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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
成效的影響
徐以璇
國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原住民幼兒現階段語言能力表現情形及家庭環境
現況，並進一步探討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成效的影響、分
析家庭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關係、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原住民
幼兒對語言能力表現之差異。以就讀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公立國小附設
幼兒園（國幼混齡班）幼兒 24 位及家長為實驗組，社經地位相近的公
立國小附設幼兒園（國幼混齡班）幼兒 25 位，為對照 A 組；及一般地
區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幼兒 30 位，為對照 B 組。年齡層分別為三足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幼兒總計 79 位為研究對象。以「家長參與」
、
「家
庭環境量表」為自變項，幼兒「語文能力」為依變項。以「修訂學前
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修訂家庭環境量表」為研究工具。透過描述性
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相關係數、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等量化資料分析方法，回答研究問
題與驗證研究假設。研究發現如下:
一、原住民地區幼兒的語言能力表現相較於一般地區幼兒的語言能力
顯得較低落。
二、在班級中實施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對幼兒語言理解及語言能力表現
的影響是有進步的。
三、在實施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後對家庭環境的改變沒有影響。
四、原住民家庭幼兒的家庭環境與語言能力表現之間沒有明顯關係。
五、幼兒年齡對語言能力表現有顯著差異，但幼兒性別、幼兒家庭型
態對語言能力表現則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幼兒、語言能力、家長參與、家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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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Aboriginal Parents Participation
on Children' s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Yi - Hsuan

Hs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bilities
and abilities of indigenous aboriginal children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family environment,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language skills among aboriginal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in order to attend 24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classes) in Muli District, Miaoli
County, and 25 junior high school kindergarten children Control Group A;
and 30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of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general
areas were controlled as Group B.a total of 79 children aged three to three
years old before entering primary school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Taking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s their independent variables, children's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subject
to change. Amendment of the Assessment Scale for Pre-school Children's
Language Barriers and the Revised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s research
tools.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ONOVA,
ANOVA analysi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homogeneity test, ANCOVA,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methods,
ii

answer research questions and hypotheses verificatio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abilities of young children in indigenous areas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children in ordinary area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class of children's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eaching activities has no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family environment.
4. There is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indigenous aboriginal children.
5.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language ability
between the ages of children and young children,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ldren's genders and children's family
patterns on their language ability.

Key words: children, language ability, parental involvement , family
environment

iii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4
第三節 研究問題 .................................................................................................... 4
第四節 名詞釋義 .................................................................................................... 5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9
第一節 家長參與的意涵及類型 ............................................................................ 9
第二節 家長參與對幼兒學習的影響 .................................................................. 14
第三節 原住民家長參與相關研究 ...................................................................... 17
第四節 幼兒語言能力意涵、家庭環境理論及相關研究 .................................. 24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35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實驗設計 .............................................................................. 35
第二節 研究假設 .................................................................................................. 38
第三節 研究對象 .................................................................................................. 39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39
第五節 研究工具 .................................................................................................. 40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 42
第七節 研究實施程序 .......................................................................................... 4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 45
第一節 背景變項資料分析 .................................................................................. 45
第二節 家長參與前後之家庭環境比較 .............................................................. 50
第三節 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影響 ...................................... 54
第四節 幼兒對語言能力之前後測共變數分析 .................................................. 62
第五節 家庭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關係 .................................................. 72
第六節 不同背景變項與幼兒語言能力之差異分析 .......................................... 7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81
iv

第一節 結論 .......................................................................................................... 81
第一節 建議 .......................................................................................................... 85
第二節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 86

參考文獻 ..................................................................................................................... 88
中文部分 ................................................................................................................ 88
英文部分 ................................................................................................................ 95

附錄…………………………………………………………………………………....96
同意書…………….. ............................................................................................ 100
家長同意書 .......................................................................................................... 101

v

表目次
表 2-3-1 不同背景之家庭與學校之間的互動………………………….20
表 2-3-2 原住民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研究彙整表……………………… 22
表 3-1-1 實施原住民幼兒家長參與不等組前後測設計模式表……… 37
表 3-3-1 研究對象人數及園所次數分配表…………………………… 39
表 4-1-1 各組幼兒背景變相資料分析表……………………………… 46
表 4-1-2 幼兒家庭背景變項資料分析表……………………………… 49
表 4-2-1 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51
表 4-2-2 前測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52
表 4-2-3 後測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53
表 4-2-4 實驗組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53
表 4-3-1 三組幼兒語言能力前測評量現況之描述性析………………. 55
表 4-3-2 三組幼兒語言能力後測評量現況之描述性分析……………..55
表 4-3-3 三組在前測幼兒語言能力表現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57
表 4-3-4 三組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表現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58
表 4-3-5 不同組別在幼兒語文能力前後測上之差異彙整表…………..58
表 4-3-6實驗組幼兒語言能力表現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59
表 4-3-7對照組 A 幼兒語言能力表現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60
表 4-3-8 對照組 B 幼兒語言能力表現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60
表 4-4-1 語言發展前後測與調整平均數摘要表………………………..62
表 4-4-2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62
表 4-4-3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 ……………………………. 63
表 4-4-4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63
表 4-4-5 三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表…………………………..63
表 4-4-6 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63
表 4-4-7 語言理解前後測與調整平均數摘要表………………………..66
vi

表 4-4-8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66
表 4-4-9 三組共變數考驗分析摘要表…………………………………..66
表 4-4-10 口語表達前後測與調整平均數摘要表………………………67
表 4-4-11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67
表 4-4-12 三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68
表 4-4-13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68
表 4-4-14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68
表 4-4-15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68
表 4-5-1 家庭環境評量與幼兒語言能力前測之相關係數表…………..73
表 4-5-2 家庭環境評量與幼兒語言能力典型相關分析摘表…………..74
表 4-5-3 多變量顯著性檢定……………………………………………..75
表 4-5-4 向度縮減分析…………………………………………………. 75
表 4-6-1 不同性別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76
表 4-6-2 幼兒年齡在後測幼兒言能力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77
表 4-6-3 幼兒家庭型態在後測幼兒言能力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78
表 4-6-4 不同背景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上總分之差異分析摘要...79

vii

圖目次
圖 2-4-1 社會階層化影響教育之理論模式…………………………….28
圖 3-1-1 實驗設計研究架構圖…………………………………………. 36
圖4-4-1實驗組與對照組A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65
圖4-4-2實驗組與對照組A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66
圖4-4-3實驗組與對照組A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71
圖4-4-4實驗組與對照組B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71
圖4-4-5對照組A組與對照組B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72

viii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闡述原住民家長參與對幼兒語言學習成效的影響。全章共分五節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名詞解釋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ㄧ、研究背景
2007 年聯合國 UNESCO 教科文組織的「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
，強調幼兒
期是發展的關鍵期、高投資報酬率時期。幼兒教育中應重視族語和多元文化的內
涵，及幼兒的營養與保健與父母合作等項目（郭李宗文，2010，頁 7）
。
「九十九年
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分析報告顯示：在學齡前兒童受訪家庭中曾
遭遇過照顧或養育問題困難，以「沒時間陪孩子」者佔 19.0﹪；
「經濟困難，不能
滿足孩子身心發展」佔 16.6﹪。其中父親教育程度為國小及以下、父親為原住民、
單親家庭之學齡前兒童家庭所遭遇的困難，皆以「經濟困難，不能滿足孩子身心
發展」為最多，足見弱勢家庭因經濟因素造成的資源不足情況嚴重（頁 66）。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九十九年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顯示，
就業不足、所得偏低以及教育水準太低，都是原住民貧窮產生的重要原因；從家
庭各項消費支出的比重，可發現原住民家庭在教育費用的支出相對於全體家庭相
差0.213倍，扶養小孩的負擔高於全體家庭21.6%，對於教育文化方面的學習仍有待
推廣及加強。台灣原住民在人口上屬於少數族裔，長久以來在以漢人為主流的社
會中，成為被邊陲化的弱勢族群，無論在健康、經濟、家庭、文化與教育上，都
顯現嚴重的問題。林秀月 ( 2007 )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比率偏高，使得原住民家庭
普遍社經地位低落，經濟的沉重壓力幾乎讓他們無力顧及孩子的教養，也缺乏對
於父母角色扮演的認知技巧，加上有些家長只滿足孩子物質上的需要，忽略其他
需求與管教，無法適時提供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各種需要。張耐（2003）研究結果
亦顯示家庭收入與兒童的身心健康、認知能力與學校成就息息相關，貧困兒童往
1

往較一般兒童產生學習障礙及發展遲緩的機率高出1.3 倍。長期貧窮會影響兒童的
情感、情緒以及行為發展，致使兒童的社交能力較低，也影響其學業成績。
歸納上述研究報告及調查，原住民家庭結構中的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比率偏
高，父母或祖父母等其他照顧者，容易因經濟壓力或教養態度、信念等因素，缺
乏投入參與幼兒的生活與教育機會，或是疏於照顧孩子的心理需求，對原住民幼
兒照顧與養育，及心理與學習上的發展，都顯現不利身心發展的影響；因此原住
民家長參與幼兒學習有相對需要與重要性。
英國著名的「曼徹斯特調查」（Manchester Survey）報告書中指出：「關係教
育成就的主要因素在於家庭環境之內，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幾乎兩倍於社區和學校
兩項因素的總和」。Wiseman 分析「曼徹斯特調查」之後，得到一個結論：「對
兒童最具影響的，並非家庭的地位，而是父母的所為」。他認為教育的缺乏，主
要並非是貧窮的結果，父親的態度和母親的照顧比物質條件的影響更為深遠（引
自陳奎熹，1995，頁107、110）。家庭中影響子女最重要的莫過於父母，而父母
與學校的關係影響著幼兒的成長與成就。家長參與班級教學活動除了本身自我成
長外，也增加幼兒學習動力與教師在教學上的助力。因此在教育方法多樣化，教
育內容複雜且富爭議性的今日，父母在子女整個教育歷程中的參與，更具有不低
估的作用（柯貴美，2003，12頁）。「家長參與」在幼兒教育史上，有教育家科門
紐斯（John Amos Comenius）和裴斯塔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福祿貝
爾（Friedrich Forbel）很早就強調父母所提供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有相同的重要
性，必須要家長積極的參與，才能發揮教育的成效 (林朝鳯，1994，562頁)。許芳
菊（2006）認為幼兒的未來，從家庭開始，在親子的互動模式中，建立了幼兒的
價值觀，父母的參與學習，影響著幼兒未來的成就。Parcel 和 Dufur（2001）比較
家庭資本和學校資本對學生數學和閱讀成就的影響，發現學校資本的影響力小於
家庭資本，家庭中的人力資本是影響數學和閱讀成就最重要的因素，社會資本則
支持著學業成就，家庭的互動模式對數學和閱讀有顯著的影響，研究結果：建議
家庭和學校應互相合作以促進兒童的學習成就（引自郭李宗文，2010，成果報告
，頁11）
。
父母與老師是孩子成長與學習的重要他人，在幼兒階段家長參與子女的學習
所發揮的功能，深深影響幼兒未來的學習態度與價值觀，因此幼兒早期教育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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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的重要；而家長參與對幼兒的學習過程中，不僅是老師教學的動力，幼
稚教育的合夥人，更是幼兒成長學習的助力。
二、研究動機
許多的研究指出，原住民家庭因素對於原住民的教育成就有相當地影響（張
善楠、黃毅志，1997；楊肅棟，1999；郭玉婷，2001；邱楓文，2003；沈惠君，
2004）。有研究指出：國小階段高成就的原住民家長參與度沒有差異性（廖仁藝
，2001）；及國中階段家長參與度，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家長並沒有差異性（李佩
玲，2003）；或是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家長對教育重要性的認知並沒有差異存在（
莊啟文， 2001）；但大多數的研究仍指出原住民家長的參與度相當低落（陳俊宏
，2007；江世大，2003；胡邦欣，2000）。原住民家長本身教育程度、管教子女
方式、家庭結構與功能、以及外出謀職等諸多因素都間接影響了家長參與的情形
。相較於其他教育階段，幼兒教育時期是家長參與程度較多的階段，如果在此階
段就試著了解家長參與的需求，讓家長的參與不僅止於特殊活動性質的參與，而
是幼兒學習上的參與，在往後的親師互動或許會有不同（引自郭李宗文，2010，
成果報告，頁4）。因此，探討關於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情形為
何？為第一個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原住民地區國幼班擔任代理教師之教學現場，觀察到：讓幼兒帶著
老師給的「親師座談會」、本土語言「家長教學日」、或學習單完成後需要請家
長簽名，隔天原封不動沒有簽名就交回來，詢問後孩子回答：媽媽要照顧弟弟、
妹妹，爸爸要上山工作、阿婆看不懂…。」這些班級活動需要家長參與、需要家
長提供相關本土語言學習活動資源，經過教師再三邀請，家長還是沒信心、沒意
願前來參與，其中或許是因經濟壓力、自信心不足、活動時間不能配合等。但令
人無奈的是，有些原住民幼兒家長無法幫助孩子複習認知學習的內容；在平時，
老師要找家長溝通孩子的學習情形時也常找不到人，也有幾乎整學期見不到家長
的情形，因此要原住民家長參與孩子班級的學習活動，是有一定的困難度。但原
住民幼兒家長卻又樂於參與學校的動態活動，如：校外教學、親子運動會、期末
餐會…等。從年齡、職業、教育程度方面來看，原住民的家長其個人背景，在諸
多外在環境條件狀況不佳的情況下，或許在價值觀念上產生了差異。但原住民家
長對學齡前幼兒抱著什麼樣的教養態度、信念與期望去教導、參與孩子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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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什麼背景因素影響著家長參與幼兒的學習？因此探討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對
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關係為何？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研究者適逢系上郭李宗文教授進行2011國科會研究計畫之際，該計劃針對原住
民地區家長參與對幼兒語文、數學、社會行為、情緒能力學習表現；以及幼兒園
學習環境的影響進行研究，因此配合此計畫一同進行原住民家長參與對3~6足歲幼
兒學習表現的資料收集。惟過去針對家長參與學習的研究以國小以上學童為主，
內容多為研究小學階段家長參與的情況，對探討幼稚園之家長參與的論文相較之
下篇幅較少；在國內的幼兒家長參與研究較多偏向於「在校參與」的研究（任秀
媚，1984；鄭佳玲，2000；吳沐馨，2003）
，多屬於參與大型活動，但參與班級的
學習活動較少；且大部份為非原住民家長參與研究居多，對於本身曾在偏遠地區
國幼班擔任代理教師的研究者而言，將以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
影響為研究主題，藉由此研究關懷偏遠地區的國幼班幼兒家長及幼兒們，並且提
供適切的家長「家長參與」策略，協助家長陪伴孩子一起學習與成長！並作為未
來自身在促進家長參與及維持良好親師互動關係之基石。因此探討原住民家長參
與對幼兒語言學習的成效預測程度。為本研究之動機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瞭解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之影響。
二、探討原住民家庭環境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關係。
三、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幼兒其語言學習表現差異。
四、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語言學習成效的相關程度為何？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原住民家長參與前、後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之影響為何？
二、原住民家庭環境（包含玩具遊戲和閱讀物、語言刺激、物理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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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有利生長）、榮耀、情感和溫暖、學術行為的刺激、模範及社會化的鼓
勵、多變化性的刺激、身體懲罰）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關係為何？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幼兒（包含年齡、性別、家庭結構、入學前教育經驗）在語
言學習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包含年齡、性別、家庭結構、）對語言學習成效的相關
程度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以釐清研究概念，使研究意義明確，茲將本研究所涉及
的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ㄧ、幼兒
一般定義：因應國內學制與國人通用概念，幼兒（Young Children）是指六歲
以下，尚未入小學的兒童（林佩蓉，2004，頁13）。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1）
第二條：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本研究所稱幼兒係指就讀苗栗縣原住
民地區公立勇士國小（化名）
、彩虹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的幼兒，及非原住民
地區公立哈客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三足歲至六歲入小學前的幼兒。
二、家長
本研究所稱家長是指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及非原住民地區國小附設幼兒園的
幼兒主要照顧者，可能包括父母、養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親友。
三、家長參與
一般定義：家長參與分為：「在家參與」及「在校參與」。Grolnick和Slowiaczek與
Hsu（1994）將「在家參與」一般是指，家長參與孩子在家中的學習活動，例如：
協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閱讀孩子從學校帶回家的通知單或信件等。「在校參與」
一般是指，家長參與孩子在學校或在班級的活動，例如：父母到校參加運動會、
班親會或協助教師教學等（引自陳怡君，2003，頁15）
。本研究所指家長「家長參
與」是指，家長在家或學校中參與學校教育的相關活動，如：入班協助幼兒保育
事項、觀察或協助教學、情境佈置、監督幼兒戶外活動、提供社區文化資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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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配合學校要求所進行的學習活動，如：親子學習單、親子共讀繪本、簽聯絡
簿等。
四、語言能力
Salvia 和 Ysseldyke（2000）語言能力（Language Ability）是指接受性語言和
表達性語言，在接收性語言能力方面，包括口語理解和書寫之理解能力；在表達
性語言能力方面，則包括口語表達和書寫之表達能力（引自林美秀， 2004，頁11
）。Goldstein 和 Wetherby（1984）理解性語言指的是解釋語言訊息的能力，亦指
語言理解能力（引自林美秀，1994，頁13）。Rose（1982）認為語言是一種聲音
系統，它具有目的性與社會性，而說話是語言的要素之ㄧ，藉由說話的口語系統
將獨立的語音以某種形式加以組合成字詞或句子，亦指口語表達能力（引自林美
秀，1994，頁14）。本研究所指語言能力分別為幼兒之「語言理解能力」、「口
語表達能力」。是指受試幼兒在林寶貴、黃玉枝、黃桂君、錡寶香（2008）「修
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所得之分數表現。為符應本研究目的，僅評量「語
言理解」和「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的分數，分別為 37 題和 46 題；並以「語
言理解」和「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的得分數相加後的總分，作為本研究幼兒的
「語言能力」分數。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方面
本研究以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公立國小附設幼兒園、非原住民地區公立
國小附設幼兒園為研究範圍，不包含其他縣市。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共分為兩部份：一是幼兒，ㄧ百學年度就讀於苗栗縣原住
民地區公立勇士國小（化名）、彩虹國小（化名）、太陽國小（化名）附
設幼兒園（國幼班）、非原住民地區公立哈客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
滿三足歲至滿六足歲的幼兒，二是上述幼兒園幼兒之家長，不包含其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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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家長。
（三）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變項為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之成效的影響，原住民
家長此一變項包含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家庭月收入、家庭結構等 層面
；而幼兒包含年齡、性別、家庭結構、入學前教育經驗等層面。此外，在樣
本背景變項方面；針對家庭學習環境因子進行探討。
（四）研究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地區的限制
本研究為控制居住地區地域性的影響，故將取樣範圍限制為苗栗縣原住
民地區公立國小附設幼兒園，由於不同地區之生活環境、交通、經濟發展等
條件並不相同，因此研究結果不宜過度推論至其他縣市之原住民幼兒。
（二）文獻資料的限制
本研究因缺少原住民家長參與幼兒語文能力發展的有關文獻資料供參照
，故研究結果仍需與日後其他有關之研究相互討論。
（三）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的對象為幼兒，因此需徵求家長的同意方可進行，在徵求家長同
意的過程中，部分原住民幼兒的家長並不願意其幼兒參與本研究，而這些不
願意參與研究的原民家長本身可能具有某些特質，使其不同於一般原住民家
長，因此本研究結果在推論至其他原住民家長時可能受其限制。
（四）研究變項的限制
本研究變項為原住民家長參與、幼兒語言學習之成效二變項間之情形、
差異與影響。因此，僅能針對此二變項之各層面與整體進行統計與分析，至
於文獻中曾論及之層面，因人力、時間、經費不足等因素限制，則無法兼顧
。此外，樣本 背景變項方面，僅針對家庭學習環境因子進行探討，其他因
子則不包含在內。
（五）研究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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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為主，家長參與時及幼兒測驗時可能會受到個人認
知情緒等主客觀因素影響，而使研究結果有所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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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依據所蒐集的相關資料及文獻進行分析，共分為四節來探討。第一節
為家長參與之意涵及類型；第二節為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的影響；第三節原
住民家長參與之相關研究；第四節為幼兒語言能力意涵與家庭環境理論及其相關
研究。

