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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異國婚姻所組成家庭之父母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其子女行為適應之調

查研究現況。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北部及中部地區國小一至六年級新台灣之子，其母親

與台灣男性聯姻的外籍配偶（來自大陸、越南、印尼、菲律賓、寮國、泰國、及馬來西亞等七

國）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括父母管教量表、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量表、及行為適應量表。研

究結果顯示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其子女行為適應有顯著相關性；父母

管教及參與學校教育、可以有效預測新台灣之子的行為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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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among parenting style, parents 

involvement,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in mixed marriage family.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how the parenting styles along with parents involvement in mixed marriage family 

predicted children’s behavioral adjustment.  One hundred ninety four children from mixed marriage 

fami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 self-report measure perception of parenting style, parents 

involvement,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was administere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 Pearson 

correlation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were conducted to test each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a) parenting style, parents involvement,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were 

associated; (b) parenting style and parents involvement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children’s behaviora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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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一）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型態的急遽變遷，社會結構也隨著婚姻家庭的

多樣性而改變著。早期農業社會的大家庭，到目前工商社會

的小家庭，由單薪家庭、雙薪家庭、單親家庭，一直到近幾

年大量出現的異國婚姻家庭。尤其民國 83 年政府開放核准

東南亞國籍配偶依親簽證，致使外籍配偶人數的快速激增，

至 95 年 1 底前，配偶為外籍及大陸地區者共有三十四萬二

千零二十九人，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2006）的資料，九十

五年一月底外籍配偶（不含大陸配偶）共有十三萬二千零一

十八人，而其中百分之九十三為女性，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新

移民女性」。另外，教育部統計資料，93 學年度就讀國民中

小學之「新台灣之子」相當多，總計有四萬六千四百一十一

人；根據研究指出「新移民女性」嫁的台灣先生有相當比率

是智能不足、精神狀態不佳，甚至有些是身體健康情形不

佳，所以當結婚生子後，可能會為家庭帶來沈重的負擔，因

此，家庭教育功能、子女的教養品質、或照顧是否會較一般

家庭欠缺，是值得探究！ 

  而家庭本身是兒童最早接觸的第一個團體，兒童除了週

間在學校接受教育時間外，每日大約有三分之二至二分之一

的時間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兒童受家庭的影響是相當大。尤

其從歷史的發展角度來看，父母親是兒童的第一位教師，對

子女的身心發展、人格養成、知識的啟迪上也都具有深遠的

影響（Berger, 1991）。而這群新台灣之子所知覺父母親管教

又是如何呢？ 

  另外，教育基本法裡明確指出，家長有輔導子女的責任

及參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利。而家長若能適時地參與子女一

切學習活動，會為子女、家長、學校、及教師帶來許多正面

之影響，而異國婚姻所組成的家庭或新移民女性在參與學校

教育是否會因語言或文化的關係，而與一般家庭有所差異

呢？因此，更進一步瞭解「異國婚姻家庭」中父母與子女之

互動為何？是否可以有效參與子女的學習，也就是「新台灣

之子」所知覺的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及對他們的行為

適應上是否產生某種助益或阻力？本研究將探討異國婚姻

所組成家庭的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及新台灣之子的

行為適應三者之間的相關性及前二者是否可有效預測其行

為適應。 

（二）父母管教 

  對子女而言，父母是形塑其人格特質最為重要的因素，

並且子女將透過其人格特質而反應於行為上，因此有關家庭

因素與子女行為的議題，一直都是研究學者所著重的焦點。

Flouri and Buchanan (2003) 指出無論家庭是否完整，父母與

子女的互動關係為主要的影響因素。 

  尤其從 Piaget 認知發展學習論的觀點來看父母管教的

意義可得知，父母管教應符合兒童認知的發展順序，以最適

當方式管教子女的行為知能，不同階段才能利於子女的發展

及適應未來的社會（Piaget & Ingelder, 1969），也就是父母親

應先瞭解並確定自己子女的認知發展階段，再採取適合子女

的管教方式，加以引導並教導之。 

  而從社會學習論觀點來看，父母對子女是非常重要，因

為子女會認同父母的一言一行並觀察學習加以模仿

（Bandura, 1971）。而 Gesell 的發展成熟論提出成熟與發展

的觀點，認為父母親在管教子女時應尊重及瞭解其生理上的

成熟度及天生的個別差異，進而順勢引導並提供子女適時地

協助，如此子女在身心各方面才能發展更完善（王佩玲，

1992）。 

  另外，以 Rogers 的存在現象論的觀點來看，注重自我

概念與個人主觀的知覺，父母必須能夠肯定自我、接納他

人，並與子女培養良好的親子關係，進而協助子女發展自

我，且可以對他人的行為給予評價（劉明松，1998）。 

  以上不同理論對管教雖有不同的詮釋方法，但也顯示出

父母管教對子女的重要與影響性。賴保禎（1995）即指出父

母對子女的教養態度是促成子女社會化最為重要的原因，亦

即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態度、習慣、價值觀和行為

模式等等因素，對子女在社會化過程及其人格形成有極重大

的影響。陳立人和鄭宇樑（1994）在研究中亦認為，家庭生

活中子女和父母互動所形成的親子關係，對兒童及青少年人

格的發展具有深遠和決定性的影響，其中親子關係則可以視

為由父母親對於子女教養方式與態度的過程中形成。 

  根據以上文獻，使我們得知家庭中，親子關係不僅和子

女人格的養成以及其行為的偏差，均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學

者多半將親子關係互動良莠與否，界定在父母對於子女的不

同管教上，而異國婚姻家庭父母親的管教對同樣在台灣出生

的「新台灣之子」是否產生某種層次不同之影響？新移民女

性之台灣夫家因為大多數忙於家計，不僅在經濟與文化處於

弱勢，又要面對婆家生子任務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使得新移

民女性有可能尚未適應台灣的文化、或生活之前，便要同時

面臨負擔家庭經濟與生養子女的重責‥…等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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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王宏仁（2000）的研究中顯示在異國婚姻家庭中，

