流、雨水)、動物與昆蟲、

植物及礦物；在「室內遊戲」所使用的自然素材則包括：原始自然素材(如：種子、

石頭)與材質自然素材(如：經打磨的竹片、木板、木塊)。研究發現遊戲環境越自然，

幼兒能產生的遊戲型態越豐富。 

二、使用自然素材之遊戲內容與類型：（一）社會互動方面：1.遊戲夥伴跳脫性別與年

齡偏好。2.不同型態的社會互動中，幼兒皆能投入遊戲情境中；（二）遊戲類型包

含：探索素材、建構遊戲、扮演遊戲、規則遊戲及肢體遊戲，且常混和多種類型的

遊戲；（三）遊戲題材含：建造、家庭生活、生活事件、對戰、卡通幻想與買賣等

相關的遊戲。研究發現自然素材帶來豐富多變的遊戲內容與類型。 

三、自然素材引發幼兒長時間的遊戲發展歷程：（一）遊戲的開啟包括教師引發、具影

響力之幼兒提供想法，以及由自然素材引發；（二）遊戲歷程中，遊戲類型與成員

組成變化交織；（三）遊戲中素材與角色能靈活進退，自然素材延長遊戲興趣使遊

戲能跨時空延續。 

四、使用自然素材展現彈性運用的遊戲特性，包含：（一）遊戲中，幼兒展現豐富的言

語溝通且極少衝突發生；（二）自然素材的象徵能隨著遊戲情節的發展迅速轉換。 

研究發現，自然素材能提供幼兒更豐富的遊戲選擇，也為幼兒帶來多元、富變化性

的遊戲類型；幼兒能使用自然素材開啟遊戲並延長遊戲興趣；自然素材的彈性特質也提

供幼兒發展各種能力的機會。最後，依研究結果提出對學術研究及實務工作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自然素材、遊戲行為、幼兒遊戲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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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S6 

專題討論總主題:家庭價值、世代與社會變遷 

The Family Value, Gener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主持人:林如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 (t10016@ntnu.edu.tw) 

 

專題討論整體摘要（含該討論會之總主題、背景及目的）； 

    論及臺灣社會變遷，人口老化是核心議題，且此一趨勢與生育率下降高度關聯。2020 年是

臺灣史上首度出現出生人數低於死亡人數，邁入人口負成長時代，2021 年出生人數更創新低

紀錄。在此一高齡和少子女的社會變遷情境中，家庭發展的圖像為何?根本之關鍵為不同世代

的人們所持之家庭價值及其牽動的家人互動及個體生活福祉。本專題｢家庭價值、世代與社會

變遷｣，由社會心理學、老年社會學、家庭社會學及長期照護等不同領域學者，共同提出四篇

研究論文，聚焦於家庭價值、代間互動、家庭照顧、老年就業等議題之探究，並分析變遷社會

中的世代差異與個體生活福祉。 

    第一篇研究「臺灣民眾性別婚姻觀與生活滿意度於近 15 年來之變遷：2006～2021」探討

近十五年來，臺灣民眾的性別角色態度及婚姻觀的變遷與世代差異，並從社會化理論、象徵互

動論及文化課題理論，討論性別婚姻觀與生活滿意的關聯。第二篇研究，剖析中老年世代的子

女數與生活福祉的關聯性，探討「多子多孫、多福氣」此一傳統價值的更迭。第三篇研究「誰

來照顧？手足結構與家庭照顧模式之關聯」，有鑑於手足結構(數目、性別組合及出生順序)會影

響子代個人資源取得、角色分工及照顧期望不同，研究聚焦探討手足結構如何影響子代提供親

代的照顧分工模式。第四篇研究「中老年人的工作意義:家庭的推力與拉力」聚焦中老年世代對

於「中老年就業」的態度分析。有鑑於高齡和少子女的人口趨勢，因應勞動力短缺的可能風險，

中老年就業議題受到關注。中老年人勞動參與不僅是政策面的議題，更涉及了中老年人如何看

待工作意義，由華人社會中「養兒防老、積榖防饑」的「家庭養老」傳統出發，研究探究:老了

還工作，是「晚景淒涼」？還是「老有所用」?分析家庭互動及中老年人對於代間贍養義務所

持的態度，如何影響中老年人對工作意義的知覺。研究討論家庭因素(代間經濟支持交換、家

庭生活滿意度)及社會脈絡(孝道規範、老年照顧福利態度)的推拉影響機制。 

    四篇論文分別使用「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及「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等大型資料庫近期最新的資料

進行分析，期望透過嚴謹的理論論述及研究設計，提出研究結果及對相關政策之建議，並期望

透過研究成果、分享大型資料庫之研究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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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1 

臺灣民眾性別婚姻觀與生活滿意度於近 15 年來之變遷：2006～2021 

 

周玉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當代臺灣社會變遷對民眾性別角色與婚姻價值觀之影響，區辨

性別婚姻觀的類型，檢視這些類型與社會變遷的關聯，並分析性別婚姻觀類型對生活滿意度之

作用。採取「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06 年五期二次、2011 年六期二次、2016 年

七期二次、2021 年八期二次共四筆家庭組問卷，共 7820 位受訪者的長期橫斷式資料。首先，

運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 Model, CCREM)，從個人層次、時

期層次及世代層次探討近 15 年來性別婚姻觀之年代變遷與世代差異，發現傳統性別分工、婚

姻快樂觀、條件離婚觀隨時期下降，自由不婚育觀則隨時期上升；世代效應則不明顯。其次，

依據性別婚姻觀的分數可將臺灣民眾區分為傳統遵循型、結婚利多型、快樂分工型及自由優先

型；傳統遵循型與結婚利多型在各時期的比例維持在一至二成間，快樂分工型比例隨時期下滑、

自由優先型比例則隨時期上升；這些類型的比例明顯因世代而不同，愈年輕世代，傳統遵循型

與快樂分工型之比例愈低，自由優先型之比例則大幅提高。再者，分別就此四類型進行 CCREM，

探討社會變遷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是否在此四類型間有所不同；結果發現，傳統遵循型的生活

滿意度明顯隨時期上升、其他三型則無明顯時期差異；快樂分工型屬於較早者有較高的生活滿

意度，自由優先型於兩端世代者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最後，從社會化理論、象徵互動論及文

化課題理論，討論本研究結果之意涵。 

 

關鍵詞：性別角色態度、婚姻價值觀、生活滿意度、年齡-時期-世代效應、潛在全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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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2 

多子多孫多福氣？子女數與中老年世代的生活福祉 

 

黃秋華 1* 林如萍 2 
1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2 林如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 

 

摘要 

隨著平均壽命延長、生育率下降所形成的高齡、少子女人口趨勢，使多世代家庭增加但家

中每一代人數下降，家庭結構朝向｢豆莢式家庭｣ (Beanpole Family)發展。過去的研究多針對子

女數與老年居住安排傾向加以探究，然而，由俗諺「多子多孫多福氣」來看，蘊含著華人社會

文化規範對於｢望子終老｣的期望，對於中老年世代來說，在子女數下降的情況下，現實和期待

如何影響老年生活？本研究聚焦於中老年世代，探討子女數、子女性別組合與生活福祉的關聯。

本研究使用 2020 年「家庭動態調查」(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PSFD)資料進行分析，

聚焦中老年父母，選取 50 歲以上且育有成年子女的樣本(N=1,243)。中老年世代平均有 2.8 個

子女，不同世代、年齡越長者子女數越多，近 7 成目前與成年子女同住，50 歲世代代間同住

比例近 8 成。本研究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年齡世代、子女數量對中老年人的生活福祉無顯著

影響，且無交互效果。另將子女性別與數量一併考慮，相較於｢僅有獨生兒子｣，｢生育 2 個及

以上孩子且都是女兒｣的中老年人生活福祉較高。整體來說，雖子女數量性別組成型態與年齡

世代的交互效果未達顯著，但在 60 歲以及 70 歲世代的父母隱含著此傾向。最後，本研究從

「多子多孫多福氣」的當代意涵，加以討論。 

 

關鍵字：中老年、子女數、生活福祉、代間關係、家庭動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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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3 

誰來照顧？手足結構與家庭照顧模式之關聯 

 

施堯啟 1*  陳思樺 2 

1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助理教授 
2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摘要 

手足結構當中的手足數目、性別組合及出生順序等家庭子代成員所構成的差異，間接影響

了個人資源取得、角色分工及照顧期望的不同，本研究探討這些差異將如何轉換為子代提供親

代照顧所展現的分工模式？子代組成所形成的家庭間差異以及子代個人特質所形成的家庭內

差異，究竟如何影響子代提供給親代的照顧樣貌？本研究使用「家庭動態資料庫：第十七年計

劃」的受訪樣本作為父母樣本，並建構受訪樣本之子女資料作為子女樣本，以邏輯斯迴歸模型

分析手足結構對於親代照顧分工模式的影響。我們發現，台灣家庭照顧形態為單一子女照顧與

多子女共同照顧兩者並存之現象。當手足數目越多時，家庭照顧型態為子女共同照顧的機會愈

高，且仍有一位子女負責主要的照顧工作。子女中的唯一或主要照顧者通常具有「與父母同住」、

「手足數目較少」等特質，而且當出生順序為老么、性別為男性且出生順序較晚、或性別為男

性且姐妹居多者愈有可能擔任照顧者。就資料所示，傳統父系家庭規範對於台灣家庭的約束力

可能有所轉變，有關居住安排與子女離家如何影響當前照顧分工，尚待進一步研究加以探討。 

 

關鍵字：家庭照顧、手足結構、手足數目、性別組合、出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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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4 

中老年人的工作意義:家庭的推力與拉力 

The Meanings of Work for Older Workers: 

 the “pushes and pulls” of Family 

 

林如萍 1* 余佳玟 2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 (t10016@ntnu.edu.tw)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研究專員 

 

摘要 

有鑑於高齡和少子女的人口趨勢，因應勞動力短缺的風險，臺灣於 2019 年 12 月實施「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期望以專法保障中高齡者就業權益，並鼓勵中高齡者投入勞動

市場。然，2020 年相較於日本及韓國，台灣中高齡勞動參與率顯著較低，尤其是「65 歲以上」

就業者僅有韓國 1/4。中老年人勞動參與不僅是政策面的議題，更涉及了中老年人如何看待「老

年工作的意義」?此一議題成為近年老年學研究的重要議題。綜整相關理論，影響中老年人對

工作意義的看法，包括幾個面向的因素：個體的老化心理歷程、工作環境生態，以及福利制度

及文化規範等社會情境脈絡。相較於個體心理及職場環境的探討，對於華人社會來說，在「養

兒防老、積榖防饑」的「家庭養老」傳統下，老了還工作是「晚景淒涼」？還是「老有所用」?

家庭互動及中老年人對於代間贍養義務所持的態度，如何影響中老年人對「老年工作」的態度?

是十分關鍵的議題，但仍缺乏討論。並且，對於嬰兒潮等不同世代的中高齡者來說，在當代「活

躍老化」(Active Aging)、「生產性老化」(Productive Aging)的思維下，對老年工作的想像是否也

有所翻轉?本研究運用 2021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八期二次「家庭組」資料，選取五十

歲(及)以上且育有成年子女(18 歲及以上)的樣本(N=609)，分析中老年人對於「老年人工作的意

義」之態度，並分析家庭內部互動(代間經濟支持交換、家庭生活滿意)及家庭照顧之社會文化

規範脈絡(孝道信念、老年照顧之家庭角色及國家福利分工態度)的推拉影響機制。研究結果發

現:四成的中老年世代認同「家庭的經濟狀況不好，老年人才需要工作」，並且男性、較年長、

教育程度較低，家庭生活越不滿意、認同老年照顧是國家責任(相對於家庭責任)，越傾向同意。

另一方面，超過七成的中老年世代同意「老年人有工作，可以讓家人覺得他們老有所用」，目

前有工作、孝道信念期待越高之中老年世代則越認同。整體來說，中老年世代對於老年工作的

態度確，實與個人資源、家庭互動及孝道信念等文化規範有關。最後，本研究從中老年世代對

「老年工作」的意義解讀，討論家庭的推力與拉力。  

 

關鍵字：老年工作意義、中高齡就業、代間支持交換、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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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S7 

手足結構、父母偏愛、關愛行為與幼兒手足關係之模式建構與驗證 

（專題討論總標題） 
周麗端（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整體摘要 

總主題 

手足結構、父母偏愛、關愛行為與幼兒手足關係之模式建構與驗證 

研究背景及目的 

個體心理學家 Alfred Adler 曾說：童年裡最沮喪的經驗，莫過於感受到其他人比較受寵愛

（Markham，2015）。若一個孩子沒有辦法應付父母比較愛其他兄弟姊妹的問題，就會產生自

卑情結（Adler，1932），進而影響行為表現。Phillips 和 Schrodt（2015）的研究也發現父母愈

偏心，手足關係愈差。這影響遠及孩子成年後，無論成年孩子是被偏愛的那個或是被冷落的那

個，當成年孩子回憶童年時父母有所偏心時，手足間的親密程度比較低，和手足間的衝突也愈

嚴重（Suitor et al.，2009）。顯見，父母偏愛對手足關係的影響甚大。然而，父母偏愛可能與重

男輕女的文化有關（Chen，2011；Chen、Chen & Liu，2019），也可能和手足結構有關（王慈

君，2011；吳慧瑛，2007）。當然也有可能是父母本身的因素，例如有研究發現，父親偏愛與

父親對孩子的喜愛行動有關，但母親偏愛與母親對孩子的情感和控制行為並不成正比（Davies 

et al.，2019)。且真正影響子女表現的可能是父母外在的關愛行為，而非內心的偏愛（黃淑滿、

周麗端，2021）。 

過去的研究雖能看出手足的關係的重要、手足關係有些問題、手足關係的問題和童年時期

的父母偏愛有關，但台灣家庭中有手足的幼兒，父母偏愛的普遍狀況如何？其兄弟姊妹間的手

足關係如何？手足關係處於競爭中嗎？能相互照顧與分享嗎？隨著時間的變化又如何？幼兒

天生的手足結構與後天父母偏愛和關愛行為的影響力如何? 本研究希望能建構出手足結構、父

母偏愛，與關愛行為影響幼兒手足關係的模式，並進行模式驗證。希望能站在實證研究的基礎

上，提供台灣幼兒父母親職教育的建議，以期有助於孩子一生的手足關係。 

具體而言，本專題討論的目的有四，分寫為四篇研究： 

一.分析幼兒手足結構對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變化軌跡的影響。 

二.分析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對不同手足結構幼兒手足關係變化軌跡的影響力。 

三.分析父母偏愛對幼兒手足關係的影響，了解父母關愛行為的中介效果。 

四.分析父母偏愛或關愛行為和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的交互影響效果。 

 

關鍵字(3-5 個)：手足、偏愛、關愛、手足照顧與分享、手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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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1 

幼兒手足結構對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變化軌跡的影響 

 

黃淑滿 1 周麗端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父母內心對孩子的偏愛和外顯的關愛行為並不相同（黃淑滿等人，2011；黃淑滿、周麗端，

2022），且會受到手足性別組合的影響（Chen，2011；Chen et al.，2019；El-Shamy，2004）。本

研究想了解父母偏愛和關愛行為是否隨著時間有所變化，並驗證是否受到手足性別組合的影響。 

1. 父、母偏愛與父、母關愛行為隨幼兒年齡的成長軌跡為何? 

2. 幼兒手足結構對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成長軌跡的影響如何?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 KIT36 月齡組 36（W1）、48（W2）和 60（W3）月齡的資料，抽取 W1 時即

「有手足幼兒」中由父親回答（N=96）且「父偏愛」為「符合」或「很符合」的幼兒有 21 人。

同法，「母偏愛」者有 182 人。本研究依幼兒「性別」和「母偏(關)愛」將手足結構分為八組，

應用「幼兒手足結構」多群組 Mplus 潛在成長模式（LGM）分析之。 

結果與結論 

1. 三波「父偏愛」中，前一波「父偏愛」程度較高者，下一波次的「父偏愛」程度不一定較

高。幼兒 W1 時，「父關愛行為」程度較高者，W2 時也顯著較高，但到 W3 時就沒有顯著

較高。「母偏愛」三波測量之間，W2 和 W3 的母偏愛程度顯著低於 W1，但幼兒在 W1 時

母偏愛程度較高者，在 W2 時也較高。幼兒之「母關愛行為」，前一波「母關愛行為」程度

高者，下一波次的程度亦較高。 

2. 大體而言，父、母親內心對幼兒的「偏愛」和外顯的「關愛行為」有顯著的負相關，父、

母親內心愈冷落的幼兒，得到父、母親的關愛顯著愈多；從平均數比較看來，父、母親外

顯的「關愛行為」皆顯著多於內心的「偏愛」。 

3. 「母偏愛」成長模型適配程度尚可，「母關愛行為」成長模型適配程度良好，幼兒之「母關

愛行為」的起始程度愈高，成長的速度在後來的波次愈慢。「父關愛行為」成長模型適配程

度良好，起始水平和成長速率都沒有顯著的個別差異。 

4. 在手足結構各組中，C 組（母親偏愛姊姊之姊弟組）（N=20）的「母偏愛」起始值（截距為

3.283***）是最高的，但也降得最快（斜率為-0.544***）。大體而言，不同性別的手足組合

中，母親較偏愛女孩者（I 組—母親偏愛妹妹之兄妹組、C 組—母親偏愛姊姊之姊弟組），

其偏愛程度在三波調查中下降最快（I 組斜率為-0.517***；C 組斜率為-0.544***）。 

(1) 「不同手足結構」各組的截距都超過 3.5，接近四點量表的滿分 4 分，各波次的調查也都沒

有顯著的起伏。這結果符合亦符合本研究發現，母親內心偏愛沒有顯著表現在外顯關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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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r 母偏愛 W1 母關愛行為 W1=.033，p>.05； r 母偏愛 W2 母關愛行為 W2=.063，p>.05），甚至是負相關，母

親內心愈偏愛，關愛行為愈少（r 母偏愛 W3 母關愛行為 W3=-.222*，p<.05）。 

 

關鍵字：手足、偏愛、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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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2 

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對不同手足結構幼兒之手足關係變化軌跡的影響力 

 

陳允文 1 黃淑滿 2 周麗端３＊
 

12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手足關係受到手足結構和父母因素的影響且隨時間變化。手足關係和手足性別組合，手足

出生序有關（吳秋雯、穆仁和；1997；鄭珮秀，2013；Davies et al.，2019；Kolak、Volling，

2011；Liu、Chao，2005）。手足關係和孩子覺得父母如何對待自己與手足的感受有關（Volling 

et al.，2002）。父母愈偏心，手足關係愈差（孫明儀，2019；黃宗堅等人，2004；黃淑滿等人，

2009；Phillips、Schrodt，2015）。從父母的角度來看，父母對兒女的「關愛行為」皆顯著多於

內心的「偏愛」，父母內心愈偏愛的幼兒，不見得能得到父母愈多行為上的關愛（黃淑滿、周

麗端，2022）。本研究具體問題有三： 

1. 幼兒手足關係隨幼兒年齡的發展軌跡為何? 

2. 父母偏愛、關愛行為對手足關係變化軌跡的影響如何? 