第一節

家長參與的意涵及類型

教育百科辭典（1994），為幼兒教育中的家長參與做了貼切的定義，所謂家
長參與活動，就是開放學校，讓家長走進學校，經過事先的安排，使家長在教室
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如為孩子說故事、在某一個角落從事某一項活動、在一
旁觀察或記錄等，使家長有機會與自己及其他幼兒打成一片，領悟出教育幼兒的
方法。吳清山、林天佑（2008）1970年代，美國訂定＜身心障礙教育法＞（Education
of the Handicapped Act），積極推動身心障礙者教育，相關研究均發現家長的配合
有助於身心障礙兒童的學習成效。更指出家長參與對幼兒教育階段也極具影響力
，也積極開展幼兒教育階段家長參與教育。因此，家長參與的項目要具有教育意
義，以對學校教育、學生學習效果有直接助益者為限。而家長參與對於幼兒以及
特殊教育兒童的學習最有幫助，不應被忽略。國內直到一九九九年公布之＜教育
基本法＞第八條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指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
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事務之權利，家長的
教育參與權有了法律基礎，而家長教育參與權也開始受到關注（頁199）。
有鑑於學者對家長參與的定義與模式，因研究目的或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程度
的見解與說法，研究者將國內外家長參與文獻蒐集與整理，再將學齡前階段家長
參與的定義舉出較常為人引述、具代表性的說法。以下將對學齡前階段父母參與
的意涵與類型加以整理如下：
ㄧ、家長參與的意涵
9

Epstein（1987）家長參與是一種合作的過程，是要求家長、學校、學生，甚
至是社區成員一起合作、共同努力的過程。
Williams & Chavkin（1989）係指在孩子教育的歷程中，家長在家或學校中參
與學校教育的相關活動。
Crim（1992）家長在子女教育的過程中，與學校一切可能發生的互動行為。
林朝鳯（1994）
「家長參與」包括母親參與（mother involvement）和父親參與
（father involvement），意指幼兒或小學教育歷程中，父母直接參與學校教育，並
獲得父母支持與合作的教育過程（頁562)。
周新富（1999）家長參與在英文的呈現上有父母參與（parent participation）和
父母投入（parent involvement）子女學習活動或教育歷程的意義。
吳璧如（1998）「家長參與」的英文是 “ parent participation”或“parent
involvement ”，是「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的簡稱。
鄭佳玲（2000）對幼稚園「家長參與」定義為：家長透過各種方式涉入幼稚
園學童的教育過程，以促進幼兒發展與學習為目的，強調凡是與幼兒有關的教育
事務，家長都可參與其中，舉凡提供相關資源、參加幼稚園所舉辦的活動，或在
家中配合學校要求所進行的學習活動。說明家長參與幼稚園教育主要是為了促進
幼兒的發展與學習（頁15）。
黃美香（2004）對「家長參與班級活動」定義為：家長為促進兒童的學習與
發展，基於本身能力與意願，以不同方式和班級老師合作，共同參與孩子的學習
成長。其中包含：親師溝通、參與大型活動、協助班上清潔打掃或參加親職講座
等參與方式（頁6）。
吳清山、林天佑（2008）家長參與(parent involvement)是家長參與教育的簡稱
，是指家長與學校緊密合作，以增進學校效能、提高學生學習效果為目的之教育
觀念與作法。
吳沐馨（2009）對「家長參與」定義為：幼兒家長為了子女的教育、學習及
發展，並與教師共同合作參與幼兒園之各種班級活動。研究中不限定家長參與的
型態，凡是家長所參與幼兒園之班級活動以及活動中之親師互動歷程（頁9）。
郭佳瑜（2009）將學齡前幼兒家長參與定義為：家長為了促進孩子的學習與
發展，基於本身能力與意願，與學校家庭及社區互動過程中，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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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孩子教育的任何學習活動（頁12）。
邱欣怡（2010）對「家長參與」定義為：
「家長提供子女健全的教育環境，並
在健全子女身心發展的前提下，盡其所能與自主意願，視學校為夥伴創造多元的
合作關係，共同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及學習歷程」（頁7）。
曾惠偵（2011），將家長參與定義為「家長在家裡或園所、班級中參與幼兒
相關的教保活動，透過各種形式，涉入幼稚園課程活動，其目的是增進幼兒學習
發展、滿足幼兒心靈需求、促進親師交流、增加親子互動關係，以提升班級經營
效能和教師教學效果」（頁8）。
從上述分析顯現，各學者對於家長參與的意義看法不一，有的指學校內活動
的參與，有的則涵蓋了家長在家庭、學校內外等多方面活動對子女教育的協助和
參與。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及為更契合本研究之目的，採取狹義的家
長參與定義為：家長參與幼兒在家或在校參與學要教育的相關學習活動。如：入
班協助幼兒保育事項、觀察或協助教學、情境佈置、監督幼兒戶外活動、提供社
區文化資源，在家中配合學校要求所進行的學習活動，如：指導孩子的親子學習
單、親子共讀繪本、教養孩子、關心孩子的學習情形、簽寫聯絡簿等。
二、家長參與類型
Epstein（2002）將家長參與的類型分為以下六種（引自李宜靜，2009，頁15）：
（一）在家教養自己的子女。如：家長善盡教養責任，維護子女的健康成長。
（二）和學校維持良好溝通。如：家長能藉由溝通的方式，和學校老師分享子女
的學習情形。
（三）到學校擔任義工。如：家長到學校擔任導護義工、圖書義工等。
（四）在家指導子女學習。如：家長協助子女完成學校作業。
（五）參與學校決定。如：家長透過正式組織的方式，參與學校的課程編排或重
要決策。
（六）與社區成員合作。如：學校開放社區人力物力的投入，整合學校和社區資
源。
Grolnick 和 Slowiaczek（1994）與 Hsu（1998）則將家長參與的類型著重於
家長在家及在學校對孩子學習歷程的參與，說明如下：
（一）學校參與及家中參與：學校參與係指家長參與孩子在學校或在班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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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父母到校參加運動會、班親會或協助教師教學等。家中參與係指家參與孩子
在家中的學習活動，例如協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閱讀孩子從學校帶回家的通知
單或信件等。
（二）智性參與：智性參與係指家長為了促進孩子在認知方面的發展所參與之文
化充實活動。與家中參與相較，智性參與偏向課外的指導與協助，例如帶孩子去
買書或是與孩子談論目前發生的社會議題或生活事件；而家中參與則指對孩子課
業方面的支持。
（三）個人關懷：個人關懷係指家長主動去了解及關懷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及其社
交生活的情形。例如父母傾聽孩子在學校的生活或稱讚孩子的表現等。
Littman（2000）則從家長與孩子間互動的觀點，提出兩種家長參與模式：
（一）孩子中心的參與（child-centered involvement）：所謂孩子中心的參與，是
指家長所參與的行為或活動，是一種較屬家長與孩子間直接互動的方式。例如：
查看孩子的家庭作業、與孩子討論學校活動或學習、與老師談論孩子的學習等。
（二）學校中心的參與（school-centered involvement）：學校中心的家長參與活動
都是發生在學校，而且整體上都是學校直接獲得益處，例如：出席家長會議。而
透過類似的參與，不但能瞭解學校政策，更將對學校決策有所影響。
任秀媚（1984）將國內家長參與的途徑分為：
（一）文字通訊：家長藉由文字資料與學校及教師傳達訊息。
（二）家庭訪視。
（三）家長與教師個別會談。
（四）家長在教室中參加活動或觀察。
（五）團體式參與：包括母姊會、組織委員會、家長會等。
吳璧如（1998）將家長參與歸納為三類：
（一）傳統性的家長參與：如擔任學校義工、支援教材、參加決策相關委員會及
提供社區可利用的支援等參與方式。
（二）傳統的參與類型：例如參加家長座談會或親師座談會，與家長溝通了解子
女的學業、解釋如何檢查家庭功課、提供簡易的書面通知單等一般較常採
用參與方式。
（三）與孩子直接相關的溝通：例如協助老師了解子女的身心發展情形、彼此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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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孩子在校的學習情況、行為表現作溝通聯繫。
林明地（1999）將家長參與的類型分為七項，分別是：
（一）親職教育：包括舉辦親職教育講座、辦理新生座談會、及邀請家長協助解
決學生問題等。
（二）面對面溝通：包括家庭訪問、親師懇談、電話溝通等。
（三）藉由文件溝通：包括藉由家庭聯絡簿、信函、成績單、通知單、出版品等
之溝通。
（四）擔任義工：例如擔任班級義工、圖書館義工、導護義工、學校社團等。
（五）支持學校：指家長參與學校運動會、畢業典禮、學校參觀日等。
（六）在家教導自己小孩：指協助小孩完成功課、監督小孩做功課、帶小孩上圖
書館、念書給小孩聽等在教室外所進行的教與學活動。
（七）代表他人作決定：包括參與家長會代表之選舉、參與家長會開會、參與教
師聘任、課程規劃設計、教科書遴選等。
陳怡君（2003）參照 Henderson 等人（1986）的分類方式，將家長參與的類
型歸納成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兩個層面，說明如下：
（一）直接參與：係指學生能直接接觸且感受到父母在其學習活動上的參與，包
括安排者（如：安排計劃寫作業的時間）、指導者（如：家庭作業的指導）、溝
通者（如：家庭訪問與教師電話聯絡）、關懷者（如：主動了解或傾聽子女在學
校的生活）、聽眾（如：參與子女的運動會或教學參觀日）及協助者（如：協助
教師的教學活動）等六個角色。
（二）間接參與：指學生無法直接感受到父母對其學習歷程的參與，如參與學校
的決策、提供財物支援、參與親職教育及提供社區各鄉資源的服務等。
歸納上述文獻，「家長參與」的意義很廣泛，不論是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
故事媽媽、家長教學日、協助班級戶外學活動、園遊會、親子運動會等）
，參與學
校圖書、交通義工服務、班親會、親職教育活動，及家長參觀教學日，甚至參與
學校行政及財務的決策等都是家長參與的管道；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子女的教育、
學習與發展所貢獻的一切行動上的努力及精神上的支持，並也直接地提昇家長自
我成長、改善學校效能及教育環境，甚至使整個社區獲益。因此為提升親師互動
的效能、增進幼兒的學習成長，家長以各種形式及內容參與幼兒的學習活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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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園方與家庭的相互合作，來完成教育幼兒的工作。
家長參與的類型包括在家庭的參與、在學校的參與以及在社區的參與。家庭
的參與有教養孩子、指導孩子的課業、關心孩子的學習情形、簽寫聯絡簿等；學
校的參與則有出席學校的活動、到學校擔任義工、參與學校決定等；社區的參與
則有整合、調動社區的資源，協助學校相關活動的推動。所以，家長在家或在校
參與幼兒相關學習活動，是最直接參與幼兒教育的方式，除了可以了解幼兒在園
內的學習狀況，也可以由幼兒老師身上學習正確教養孩子的教育知能；增進自己
對教育子女的信心，提升家長參與學校的活動意願，可以讓幼兒對自我更具信心
而有被重視感覺，亦能增進親子間的互動關係。

第二節 家長參與對幼兒學習的影響

「家長參與」最早源於美國，自1965年至今仍推行的「提早學習方案（Head
Start Program）」，讓弱勢幼兒（尤其是經濟弱勢）較一般兒童（5歲）提早一、
二年進入幼稚園就學。93~95學年國內實施的「扶持5歲弱勢幼兒入學方案」與提
早學習方案有相同意義。另一個長期研究支持（American Youth Policy Forum）的
幼兒教育方案是「親子中心（CPC，Child-Parent Centers）」。此方案以3~9歲兒童
為對象，強調提供完整的家庭支持給極為貧困的家庭及家庭成員。家長必須答應
每週撥出半天的時間來親子園，參與閱讀小組或其他課程活動（如烹飪課）；主
要原因在於：（1）幼兒在3歲即有教育的介入；（2）父母參與教育活動；（3）
以閱讀學習為重點；（4）計畫的連續性；（5）專業的計畫人員。幼兒教育強調
人格態度的養成、生活習慣的建立、學習興趣的啟發，家庭的支持與配合將會使
其事半功倍。因此，幼兒教育階段，比其他教育階段更需要家長的參與（郭李宗
文，2009）。研究者蒐集學者、近期研究文獻後，將家長參與對家長、幼兒學習
的影響，分項整理如下：
一、對家長的影響
Epstein（1986）認為家長參與後，教師對家長的影響有（引自李宜靜，2009
，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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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得更多在家幫助子女的方法。
（二）信任老師是真心想要幫助自己的子女。
（三） 更了解子女在學校所學習的內容。
（四）對教師的教學能力和技巧有更高的評價。
Ho & Willms（1996）研究發現，班級中的家長參與不單可以照顧自己的子女
，而且有機會扶持其他階級的學生，減低來自不同社會階級學生之間的成績差異
，進而有助達到教育優質和均等的成效（引自李宜靜，2009，頁12）。
邱書璇（1996）家長參與子女學習，對家長而言：有教師可以提供教養子女
的知識與技能，家長因參與班上活動得到正向的回饋間接提升自尊與自信，幫助
子女發展潛能。
二、對子女的影響
Epstein（1984）認為家長參與子女教育有以下影響：
（一）父母參與子女的教育活動，可以提高子女到校的出席率。
（二）父母與學校良性互動的過程中，學生將可提高學習的技能，並與他人有更
好的溝通。
（三）父母經由家長參與所獲得的技巧與知識，將協助兒童更成功的完成家庭作
業，增進學習成就，並提升自我概念。
（四）父母經由參與子女教育的歷程中，提供子女支持與鼓勵。
Parcel 和 Dufur（2001）比較家庭資本和學校資本對學生數學和閱讀成就的
影響，發現學校資本的影響力小於家庭資本，家庭中的人力資本是影響數學和閱
讀成就最重要的因素，社會資本則支持著學業成就，家庭的互動模式對數學和閱
讀有顯著的影響，最後研究建議家庭和學校應互相合作以促進兒童的學習成就（
引自郭李宗文，2010，成果報告，頁11）。
Schneider 和 Coleman (1993) 在談論家庭社會資本時，引入家長參與的概念
，經研究支持家長參與和學業成就有明顯的相關（引自陳麗如，2005，頁129）。
詹志禹（2001）也針對家庭教育的影響力歸納出下列幾點原因（頁246）：
（一）零至十八歲的兒童在家時間多於在學校時間，尤其是學齡前的幼兒。
（二）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方式，通常以一對一或低比例的方式教導，但老師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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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面對的是高比例的學生。
（三）父母與孩子的互動是從日常生活中無形的自然影響，比起老師直接式教
學更有效力。
（四）父母是孩子最早接觸的人，更是最佳典範，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永遠占重
要的地位。
林明地（1999）和 周新富、柯貴美（2003）指出：家長參與可以增進子女的
學習效果，幫助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狀況，增強親子關係。
林俊瑩（2001）和 吳心茹（2007）、張青綺（2008）指出家長參與可以促進
學生正向積極的學習效果，有了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可以增強學習效果與培養
好習慣、增強其學習動機與自尊心、自我價值，孩子有較好的學習成就。
吳琇玲（2004）在研究國小家長參與低年級故事教學行動研究，研究結果顯
示家長參與故事教學可以引發孩子上課的興趣、拉進師生及親子間的距離、奠定
孩子的閱讀習慣、激發孩子的想像力、課程更活潑而且課程設計更符合學生的能
力本位。
莊雅涵（2006）指出家長參與可以增進學生學習動機、提高出席率、提升學
習成效，家長實際參與子女學習的程度越高，其子女的學業成就表現就越佳。
綜合上述文獻觀點，家長參與不但能提升園內教學效能、促進教學優質成長，
也能幫助家長了解園內教學理念、提升家長參與信心、增進親子互動等；家長參
與班級活動的幼兒也有機會提升學習意願和學習成就感，班級中的其他幼兒，也
能在不同的家長參與過程中，獲得更多教育資源及關注。顯示孩子的學習需要家
長與學校共同承擔與努力，讓孩子能健康且正常的成長。對學校與老師們而言：
家長豐富的人力與物力支援，使教學更活潑、多樣化，教學品質也因此提升。而
且不同職業的家長其專業可補充學校人員在指導孩子各種知識領域上的不足，並
可使學校教學真正的融入社區、落實生活（任秀媚，1985；劉慈惠，2007；陳麗
如，2005）。因此，家長參與對幼兒教育現場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三、對幼兒語言學習能力的影響
Chen ( 2003 ) 研究指出，父母參與幼兒教育的程度，會長期影響到孩子對未
來教育的態度及成就，因為幼兒期是兒童發展所有行為的基礎期，無論語言、智
力、生活習慣、人際關係和社會行為，都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家庭是幼兒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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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的環境，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幼兒藉由與周遭環境的互動，建構其語文
基本能力。家長參與可以提升孩子的語言學習環境，能幫助孩子成為一位成功的
讀者和寫作者（Cline ＆ Reichelderfer, 2001）。
De Graaf et al. ( 2000 ) 對於年紀較小的孩子而言，父母唸書或說故事給孩子聽
與孩子唸書給父母聽的行為可以增進子女的閱讀能力，與學業成就的提升有密切
關係。家長參與幼兒的閱讀活動，對幼兒無論是在認知方面的發展，或是情緒上
的發展都是有很大的助益，家長應該每天有固定的一段時間，與幼兒共同閱讀，
並且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更可以鼓勵家長到學校為幼兒講述故事書，培養幼兒
喜歡閱讀的習慣，與家長參與幼兒閱讀的活動。（引自陳麗如，2005，頁138）。
劉漢玲（2003）親子共讀活動與幼兒閱讀行為，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對於親子
共讀活動是十分喜愛的，可見父母加入幼兒閱讀活動可以增進幼兒語言學習之樂
趣，且證實對增進孩子的表達能力有效。親子共讀活動，像是一座建立親子和諧
溝通的橋樑，在努力耕耘及親師的溝通下，能關懷並培養和諧、終身親子學習的
觀念及習慣，幫助幼兒獨立閱讀，享受美好的書香之旅。
林燕宗（2005）外籍配偶親子共讀對學前幼兒語言發展之影響，研究顯示親
子共讀有助於幼兒語言能力之發展，在幼兒故事重述時，有父母的引導，可以增
進幼兒故事重述之能力，進而提升幼兒語言表達力。
綜合上述研究文獻，親子互動方式之不同對幼兒語言能力的影響也不同。這
也許是因為互動方式不同，所造成的差異間接影響幼兒在語言能力上有不同的表
現。不過還是有不少研究學者發現幼兒的語言能力是與成人的言語互動中習得，
若在親子互動時使用較困難的語言、或是鼓勵及要求幼兒多參與互動，是可以幫
助幼兒的語言發展。