家務不僅是由新移民女性負責，且照顧和陪伴孩子也是由她

們負責。尤其在蕭昭娟（2002）研究中發現新移民女性婚後

願意選擇定居在台灣，子女她們是最大的支持與動力，因

此，新移民女性與其子女的關係是相當緊密，同時也負起了

相當之管教子女的義務。但是，一般而言，語言、文字不通

的「新移民女性」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家務，他們是否因忙於

家務處理而忽略對下一代的管教及學習問題？腦性麻痺青

年黃乃輝（2002）就曾經坦誠地表示為了餬口，子女的教育

常常是被犧牲掉，這也是為何部分新移民女性的小孩，有發

展遲緩甚至出現學習障礙的問題；屆時，她們甚或無法幫助

自己的子女學習，且與學校的互動存在著某種隱憂；進而可

能影響子女在學校的行為適應與學習成就問題。可見，異國

婚姻家庭父母親管教對「新台灣之子」的影響層面深遠。 

  在蕭昭娟（2002）的研究中也證實發現，因為新移民女

性感受到自己本身是處於台灣社會中的劣勢地位，使得他們

特別保護自己子女的現象；而在陳庭芸（2002）澎湖的新移

民女性研究中顯示，來自越南的新移民女性本身管教子女較

嚴格，不太放縱孩子，因為她們認為對孩子的管教要即時，

若不馬上管教，將來會很難教；但是，問題是當她們在管教

孩子的同時，大聲斥責或需要處罰時，因為台灣的公婆或先

生太疼小孩，家人們會堅決反對，認為不需要，甚或打都不

行，以至於彼此家人常常會造成管教子女的衝突與問題。 

  根據以上文獻，我們得知家庭中，親子關係不僅和子女

人格的養成以及其行為的偏差，均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學者

多半將親子關係互動良莠與否，界定在父母對於子女的不同

管教教養上，吳秋雯（1997）表示父母教養態度在本質上就

是一種親子之間交互作用的過程，子女在父母既定形態多年

的教養之下，人格的發展與生活的適應均深受其影響。因

此，以下就父母管教對於新台灣之子的行為適應作進一步的

綜合探究。 

（三）父母管教與行為適應的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顯示父母親管教與行為適應關係密切，舉例來

說: Baumrind (1966) 提出正面的管教行為和堅定有效率的

監控，則學齡前兒童的適應良好。Ausubel and Sullivan (1980) 

的研究也指出，若父母親的管教是積極且適當的方法則有助

於兒童的生活適應、人格發展甚或學習表現。反之，消極的

父母親管教，會讓兒童產生挫折、衝突，進而形成孩子自暴

自棄，或適應不良等情形。而在 Shek (1997) 家庭環境、學

校適應、與問題行為的研究中發現，若家長提供子女較好的

家庭環境、與管教，則子女在學校的適應較佳，且抽煙、嗜

酒等問題行為會較少。 

  Pettit, Bates, and Dodge (1997) 研究中顯示支持性高的

父母親會以特別且預防的方法教導及引導子女一些社交上

的技巧，而這些技巧是能夠幫助他們的子女避免和解決與朋

友間之衝突。所以，這些小孩在學校通常被期許要有較好的

行為表現，而在他們的研究中也預測接受父母管教是支持性

高和嚴厲程度低的子女，在幼稚園和國小六年級時皆會有較

好的行為適應模式。 

  在 Radziszewska, Richardson, Dent, and Flay (1996) 的

父母管教和青少年憂鬱症之關係研究中顯示在民主管教之

家庭長大的孩子，產生憂鬱症狀的情形較少；專制和放任管

教之家庭長大的孩子其憂鬱症狀呈現中等；而父母親是屬於

不干涉的管教，則其子女是處於高危險群的青少年憂鬱症之

一。 

  另外，在許多的研究中（Campbell, Breaux, Ewing, & 

Szumowski, 1986; Putallaz, 1987）指出親子關係若是處於控

制型父母與抵抗型子女時，則子女之行為適應勢必低；同樣

地，在 Barth (1993) 的研究也發現父母親對子女表現出來的

控制、溫暖或和藹可親之高低程度是可以預測其子女將來在

學校的適應情形，也就是說父母親對子女表現出來的管教是

控制行為，則子女的適應情況就會表現較差；反之，父母對

子女表現出來的管教是溫暖的態度，則子女在校的適應情況

則較佳！ 

  早期研究針對台灣的兒童和青少年探討父母管教與行

為適應的關係而言。Chen and Su (1977) 研究 321 位青少年

的父母親管教與青少年本身在社交上的適應關係，研究結果

顯示不同的社經地位有不同的管教方式，社經地位較高的父

母傾向於較關愛保護孩子，利用較多精神的獎賞甚於社經地

位較低的父母；相對地，社經地位較低的父母採否定疏忽的

態度且利用較多的懲罰超過於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換言

之，關愛保護且善用精神和物質的獎賞的父母管教，其子女

和社會的適應會較佳；而否定疏忽且採用懲罰式的管教，會

導致子女個人的和社會的適應不良。蔡玉瑟 (1999) 也認為

在兒童發展過程中，父母親的管教不僅塑造了子女的人格特

質，建立了子女的行為模式，同時也影響的子女的生活適

應。所以父母若是給予子女適當的管教方式，則子女將會有

健全的人格; 反之，若是父母給予子女不適當的管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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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造成子女的人格偏差，無法與他人維持良好的人際關

係，最後導致個人適應不良。 

  Chien, Tsay, and Chang (1992) 對 215 位國小高年級資

優兒童檢驗父母管教行為、與其子女適應、學習行為和成就

動機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資優兒童的父母對其子女是高度

的照顧且較不專制。Yang (1986) 也推論出具備有關心接

納、適當的約束、鼓勵和愛及理性態度的父母管教，有助於

孩子和青少年發展積極正向的社交和情緒，包括促進正向的

自我概念、有自信和自控性佳，且能抑制不良的行為產生。 

  綜合以上可知，父母親之管教行為對子女之適應是佔著

非常重要之因素。因為父母親的管教行為不僅會塑造子女的

性格、建立子女的行為模式、更會影響子女的行為適應，而

對異國婚姻家庭而言，是否也會一致呢？這是本研究所要探

討！ 

（四）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除了父母親的管教行為之外，另外一個影響子女的行為

適應的關鍵性指標是「家長參與」，所謂「家長參與」是家

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簡稱，英文為「parent participation」或