3. 父母偏愛與關愛行為對不同手足結構幼兒之手足關係變化軌跡的影響力如何?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 36 月齡「有手足幼兒」為樣本（N=940），

依性別和出生序分組，了解學齡前幼兒隨著時間成長，手足關係的變化。使用無條件潛在成長

模型來鑑別手足關係發展，以多群組分析（multiple group）進而來釐清「父母偏愛」和「父母

關愛行為」對「不同手足結構」之幼兒手足關係的影響。 

結果與結論 

1. 「手足照顧與分享」成長模型適配程度優良，起始水平為 3.139，每波平均增加.044，有顯

著個別差異。「手足衝突」成長模型適配程度不錯，起始水平為 2.863，有顯著個別差異，

每波平均增加.089，沒有顯著的個別差異。 

2. 「父母偏愛」W1 和 W2 對「手足照顧與分享」發展軌跡有顯著負向影響，但「手足衝突」

三波調查都沒有顯著影響。「父母關愛行為」三波調查對「手足照顧與分享」發展軌跡都有

顯著正向影響，但令人驚訝的，「手足衝突」發展 W2 和 W3 調查有顯著正向影響。 

3. 所有老大組，「父母對老大的偏愛」對其「手足照顧與分享」和「手足衝突」各波次變化軌

跡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只有「男非老大有兄」在 W1 父母對其愈偏愛，「手足照顧與分享」

顯著愈少，手足衝突顯著愈多。「父母對老大的關愛行為」對「老大有弟」在 W2 和 W3 的

「手足照顧與分享」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但在和「手足衝突」各波次的變化軌跡都沒有

顯著的影響。 

4. 「父母關愛行為」W1 和 W2 對「手足照顧與分享」發展軌跡有很顯著的正向影響力。但

不同手足結構的對「手足衝突」的影響力差異，在「男非老大有弟」和「女非老大有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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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父母關愛行為」對「手足衝突」有些波次有負向影響力；但「男非老大有姊」和「女

非老大有妹」中，「父母關愛行為」對「手足衝突」有些波次有正向影響力。 

 

關鍵字：手足、偏愛、關愛、手足照顧與分享、手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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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3 

父母偏愛對幼兒手足關係的影響：父母關愛行為的中介效果 

葉明芬 1 黃淑滿 2 周麗端 3＊ 

12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台灣俗語有所謂：「公媽愛大孫，爸母愛幼囝」（韓孝婷，2004）。從縱貫性的調查研究

資料的驗證，也是這樣嗎？父母偏愛年幼的兒女？有些研究有不同的看法（蘇建文、侯碧慧，

1983；林如萍，1998）。有些研究認為是性別決定了父母對孩子的偏愛，這和華人重男輕女的

文化有關（江文瑜，1995；林如萍，1998）。本研究有興趣的是，由不同性別和出生序所組合

的不同手足結構，是否能預測父母偏愛？手足關係和孩子覺得父母如何對待自己與手足的感受

有關（黃宗堅等人，2004；黃淑滿等人，2009；Volling et al.，2002）。但孩子對父母的偏愛感

受可能不是來自父母內心的偏愛，而是父母外顯的關愛行為（黃淑滿、周麗端，2021）。在研

究上，父母對待手足方式或對待方式的差異顯著影響手足關係（張嘉倫，2009；鄭珮秀，2013；

Kiselica、Morrill‐Richards，2007；Phillips、Schrodt，2015；Volling et al.，2010）。綜上所述，

是否父母偏愛影響了父母對孩子的關愛行為，進而影響了孩子的手足關係？而因子女的排行與

兄弟姐妹的不同組合是否會影響父母偏愛、對孩子關愛行為與手足關係。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1. 分析父母關愛行為在父母偏愛與幼兒手足關係（分享與衝突）間的中介效果。 

2. 探討不同手足結構對父母關愛行為在父母偏愛與幼兒手足關係（分享與衝突）的調節效

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36 月齡（W1）、48 月齡（W2）和 60 月齡（W3）

的資料。為了解早期（W1）時父母對孩子的偏愛，是否影響了後來（W2）父母對孩子的關愛

行為，進而影響更後期（W3）幼兒的手足關係。本抽取 36 月齡即有手足幼兒共 940 人，本研

究為比較出「父母偏愛」的影響力。將本題答項填答 1 者轉錄為 0；填答 3、4 者轉錄為 1；填

答 2 者刪除，本研究計有 377 位幼兒。Amos22.0 進行父母偏愛透過父母關愛行為中介效果影

響手足關係，手足結構對模型調節效果的結構方程模式考驗。 

綜合本研究問題、過去研究的結果，以及本研究所使用 KIT 資料所提供的變項，本研究

MSEM 待分析的基準模型包含幼兒手足結構、父母偏愛、父母關愛行為對幼兒手足關係的影

響。如下圖所示： 

圖 1  

父母偏愛、父母關愛行為對幼兒手足關係中介模型幼兒手足結構為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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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結論 

1. 「父母偏愛」對「手足照顧與分享」的影響力如何？「父母關愛行為」是否為其中介變項？：

在全體樣本中，父母偏愛對「手足照顧與分享」的影響是直接效果，而非透過「父母關愛

行為」。「父母偏愛」對「手足衝突」影響的間接效果達顯著水準，分母偏愛負向影響「父

母關愛行為」並間接影響「手足衝突」，換言之，父母越偏愛某子女卻反而自評自身對該

子女關愛少，關愛行對手足衝突是正向影響力，即關愛行為越多，手足衝突越多。 

2. 不同手足結構的調節效果：手足結構中，「父母關愛行為」對「手足照顧與分享」有顯著

的預測力。父母關愛「男老大有妹」者（b=-1.538，p<.01）相對父母關愛「男老大有弟」者

（b=.278）、「男非老大有姊」者（b=.439）與「女非老大有兄」者（b=-.110）四類手足結

構相比，父母關愛行為對「手足照顧與分享」的預測力有顯著的差異，即手足結構具有調

節效果，相較而言，「男老大有妹」者，對妹妹的照顧與分享，顯著少於「男老大有弟」

者，對弟弟的照顧與分享。「女非老大有兄」者，其兄妹間的照顧與分享，顯著多於「男

老大有妹」者，其對妹妹的照顧與分享。 

3. 手足行為衝突方面的調節效果：「男非老大有姊」者（b=.439）與「男非老大有兄」者相比，

兩組在「父母偏愛」對「手足衝突」的預測力有顯著的差異（z=2.647，p<.001）具調節的

效果，即「男非老大有姊」者，獲得父母偏愛越多，其姊弟間的衝突越少；而「男非老大

有兄」者並獲得偏愛越多，反而手足衝突越多。另父母「男老大有妹」者，相對於「男老

大有弟」者、「男非老大有姊」者與「女非老大有兄」，獲得關愛越多手足衝突越少。 

4. 父母關愛「男老大有妹」者（b=-1.181，p<.05）和父母關愛「男老大有弟」者（b=.278）相

比，兩組對「手足衝突」預測力有顯著的差異（z=2.826，p<.001），相較而言，父母關愛

「男老大有妹」者，其對妹妹的手足衝突，顯著少於「男老大有弟」者，對弟弟的手足衝

突。 

5. 在「長兄妹」的異性手足結構中，父母內心偏愛「長兄」，兄妹間手足照顧與分享顯著較

多，衝突也顯著較多。是否因為父母對內心偏愛的「長兄」關愛行為反而較少，引起哥哥

以為「父母偏愛妹妹」的誤解，造成來兄妹間的關係「又愛又恨」？哥哥既想表現好行為

（照顧或與妹妹分享）來吸引父母的眼光，又嫉妒妹妹以致引發衝突？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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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異性手足中，為何父母偏愛「長兄」導致兄妹關係「又愛又恨」? 父母偏愛「長姊」卻

沒有增加長姊對弟弟的照顧和分享，關愛「長姊」卻帶來姊弟間的衝突?是否與父母對長子

或長女的期不同、教養方式不同有關?或者與男孩女孩天生的差異有關，亦有待後續一步的

研究。 

 

關鍵字：手足、偏愛、關愛、手足照顧與分享、手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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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4 

 

父母偏愛、關愛行為和「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的交互影響效果分析-不同手足

結構的多群組分析 

 

周麗端 1＊ 黃淑滿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父母偏愛和關愛行為會影響「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的程度（陳允文等人，2022）；孩子

的好表現會影響父母內心的偏愛和外顯的關愛行為（黃淑滿等人，2011；黃淑滿、周麗端，

2022）。且不同手足結構的手足間，父母偏愛和關愛行為對「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之影響力

有其差異（陳允文等人，2022）。本研究驗證目的有二： 

1. 分析不同手足結構幼兒，其父母偏愛與「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之因果關係和跨時間

點之交互效應。 

2. 分析不同手足結構幼兒，其父母關愛行為與「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之因果關係和跨

時間點之交互效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36 月齡組 36、48 和 60 月齡的資料，抽取

36 月齡即有手足幼兒（N=940），依幼兒手足長幼的性別配對，將手足結構分為八組。應用

Mplus 交叉延宕模型（Autoregressive Cross-Lagged Model：ARCL）進行不同手足結構的多群

組分析。 

結果與結論 

1. 「父母偏愛」與「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之交叉延宕多群組分析的模型適配程度不錯。控

制了「父母偏愛」與「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的相關以後，「J 妹有姊組」，在妹妹三歲時

父母愈偏愛妹妹，妹妹四歲時姊妹間的照顧與分享顯著愈少（βJ=-.160，p<.001）；妹妹四

歲時姊妹間的照顧與分享愈少，妹妹五歲時「父母偏愛妹妹的程度」愈多（βJ=-.240，

p<.05）。這對「父母偏愛妹妹」的Ｊ組姊姊而言，似乎是個惡性循環。但其他各組並無顯

著此現象，對同為「姊妹」手足結構的 D 組而言，各波次「父母偏愛姊姊」的程度與

「手足照顧與分享」的程度之間亦無法相互預測。 

2. 「父母關愛行為」與「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之交叉延宕多群組分析的模型適配程度不

錯。控制了「父母關愛行為」與「手足照顧與分享」的相關以後，對多數的手足結構

（「A 兄有弟組」、「B 兄有妹組」、「D 姊有妹組」、「E 弟有兄組」、「I 妹有兄組」、及「J 妹

有姊組」等六組）而言，「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是因，「父母關愛行為」是果。反之，各

波次的「父母關愛行為」都無法顯著預測「幼兒手足照顧與分享」程度。 

3. 對「J 妹有姊組」而言，W2「手足照顧與分享」對 W3 時「父母偏愛妹妹的程度」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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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關愛妹妹」行為的程度的預測力正好相反。這可能因為父母親內心的偏愛和行為上的關

愛呈負相關（r 父母偏愛 W3 父母關愛行為 W3=-.160***(p<.001) 所致。是否父母親必須多花心力（關愛

行為）在「不可愛」的孩子身上?又是否是一種否認或反向的的防衛機轉?有待後續研究的

驗證。 

 

關鍵字：手足、偏愛、關愛、手足照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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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O5 

O5-1 

學前兒童執行功能、心智理論與故事理解之關係 

 

黃欒雅 1  羊蕙君 1*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 

 

摘要 

透過聆聽故事，兒童可以學習到生活方面的知識，研究證據顯示兒童在學前時期的故事理

解能力與日後的閱讀理解發展有直接的關係，也與學齡時期的學習表現相關，因此，探討故事

理解所牽涉的認知歷程是重要議題。近期研究發現，兒童的核心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 

EFs）、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 ToM）對故事理解發展有獨特的貢獻性，且學前階段也正是

核心 EFs 與 ToM 發展的關鍵時期。然而，目前國內外文獻的研究對象多以學齡兒童為主，且

鮮少有研究同時調查三項核心 EF（更新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及認知彈性）。故本研究旨在探討

學前典型發展兒童的三項核心 EFs 和 ToM 對其故事理解能力的關係，並將故事理解細分成「字

面型故事理解」與「推論型故事理解」兩層面探討，分析 EF 與 ToM 對兒童字面型故事理解和

推論型故事理解歷程的影響，以期對臨床治療與學前教育相關人員提供故事理解內在認知機制

的證據。 

本研究對象為 95 名高雄地區 4 到 6 歲學前典型發展兒童，採用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修訂畢

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故事理解測驗（修改自 Edmonton Narrative Norms Instrument，包含字面型

與推論型題目各 10 題）、三項電腦化 EFs 作業及 ToM 作業量尺（成分包含不同欲求、不同信

念、訊息知曉及錯誤信念）。 

研究結果發現：(1)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接受性詞彙理解、三項核心 EFs、ToM、字面型

故事理解及推論型故事理解間的關係，發現各變項間皆具有顯著正相關; (2)以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三項核心 EFs 和 ToM 對於故事理解的貢獻度，發現在控制年齡與接受性詞彙理解後，抑制

控制對字面型故事理解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而 ToM 與更新工作記憶對推論型故事理解具有

顯著的預測力; (3)以簡單迴歸分析和多元迴歸分析，延伸調查 ToM 在更新工作記憶對推論型

故事理解中的角色，發現 ToM 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綜上結果所示，學前兒童的核心 EFs 與 ToM 與其故事理解能力有關。在閱讀故事的過程

中，較好的抑制控制能力，可以協助兒童過濾無關的干擾或資訊，以輸入關鍵的相關訊息，達

成對故事外顯訊息的理解。而較成熟的 ToM 和更新工作記憶能力，可幫助兒童理解故事角色

的感受和想法，並不斷地對故事內容的資訊進行更新與修改，推論故事中未明確提及的隱含意

涵。此外，更新工作記憶也會影響兒童的 ToM，協助兒童推論故事未提及的人物相關訊息（如：

內在反應、內在計畫），使兒童可以更全面的理解整個故事內容與其延伸意涵。 

關鍵詞：故事理解、執行功能、心智理論、學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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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2 

三歲幼兒師生互動與情緒調節之相關研究 

以奮力控制氣質為中介變項 

 

謝妃涵 1 翟敏如 2* 

1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2 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 3 歲幼兒師生互動情形、幼兒奮力控制氣質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關

聯及了解分析奮力控制氣質在師生互動情形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之間的中介效果。本研究採

用問卷調查法，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資料庫」的家長問卷與教保問卷資料進行分析，採用分

層兩階段抽樣法，研究對象共計有 296 位幼兒，男、女幼兒各 148 名，平均月齡為 36.33 個

月。本研究採用家長問卷中幼兒奮力控制氣質與情緒調節能力資料及教保服務人員問卷中師

生互動情形資料。本研究結果發現 3 歲幼兒之師生互動與奮力控制氣質、師生互動與幼兒情

緒調節能力、奮力控制氣質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均呈現顯著正相關。此外，奮力控制氣質在

師生互動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本研究建議為主動了解幼兒奮力氣質

表現，重視師生互動，以提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 

 

關鍵字: 幼兒情緒調節、師生互動、奮力控制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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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3 

42 月齡幼兒抑制能力與心智理論之關係檢視 

林宛靜 郭姵祺 周育如*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要 

心智理論是幼兒社會認知能力發展的基礎（Carlson et al., 2013），可區分為認知的與情

感的面向（Schlaffke et al., 2015），執行功能中的抑制能力雖被證實與心智理論密切相關（Kloo, 

2020; Müller et al., 2012），但迄今仍未有一致的結論。早期研究指出，只有涉及事物真實狀

態表徵的作業（如錯誤信念）而非其他型態的心智狀態理解（如欲求、意圖等）才會與抑制

能力產生關聯（Sabbagh et al., 2006; Moses et al., 2005）。近期聚焦於抑制能力與幼兒對欲求

理解的研究結果亦不相同，Rakoczy（2010）發現當幼兒從第一人稱的角度進行歸因，以欲

求為基礎的心智推論與抑制的相關才達顯著，Fizke 等人（2014）卻發現，從自己或第三人

的立場進行以欲求為基礎的心智推論皆與幼兒的抑制能力顯著相關，顯示抑制能力和以欲

求為基礎的心智理解之間的關聯尚待釐清。執行功能的研究發現，三歲到四歲之間是幼兒抑

制能力發展快速的重要時期（Hendry et al., 2016），故本研究將探討幼兒早期的抑制能力在

不同心智理解的推論上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以新竹地區計 39 名 42 月齡之幼兒為對象，參考 Wellman 與 Liu（2004）設計的

心智理論量表評估認知的心智理論，以 Pons, Harris 及 De Rosnay（2004）發展的情緒理解

測驗評估情感的心智理論；並參考 Carlson（2005）的日夜任務、Davidse 等人（2011）的敲

擊任務及 Merz 等人（2017）之禮物包裝延宕任務設計情境，作為抑制能力的評估工具。所

有測驗均於清華大學嬰幼兒實驗室進行，幼兒在家長之陪同下，由研究者對幼兒實施一對一

施測。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語言能力後，幼兒在認知的心智理論中的相異慾望表現與延遲

抑制能力的相關達顯著，在情感的心智理論中的基於欲求的情緒理解表現則與衝突抑制能

力的相關達顯著。相較於延遲抑制，衝突抑制除需要抑制優勢反應並做出非優勢反應，同時

涉及高程度的工作記憶（Carson et al., 2001, 2002）。幼兒在基於欲求的情緒理解作業中，是

從第三人的角度對不同人物間互相衝突的欲求進行情緒歸因，需要同時將他人彼此衝突的

主觀欲求保留在大腦中，並抑制對其中一位個體的欲求資訊，才能正確推論另一位個體的情

緒；相異慾望作業則是讓幼兒從他人與自己不同但沒有衝突的欲求對他人的行為做出推論，

只需要抑制自己的主觀欲求。 

本研究結果顯示，抑制能力與幼兒對欲求的推論能力有關，其中延遲抑制及衝突抑制的

能力，分別在幼兒對相異欲望及基於欲求的情緒理解兩項不同的心智理論能力上扮演不同

的角色。本研究增進了吾人對幼兒早期執行功能與心智理論關連的理解，可作為幼兒發展研

究者與幼教工作者之重要參考。 

  關鍵詞：執行功能、欲求推論、情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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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4 

自我調節對幼兒社會情緒素養、執行功能與問題行為之影響 

 

黃婕姝 1  呂俐葶 1、2  吳怡萱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新北市立石門實驗國民中學 2 

 

摘要 

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是幼兒時期幫助幼兒了解並管理自己行為和反應的重要基礎能

力之一，此能力亦與就學準備度有相關（Blair & Raver, 2015）。近年來有許多研究以「頭－腳

趾－肩膀－膝」（Head-Toes-Knees-Shoulders, HTKS）評量作業對幼兒的自我調節進行直接測量。

然而，國内外有大量研究著重在探討 HTKS 與學業成就、語言和認知能力的關係（ie., 楊子嬿，

2017；簡馨瑩，2020；Gestsdottir et al., 2014；Suchodoletz et al., 2013），少有探討其與情意能力

和問題行爲的關係。在幼兒的發展中，不僅認知和語言，情意層面的社會與情緒發展和幼兒成

長過程中所展現的問題行爲亦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以 166 位 49-74 月齡的幼兒作為研究對

象，探討幼兒自我調節、社會情緒素養、執行功能和問題行為之間的關係。其中自我調節使用

HTKS 進行測驗，社會情緒素養包含對幼兒情緒標示與表達、同理心及利社會行為的評量，執

行功能的評量則涵蓋工作記憶與抑制能力，問題行為則包含整體問題行為。主要研究結果有四：

一、自我調節與年齡、情緒標示與表達、同理心、利社會行爲呈現顯著正相關，與工作記憶問

題、整體行爲問題呈現顯著負相關。二、在排除年齡與性別的影響後，在情緒素養方面，自我

調節能有效的預測幼兒的情緒標示與表達能力，HTKS 得分越高，其情緒表達與標示則越豐富。

三、在排除年齡與性別的影響後，在執行功能方面，自我調節能有效的預測幼兒的工作記憶問

題，HTKS 得分越高，其工作記憶就越好。四、在排除年齡與性別的影響後，在問題行爲方面，

自我調節能有效的預測整體行爲問題（包含內隱和外顯行為），顯示 HTKS 分數越低，整體行

爲問題就越多。綜合以上結果可發現，HTKS 具有良好的效度並可作為預測幼兒情緒能力、工

作記憶與問題行為的有效工具。最後，對於本研究發現提出未來研究與應用上的建議。 

 

關鍵字：自我調節、社會情緒素養、執行功能、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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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O6 