第三節 原住民家長參與相關研究

父母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教育部（2009）編
印「家長參與教育行動指南」，希望協助家長了解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參與校
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等，並瞭解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責任---參加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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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學校義工、親師溝通、和督促子女在家中的學習活動等。期盼全國家長在以
增進子女福祉為第一優先的原則下，善用此手冊。從學者的學術研究逐漸重視家
長參與且肯定家長參與的意義與重要性，研究者從原住民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相
關文獻整理出如下觀點：
陳枝烈（1994）以排灣族山地國小學生家長為對象所做的研究發現：1.原住民
學生家長不與子女在家居住的比率高於平地學生家長；2.原住民學生屬單親家庭者
之比率高於平地學生；3.原住民學生家長在子女課業方面的參與，因項目不同而有
差別；4.原住民學生家長在親師溝通方面的參與並不積極；5.原住民學生家長遊藝
活動的參與極為熱心且投入；6.原住民學生家長在子女一般學習活動方面的參與關
心不足。
牟中原（1996）原住民教育改革報告書研究指出，原住民學童學業成績大都
偏低，其原因傾向於原住民父母不關心子女在校的情形，而教育程度愈高的原住
民愈支持上述的說法。
黃森泉（1999）在中部地區以原住民學生家長為研究對象，發現：家長與學
校的溝通及互動上形成之困境如：學生程度差、家庭幾乎無法發揮教育功能、教
師進行家庭訪問效果不彰、語言不通、思想及習慣有異導致觀念溝通困難、家長
因在外工作對子女教育不夠也無力關心、家長聯絡簿形同虛設、真正需要來的家
長出席率低、破碎家庭常是學生偏差行為之主因、對子女教育期望水準低、以為
教育是老師之工作等。
楊肅棟（1999）原漢族別與學業成績關聯性之追蹤調查研究指出，影響原住
民教育的因素有：1.社會資本不足：原住民父母比較不關心學童在校的學業表現或
是關心不得法，因此學童的表現就較ㄧ般學童差。2.文化資本不利：原住民學生單
親或是隔代教養家庭比較多，不易照顧孩子，使原住民學生習慣或是服裝儀容較
乏人關心，使其教師對其印象不佳，期望降低而影響其學業表現。3.家庭財務資本
：原住民父母工作多屬於社會低階層、以勞力為主的工作，導致部分學童輟學的
情形。4.資源稀釋模糊：原住民兄弟姐妹多，每人所獲得到的照顧及資源有限。5.
智力問題：過去研究大多得出原住民智力較漢人低的結論，不過也有研究說原住
民和漢族成績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原住民地處偏遠，父母社經地位低、家庭結構
不完整、子女數又多等不利的背景因素，使得原住民學童比較不守校規、補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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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較低、父母對教育的投入較少、父母教育期望低，以及偏遠地區師資不利
的條件。
劉貞蘭（1999）原住民學校與家長溝通困境之探討-以太陽國小為例，研究結
果：原住民社區家長並非不重視教育，只是因下列因素造成雙方溝通困難：1.原住
民社區家長與學校教育人員雙方在教育價值觀、教養方式的認知有差異；2.學校溝
通活動的設計，往往依自己主觀方式進行，未考慮原住民社區家長現實的需求，
以致於家長參與溝通的意願不高；3.原住民社區家長與學校教育人員，雙方學識、
地位的差異，使得家長缺乏主動溝通的信心，而學校也認為與原住民家長溝通無
用；4.學校未意識到積極與原住民社區家長溝通的重要性，而原住民社區家長卻視
教育為學校的責任，極少踏入校園；5.時間、資源的限制，以及雙方缺乏正確有效
的溝通態度。
王泰茂（1999）原住民學校的親師互動--以玫瑰小學為例，研究結果如下：1.
影響原住民學校親師互動的因素有：現實生活的影響、教育方式的認知差距、族
群與階級因素的作用、缺乏多元文化教育精神。2. 原住民家長的觀點：教師應該
主動、學校與社區心理區隔大、想參與卻不知如何參與。
胡邦欣（2000）學校與社區家長的互動關係：一位原住民女性校長的理念與
策略，發現：原住民家長由於對本身較低之社經背景感到自卑及曾受不公平待遇
，因而少與學校互動；且由於不知如何教導孩子，常被誤會為不關心子女的教育
。家長社經背景較差，參與學校活動的意願不高。
邱光輝（2004）達悟族家長教育參與之行動研究─以台東縣朗島國小為例，一
、家長對於「教育參與」：(一)本校家長對於學校有著「強健身體」、「公平對待
」、「勇於挑戰」、「融合部落文化」之教育期望。(二)本校家長對於教育參與的
態度需要受到引發才能顯現。 (三)本校家長最常使用之教育參與方式為「庶務義
工」、「親師溝通」、「家庭作業監督及協助」、「有所偏重(好)的參與」及「決
策參與」。(四)本校家長教育參與最大的困難為「時間因素」及「自信不足」。二
、教師對於「教育參與」：(一)教師對於家長教育參與的態度多有「力不從心」之
感。 (二)教師認同家長參與之功能。(三)教師應扮演引發激發家長教育參與的協助
者。
劉慈惠（2007）將 Lareau 和 Graue 跳脫少數族群劣勢論，探討主流與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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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族群家庭與學校間互動的研究發現，整理如下表（頁57）
表 2-3-1 不同背景之家庭與學校之間的互動
特質
家庭狀況
傾向

主流族群

非主流族群

收入高、穩定、工作時間

收入低、不穩定、工作時間

較有彈性

較無彈性

與學校
互動

支持而主動、頻繁

支持而被動、疏離

家長之於

認為老師和家長是平等的，有時對老 視老師為教育專家，信任老師的

老師

師抱持督導的心態，對自己很有信心 建議及決定。互動時不自在，位
，有時候會質疑老師的專業能力。
互動時很自在，平起平坐，熟悉老師

居下方，不熟悉老師所使用的語
言，卻於發言及表達想法。

所使用的語言，勇於發言及表達想法
。
家庭和學

視教育為一連續的過程：家庭和學校 視教育唯一分隔的過程，認為學

校的關係

各分擔一半的責任，家長在家裏也附 校與家庭的功能不同。在信任與
有教育的角色。

依賴中將教育責任全權委託給老

認知和經驗與學校所設定的期待吻

師，認為自己的責任在於養育及

合、一致。家庭與學校形成相互依賴 基本生活的照料。
的世界與關係。

認知和經驗與學校所設定的期待
不吻合、有落差。家庭與學校形
成兩個分隔的世界與關係。

個人社會

較大，以非血親為主，和其他家長互 較小，以血親為主，很少和其他

網絡

動與來往較為密切，會相互交換教育 家長互動或來往，很少交換教育
或教養相關資訊。

或教養相關資訊。

學校相關

資訊豐富，對孩子學校狀況所知很多 資訊不多，對孩子學校狀況所知

資訊與來

，能直接或間接從其他家長獲得相關 有限，多半間接或依賴親屬來獲

源

資訊。資訊的交流多為雙向；家庭與 得相關資訊。資訊的交流多為單
學校相互交流。

向；多從學校傳遞到家庭。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張青綺 (2008) 泰雅族父母親教養信念與其學齡前期子女家中課業學習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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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結論如下：一、學齡前期泰雅族裔幼兒家長的背景因素與正向回饋之教
養信念無顯著差異。二、學齡前期泰雅族裔幼兒家長背景因素中的職業部分與負
向回饋之教養信念間呈現出顯著差異，亦即職業為「工」者，教養信念中的負向
回饋較高。三、學齡前期泰雅族裔幼兒家長背景因素中的婚姻狀況部分與負向回
饋之教養信念間呈現出顯著差異，亦即婚姻狀況為「離婚」者，教養信念中的負
向回饋較高。四、學齡前期泰雅族裔幼兒家長教養信念中的正、負向回饋，與參
與幼兒學習具備預測力。
葉芝君 (2009) 在太魯閣父母教養方式之研究~以家有學齡前子女為例，太魯
閣族父母更表現出文化傳承的教養行為。太魯閣族父母皆認同「身教」的重要性
，「教育是改善原住民社經地位的最快方式」。希望孩子透過對族群的認同，瞭
解太魯閣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張雅卿（2010）在原住民地區幼兒園實施親職教育之研究，原住民地區幼教
師認為家長普遍不習慣表達意見，對於學校與孩子的教育參與度低。原住民地區
幼兒家長普遍滿意園所提供之親職教育，以教師主動、口語溝通的親師互動方式
接受度較高，希望教師與學校對孩子的學習有更多的付出，並視學校為資訊與資
源的提供者，家長認為出席親子活動可以表達對子女的關心。
邱欣怡 (2010) 在不可忽視的力量：幼兒家長參與子女教育之現況及其影響，
指出原住民族群，他們雖不積極參與子女學習，卻非常熱衷於協助園務。整體來
看家長相當普遍且積極的參與子女教育階段之學習，並與老師溝通有關育兒相關
問題，但較不傾向「協助園務」的參與方式。進一步根據研究模型之分析，發現
家長愈參與子女學習，愈能使其子女有較佳的學習與生活適應、親子關係愈佳、
對於學校忠誠度也愈高；而家長愈參與親師溝通，親師關係愈融洽，反而會造成
較差的親子關係；另外，家長愈參與協助園務，對於子女學習與生活適應、親師
關係有不良的影響。
有關原住民家長參與幼兒學習的研究文獻不多，研究者彙整近年來有關家長
參與研究結果如表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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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 原住民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年代）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1.原住民學生家長在子女課業方面的參
與，因項目不同而有差別。2.原住民學生
以 排 灣 族 山 地 國 小 家長在親師溝通方面的參與並不積極。3.
陳枝烈（1994）
學生家長為對象
原住民學生家長遊藝活動的參與極為熱
心且投入。4.原住民學生家長在子女一般
學習活動方面的參與關心不足。
牟中原（1996）

原住民學童學業成績大都偏低，其原因傾
原 住 民 教 育 改 革 報 向於原住民父母不關心子女在校的情形
告書
，而教育程度愈高的原住民愈支持上述的
說法。

家長與學校的互動形成之困境：家庭幾乎
中 部 地 區 以 原 住 民 無法發揮教育功能、教師語言不通、思想
黃森泉（1999） 學 生 家 長 為 研 究 對 及習慣有異導致觀念溝通困難、家長因在
象
外工作對子女教育不夠也無力關心、家長
對子女教育期望水準低等。
原住民社區家長並非不重視教育，原住民
社區家長與學校教育人員雙方在教育價
原住民學校與家長
值觀、教養方式的認知有差異；學校溝通
劉貞蘭（1999） 溝通困境之探討-以
活動的設計，往往依自己主觀方式進行，
太陽國小為例
未考慮原住民社區家長現實的需求，以致
於家長參與溝通的意願不高。
原住民地處偏遠，父母社經地位低、家庭
原漢族別與學業成
結構不完整、子女數又多等不利的背景因
績關聯性之追蹤調
楊肅棟（1999）
素，使得原住民學童父母對教育的投入較
查研究─以台東地區
少、父母教育期望低，以及偏遠地區師資
國小學童為例
不利的條件。
1. 影響原住民學校親師互動的因素有：
現實生活的影響、教育方式的認知差距、
原住民學校的親師
族群與階級因素的作用、缺乏多元文化教
王泰茂（1999） 互動--以玫瑰小學為
育精神。2. 原住民家長的觀點：學校與
例
社區心理區隔大、想參與卻不知如何參與
。
原住民家長由於對本身較低之社經背景
學校與社區家長的
感到自卑及曾受不公平待遇，因而少與學
互動關係：一位原住
胡邦欣（2000）
校互動；且由於不知如何教導孩子，常被
民女性校長的理念
誤會為不關心子女的教育。家長社經背景
與策略
較差，參與學校活動的意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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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原住民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研究彙整表（續）
研究者（年代）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家長對於教育參與的態度需要受到引發
才能顯現，家長最常使用之教育參與方式
達悟族家長教育參
為庶務義工、親師溝通、家庭作業監督及
邱光輝（2004） 與之行動研究─以台
協助、有所偏重(好)的參與及決策參與。
東縣朗島國小為例
家長教育參與最大的困難為時間因素及
自信不足。

張青綺 (2008)

泰雅族父母親教養
學齡前期泰雅族裔幼兒家長教養信念中
信念與其學齡前期
的正、負向回饋，與參與幼兒學習具備預
子女家中課業學習
測力。
之相關研究

葉芝君 (2009)

太魯閣族父母更表現出文化傳承的教養
太 魯 閣 父 母 教 養 方 行為。太魯閣族父母皆認同身教的重要性
式之研究~以家有學 ，教育是改善原住民社經地位的最快方式
齡前子女為例
。希望孩子透過對族群的認同，瞭解太魯
閣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家長普遍不習慣表達意見，對於學校與孩
原 住 民 地 區 幼 兒 園 子的教育參與度低。區幼兒家長普遍滿意
張雅卿（2010） 實 施 親 職 教 育 之 研 園所提供之親職教育，視學校為資訊與資
究
源的提供者，家長認為出席親子活動可以
表達對子女的關心。

邱欣怡 (2010)

不可忽視的力量：幼
原住民族群，雖不積極參與子女學習，卻
兒家長參與子女教
非常熱衷於協助園務。
育之現況及其影響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原住民社區家長與學校、教師在文化、語言、生活習慣、風俗以及交通、地
理環境與資訊等的種種差異，加上原住民社區家長本身教育程度、管教子女方式
、家庭結構與功能、以及外出謀職等諸多因素影響，導致原住民家長對現今教育
政策、理念，及學校教育目標、做法等適應困難，不僅與教育主流價值文化的差
距愈來愈大，即便是設在部落中的學校，在溝通與互動上，也浮現重重的限制與
障礙（劉貞蘭，1999）。探討原住民家長參與度不高的原因不外乎，親師價值觀
的不同；活動的設計未考量家長的需求、家長的信心不足；學校認為家長的教育
23

知能不足溝通無用；學校未意識到與原住民家長溝通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原住民
家長認為教育是學校的責任；想參與不知如何參與；家長對於學校的經驗以負面
居多，降低其參與的意願；時間上無法配合等等（陳枝烈，1994；劉慈惠，2007
；王泰茂，1999；胡邦欣，2000；邱光輝，2004；張雅卿，2010）。
由上述文獻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學校教育，包括校務、子女課業學習情形，
參與的程度偏低，反觀現在的情況，雖有所提高，但相較於現今整個大環境的變
遷、教育理念的改革、家長教育權限的擴增等，將原住民家長對學校教育的參與
和非原住民學生家長作比對，又凸顯出彼此的差距更大。家長對參與的概念，還
有其本身的態度與能力都是影響家長參與的因素，所以家長、老師應以開放性的
態度，相信老師、尊重專業，認同自己的信念、能力來參與班上活動，一起協助
教學工作，共同關心幼兒的教育。

第四節 幼兒語言能力意涵、家庭環境理論及相關研究

教育部（2016）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106.08.01修正生效），語文領域
目標涵蓋：
一、 體驗並覺知語文的趣味與功能。
二、 合宜參與日常社會互動情境。
三、 慣於敘說經驗與編織故事。
四、 喜歡閱讀並展現個人觀點。
五、 認識並欣賞社會中使用多種語文的情形。
其中第三點、第四點直接指出重視溝通表達的觀點，特別說明：語文能力的
展現並非僅在表達與展現個人想法之用，而是透過語言的使用，使幼兒得以更進
一步了解他人的想法和行為，增進人際間的相互理解，作為友愛合作精神的基礎
。這與語文領域之領域能力與新課綱六大能力的「覺知辨識」、「表達溝通」也
相呼應。Bodrova & leong（1996）語文不僅是溝通表達工具，而且能使我們作邏輯
思考與學習，有別於其他動物，亦即語文是一項重要的「心智工具」
。言談對話可
以說是大人為兒童搭鷹架、引導其學習的核心內涵（引自周淑惠，2006，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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阮碧繡（1997）在父母參與程度、幼兒的閱讀興趣與閱讀能力之關係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從社會互動論觀點，指出人類並非一出生後即學會語言，而是生活在
語言環境下，不斷與社會互動逐漸學習語文能力。家庭是幼兒從出生起到六年內
最主要的語文學習場所，父母是幼兒接觸最多、最久的照顧者，所以家庭環境對
於幼兒的語文學習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語文能力的表現，包含運用語言或文字
來表達自己想法和瞭解他人的能力，由此能更瞭解幼兒語文能力的內涵。因此研
究者依學者、研究文獻整理，針對幼兒語文能力、家庭環境意涵分別說明如下：
ㄧ、語言能力的意涵
Salvia 和 Ysseldyke（2000）語言能力是指接受性語言和表達性語言，在接收
性語言能力方面，包括口語理解和書寫之理解能力；在表達性語言能力方面，則
包括口語表達和書寫之表達能力（引自林美秀，2004，頁11）。從表達媒介角度
去區分語言形式，可分為口說語言（oral language）－語言和書面語言（written
language）－文字（黃瑞琴，1993）。所以語文能力包含了口說語言和書面語言兩
種形式，表現於「聽」、「說」、「讀」、「寫」四大領域。本研究所探討語文
能力分別為幼兒之「語言理解能力」、「口語表達能力」。「語言理解能力」：
Goldstein 和 Wetherby（1984）理解性語言指的是解釋語言訊息的能力（引自林美
秀，1994，頁13）。「口語表達能力」：Rose（1982）認為語言是一種聲音系統
，它具有目的性與社會性，而說話是語言的要素之ㄧ，藉由說話的口語系統將獨
立的語音以某種形式加以組合成字詞或句子（引自林美秀，1994，頁14）。而書
面語言讀或寫的方式，則不在探討範圍。
二、家庭環境意涵
一般而言，家庭環境包含家庭結構、父母職業地位、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
養態度、父母教育程度、父母對子女的教育關心、親子關係、家庭氣氛、子女的
教育設施、家庭語言環境、居家的環境安排等。周新富（1999）將家庭環境定義
成家庭背景與家庭文化資源兩個層面上，其中家庭背景包括家長教育程度、家長
職業地位、社會階級、家庭每月收入、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源包括家庭社
經資本家庭教育資源、家長參與學習與家庭教育氣氛。。劉靜蓉（2004）將家庭
環境分類為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家長的教育態度與期望、父母的職業，家
庭文化、家庭氣氛及親子關係等。周芷誼、葉玉玲（2006）、李亞玲（2007）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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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也應涵蓋語言型態、家庭文化狀況，如：家庭參與學習、家庭教育資源及家庭
氣氛。
綜括而言，一般研究者所探討的家庭環境，主要包含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
構、家庭氣氛、親子關係、家長的教育態度與期望、與家庭參與學習及家庭教育
資源、家庭語文環境面向等。這些無論是有形的物質層面或無形的精神互動層面
隨時隨地影響幼兒各方面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將深入了解家庭環境意涵及對幼兒
語言能力的重要性。
本研究只將環境定義與學生最有密切關係的家庭環境，以父母親年齡、教育
程度、家庭月收入、職業狀況、家長參與幼兒教育活動為面向，來探討原住民的
家庭環境狀況。其中有些是社經背景、有些是文化刺激、有些是屬於家長管教態
度。這些因素都可能是影響孩子學習的重要原因。有關家庭環境可能影響語言學
習表現的理論很多，且多數教育社會學者所提出的理論，均支持「家庭環境可能
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習結果」的說法。以下分別說明其相關理論：
三、家庭環境 ( family environment ) 的理論
（一）Bourdieu 文化資本（culture captial）理論：
陳麗如（2005）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為文化資本的理論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他對教育不平等的主要見解是：擁有較佳社會和文化資本的學生在學校會比
其他同儕容易獲得較佳的學習機會，而這也是文化資本理論的精髓。
邱天助（2002）文化資本是一種世代相傳的文化背景（Bourdieu, 1986），其
意指範圍廣及語言、意義、思考、行為模式、價值等，所以又稱為「訊息資本」
。文化資本需要長時間累積，因此和經濟資本有密切的關係，例如：家庭的財務
資本不佳，便無法長期提供子女學習額外的才藝或學習資源，使得不同社經背景
的孩子所獲得的文化資本久而久之便產生差異。
由 Bourdieu 提出的文化資本的觀念可知，幼兒的學習動機與表現會受到家
庭中文化資本所影響。文化資本包含語言、價值觀、思考、行為模式等，具象徵
性質，不易窺知，不過卻透過一些藝文活動或有形資源來影響孩子的學習。
所以本研究依據此觀點，採用家庭環境量表以了解原住民家長提供幼兒的學
習資源、家長的教養態度、信念、幼兒發展的環境，並分析這些因素與原住民幼
兒語言學習表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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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資源(educational resources)理論：
教育資源理論由 Teachman (1987) 所提出，以補 Blau and Duncan 模型的不
足。教育資源概念指的是父母用來提升家庭的讀書環境，以促進子女的學術技能
、動機和人文及物質資源。 Teachman 假設父母的社經地位愈高，就愈有能力、
動機提供教育資源，以提高子女的教育成就。Teachman 的研究中，有關教育資源
的指標為：家庭是否有固定的讀書場所、家中是否有參考書、是否有訂報紙、是
否有字典或百科全書，而這些指標反映的是父母發展教育的企圖（引自蔡淑玲，
2007，頁22）。
（三）Coleman 社會資本（social captial）與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理論：
透過人與人的互動所產生的社會關係即 Coleman（1990）所謂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存在於家庭關係與社區的社會組織中。另外 Coleman 在分析家庭資本時
，提出「財務資本」這個概念作為衡量家庭的財富和收入的指標。財務資本決定
家庭所能提供給子女的物質資源，所以是以有形的型態出現，例如：在家中提供
子女固定讀書場所、提供學習用品、充足藏書量等，則有助於學業成就的表現（
引自李亞玲，2007，頁18）。
周新富（2006）採用Coleman社會資本的理論為架構，探討家庭為本位的社會
資本與學業成就的關係。依社會資本的理論及因素分析結果，將家庭社會資本界
定為八個層面，五項屬於家庭內部的社會資本（父母參與、家庭規範、父母教育
期待、行為監督、家庭互動），三項屬於家庭外部的社會資本（父母與學校關係、
父母與鄰居關係、父母與親友關係）。
由 Coleman 的社會資本與財務資本觀點得知，孩子的學習表現受到父母投入
孩子教育的參與，以及家中學習資源的影響，而家中的經濟條件影響學習物質的
提供。所以本研究依據此觀點控制家庭社經地位的變項，分析原住民家長在校參
與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影響。
（四）陳奎熹之社會階層化模式：
陳奎熹（1986）歸納出一個模式，如圖2-4-1社會階層化影響教育之理論模式
（引自陳奎憙，1986，頁104）說明家庭社經地位並不直接影響教育成就，而是透
過物質條件、教育態度、教養方式、價值觀念、語言型態、智力因素、成就動機
、抱負水準和學習環境等中介因素發揮影響作用。這些中介因素和社會階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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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切，但並非絕對密不可分，因為無論何等社會階層，只要父母關心子女教育，
採用合理的教養方式，建立積極的價值態度，仍能為子女創造有利學習的環境，
進而提高其教育成就。
社會階層
（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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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社會階層化影響教育之理論模式
資料來源：教育社會學（頁104）陳奎憙，1986。台北：師大書苑