「parent involvement」。 

  Epstein and Connors (1993) 及國內學者郭明科

（1997）、黃淑苓（2001）和楊惠琴（2000）提出只要家長

關心自己的子女教育所參與的相關活動，不論是在學校內或

學校外的社區或家裡，都是家長參與。 

  尤其目前政府致力於教育改革中，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由以往被動消極的參與，逐漸轉為主動積極的角色，民國

88 年 6 月正式公佈了教育基本法，明確指出家長有輔導子

女的責任及參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利。家長適時地參與子女

一切學習活動，的確為子女、家長、學校、及教師帶來許多

正面之影響。 

  但是，洪福財（1996）提出不同的看法，當家長與教師

之間有某些態度、認知上差異或互動過程中某些因素拿捏不

當時，則家長參與有可能是負面的影響。雖然以上研究持不

同的正反看法，但是研究者認為家長參與還是有其重要性，

尤其在李明昌（1997）和黃傳永（1999）的研究中就指出「家

長參與學校教育」非常重要且具有相當的影響力，因為家長

參與學校教育產生的力量與豐富的資源甚或過程是不容忽

視。 

  一般「家長參與」的現況和家長、老師對「家長參與」

所抱持的態度為何？在 Bauch (1988) 的研究中探討家長對

學校活動的參與、決定或建議中發現，大約 30% 的家長協

助班級旅遊、運動會等活動；12% 的家長參與學校中的顧

問或家長委員；14% 的家長在班上幫忙；79% 幫忙子女檢

查、確認功課是否完成；77％的家長參與家長會議；但是，

也有相當龐大的比率顯示家長不願參與，這些 51% 的家長

表示，從未企圖影響有關學校的課程、政策或目標，而目前

異國婚姻所組成的家庭，其父母親在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現

況或意願是值得一探究竟。 

  在 Annette (2000) 的研究中顯示教師通常是中上階層

之社經背景，在某種程度上較難理解中下階級社經背景的想

法、和做法；而這社會階層會影響家長與教師間衝突之內

容，且並非所有家長都願意參與子女學校教育或相關事務，

而社會階層是家長參與形式最有力之影響。 

  另外，在歐陽誾 (1988) 問卷調查家長對參與兒童學習

活動的研究結果發現 60% 未能參與學校活動的原因是上

班，26% 的家長表示是因為沒人提出邀請，所以不知道；

12% 的家長是因為家中有年幼子女或其它需要照顧的人，

不能參與；其餘的是沒興趣或家庭特殊問題才不參與。另

外，75％的家長願意花時間在子女學校的學習活動；90% 的

家長認為子女的作業不佳，父母有責任；但有 60% 的家長

覺得本身缺乏足夠的能力指導子女國語或數學作業上的問

題；因此，研究中只有 30% 的家長表示能得到教師的協助；

而有 84% 的家長認為，教師有責任指導家長在家裡如何引

導、協助子女學習；甚至有 80% 的家長進一步表示，如果

教師清楚明白告訴他們如何協助、指導子女特殊的學習活

動，他們會願意花時間來幫助子女學習。 

（五）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相關研究 

  在一些研究上顯示，若父母親積極參與子女的學校活動

或課業，則子女的行為適應、學業成績也相對地表現優異；

另外，國外多項研究也指向將家長納入教育過程成功與否，

是子女進入學校之後學習第二語言成敗之重要關鍵，特別是

這群新台灣之子女，在未進學校之前，多半是以主要照顧者

的語言模式溝通（越、印、泰、台語…等），也就是新移民

女性的語言或是祖、父母的台語。從教育理論或實際來看，

教育的成敗決定於學校和家庭彼此之間的配合，若學校教師

和家長合作，才能培養兒童健全的人格，可見「家長參與」

在異國婚姻家庭中尤其顯得重要。 

  Clark, Lotto, and McCarthy (1980) 和 Goldring (1993) 

的研究中顯示，大部分績優學校的特徵是有高程度的家長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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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家長有意義的參與子女學校的活動。因為父母參與可

以增加父母對學校目標的瞭解與支持，也使得父母對學校有

更積極的態度，也透過家長參與增加學校可用的資源，包括

家長個人專業及社區等，而這些資源可以補足學校或教師教

學不足之處（Clevette, 1994; Comer & Haynes, 1991; Pearson, 

1990）。Epstein (1992) 認為教師若認同家長參與，對於學校

的教學活動有許多的助益。因為，教師可以在家長參與兒童

學習過程中更瞭解兒童及家庭的環境。並且在與家長互動中

察覺不同家庭的文化刺激及需求，進一步知道家長協助意願

及兒童的興趣，以便於教師平常課程方面設計的參考

（Brandt, 1989）。因此，雖然新台灣之子的家庭環境有可能

處於劣勢、或社經地位較低，若學校教師能主動積極鼓勵她

們主動參與對自己子女學習及適應上應該有許多的助益！ 

  在實際生活中若父母積極參與子女的學習過程，相對地

也幫助父母瞭解自己在子女教育的重要性，增加親子間之互

動，以發揮家長對子女教育的影響。因為家長可以藉由參

與、觀摩等學習學校教師不同的教育方法與態度，而提昇自

我。更可藉由參與子女學校活動，而認識其他家長並與其分

享管教子女的經驗，以獲得有助於教養子女的知識與技能，

建立與子女間良好的溝通，並鼓勵、支持子女在學校的一切

活動（Brandt, 1989; Clevette, 1994; Dye, 1989）。 

  此外，家長本身在參與子女學校活動時，家長可能會覺

得備受學校或教師尊重，同時也會對學校、教師及行政人員

更具信心。一旦，學校有活動或政策推展，這些高參與度的

家長自然而然會成為學校的擁護者（Beale, 1985; Herman & 

Yen, 1983），同時，也由於家長參與、貢獻其時間與專業，

可使教師和家長間有相互之瞭解，增進雙方面的滿足感，當

然受惠最多的莫過於自己的子女。 

  國外有許多研究發現若家長積極參與子女在校學習活

動，對子女會有以下許多正面影響。例如，根據 Becher 等

人之研究顯示家長參與可提昇子女的學業表現（Becher, 

1984; Benson, Buckley, & Medrich, 1980; Epstein, 1992; 