O6-1 

 

促進執行力的教學活動對幼兒執行功能及精熟動機 

之影響 

 

陳琬琪 1,2 蘇慧菁 1,3＊汪佩蓉 4 張美雲 1,3 

1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2 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附設幼兒園、 
3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4 亞洲大學物理治療系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探討實施執行力教學活動是否能提升幼兒執行功能與精熟動機之能

力。本研究以量化與質性研究混合方法並行，量化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以台中市某國小附設

幼兒園中的二個班級之幼兒作為研究對象，將 3~6 歲幼兒分為兩組，一組是實驗組，另一組

為對照組；實驗組幼兒共進行十二週的執行力教學活動，對照組幼兒則未進行實驗處理。本研

究工具有二:利用「學前兒童執行功能的行為評定量表」與「幼兒精熟動機問卷調查表」作為執

行功能與精熟動機能力量化研究的工具，以統計軟體 SPSS 25 版分析量化資料，進行描述統計

與獨立樣本 t 考驗，研究結果實驗組幼兒執行功能與精熟動機能力進步程度顯著優於對照組。

進一步探討執行力教學活動介入對幼兒在學前兒童執行功能的行為評定量表與幼兒精熟動機

問卷調查表的表現的存在的差異程度，以 Cohen’s d 的 Effect Size 效果量呈現的結果顯示，所

有效果量皆大於 0.8，由此可知執行力教學活動的對幼兒執行功能及精熟動機影響有高度的差

異性存在。 

質性研究的資料包含研究者的研究觀察日誌和教師訪談內容，經分析之後， 獲致以下

結論：  

ㄧ、執行力教學活動，可以提升幼兒創造性行為與學習動力。  

二、執行力教學活動，可以提升幼兒進行思考與規劃。  

三、執行力教學活動，可以增加幼兒分享與同儕合作行為。  

四、執行力教學活動，可明顯提升幼兒的抑制力與工作記憶能力。  

五、執行力教學活動，可以增進幼兒學習有效分配活動與減短收拾的時間。 

由以上研究結果獲知，執行力教學活動能夠有效促進幼兒之執行功能與精熟動機能力，也

可以提升幼兒的高階執行功能如組織計劃、推理與解決問題、動機與行為能力等，建議幼兒園

教學活動可運用執行力相關活動，促進幼兒執行功能能力發展。 

 

關鍵字：執行力教學活動、執行功能、精熟動機、幼兒 

  



90 
 

 O6-2 

 

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實踐的思考導引─ 

課程領導人在園內「同儕觀課與回饋」的引導內容與策略 

 

周于佩* 張諭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幼兒園課程領導人是園內課程與教學的舵手，不僅與教保服務人員共同維繫課程與教學之

品質，也須適時導引教保服務人員，促進其專業成長。教師同儕觀課與回饋，是教師專業發展

的策略之一 ，在中小學稱為「教師共備觀議課」，已有許多推展與論述(劉世雄，2018；王金

國，2019)。近年來，幼兒園亦嘗試運作園內同儕觀課與回饋活動，期以增進教保服務人員間的

專業對話，發展課程專業。然而，如何使其發揮功能，成為幼兒園課程品質提升之策略，仍須

更多研究投入。 

已有研究者指出教師共備觀議課有助於課程領導的落實，課程領導人可藉此支持教師發展

課程(吳國松，2018)。幼兒園課程領導人可如何運作以支持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發展？本研究

目的即在探索幼兒園課程領導人如何透過園內同儕觀課與回饋，引領教保服務人員思考課程規

劃與實踐，支持其專業發展。具體研究問題為：1.課程領導人在同儕觀課與回饋活動所導引思

考的內容及來源為何？2.課程領導人在同儕觀課與回饋活動引導教保服務人員的策略為何？ 

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以立意取樣，選擇一所運作同儕觀課與回饋良好之幼兒園，教

保服務人員流動率低且願意持續參與相關活動，探究其課程領導人的導引內容與策略。研究者

蒐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該園同儕觀課與回饋資料，一共 10 次。歷次資料包含觀課當天活動

計畫、回饋討論資料，以及課程領導人之筆記。研究者也蒐集當學期教保服務人員對該活動之

觀點，以及課程領導人的訪談。最後，分析課程領導人在同儕觀課與回饋活動所關注的議題內

容，並探析其導引教保服務人員之策略，作為未來幼兒園課程領導人運作之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首先，課程領導人與教保服務人員間具充分信賴關係，此為運作同儕觀課

與回饋活動之重要基礎。其次，課程領導人透過日常觀察，評估教保服務人員之專業發展需求，

對新進及資深成員有不同之探討內容。第三，課程領導人在該活動中，對年輕成員關注的內容

為「教保服務人員的教學信念」、「幼兒對探討議題的動機與需求」及「教保服務人員的目標及

引導」及「讓幼兒有感的活動設計」；對資深成員所關注的內容為「肯定教保服務人員的表現」、

「幼兒對探討議題的動機與需求」及「教保服務人員的目標及引導」。第四，課程領導人的導

引策略為「提出教學觀察，肯定教保服務人員的表現或點出可能信念與困擾」、「探詢教保服務

人員對幼兒的觀察，也提供自身觀察，共同確認幼兒的需求」，以及「在其課程脈絡提供可能

的教學進程或活動設計，邀請思考與評估」。 

 

關鍵字：幼兒園課程領導、幼兒園教師專業發展、幼兒園同儕觀課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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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3 

幼教師對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幼兒遊戲論點之詮釋 

 

呂婉汝 簡淑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簡稱課綱)自 2017 年 8 月生效，其修訂背景內容指出

合宜的幼兒課程為符合幼兒發展且為遊戲式或引導式的學習，實施通則第四點更強調:「教保

服務人員須重視幼兒自由遊戲及在遊戲中學習的價值，讓幼兒得以自主的探索、操弄與學

習」。幼兒園的課程與教學則以遊戲作為幼兒學習的重要途徑，教保服務人員對於上述論點，

究竟是如何理解與詮釋其意義?  

    為理解接觸課綱多年之教保服務人員對課綱遊戲論點的視框，本研究借鏡詮釋現象學作

為質性研究之典範，選取三位任職於新竹縣公立國小附幼女性專任教師為訪談對象，此三位

幼教師從《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2012 年公告至今，平均具備 8 年課綱經驗。運用

半結構深度訪談蒐集其對於課綱中遊戲的釋義，每位教師分別進行兩次約莫 1 小時的訪談，

收集的訪談文字稿和錄音檔共計約 7 個小時。轉譯後的訪談文本透過「整體-部分-整體」之

主題分析法的詮釋循環理解，獲取三位幼教師對於遊戲的定義、一日作息結構中遊戲的規畫

比例、課綱對其規劃遊戲的影響以及對於課綱中遊戲論點的理解途徑等。 

    為確保本研究的信實度，分析與詮釋過程除自我成見的覺知，更採用厚實敘寫、參與者

回饋、同儕審視和專家查核等方式達描述確實性以及詮釋確實性；本研究主題分析結果有四:

一、幼教師在遊戲的定義屬於導向論述，可區分為教師導向的「遊戲中學習」和幼兒導向的

「自由遊戲」；二、幼教師認為自己在幼兒園作息中所安排的活動皆屬遊戲的範疇，但「遊

戲中學習」的活動佔大多數的作息時間；三、課綱提供幼教師有意識地運用課綱學習指標規

劃活動，以期讓幼兒在遊戲中學習；四、幼教師對於課綱中遊戲論點的理解與詮釋係由閱讀

課綱文本及自我理解而來。 

    經由上述結果發現，幼教師對於遊戲的定義與課綱對於遊戲的論點不謀而合，且可看出

其努力扮演著課綱對於教保服務人員的角色期待-有系統且有目的地規劃學習情境以供幼兒累

積學習的經驗。惟受訪幼教師對於課綱中遊戲論點的理解係透過自我閱讀及自我詮釋，呈現

的是自身經驗的反映回觀，非再現課綱部定講師所講授內容；然而，我們應更關注其理解背

後的共通性意義、其對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之影響以及其在訪談互動歷程中賦予課綱遊戲之新

的理解視域。 

 

關鍵字: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幼兒遊戲、教師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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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摘要 

海報論文 P1 

P1-1 

運用「故事說演」教學提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表現之探究 

鄭玉如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摘要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106 年 8 月 1 日發布之「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內容納入情緒領域，並從「覺察與

辨識」、「表達」、「理解」、「調節」四個面向進行情緒教育學習，透過情緒領域的學習指標與實

施原則，以培養幼兒處理情緒的能力，顯示情緒教育之重要性。 

    而 依 據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調查發現 3~5 歲幼兒怎麼生活與學習，將可以在 5 歲以前預測未來可能

的發展。其研究結果更強調，5 歲以前認知發展與社交情緒發展對未來同等重要，可見幼兒情

緒智力的建立與發展是重要的。 

    研究者在教學場域裡觀察到幼兒在扮演區或是進行故事演出時總能自在地展現自己，「故

事說演」是一個媒介，它是幼兒心聲的出口、連結幼兒關係的橋梁 (黃又青，2021)。因此運用

故事說演教學引導幼兒情緒表達與調節，更是值得教學者嘗試的情緒教育教學。    

    本研究將就幼兒情緒調節能力進行前測分析後，再進行八週的故事說演教學，之後整理相

關觀察記錄並針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進行後側，以分析幼兒表現。 

關鍵字:故事說演、情緒調節、行動研究 

貳、研究問題 

   一、幼兒情緒調節能力表現現況為何? 

   二、幼兒園教師如何運用「故事說演」教學策略提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 

   三、幼兒在「故事說演」教學策略引導下的情緒調節能力表現如何? 

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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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及量性研究並行方式進行，以研究者任教班級 28 位幼兒為研究對象。

先為幼兒進行「幼兒情緒調適分量表」前測及現況分析，之後實施為期八週的「故事說演」教

學，每週三次，每次約為 20 分鐘，共計 24 次。收集教學影音資料做文字與影音整理，並進行

幼兒觀察及親師訪談，以了解幼兒情緒調節表現。之後再為幼兒進行「幼兒情緒調適分量表」

後測，並進行「幼兒情緒調適分量表」前後測差異分析。      

肆、結果 

  一、幼兒將想法說出並演出之方式，對於探究自己情緒產生原因與合宜情緒 

     調節表現皆有所提升。 

  二、故事說演教學引導有效促進幼兒的口語表達與人際溝通表現。 

  三、研究發現幼兒情緒調節能力表現與課綱情緒領域能力:「覺察與辨識」、 

     「表達」、「理解」、「調節」相呼應。 

伍、結論 

   經此研究，透過提供機會讓幼兒說故事並演出故事的方式，確實提升幼兒的表達能力與情

緒調節能力。期待之後能再結合繪本，讓幼兒透過想像力重整自己的情緒，並透過自己說演的

故事，學習接納並處理自身的情緒，成為更美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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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母親與幼兒情緒調節與情緒行為問題之個案研究 

 

陳嘉寶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職稱:學生 

 

摘要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研究問題為探討(一)母親在面對幼兒負面情緒時，如何調整自己的負

面情緒、(二)母親在面對幼兒負面情緒時，如何調整幼兒的負面情緒、(三)母親如何處理幼兒

情緒行為、(四)母親如何處理自己情緒行為。 

本研究主要觀察對象為母親與 3 歲幼兒，訪談對象為母親，研究目的為探討(一)母親情緒

行為對幼兒情緒行為的影響、(二)母親情緒行為對幼兒情緒調節的影響、(三)母親情緒調節對

幼兒情緒調節的影響、(四)母親情緒調節對幼兒情緒行為的影響。   

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方法，透過實地觀察發現問題並以軼事方式記錄；其次，進行開放

式訪談，繼而在訪談期間再逐步整合觀察發現問題進行訪談以增加深度；最後，將蒐集所得之

資料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一)母親情緒行為對幼兒情緒行為的影響：當母親的情緒偏向溫和，在面對幼

兒的情緒行為時，母親對幼兒進行安撫。母親使用此法了解幼兒情緒行為，並不對幼兒發脾氣，

而孩子也會跟母親訴說自己的狀況，進而了解彼此。(二)探討母親情緒行為對幼兒情緒調節的

影響：以母親經驗，覺察到自己若對孩子生氣，孩子就會對自己更生氣，造成惡性循環，並無

因為母親生氣而孩子出現情緒弱化或轉化。(三)探討母親情緒調節對幼兒情緒調節的影響：當

幼兒出現負面情緒時，母親先轉移自己的情緒，由憤怒轉冷靜後，再轉移幼兒的注意力，以達

轉化情緒的效果，產生正面影響。(四) 探討母親情緒調節對幼兒情緒行為的影響:母親重新審

視幼兒行為問題，如撒謊和攻擊，了解幼兒行為動機後，發現其行為是因幼兒擔心害怕懲罰、

忌妒及感受被冷落，故母親先讓自己冷靜下來，調節自己的情緒，再以溫和的語氣去應對幼兒

的情緒問題，從而引導幼兒正向表達情緒和矯正其行為。 

研究結論：(一)懂得調節負面情緒的母親，在應對幼兒負面情緒時，能在言行中引導幼兒

把負面情緒調節為正面情緒，也能使幼兒正確認識和表達自身情緒；此外，本研究顯示，母親

情緒平穩，處理幼兒情緒的態度溫和，母子關係更為親近。(二)母親情緒調節越好越是能冷靜

分析幼兒的行為動機，故母親能針對幼兒的情緒問題作出正面肢體互動(例如擁抱或是溫和的

語氣)，並進行安撫，從而改善幼兒出現情緒行為的情況。 

 

關鍵詞：母親情緒調節、母親情緒行為、幼兒情緒調節、幼兒情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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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 

手足衝突中的利社會行為發展-父母教養的鷹架作用 

 

蔡晴宇 1* 陳富美 2 

1、2 天主教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以往手足觀點的研究中，學者多致力於研究手足關係間的正負向影響，而父母的教

養方式是否可以促進手足間的利社會行為發展，則是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此外，近年台灣幼

教現場盛行學者 Vygotsky 所提出的鷹架理論概念，這些研究表明幼兒可藉由成人指導或與更

有能力的同儕，合作解決問題促進他們的潛在發展能力。故本研究嘗試將鷹架作用的概念帶入

父母教養行為中進行初步探究。 

研究方式：本研究將透過半結構式深入訪談，總結鷹架作用基礎的教養策略如何影響手足的利

社會行為之效果。 

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父母的手足教養信念為教養行為的基礎，信念的形成階段分為接收以及

內化兩階段。這兩階段會將原生家庭的經驗轉化為個體手足教養信念動力，而教養信念會推動

教養行為的執行，並藉由手足衝突事件觸發學習機制。最後，父母的教養策略為幼兒搭建學習

鷹架，促進他們的利社會行為發展。 

研究結論：父母教養對手足發展利社會行為的成人鷹架策略可分為三個主要類型，其中包含材

料鷹架、同儕鷹架以及語文鷹架。材料鷹架為較淺層的策略，透過繪本應用以及成人的示範鼓

勵，達到讓孩子模仿以及理解的層次。第二層次帶入同儕鷹架，成立條件為較大的子女已具有

足夠成熟的能力可帶領弟妹為基礎，並可藉由大帶小以及小的正向回饋加強手足友愛的效果。

最後語文鷹架較適用於孩子皆已發展較為成熟的階段，透過父母的引導與衝突的契機，引導孩

子發展出更高層次的社會技巧與利社會行為的表現。 

 

關鍵詞：手足、利社會行為、父母教養、教養信念、鷹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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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托嬰機構托育品質、師生依戀關係以及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ldcare Quality in Institutional Care, Caregiver-

Infant Attachment, and Infa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涂妙如*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究機構式托嬰中心托育品質、師生依附關係以及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關聯情形。

研究目的如下：1.探究機構式托嬰中心托育品質現況。2.探究托育品質、師生依附關係以及嬰

幼兒社會情緒能力間的關聯情形。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自然觀察法及訪談等方式。研究對

象包括嬰幼兒、主要托育人員、主要照顧者（父母親）58 組共計 174 人之問卷調查與實地觀

察，以及 5 位機構主管及 8 位托育人員共計 13 人之訪談。研究結果發現： 1.托育機構之結構

品質均符合法規，然而過程品質由觀察員評量之師生互動則呈現托育人員之師生互動敏銳向度

平均數（五點量表）僅 2.91，落在「偶爾如此」到「有時如此」之間；疏離向度平均數為 2.02，

亦落在「偶爾如此」到「有時如此」之間。2.師生依附安全係數介於-0.14~0.58 之間，平均數為

0.28，傾向不安全依附。3.托嬰機構之結構品質(含托育人員教育程度、專業證照、工作年資、

托育機構規模、班級人數、混齡與否)與師生依附關係無顯著關聯。4. 托嬰機構之結構品質(含

托育人員教育程度、專業證照、工作年資、班級人數、混齡與否)與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無顯著關

聯，僅托育機構規模與幼兒情緒理解能力達顯著正相關。5. 師生依附關係與托育機構過程品

質(觀察員評量之師生互動)達顯著關聯，師生依附關係與師生互動_敏銳向度達顯著正相關（r 

= 0.47，p < 0.01）、而與嚴苛向度達顯著負相關（r = -0.33，p < 0.05）、與疏離向度達顯著負

相關（r = -0.46，p < 0.01）、與放任向度達顯著負相關（r = -0.35，p < 0.01），表示觀察員評

量之師生互動_敏銳度愈高，嚴苛、疏離、放任等向度愈低，其師生依附關係品質愈佳。但托

育人員自評之師生互動與師生依附關係則無顯著關聯。6. 托育機構過程品質(觀察員評量之師

生互動)與幼兒社會情緒能力達部分顯著關聯，師生互動_敏銳向度與幼兒社會能力_主動性（r 

= 0.26，p < 0.05）及幼兒情緒理解達顯著正相關（r = 0.34，p < 0.01）、師生互動_嚴苛向度與

幼兒社會能力_合群性達顯著負相關（r = -0.27，p < 0.05）、師生互動_疏離向度與幼兒社會能

力_主動性（r = -0.23，p < 0.05）及幼兒情緒理解達顯著負相關（r = -0.33，p < 0.05）。但托育

人員自評之師生互動與社會情緒能力則無顯著關聯。質化訪談結果為 1.托育照顧中搭班老師的

合作、彼此協調與師生比均會影響托育人員敏銳度與照顧品質；2.即使符合師生比，班級人數

仍會影響搭班合作品質與照顧品質。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托嬰中心、托育品質、師生依附、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 

Keywords: Infant care center, Childcare quality, Caregiver–infant attachment, Infant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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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幼兒對成人外貌吸引與行爲判斷的探討 

 

余婧瑩 1  鍾志從 2 

1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探討幼兒對成人的外貌吸引與行為判斷。以 151 位三至五歲的幼兒爲對象，這些受

試幼兒來自臺北市一所國小附幼和三所非營利幼兒園。其中男生 89 人（58.9%），女生 62 人

（53.1%）；三歲幼兒 26 人（17.2%），四歲幼兒 69 人（45.7%）及五歲幼兒 56 人（37.1%）；

高社經者 86 人（58.1%）、中低社經者 62 人（41.9%）。透過自編的「幼兒對成人外貌的偏好測

驗」以及「不同情境下幼兒對不同外貌吸引成人行爲的判斷測驗」，以一對一訪談方式收集受

試幼兒對成人局部和整體的外貌偏好，和不同情境下受試幼兒對成人先做好事再做壞事、或先

做壞事再做好事，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的判斷資料。透過 SPSS.23 的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一、對成人外貌的偏好 