由陳奎熹的社會階層化模式可知，社經地位直接影響家庭之物質條件、教養
方式、價值觀念及學習環境，而教育成就受到上述之中介變項所影響，造成學習
效果的差異，因此為了更清楚了解原住民幼兒的家庭環境與幼兒語文能力，家庭
社經背景需要控制。
根據以上四個有關家庭環境的理論可知，幼兒的家庭學習環境成就可能受到
直接或間接因素影響，舉凡家庭社經地位、物質條件、教養方式、語言型態、學
習環境等各方面都可能影響幼兒受教育機會，並且幼兒背景變項也會影響其間的
關係。所以本研究將探討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與語文學習表現的關係。
四、幼兒語言能力與家庭環境相關研究
影響語文學習能力的因素很多，但基本上可分為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兩方面
，其中環境因素有：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社區環境（郭俐伶，2001；劉靜蓉，
2004；Carlson,1998；Britto ＆ Brooks,2001；Dodici etal.,2003；Rashid,2001）。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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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蓉（2004）基於推動早期教育理念，亦指出：所有兒童與生俱來大致相同的學
習及發展能力，由於家庭背景、早期教育和經驗等環境因素才造成學習和成就上
的差異（頁40）
。本研究僅就家庭環境因素探討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對幼兒語言學習的成效。
（一）家庭社經地位
對於家庭社經條件與語文能力關係的探討，一直是許多研究者相當重視和熱
衷的焦點，因此以下分別就國內外的研究說明兩者之間的關係。
1、國外研究
Carlson（1998）選取378名幼稚園兒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家庭環境影響幼兒的
口語能力，研究結果發現父母的職業層級與幼兒口語能力有直接關係，父母職業
層級較高，幼兒通常有較好的口語能力，其原因是父母的職業層級愈高傾向創造
較好的閱讀學習環境，致力於較多的閱讀經驗，讓幼兒口語能力提升。
Britto 和 Brooks（2001）選取126名低收入的親子為觀察對象，研究結果顯
示母親教育程度與幼兒接收性語言有正相關，因為教育程度高的母親能夠提供豐
富的閱讀活動，並且營造溫馨的閱讀環境與孩子互動。
Molfese 和 Modglin 及 Molfese（2003）採取多年縱貫研究方式，調查113
名幼兒從三歲至十歲的家庭社經地位與閱讀能力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社經背景
影響閱讀能力－高社經背景的閱讀能力較好，反之，低社經背景的閱讀能力較差
，以及三歲時的社經背景與家庭環境可以預測往後學齡階段的閱讀能力。
Dickinson 等人（2004）選取參加Head Start 閱讀計畫183名約四歲的幼兒，
結果發現母親的教育程度與幼兒的音韻知覺、接收性字彙，以及讀寫萌發能力有
正相關。
2、國內研究
信誼基金會（1990）以全省3至6歲幼兒與母親為母群，採全省北、中、南、
東四區33分層隨機取樣，805對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母親教育程度較高者，
其幼兒閱讀頻率較高、伴讀頻率較高、子女開始閱讀讀物的時間也較早，以及幼
兒讀物數量也較多，並且發現幼兒母親教育程度是大專以上的幼兒較傾向注意書
中的文字或運用認得的文字。
林美秀（1993）發現家庭社經地位不會影響幼兒的構音能力，表示新台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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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構音能力與本國籍幼兒沒有顯著差異，所以，新台灣之子若是有好的語言學
習環境，他們的語言發展也可以與本國籍幼兒一樣好。
郭俐伶（2001）選取高雄縣某國小附設幼稚園兩班大班共60名幼兒為研究對
象，使用自編語言理解測驗來探討不同家庭背景影響幼兒語言理解能力的狀況，
研究結果發現幼兒語言理解能力會因母親教育程度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母親的教
育程度愈高則幼兒語言理解能力愈好；反之，母親教育程度愈低則幼兒語言理解
能力愈差，而幼兒語言理解能力不受家長的職業所影響，因為無論家長的職業類
型差異皆都可能提供幼兒豐富的語言刺激。
劉靜蓉（2004）針對台北縣市幼稚園之311位5歲幼兒，採用教師評量表個別
評估幼兒語文能力，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幼兒的語言理解力也會比較好。由
此可知，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幼兒語言發展，家庭社經地位高，幼兒的語言發展
一般而言會比較好。
譚光鼎、林明芳（2002）指出，原住民學童在學校接受的制度規範，與其在
原住民社區的生活經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也是一個難以轉換、不連續的文
化斷層。他們的研究中也顯示，因為原住民族語只有輕重語調，所以就國語學習
而言，學童在注音符號的學習上，較難抓住語調的變化。在數學的學習上，無法
接受分數、小數和零的概念，因為在她們的生活經驗中這些都是不存在的（引自
林冠伶，2008，頁27）。因此，原住民幼兒的家庭環境若是能提供與一般幼兒家
庭相同的語文環境刺激，原住民幼兒的語文能力發展將能更提早於家庭中發生。
從上述國內外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研究結果呈現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的職業、
教育程度，或家庭收入狀況）與語言能力有正相關，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幼兒語
言能力之發展（信誼基金會，1990；劉靜蓉，2004；郭俐伶，2001）。為避免對
不同社經條件的幼兒有不公平的比較，本研究實驗組、對照組兩組幼兒之家庭社
經地位相似，以避免研究結果受到家庭社經地位因素的影響。
（二）父母親教育程度
在父母親教育程度方面，探討父親教育程度和母親教育程度的影響：
黃菁芳（1993）以「學前兒童語言量表」測量145名中大班幼兒的語言理解能
力及口語表達能力，研究發現受高教育母親的學前幼兒，其聽覺理解及口語表達
能力皆優於母親受低教育的學前幼兒。可見母親教育程度會影響學前幼兒之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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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與口語表達。
郭俐伶（2001）研究60名大班幼兒，發現幼兒的語言理解能力僅受母親教育
程度的影響，而未受父親教育程度影響，即母親的教育程度愈高，幼兒的語言理
解能力愈好。
謝文禎（2006）分析50位3歲新移民幼兒的語言資料，研究發現在父親教育程
度方面，父親學歷為國中以上的新移民幼兒，口語表達能力優於父親學歷為國中
以下之新移民幼兒。而母親教育程度方面，母親教育程度為高中以上之新移民幼
兒，語言理解及口語表達能力皆優於母親教育程度為國中及國小之新移民幼兒。
因此，父親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上或以下會影響幼兒口語表達能力，但是母親教育
程度為高中以上或以下則影響幼兒的語言理解及口語表達能力。
林含茵（2006）研究40位大班的5歲東南亞新移民和本籍幼兒，發現不同母親
教育程度的新移民幼兒在語言發展整體表現、語言理解和口語表達能力達顯著差
異，母親教育程度較高者，其幼兒語言發展的整體表現、語言理解和口語表達能
力都相對較好，父親教育程度則沒有影響。
鍾鳳嬌等人（2006）研究80名5到11歲之間外配子女的語言能力，也依照80
名外配子女的父親教育程度和家庭月收入，挑出80名本國籍對照組，進行甲、乙
式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研究發現在「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甲式中
，母親的教育程度會影響幼兒語言能力，發現母親教育程度愈高，子女的語言能
力相對也愈好。另外以父親的教育程度進行配對之後，母親的教育程度愈高，其
子女的語言能力也會較好。
雖然，謝文禎（2006）指出父親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上或以下會影響幼兒口語
表達能力，對幼兒的口語表達能力沒有影響。但也有研究則指出父親教育程度對
於其子女之語言能力沒有影響（郭俐伶，2001；林含茵，2006）。關於父親教育
程度的影響，研究結果是有紛歧的。
但是以上研究一致指出，無論是在語言理解、口語表達或整體語言能力來看
，母親的教育程度會影響幼兒的語言能力（鍾鳳嬌等人，2006；黃菁芳，1993；
郭俐伶，2001；林含茵，2006；謝文禎，2006）。因此本研究將原住民家長教育
程度為其中的背景變項之ㄧ，探討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幼兒語言學習表現分析兩者
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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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經濟狀況是指家庭收入。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父母每日可能為生計奔波
忙碌、為溫飽苦思煩惱，更遑論要求子女學習成就；相對的Hamner & Turner (2001)
認為家庭經濟狀況佳，家庭能提供給子女的教育學習資源，相形之下就顯得豐富
而多元，且也較有能力買課外書籍、文具、電腦、3C輔助教具給子女、讓子女參
加校外補習，而提供玩具、書本、電腦、3C輔助教具等，能有效刺激、鼓勵和支
持孩子的學習與早期的語言發展（引自楊宜芳，2009，頁17）。對於不同文化的
原住民家庭而言，張善楠等人（1997）、陳建志（1998）、林慧萍（1999）以及
吳天泰（1996）等人以原住民的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結構、家長的教育態度與教
養觀點等來看對原住民學童學習的影響之研究發現，原住民家庭的家長普遍從事
勞動階層為多，工作繁忙不容易兼顧孩子的學習；相關因素亦間接的造成原住民
學童在學習表現上的不利因素（引自林冠伶，2008，頁200）。所以對於語言學習
，家庭經濟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
在教育上「比馬龍效應」( Pygmalion Effect )或「自我應驗效果」(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說明了教師期望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同樣地，「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子女學習的成就，也會因父母對子女期望高低而受到影響，家長對子女教育
期望越高，學生學習成就相對也越高，這論點特別能引起教育人員的共鳴。父母
期望並非單獨形成，而是受到父母本身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等因素影響。
Fan 和 Chen (2001) 研究結果也支持上述的論點，即父母對子女教育成就的
期望與子女學習成就之間有強烈關聯性。簡言之，父母期望的確會影響學生的學
業成就（引自楊宜芳，2009，頁17）。
（五）家庭語言環境、使用情形
家庭是幼兒一天之中所處最多時間的環境，接受語言刺激最頻繁的地方，所
以，家庭語言的使用是影響其語文學習的因素之ㄧ。可見家庭是幼兒學習語言、
熟練語言的最佳場所。家庭環境影響兒童語言的發展，早已受到 Bernstein 的注意
與研究。Bernstein（1977）的主要論據是，不同的家庭語言交流形態，尤其是親子
關係，會影響子女的語言發展。例如，中上階層的母親對於兒童的問題能給予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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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回答或加以討論，使得兒童對於外在環境也會有較系統的認識（陳怡華，2001，
頁25）。家庭語言環境是影響幼兒語言使用、表達語句能否精緻、複雜的主因，
因為父母與幼兒的交談方式、親子關係，會影響幼兒語言發展；家庭中的語言學
習具有幫助幼兒發展良好語言習慣，正確有效的使用語言，並提供增進字彙與句
型練習的機會。
歸納以上之文獻，可知家庭環境中父母的家庭社經狀況愈好、育程度愈高，
並經常參與子女教育，且對子女高度期待，愈有助於子女獲得良好的教育成就，
子女所表現出來的學習成就越高。而研究者在整理上述文獻時發現，這些文獻在
探討家庭環境因素時，各個家庭因素都非單獨出現，且因素之間彼此的相關性頗
高。舉例來說，家庭經濟狀況多受父母教育程度影響，父母教育程度反映了父母
對其子女的教育期望，而家庭經濟狀況可能改變父母參與子女學習的程度和方式
。或許原住民幼兒會受到一些難以改變的現況因素，但就如同 Coleman 所言，父
母對子女的關注程度、教育期望、親子間的互動程度、父母參與子女學習、或家
庭活動的多寡都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成就。因此探討家長參與、家庭環境等相關因
素，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相信是可以預期其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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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的目的在說明本研究的方法，全章共分五節，分別說明本研究的研
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實施程序、及資料分析方法。本
研究分別以準實驗研究法、「家庭環境量表」、「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
」為研究工具，探討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文學習成效之影響。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實驗設計

本研究於 2011 年 10 月擬定研究方向，11 月確定主題，2011 年 12 月訂定研
究問題之後，於 2012 年 2 月開始設計家長參與策略，4 月開始實驗研究，研究者
參考林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和宣崇慧（2008）
「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
陳美燕和徐澄清（1991）修訂家庭環境量表（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簡稱 HOME，Caldwell & Bradley, 1984）
，並參閱相關文獻，與原
住民地區的老師共同討論擬定原住民家長參與實驗的方向，再由研究者擬定適合
原住民家長家長參與的實驗策略。

ㄧ、實驗設計研究架構
本研究對象分為原住民家長及幼兒，以「家長參與」、「家庭環境量表」為
自變項，幼兒「語文能力」為依變項。茲就本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結果，擬定研
究架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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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依變項

家長年齡、教育程
家
長
參
與

度、家庭月收入、
職業、家庭結構

幼兒語言能力

家庭環境量表
圖 3-1-1 實驗設計研究架構
二、實驗設計模式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兩班幼兒均接受相同的前後測
之測驗。三班幼兒均為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公立勇士國小（化名）
、彩虹國小、太陽
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的幼兒，其中一班為非原住民地區公立哈客國小（化名）
附設幼兒園的幼兒。為使本研究能符合學校實際的教學活動。採用三組的幼兒進行
研究，其中一組為實驗組進行原住民地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另二組為對照組，分
別為原住民地區家長及一般地區家長均未參與學校教育。實驗處理時間為 3 個月，
24 位參與家長選訂可入班日期。每次參與時間以早上為主，在幼兒入園後即開始或
在主題課程時入班，入班時間每人 3~4 小時，每人平均參與次數為 2~3 次，家長
參與活動為在學習區進行活動、參與主題教學、體能遊戲、協助餐點或環境清潔、
戶外活動、參與結構式教學……等，可依家長所排訂不同的入班時間，老師再和家
長討論當天課程所進行的活動，讓家長能清楚知道自己在入班時可以準備的活動
有哪些？在 3 個月的實驗處理之後可分析出實施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
情況。
學期初班親會時，班上老師會先示範繪本故事呈現方式及唸讀繪本的技巧，
及說明在家陪伴幼兒完成語文活動學習單的方式。如：老師只翻書頁讓幼兒觀察
圖片內容，再逐字指唸文字給幼兒聽，幼兒在班上聽完後老師會演出其中一段情
節或提問問題，跟幼兒一起回顧故事內容，在討論故事內容、情節後，讓幼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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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中一段印象深刻或覺得有趣的故事情節。家長在家陪幼兒完成語文學習單，
遇到需要協助情況時，亦可以利用晨光時間入班觀察老師和孩子互動情形，期使
能完成園內設計的語文活動學習單。
家長參與幼兒語言學習活動計劃，分兩階段：
（一）第一階段：每星期三全班共讀一本繪本後，由孩子畫下繪本內容，回
家後複述給父母聽，再由家長記錄寫下孩子的話，讓幼兒經由親子對話、互動內
容，讓家長瞭解語言對幼兒的溝通及表達、基礎認知學習、友伴關係、情緒發展
都有密切關係。
（二）第二階段：每週五讓幼兒自選及帶回班上繪本，家長利用假日進行親
子共讀繪本。星期一~五安排故事小達人讓孩子練習說故事，家長也利用工作閒暇
之際入班分享繪本故事內容。
研究設計模式如下表：3-1-1
表 3-1-1 原住民幼兒家長參與不等組前後測設計表
原住民幼兒家長參與不等組前後測設計表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原住民實驗組A

T1

X1

T2

原住民對照組B

T1

T2

非原住民對照組C

T1

T2

表 3-1-1 代號所代表的涵義如下：
實驗組 A：為實施本研究原住民地區實施「家長參與」的國幼班。
對照組 B：為實施本研究原住民地區未實施「家長參與」的國幼班。
對照組 C：為實施本研究市區非原住地區家長，未實施「家長參與」的非原住
民國幼班。
實驗處理 X1：家長參與協助的活動，涵蓋協助幼兒保育事項：觀察或協助教學、
幼兒戶外活動、提供社區文化資源等。
以上 A、B、C 三組在原住民「家長參與」實驗進行前一週內均接受林寶貴、
黃玉枝、黃桂君和宣崇慧（2008）「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陳美燕與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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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 1991 ） 修訂 家庭 環 境量表 （ 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簡稱 HOME，Caldwell 和 Bradley, 1984）的施測。及 A、B、C 三組
在原住民「家長參與」實驗結束後一週內均再接受林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和宣
崇慧（2008）
「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
、陳美燕和徐澄清（1991）
「修訂家
庭環境量表」
（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簡稱 HOME，
Caldwell & Bradley, 1984），的施測。實驗處理介入時間為各 3 個月。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針對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公立勇士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之幼兒，探
討其語言學習能力表現，因此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相關文獻分析結果，將
研究變項設定為原住民家長參與的背景，影響原住民幼兒語言能力發展的家長背
景變項，集中在探討原住民家長的年齡、教育程度、家庭年收入、職業等面向；
選取與原住民幼兒同地區，且年齡、社經地位相近的原住民幼兒為配對樣本；控
制幼兒的年齡、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環境變項。
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原住民家長參與實施，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影響。
假設2：原住民家庭環境（包含玩具遊戲和閱讀物、語言刺激、物理環境（安全、
乾淨有利生長）、榮耀、情感和溫暖、學術行為的刺激、模範及社會化的
鼓勵、多變化性的刺激、身體懲罰）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相關。
假設3：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包含年齡、性別、家庭結構）對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
差異。
假設3-1：不同背景變項幼兒年齡與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差異。
假設3-2：不同背景變項幼兒性別與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差異。
假設3-3：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家庭結構與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差異。
假設4：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對語文學習表現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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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擬以就讀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公立勇士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國幼
班）三歲至六歲幼兒共 24 位為實驗組研究對象，與同年齡、不同班級，社經地位
相近的公立彩虹國小、太陽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國幼班）三歲至六歲幼兒
幼兒 18 位、7 位，共 25 位；及非原住民地區公立哈客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
同年齡、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 30 位，三歲至六歲幼兒為對照組研究對象，總計 79
位幼兒作為研究對象。
表 3-3-1 研究對象人數及園所次數分配表
幼兒園名稱
公立勇士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
公立彩虹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
公立太陽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
公立哈客國小（化名）附設幼兒園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A
對照組 B

人數
24
18
7
30

合計
24 人
25 人
30 人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不等組前後測設計。量化資料皆有前測、後測的比
較，可以表現出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是否有差異存在，甚至幼兒的學習表現是否
有前、後的差異。藉以了解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成效的影響。
準實驗研究法：當研究者無法隨心所欲在教育情境中，採用隨機取樣方法，
分派研究對象，並控制實驗情境時，較理想的實驗設計是使用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舉例來說，研究者如欲實驗新編的「社會科教材」是
否優於傳統的舊教材。他計畫從國民小學中隨機抽取受試者，並隨機分派為實驗
組和控制組。但是他向學校接洽時，由於行政上的困難，他無法容許打破班級界
限而運用隨機抽取和分派的方式選取等組學生參加實驗，只得利用原來班級做為
實驗的對象，並對實驗的內外在效度上做較佳的控制。為了配合現實情境的限制
，研究者就須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準實驗設計雖不能夠像真正實驗設計一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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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有影響實驗內在效度的因素，但卻可以控制其中多數的因素，並可避免一些
實驗情境過於人工化所導致的缺失。
（黃國彥，教育大辭書，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
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第五節 研究工具