Gonzalez, Holbein, & Quilter, 2002；Greenwood & Hickman, 

1991; Hallinger & Murphy, 1986; Henderson, 1987; Hester, 

1989; Lynn, 1994; Ramirez, 2001; Rothstein, 2000）。Cherian 

(1991) 對七年級的學生進行研究，結果也發現，父母親對

子女的學業愈重視者，其子女的學業成就愈高。Henderson 

(1987) 的研究也指出，父母的關心與參與會改進學生的學

習成就，當父母參與時，子女在學校的表現更好；而經常與

學校有接觸的父母，其子女通常有較高成就的表現。

Criscuolo (1982) 在一項以家長參與兒童閱讀方案中也發

現，若家長參與閱讀方案，則子女的學習表現也跟著提高。

Moles (1982) 的研究中顯示，即使是低收入家庭的家長能積

極參與，則其兒童學習效益會是正面且不分年級。此外，家

長參與學生學習活動，學生在學校的表現會產生積極的態度

與行為表現，國、內外許多學者之研究就明確指出家長積極

參與子女的教學活動，不僅有助於學業表現（林明地，1996；

Moles, 1982)，在學生對於班級和學校氣氛的知覺有正面態

度，同時也會建立良好的行為表現及適應、情緒發展（Cai, 

Moyer, & Wang, 1997; Greenwood & Hickman, 1991; Lynn, 

1994; Moles, 1982）。 

  Hornby (2000) 也指出家長若參與班親會的頻率越高，

其孩子的行為問題就越少，並能增進孩子的在校成就，若家

長能同時與老師相近，那麼孩子的適應與表現也會較好。

Henderson & Mapp (2002) 的研究中更發現，家長參與對學

生的影響包括：學業成績較高，上課出席率較高，行為表現

較好，社交技巧與學校適應也較好。 

  綜合以上發現，只要是家長正面積極參與子女之學校教

育，那麼對子女之學習是有相當大的助益，而異國婚姻家庭

之家長參與之現況又是如何？是否因國籍、語言、文化差異

而有所困難或差異？這些都是研究者所要一探究竟！進而

協助他們。 

  但是，目前國內研究針對「家長參與」所做的研究，似

乎皆偏重在特教學生（資優或學習障礙）之父母參與。作有

系統研究者並不多，大部分是以特殊兒童或一般母親參與幼

兒學校學習活動對幼兒社會行為的影響（任秀媚，1984）；

其他如陳志福（1990）的研究重點是國小家長義工制度推展

狀況；另外，陳良益（1995）和郭明科（1997）則是重點放

在家長參與學校之決策及倡議；在特殊教育兒童方面有王天

苗（1995）探討學前心智發展障礙幼兒家庭參與和家庭支持

成效之關係。 

  在國外有關特殊身心兒童父母親參與子女教育的文獻

大多顯示父母參與可以增進兒童發展、並促進其學習表現，

也就是對其子女的學習有正面的幫助，還可以增加親子之間

的關係，其父母親也對子女的教育感到滿意（McConell, 

1994）。 

  而現今國內教改亦鼓勵父母參與，在國民教育法有關家

長組織及其權利義務的修改方向，建議教育部在國民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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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中第 14 條中增訂，家長為維護其子女之權益，負

有輔導子女及參與家長會之義務；並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人

格權，有教育選擇權及參與教育事務之權利，此項家長權利

義務之行使及其對教育事務之參與決定、資訊請求、意見提

出、申訴救濟、團體組成等事項之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然而國內在研究上有關 “家長參與” 之研

究範圍尚待拓展，尤其沒有針對異國婚姻家庭下的家長參與

及其子女教育及學習的問題進行探討。有鑑於此，本研究試

圖探討異國婚姻家庭下之父母管教行為與家長參與學校子

女教育的實際情形及看法，由新移民女性參與過程中反應其

困難處和意見深入探討，也就是透過她們實際的參與，以增

進家庭和學校之間的互動、了解與合作，使家長資源利用提

昇，以促進家長在參與學校教育的行動更為積極。若能發展

出讓新移民女性易於參與之方案，提供她們有效參與途徑，

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將可成為子女最好的學習伙伴，並扮

演最佳的父母教師（parent as teacher）的角色。 

  父母親管教不僅對子女的適應有很大的影響力，且家長

參與也對兒童的學習有相當大的助益，即使是低社經階層的

父母，若在家長適當參與下，也可以有效地協助自己的子女

學習，多半的父母親其實在能清楚明白自己可以如何協助、

指導子女的學習活動時，大多會願意參與子女的學習，所以

關鍵很可能是在於如何讓異國婚姻家庭成員有效參與，故在

本研究中找出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如何有效參與其子女

的教育現況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另外，為了避免這群「新台

灣之子」淪為教育中的弱勢族群，長大後可能成為中輟生的

大本營、青少年犯罪的溫床，社會福利工作、教育工作者有

其必要瞭解異國婚姻家庭之親職型態、及子女之行為適應之

間的關係。尤其當「新台灣之子」及其家長具非主流文化背

景（如非主流語言族群，非中上社會階層），在生活上又面

臨語言和文化的家庭壓力時，家長參與子女教育對「新台灣

之子」的行為適應上有著關鍵性的重要了！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北部、及中部的異國婚姻家庭之國

小一至六年級「新台灣之子」為研究對象，探討異國婚姻家

庭之父母管教行為、家長參與子女學校教育、及新台灣之子

女行為適應，其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管教、家長參與子女學校教

育、及新台灣之子女行為適應之情形。 

2. 探討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管教、家長參與子女學校教

育、及新台灣之子女行為適應是否有顯著相關？ 

3. 探討異國婚姻家庭的父母親管教、與家長參與子女學校

教育是否可以有效預測其新台灣之子女行為適應？ 

4. 根據結果提供具體異國婚姻家庭之新移民女性參與學校

之方案，以做為新移民女性、教師、學校與教育當局在

教學、輔導時的參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省北部及中部地區就讀國民小學 1 至 6