1.有七成左右的受試幼兒喜歡長髮多於短髮。 

2.五成四的受試幼兒傾向喜歡雙眼皮，但選擇人數與喜歡單眼皮的四成七沒有差距太大。

受試幼兒表示雙眼皮眼睫毛較濃密所以他/她喜歡。 

3.有八成一的幼兒喜歡小鼻子甚於大鼻子。受試幼兒表示會選擇小鼻子是因爲他們覺得自

己的鼻子小，另外一點則是他們認爲小鼻子很可愛。 

4.有六成八的受試幼兒喜歡薄唇甚於厚唇。幼兒覺得小嘴巴跟自己的很像，且小嘴巴比較

可愛。 

5.最多受試幼兒喜歡「短髮/單眼皮/小鼻子/薄唇」的整體外貌(照片主角原貌)，也符合了人

際知覺的反應。其次是「長髮/雙眼皮/小鼻子/薄唇」的組合外貌。 

6.只有三歲組幼兒在成人局部外貌_嘴巴的偏好上有顯著的不同。三歲組受試幼兒對薄唇

的喜愛是三個年齡組中最低的，但是對於厚唇的喜愛則是三個年齡組中最高。喜歡厚唇的幼兒

說「這個嘴巴可以吃比較多東西」。 

7.女生比較喜歡長髮甚於短髮。而男生比較喜歡厚唇甚於薄唇。 

8.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受試幼兒，對成人局部或整體外貌的偏好都沒有顯著的差異。 

二、對不同外貌吸引成人行爲判斷的差異 

1.受試幼兒不管成人的外貌是否具有吸引力，也不管他們是先做好事再做壞事或先做壞事

再做好事，多數幼兒都以他們最後得到的成人行爲是好或壞來判斷他是好人或是壞人。符應了

Piaget 的幼兒道德認知後果判斷，也顯示了印象形成的近時效應。亦可見，幼兒不會因爲成人

的外貌不夠吸引而影響其行爲判斷。 

2.不同年齡的差異顯示在情境一、二、三，不管成人是否具有外貌吸引，或者先做好事再

做壞事或先做壞事再做好事，受試幼兒多以最後此成人做好(壞)事來決定他是好(壞)人。三歲

組與五歲組的差異最明顯，三歲組以最後行為結果來判斷的傾向較五歲組高。 

3.不同性別或家庭社經地位的受試幼兒對此成人行爲的判斷無顯著差別。 

 

關鍵詞：幼兒、外貌吸引、外貌偏好、行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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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青少年友誼品質與利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以同理心為中介變項 

 

趙敏安 程景琳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 

友誼關係是有助於青少年社會及情緒能力發展之重要人際互動脈絡(Berndt, 2002)，青少年與好

友相處的過程中，能獲得陪伴、情感支持、親密及安全感 (Furman & Rose, 2015)。過去研究顯

示，正向友誼品質能促進青少年的利社會行為 (Barry & Wentzel, 2006；Dryburgh et al., 2022)，

例如在好友面臨困難時提供協助、在對方經歷負向情緒時給予關心(Berndt, 2002；Rubin et al., 

2006)；Padilla‐Walker 等人（2015）更指出，正向友誼品質會透過情感同理進而增加青少年的

利社會行為。國內仍少有研究針對青少年不同面向的友誼品質與利社會行為的影響過程進行檢

視，故本研究欲探討此兩者的關連及同理心的中介角色。 

研究方法 

研究參與者為 698 名高一學生（Mage = 15.37，男生 51％），以「友誼品質問卷」（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Buhrmester & Furman, 2008）之「陪伴」、「自我揭露」、「滿意」、「情緒

支持」、「讚許」五個分量表測量友誼之正向品質（Cronbach’s α 依序為 .79、.87、.88、.80、.87），

以「同理心問卷」（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Davis, 1983）測量「認知同理」及「情感同理」

（Cronbach’s α 為 .87 與 .86），及「長處與困難問卷」（SDQ；Goodman, 1997）的「利社會」

分向度（Cronbach’s α = .86）測量利社會行為。 

研究結果 

以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同理心之中介途徑的結果顯示，整體模型適配情形良好（χ2(43) = 122.00, 

p < .001, RMSEA = .051, CFI = .967, SRMR = .027, TLI = .951），在控制性別變項的影響後，可

見青少年正向友誼品質之自我揭露（β = .14, p < .05）及情緒支持（β = .15 , p < .05）皆能正向

預測其同理心，同理心亦正向預測其利社會行為（β = .47, p < .001）。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

重複抽樣 1000 次檢驗模型之間接效果，顯示高中生的同理心會在友誼品質之自我揭露（β = .07 , 

p < .05, 95% CI = [0.000, 0.086]）及情緒支持（β = .07 , p = .054, 95% CI = [0.000, 0.110]）與利

社會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但友誼品質之陪伴（β = .16, p < .01）、滿意（β = .13 , p < .01）

及讚許（β = .11 , p < .05）和利社會行為之間僅有直接效果，同理心於此關聯不具中介作用。 

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面向的友誼品質特性與高中生的利社會行為具有不同的影響機制，若青

少年與好友相處時感受到互相陪伴、對彼此的關係感到滿意、對方經常讚美自己，此三種友誼

互動特性對於青少年利社會行為有直接的影響。此外，若青少年願意與好友分享自己的心事或

是能感受到好友的支持及安慰，這些互動特性則會透過個人的同理能力進而促進利社會行為的

表現。此研究結果除了彰顯青少年的友誼品質與其利社會行為表現有所關聯之外，並更細緻的

展現同理心在特定關係脈絡下為促進青少年利社會行為的重要角色。 

 

關鍵字：友誼品質、同理心、利社會行為、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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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 

青少年人際社會目標與多向度利社會傾向之相關性研究 

 

杜佩柔  程景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過去研究發現青少年的社會目標與其利社會行為表現有關（Nostrand & Ojanen, 2018；

Rodkin et al., 2012），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將利社會行為視為單一面向，鮮少以多向度面向深入

檢視。本研究旨於探討青少年在人際關係中的社會目標與不同面向之利社會傾向的關聯性。 

研究方法：研究參與者為 655 位高二學生（男性佔 49％，平均年齡為 17.37 歲），研究工具包

含「利社會傾向量表」（Carlo & Randall, 2002；Cronbach’s α = .86）、「社會目標量表」（Kiefer 

& Ryan, 2008；Cronbach’s α =.78）及「同理心量表」（Mayberry & Espelage, 2007；Cronbach’s 

α ＝.87）。 

研究結果：（一）受歡迎導向目標與「公眾型」、「情感型」、「緊急型」、「順應型」利社

會傾向具有顯著正相關（rs 分別為 .38***、.37***、.31***、.22***）；支配導向目標與「公

眾型」（r = .39***）利社會傾向為正相關、但與「情感型」（r = -.13***）、「利他型」（r = 

-.19***）利社會傾向為負相關；親密導向目標則分別與六種利社會傾向具有程度不同的正相關

（rs 介於 .09* ~ .62***）。（二）考量過去研究顯示利社會行為與性別因素及同理心有關（如：

Eisenberg & Fabes, 1990；Xiao et al., 2019），本研究以「性別」與「同理心」為控制變項，使

用階層迴歸分析探討三種社會目標（受歡迎、支配、親密）對六種利社會傾向之預測效果。結

果發現：以「情感型」利社會傾向而言，三種社會目標皆具有顯著解釋力（βs 分別為 .14***、

-.11***、.28***）；針對「公眾型」利社會傾向，僅受歡迎導向（β = .21***）及支配導向（β 

= .23***）目標具顯著解釋力；針對「利他型」與「緊急型」利社會傾向，僅有受歡迎導向（β 

= -.14***、.14***）與親密導向（β = .17***、.15**）目標可顯著解釋；針對「順應型」利社會

傾向，則僅有親密導向目標（β = .13***）具顯著解釋力；而針對「匿名型」利社會傾向，在控

制性別及同理心後，三種社會目標並無顯著增加對變異的解釋力。 

研究結論：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抱持之不同的人際社會目標與其表現出不同向度之利社會傾向

有所關聯。受歡迎導向目標特別與公眾型、情感型利社會傾向呈正向相關，但與利他型利社會

傾向無關，顯示受歡迎導向目標表現的利社會傾向可能較注重得到回饋與否，而非不求回報的

利他。親密導向目標與情感型、利他型利社會傾向具正向相關；反映出以他人為導向的同理反

應及替代性的情感經驗可促進利社會行為的表現（Eisenberg & Fabes, 1990）。以支配為導向的

社會目標則僅與公眾型利社會傾向具有正相關；呼應高支配傾向的個體不僅會在同儕中表現支

配行為，亦可能會透過特定利社會行為作為控制資源的策略（Hawley, 2002）。 

 

關鍵字：利社會傾向、社會目標、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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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親子作業中父母教養行為與幼兒自主行為之迴歸分析 

 

林慧芬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一、探討家長教養行為與幼兒自主行為在親子作業的互動與相關性。二、了解家

長教養、幼兒自主行為在家庭背景變項之差異。三、說明影響幼兒自主行為變項的階層迴歸分

析。研究方法是在雙北市 11 所幼兒園邀請中大班的親子參加本研究，最後共 113 對親子參與。

研究過程為觀察錄影 113 對親子共同搭積木的過程並轉成逐字稿依此進行內容分析。互動過程

錄影後謄寫成逐字稿，根據自製「家長教養與幼兒自主行為編碼表」量化資料，以描述統計、

相關、階層回歸等分析分析親子互動過程。 

結果顯示在親子互動過程，家長以「結構教養」最多（41%），「控制教養」其次（30%）、「支

持自主教養」佔 28%、「寬鬆教養」佔 1%。幼兒的行為以「正向自我主張」最多（51%），「正

向自我控制」其次（44%），「負向自我主張」少（3%），「負向自我控制」最少（1%）。 

「結構教養」、「控制教養」總共佔七成，意即當幼兒在搭建積木需要家長協助時，家長主要

採用結構或控制的教養行為。這個結果反映台灣父母在引導幼兒學習的情境下，傾向有管(控

制)有教(結構)的教養行為，而「非支持自主教養」。 

家長教養與幼兒自主行為有顯著相關。在控制、結構、支持自主教養行為下，幼兒多半呈現正

向的自主行為，但父母持續的「控制教養」行為，仍可能引發幼兒負向的自主行為。 

階層回歸顯示家庭背景變項中對家長教養僅母親學歷與「控制教養」有顯著差異。其中母親學

歷可解釋控制教養 18.7%的變異量，亦即高中職學歷的母親傾向採用控制教養，但尚有其他因

素影響家長的教養行為，宜留意同一學歷背景中，內部的差異性，避免產生刻板印象。 

在幼兒自主行為方面，以家長教養最具解釋力。「支持自主教養」對幼兒「正向自我主張」最

具顯著解釋力。「結構教養」則對幼兒「正向自我主張」與「自我控制」都具顯著解釋力。控

制教養對幼兒「正向自我控制」最具顯著解釋力。 

當家長採「控制教養」且親子關係和諧時，幼兒多與家長合作，以「正向自我控制」行為接受

家長單向的「控制教養」。但若家長重複直接介入幼兒行為，否定幼兒的想法，易引發幼兒反

抗家長的教導。 

上述結果或許可解釋華人父母「控制教養」對幼兒自主行為有不同的結果的現象。然而「控制

教養」下幼兒出現不合作負向自主行為的階層回歸並不顯著，與親子的親密程度似乎有關，有

待後續研究的釐清。 

 

關鍵字 ：父母教養行為、幼兒自主行為、自我控制、自我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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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影響幼兒社會能力因素之解釋力比較：SOCIAL 模型取向 

 

崔新玲 1 鍾志從 1 張鑑如 1 吳和堂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2*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基於社會—認知整合能力模型（Socio-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Abilities 

model, 簡稱 SOCIAL 模型），旨在探討家庭環境、社會情緒發展、身體動作、認知與語言發展

等衆多因素中，何種因素對幼兒社會能力發展最具有預測力。 

研究方法：依照 SOCIAL 模型的內涵，以「台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張鑑如，2021) 

中的 48 月齡幼兒為研究對象（N = 2031），共採用認知發展、語言發展、社會情緒發展、身體

動作發展與家庭等領域的數據，隨機擷取 100 人，重新預試，結果所有量表都有良好的信效度。

剩餘 1931 位幼兒作為正式樣本。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提出不同變量對社會能力解釋力比較模

型，由於模型複雜，採用 PLS-SEM 進行數據分析。 

研究結果：先逐一分析單一變量與社會能力的關聯，以確認二者有顯著的關聯存在。結果

顯示：記憶能力、執行功能、家庭環境、生活常規訓練、親職參與、語言發展、氣質、安全依

附、情緒能力、退縮行為、攻擊行為、恥感、粗大動作、精細動作等都達顯著水準（p < .001），

而華人特質教養與害羞則無，因此，此二變量不納入比較。其次，將上步驟有顯著的變量記憶

能力等 14 個變量同置於一個 SEM 模型中，結果發現：徑路係數（β）達到顯著者有情緒能力、

氣質、家庭環境、精細動作、退縮行為、攻擊行為與執行功能等 7 個變量（p < .05 或 <.001），

表示此等對社會能力有顯著的解釋力。而安全依附、粗大動作、語言發展、親職參與、生活常

規訓練、恥感與記憶力等 7 個變量未達顯著。 

研究結論：就變量來看，解釋力大小依序為：情緒能力、氣質、執行功能、精細動作、退

縮行為、家庭環境與攻擊行為等七個變量對社會能力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七者當中，以情緒能

力的解釋力最大，其次是執行功能與氣質；從領域來看，社會情緒發展領域對社會能力最有解

釋力，其次為家庭、認知發展與身體動作發展等三領域，而語言發展領域則未無。就此等發現，

針對家長與幼兒園提出要提升幼兒的社會能力應注重其情緒能力的培養，考量社會情緒領域的

發展，亦需同時兼顧家庭環境、認知及身體動作發展等領域之影響。 

 

關鍵詞：學齡前幼兒、社會能力、SOCIAL 模型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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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 P2 

P2-1 

美感經驗融入幼兒園木工課程之研究 

Study of integrating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to kindergarten woodworking lesson 

 

溫心瑜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系 

 

摘要 

美感教育為目前幼教的趨勢，依據教育部（2017）提出美感領域的學習面向分為「情意」

與「藝術媒介」兩部分，包括獲得美感探索經驗中的正向感受以及學習不同素材及工具的使用。

研究指出木工創作的歷程能培養兒童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幼兒能夠有機會解決複雜的問題並

表達他們無限的想像力（Moorhouse, 2015）。然而因台灣目前木工課程的研究較為缺乏，故本

研究之目的在於：（1）探究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美感經驗融入幼兒園木工課程的發展歷

程；（2）期望在木工課程的學習歷程中，提升幼兒美感設計以及回應賞析的能力，提升其美感

素養。依據此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如下：一、美感經驗融入幼兒園木工課程的發展歷程為

何？二、幼兒在木工課程中的美感學習經驗為何？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進行探究。以新竹地區一所私立幼兒園的五位大班

幼兒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 10 週，每週一次，每次 60 分鐘的木工課程。資料收集包含教學

觀察記錄、幼兒訪談、教師省思札記、專業對話紀錄及幼兒作品紀錄。所有資料進行系統化之

分析，以了解木工課程的發展與幼兒的美感學習經驗。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一、課程實施的原則為：（一）師生間的角色與信任：幼兒的角

色為創客及操作者;教師的角色為工具監督者及指導者，且建立師生間的相互信任有助於提升

操作工具的安全性。（二）彈性的課程：美感的經驗是連續的，教師可讓幼兒在木工的自由創

作中延續舊經驗，不強制規定做出作品的時間與空間，使幼兒展現更獨一無二的創作；（三）

創客的精神：創客即為動手做的代名詞，於課程動手實踐及操作的過程，培養精益求精且主動

學習的良好品格。二、幼兒在木工課程中提升的美感能力有：（一）啟發創造力：幼兒因在創

作過程中不被侷限，故能藉由探索的新經驗與舊經驗連結，激發幼兒想像創作之設計與美感意

識；（二）展現獨特性:幼兒在進行設計構思時，除了口述出的想法，更能在修改及創作的過程

中，將獨特的構思具體表現出來；（三）自信：幼兒在木工創作過程中，除了耐心的增加、培

養出喜愛動手做的精神，更得到自己完成作品的成就感。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提出於幼兒園進行美感經驗入幼兒木工課程之課程實施方法及幼兒

可提升之能力，為未來想於幼兒園進行木工課程之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清楚的活動設計原則與方

法，而研究者認為未來可再針對跨領域或 STEAM 課程融入的木工課程進行深入的探究，以進

一步了解此課程是否能有助於提升幼兒園幼兒學習統整性課程之多元發展。 

關鍵字：幼兒園、幼兒、木工課程、美感領域、質性研究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335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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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FC Learning Method and Early Childhoo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ing-Kai Ting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and Family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and action research explores how a preschool teacher 

uses the DFC learning method to connect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plan a practical 

curriculum on this topic.  

Metho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four steps, first, children found that their community 

has many Hakka cultures,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new resident cultures. Second, the children feel the 

local cultures of their community, and share with other children,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cultures and their own culture? Or are there some differences? third, the preschool teacher 

discussed with the children together, and came up with many idea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culture; then 

asked the children to vote, and the proposal with the highest votes; finally: planned these culture 

exploration courses, by reading picture books and research the community. After a semester of practice, 

the children went to the community park to share with other people,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and put forward an optimized plan for implementation in the next semester.  

Results: Some of the children felt this curriculum taught them about cultures knowledge, value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mprove human life diversification. 

Conclusions: Combin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ory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 author expects to 

provide preschool teachers with more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n try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of teacher-child-commun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hree. 