為配合研究目的的需要，本研究用來蒐集資料的工具包括「家庭環境量表」
（詳見附錄一）、「2008修訂學前幼兒語言障礙表」。以下分別敘述各研究工具
：
ㄧ、家庭環境量表：
家庭環境量表（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簡稱
HOME，Caldwell 和 Bradley, 1984）：此量表經陳美燕和徐澄清（1991）年修訂，
量表包括八大向度：玩具遊戲與閱讀物、語言刺激、物理環境、榮耀情感和溫暖
、學習行為的刺激、模範及社會畫的鼓勵、多變化性的刺激、身體懲罰少等，共
計55題。量表將於家庭訪問時使用，採觀察及訪談並用的方式蒐集資料。Caldwell
和Bradley 的原始量表曾建有庫李信度值 .93，國內的修訂版本（陳美燕、徐澄清
，1991），其折半信度值為 .85。
二、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一）工具內容
「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是林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和宣崇慧於2008
年編制。此量表編製目的在於透過一套標準化工具評量受試者之口語理解能力、
口語表達能力、表達性詞彙及構音、聲音、語暢情形，以評估其語言能力。使用
「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測驗來蒐集資料，主要原因在於「修訂學前兒
童語言障礙評量表」之內容則較符合國內幼兒的生活經驗。量表以圖畫和與施測
者對話來進行測驗，適合不會使用紙筆作答的受試者，同時，題本上生動活潑的
圖畫能吸引受試者做答的興趣，有助於施測者完成測驗程序，適用於三至五歲十
一個月的學前幼兒，測驗方式採一對一個別方式實施，施測時間約需 15 ~ 30分鐘
。此量表包含四個分測驗，分別為「聲音與語暢」、「語言理解」、「表達性詞
彙與構音」、「口語表達」；但此量表中的「聲音與語暢」及「表達性詞彙與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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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的「構音」、「語調」、「構音錯誤類型」均為僅記錄正常或異常，不予
計分。為符應本研究目的，僅評量「語言理解」和「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的分
數，分別為 37 題和 46 題；並以「語言理解」和「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的得
分數相加後的總分，作為本研究幼兒的「語言能力」分數。所以本量表使用時，
不影響總分及與常模之對照，總量表之信度α係數為 .91，重測信度為 .96。
（二）資料收集方式
測驗方式採一對一個別方式實施，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各受試幼稚園，以「修
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對幼兒進行語言能力評量。在正式施測前研究者先
與一位同系所同學以二名中班幼兒做施測練習，分別評分後對照各自評分結果與
標準，討論評分意見之異同處，取得一致性的評分標準，作為正式施測時的評分
基準。為了解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與差異，本研究以「修訂學
前語言障礙評量表」，測驗兩組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計分方式為幼兒每答對一
題得1分，答錯計0分，「修訂學前語言障礙評量表」內容包含四項分測驗，分別
為「聲音與語暢」、「語言理解」、「表達性詞彙與構音」、「口語表達」。本
研究之語言能力係以「語言理解」和「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的分數相加後的總
分，做為本研究之「語言能力」分數，其中「語言理解」共37 題、「口語表達」
共46 題，合計「語言能力」總分為83分。
（三）信度與效度
此版本於2006年建立全國性常模樣本共725人，其各分測驗及語言發展總分之
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介於 .81 至 .96 之間，顯示本測驗具有良好之內部一致性信
度；重測信度介於 .92 至 .98 間，顯示本測驗亦具有良好的重測信度，測驗所得
結果的穩定性頗高；在語言理解、口語表達方面的評分者一致性為 .99 與 .83，
整體語言發展力的評分者一致性為 .96，表示本測驗的評分者間一致性信度良好。
在本研究中所測得之語言理解與口語表達分測驗及語言發展總分之內部一致性信
度係數係數分為 .71、 .85 及 .87，亦同樣顯示信度良好。
各分測驗及語言發展總分之內容效度之相關係數為 .93 與 .95，語言理解和
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間的相關為.78，以上相關雙尾考驗皆達 .05 顯著水準；足見
本量表具良好的內容效度；本測驗以楊坤堂、張世彗、李水源等人於2005年編製
的「學前幼兒與國小低年級兒童口語語法能力診斷測驗」為效標，所得之同時效
41

度為 .74，屬中度相關；以本量表檢驗發展遲緩兒童語言能力的各項表現，與本測
驗常模對照後，其差異皆達顯著水準。可見此測驗具良好區別效度。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實驗研究所獲得資料，將以SPSS（視窗版）套裝軟體加以處理，除描述統
計外，主要的統計方法以單因子變異數及典型相關、t考驗等統計考驗進行分析。
本研究資料來源以家庭環境量表Home量表為主，因此採用量化研究資料，資料分
析處理方式如下：
一、量化資料處理
本研究家庭環境量表收齊後，以SPSS（視窗版）套裝軟體為資料分析之工具，
採用的分析方法如下：
（一）敘述統計部份
以次數分配、百分比統計、平均數等統計方法，呈現樣本在各變項的分布情
形以及其特質，以回答研究問題一。
（二）假設考驗部份
1. 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分析不同的背景變項，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是否有顯著差異，以回答研究假
設三。
2. t考驗
分析在不同的背景變項幼兒，其語言學習表現實驗前測與實驗後測是否有顯著
差異，以回答研究假設四。
3. 典型相關分析
探討原住民家庭環境和幼兒語言學習表現是否有顯著相關，以回答研究假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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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在決定研究方向、研究問題後，進入準備階段，包括蒐集相關文獻、
文獻探討，準備階段完成後，開始正式施測。所得資料經分析討論後，將綜合研究
的結 果提出討論與建議，並完成報告之撰寫。本研究的實施程序說明如下：
一、研究計畫的擬定
確定研究主題之後，廣泛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並且
開始蒐集研究主題相關資料。
二、文獻閱讀
可利月中華民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期刊，期刊及學者著作等有關態度
的調查，加以整理分析探討並建立研究架構。
三、尋找研究工具
研究者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以「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來對幼兒
進行施測；利用「家庭環境量表」來了解幼兒的家庭環境和父母教養態度。
四、確定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滿四歲未滿五歲之幼兒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設計家長通知單以及同
意書，並在幼兒園同意下發給家長。
五、進行施測
本研究施測的地點分別為(一)幼兒園；(二)家庭，在研究者與幼兒園及家長
確定 好施測時間後，即開始進行測驗:
(一) 幼兒園：對園中的幼兒進行「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的測驗，以不
干擾園方活動為主，研究者以一對一的方式對受式者進行施測，每人施測時間約
為十五到三十分鐘。視幼兒的答題數，去統計出答對的題數及百分比。
(二) 家庭：研究者進入幼兒家庭進行「家庭環境量表」的觀察與記錄，將
觀 察與訪談內容逐一的記錄在家庭環境量表中，每次家訪時間約為一至一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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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所得資料將成為研究分析的參考依據。
六、資料整理與撰寫研究報告
依照研究的目的和問題，將研究的資料內容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資料的統計
與分 析、討論，驗證研究假設並推論出研究結果，並在「家庭環境量表」中以文
字記錄的描述方式，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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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學習成效的影響，分別以「家
庭環境量表」、「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為研究工具，進行準實驗研究，
將實驗結果利用SPSS電腦套裝軟體做統計資料分析，並將結果進行分析討論。
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並佐以相關理論進行綜合討論。全章共分為六
節，依次分述如下：第一節幼兒背景資料分析；第二節原住民幼兒語言能力與家
庭環境現況；第三節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之影響；第四節家庭環
境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的關係之分析與討論；第五節不同背景變項的幼兒其語言
學習表現差異之分析與討論；第六節為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語言學習成效的相關
為何？

第一節 背景變項資料分析

本節以次數分配與百分比呈現與比較三組幼兒的背景變項資料。幼兒背景變
項資料包含：幼兒組別、幼兒年齡、幼兒性別、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
父親職業、母親職業、家庭年收入、父母婚姻狀況、母親年齡、家庭結構。以下
分述之：
一、背景變項資料分析
（一）、各組別幼兒背景資料
依實驗組幼兒年齡有效樣本人數為24人，幼兒「四歲組」有8人，佔有效樣本
數的33.3％；其次幼兒「五歲組」有11人，佔有效樣本數的45.8％；幼兒「六歲組」
有5人，佔有效樣本數的20.8％。
依實驗組幼兒性別有效樣本人數為24人，幼兒男生有13人，佔有效樣本數的
54.2％；其次幼兒女生有11人，佔有效樣本數的45.8％。
依對照組A幼兒年齡有效樣本人數為25人，幼兒「四歲組」有4人，佔有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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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數的16％；其次幼兒「五歲組」有8人，佔有效樣本數的32％；幼兒「六歲組」
有13人，佔有效樣本數的52％。
依對照組A幼兒性別有效樣本人數為25人，幼兒男生有10人，佔有效樣本數的
40％；其次幼兒女生有15人，佔有效樣本數的60％。
依對照組B幼兒年齡有效樣本人數為30人，幼兒「四歲組」有8人，佔有效樣
本數的26.7％；其次幼兒「五歲組」有8人，佔有效樣本數的26.7％；幼兒「六歲
組」有14人，佔有效樣本數的46.7％。
依對照組B幼兒性別有效樣本人數為30人，幼兒男生有14人，佔有效樣本數的
46.7％；其次幼兒女生有16人，佔有效樣本數的53.3％。
表 4-1-1 各組幼兒背景變項資料分析表

背景變項

年齡

性別

四歲組

原住民幼兒
實驗組
人數（%）
8（33.3％）

原住民幼兒
對照組A
人數（%）
4（16.0％）

一般地區幼兒
對照組B
人數（%）
8（26.7％）

五歲組

11（45.8％）

8（32.0％）

8（26.7％）

六歲組

5（20.8％）

13（52.0％）

14（46.7％）

男

13（54.2％）

10（40.0％）

14（46.7％）

女

11（45.8％）

15（60.0％）

16（53.3％）

類別

（二）各組幼兒家庭背景資料
1.依家庭結構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家庭結構以小家庭、三代同堂最多，分別有10位，各佔原
住民幼兒實驗組人數的41.7%、其他家庭有4位，佔16.6%。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家
庭結構以三代同堂最多，有15位，佔原住民幼兒實驗組A人數的60%、其次小家庭
為4位，佔16%、其他家庭有6位，佔24%。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家庭結構以三代
同堂最多，有19位，佔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人數的63.3%、其次依序小家庭為8
位，佔26.7%、其他家庭3位，佔10%。
2.依家庭年收入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50萬元以下者最多，有21位，佔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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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實驗組人數的87.5%、50萬元以上有3位，佔12.5%。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家庭
的平均年收入以50萬元以下者最多，有24 位，佔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人數的96%、
其次為50萬元以上者1位，佔4%。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50萬
元以上者最多，有26位，佔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數的86.7%、其次為50萬元以下
者4位，佔13.3%。
3.依父親教育程度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父親的教育程度以高中以下學歷者最多，有20位，佔原住
民幼兒實驗組人數的83.3%，其次為大專以上學歷者4位，佔16.7%。原住民幼兒對
照組A父親的教育程度以高中以下學歷者最多有24位，佔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人數
的96%，其次為大專以上學歷者1位，佔4%。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父親的教育程
度以高中以下學歷者最多有16位，佔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人數的53.3%，其次為
大專以上學歷者14位，佔46.7%。
4.依母親教育程度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母親的教育程度以高中以下學歷者最多，有22位，佔原住
民幼兒實驗組人數的91.7%，其次為大專以上學歷為者2位，佔8.3%。原住民幼兒
對照組A母親的教育程度以高中以下學歷者最多有24位，佔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人
數的96%，其次為大專以上學歷者1位，佔4%。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母親的教育
程度以高中以下學歷者最多有17位，佔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人數的56.7%，其次
為大專以上學歷者13位，佔43.3%。
5.依父親職業類別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父親的職業類別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最多，有16位，
佔原住民幼兒實驗組人數的66.7%、其次為「專業人員及技術工」8 位，佔33.3%。
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父親的職業類別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最多，有24位，佔原
住民幼兒對照組A人數的96%、其次為「專業人員及技術工」1 位，佔4%。一般地
區幼兒對照組B父親的職業類別以「專業人員及技術工」最多，有27位，佔一般地
區幼兒對照組B人數的90%、其次為「非技術工及體力工」3位，佔10%。
6.依母親職業類別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母親的職業類別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最多，18位，佔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人數的75%、其次為「專業人員及技術工」6位，佔25%。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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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幼兒對照組A母親的職業類別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最多，有21位，佔原住民
幼兒對照組A人數的84%、其次為「專業人員及技術工」4位，佔16%。一般地區幼
兒對照組B母親的職業類別以「專業人員及技術工」最多，有18位，佔一般地區幼
兒對照組B人數的60%、其次為「非技術工及體力工」12位，佔40%。
7.依父母婚姻狀況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父母的婚姻狀況以同住在一起最多，有21位，佔原住民幼兒
實驗組人數的87.5%，其次為不同住3位，佔12.5%。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父母的婚
姻狀況以同住在一起最多，有25位，佔原住民幼兒實驗組A人數的100%。一般地
區幼兒對照組B父母的婚姻狀況以同住在一起最多有28位，佔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
B人數的93.3%，其次依序為離婚2位，佔6.7%。
8.依母親年齡區分
原住民幼兒實驗組母親年齡以30歲以上最多，分別有14位，佔原住民幼兒實
驗組人數的58.3%、其次為有30歲以下有10位，佔41.7%。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母親
年齡以30歲以下最多，有18位，佔原住民幼兒實驗組A人數的72%、其次依序為30
歲以上有7位，佔28%。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母親年齡以30歲以上最多，有24位，
佔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人數的80%、其次為30歲以下有6位，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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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幼兒家庭背景變項資料分析表
背景變項

家庭結構

家庭年收入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度

父親職業類別

母親職業類別

父母婚姻狀況

母親年齡

類別

小家庭

原住民幼
實驗組
次數（%）
10（41.7%）

原住民幼兒
對照組A
次數（%）
4（16%）

一般地區幼兒
對照組B
次數（%）
8（26.7%）

三代同堂

10（41.7%）

15（60%）

19（63.3%）

其他

4（16.6%）

6（24%）

3（10%）

50 萬以下

21（87.5%）

24（96%）

4（13.3 %）

50 萬以上

3（12.5%）

1（4%）

26（86.7%）

大專以上

4（16.7%）

1（4%）

14（46.7%）

高中以下

20（83.3%）

24（96%）

16（53.3%）

大專以上

2（8.3%）

1（4%）

13（43.3%）

高中以下

22（91.7%）

24（96%）

17（56.7%）

技術工/專業人員

8（33.3%）

1（4%）

27（90%）

非技術工/體力工

16（66.7%）

24（96%）

3（10%）

技術工/專業人員

6（25%）

4（16%）

18（60%）

非技術工/體力工

18（75%）

21（84%）

12（40%）

同住

21（87.5%）

25（100%）

28（93.3%）

不同住

3（12.5%）

0（0%）

2（6.7%）

30歲以下

10（41.7%）

18（72%）

6（20%）

30歲以上

14（58.3%）

7（28%）

24（80%）

小結：
由表4-1-2研究資料可知，以各組別年齡比例來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以五歲
組幼兒最多，其次為四歲組，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以六歲組幼兒最多，其次為五歲
組，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以六歲組幼兒最多，其次為五歲、四歲組幼兒一樣多。
就性別比例來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男生多於女生，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一般地
區幼兒對照組B，則女生多於男生。以家庭結構比例來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小家
庭和折衷家庭一樣多，其次為其他家庭，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以折衷家庭最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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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其他家庭，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以折衷家庭最多，其次為小家庭。由家庭年
收入來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兩組家庭年收入皆為50萬元
以下最多，顯示兩組幼兒的家庭經濟狀況屬於經濟弱勢，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家
庭年收入以50萬元以上最多。以父親教育程度比例來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原
住民幼兒對照組A，兩組幼兒父親以高中以下學歷人數最多，其次為大專以上學歷，
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幼兒父親以高中以下學歷人數最多，其次為大專以上學歷，
原住民實驗組與對照組A兩組幼兒的父親教育程度分佈情形相似，多為中低教育程
度，因本研究的取樣標準是以父親的教育程度為配對條件，所以兩組幼兒的父親
職業類別也相近。就母親教育程度比例來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幼兒母親以高中
以下學歷人數最多，其次為大專以上學歷，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幼兒母親以高中以
下學歷人數最多，其次為大專以上學歷，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幼兒母親以高中以
下學歷人數最多，其次為大專以上學歷，顯示原住民實驗組幼兒母親教育程度明
顯低於原住民對照組A幼兒母親。由父親職業類別比例來看，原住民實驗組、對照
組A，兩組幼兒的父親職業都以「非技術及體力工」最多，其次為「專業人員及技
術工」，因本研究的取樣標準是以父親的職業與社經地位為配對條件，所以兩組
幼兒的父親職業類別也相近。由母親職業類別來看原住民實驗組、對照組A，兩組
幼兒母親的職業類別都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為最多，其次為「專業人員及技
術工」，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幼兒母親以「專業人員及技術工」為最多，其次為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本研究的取樣標準是以母親的職業與社經地位為配對條
件，所以兩組幼兒的母親職業類別也相近。就父母婚姻狀況比例來看，原住民幼
兒實驗組、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三組幼兒都以父母親同
住在一起人數為最多，其次為不同住。由母親年齡比例來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
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母親年齡均以30歲以上為最多，其次為30歲以下，原住民幼
兒對照組A母親年齡以30歲以下為最多，其次為30歲以上。

第二節 家長參與前後之家庭環境比較

本節將以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之平均數（Mean ）及標準差（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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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ion ），瞭解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與家長參與的現況。由於原住民幼兒分布
在實驗組及對照組A，合計人數為49人，但僅實驗組進行家庭環境評量。
一、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分析
家庭環境評量表個項目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如下列表格所示，同樣由於各項
題數不同，為公平起見，將各項目得分平均數除以題數之分數再進行比較。
（一）總分
由表4-2-1可知在總分方面，家庭環境評量以「前測」（34.25）平均得分較低，
「後測」（34.96）平均得分較高，前後測平均每題得分各為062、066。

表 4-2-1 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內容

測驗項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均數

前測

家庭環境評量總分

24

34.25

10.199

55

0.62

後測

家庭環境評量總分

24

34.96

9.257

55

0.66

（二）前測
由表4-2-2可知在前測部分，以平均每題得分排序，以「學術行為的刺激」
（0.89）
平均得分最高，其它依序為「語言刺激」（0.85）、「榮耀情感和溫暖」（0.67）、
「身體懲罰」（0.66）、「物理環境」（0.61）、「多變化性的刺激」（0.61）、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0.57），而以「玩具遊戲和閱讀物」（0.36）平均得分
最低。
其中以「學術行為的刺激」、「語言刺激」、「榮耀情感和溫暖」、「身體
懲罰」等項目表現較好，皆高於「前測總分」的平均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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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前測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項號

項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
均數

排序

一

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24

3.92

2.52

11

0.36

8

二

語言刺激

24

5.96

1.04

7

0.85

2

三

物理環境

24

4.75

3.57

7

0.61

5

四

榮耀情感和溫暖

24

4.67

1.93

7

0.67

3

五

學術行為的刺激

24

4.46

0.98

5

0.89

1

六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

24

2.88

1.15

5

0.57

7

七

多變化性的刺激

24

5.42

1.50

9

0.61

5

八

身體懲罰

24

2.63

1.35

4

0.66

4

因有兩組同分為排序五，所以無排序六

（二）後測
由表4-2-3可知在後測部分，以平均每題得分排序，以「學術行為的刺激」
（0.93）
平均得分最高，其它依序為「語言刺激」（0.85）、「身體懲罰」（0.78）、「榮
耀情感和溫暖」（0.67）、「物理環境」（0.61）、「多變化性的刺激」（0.61）、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0.58），而以「玩具遊戲和閱讀物」（0.36）平均得分
最低。
其中以「學術行為的刺激」、「語言刺激」、「身體懲罰」、「榮耀情感和
溫暖」等項目表現較好，皆高於「後測總分」的平均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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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後測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項號