年級的新台灣之子，共 20 所學校，男生 106 位，女生 88

位，共計 194 位新台灣之子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假設 

1. 探討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管教、家長參與子女學校教

育、及新台灣之子女行為適應間有有顯著的相關。 

2. 異國婚姻家庭的父母管教及家長參與子女學校教育可以

有效預測其新台灣之子女行為適應。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皆採李克特式的五點量表，新台灣之子及其

班導師就各題中所陳述的句子依照自身的經驗、實際感受、

或觀察選答。選答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

意」到「非常同意」，計分各為 1、2、3、4、5 分，各分量

表分別計算總分以利資料分析。 

1. 父母管教量表 

  此量表採用謝智玲（民 93）修訂編製之「父母管教量

表」，此量表修訂者依據 Baumrind (1973; 1980) 和 Maccoby 

and Martin (1983) 所提出的父母管教理論－民主、專制、放

任、不干涉，並參考 Buri (1991) 之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PAQ)、及羅一萍（1994）父母管教方式編製

而成。問卷共有 20 題，包括四個分量表－「民主

（ authoritative ）」、「 專 制 （ authoritarian ）」、「 放 任

（permissive）」、及「不干涉（uninvolved/ indifference）」等。

分數越高代表其分量表之父母管教行為越高。在信度方面，

本研究中「父母管教量表」之分量表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民主」為 .82、「專制」為 .54、「放任」為 .66、及「不

干涉」為 .53，總量表為 .67。另外在建構效度部份，本研

究採主成份法進行分析，並以最小斜交法進行轉軸。分析結

果得到四個因素：「民主」有 5 題可解釋 19.61% 的變異量，

「專制民主」有 4 題可解釋 8.61% 的變異量，「放任」5 題

可解釋 15.7% 的變異量，「不干涉」有 3 題可解釋 7.5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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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量；四個因素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51.46%。 

2. 家長參與量表 

  此量表參考侯世昌（2002）所編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量表」並修訂，用以測量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現況。問卷共

有 25 題，包括五個分量表，分別為「訊息接受者」、「家庭

教育者」、「主動溝通者」、「共同學習者」與「支持者」等五

種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類型。分數越高代表家長參與的訊息接

受、家庭教育、主動溝通、共同學習及支持的程度越高。在

信度方面，在本研究中「家長參與教育」之分量表內部一致

性（Cronbach α），「訊息接受者」為 .95、「家庭教育者」

為 .93、「主動溝通者」為 .93、「共同學習者」為 .95 及「支

持者」為 .95，總量表為 .97。在建構效度方面，主成份法

及最小斜交法得出五個因素：「訊息接受者」有 5 題，「家庭

教育者」有 4 題，「主動溝通者」4 題，「共同學習者」有 3

題，「支持者」有 9 題，五個因素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82.68%。 

3. 行為適應量表 

  此量表參考 Conner (1997) 所編之「Conners’ Rating 

Scales-Revised (CRS-R)」，研究者修訂編制之「行為適應量

表」用以測量異國婚姻家庭子女之行為適應之現況。問卷共

有 16 題，包括四個分量表，分別為「人際關係」、「學校課

業表現」、「自我關係」、與「一般滿意」等。人際關係的分

數越高代表在人際關係的分數越好；反之，學校課業表現、

自我關係及一般滿意分數越高，代表其學校課業表現、自我

關係及一般滿意越差。在信度方面，本研究中「行為適應量

表」之分量表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人際關係」為 .77、

「學校課業表現」為 .76、「自我關係」為 .71、及「一般滿

意」為 .71，總量表為 .81。在效度方面，主成份法及最小

斜交法得到四個因素：「人際關係」有 3 題，「學校課業表現」

有 6 題，「自我關係」3 題，「一般滿意」有 4 題，四個因素

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60.14%。 

（四）實施程序 

  首先，調查北部及中部地區異國婚姻家庭（台灣郎娶東

南亞外籍配偶，來自越南、印尼、泰國、大陸、柬普寨、馬

來西亞等），其所生子女就讀國小分佈情形，並徵詢各學校

校長、輔導主任或訓導主任之意願與同意，同時徵求導師與

新台灣之子參加意願，然後進行調查研究，新台灣之子填寫

本身所知覺的「父母管教量表」與「行為適應量表」，然後

請導師針對班上新台灣之子的家長實際參與學校教育情

形，填寫「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量表」。 

（五）資料處理分析 

  本研究所用之資料分析如下：（1）以平均數與標準差描

述統計方法。呈現異國婚姻家庭之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子

女行為適應之情形；（2）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異國婚姻家

庭父母之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和行為適應間之相關性；（3）

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異國婚姻家庭之管教、與參與學校教育

預測新台灣子女行為適應。 

 

三、研究結果 

（一）異國婚姻家庭之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子女行為適應

之情形 

  為瞭解異國婚姻家庭之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子女行為

適應之現況，以平均數、標準差（表 1）呈現。 

  其結果發現新台灣之子知覺父母管教以民主（M = 

3.25）管教最高，依序為專制（M = 3.21）、及不干涉（M = 

2.99），最低的為放任（M = 2.80）管教，顯示一般異國婚姻

家庭之父母與新台灣之子間有良好的雙向溝通，同時也非常

重視子女之意見與教育。 

（二）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其子女

之行為適應之相關性。 

  為瞭解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其

子女之行為適應之相關性如表 2。 

 

表 1. 異國婚姻家庭之親職型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與子女 
行為適應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人數 