 

Keywords: DFC Learning Metho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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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從生態系統觀探究幼兒家務參與 

 
李青芬 1 唐先梅 2＊ 汪佳玲 3 莊榕逸 4 黃亭瑄 5 

1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2＊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教授；3 台北市私立麻雀素

食幼兒園教保員；4 台北市私立凱思幼兒園負責人；5 基隆市安樂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摘要 

一、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是從生態系統中的微系統與中間系統出發，探討幼兒家務的參與與個人、家庭、

幼兒園，以及親師合作之關係。過去國內外對於兒童家務參與的討論，相對於成人家務分工的

研究是顯著較為少見，而有限的兒童家務參與分析中，對象又多限於小學中高年級以上。其原

因除了因為幼兒家務參與的能力有所限制外，直接詢問幼兒家務參與的情形也有其困難度。然

而幼兒期為個體成長的關鍵時期，少數的研究發現，兒童早期家務參與除有助其生理、心理、

社會等層面的發展，亦是關乎其未來生活的適應。這些都引發本研究的動機。 

從成人出發探討家務分工的三個主要理論性別角色理論、資源理論、與時間可利用論皆不

適合說明幼兒家務參與的狀況，本研究將從 Bronfenbrenner (1979)所提之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出發，並針對影響幼兒較大的微系統與中間系統來分析影響其家務

參與的狀況，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出生即受環境中各個系統所影響。對幼兒來說最為直接與

密切影響的微系統可說是家庭與幼兒園。其次，幼兒園與家庭的互動關係則是影響幼兒發展的

重要中間系統。雖然社會學習論的概念也會在幼兒學習家務的過程中存在，但本研究將從生態

系統理論之微系統及居間系統來建構本研究的模型，以了解不同系統與幼兒家務參與之關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量化研究，在參考 Dunn (2004)等研究後，以自編「北北基地區幼兒家務參與調

查」問卷作為資料搜集的工具，內容包含：『家長』個人資料、『幼兒』個人資料、幼兒自我照

顧家務的參與、幼兒家庭照顧家務的參與及親師合作狀況等五個面向，來進行研究假設的檢驗。

選取對象以目前住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且家中子女正在就讀公私立幼兒園的家長為分

析樣本( N=775)。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主要結果發現如下： 

1.幼兒個人特質中的幼兒年齡、幼兒性別、幼兒健康狀況、幼兒的家中排行、幼兒對家務的喜

好等變項，可有效的解釋幼兒家務參與能力。 

2.微系統中家庭背景變項的家長年齡、家長對於幼兒家務參與的態度等變項，能有效的解釋幼

兒家務參與能力。 

3.中間系統變項之親師合作狀況可有效的預測幼兒家務參與能力。 

四、結論 

研究發現幼兒家務參與的能力與微系統及中間系統都有相關，因此為增加幼兒家務參與的

能力，以對其未來帶來正向的影響，透過親職教育與教保員在職培訓來提升父母與幼兒園教保

人員的認知與行動力，進而在家庭與幼兒園的場域，以及親師合作的互動面，共同打造幼兒家

務參與的環境是重要的。 

 

關鍵字：生態系統理論、微系統、中間系統、幼兒家務參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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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臺灣幼兒生命教育學位論文研究議題與啟示(2002-2021) 

   

施宜煌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摘要 

幼兒生命教育是教育的一環，旨在陶養幼兒尊重、關懷與珍愛生命的態度，並且幼兒生

命教育的實踐有其重要性。然課程與教學是生命教育實施的重要內涵，因此本文意圖分析

2002 年至 2021 年臺灣幼兒生命教育學位論文研究的議題，進而從研究的議題探思對臺灣幼

兒生命教育實踐的啟示，而這些啟示分別從課程與教學進行說明。在幼兒生命教育課程的啟

示：一、發展「關懷」為核心的課程；二、發展「愛」為核心的課程；三、發展「同情心」

為核心的課程；四、發展「生活」為核心的課程；五、發展「身教」為核心的課程；六、發

展「生命」為本質的課程。在幼兒生命教育教學的啟示：一、運用繪本的教學方法；二、體

驗的教學方法；三、教學媒體的教學方法；四、概念構圖的教學方法；五、運用故事的教學

方法；六、親師合作的教學方法。在愈來愈強調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之際，企盼藉由本文的探

討，可精緻化臺灣幼兒生命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品質，讓幼兒在未來漫長人生旅途，遇見生命

那道光，向光邁進，步向幸福的未來。 

 

關鍵詞：幼兒、幼兒生命教育、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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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教保服務人員對在地文化課程的教學態度與實踐- 

以偏鄉部落幼兒園為焦點 

 

古慧婷 1*，陳慧華 2 

1花蓮縣萬榮鄉立幼兒園教保員/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生 

 2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對在地文化課程的教學態度與實踐：以偏鄉部落幼兒園為焦

點，本研究具體目的有二：（1）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對在地文化課程的教學態度；（2）了解教

保服務人員對在地文化課程的教學實踐。旨在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園透過自編教材融入課

程設計。建構在地文化主題教學之歷程，探討幼兒參與、認識社區的特色與文化、學習表現及

家長回饋之情形，探究被研究者在教學態度與實踐所面對的教學困境並提出因應的解決策略行

動，採質性研究以蒐集資料、整理及歸納並加以分析該園以在地文化課程回應教保服人員在職

場上的教學取向，此做為本研究最主要的論述核心。本研究結果發現：（1）設計及規劃在地

文化課程的主題需充足認識在地文化特色，善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增進對教學實踐的本位。

（2）實施在地文化課程融入日常課程中能提升幼兒對在地文化共識，增強幼兒自我認同及對

部落文化的熟知與關懷。（3）提升在地文化課程之教師專業知能與教學態度的成長，察覺及

自我省思能力。（4）引入社區多元資源實施在地文化課程推動家長對老師教學的信任與鼓勵。 

 

關鍵字：在地文化課程、教保服務人員、教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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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代間教育之初探－以一私立幼兒園為例 

 
張孟智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生 

曹亞倫＊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高齡者富含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經驗，善用高齡人口的資源，對社會定有益（王百合、楊國

德，2010）。由於現今多數為小家庭或核心家庭（行政院主計處，2020），幼兒與高齡世代的

相處機會減少，對於如何表達自己的關心和接受高齡者的關愛是陌生的。聯合國自 1999 年起

提倡發展「非血緣的代間融合關係」，盼透過不同世代間的相互交流，傳遞知識與價值觀，讓

彼此相互結合互動，以緩解世代間的緊張（Clough，1992）。許多國家已著手研究代間教育影

響，反觀國內，雖有相關研究的進行，但多以青少年及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對於幼兒與高齡

世代的探究，相對欠缺。基於前述，本研究目的有三：（一）瞭解幼兒園與托老機構共同辦理

代間教育之情形；（二）瞭解代間課程中，幼兒與高齡者的互動歷程；以及（三）探討代間教

育對幼兒的意義。 

  本研究為質性之個案研究，以臺中市某私立幼兒園與日間托老中心合作，並以 15 位大班

幼兒與日間托老中心 10 位高齡者為對象，進行每週一次，每次約兩小時代間課程，共六週。

課程由研究者與日托中心進行代間課程之講師一同進行。研究資料搜集包含幼兒的學習檔案、

教師的教學紀錄，與訪談資料。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與高齡者的相處經驗提高幼兒與高齡者接觸意願 

  團討過程與檢視幼兒學習檔案中發現，與祖父母同住之幼兒較能夠想像與爺爺奶奶們一起

上課的情形，同時表現出高度的參與動機。然而，透過團討活動，並未與祖父母同住的幼兒也

能因同儕的影響漸漸提升互動意願。 

二、代間教育課程掌握友善共學的原則，促進代間接觸與互動 

  課程以單向方式進行時，幼兒與高齡者的互動僅限於遵循教師給予的指令，休息時間仍傾

向與同儕互動，代間平行行為較高。然而，當課程以合作的模式進行時，則刺激兩代間的自然

互動，讓兩世代建立共同學習目標，增進彼此合作的機會。 

三、代間教育提供幼兒與自己祖父母互動的方法和機會 

  透過與家長對話中了解，參與代間教育後，提供了幼兒與高齡者互動方法，幼兒樂於將學

校所學帶至生活中運用，這也是幼兒學習中最樂見的圖像。 

代間教育對幼兒來說是有正面影響的學習方式，提供代間的認識，並能互助，著實消除世

代間的緊張與陌生感。而代間教育課程設計應掌握提供兩代間互相合作的機會之原則教學時也

應適時引導，建立共同學習目標，增進彼此合作的機會。 

 

關鍵字：幼兒、高齡者、代間教育、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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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 P3 

P3-1 

語文區環境改造對於提升幼兒參與度之行動研究 

 

林昱彣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摘要 

    「語文」是藉由人和各類性質文本作為媒介，傳達想法、感受與創意，同時提升幼兒內

在的學習動機，以及同儕間合作的系統，因而本研究旨在探討語文區環境改造後，對提升幼

兒參與度之影響，其研究目的為：一、提升班級幼兒對語文區之參與度；二、增進教師對語

文領域之專業成長知能。 

    於 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5 月為期四個月，以具脈絡性和系統性的行動研究法探討東部某

公立國小附幼一班，研究對象為 17 位 3～6 歲幼兒及 3 位班級教師。行動歷程前、後透過幼

兒園課程與教學評估表初步檢測，行動過程分別以觀察紀錄表和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作為研究

工具，蒐集並記錄幼兒於語文區改造前、中、後的學習情形與想法，以及訪談班級教師在改

造語文區歷程中所遇問題，並以滾動式進行調整與解決問題，再將資料內容整理、編碼，加

以分析。 

    規劃行動研究歷程需要細心灌溉，每項環節都是行動參與者從獲取的養分中，努力吸收

且成長茁壯，因此，研究結果顯示： 

一、增添木紋地墊以柔和語文區的氛圍，並移動櫃子方向和其他學習區做區隔，結果顯示可

以提升幼兒願意主動坐下且安靜閱讀的動機。 

二、依照幼兒的興趣加入棒偶創作，結果顯示幼兒可以按步驟圖及半協助下自行完成，並展

現說話及表演的能力，同時也延長在學習區的操作時間。 

三、行動歷程後半段因應疫情停課無法持續觀察，與班級教師討論後，將幼兒的學習能力指

標納入考量因素，並配合課程活動加入適切的教具，如聽寫區，於新學期實施、觀察紀

錄並持續修正。 

四、針對班級教師的語文領域，訪談後發現可以從研習、書籍等多元資源中習得，故研究結

果呈現教師主動搜尋語文領域相關能力的動機亦明顯提升，使其於設立學習區環境和教

具的專業知能不斷增進。 

歸納之，本研究在語文區加入軟性的家俱素材佈置並調整位置後，幼兒能 

明顯感受柔和的氣氛，使其於語文區學習情況具正向成長；而教師在多元資源協助下，規劃佈

置與教具擺放的專業知能也以正向趨勢呈現。因應疫情停課，故後續情況以預期成效方式做歸

納與統整，故本研究建議為： 

一、提升幼兒語文區的關鍵能力：說演能力、社會互動能力及寫作認知能力。 

二、搭配主題課程及幼兒的能力目標調整教具與環境。 

三、將此循環歷程套用在其他學習區，檢視行動前、後差異，使幼兒獲得全面性 

    的學習成效。  

 

關鍵字：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評估表、語文區、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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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重複閱讀教學提升三歲語言弱勢幼兒詞彙及故事理解能力之探究 

 

周薏馨 1 張鑑如 2* 

1 臺北市大直國民小學、1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人類擁有語言能力，得以表達內在想法並與他人溝通。早期語言發展的快慢或優劣，都會

影響個體在各方面的學習，幼兒學前階段之語言發展絕不可輕忽。詞彙是溝通、學習的基礎，

更是理解和表達能力的指標；詞彙愈是豐富，語言表達愈是完整。在幼兒園新課綱語文領域內

涵中，也強調了語言理解和語料表達的重要性。過去文獻指出發展遲緩幼兒在三歲後以「語言」

和「認知」問題為主。若幼兒詞彙量不足，會導致詞彙提取困難，表達時語句完整度不佳、語

意理解困難等，進而造成在認知、學習上出現障礙。當幼兒在語言理解及表達上出現困難，便

難以與他人建立關係，也容易因對他人理解不足或是表達不佳而產生負面的行為問題。研究者

在教學現場發現重複閱讀圖畫書可以滿足孩子喜歡重複聽同一個故事的需求，而且可以在相同

的故事中，透過多次的閱讀後幫助孩子獲得新經驗，也助於孩子學習詞彙及理解故事，提升孩

子的語文能力。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嘗試將重複閱讀應用在語言弱勢幼兒教學，探究是否可以透過重複閱

讀提升語言弱勢幼兒其詞彙及故事理解的能力。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透過標準化測驗

「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篩選三名三歲語言弱勢幼兒為研究對象，進行重複閱讀教學。

教學時共分為基線期（A）、處理期（B）及維持期（M）三個階段，在維持期（M）結束後 2 

週，並進行保留期（R）之維持效果的評量。在處理期(B)進行重複閱讀教學介入 6 次，使用「鼠

小弟捉迷藏」圖畫書為工具，並運用詞彙圖卡、故事圖卡、故事棒偶等教具，以使重複閱讀教

學更具趣味性。研究過程中，蒐集三位受試者在基線期（A）、處理期（B）、維持期（M）、保

留期（R）四個階段，在自編詞彙定義測驗和自編故事理解測驗得分情況，以折線圖的方式呈

現每一個階段的變化。以視覺分析法（visual analysis）將所得資料整理成分析摘要表，進行階

段內與階段間分析，並輔以 C 統計、效果量說明，解釋受試者在不同階段詞彙能力及故事理解

能力的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重複閱讀教學對提升三歲語言弱勢幼兒詞彙能力及故事理解能力皆具有立

即成效，且成效顯著。對於故事理解能力也具有顯著的維持成效，但對於詞彙能力之維持成效，

會因幼兒個別發展及學習情形而有差異。重複閱讀實施簡便不費時，如能善用不同教學元素融

入在重複閱讀活動中，將有助於語言弱勢幼兒的語文學習，本研究結果可做為幼兒園教師教學

之參考。 

 

關鍵詞：語言弱勢幼兒、重複閱讀、單一受試法、故事理解、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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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 

平衡取向環境文字教學對大班幼兒文字覺識及識字能力之行動研究 

 

劉冠宜 1  張鑑如 2* 
1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閱讀為通往世界的大門，而識字為開啟閱讀藍海的鑰匙。長久以來，閱讀能力是國際上重

要的學生能力推動項目，國內教育部所頒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其「語文」領域

之目標提及課程應從幼兒社會溝通系統之角度出發，讓幼兒在生活中有許多體驗和探索語文的

機會，從日常互動情境的參與過程裡探索圖像文字意義。國內學齡前幼兒識字之教學研究有增

加之趨勢，然而學齡前的教學彈性大，幼兒園的課程取向及媒材也各有不同。研究者試圖以平

衡取向之角度，在全語言觀點的真實生活情境中兼採技能教學，以期提高幼兒的文字覺識及識

字發展。 

    本研究目的有三：其一為探究以平衡取向進行環境文字識字教學之歷程；其二為探究接受

平衡取向環境文字教學之大班幼兒，其文字覺識與識字能力之發展歷程；其三為探討以平衡取

向進行環境文字教學後，大班幼兒的識字能力變化。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新北市

一所全美語共學教室中的 7 位大班幼兒。研究者透過主題情境活動，融合幼兒生活中常見的環

境文字，協助幼兒了解文字符號之功能，同時在去脈絡化的文字討論中建構幼兒的組字概念。

教學過程中伴隨協同教師的觀察，於課後共同討論與省思，以幼兒的角度逐步滾動修正教學方

式，以達教學上的平衡光譜。 

本研究以質性資料進行分析，輔以量化資料，得出以下結論： 

(一)環境文字能提升幼兒對於文字覺識的探索興趣，並實際感受文字符號在生活中真實的功能

性。 

(二)平衡取向教學能促進學前大班幼兒的文字探索動機、文字符號辨識、以及文字組字概念。

在情境框架中的語言經驗，結合跳脫情境框架的文字技能教學，兩方相互交織所產生的文

字支持，大大促進幼兒的文字概念。 

(三)文字部件解碼能促進幼兒對文字的認識與記憶。幼兒透過認識組字部件，賦予文字符號表

徵意義，部件字形及組字位置可形成識字提醒。透過部件拼湊，將文字圖像化，使幼兒在

組字經驗中認識文字、記得文字。 

本研究之限制有三，一為研究對象係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新莊區一所全美語共學教室 

之幼兒，無法推論至其他園所之幼兒；二是教學研究的時程受疫情干擾而縮減；三為教學資源

係以環境文字切入，有地域之限制。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代表性樣本，增加研究結果的推論價

值，並從多元的角度檢視環境文字，探究幼兒在不同語言間的學習歷程。 

 

關鍵字：幼兒、文字覺識、平衡式教學取向、環境文字、識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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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對話式閱讀介入對提升自閉症幼兒詞彙理解之成效 

 

李禕禕 1 賴文鳳 2*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學生、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摘要 

  為探討對話式閱讀介入對自閉症幼兒詞彙理解之成效，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一）對話

式閱讀介入對提升自閉症幼兒的詞彙理解是否具有立即效果？（二）對話式閱讀介入對提升自

閉症幼兒的詞彙理解是否具有保留效果？（三）對話式閱讀介入與自閉症幼兒的詞彙理解之功

能關係為何？ 

  研究對象為三位就讀新北市公幼之 5 至 6 歲自閉症幼兒，於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之表現

介於 PR6 至 PR16。為分析受試幼兒在研究中的詞彙理解變化情形，本研究採單一受試法，並

以跨受試多探試設計，減少幼兒在基線期因過長的等待或過多的評量而產生不良影響。 

  研究處理期三至四週，每週進行四次一對一共讀。考量受試幼兒語言發展遲緩情形，本研

究參考 Whitehurst 等人（1994）所提出的對話式閱讀策略，選擇適合 2-3 歲幼兒的策略：提問、

追問、複述、示範、鼓勵、跟隨興趣和、創造樂趣。請兩位特幼教師根據選書原則評分，刪除

幼兒讀過的繪本後，為使共讀具連貫性，再從評分較高的繪本中選出同作者的 4 本書籍。 

  本研究以自編的詞彙理解測驗收集資料，以比較受試幼兒於基線期和處理期的詞彙理解變

化，及保留期之維持成效。自編詞彙理解測驗之 25 個目標詞彙均出自共讀繪本，包含 7 個名

詞、9 個動詞、8 個形容詞、1 個副詞。測驗的方式為每題呈現四張真實的彩色圖片，其中一張

符合目標詞彙，請幼兒指出聽到的目標詞彙，並計算答對題數占總題數的百分比。 

  研究結果發現，三位受試幼兒在基線期的詞彙理解表現均為未進步，在進入處理期後詞彙

理解表現呈進步趨勢，且在保留期呈維持趨勢。根據不重疊率來判斷介入效果，顯示對話式閱

讀介入能對受試幼兒的詞彙理解產生中等到極高的立即效果，亦在保留期具有中等到極高的維

持效果，且對話式閱讀介入與自閉症幼兒的詞彙理解具有功能關係。本研究亦有其它相關發現：

（一）三位幼兒都能將 85%以上已理解的目標詞彙說出來（二）共讀時專注力和投入程度最高

的幼兒，詞彙理解的進步幅度最大。（三）根據家長和教師回饋，幼兒對共讀不同繪本的接受

度提高、在家的共讀時間明顯變長。 

  本論文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詞彙表達納入分析，並增加一般發展幼兒為對照組。可以對話

式閱讀策略與自閉症幼兒共讀，使其從被動的聽故事者，練習成為主動的表達者。 

 

關鍵詞：對話式閱讀、詞彙理解、自閉症幼兒、繪本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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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 

以調整語速策略改善學齡兒童的口吃及眨眼 

 

蔡宗顯   

                           屏東基督教醫院復健科語言治療  

 

摘要 

背景與目的: 

     口吃為說話不流暢的一種，它分為主要特徵和次要特徵，主要特徵就是說話會重複、延

長、卡住、插入等的異常行為，而次要特徵就是口吃者因說話不流暢而伴隨的身體動作，例

如:眨眼、皺眉、擺頭等因人而異的行為。所以本研究嘗試利用調整語速策略來改善學齡兒童

的口吃特徵及眨眼情形。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對象為男生、6 歲 9 個月學齡口吃兒童，治療前以「修訂中文口

吃嚴重度評估工具兒童版（SSI-3）」、自編「口吃五點量表」及「眨眼五點量表」進行評量，

發現個案有說話流暢度不佳的情形，出現的特徵有重複、插入及停頓。由「口吃五點量表」

及「眨眼五點量表」評量其口吃及眨眼嚴重度時，發現口吃及眨眼的嚴重度分別為 4 分和 3

分。研究者於治療期間利用手指來打拍子，調整說話速度以降低說話產生的不流暢情形。每

週一次，每次 30 分鐘，共 11 次總共 5.5 小時的治療。治療教材以連環圖的圖卡為主，一開

始只說詞彙，例如:圖卡內的人物名稱小豬，待流暢度穩定後就增加字數長度，例如:小豬在這

裡。策略為:每說一個字，個案的食指就要點一下桌面，食指點的速度要能和口裡說話的速度

達成一致，也就是要食指點一下口裡就要說一個字，以此來降低說話速度，再逐漸將此方式

應用於治療師和其他人的對話上，藉此來提升說話的流暢度。 

研究結果：  

    個案經由調整語速策略介入後，個案的口語不流暢及眨眼情形有明顯的改善。以「修訂

中文口吃嚴重度評估工具兒童版（SSI-3）」結果顯示在對話的口吃事件上，由 9.02%口吃音

節百分比(%SS)降為 3.93%SS ，在看圖說話的口吃事件由 14.03% SS 降到 1.37% SS，語速從

原先每分鐘 235.2 個字下降為每分鐘 105.26 個字，口吃嚴重度的百分等級由 69 降為 40。整

體的嚴重度從中度降為輕度。家長以「口吃五點量表」評量兒童的口吃嚴重度時，嚴重度由

4 分減輕為 2 分，而「眨眼五點量表」的嚴重度則從 3 分改善為 1 分。研究結果顯示及調整

語速策略可以改善學齡兒童的口吃說話流暢度及眨眼情形。  

結論：  

    臨床專業人員可藉由調整語速來治療學齡口吃兒童之說話不流暢及眨眼的問題，使其說

話流暢度及眨眼情形得以改善。 

 