項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
均數

排序

一

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24

3.96

2.63

11

0.36

8

二

語言刺激

24

5.96

1.04

7

0.85

2

三

物理環境

24

4.75

3.57

7

0.61

5

四

榮耀情感和溫暖

24

4.46

1.79

7

0.67

4

五

學術行為的刺激

24

4.46

0.98

5

0.93

1

六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

24

2.88

1.15

5

0.58

7

七

多變化性的刺激

24

5.33

1.40

9

0.61

5

八

身體懲罰

24

2.75

1.33

4

0.78

3

因有兩組同分為排序五，所以無排序六
（三）前後測差異分析
由表4-2-4可知，受試者在「家庭環境評量表」八個依變項中T檢定皆未達統計
顯著（p>.05），表示實驗組在「玩具遊戲和閱讀物」、「語言刺激」、「物理環
境」、「榮耀情感和溫暖」、「學術行為的刺激」、「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
「多變化性的刺激」，及「身體懲罰」的前後測分數上皆無明顯變化。
表 4-2-4 實驗組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項目

前測

後測

T 值

P值

-1.00

.328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24

3.92

2.52

24

3.96

2.63

語言刺激

24

5.96

1.04

24

5.96

1.04

物理環境

24

4.75

3.57

24

4.75

3.57

榮耀情感和溫暖

24

4.67

1.93

24

4.46

1.79

1.42

.17

學術行為的刺激

24

4.46

0.98

24

4.46

0.98

-1.74

.096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
勵

24

2.88

1.15

24

2.88

1.15

多變化性的刺激

24

5.42

1.50

24

5.33

1.40

1.00

.33

身體懲罰

24

2.63

1.35

24

2.75

1.33

-1.00

.33

家庭環境評量總分

24

34.63

9.88

24

34.54

9.53

. 419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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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研究受試幼兒之表現與許肅梅( 2004 )研究文獻之結果相對照，發現在本
研究中原住民幼兒在家庭環境量表中，因家長參與學校教學活動後各分項得分與
其研究相對應，許肅梅的研究結果中顯示「語言刺激」、「學術行為的刺激」，各
平均得分與本研究中的「語言刺激」
、
「學術行為的刺激」各平均得分都在百分之
八十以上。在「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
「語言刺激」
、
「物理環境」
、
「榮耀、情感和
溫暖」
、
「學術行為的刺激」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
、
「多變化性的刺激」
「身體懲
罰」前後測分數上，雖未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但在「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
「身體懲
罰」兩個項目後測平均數都比前測高，顯示原住民家長在進行參與教學活動後對
幼兒「語言刺激」與「學術行為的刺激」已經開始受到關注，且在「身體懲罰」
方面不再是主要的的教育方式。
研究數據發現：短期內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改變也許不大，但是原住民家長
在「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
「物理環境」
，對幼兒大都能提供一個安全、有利生長的
環境，幼兒帶回班上的故事繪本能親自念讀給幼兒聽；在「多變化性的刺激」對學
校的例行性節慶活動、校外教學、親子活動也能投入參與，重視培養親子關係。
也會和老師詢問幼兒在園內學習情形，對幼兒「學習行為刺激」有正向的重視。
在處罰的態度上也與過去教育方式不同，較少使用身體的懲罰。與龔鼎舜（2009）
研究相同，家長也普遍認為小孩打久了，也會無效。所以也漸漸發展出屬於自己
的替代處罰方式。以剝奪權益做為教養孩子的手段，以鼓勵代替懲罰。當家長有
一定經濟能力時，都期望自己的小孩能接受更好的教育。家長普遍認為好學校才
有好競爭力，好競爭力才會有好的經濟力。所以對學校的教育品質產生更多的期
待。

第三節

原住民家長參與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針對假設一：原住民家長參與實施，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有顯著差異。
以獨立樣本T檢定，去探討兩兩組別的幼兒，包含實驗組（原住民家長參與）、對
照組A（原住民家長未參與）、對照組B（非原住民家長未參與）等三組，在幼兒
語言能力上，（包含語言能力、語言理解、口語表達）之前、後測分數差異情形。
54

一、

幼兒語言能力現況分析
本研究以「修訂前語言障礙評量表」，測驗兩組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計分

方式為幼兒每答對一題得1 分，答錯計0分，本研究之語言能力係以「語言理解」
和「口語表達」兩個分測驗的分數相加後的總分，做為本研究之「語言能力」分
數，其中「語言理解」共37題、「口語表達」共46題，合計「語言能力」總分為
83分。幼兒語言能力各項目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如下列表格所示，由於各項目題
數不同，為公平起見，將其得分再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4-2-1，4-2-2，說明如
下：
（一）語言能力
在語言能力方面，從表 4-3-1可知，在前測的部份，實驗組平均分數為55.13，
標準差為7.63，對照組A平均分數為56.52，標準差為9.01，對照組B平均分數為61.27，
標準差為6.21，在後測部份，從表 4-3-2可知實驗組平均分數為57.29，標準差為6.47，
對照組A平均分數為56.96，標準差為8.94，對照組B平均分數為61.80，標準差為5.46
。
表 4-3-1 三組幼兒語言能力前測評量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24

55.13

7.63

對照組 A

25

56.52

9.01

對照組 B

30

61.27

6.21

表 4-3-2 三組幼兒語言能力後測評量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24

57.29

6.471

對照組 A

25

56.96

8.937

對照組 B

30

61.80

5.455

由表4-3-1、表4-3-2可看出，原住民幼兒實驗組與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在「語
言能力」、「語言理解」及「口語表達」三方面的表現，皆有明顯的進步。將研
究結果對照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語言理解」方面，本研究結果與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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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茵（2006）、鍾鳳嬌等人（2006）、林佩蓉（2007）、李亞玲（2007）的研究
結果相同，都顯示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的語言理解能力顯著低於一般地區幼兒對照
組B；但與陳羿婷（2009）、呂玫真（2009）的研究結果為兩組幼兒無顯著差異，
則不相同。在「口語表達」方面，與林佩蓉（2007）的研究結果相同，都顯示原
住民幼兒的口語表達能力顯著低於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但與李亞玲（2007）、
陳羿婷（2009）、呂玫真（2009）的研究結果為兩組幼兒無顯著差異，則不相同。
在「語言能力」方面，與林含茵（2006）、李亞玲（2007）的研究結果相同，都
顯示原住民幼兒的整體語言能力顯著低於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但與陳羿婷
（2009）、呂玫真（2009）的研究結果為兩組幼兒無顯著差異，也不相同。
進一步分析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不一致的原因，研究者推論可能因有
三：原因之一為使用的語言測驗工具不同，李亞玲（2007）使用的測驗工具為民
國 83 年編製的「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本研究使用的「修訂學前兒童語
言障礙評量表」為林寶貴等人於民國97 年修訂編製完成，為目前最新版本之學前
兒童語言測驗量表，在問答題目的設計與圖片內容的選擇上，也較以上兩份測驗
工具更貼近幼兒目前的生活情境，更有利於引導幼兒作答，故推論不同的測驗工
具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不一致。原因之二為研究對象年齡不同，陳羿婷（2009）、
呂玫真（2009）使用的「修訂學前語言障礙評量表」與本研究相同，其研究對象
皆為5 歲幼兒，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4~6 歲幼兒，不同年齡幼兒的發展成熟度與
其受學前教育的年數不同，亦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不一致。原因之三為研究樣本
地域性的不同，李亞玲（2007）取樣自台南市幼托園所，陳羿婷（2009）、呂玫
真（2009）均取樣自台北縣公立幼托園所。林佩蓉（2006）的研究顯示居住在台
北縣市及台中市的幼兒詞彙理解能力均優於居住在高雄市的幼兒，因此研究者推
論研究對象居住的地區不同，亦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不一致。

二、三組前測分數之差異
由表4-3-3可知，三組前測分數在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語言理解」、「語言
能力總分」方面﹐皆為對照組B（M=60.33﹐61.27）顯著高於實驗組（M=52.88﹐
55.13）及對照組A（M=54.28﹐56.52），即前測在「語言理解」、「語言能力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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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項目上，對照組B會顯著高於實驗組、對照組A，即非原住民組高於原住民組。
在「口語表達」的F檢定未達統計顯著（P>.05），表示不同組別的受訪者在「口語
表達」無顯著差異。

表 4-3-3 三組在前測幼兒語言能力表現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語言
理解

口語
表達

語言
能力
總分
*p<.05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1）實驗組

24

52.88

6.35

9.75*

.000

（2）對照組A

25

54.28

7.35

（3）對照組B

30

60.33

6.34

（1）實驗組

24

56.00

8.60

1.12

.332

（2）對照組A

25

56.40

9.06

（3）對照組B

30

58.93

6.18

（1）實驗組

24

55.13

7.62

4.94*

.010

（2）對照組A

25

56.52

9.01

（3）對照組B

30

61.27

6.21

1=實驗組

2=對照組A

LSD 法
事後比較
3>1﹐2

3>1﹐2

3=對照組B

三、三組後測分數之差異
由表4-3-4可知，三組後測分數在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語言理解」、「語言
能力總分」方面﹐皆為對照組B（M=61.03﹐M=61.80）顯著高於實驗組（M=55.25﹐
M=57.29）及對照組A（M=54.84﹐M=56.96），即前測在「語言理解」、「語言能
力總分」等項目上，對照組B會顯著高於實驗組、對照組A，即非原住民組高於原
住民組。在「口語表達」的F檢定未達統計顯著（P>.05），表示不同組別的受訪者
在「口語表達」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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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三組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表現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1）實驗組

24

55.25

6.58

8.14*

.001

（2）對照組A

25

54.84

6.96

（3）對照組B

30

61.03

5.79

（1）實驗組

24

57.21

5.82

0.99

.376

（2）對照組A

25

56.64

9.04

（3）對照組B

30

59.13

5.62

（1）實驗組

24

57.29

6.47

4.15*

.020

（2）對照組A

25

56.96

8.94

（3）對照組B

30

61.80

5.46

層面

語言理解

口語表達

語言能力

組別

總分

*p<.05

1=實驗組

2=對照組A

LSD 法
事後比較
3>1﹐2

3>1﹐2

3=對照組B

（四）不同組別在幼兒語言能力之差異
表 4-3-5 不同組別在幼兒語文能力前後測上之差異彙整表
前後測
項目
前測
語言理解

後測

對照組B >實驗組、對照組A

對照組B >實驗組、對照組A

對照組B >實驗組、對照組A

對照組B >實驗組、對照組A

口語表達
語言能力總分

三、各組內前後測分數之差異
以成對樣本T檢定去考驗受試者在各研究變項（包括三組的幼兒語言能力表現、
實驗組的家庭環境評量表現況）上前後測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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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組
由表4-3-6知除了「口語表達」外實驗組受試者在「語言理解」、「語言能力
總分」其餘二個依變項的T檢定皆達統計顯著（P<.05），表示實驗組受試者在「語
言理解」、「語言能力總分」的前後測分數上皆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皆為後測的
分數顯著高於前測。表示實驗組受試者在這些項目的差異達到顯著。
而實驗組受試者在「口語表達」的T檢定未達統計顯著（P>.05），表示實驗
組受試者在「口語表達」項目的前後測分數無明顯變化。
表 4-3-6 實驗組幼兒語言能力表現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前測

內容

後測

T 值

P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語言理解

24

52.88

6.35

24

55.25

6.58

-4.05*

.000

口語表達

24

56.00

8.60

24

57.21

5.82

-.94

.355

語言能力
總分

24

55.13

7.62

24

57.29

6.47

-2.51*

.020

*p<.05
（二）對照組A
由表4-3-7可知對照組A受試者在「語言理解」「口語表達」「語言能力總分」
三個依變項的T檢定皆未達統計顯著（P>.05），表示對照組A在「語言理解」、「口
語表達」
「語言能力總分」皆無顯著差異存在。表示對照組A受試者在「語言理解」
「口語表達」「語言能力總分」項目的前後測分數無明顯變化。但對照組A受試者
後測的分數高於前測。表示對照組A受試者在這些項目的分數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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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對照組 A 幼兒語言能力表現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前測

內容

個數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語言理解

25

54.28

7.35

25

54.84

6.96

-1.66

.110

口語表達

25

56.40

9.06

25

56.64

9.04

-1.00

.327

25

56. 52

9.01

25

56.96

8.94

-1.55

.134

語言能力
總分
*p<.05
（三）對照組B

由表4-3-8可知對照組B受試者在「語言理解」的T檢定達統計顯著（P<.05），
表示實驗組受試者在「語言理解」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後測的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表示對照組B受試者在這些項目的差異達到顯著。
而對照組B受試者在「口語表達」、「語言能力總分」的T檢定未達統計顯著
（P>.05），表示對照組B受試者在「口語表達」、「語言能力總分」項目的前後
測分數無明顯變化。

表 4-3-8 對照組 B 幼兒語言能力表現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前測

內容
語言
理解
口語
表達
語言
能力
總分
*p<.05

後測

T 值

P 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30

60.33

6.34

30

61.03

5.79

-2.28*

.030

30

58.93

6.18

30

59.13

5.62

-1.00

.326

30

61.27

6.21

30

61.80

5.46

-1.98

.058

小結：
分析結果如表4-3-6、4-3-7、4-3-8，詳細說明如下：原住民幼兒實驗組與原住
民幼兒對照組A及一般地區幼兒對照組B前測「語言能力總分」的平均分數分別為
72.75與 74.80及77.83，標準差為8.15 與8.47及4.18，後測「語言能力總分」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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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數分別為 74.63與 75.16及78.23，標準差為6.90 與8.46及3.63，根據本量表訂
出的T分數比較標準，將三組幼兒的語言能力前測得分轉換成T分數之後的平均數
分別為 55.13與56.52及61.27，後測得分轉換成T分數之後的平均數分別為57.29與
56.96及61.80，對照常模的T分數等級，位在介於 40~ 60 之間的普通等級，顯示三
組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皆屬普通程度。三組幼兒的差異情形方面，t 檢定值為
-2.048與-1.565及-1.838，達顯著標準（p<.01），即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的前測「語
言能力」與後測「語言能力」有顯著差異存在，後測的語言能力顯著高於前測語
言能力。
為求深入了解原住民幼兒實驗組與原住民幼兒對照組A及一般地區幼兒對照
組B在「語言理解」與「口語表達」分層面的表現與差異情形，三組幼兒在「語言
理解」前測標準分數的平均數分別為 52.88 與 54.28及60.33，標準差為 6.35 與
7.35及6.34，後測的平均數分別為 55.25 與 54.84 及 61.03，標準差為 6.58 與
6.97及 5.79，將三組幼兒的「語言理解」標準分數，對照常模的T 分數等級，位
在介於 40~ 60 之間的普通等級，三組幼兒的「語言理解」層面表現都屬於普通程
度。t 檢定值為 -4.05與-1.661及-2.28，達顯著水準（p<.001），在「口語表達」前
測標準分數的平均數分別為56.0 與56.4及58.93，標準差為8.60與9.06及6.18，後測
標準分數的平均數分別為57.21 與56.64及59.13，標準差為8.60與 9.06及6.18，三
組幼兒的「口語表達」標準分數，對照常模的T分數等級，亦位在介於 40~ 60 之
間的普通等級，三組幼兒的「口語表達」層面表現也都屬於普通程度。t 值為-.94
與-1.00及-1.00，達顯著水準（p<.05），即原住民幼兒實驗組的前測「語言理解」
能力與後測「語言理解」能力有顯著差異存在，顯示原住民家長參與幼兒學習活
動後，對幼兒語言能力有顯著的改變。
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所探討之家長參與對幼兒語文能力的影響，其相關之
研究為林燕宗（2005）文獻中指出親子共讀有助於幼兒語言能力之發展，在幼兒
故事重述時，有父母的引導，可以增進幼兒故事重述之能力，進而提升幼兒語言
表達力。不少研究學者也發現幼兒的語言能力是與成人的言語互動中習得，在親
子互動時使用較困難的語言、或是鼓勵及要求幼兒多參與互動，是可以幫助幼兒
的語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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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幼兒對語言能力之前後測共變數分析

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是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與直線 迴歸（Linear Regression）的合併使用，透過直線迴歸的方式，排除其他
可能影響依變項的因子─即共變數（Covariate），然後根據調整過後的分數，再
進行變異數分析。因先行排除共變數的影響，故分析結果單純地呈現研究中真
正關切的自變數與 依變數的關係。在本研究的共變數分析中，受試者分成實驗
組、控制組 A 與控制組 B，依時間點不同分別進行前測與後測，分別檢測幼
兒的數學能力。接著以前測分數為共變數，受試者分組為自變數，對後測分數
進行共變數分析。
在進行共變數分析之前，將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以檢查資
料適 不適合進行共變數分析，若同質性檢定顯示資料不適合，則其共變數分
析結果將僅作為參考。以下就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及共變數分析結果一一
撰述：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一）語言發展前後測
表 4-4-1 語言發展前後測與調整平均數摘要表
描述統計分析摘要表
組別
人數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n
M
SD
M
SD
實驗組
24
55.13
7.62
57.29
6.47
對照組 A 組
25
56.52
9.01
56.96
8.94
對照組 B 組
30
61.27
6.21
61.80
5.45
表 4-4-2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組間
59.488
2
組內
384.241
73
全體
443.72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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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29.744
5.264

調整平均數
M'
59.69
58.15
58.88

F
5.651

p
0.005

表 4-4-3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
組別
SSw(X j) SSw(Y j) CPwj df
實驗組
1336.63 962.96
944.13 23
對照組 A 組 1946.24 1916.96
1907.52 24
3282.87 2879.92
2851.65 47

SSw''(Y j)
296.08
47.39
343.47

表 4-4-4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
組別
SSw(X j) SSw(Y j) CPwj df SSw''(Y j)
1946.24 1916.96 1907.52 24
47.39
實驗組
958.60 29
40.78
對照組 B 組 1117.87 862.80
3064.11 2779.76 2866.12 53
88.17

df
22
23
45

bwj awj
0.706 18.354
0.980 1.564

df
bwj awj
23 0.980 1.564
28 0.858 9.262
51

表4-4-5三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實驗組與對照組 A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59.385
1
59.385
7.781
組間
343.465
45
7.633
組內
全體
402.5
49
實驗組與對照組B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13.913
1
13.913
2.065
組內
336.851
50
6.737
全體
350.764
54
對照組A與對照組B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10.669
1
10.669
6.171
組內
88.165
51
1.729
全體
98.834
54
表 4-4-6 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0.707 1 0.707 0.103
組內
350.764 51 6.878
全體
351.470 52

p
.008

p
.157

p
.016

p
0.750

實驗的教學效果統計分析，採用共變數分析，以實驗組、對照組 A 組和對照
組 B 組為自變項，語言發展測驗的前測作為共變數，語言發展測驗的後測作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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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探討排除語言評量前測的影響下，不同教學方法，對於語言發展後測的影
響。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和對照組 B 組在語言發展前測分數、後測分數與調整平
均數，如表 4-4-1 所示。由表 4-4-1 可知，實驗組幼兒的語言發展後測平均數為 57.29
（SD =6.47），調整後語言發展後測平均數為 59.69；對照組 A 組的語言發展後測
平均數為 56.96（SD = 8.94）
，調整後語言發展後測平均數為 58.15；對照組 B 組的
語言發展後測平均數為 61.8（SD = 5.45）
，調整後語言發展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8.88。
進行共變數分析時，先進行迴歸同質性的考驗，確定各個母群迴歸係數是否相等。
實驗的迴歸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4-2，自變項與共變項的交互作用達顯著 F（2，
73） = 5.651， p < .01，表示各組內的迴歸係數未具有同質性，不符合共變數分析
的假定，不適合採用共變數分析，必須改採詹森-內曼法（Johnson-Neyman）
。茲採
用 Huitema(2011)的建議，先分別檢定兩組別是否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故
分別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 A」、「實驗組與對照組 B」、「對照組 A 與對照組 B」
等三組的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由表 4-4-5 可得知，其中實驗組與對照組 A 及對照
組 A 與對照組 B 不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基本假定，故這兩組將使用詹森內曼法進
行檢定，而實驗組與對照組 B 則採共變數分析檢定。
將表 4-4-3 的資料，代入林清山（2002：494）所提出的詹森內曼法公式，可
獲得兩條迴歸線的交叉點，亦即在語言發展前測成績 61.33 分，而實驗組與控制
組有顯著差異的兩個分數區間，分別是 55.5 與 79.45。圖 4-4-1 為以詹森-內曼法，
所獲得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的兩條迴歸線。由圖 4-4-1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的教學實驗，兩條迴歸線相交於前測分數為 61.33 分的地方，在相交點的左
下方，實驗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低於 54.78 時，
實驗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對照組 A 組的後測；然而在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
右上方，實驗組 A 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高於 86.91
時，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前測方數介於 54.78
與 86.91 之間，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並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將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進行共變數分析，其結果由表 4-4-6 可知，實驗組與對
照組 B 組未達顯著差異存在 F(1,51)=0.103，p>.05，表示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語言
發展後測成績並沒有不同。
將表 4-4-4 的資料，代入林清山（2002：494）所提出的詹森內曼法公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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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兩條迴歸線的交叉點，亦即在語言發展前測分數 62.8 ，而實驗組與控制組有
顯著差異的兩個分數區間，分別是 56.07 與 81.81。 圖 4-4-2