父母管教    
專制 3.21  .77 194 
民主 3.25 1.01 194 
放任 2.80  .88 194 
不干涉 2.99  .83 194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訊息接受者 3.52 1.05 194 
家庭教育者 2.75  .99 194 
主動溝通者 2.64 1.01 194 
共同學習者 2.50 1.10 194 
支持者 1.93  .73 194 
行為適應    
人際關係 2.48  .50 194 
學校課業表現 2.08  .62 194 
自我關係 2.05  .66 194 
一般滿意 2.02  .6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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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知，知覺專制父母管教與人際關係（r = .19, 

p<.01）及自我關係（r = .15, p<.01）呈顯著的正相關；也就

是說在專制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其人際關係好，但在自

我關係表現上則較沒有信心。知覺民主父母管教與家長參與

學校教育的訊息接受者（r = .23, p<.01）、家庭教育者（r = .27, 

p<.01）、主動溝通者（r = .22, p<.01）、共同學習者（r = .20, 

p<.01）、支持者（r = .53, p<.01）呈顯著的正相關，但與行

為適應的學校課業表現（r = -.25, p<.01）呈顯著的負相關；

也就是說越民主管教的異國婚姻家庭，其家長參與的訊息接

受、家庭教育、主動溝通、共同學習、或支持程度也越高，

其個人在學校課業表現也高。 

  放任管教的父母與行為適應的人際關係（ r = .17, 

p<.01）、學校課業問題（r = .33, p<.01）、自我關係（r = .15, 

p<.01）、一般滿意（r = .16, p<.01）呈顯著的正相關，但與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訊息接受者（r = -.17, p<.01）、家庭教

育者（r = -.17, p<.01）、主動溝通者（r =- .16, p<.01）呈顯著

負相關，也就是說在越放任異國婚姻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

子，人際關係好，但學校課業表現低，對自我也較沒有信心，

容易煩惱、緊張、心情不好，且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訊息接

受、家庭教育、主動與學校溝通都低。新台灣之子知覺父母

不干涉管教行為與其行為適應之學校課業表現（r = .23, 

p<.01）、一般滿意（r = .19, p<.01）呈顯著的正相關，也就

是說在不干涉異國婚姻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較有學校課

業上的問題，對自我沒信心，容易煩惱、緊張、心情不好；

但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訊息接受者（r = -.16, p<.01）、家

庭教育者（r = -.19, p<.01）、共同學習者（r = -.14, p<.01）呈

顯著負相關，也就是說在不干涉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其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訊息接受、家庭教育及共同學習程度也

越低。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訊息接受者（r = -.24, p<.01）、家

庭教育者（r = -.29, p<.01）、主動溝通者（r = -.21, p<.01）及

支持者（r = -.17, p<.01）分別與行為適應之學校課業表現皆

呈顯著的負相關；再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之訊息接受者

（r = -.16, p<.05）、家庭教育者（r = -.18, p<.05）及主動溝通

者（r = -.15, p<.05）亦分別與行為適應之自我關係皆呈顯著

的負相關，也就是家長參與學校教育越高，則孩子會表現較

有信心。 

（三）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及參與學校教育對新台灣之

子行為適應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與參與學校教育是否

能有效預測新台灣之子的行為適應，本研究以新台灣之子知

覺父母管教（專制、民主、放任、及不干涉）、參與學校教

育（訊息接受、家庭教育者、主動溝通者、共同學習者、及

支持者）等九個變項為預測變項，另以行為適應（人際關係、

學校課業、自我關係、及一般滿意）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其結果如表 3-表 6 所示。 

 

 

 

表 2. 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參與學校教育與子女行為適應之積差相關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專制 1.00             
2.民主 .36** 1.00            
3.放任 .24** .03 1.00           
4.不干涉 .27** -.04 .48** 1.00          
5.訊息接受 -.04 .23** -.17* -.16* 1.00         
6.家庭教育 -.05 .27** -.17* -.19** .77** 1.00        
7.主動溝通 -.08 .22** -.16* -.12 .70** .75** 1.00       
8.共同學習 -.02 .20** -.09 -.14* .63** .67** .71** 1.00      
9.支持者 .09 .23** -.12 -.12 .40** .62** .53** .62** 1.00     
10.人際關係 .20** .27** .02 -.07 .05 .07 -.02 .10 .12 1.00    
11.學校課業 .05 -.23** .34** .21** -.24** -.29** -.21** -.11 -.17* .04 1.00   
12.自我關係 .11 -.14 .13 .13 -.16* -.18* -.15* -.01 -.13 .03 .54** 1.00  
13.一般滿意 .07 -.04 .16* .17* -.11 -.11 -.06 .05 .03 .08 .42** .52** 1.00 
註：*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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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人際關係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複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R2 R2增加量 F 值 標準化 β t 值 
民主 .24 .06 .06 13.40*** .26 3.66*** 

註：p <.05*，p< .01**， p<.001*** 

 
表 4. 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課業問題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複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R2 R2增加量 F 值 標準化 β t 值 

放任 .34 .12 .12 24.57*** .32 4.71*** 
民主 .42 .18 .06 20.01*** -.19 -2.89*** 
家庭教育者 .45 .21 .03 15.83*** -.17 -2.51* 

註：p <.05*，p< .01**， p<.001*** 
 

表 5. 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自我關係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複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R2 R2增加量 F 值 標準化 β t 值 

家庭教育者 .17 .03 .03 5.80* -.31 -3.18** 
共同學習者 .23 .05 .02 5.07** .20 2.06* 

註：p <.05*，p< .01**， p<.001*** 
 

表 6. 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一般滿意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複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R2 R2增加量 F 值 標準化 β t 值 