關鍵字：調整語速、口吃、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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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 

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能力之關聯研究-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之應用 

鄭錦玲 涂妙如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了解臺灣 48 月齡與 60 月齡幼兒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能力的情形，

探討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能力於同時點與跨時點的相關情形，並探討幼兒家庭語文環境對

幼兒語言能力的預測情形。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36 月齡組第二波

48 月齡與第三波 60 月齡的資料進行分析，篩選填答者為幼兒親生母親且為本國國籍之對象作

為研究樣本，排除遺漏值後，樣本數共計 1,173 位。以 SPSS 25 for Windows 進行資料處理與

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臺灣 48 與 60 月齡幼兒之語言能力呈現中上程度，落在「能夠完成」與

「非常熟練」之間；48 及 60 月齡幼兒家庭語文環境所提供的學習刺激及口語互動落在「經常」

與「很經常」之間；語文材料之帶子女去書店／圖書館之頻率較少，在「有時」與「經常」之

間；家中童書量以擁有 0-30 本為最多，48 與 60 月齡家庭分別占 42.2% 與 37.3%。親子共讀

方面，48 與 60 月齡家庭每週親子共讀次數以 1-3 次最多，分別占 40.8% 與 47.5%；尚未開始

進行親子共讀之 48 與 60 月齡家庭分別占 7.8%與 6.5%。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能力達顯著

正相關，同時點分析之 48 齡月齡幼兒家庭語文環境之四個構面（親子共讀、學習刺激、口語

互動、語文材料）與 48 月齡幼兒整體語言能力及其三個子構面（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讀寫

萌發）呈低至中度正相關；60 月齡幼兒家庭語文環境四個構面與 60 月齡幼兒整體語言能力及

其三個子構面同樣呈低至中度正相關；跨時點分析之 48 月齡幼兒家庭語文環境四個構面與 60

月齡幼兒整體語言能力亦呈低至中度正相關，與幼兒語言能力之三個子構面則呈現部分低至中

度正相關。 

家庭語文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具部分預測力，同時點之 48 月齡家庭語文環境中的學習刺

激、口語互動與家中童書量對 48 月齡幼兒整體語言能力具顯著預測力；60 月齡家庭語文環境

之學習刺激、口語互動與家中童書量亦能顯著預測 60 月齡幼兒整體語言能力。跨時點之 48 月

齡幼兒家庭語文環境之學習刺激、口語互動與家中童書量亦對 60 月齡幼兒整體語言能力具顯

著預測力。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家庭語文環境、幼兒語言能力、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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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 

七○、八○年代台灣文學女作家書寫兒童文學作品兒童觀 

黃愛真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戰後台灣兒童文學的發展，成人文學女作家佔關鍵位置。一九六四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經

援，六六年出版第一期中華兒童叢書，編輯林海音、潘人木以現代裝禎與創作方式，奠定台灣

兒童文學創作與編輯的現代化。七○、八○年代，二戰後來台及鄉土代表性女作家作品，如何依

當時國家社會，以及自身文學創作背景，囊括五○年代的家國族群文學、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文

學、七○年代的鄉土文學、八○年代解嚴前的資本主義經濟等文學創作?呈現兒童觀為何?筆者以

此時期「成名作家應為兒童創作」概念編輯下的兩套代表性合輯，如苦苓選文的「學生之愛」

系列、洪建全文教基金會邀約一百二十位作家創作套書「兒童文學之旅」等，以文化研究，探

看成人女作家作品呈現的兒童觀，及閱讀教育的應用。 

  中學教師苦苓，為反映八○年代各級學校問題，選編六八年到八二年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文學

作品，編輯《學生之愛》系列(皆晨星出版)。作品反應六八年國民教育由六年延長至九年後，

中小學校園狀態。苦苓認為「向來還沒有這類題材的文學選輯」，出版後「反應極為熱烈」。筆

者列為代表性作品。 

  小學篇，羅佳莉的〈獎狀〉，描述資本主義下，父母對孩子的升學期待，以致孩子樣貌模糊

而挫敗;李藍的〈誰敢惹那個傢伙〉，描述班級孩子權力配置系統建構與解構，同時兒童生態隱

約暗示成人間省籍族群權力與腐敗。中學篇，李昂的〈花季〉呈現青春期少女情慾幻想，猶如

超現實主義風景畫作的荒原景象，為現代主義作品;陳幸蕙〈青果〉中情竇初開少女，對愛慕教

師製造一層層偶像儀式，而終於幻滅，「初戀是生命中的青果」來形塑中學少女。 

  集結百位作家創作的《兒童文學之旅》系列(洪建全教育基金會出版)，女作家張曉風新詩〈小

河也有媽媽〉描述媽媽與孩子關係的溫暖，作品風格類似作家成就高峰的七○、八○年代散文。

季季〈木瓜樹〉以台灣常見強韌生命力的木瓜樹，隱喻台灣平凡家庭的強韌生命力，為典型鄉

土作品。女作家作品多元，然而並不是都能寫出好的兒童文學作品：有的作品鋪陳甚長，再嘎

然而止，有的作品鳥言獸語等等，似乎無法掌握兒童閱讀專注時間或者小學兒童閱讀理解能力

而低估。作品反應女作家想像中的「兒童」形貌。 

  成人文學女作家創作兒童文學作品風格多元，也不乏精彩作品，同時兒童觀映照社會文化樣

貌。但也可以見到兒童為異於成人的待理解對象，並非成名女作家皆能掌握的書寫對象。 

  教學領域中，多義閱讀文本選擇與兒童語言適切性的掌握，成為作家作品選擇的優勢與篩選

條件之一。 

 

關鍵詞：兒童文學、女作家、兒童觀、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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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 P4 

P4-1 

學齡前幼兒對於戶外遊戲場的看法與期待 

劉冠辰 1*  謝明芳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要 

 過去研究顯示幼兒園戶外遊戲場規劃若能參考幼兒之意見，更能符合幼兒活動上的需求。

因此，本研究擬探究以下三個問題：（1）幼兒喜歡戶外遊戲場的原因為何?（2）戶外遊戲場引

發幼兒那些遊戲的行為?（3）幼兒所期待的戶外遊戲場須具備哪些因素?本研究採質性取向，

研究參與者共 11 位，3~4 歲幼兒五位(3 女，2 男)、4~5 歲幼兒一位(1 男)、5~6 歲幼兒五位(3

男 2 女)。本研究主要採用訪談方法收集資料，並輔以幼兒拍照與畫圖引導幼兒表達對遊戲場

的想法。研究結果發現：（一） 

幼兒選擇喜愛戶外遊戲空間的要素包含：（1）幼兒個人感受：幼兒對於旋轉及速度感表達了高

度的喜愛，因此希望在規劃遊戲場時，可以加入一些搖晃、有彎度、斜度或高度的設計；（2）

同儕陪伴經驗：幼兒會依據同儕喜好來選擇遊具，因此可設計多人共同遊戲的遊具；（3）提供

多元物件：幼兒對不同遊戲場皆喜愛遊具外的工具物件，如：鏟子、篩網、葉子、樹枝、果實，

可以增加趣味性；（4）遊戲場設置高低差及複雜的路徑是影響幼兒選擇的重要因素：如有網子、

需要平衡的木頭吊橋、需要攀爬的路線等，讓人能有刺激、冒險的挑戰。(二)戶外遊戲空間影

響幼兒遊戲行為的因素包括：（1）功能遊戲是幼兒在遊戲場最喜愛的遊戲方式，因為幼兒喜愛

在戶外遊戲場跑跳及操弄工具，因此在設計上須滿足幼兒的感官刺激；（2）遊戲場的形式會誘

發幼兒不同層次的遊戲行為，如在遊具為主的遊戲場幼兒會出現較多的功能遊戲；（三）幼兒

期待的戶外遊戲場須具備以下條件：（1）遊具的外觀需有吸引人的造型且有鮮明的外型；（2）

兼具安全性的設計：雖然中大班幼兒喜好冒險性遊具，但他們亦會在意年幼幼兒使用遊具的安

全性；（3）遊具需要有多功能性，每項遊具皆需有不同功能及玩法。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實務與

研究上之建議。 

 

關鍵詞：戶外遊戲場、幼兒聲音、遊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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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 

甜甜的睡著了!─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型檢驗跨時甜食對嬰幼兒跨時睡眠品質改變

量之影響 
 

宋明君 1* 
1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甜食對嬰幼兒跨時睡眠品質改變量之影響，使用張鑑如教授主持之科技

部多年期計畫─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所建立之資料庫中三月齡組的第一波到

第四波的家長問卷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並使用線性成長模型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進行研究假設的檢驗。在無條件式模型 (unconditional model)設定上，我們使用的

資料為健康問卷中第五大項孩子的睡眠狀況的第二小題─「這孩子最近容易半夜哭鬧，而且

需要較長時間(約半小時以上)安撫嗎?」(以下簡稱不良睡眠品質)此題項在三月齡、六月齡、

十二月齡、十八月齡之的數據，並估計其截距─初始狀態，及斜率─線性改變率(以下簡稱

改變率)的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在固定效果方面，初始狀態為 1.57 (t=160.44, p<.001)，改變

率為-0.22 (t=-17.49, p<.001)。初始狀態與改變率間的共變數為-0.13 (t=-8.92, p<.001)。在隨機

效果方面，初始狀態的變異為 0.22 (t=17.95, p<.001)，改變率的變異為 0.21 (t=9.48, p<.001)，

四波不同月齡狀態的殘差變異介於 0.25 與 0.52 之間，考驗機率值皆於小於 0.001。 

在有條件式模型(conditional model)方面乃加入健康問卷中第四大項孩子的飲食狀況的

第二小題─「這孩子吃甜食 （如糖果、甜的飲料）頻率？」(以下簡稱甜食)作為解釋變項，

量尺上只採用每週的頻率等級。第一個有條件式模型乃在無條件式模型中加入十二月齡的甜

食做為解釋變項，用以預測截距及斜率，另截距與斜率的殘差變異間設有自由估計之共變數

參數。第二個有條件式模型則是將模型一的解釋變項改為十八月齡的甜食。第三個有條件式

模型乃同時放入十二月齡與十八月齡的甜食做為解釋變項，且二者間設有自由估計之共變數

參數。迭代演算之結果，在固定效果方面，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初始狀態分別為 1.61、

1.58 和 1.61，估計值考驗皆達到顯著；改變率分別為-.23、-.22 和-.25，估計值考驗亦皆達到

顯著。十二月齡甜食於模型一和模型三的對初始狀態的影響分別為-0.038 和-0.022，對改變

率的影響分別為 0.011 和-0.005，僅有模型一中甜食對初始狀態的估計值達顯著。十八月齡

甜食於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對初始狀態的影響分別為-0.011 和-0.010，對改變率的影響分別為

0.006 和 0.024，皆未達顯著。三個模型的初始狀態與改變率的殘差變異之共變數皆為-0.13，

皆達非常顯著；十二月齡甜食與十八月齡甜食間的共變數為 2.62，達非常顯著。 

綜合上述結果，不良睡眠品質平均狀態約 1.57，介於「不會」到「很少」之間，且每年

約減少 0.22 個等級；初始值與改變率的差異在正負 0.11 之間，且愈高的初始狀態減少的更

多。甜食對於不良睡眠品質的影響，只有模型一的十二月齡甜食對初始狀態達顯著，其餘模

型的甜食對初始狀態及改變率皆無影響。 

 

關鍵字：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睡眠品質、甜食、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無條件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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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 

幼兒奮力控制與語文理解的關聯 

 

莊淑華 1  鍾志從 2* 

1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在幼兒發展中個別差異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所關注的問題。氣質是指幼兒對外在刺激給予反

應的表現方式，它是造成個別差異的因素之一，也是人格發展的基礎（刘文和彭菲菲，2008）。

王珮玲（2014）回顧 1980 年至 2011 發表的嬰幼兒氣質文獻後發現，1997 年之後每隔 5 年有

關嬰幼兒氣質的研究平均約增加 20 篇，而在 2006 年之後，更有大幅度的增長。這表示嬰幼兒

氣質的議題受到了重視，值得更進一步做深入的研究。氣質中奮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是

由 Rothbart 提出，是指自我調節的行為和注意力的能力，個體能主動抑制主要反應或行為，維

持次要反應或行為的能力（Rothbart et al., 2011a; Rothbart & Rueda, 2005）。近年來研究發現，

奮力控制與情緒調節、神經系統、執行功能、延宕滿足、良心與社會能力有關。同樣地，幼兒

語文能力發展也是具有個別差異，其是受到先天影響比較多還是後天影響比較多，至今仍持續

在討論中。過往研究發現語文理解對幼兒社會及情緒能力、認知發展、學習成就等有影響（程

景琳等人，2016）。奮力控制和語文理解兩者皆對於情緒能力、認知發展與學習成就有影響或

相關，增強了本研究假設兩者有相關的可能性。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幼兒的奮力控制與語文理解之間的關聯，以來自臺北市兩所私立幼兒

園、一所準公共幼兒園及新北市兩所準公共幼兒園的 61 位滿三歲，月齡介於 43 至 56 個月（平

均 50 個月）的小班幼兒為研究對象，男生 37 位，女生 24 位。研究工具採用一對一施測的「賽

門說任務遊戲」收集幼兒奮力控制的資料，及「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收集幼兒語文理解

的資料。透過 SPSS23.0 的統計分析，本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 受試幼兒的奮力控制表現佳；賽門說任務遊戲適合三歲幼兒使用，沒有出現天花板效應。 

二、 受試幼兒的語文理解表現極好，與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50個月齡的常模比較，本研究

受試得分比90%的一般幼兒佳。 

三、 受試幼兒的性別不同，在賽門說任務遊戲中的奮力控制表現沒有顯著不同。 

四、 受試幼兒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在賽門說任務遊戲中的奮力控制表現沒有顯著不同。 

五、 受試幼兒的性別不同，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語文理解表現並無顯著不同。 

六、 受試幼兒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語文理解表現有些微差異

(p<.10)，來自高社經家庭的幼兒得分略高於中社經家庭幼兒。 

七、 控制了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之後，階層迴歸分析顯示，受試幼兒奮力控制的表現

能有效的解釋並預測受試幼兒的語文理解能力。也就是說，奮力控制與語文理解之間有

顯著的正向關聯，若受試幼兒奮力控制的能力好，語文理解表現也會好。 

關鍵詞：幼兒、奮力控制、語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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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幼兒的延宕滿足表現與奮力控制能力的關聯 

張凱琳 1 鍾志從 2* 
1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中，用以測量幼兒奮力控制能力的主要實驗有二，一是「延宕滿足實驗」，另一是「賽

門說任務」。Jones 等人(2003)曾以「賽門說任務」與「兒童行為量表」比對幼兒在「賽門說任

務」的表現與 CBQ 問卷中奮力控制的關係。但是，卻沒有研究指出延宕滿足實驗是測驗幼兒

奮力控制能力四個向度中的哪一個向度?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幼兒的延宕滿足實驗表現與奮力

控制能力之關聯，以及不同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幼兒的延宕滿足實驗表現與奮力控制能力之差

異。本研究以一對一的「延宕滿足實驗」與由幼兒主要照顧者填寫的「兒童行為量表-短版」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CBQ-SF)(Putnam ＆ Rothbart, 2006)的奮

力控制分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其中，「延宕滿足實驗」使用的是甜味米果或鹹味米果，由受試

幼兒自選之。奮力控制分量表包含了四個向度：注意力集中(attentional focusing)、知覺敏感度

(perceptual sensitivity)、抑制控制 (inhibitory control)，以及低強度愉悅感 (low intensity 

pleasure)。 

    本研究因受疫情影響，發放 112 份同意書，只得 38.4%同意率。受試幼兒是來自臺北市及

新北市四所非營利幼兒園的 37 位三歲幼兒。此 37 位受試幼兒當中，有 18 位男生(48.6%)，

以及 19 位女生(51.4%)，受試幼兒的平均年齡為 44 個月。受試幼兒有 17 位幼兒來自高社經

地位家庭(48.6%)，13 位幼兒來自中社經地位家庭(35.1%)，以及 7 位幼兒來自低社經地位家

庭(18.9%)。本研究透過 SPSS23.0 的統計分析，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無母數本相依樣本差異

性檢定、無母數本獨立樣本差異性檢定、無母數相關檢定結果，發現如下： 

一、在本研究 37 位受試幼兒當中，約有三成的三歲受試幼兒可以做到兩分鐘的克制，成功完

成延宕滿足實驗。他們外顯的抑制行為多為「把頭轉開不看米果」或者「踢腳」來幫助自己轉

移注意力，以度過延宕滿足實驗的誘惑。 

二、本研究的「延宕滿足實驗」分兩階段，第一階段主試與幼兒同在一室(60 秒)，但 61 秒後

主試離開房間，再收集另一個 60 秒(沒有成人在場) 的受試幼兒延宕滿足表現。結果發現，受

試幼兒在研究者陪同的情境下，較能持守規則。 

三、受試幼兒的奮力控制四個面向中，以注意力集中的得分最低。此結果提醒我們對年幼兒童

培養其專注、練習注意力集中是一件值得關注並且重要的事。 

四、不同性別的受試幼兒在延宕滿足實驗中的表現以及奮力控制能力的得分並無顯著差異。 

五、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受試幼兒在延宕滿足實驗中的表現以及奮力控制能力的得分也無顯著

差異。 

六、受試幼兒的延宕滿足得分與抑制的持續時間，都與奮力控制的四個分向度-注意力集中、

知覺敏感度、抑制控制、低度愉悅感有顯著的相關。此結果顯示出延宕滿足實驗適合操作界定

奮力控制能力。 

 

關鍵詞：幼兒、延宕滿足、奮力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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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運用創造性舞蹈發展幼兒動作能力之行動研究 

 

林姚利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教師以創造性舞蹈帶入幼兒生活經驗，研究者發現班上幼兒自我表

達及身體動作能力需教師多引導。創造性舞蹈(Creative Dance)以重視學生為學習中心，主動探

索舞蹈經驗的過程(張中煖，2007)，進行創造性舞蹈活動時，以身體體驗音樂、聲音、節奏之

聽覺，有時伴隨物品操弄(孔淑美，2009)。創造性舞蹈的動作元素，Mollie Davies 將其分為四

大主要類別：身體(Body)、動力(Dynamics)、空間(Space)、關係(Relationships)，能發展幼兒穩

定性、移動性、操作性等動作能力。劉淑英、邱一柔(2022)認為創造性舞蹈活動課程，以多元

思考的教學步驟，學生能成為同儕示範者。基於上述動機和背景，研究目的為教師運用創造性

舞蹈發展幼兒動作能力，研究問題為：如何運用創造性舞蹈發展幼兒穩定性、移動性、操作性

等動作技能？ 

本研究採教學行動研究法，以相片、錄影紀錄活動、收集幼兒口語和圖像紀錄與教師活動

省思進行教學循環歷程，研究對象為新竹縣某國小附幼果果班四至五歲幼兒共 15 名，教學時

間為期四週，每週二次，每次教學 30 分鐘，共計 8 次。以劉淑英、黃心恬(2018)「創藝肢體動

一動」為教材，符合課程大綱精神與領域目標，動作元素基礎發展創造性舞蹈課程。分別以三

個活動串連教學歷程：「手指變變變」、「小黃點大冒險」、「影子遊戲」。 

最後以上述研究資料進行分析省思及搭班教師諍友的訪談，研究結果發現：（一）使用創

造性舞蹈可發展幼兒穩定性、移動性動作：「手指變變變」開始幼兒只有手指「點」的動作，

教學後提升到「疊」、「交錯」動作（二）「小黃點大冒險」運用小塑膠球和身體接觸，幼兒

會以動作語言，帶著球「往上拋」、「向下」、「往外滾」、「蹲低碰地板」做出自己身體動

作的空間方位移動和延伸（三）「影子遊戲」從視覺、聽覺和穿戴物件舞動肢體，使用操作性

道具，發展操作性動作與光影互動，幼兒透過同儕觀察，從模仿動作發展至同儕創意組合動作。 

最後建議教師發展創造性舞蹈發展幼兒操作性動作時，可混合使用不同素材的道具：泡棉

條、透光和不透光的布類、紙張、呼啦圈、1 公分彈性鬆緊帶等，配合活動空間進行教學，由

幼兒擔任小老師，帶領幼兒進行小組創造性舞蹈活動，透過同儕鷹架觀摩學習，發展幼兒動作

能力。 

關鍵詞：創造性舞蹈、動作能力、創藝肢體動一動、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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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家庭學習環境與幼兒執行功能的關聯研究 