為以詹森-內曼法，

所獲得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兩條迴歸線。由圖 4-4-2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教學實驗，兩條迴歸線相交於前測分數為 62.8 的地方，在相交點的左下方，
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低於 56.07 時，對
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然而在兩條迴歸線的相交
點右上方，實驗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高於
81.81 時，實驗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前測分數介於
56.07 與 81.81 之間，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並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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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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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
（二）語言理解前後測
表 4-4-7 語言理解前後測與調整平均數摘要表
描述統計分析摘要表
組別
人數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n
M
SD
M
SD
24
52.88
6.35
55.25
6.58
實驗組
54.28
7.35
54.84
6.96
對照組 A 組 25
60.33
6.34
61.03
5.79
對照組 B 組 30
表 4-4-8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1.706
2
組間
311.692
73
組內
313.398
75
全體
表 4-4-9 三組共變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34.870 2

17.435

組內
全體

313.398 75
348.268 77

4.179

4.172

MS
0.853
4.270

F
0.200

p
0.819

事後比較

p
0.019

調整平均數
M'
58.24
56.55
57.22

實驗組

>

對照組 A
組

實驗的教學效果統計分析，採用共變數分析，以實驗組、對照組 A 組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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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B 組為自變項，語言理解分測驗的前測分數作為共變數，語言理解分測驗的後
測分數作為依變數，探討排除語言理解分測驗前測分數的影響之下，不同教學方
法，對於語言理解分測驗後測分數的影響。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和對照組 B 組在
語言理解分測驗前測分數、後測分數與調整平均數，如表 4-4-7 所示。由表 4-4-7
可知，實驗組的語言理解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2.88 （SD =6.35），調整後語言理
解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8.24；對照組 A 組的語言理解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4.28
（SD = 7.35），調整後語言理解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6.55；對照組 B 組的語言理
解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60.33（SD = 6.34），調整後語言理解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7.22。進行共變數分析時，先進行迴歸同質性的考驗，確定各個母群迴歸係數是
否相等。實驗的迴歸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4-8，自變項與共變項的交互作用未達
顯著 F（2，73） = .200， p > .05，表示各組內的迴歸係數具有同質性，符合共變
數分析的假定，適合採用共變數分析，由表 4-4-9 可得知，三組在排除前測因素影
響之下，三組幼兒在語言理解分測驗後測分數達顯著差異 F（2，75） = 4.172， p
< .05，經事後比較發現，實驗組顯著高於對照組 A 組。
（三）口語表達
表 4-4-10 口語表達前後測與調整平均數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A 組
對照組 B 組

人數
n
24
25
30

描述統計分析摘要表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M
SD
M
SD
56.00
8.60
57.21
5.82
56.40
9.06
56.64
9.04
58.93
6.18
59.13
5.62

調整平均數
M'
58.18
57.30
57.81

表 4-4-11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組間
組內
全體

SS
273.300
472.049
745.349

df
2
73
75

MS
136.650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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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1.132

p
0.000

表4-4-12三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實驗組與對照組 A 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253.588
1
253.588
25.421
組內
448.897
45
9.975
全體
702.486
46

p
0.000

實驗組與對照組B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組間
組內
全體

SS
126.985
437.700
564.686

df
1
50
51

MS
126.985
8.754

F
14.506

對照組A與對照組B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6.022
1
6.022
5.341
組內
57.500
51
1.127
全體
63.522
52

p
0.000

p
0.025

表 4-4-13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
組別
SSw(X j) SSw(Y j) CPwj df
1700.00 777.96
786.00 23
實驗組
1947.60 24
對照組 A 組 1968.00 1961.76
3668.00 2739.72
2733.60 47

SSw''(Y j)
414.55
34.35
448.90

df
22
23
45

bwj awj
0.462 31.317
0.990 0.825

表 4-4-14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
組別
SSw(X j) SSw(Y j) CPwj df
1700.00 777.96
786.00 23
實驗組
994.27 29
對照組 B 組 1107.87 915.47
2807.87 1693.42
1780.27 52

SSw''(Y j)
414.55
23.15
437.70

df
22
28
50

bwj awj
0.462 31.317
0.897 6.243

表 4-4-15 詹森-內曼法的統計資料摘要表
組別
SSw(X j) SSw(Y j) CPwj df SSw''(Y j)
34.35
對照組 A 組 1968.00 1961.76 1947.60 24
994.27 29
23.15
對照組 B 組 1107.87 915.47
3075.87 2877.23 2941.87 53
57.50
68

df
bwj awj
23 0.990 0.825
28 0.897 6.243
51

實驗的教學效果統計分析，採用共變數分析，以實驗組、對照組 A 組和對照
組 B 組為自變項，口語表達分測驗的前測作為共變數，口語表達分測驗的後測作
為依變數，探討排除口語表達分測驗前測分數的影響之下，不同教學方法，對於
口語表達分測驗後測分數的影響。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和對照組 B 組在口語表達
分測驗之前測分數、後測分數與調整平均數，如表 4-4-10 所示。由表 4-4-10 可知，
實驗組的語言發展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6 （SD =8.6）
，調整後口語表達分測驗後測
平均數為 58.18；對照組 A 組的口語表達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6.40（SD = 9.06），
調整後口語表達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7.3；對照組 B 組的表達分測驗後測平均數
為 58.93（SD = 6.18）
，調整後口語表達分測驗後測平均數為 57.81。將實驗結果進
行共變數分析時，先進行迴歸同質性的考驗，確定各個母群迴歸係數是否相等。
實驗的迴歸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4-11，自變項與共變項的交互作用達顯著 F（2，
73） =21.132， p < .05，表示各組內的迴歸係數未具有同質性，不符合共變數分
析的假定，不適合採用共變數分析，必須改採詹森-內曼法（Johnson-Neyman）
。茲
採用 Huitema(2011)的建議，先分別檢定兩組別是否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故底下分別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 A」、「實驗組與對照組 B」、「對照組 A 與對照
組 B」等三組的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由表 4-6-12 可得知，其中實驗組與對照組 A、
對照組 A 與對照組 B 與實驗組與對照組 B 不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基本假定，故將
使用詹森內曼法進行檢定，將各組兩兩相比。
將表 4-4-13 的資料，代入林清山（2002：494）所提出的詹森內曼法公式，可
獲得兩條迴歸線的交叉點，亦即在語言發展前測分數 57.83 分，而實驗組與控制
組有顯著差異的兩個分數區間，分別是 54.3 與 61.98。圖 4-4-3 為以詹森-內曼法，
所獲得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的兩條迴歸線。由圖 4-4-3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的教學實驗，兩條迴歸線相交於前測成績為 57.83 分的地方，在相交點的左
下方，實驗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低於 54.3 分
時，實驗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然而在兩條迴歸線
的相交點右上方，實驗組 A 組的後測成績高於實驗組的後測成績，但在前測分數
高於 61.98 分時，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前測
分數介於 54.3 與 61.98 分之間，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並未達顯著性
的差異。
69

將表 4-4-14 的資料，代入林清山（2002：494）所提出的詹森內曼法公式，可
獲得兩條迴歸線的交叉點，亦即在語言發展前測分數 57.63 分，而實驗組與控制組
有顯著差異的兩個分數區間，分別是 53.08 與 62.06。 圖 4-4-4 為以詹森-內曼法，
所獲得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兩條迴歸線。由圖 4-4-4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教學實驗，兩條迴歸線相交於前測成績為 57.63 分的地方，在相交點的左下
方，實驗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低於 53.06 分
時，實驗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然而在兩條迴歸線
的相交點右上方，對照組 B 組的後測成績高於實驗組的後測成績，但在前測分數
高於 62.06 分時，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前測
分數介於 56.07 與 81.81 分之間，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並未達顯著性
的差異。
將表 4-4-15 的資料，代入林清山（2002：494）所提出的詹森內曼法公式，可
獲得兩條迴歸線的交叉點，亦即在語言發展前測分數 58.78 分，而對照組 A 組與
對照組 B 組有顯著差異的兩個分數區間，分別是 48.03 與 74.23。圖 4-4-5 為以詹
森-內曼法，所獲得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的兩條迴歸線。由圖 4-4-5 可以看出，對
照組 A 組與對照組 B 組的教學實驗，兩條迴歸線相交於前測分數為 58.78 分的地
方，在相交點的左下方，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但
在前測分數低於 48.03 分時，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才有顯著高於對照組 A 組的
後測成績；然而在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右上方，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高於對照
組 B 組的後測分數，但在前測分數高於 74.23 分時，對照組 A 組的後測分數才有
顯著高於實驗組的後測分數；前測分數介於 48.03 與 74.23 分之間，對照組 A 組
與對照組 B 組的後測分數並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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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實驗組與對照組 A 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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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實驗組與對照組 B 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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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對照組 A 組與對照組 B 組兩條迴歸線的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

第五節 家庭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關係

本研究針對假設二：家庭環境會對幼兒語言能力之表現有顯著相關。以皮爾森
相關係數探討家庭環境評量與幼兒語文能力二者之間各層面的關聯性：若係數之
絕對值愈接近1，表示關聯性愈強。設顯著水準 p < .05。
一、家庭環境與幼兒語言表現間之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
如表4-5-1所示，在家庭環境評量的八個項目中，僅「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物理環境」、「多變化性的刺激」項目與幼兒「語言理解」變項之相關係數達
顯著水準（p < .001）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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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家庭環境評量與幼兒語言能力前測之相關係數表
幼兒語言能力
家庭環境評量項目

語言發展

語言理解

口語表達

語言發展

總分

標準分數

標準分數

標準分數

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177

.578(**)

-.028

.279

語言刺激

.240

.282

.160

.209

物理環境

.025

.553(**)

-.100

.223

榮耀、情感和溫暖

.211

.404

.077

.246

學術行為的刺激

.239

.276

.166

.202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

.168

.401

.026

.229

多變化性的刺激

.255

.603(**)

.057

.333

身體懲罰

.126

.147

-.008

.039

前測家庭量表總分

.210

.559(**)

.026

.289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小結：
在研究中發現，家庭環境評量中與「語言理解」逹顯著相關的僅有「玩具遊
戲和閱讀物」
、
「物理環境」
、
「多變化性的刺激」
，其餘各項皆無相關存在。譚光鼎、
林明芳( 2002 ) 研究中也表示，原住民學童在學校接受的制度規範，與其在原住民
社區的生活經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們的研究中也顯示，因為原住民族語
只有輕重語調，所以就國語學習而言，學童在注音符號的學習上，較難抓住語調
的變化。因此，原住民幼兒的家庭環境若是能提供與一般幼兒家庭相同的語文環
境刺激，原住民幼兒的語文能力發展將能更提早於家庭中發生。

二、家庭環境與幼兒語言表現間之典型相關分析
為深入了解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和幼兒語言能力表現之間的關係，以典型相
關分析法，分析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和幼兒語言能力各層面之間的相關性。本研
究的幼兒家庭環境評量包含「玩具遊戲和閱讀物」、「語言刺激」、「物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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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情感和溫暖」、「學術行為的刺激」、「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多
變化性的刺激」、「身體懲罰」八個層面，幼兒語言能力包含「語言理解」、「口
語表達」二個層面，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5-2。說明如下：
原住民幼兒家庭環境評量（控制變項）與數幼兒語言能力（依變項）之間的
典型相關係數分別為，顯著性考驗值分別為.759 與 .459，兩組均未達顯著水準
（p>.05），顯示八個控制變項（玩具遊戲和閱讀物、語言刺激、物理環境、榮耀
情感和溫暖、學術行為的刺激、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多變化性的刺激、身體懲
罰）透過兩個典型因素影響依變項（語言理解、口語表達）的情形並不顯著。

表 4-5-2 家庭環境評量與幼兒語言能力典型相關分析摘要
控制變項 -X變項

典型因素

效標變項 -Y變項

典型因素

家庭環境評量

χ1

χ2

幼兒語言能力

η1

η2

玩具遊戲和閱讀物

-.747

.407

語言理解

0.519

0.355

語言刺激

-.112

.525

口語表達

0.855

0.935

物理環境

-.668

.074

榮耀、情感和溫暖

-.503

.475

學術行為的刺激

-.296

.529

規範及社會化的鼓
勵

-.601

.383

多變化性的刺激

-.595

.572

身體懲罰

-.410

.286

抽出變異%

.280

.188

抽出變異%

.198

.802

重疊%

.161

.040

重疊%

.114

.169

ρ2

.576

.211

ρ

.759

.459

由於八個典型相關係數皆未達到顯著水準，由表4-5-2可知，各典型因素的ρ2
雖然不低，介於.211~.576，即家庭環境評量與幼兒語言能力的相關性並非很弱，
但由於樣本數僅24人，以致皆未達統計顯著，不具解釋意義；再者，代表X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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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Y組變項解釋能力的重疊量數亦不高，僅介於.169%~.114%。故家庭環境評量與
幼兒語言能力有顯著相關性的假設不成立。
一、家庭環境對幼兒語言學習表現間之多變量顯著性檢定分析
表 4-5-3 為原住民家庭環境與幼兒語言表現等的多變量顯著性檢定
(multivariate tests of significance)結果，用以考驗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是否有典型
相關因素存在？從本表可以發現，Pillais、Hotellings 與 Wilks 值，皆未達顯著，也
就是代表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可能無典型相關因素的存在；然而，為進一步確
認結果，研究者仍繼續下一個分析步驟。
表 4-5-3 多變量顯著性檢定
數值
.78
1.62
.33
.57

Pillais
Hotellings
Wilks
Roys

F值
1.22
1.32
1.28

自由度
16
16
16

顯著性
.312
.257
.278

接下來進行向度縮減分析（dimension reduction analysis）
，分析結果如表 4-5-4
所示：
表 4-5-4 向度縮減分析
Roots
1 TO 2
2 TO 2

Wilks L.
.33
.79

F
1.27
.57

Hypoth. DF
16.00
7.00

Sig. of F
.278
.767

向度縮減分析的目的在於考驗各個典型係數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從上表4-5-4
中可得知，不管是第一個或第二個典型係數皆未達顯著水準。整體而言，在家庭
環境與幼兒語言表現變項間，皆未發現有典型相關因素存在。因此，本研究之假
設二：「原住民家庭環境與幼兒語言學習表現間有顯著相關」未獲支持。

第六節

不同背景變項與幼兒語言能力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假設三：原住民家長參與實施，對不同背景變項的幼兒語言學習
表現有顯著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去探討不同背景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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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包含性別、年齡、家庭型態等），在幼兒語言能力層面（包含語言理解、口
語表達）上之差異情形。
在「總分」方面，則仍以獨立樣本T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test）或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去探討不同背景的幼兒語言學習表現之差異情
形。
一、不同性別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中，從表 4-6-1 可得知，在口語表達的部分，不同性別的幼兒語言能力
的 F 考驗值為 6.374，顯著性為 .014，達顯著標準（p<.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
口語表達部分女生幼兒平均分數高於男生幼兒的平均分數。在語言理解的部分，
不同性別的幼兒語言能力的 F 考驗值為 .274，顯著性為 .602，未達顯著標準
（p>.05）。表示幼兒的語言理解不會因為性別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4-6-1 不同性別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語言能力
口語表達
語言理解
語言發展

幼兒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顯著性

男

37

55.73

8.03

6.37

.014*

女

42

59.55

5.28

男

37

57.76

6.71

.27

.602

女

42

56.93

7.27

男

37

58.08

8.56

.87

.353

女

42

59.62

5.98

（p>.05）
小結：
由表 4-6-1 可看出，不同性別的幼兒在「語言能力」無顯著差異，顯示本研
究之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不因幼兒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林寶貴、黃玉枝、黃桂
君、宣崇慧（2008）研究也指出，不同性別的學前兒童在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及語
言發展等向度，其差異未達顯著水準（p>.05）
。及學前兒童在語言理解口語表達男
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之差異
本研究中，從表 4-6-2可得知，在口語表達的部分，不同齡的幼兒語言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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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考驗值為 3.89，顯著性為 .024；語言發展的部份，不同齡的幼兒語言能力的F考
驗值為 4.85，顯著性為 .010；皆達顯著標準（p<.05）；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口語
表達、語言發展部分六歲幼兒平均分數高於五歲幼兒和四歲幼兒的平均分數，在
口語理解的部分，不同年齡的幼兒語言能力的F考驗值為 2.46，顯著性為 .092，
未達顯著標準（p>.05），並無顯著差異。
表 4-6-2 幼兒年齡在後測幼兒言能力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語言能力

幼兒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顯著性

口語表達

四歲組

79

55.40

7.30

3.89

.024*

五歲組

20

56.56

7.81

六歲組

27

60.25

6.38

四歲組

32

55.60

6.19

2.46

.092

五歲組

79

56.15

6.93

六歲組

20

59.38

8.19

四歲組

20

56.30

10.44

4.85

.010*

五歲組

27

57.37

6.18

六歲組

32

61.81

4.46

語言理解

語言發展

*（p>.05）。
小結：
由表 4-6-2 可看出，不同年齡的幼兒在「口語表達」、「語言發展」均達顯著
差異，顯示本研究之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因幼兒年齡不同而有所差異。林寶貴、
黃玉枝、黃桂君、宣崇慧（2008）研究也指出，不同年齡的學前兒童在口語表達、
語言理解及語言發展等能力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p<.05）
。足見語言發展隨著年
齡增長有明顯進步，且在學前階段有明顯差異。
三、不同家庭型態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之差異
本研究中，從表 4-6-3可得知，不同家庭型態幼兒在口語表達、語言理解、語
言發展各層面上F 檢定皆未達顯著標準（p<.05），無顯著差異，因此無需進行事後
比較。亦即「幼兒語言能力」不會因為幼兒家庭型態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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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幼兒家庭型態在後測幼兒言能力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語言能力

口語表達

語言理解

語言發展

幼兒家庭
型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小家庭

22

58.77

4.73

折衷家庭

44

57.55

7.37

大家庭

7

52.86

10.17

單親家庭

4

61.75

3.77

隔代教養

2

60.50

2.12

小家庭

22

57.09

5.58

折衷家庭

44

58.25

6.68

大家庭

7

53.57

11.31

單親家庭

4

54.50

9.71

隔代教養

2

58.00

1.41

小家庭

22

59.23

5.24

折衷家庭

44

59.73

6.54

大家庭

7

52.14

14.38

單親家庭

4

59.00

6.68

隔代教養

2

60.50

.70

F值

顯著性

1.44

.228

.86

.487

1.74

.150

四、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總分的差異
由表 4-6-4 可知，不同年齡的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總分的 F 檢定達顯著
標準（p<.05）
，表示不同年齡的帅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總分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經 Scheffé 法事後比較得知，年齡為 6 歲的幼兒平均分數 79.13 顯著高於 4 歲 的
幼兒平均分數 71.40。至於不同性別、家庭型態的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總分的
，表示後測幼兒語言能力總分不會因為性別、家庭形
F 檢定皆未達顯著標準（p > .05）
態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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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不同背景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上總分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背景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年齡