放任 .17 .03 .03 5.28* .17 2.30* 

註：p <.05* 
 

1. 父母管教、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對「人際關係」之逐步迴

歸分析 

  由表 3 可看出父母管教「民主」這一項分數，可以有效

預測新台灣之子的「人際關係」，F 值為 13.40（p <.001），

此變項可以解釋新台灣之子「人際關係」總變量的 6%（R2 

=.06）。此外，管教民主標準化係數為正值（β=.26），顯示

當新台灣之子所知覺「民主」的父母管教越高，則其「人際

關係」表現較佳。也就是說，父母管教民主，能有效預測行

為適應之「人際關係」。 

2. 父母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課業表現」之逐步迴

歸分析 

  由表 4 可看出父母管教「放任」、「民主」及「家庭教育

者」三項分數，可以有效預測新台灣之子的「學校課業問

題」，F 值為 15.83（p <.001），決定係數為 .21。 

  在這個部分的迴歸分析中，首先投入的變項為「放任」，

其 β係數為正值（β=.32），且增加量的 F 值達顯著水準（F= 

24.57, p <.001），決定係數為 .12，表示「放任」父母管教可

以解釋「學校課業問題」總變異量的 12%。其次，再放入父

母管教「民主」，則其 β係數為負值（β=-.19），其增加量的

F 值達顯著水準（F= 20.01, p <.001），亦即知覺父母民主管

教越高，則學校課業問題就越低、功課表現好。而父母「放

任」和「民主」管教二個變項累積的決定係數為 .18，表示

以上二個變項可以解釋「學校課業表現」總變異量的 18%。

最後再加入「家庭教育者」，則其 β係數為正值（β=-.17），

其增加量的 F 值達顯著水準（F= 15.83, p <.001），亦即父母

參與「家庭教育者」越高，則學校課業問題就越低。因此，

「放任」、「民主」和「家庭教育者」三個變項累積的決定係

數為 .21，表示以上三個變項可以解釋「學校課業表現」總

變異量的 21%。 

3. 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自我關係之逐步迴歸分析 

  由表 5 可看出「家庭教育者」、及「共同學習者」二項

分數，可以有效預測新台灣之子的「自我關係」，F 值為 5.07

（p <.01），決定係數為 .05。 

  在這個部分的回歸分析中，首先投入的變項為「家庭教

育者」，其 β係數為負值（β=-.31），且增加量的 F 值達顯著

水準（F= 5.80, p <.05），決定係數為 .03，表示「家庭教育

者」可以解釋「自我關係」總變異量的 3%。其次，再放入

「共同學習者」，則其 β係數為正值（β=.20），其增加量的 F

值達顯著水準（F= 5.07, p <.01），亦即父母參與共同學習者

越高，則自我關係就越高，子女所表現就較沒有信心，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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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事被罵或越認為自己能力不好。而「家庭教育者」和「共

同學習者」二個變項累積的決定係數為 .05，表示以上二個

變項可以解釋「自我關係」總變異量的 5%。 

4. 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對一般滿意之逐步迴歸分析 

  由表 6 可看出「放任」這一項分數，可以有效預測新台

灣之子的「一般滿意」，F 值為 5.28（p <.05），此變項可以

解釋新台灣之子「一般滿意」總變異量的 3%（R2 =.03）。

此外，管教放任標準化係數為正值（β=.17），顯示新台灣之

子所知覺「放任」的父母管教越高，則其「一般滿意」分數

表現高。也就是說，放任管教，能有效預測行為適應之「一

般滿意」的變異。例如，所知覺父母管教放任，則子女較容

易煩惱、發脾氣，為小事煩惱等。 

 

四、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是要了解異國婚姻家庭的管教、參與學校

教育對其子女行為適應之關係，以及探討異國婚姻家庭之父

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預測新台灣子女之行為適應，以下

將針對其結果討論，並提出具體建議。 

（一）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管教、參與學校教育和行為適

應之情形 

  本研究發現異國婚姻家庭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各方面

普遍低落。前述研究發現與蕭昭娟（2002）、黃乃輝（2002）

的研究結果相似，因為負起管教子女重責大任的新移民女性

語言、文字不通，無法教導其子女，更不用談其參與學校教

育的可能性，或與老師建立起親師溝通的橋樑了，因為現實

經濟上的壓力已經使得他們疲於奔命，忙於養家活口根本缺

乏時間關心子女，子女的教育只好被犧牲掉，因此造成家長

參與度不高，以至於在子女重要的學習過程中缺席，對下一

代的影響至深且鉅，實在值得關注，對於如何提升異國婚姻

家庭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是值得進一步追蹤探討的問題。 

（二）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親管教、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和行