 

陳丹蕾 1 王馨敏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 

Bronfenbrenner 的理論認為幼兒在成長中會受到外在環境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而幼兒家庭

學習環境是幼兒最早接觸到的環境，且對於幼兒發展有重要影響。執行功能是大腦高層次認知

活動，在幼兒期快速發展。但目前較少研究探討二者之間的關聯，本研究將嘗試對二者的關聯

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瞭解幼兒家庭環境與執行功能的關聯，包括受試幼兒家庭

學習環境狀況、受試幼兒執行功能表現，受試幼兒家庭學習環境與執行功能的關聯。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取自臺灣幼兒發展資料庫建置計畫（簡稱 KIT），本資料為 36 月領組第

一波釋出資料，在剔除極端值後共 2120 名受試幼兒，其中男生 1089 人，女生 1031 人。本研

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基本家長問卷之父母基本資料來瞭解受試幼兒的家庭社經地

位；臺灣幼兒發展資料庫家長問卷（36、48、60、72 月齡幼兒）的「家庭問卷」其中的家庭環

境構面，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和「學習刺激」瞭解受試幼兒家庭學習環境。及認知發

展問卷中的「注意力/執行功能」構面瞭解幼幼兒執行功能表現。使用 SPSS 統計軟體中的描述

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階層迴歸對資料進行分析。 

研究發現與結論 

1. 幼兒家庭學習環境在家庭社經地位上存在顯著差異，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家庭有較好的家庭學

習環境。 

2. 幼兒執行功能在家庭社經地位上存在顯著差異。 

3.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受試幼兒比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受試幼兒有較好的執行功能表現。 

3. 家庭學習環境與幼兒執行功能表現存在顯著正相關：家庭學習環境好的幼兒的執行功能表現

也較佳。 

4. 在控制了性別和家庭社經地位探討家庭學習環境對於幼兒執行功能預測作用，解釋力為

21.5%。 

 

關鍵字：幼兒發展、家庭學習環境、執行功能 

  



121 
 

P4-7 

幼兒精細動作發展與生活自理能力方案初探 

 

戴秉珊¹、蔡齡萱² 

¹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²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研究生 

 

摘要 

壹、研究目的 

    Gaul & Issartel (2016)指出精細動作的熟練程度是生活自理能力的重要關鍵，若精細動作能

力不足，幼兒可能出現焦慮和低自尊、自信狀況。Geng at el (2015)提出精細動作與認知發展息

息相關，可能預測幼兒學習表現，精細動作不僅是大腦發展基礎，更需要透過練習來幫助幼兒

有良好發展。Hamilton & Liu (2018) 針對西班牙學齡前幼兒，進行 16 週 800 分鐘精細動作技

能指導計畫，16 週後實驗組幼兒能力確實顯著優於對照組。為瞭解國內幼兒 2 歲進入幼兒園

前的精細動作能力發展狀況，及規劃生活自理能力方案，本研究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分

析結果，來聚焦發展幫助幼兒的生活自理能力方案。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科技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所蒐集之 3 月齡第

三波(T3)12 月、第四波(T4)18 月數據，依據問卷構面選取精細動作中與生活自理能力相關之抓

握和手部操作面項共 14 題，進行幼兒精細動作發展及主要照顧者分析。本研究欲瞭解幼兒精

細動作發展狀況，因此，合併 T3 及 T4 兩波資料，選取兩波資料均填答，且 T4 白天由雙親、

祖父母、保母、機構主要照顧之幼兒，共 2991 人作為對象，進行描述性統計、成對樣本 t 檢

定、變異數同質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幼兒精細動作各組間發展狀況，作為方案規

劃依據。後於高雄市育兒資源中心招募 1-3 歲幼兒 46 位，透過生活自理能力方案四週 320 分

鐘的課程，提供幼兒及其照顧者指導，促其返家後練習該週內容和相關活動，經前後測分析幼

兒精細動作發展確實有顯著進步。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幼兒 T3 至 T4 精細動作發展均有顯著進步，當中使用湯匙吃飯進步最多(M=1.30-2.70)，

叉子吃東西次之(M=1.10-2.31)。T4 精細動作分數低於 3 分(普通熟練)以下者為，使用杯子、湯

匙、叉子、翻薄頁書、脫套頭衣服和解扣子等，前述項目可作為指導方案規劃重點項目協助幼

兒。 

二、機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照顧之幼兒精細動作發展優於其他組，雙親及祖父母照顧者應加

強湯匙、叉子使用指導，於陪伴幼兒閱讀薄頁故事書時，給予翻頁練習；保母照顧者應加強翻

書及解扣子的能力。脫衣物部分則所有照顧者均需給予幼兒練習機會。 

三、生活自理能力方案前行前後測後發現，使用湯匙(M=3.17-3.59)、翻書(M=2.91-3.30)及脫衣

(M=2.07-2.72)等能力均有顯著進步。 

    依據上述結果發現，國內幼兒精細動作以機構照顧發展較好，主要照顧者可針對使用湯匙、

叉子、翻書和脫衣物等能力進行練習與加強，且介入性指導確實能協助幼兒提升精細動作能力。

本研究建議未來相關單位推廣親職教育時，可提供照顧者幼兒精細動作發展知能，並提供生活

自理能力指導。 

 

關鍵字: 精細動作、生活自理能力方案、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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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8 

北京市幼兒教師的幼兒遊戲信念 

 

陳丹蕾 1 簡淑真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幼兒遊戲對於幼兒各方面發展都有重要作用。教師是幼兒遊戲的支持者與陪伴者。教師對

於幼兒遊戲的信念會影響他們如何支持幼兒遊戲、為幼兒提供什麼樣的環境及材料、在遊戲中

誰是遊戲的主導者等。幼兒遊戲的品質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教師的影響。所以我們需要了解教師

對於遊戲的信念，才能夠為以此為基礎，為幼兒創造更好的遊戲條件。此外，大陸和臺灣同為

華人文化，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脈絡但又受到歷史影響而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的意義在於不

僅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其他華人文化下的幼兒教師對於遊戲的想法，也可以幫助我們進行自我檢

視與反思。 

本研究擬從教師理念、教師如何為幼兒提供遊戲環境和時間為出發點，設計訪談題目，瞭

解教師對於幼兒遊戲的信念。從而幫助教師釐清自己的教育信念，以便為幼兒提供更優質的教

育。研究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進行，對兩所幼兒園的四位教師進行訪問，他（她）們均任教於

北京市公立一級一類幼兒園，且為一線帶班教師，其中包括三位女教師和一位男教師。 

經過對訪談材料的分析，本研究總結了四位教師對於遊戲共同的信念包括： 

一、遊戲是幼兒自發自願進行的，有助於幼兒身心發展的，也有助於幼兒社會性發展的活動。 

二、遊戲可以促進幼兒幼兒情緒、身體動作、心理健康、社會互動、認知能力、語言能力的發

展。 

三、大部分教師為幼兒提供遊戲的時間多為表定的時間（學習區活動、戶外活動和轉銜活動），

但也有教師認為幼兒的一天都是在遊戲中。 

四、教師為幼兒提供適宜的遊戲空間和材料，也為幼兒提供語言上的支持。 

五、教師認為幼兒遊戲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教師主導的、另一種是幼兒主導的。 

此研究結果發現四位幼兒教師對於遊戲的信念與臺灣關於幼兒教師遊戲信念的研究結果

大致一致，在未來的研究中除了採用訪談法外，也可以使用觀察的方法，從而獲得更加直觀的

資料，或者將臺灣幼兒教師的遊戲信念與北京幼兒教師的遊戲信念進行直接對比。 

 

關鍵詞：幼兒、幼兒遊戲、教師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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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 

音樂遊戲對幼兒創造性律動之表現 

 

陳岱琳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保服務人員運用音樂遊戲與創造性律動之歷程，研究者為現場老師，

班級為中、小班混齡幼兒，因在進行大肌肉活動時，研究者運用遊戲、音樂及情境的方式來

引起幼兒的興趣，過程中也發現到班上幼兒對於音樂是非常感興趣的，於是想透過用音樂遊

戲來看幼兒創造性律動的肢體變化。 

  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美感領域提到，「音樂」指透過想像和創作以聲音所組成的藝術表

現，通常是由歌唱、樂器演奏及肢體動作等方式來傳達。幼兒可透過這些方式回應不同音樂

的節奏與旋律。在聆賞音樂時，可引導幼兒表達對音樂的感受，進一步帶領幼兒透過多元互

動方式，回應音樂中的各種變化與特色。在身體與動作目標「應用組合及變化各種動作，享

受肢體遊戲的樂趣」、「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活動」是關於整合與變化動作的

肢體創意能力。肢體動作可在持續活動中，組合成具有韻律感的連續性動作(教育部，

2016)。 

  音樂教育家奧福主張音樂、動作、語音三者密不可分，節奏是共同的要素，音樂教學開

始於節奏，其特色有將音樂融合於生動活潑的遊戲形式，激發學習興趣。在幼兒園裡，教保

服務人員是一天中陪伴幼兒最久的人，若能掌握幼兒的反應，讓音樂成為增進各領域發展的

媒介，透過音樂發展創造性律動，將兩者做結合，提供適宜的音樂及遊戲活動，進而啟發音

樂基礎概念，讓幼兒能有更多元、有趣的方式來發展音樂遊戲，從中增進創造力。 

研究目的 

（一）探討音樂遊戲對幼兒創造性律動表現之成效。 

（二）探討教師的教學引導成效之實施歷程。 

研究問題 

（一）如何協助幼兒透過音樂遊戲來發展創造性律動? 

（二）音樂遊戲對幼兒創造性律動的教學實施歷程為何?  

研究方法 

  採行動研究法，過程使用錄影及拍照方式蒐集資料，運用《音樂可以這樣玩》(蘇珊，2005)、

《創藝肢體動一動》（劉淑英、黃心恬，2018）音樂來進行教學活動，一週至少 3 次，每次時

間為 30分鐘以上，依不同年齡層幼兒適當的給予不同的指令去完成不同的動作。  

結果與結論 

（一）音樂的聯想：聆聽欣賞音樂，幼兒能說出音樂帶來的感覺及想像。 

（二）音樂的強弱快慢：幼兒能做出音樂強弱快慢的動作。 

（三）身體動作表現之學習成效，能更靈活運用身體的動作，會有創新的肢 

      體動作呈現。 

（四）道具使用多樣化，能做出更多變化及延伸，使幼兒更有學習動機。  

 

關鍵字：幼兒、音樂遊戲、創造性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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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 P5 

P5-1 

婚姻教育中原生家庭經驗與婚姻關係衝突之探討~ 

以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小組長夫妻為例 

 
黃美智 1 潘榮吉 2 

1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  
2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摘要 

一、 研究目的 

原生家庭經驗塑造出我們的樣貌，影響我們的情緒互動、人格養成、親密關係等，這些影

響不只出現在單身或是新婚夫妻的婚姻關係當中，亦會出現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夫妻當中，其中

包含子女教養、關係親密度與彈性程度、財務管理、休閒活動等議題（沈瓊桃、陳姿勳，2004），

甚至出現在我們的職場與同事的關係和友誼的關係當中，因為這些在原生家庭所發展出的觀點

會伴隨著我們一輩子（黃維仁，2017；Richardson, 2019；胡展誥，2018），甚至是影響我們的

下一代（Maurizio Andolfi, 2020）。本研究旨在探討婚姻中原生家庭經驗差異與婚姻關係衝突的

關聯。 

二、研究問題 

婚姻中原生家庭經驗對婚姻關係的影響，在不同婚齡的夫妻皆有需要調適 

的部分，（Richardson, 2019；張思嘉 2001；Larson, Peterson, Heath & Birch, 2000）；婚姻教育

的目的，是讓伴侶／夫妻雙方，在婚前和婚後可以學習與建立婚姻經營的相關知識、技巧還有

態度，進而提升家庭穩定度與婚姻滿意度（黃迺毓，2018；Hawkins et al, 2004；馬永年，2009；

潘榮吉，2020），大部分是以團體的方式來進行的、有目標性的，針對婚姻相關的知識與技能

來學習與訓練，目前常見的形式有：成長營、懇談會、課程、成長團體模式之工作坊等（簡文

英，2011；簡楚瑤，2010）；本研究以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小組長夫妻為例，根據以上目

的與動機提出問題：「親密之旅課程」如何幫助小組長夫妻察覺原生家庭經驗在進入婚姻前、

後的關聯？以及原生家庭經驗的差異與夫妻婚姻關係當中的衝突與困難的關聯？課程如何幫

助他們面對？而「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如何幫助小組長夫妻在個人與婚姻關係經營上

的成長？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立意取樣，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獲得研究參與者在婚姻中原生家

庭經驗與婚姻關係衝突的經驗，研究參與者為六對曾參與「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的小

組長夫妻，共十二位研究參與者。 

四、研究結果與結論 

1、原生家庭經驗會給人帶來正向的、負向的和一般性的影響，這些取決於當事人怎麼去詮釋，

影響範疇可分為三方面：「婚前的人際關係」、「擇偶」、「婚後的婚姻關係」。 

2、原生家庭經驗的差異除了引發婚姻關係中的衝突之外，還能夠帶來好的影響，成為祝褔。 

3、「親密之旅課程」是有效的婚姻教育方案，並且可以幫助夫妻面對原生家庭經驗差異所引發

的衝突，提升解決衝突的能力，讓夫妻找出共識，形成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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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可以幫助夫妻在團體當中學習，並且達到個人與婚姻關經營

上的成長。 

 

關鍵字：婚姻教育、原生家庭、婚姻衝突、親密之旅、夫妻成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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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 

成年前期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與結婚傾向之關聯 

 

簡耀 1   周麗端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在我國晚婚、不婚的趨勢底下，本研究有別於過往針對結婚行為的研

究，更聚焦在年輕人對於結婚之看法與動機，且特別著重成年前期此一關鍵階段，在我國的社

會脈絡下針對「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與結婚傾向之關聯進行研究。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為：1. 瞭解成年前期年輕人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結婚傾向之情形；2. 探討成年前期年

輕人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與結婚傾向之間的關聯。 

研究方法：本研究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J1 樣本第九波 2009 年之資料，

樣本年齡為 21-25 歲，刪除遺漏值後，有效樣本共 631 人，以階層邏輯迴歸對依變項（結婚傾

向）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 

1. 成年前期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結婚傾向之情形：成年前期年輕人在整體樣本中（n 

= 631），父母離婚比例不高、知覺父母衝突程度低、有過戀愛交往者比例高達近七成、戀

愛交往次數平均為 1.88、想結婚比例為 78.6%。在戀愛交往者中（n = 436），戀愛交往滿

意度高。 

2. 控制背景變項後，成年前期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與結婚傾向之關聯：（一）在整體樣

本中（n = 631），知覺父母衝突、戀愛交往狀態對結婚傾向有顯著解釋力，知覺父母衝突

越低、目前交往者，越持有結婚傾向。（二）在戀愛交往者中（n = 436），戀愛交往狀態、

戀愛交往滿意度對結婚傾向有顯著解釋力，目前交往者、戀愛交往滿意度越高，越持有結

婚傾向。 

結論：本研之究發現與生態系統理論相吻合，做為小系統的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經驗，確

實對於成年前期年輕人結婚傾向有所影響。而本研究也發現到了成年前期這個階段，戀愛交往

經驗所帶來的效果比父母關係來得大，甚至在針對戀愛交往者的研究中（n = 436），可能從知

覺父母衝突而來的效果即消失了，顯示一旦進入戀愛交往中，來自父母產生的負向影響會減低，

轉而以戀愛交往經驗對於結婚傾向有較決定性的影響。 

 

關鍵字：成年前期、父母關係、戀愛交往、結婚傾向、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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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 

中國大陸農村留守現象與家庭教育問題的詮釋現象學探究 

 

王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隨著中國大陸留守兒童數量的增多，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從農村留守幼兒父母的視角看待農村留守幼兒現象和家庭教育問題。研究方法：研

究以四個留守幼兒家庭5位留守幼兒的父母親為研究參與者，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的形式收

集其口述資料，以主題分析法進行文本分析，藉由以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的哲學理念與觀念，經

過「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並與受訪者達到互為主體同意後，共同建構出中國大陸農

村留守幼兒父母關於留守現象和家庭教育的觀點之主題。結果：中國大陸農村留守幼兒父母談

論留守現象和子女教育時觸及三大主題：（1）「留守現象源自父母追求更多經濟資本」；（2）「留

守母親成為子女教育的主要承擔者」；（3）「留守家庭中父職的履行與缺失」。其中「留守現象

源自父母追求更多經濟資本」包括城市待遇高、外出務工增加子女教育投入機會和改善家庭住

房條件等三個方面。「留守母親成為子女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包括母親職責的履行、母親的教

養觀念與行為、母親對留守現象的看法等三個方面。「留守家庭中父職的履行與缺失」包括手

機通訊成為親子溝通重要手段、父親作為家庭經濟支柱以及父親歸家不帶娃等三個方面。結論：

本研究從局內人的視角解析中國大陸留守兒童現象和家庭教育問題，提供探索中國大陸留守幼

兒現象和家庭教育問題的詮釋現象學視野，為理解農村留守現象和反思其家庭教育問題提供新

視角。 

關鍵字：留守幼兒、 母親職責、父職缺失、家庭教育、詮釋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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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 

符號互動理論中能動性的展現：以新住民家庭跨文化生活實踐為例 

 

黃淑嫻 1   周麗端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和 Anthony Giddens 對於能動性的見

解作為詮釋之理論基礎，探析新住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其語言使用、飲食料理、歲時節俗之

跨文化挑戰與能動性（agency）具體實踐。研究對象為 4 位結婚十年以上且育有子女之女性新

住民，採以深度訪談並運用敍事分析方法，從新住民敍說文本解構其跨文化挑戰與能動性交織

情形，研究結果如下： 

一、新住民在家庭中跨文化實踐的起心動念與意義是「不忘本」的信念，肯認原生國文化是付

諸行動的先決條件，並以持續且廣泛學習行動，作為克服文化差異和挑戰的策略。 

二、新住民在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的交織下展現能動性，借鑑符號互動理論進而

洞析，跨文化實踐可從「認同與尊重」、「角色求平衡」、「互動並協商」及「脈絡到實踐」

之主要概念中落實，包含： 

（一）語言使用方面，家庭成員不禁止新住民語，營造家庭自然且生活化的多語對話環境。 

（二）飲食料理方面，透過個人觀察學習和家人支持，使新住民料理成為日常餐食；在特

別節日共享新住民料理，是獲得家庭認同與歸屬感的重大象徵意義。 

（三）歲時節俗方面，尊重不同文化節日與民俗禁忌；儘管因文化差異而使宗教信仰各有

依屬，但正向互動的策略運用，仍使家人情感緊密相繫。 

經解構新住民跨文化歷程，表明了在日常生活中，符號互動理論（認同、角色、互動、脈

絡）、社會結構因素（污名歧視、角色期待）之間有多層次交織，而能動性在其中因著不同情

境或因素影響，促發行動與改變，進而形成「跨文化實踐之意義網」（the cross-cultural practice 

network），其揭示出個人處於社會與結構，抑或微觀與宏觀間之相互交織的重要性。本研究結

果牽引出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包容」與「共存共享」正向具體實踐方法，並希冀喚起家庭與社