4 歲

20

71.40

10.293

10.44

.00

5 歲

27

76.19

4.197

6 歲

32

79.13

2.550

男

37

75.24

8.454

1.359

.247

女

42

76.98

4.348

小家庭

22

77.05

3.934

2.228

.074

大家庭

44

76.68

5.854

折衷家庭

7

69.29

13.985

單親家庭

4

77.25

4.500

隔代教養

2

77.00

2.828

性別

家庭形態

Scheffé
法
3>1

*p< .05
小結：
由表 4-6-4 可看出，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層面上，沒有受到幼兒背景的影響，
也就是不同景的幼兒，在後測幼兒語言能力上皆沒有顯著差異。 而在後測幼兒
語言能力總分上，則主要受到幼兒年齡的影響，也就是不同年齡的幼兒，在後測
幼兒語言能力總分上會有顯著差異。林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宣崇慧（2008）
研究指出，不同年齡的學前兒童在口語表達、語言理解及語言發展等能力有差異，
和本研究結果是相同的，在家庭型態方面，研究者觀察原住民幼兒家長普遍從事
勞動階層為多，工作繁忙不容易兼顧孩子的學習；相關因素亦間接的造成原住民
幼兒在學習表現上的不利因素但家庭結構，不影響對於幼兒語言能力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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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原住民幼兒在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後與原住民幼兒、一般幼
兒在家長未參與教學活動時之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情形。並探討家庭環境對幼兒
語言能力的差異性，不同背景變項對原住民幼兒語言能力表現之預測力，期望在
此研究能提供具體的建議。全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針對本研究的結果做總結說
明；第二節為研究者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苗栗縣某國小附設幼兒園 24 位原住民幼兒為研究對象，首先透過
一對一方式進行「語言能力操作測驗」為前測，接著進行幼兒之家長參與班級學
習活動至少入班二次，之後受試幼兒接受後測之施測。本研究之實驗組幼兒與對
照組幼兒(原住民幼兒25人與一般幼兒30人)的實驗差異，不同在於實驗組幼兒之家
長接受了「參與班級學習活動」，相對的，對照組幼兒之家長則無參與活動。也
就是說，研究者會請實驗組之家長安排時間「參與班級學習活動」至少二次為原
則，而對照組只有接受學校的「語文教學活動」。研究者希望藉由家長參與學習
活動時，針對此變項對受試幼兒語言能力表現是否有所改變。本節根據研究之結
果，綜合提出以下研究結論：
一、原住民地區幼兒的語言能力表現相較於一般地區幼兒的語言能力顯得較低落
原住民幼兒在「修訂學前語言障礙評量表」表現上前測部分，「語言能力」
的平均分數分別為53.59與 68.06，標準差為 8.87 與 7.02，根據本量表訂出的T分
數比較標準，將兩組幼兒的語言能力得分轉換成 T 分數之後的平均分數分別為
48.66 與 53.94，對照常模的 T 分數等級，位在介於 40~ 60 之間的普通等級，顯
示兩組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皆屬普通程度。兩組幼兒的差異情形方面，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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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3.46，達顯著標準（p<.01），顯示原住民地區幼兒的「語言能力」顯著低於
一般地區幼兒。原住民地區幼兒在「語言能力」總分與「語言理解」、「口語表
達」兩層面的表現上，對照林寶貴等人（2008）修訂的「修訂學前語言障礙評量
表」常模樣本都位在介於40~60的範圍內，表示兩組幼兒的語言能力都屬於普通程
度；比較兩組幼兒的「語言能力」表現，發現仍有明顯的不同，原住民地區幼兒
在「語言能力」總分及「語言理解」、「口語表達」兩個層面的表現，都明顯比
一般地區幼兒低。可見本研究之原住民地區幼兒的語言表現雖然都在普通程度的
範圍內，但與一般地區幼兒的表現比較之下仍有明顯落後的情形。
二 、在班級中實施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對幼兒語言理解及語言能力表現的影響是有
進步的
在排除幼兒語言能力總分之前測分數對後測分數之影響後，實驗組的幼兒在
後測得分和總分有明顯差異。另外，除了「語言理解」外，實驗組受試者幼兒在
「語言能力」依變項的T檢定皆達顯著，表示實驗組受試者在「語言能力」的前後
測分數上皆有顯著的差異，且皆為後測的分數顯著高於前測。表示實驗組受試者
在這些項目的分數有明顯的增加。 而實驗組受試者在「語言理解」的 T 檢定未
達顯著，表示實驗組受試者在這些項目的前後測分數無明顯的變化。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在進行了「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實驗後，幼兒
在「語言能力」的口語表達能力表現皆有明顯的進步。雖然實驗組在後測的語言
能力表現皆有成長，所以當實驗組在進行「家長參與教學活動」是否對幼兒語言
能力表現的影響時，是有進步的。
三、在實施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後對家庭環境有改變沒有影響
實驗組在「家庭環境評量表現」八個依變項皆未達顯著標準，表示實驗組受
試者在「玩具遊戲和閱讀物」、「語言刺激」、「物理環境」、「榮耀、情感和
溫暖」、「學術行為的刺激」、「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多變化性的刺激」
、「身體懲罰」及「家庭環境評量總分」的前後測分數上皆未達顯著標準，表示
實驗組在這項目的前後測分數無顯著的差異。後測「玩具遊戲和閱讀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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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環境」、「多變化性的刺激」的平均數高於前測。表示實驗組受試者在這些項
目的分數有明顯的增加。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大多數因家庭經濟及部落環境因素，在「物理環境」無
法獲得改善外，其他項目則在家長參與學校教學活動之後，已明顯的對家庭環境
的改善有顯著效益。此結果也證實了，在家長參與學校教學活動對家庭環境的提
升是有影響的。
四、 原住民家庭幼兒的家庭環境與語言能力表現之間沒有明顯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幼兒的家庭環境在「語言能力」之前、後測得分上
並未逹顯著標準，顯示不同家庭環境的幼兒在前、後測皆沒有顯著相關。簡而言
之，在本研究中受試幼兒語言能力的表現並不會因為幼兒家庭環境的改善與否而
有所差異。在家庭環境評量中「玩具遊戲和閱讀物」與語言能力未逹顯著關係，
主要是家長因經濟考量，因此極少為幼兒購買玩具，也鼓勵幼兒到鄰近的圖書館
去看書或報章雜誌，故家中沒有另訂閱報紙或雜誌。在「語言刺激」中與「語言
理解」逹顯著相關，主因是家長開始意識學習對幼兒的重要性，會希望多鼓勵幼
兒多讀多寫，增進學習的能力。在「榮耀、情感與溫暖」方面並未逹顯著關係，
主要和父母的教養態度有關。
Eccles , Adler 與 Kaczala(1982)的研究中有提到父母重視孩子的學習，會影響
孩子對自己語言能力知覺。在「學術行為的刺激」與幼兒語言能力之間皆無相關
，因家長雖然也體驗到語言與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但礙於現實生活中，大部
分會因經濟因素而無法提供幼兒書籍、各類物品、視聽設備…等，來輔助幼兒在
語言能力上的提升。在「規範及社會化的鼓勵」方面與幼兒語言能力之相關係數
未逹顯著，這與父母教養觀點與實際教養行為有關，大多數的原住民父母的教養
方式較採取放任的模式，也較忽略幼兒是否已具備自我照顧及安全考量，因而造
成幼兒學習狀況和父母的教養行為間形成差異情形，相對的，對於幼兒語言能力
的提升是沒有幫助的。在「多變化的刺激」方面與幼兒語言能力並無顯著相關。
觀察到原住民家庭很少有父母願意帶幼兒到博物館參觀、文化中心參觀….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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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又資源豐富的地方，即使幼兒就像一個主動學習好奇者，隨時都想了解外在環
境，當幼兒想藉由外界的互動來建構自己的知識仍是沒有機會的。
在「身體懲罰」方面與幼兒語言能力無相關存在。現任父母大部分都是寵愛
孩子的，所以在身體懲罰上是很少發生的。但即使如此，這樣的關注或溺愛並未
造成幼兒語言能力程度的相關性。
五、幼兒年齡對語言能力表現有顯著差著差異，但幼兒性別、幼兒家庭型態對語
言能力表現則無顯著差異
(一) 幼兒性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原住民幼兒在「幼兒語言能力」前測得分皆沒
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說明了，在實驗組中的原住民幼兒的語言能力表現不會因幼
兒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由此可知，無論是男生或女生對於語言能力的表現沒
有影響。此結果拒斥本研究之假設。
(二) 幼兒年齡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齡的原住民幼兒在「幼兒語言能力」前測得分皆有
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實驗組中的原住民幼兒的語言能力表現會因幼兒年齡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研究者分析幼兒會隨著年齡的成長對語言能力的理解能力也會提
升，相對的在前、後測的結果也會因幼兒年齡不同而表現越好。
(三)幼兒家庭型態
不同家庭型態的原住民幼兒在「幼兒語言能力」前測得分皆未逹顯著差異。
大多研究顯示在一般地區的幼兒的語言表現能力會因不同的家庭型態而有顯著的
影響。而在原住民地區的幼兒在前、後測的語言能力表現上並沒有顯著差異。整
體來說，本研究中原住民幼兒並不會因家庭型態的不同而使得語言能力的表現有
所差異。此結果拒斥本研究之假設。

84

第一節 建議

本節依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具體建議，針對幼兒家長、學前教師及未來相關
研究之參考：
一、 對家長的建議
(一)增加入班的次數
本研究發現家長在參與二~三次的班級教學活動後，對幼兒的語言能力的表現
是有顯著影響的。因此建議家長可以利用時間多增加入班的次數，可以深入了解
幼兒班級教學活動的進行方式，以改善家長因不知如何教導自己的幼兒而感到無
助。
(二)有明確的參與教學活動的計畫
本研究發現因家長是事先安排入班時間，可以先和教師共同討論每次入班所要
進行的活動，完整的規畫，讓家長與幼兒都有多元學習的活動，且增加親子互動
、共同成長的機會。因此建議家長在參與入班教學活動前，應有完善的活動計畫
，以檢視自己參與的班級活動是否有逹到多元學習的目標，才能在每次入班時有
不同的體驗與成長。
二、 對教師的建議
(一) 提供原住民家長參與班級教學活動的機會，並給予必要的協助
研究結果發現，幼兒有家長參與班級繪本教學活動其語言能力測驗的前、後
測得分有顯著差異。因此教師應多鼓勵家長多參與班級教學活動，並從二至三次
的入班參與教學活動，可以增加為三次以上的入班參與。對於較少關心學校活動
之家長，主動多給予關懷適與輔導，適時提供原住民家長參與教學活動的機會。
(二) 關懷家庭背景不利之幼兒
本研究中顯示，幼兒的背景因素對於幼兒語言能力之表現沒有顯著相關，但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發現幼兒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較低者、職業為工、商、服務
者，較易忽略或不知如何教導幼兒之語文學習，教師宜安排家長進入班級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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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讓家長參與與學習如何教導幼兒適性之語文認知活動，共同為幼兒的成長
而努力。讓家庭背景不利之幼兒也有與家長共同學習的機會。

第二節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 改變語文教學方式
本研究從研究結果發現，在原住民地區的幼兒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A 在「語
言能力」的表現是有顯著進步的，這也顯示雖然實驗組已進行家長參與親子閱讀
繪本教學活動的實驗，但對照組 A 則未進行此實驗，而兩組皆有成長，研究者發
現是因為二組原住民地區的幼兒皆有進行結構式的語文教學方式而提升了幼兒語
言能力的表現。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在在原住民地區進行全語文教學的實
驗，來比較是否會有顯著效益。
二、 延長家長參與教學活動的時間
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在進行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對幼兒「語言能力」的成
效，雖然前、後測的是有顯著差異的，但因為同時對照組 A 的「語言能力」在前
、後測也呈現顯著差異，所以幼兒在語言能力表現上與家長參與教學活動的相關
性是不明確的。因研究者在進行家長參與教學活動旳時間只有三個月，入班的次
數平均是二至三次，入班的時間可能不夠而造成無法明確知道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相關與否。建議未來進行相關研究者，可以在進行家長參
與教學活動的時間可以再延長，以增加家長入班的次數，在進行幼兒「語言能力
」時可以更明確的知道
三、 深入了解家長想法
本研究是以鼓勵家長參與教學活動為主，希望能因此提升幼兒的語言能力，
是以準實驗及觀察記錄為主，但對於家長在實施參與教學活動後的想法和面臨的
困境，及活動進行時所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是無法深入了解的。建議未來研究方
向可以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以深度訪談方式了解家長參與後的想法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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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觀察記錄、錄影記錄、歸納、分析……等的質性研究，可搜集到相關資料，
深入了解問題及現況後，讓核心問題可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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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編製者：陳美燕／徐澄清（1991）家庭環境評量表在臺灣之信度､效度的初步探討
頁 124~127

家庭環境評量表(３～６歲適用)
訪視員：

一、基本資料
家長姓名：

訪視日期：

年

月

日

受訪兒童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接受訪視者姓名（或照顧者）：

與受訪兒童關係：

地址：
性別：

電話：(
排行：

家中子女數：

)

家中人口數：

1.父母教育程度：
(1)父親教育程度：1.□不識字 2.□國小 3.□國中 4.□高中職 5.□專科 6.□大學
7.□研究所 8.□其他
(2)母親教育程度：1.□不識字 2.□國小 3.□國中 4.□高中職 5.□專科 6.□大學
7.□研究所 8.□其他
2.父母職業：父：

母：

3.父母婚姻狀況：1.□同住在一起 2.□分開住 3.□離婚
4.母親年齡：1.□25 歲以下 2.□26~30 歲 3.□31~35 歲 4.□36~40 歲 5.□41 歲以上
下列各量表中主要在評量3~6 歲學齡前兒童家庭環境的項目，請你各根據家庭訪
視的觀察；或是與家長談話的結果，逐項評分，若是你在家庭訪視過程中，看到
下列各項所描述的行為發生，則請於目後括後內記1 分，若未看到或未達到則記0
分，將各項目分數相加，得單項分數，將各單項分數相加，得全量表總分。
一、玩具遊戲和閱讀物
1.具有能夠讓小孩學習顏色、大小和形狀的玩具．．． ．．．．．．．．（

）

2.有三種以上的拼圖玩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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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錄音機(or CD播放器)，且至少有5 個錄音帶(or CD片)是小孩自己的．
（

）

4.具有能讓小孩自由發揮的玩具．．．．．．．．．．．．．．．．．．．（

）

5.具有需要精細動作技巧的玩具（如臘筆著色、串珠子、書上畫顏色）
．．
（

）

6.具有可以促進小孩學習數字的玩具或遊戲．．．．．．．．．．．．．．（

）

7.有屬於小孩自己的十本書．．．．．．．．．．．．．．．．．．．．．（

）

8.屋內至少可以看到十本書．．．．．．．．．．．．．．．．．．．．（

）

9.家人每天都看報紙．．．．．．．．．．．．．．．．．．．．．．．（

）

10.家中至少訂一種以上的雜誌．．．．．．．．．．．．．．．．．．．（

）

11.鼓勵小孩學習形狀．．．．．．．．．．．．．．．．．．．．．．．（

）

單項分數 ｜
二、語言刺激
12.見有可以讓小孩學習動物名稱之玩具．．．．．．．．．．．．．．．（

）

13.鼓勵小孩學習注音符號或國字．．．．．．．．．．．．．．．．．．（

）

14.家長教小孩學習簡單的禮貌行為(如謝謝、請、對不起)．．．．．． （

）

15.家長能使用正確的文法和發音．．．．．．．．．．．．．．．．．．（

）

16.家長鼓勵小孩說出他的經驗或花一些時間聽小孩說出他的經驗．．．
（

）

17.家長與小孩說話時聲音帶著正面的情感．．．．．．．．．．．．．．（

）

18.允許小孩對早餐或晚餐菜單做一些選擇．．．．．．．．．．．．．．（

）

單項分數 ｜
三、物理環境（安全、乾淨有利生長）
19.建築物結構安全，沒有潛在對健康的影響(如石膏自天花板掉下、樓梯少一
階等)．．．．．．．．．．．．．．．．．．．．．．．． ．．．．．（

）

20.小孩的戶外遊戲環境是安全的，無危險性．．．．．．．．．．．．．（

）

21.屋內不會暗不會覺得單調．．．．．．．．．．．．．．．．．．．．（

）

22.鄰近環境看起來優雅，令人愉快．．．．．．．．．．．．．．．．．（

）

23.屋內每人有100 平方英尺（約3 坪左右）的生活空間．．．．．．．．（

）

24.屋內傢俱不會太擁擠，地板方便行走．．．．．．．．．．．．．．．（

）

25.所有可看見的房間都是乾淨且不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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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項分數 ｜

四、榮耀、情感和溫暖
26.家長每天擁抱小孩10~15 分鐘(如看電視、說故事時)．．．．．．．．（

）

27.訪視期間家長主動與小孩說話至少兩次(責備的話不算)．．．．．．．（

）

28.小孩的問題或要求，家長以語言反應．．．．．．．．．．．．．．．（

）

29.家長對小孩的說話通常以語言反應．．．．．．．．．．．．．．．．（

）

30.訪視期間家長很自然的讚美小孩的能力或行為至少二次．．．．．．．（

）

31.訪視期間家長撫摸、親吻或擁抱小孩至少一次．．．．．．．．．．．（

）

32.訪視期間家長幫小孩設計情況，讓小孩做秀．．．．．．．．．．．．（

）

單項分數 ｜
五、學術行為的刺激
33.鼓勵小孩認識顏色．．．．．．．．．．．．．．．．．．．．．．．（

）

34.鼓勵小孩學習某些類型的話（如唱兒歌、詩歌、電視廣告等）．．．．（

）

35.鼓勵小孩學習空間關係（如上、下、大、小等）．．．．．．．．．．（

）

36.鼓勵小孩學習數字．．．．．．．．．．．．．．．．．．．．．．．（

）

37.鼓勵小孩學習讀一些字（如自己的名字）．．．．．．．．．．．．．（

）

單項分數 ｜
六、模範及社會化的鼓勵
38.延緩小孩食物需要的時間．．．．．．．．．．．．．．．．．．．．（

）

39.家裏有電視，且使用得當，不會任其一直開著．．．．．．．．．．．（

）

40.家長把訪視者介紹給小孩．．．．．．．．．．．．．．．．．．．．（

）

41.小孩可以表達不高興而不被責罵．．．．．．．．．．．．．．．．．（

）

42.小孩可以打家長而不會受到嚴厲的責備．．．．．．．．．．．．．．（

）

單項分數 ｜
七、多變化性的刺激
43.小孩有真實的或玩具樂器．．．．．．．．．．．．．．．．．．．．（

）

44.家人至少每隔一週帶小孩出戶外（野餐、逛街、遠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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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一年來家人曾帶小孩出去50 公里外旅行．．．．．．．．．． ．．．（

）

46.過去一年家人曾帶小孩去科學館、博物館或美術館．．．．．．．．．（

）

47.遊戲結束試著讓小孩在沒有人幫忙下自行收拾玩具．．．．．．．．．（

）

48.在交談時家長使用複雜的句型結構和一些較長的字．．．．．．．．．（

）

49.小孩的創作展示在屋內．．．．．．．．．．．．．．．．．．．．．（

）

50.小孩每天至少一餐與家長一起吃．．．．．．．．．．．．．．．．．（

）

51.在雜貨店裡家長讓小孩選擇一些他喜歡的食物或麵包．．．．．．．．（

）

單項分數 ｜
八、身體懲罰
52.訪視期間家長未責備或貶損小孩超過一次．．．．．．．．．． ．．．
（

）
53.訪視期間家長未使用身體限制、抓捏小孩．．．．．．．．．． ．．．

（

）
54.訪視期間家長不會打也不會罵小孩．．．．．．．．．．．．．． ．．

（

）
55.過去一週身體懲罰未超過一次．．．．．．．．．．．．．．．．．．（
單項分數 ｜
總 分｜

資料來源：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scidown/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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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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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編號：

親愛的爸爸、媽媽：您好！
我是國立臺東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徐以璇，目前正在進行家長參與學
前幼兒語言學習之成效的研究，本研究主要是以「評量表」進行，我將會在輕鬆
愉快的情境下，與您的孩子共同進行簡單的口語問答、看圖說故事活動，時間約
15~30分鐘。
關於幼兒的資料與評量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之用途，請您放心。在研究過程中
若您有任何疑問，歡迎您直接與我聯絡。如果家長您同意參讓您的孩子參與此份
研究，請在回條上簽名，您的同意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感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國立臺東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郭李宗文 博士
研究生： 徐以璇

敬上

-------------------------------------------------------------------------------------------------------------本人已詳閱上述研究說明，並同意讓我的孩子

（幼兒姓名）

參與本研究。

家 長 簽 章：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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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