會大眾體認多元文化教育在生活中付諸行動的重要，最後提供家庭教育推展服務及社會工作者

之建議與參考。 

 

關鍵字：新住民、能動性、符號互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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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5 

家庭擴權量表之心理計量特質研究 

 

蔡宗顯 1  謝中君 2* 
1屏東基督教醫院復健科、 2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摘要 

    早期療育目的之一為提升幼兒發展及提供家庭支援，家庭擴權 (family empowerment)是瞭

解早期療育成效的指標之一，若能瞭解接受早期療育家庭擴權的狀況，將有助於瞭解早期療育

的成效。本研究目的為將國外已發展的家庭擴權量表(Family Empowerment Scale)進行中文化並

探討其心理計量特質。研究方法包含翻譯評量表為中文、建立信度及效度。第一階段為徵求家

庭評量表的原作者授權後，進行評量表中文化翻譯工作，由一位熟悉家庭領域的專家及一位英

語專業的人士協助量表的英翻中(翻譯)及中翻英(反譯)，再由 3 位專家檢視量表翻譯的合適性，

根據專家意見修正評量表內容，建立中文化評量表的專家效度。接著，研究者聯繫多所醫療或

社區機構的主管、治療師或特教老師後，郵寄問卷並請該單位治療師或社工協助發放問卷給參

與早期療育服務的家長填寫，共蒐集有效問卷 284 份，其中，有 30 位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

兒家長，填寫兩次家庭擴權量表，家長於第一次完成問卷填答後，約 1 至 2 周內完成第二次問

卷填答，以便建立量表的再測信度、內部一致性及建構效度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擴權量表

總分的再測信度(ICC=0.70, p<0.01)及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0.92)良好。研究結論為中文版

家庭擴權量表的心理計量特質良好，可作為接受早期療育家庭服務成效的評量指標之一。 

 

關鍵字:家庭擴權、早期療育、心理計量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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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 P6 

P6-1 

企業「家」文化—以華人家庭文化角度看企業文化之探討 

 

陳姸倫 1*潘榮吉 2 
1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  

2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摘要 

一、研究目的 

國內外研究逐漸重視企業員工的幸福感以及工作環境是否健康，是否可以同時激發員工工

作效能（邱瑞朝，2014；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9）；研究也顯示，企業組織中

重視幸福企業的經營與人才培育，與其企業文化的營造有一定關鍵性的關連（邱瑞朝，2014）。

本研究將探索台灣三個企業主，如何看重家庭文化，並將企業員工視如己出，像家人般關係的

經營企業文化，期將研究成果作為其它企業領導人作為參考，並在幸福企業的範疇下，重新看

重家庭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二、研究問題 

Obiekwe（2018）以企業文化的角度去看建立起家人關係的企業文化與員工參與有正相關，

Kusumawarti（2018）研究如何以家庭為原則建立的企業文化，然而過往的文獻都缺少企業如

何執行將家庭文化與企業文化結合，因此本研究基於以上目的與動機提出的問題為企業領導人

在創業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並如何突破的？在以華人家庭文化角度建立的企業文化是如何

落實的？以及這樣的文化對公司有何具體的助益？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詮釋建構取向，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及參與觀察法，總共訪問三位企

業領導人及三位受僱員工，透過訪談資料，深厚描寫企業領導人建立企業文化的歷程與方法。 

四、研究結果 

首先企業領導人在遭遇挫折與困難後，改變自己的心態與價值觀影響企業文化的建立，再

者企業領導人透過教育訓練以及堅定的信念將企業文化傳遞給員工，並透過家庭中「角色」、

「儀式」、「關係」、「規則」建立「像家人」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幫助員工在品格上及家庭關

係上得著改變，也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及競爭力，讓公司有加倍的收益，最後企業文化也會促

使企業領導人再反思如何精進企業文化。 

五、研究結論 

企業領導人在面對內外部壓力時的結果會形成企業文化，當企業領導人願意改變自己的心

態以及價值觀，有助於建立企業文化，並且以家庭文化中四個面向「角色」、「儀式」、「關係」、

「規則」有助於建立「像家人」的企業文化，最後領導人皆表示：儘管把企業文化建立在家庭

文化的面向上需要耗時耗資，但卻可以與員工有信任連結的關係，並同時帶給公司加倍的獲益。 

 

關鍵字：華人家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組織中的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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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 

偏鄉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圖像之描繪 

 

蘇裎皓*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主要宗旨是在探討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親職教育對幼兒的影響，除了少子化的

議題以外，在經濟與社會的千變萬化下，隔代教養也成為一項新的話題，研究者於學齡前幼兒

工作現場時光許久，發現學齡前的幼兒，在各種核心素養和人格發展中，有明顯的差異，偏鄉

地區更為顯著。當今社會人對隔代教養家庭教育出來的幼兒有著刻板印象，普遍認為只是養育

而非教育，此刻研究者在研究接觸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時，問題也是如此，研究者透過此研究，

探討偏鄉隔代教養的現況，了解偏鄉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之教養信念，分析偏鄉隔代

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策略，期待讓祖父母或照顧者通曉，代為父母親執行隔代教養的同時，

合宜賦予教育之責任。本研究以立意取樣，並採質性訪談方式，預計針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

5 位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資料之蒐集，由多面向的見解進行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整合和

歸納，描繪出隔代教養教育策略，教養信念與現況。在搜集文獻資料過程中發現，祖父母親職

教育的幼兒，在隔代教養家庭中也有正面影響，不全然是負面的。祖父母和孫子女們因所處的

年代不同，所以彼此的想法和價值觀大不相同，而且很容易有代溝的情形產生，另一方面，祖

父母常常被認為是文化刺激不足的一群，即使過去有教養小孩子的豐富經驗，也不見的能給孫

子女一個完善的學習對象。日常生活比較少談到心理層面，令孫子女難以體會到祖父母真正的

關愛，而經常引起衝突。另一方面在隔代教養家庭中也出現，經濟上的問題父母其實是可以節

省開銷的，有別於教育機構或民間保母。對於家人的放心及肯定度，這可使父母放心地專心工

作，以上反映出隔代教養祖父母親職教育的問題，因此研究者以理論闡述和文獻評析的方法，

以多元視角觀察、多面向實地研究、文獻分析等各方面採集資料，進行實徵資料深入理解，彙

整出隔代教養可能會演變的問題與解決的策略。根據上述研究提出結果與建議：結果顯示祖父

母親職教育策略，縱然教育場所，學校、社福單位、政府機關等等，提供教養資源連結與適性

輔導建議，普遍偏鄉家庭對社福機構所提供之教養服務與資訊，使用機率略顯偏低。未來將探

討如何將現有的資源充分運用於偏鄉隔代教養家庭中，協助偏鄉祖父母與父母親職教育技巧，

既能充分運用在地資源，使祖父母和父母成為幼兒教養資源中的一座橋樑。 

 

關鍵詞：偏鄉、隔代教養、祖父母、親職教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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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frustr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textual parental attachment 

within sporting and academic contexts  

 

Ya-Hsin Lai* 

Master Program of Child and Youth Welfa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Research has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hild-parent attachment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PCPR), parental conditional negative regard 

(PCNR),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BPNS/F). This present study aimed, 

following Lai and Carr’s (2018) conceptualization of “context-specific” parental attachment,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textual parental attachment between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CPR/PCNR and BPNSF in the separate contexts of “sport” and “academic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Scale (BPNSFS; Lai & 

Carr, 2020), the Contextual Attachment Scales (CAS; Lai & Carr, 2020), and scales assessing PCPR 

and PCNR (edited from Assor, Roth, & Deci, 2004; Assor & Tal, 2012) were administered to 381 

Taiwanese youth athletes (84% boys, Mage=13.65±2.46). The main results revealed that in both 

socialization domains (sport and academic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PCPR/PCNR and BPNS/F was mediated by contextual parental attachment — (1) PCPR positively 

predicted parental attachment security, which then also positively predicted BPNS, yet negatively 

predicted BPNF; (2) PCNR negatively predicted parental attachment security, which then also 

negatively predicted BPNS, but positively predicted BPNF. In light of the absence of existing research 

combining these three psychological  concep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a)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studies examining whether parental attachment (or other potential social factors) can be 

a mechanism by which children’s perceived PCPR and PCNR are related with  perceptions of BPNSF 

in the contexts of sport and academics; (b) the other promising consideration is to do more cultural-

comparison studies, especially for the school-age children in their achievement-related fields, to 

understand if the “positively”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s perceived PCPR and parental 

attachment security is unique to Eastern/Asian countries (e.g., Taiwan). (289 words) 

 

Keywords: Child-parent attachment,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theory, 

academics,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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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 

危機化為轉機-未婚青少女非預期生養子女之家庭韌性 

 

蘇郁涵 1 周麗端 2*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近 10 年來，台灣 15-19 歲青少女生育率佔千分之 4，平均約有 3000

名新生兒為青少女所生，且留養比例愈趨增長。青少女懷孕面臨許多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的

危機壓力，而家庭在事件中亦扮演重要支持角色。過往研究多以問題取向觀點探討青少女懷孕

議題，卻忽略了在逆境中發展的力量。故本研究以家庭韌性理論為視角，取代「問題」與「責

難」之觀點，歸納出面對非預期生養事件中，家庭韌性之「家庭信念系統」、「家庭溝通模式」、

「家庭組織模式」等關鍵因素。 

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研究參與者為已滿 20 歲女性單親扶養者、並育有 3-6 歲

子女。透過敘事研究訪談 4 位青少女懷孕及其家庭，並以家庭韌性理論作為架構，探討從發現

懷孕、繼續孕育的決定、生下孩子後的家庭韌性發展。 

研究結果：  

一、家庭信念系統包含：家庭將非預期生養子女賦予意義、盼望迎接新成員到來，以及對

婚生價值觀的轉變。二、家庭溝通模式包含：青少女主動向家人開口求助、家庭開放溝通與討

論、關係連結與修復。三、家庭組織模式包含：家庭協調與連結資源、成為照顧後盾，以及母

職學習與累積成就感。   

研究結論：面臨非預期生養的壓力，若家庭能以擁有正向能力，便會產生家庭韌性。包含

開放溝通及信任的家庭，可增加青少女懷孕求助的機會、家庭動員連結資源，成為照顧後盾，

也是母女關係重新連結的契機點。另外，每個決定的背後均有正向信念，若具有母職信念的青

少女，則有較強的韌性發展。 

本研究提供青少女非預期生養家庭正向力量及運用家庭韌性的能力。同時對於教育工作、

社會工作者在學術及實務經驗的整合，找出家庭中的資源，陪伴未婚青少女非預期生養家庭面

對逆境。 

 

關鍵字：青少女懷孕、非預期生養、家庭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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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 

幼兒父母正念教養量表修編之研究 

                  

陳若琳 1* 卓淑玲 2 詹婷雯 1 

    1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2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摘要 

    近年來基於對正念(mindfulness)的思考和探究，逐漸擴展到將正念或止觀帶入為人父母的

角色和親子教養以發揮作用，正念教養的研究議題開始受到國外學者的關注及探討，根據正念

的意涵，Kabat-Zinn 和 Kabat-Zinn(1997)認為正念教養是指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每個時刻，保持

專注、開放、接納和覺察的態度，並以不批判(noncritical)、不評價(nonjudging)的方式，將注意

力放在孩子及教養。Coatsworth, Duncan, Greenberg 和 Nix(2010)認為父母正念教養既關注父母

個人內心過程狀態以及覺知，親子人際過程則反應在當父母與孩子互動時，他們處於這種親子

關係當下的覺知，包括父母對親子互動的接納、慈愛和慈悲的行為和態度。 

    父母正念教養量表是美國的Duncan發展編製(Duncan, 2007)，之後McCaffrey(2015)為了使

正念教養能被廣泛應用於育有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的父母親，並探究正念教養介入後的研

究結果，編製了一份適用於2-16歲孩子父母的正念教養問卷(Mindfulness In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MIPQ)，編修後的量表題目用正面敘述，包含以父母為中心的父母正念管教和

以孩子為中心的親子共處當下面向。目前國內針對父母正念教養的研究仍有限，有待進一步

探討學齡前幼兒父母的正念教養情形，以累積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文獻，供相關研究者以及

實務工作者參考。本研究擬針對幼兒父母正念教養量表修編，確認量表信效度，探討國內父

母正念教養，以增進家庭親職教養研究文獻和實務工作參考。 

    本研究修編中文版幼兒父母正念教養量表，以幼兒父母為研究對象，邀請新北市、台北

市及桃園市 10 所幼兒園的幼兒家長參與研究，總計收回 577 份有效量表問卷。本正念教養量

表共可分為「對孩子的覺察」、「正念管教」及「專注互動」三個分量表，共計 20 題，採用李

克特氏五點量表，各題向因素分析累積總解釋變異量為 59.49%，整體和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介於.74~.93 之間，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及建構效度，可作為幼兒父母正

念教養之評量工具。 

    幼兒父母正念教養量表相關分析顯示，各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介於.61~.72之間，顯示

本量表的內部適配度良好，量表本身具備區別效度；本研究以「止觀覺察注意量表」、「共親

職量表」和「親職效能量表」作為幼兒父母正念教養之效標，結果顯示對孩子的覺察、正念

管教和專注互動三因素對止觀覺察注意量表、共親職中的正向支持及親職效能的親職角色評

價、教養信心和教養能力，均達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27 ~.62(p<.001)之間；與共親職

的負向抵制，達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介於-.27 ~.-.34(p<.001)之間，驗證幼兒父母正念教養

量表與效標間皆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也呼應了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正念教養能促進

父母親職效能(Bögels, van Deursen, Römer, & van der Meulen, 2014)和有利父母共親職。 

 

關鍵字：幼兒父母、正念教養量表、效標關聯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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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6 

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對國中生網路遊戲消費之影響 

胡煜岱 魏秀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在網際網路發達與 3C 設備普及的世代，長時間上網成為人們的常態，娛樂選擇也多半離

不開網路，對於兒童及青少年而言，使用網路遊戲或者社群軟體的經驗越來越普遍，同時也衍

生如網路成癮、在遊戲中不當消費的情形，也有研究發現長時間使用網路的青少年情緒較不穩

定，容易產生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網路與兒少身心健康的關聯不容忽視，故本研究透過分析

青少年在網路遊戲中的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期望瞭解時下青少年在網路遊戲中消費的情形，

並觀察家人關係與同儕關係是否會對青少年在網路遊戲中的消費造成影響。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於臺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三地區共四所國

中委託教師發放實體問卷進行便利抽樣，總共取得有效樣本 453 份。 

    本研究之結果如下： 

1. 共有 173 人過去半年曾於網路遊戲中進行消費，在全體資料中約佔四成（37.8%）。與國家衛

生研究院發表之國中生約 36.3%有意願在網路遊戲消費（Pan et al.,2019）的研究結果相近。 

2. 國中生在網路遊戲中的消費動機分為「娛樂偏好」動機及「社交競遊」動機，任何一種消費動

機都能正向預測國中生的網路消費行為－消費頻率及消費金額的增加。 

3. 不同性別的國中生的網路遊戲消費動機有顯著差異，國中男生的網路遊戲消費動機與消費行

為都顯著高於國中女生。 

4. 不同性別的國中生的網路遊戲消費行為有顯著差異，國中男生在網路遊戲消費的頻率，及消

費金額都顯著高於女生。 

5.家人關係對國中生於網路遊戲中的消費動機具影響力，負向家人關係感受越深，可預測不同國

中生在網路遊戲中會有更高的消費動機：對國中男生可預測其網路遊戲的社交競遊動機的增加。 

6.同儕關係對國中生於網路遊戲中的消費動機具影響力，正向同儕關係可預測不同性別國中生在

網路遊戲的消費動機：對國中男生可預測其網路遊戲的娛樂偏好消費動機的增加；對國中女生

可預測社交競遊動機的減少。 

    根據研究結果，負向家人關係能預測國中生在網路遊戲中增加消費動機，特別是男生在感受

較多負向家人關係時，可預測其社交競遊動機增加。正向同儕關係對不同性別的網路遊戲消費

動機則有不同作用，顯示國中男生比起女生可能更仰賴網路遊戲與友伴互動，因此同儕關係正

向感受佳也就能預測他們提高網路遊戲的消費動機。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雖顯示家人關係與同儕關係並未直接影響國中生的網路遊戲的消費行

為，但仍可能透過影響學生的消費動機而促使其消費。換言之，當我們發現學生在網路遊戲的

消費行為增加時，更需要觀察其最重要的兩個情感關係因素－家人關係與同儕關係是否有所不

足。承上所述，建議家長及教育工作者在關注國中青少年的網路遊戲消費問題時，必須了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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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的消費動機，而這與他們的家庭、同儕關係都有密切關聯，亦是引導學生進行適當的網路

消費行為時，可參考的重要資訊。 

 

關鍵字：家人關係、同儕關係、消費動機、消費者行為、網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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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簡介 

  本系成立於民國 42 年 8 月，原系名為「家政系」，民國 55 年改名為「家政教育學系」，

以培育國中、高中家政教師師資為主要目標，數十年來已為國家社會培育出無數優秀的家政師

資。隨後又於民國 71 年成立碩士班，85 年成立博士班。近年來，我國面臨少子化的趨勢造成

師資需求減少，以及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使得家庭內部與外部產生不同的變化與需求，本系在多

年前就前瞻性地將課程以人類發展生命歷程（life course）觀點為基礎加以規劃，並於民國 91

年更名為「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本系更名之後，更積極規劃培育學生學養專長，因此又歷經數次變革，包括分組招生、成

立一系多所、大學部有兩組更名、裁撤碩士班中的一組、營養科學與教育組授予理學學士/理學

碩士等變遷歷程。 

  在 107 學年度，營養科學與教育組獨立，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分為兩組，分別為

家庭生活教育組、幼兒發展與教育組。本系各專業領域正積極致力朝「教學」、「傳播與推廣」、

「研究與管理」三個方向培育人才，以回應社會變遷之迫切需求，並拓展學生生涯發展範圍及

就業機會。 

  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任教師共 13 位，包括教授 2 位，副教授 4 位，助理教授 7 位，

所有教師均學有專精並具有博士學位。本系在師生共同努力之下，畢業生在全國各地的教育崗

位及相關產業佔有一席之地，系友在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擔任教職者人數眾多，許多人還擔任

行政主管，表現出色，其服務精神、態度頗獲各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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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徵稿簡則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所發行之學術性期

刊，提供國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發表未曾發表過之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的原創性研究論文。

本刊以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為主要領域，議題包含：認知發展、語文發展、社會情緒發展、

身體動作發展、大腦發展與學習、幼兒教育、教保環境與經驗、家庭資源與管理、婚姻關

係、親密關係、家人關係、親職與教養、家庭型態、家庭動態歷程、家庭教育、家庭政策與

服務、多元文化教育或其他相關議題，旨在提升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的品質及促進學術與實

務之交流。一年發行一期，全年徵稿。 

 

連絡資訊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E-mail：hdf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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