為適應之相關性 

1. 專制之異國婚姻家庭管教 

  本研究發現專制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其人際關係分

數高，喜歡上學、與其他小朋友玩，但在自我關係表現上則

較沒有信心。依據簡茂發（1978）的研究中指出「高權威、

低關懷」的父母對子女制定許多規則，並要求兒童順從，如

不順從立即予以處罰，類似「獨斷」，兒童常常表現自卑、

焦慮和消極悲觀的退縮傾向。由上述可知，專制的父母管教

會導致他們喜歡上學與小朋友玩，原因可能是由於專制父母

管教子女較嚴厲、不假辭色，而新台灣之子在與父母的相處

過程中得不到應有的滿足，轉而尋求與同儕的互動。然而，

專制之異國婚姻家庭父母管教專制，影響新台灣之子的自我

關係表現較差。雖然與同儕有更多的互動，但因父母專制的

態度與做法，養成不打不聽的習慣，除了不主動之外，也會

造成新台灣之子沒有自信，做任何事都會害怕。唯有對自我

的關係良好，才能促使兒童肯定自我，建立對自我的自信

心，但目前國內的教育幾乎都是強調知識能力為目標，專制

管教的父母可能也是只注重學業目標之達成，忽略情意對子

女發展的重要性，輕忽子女也有自己的聲音想表達。因此，

培養新台灣之子對自我的關係將成為重要的課題，如此才能

使新台灣之子女在各方面均衡發展，因為只有在自動自發的

活動，孩子才會發現自己有能力完成工作，於是成就感與自

信心就逐漸形成。 

2. 民主之異國婚姻家庭管教 

  本研究發現民主型異國婚姻家庭，其家長參與的訊息接

受、家庭教育、主動溝通、共同學習、或支持程度也越高，

其新台灣之子女學校課業表現也較好。依據 Barth (1993) 的

研究指出，父母親採溫暖的管教，子女在學校的適應上較

佳。另外，根據 Ausubel and Sullivan (1980)，的研究也指出

積極的管教，對兒童生活適應、學習表現上有正面的助益。

由上述可知，溫暖積極的管教是教養孩子最佳的方式，父母

親願意付出時間與心力參與學校事務，陪伴孩子成長學習，

適時地解決孩子在學校所面臨的困難，且父母對待孩子的態

度是和藹可親，家庭氣氛充滿歡樂與愛心，如此孩子透過與

父母的積極互動之中，不斷地提升自我的能力，相對地其學

校課業也會表現比較好。因此，依據此觀點更可延伸出，異

國婚姻家庭子女的學習與家長的責任密切相關，家長不能置

身事外，更要做好榜樣，積極的參與孩子成長的過程。 

3. 放任之異國婚姻家庭管教 

  本研究發現放任型異國婚姻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人

際關係好，但學校課業表現低，對自我也較沒有沒信心，容

易煩惱、緊張、心情不好，且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訊息接受、

家庭教育、主動與學校溝通都低。依據 Pettit, Bates, and 

Dodge (1997) 的研究指出，支持度高的父母親會教導子女社

交上的技巧，以避免和解決與朋友間的衝突。另外，Chen and 

Su (1977) 的研究指出關愛保護且善用獎賞的父母管教，青

少年的個人和社會的適應較佳。由上述可知，以子女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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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無限的關懷和支持，對子女的人際關係有正面的助益。

但是 Radziszewska et al. (1996) 的研究指出父母放任的管

教，將導致青少年呈現中度的憂鬱症狀，其研究結果與本研

究相似。因此，家長光是愛孩子還是不夠，異國婚姻之放任

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對於自我和所處的地位，面臨很大

的恐懼，不相信自己的能力，導致學校課業表現差，情緒不

穩定。而且，父母採放任管教之異國婚姻家庭，其家長參與

度低，家長對於子女的教育漠不關心，對於新台灣之子帶來

的將只是負面的影響，值得省思，也提供了再進一步加強異

國婚姻家庭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必要性與重要性的意涵。  

4. 不干涉之異國婚姻家庭管教 

  本研究發現不干涉管教異國婚姻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

子，其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訊息接受、家庭教育及共同學習

程度也低；另外，在不干涉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較有學

校課業上的問題，對自我沒信心，容易煩惱、緊張、心情不

好。依據 Radziszewska et al. (1996) 的研究指出，父母親的

管教是不干涉，則其子女是屬於高危險群的青少年憂鬱症之

一。另外，根據蔡榮貴、楊淑朱、賴翠媛、黃月純、余坤煌

和周立勳（2004）的研究指出，新移民女性本身容易受到種

族歧視，缺乏自信感到自卑，家庭中的學習環境較差，不重

視子女的學校教育，連帶地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由上述可

知，不干涉型異國婚姻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型態對子女的行為

適應有不良的影響，且其家長參與學校程度低，原因可能是

本身在語言表達能力上不佳、識字上也有很大的問題，無法

進行家庭教育；因此，提升異國婚姻家庭之家長參與學校教

育，應從根本的教育做起，改善異國婚姻家庭之教育素質，

多給予學習的機會與支持，更進一步能促進新台灣之子的行

為適應是當務之急。 

（三）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預測

新台灣子女行為適應之情形 

1. 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與參與學校教育預測新台灣

子女的人際關係之情形 

  本研究發現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和「參與學校

教育」能有效預測「新台灣之子」的行為適應（人際關係、

學校課業表現、自我關係、及一般滿意）。首先就人際關係

而言：民主父母的管教，能有效預測行為適應之「人際關

係」，也就是說，當新台灣之子所知覺「民主」的父母管教，

則其「人際關係」表現較佳。依據 Yang (1986) 的研究推論

出具備有關心接納、適當約束、鼓勵和愛及理性態度的管

教，有助於孩子和青少年發展積極正向的社交和情緒，包括

促進正向的自我概念、有自信和自控性佳，且能抑制不良的

行為產生。由此可知，孩子一切良好習慣的養成，都是在父

母的管教行為當中潛移默化而成，尤其是社交能力是孩子必

備的能力，父母對子女表現是接納與監控的態度，願意與子

女溝通，對子女在人際關係方面有積極正向的影響。 

2. 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與參與學校教育預測新台灣

子女的學校課業表現之情形 

  本研究發現在學業課業表現方面，放任、民主父母的管

教、及家庭教育者，能有效預測行為適應之「學校課業表

現」，在逐步迴歸的第一步，也就是僅以父母管教作為迴歸

公式中的預測變項時，放任和民主管教存有顯著相關，放任

家庭長大的新台灣之子，其學校課業表現低，但在民主家庭

長大的新台灣之子，學校課業表現明顯地好，而在家長參與

學校教育也加進迴歸公式時，則僅有家庭教育者，能夠顯著

地預測新台灣之子的「學校課業表現」。根據 Chien et al. 

(1992) 檢驗 215 個 11 歲到 12 歲的台灣資優兒童之影響，

探討親職行為、適應、學習行為和成就動機之間的關係，結

果顯示資優兒童的父母對其子女是高度的照顧且較不專

制。由上述可知，一些平時學習用功、成績也不錯的孩子，

如果運氣不好也可能考得不好，若家長只關心成績對孩子訓

斥，那麼孩子就會垂頭喪氣失去對學習的興趣；因此在學校

課業表現方面，父母的態度是非常重要的，父母採取民主的

管教，鼓勵孩子積極向上，提供適當的學習策略，即使遇到

挫折失意也不過度刺激孩子，有良好的家庭教育，消除孩子

學習的壓力，才能讓孩子充分發揮潛能，在課業方面有所表

現，父母與孩子間達到雙贏的局面。 

3. 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與參與學校教育預測新台灣

子女的自我關係之情形 

  本研究發現在自我關係方面，「家庭教育者」可以解釋

「自我關係」總變異量的 3%，其次，再放入「共同學習者」，

顯現父母參與的共同學習者越高，則自我關係分數就越高，

意即子女所表現就較沒有信心，怕做錯事被罵或越認為自己

能力不好。依據學者們研究就明確指出家長積極參與子女的

教學活動，不僅有助於學業表現，同時也會建立良好的行為

表現及情緒發展（Cai et al., 1997; Greenwood & Hickman, 

1991; Lynn, 1994; Moles, 1982）。由上述可知，孩子的自我

關係受到家庭很大的影響，有良好的家庭教育，表示父母與

孩子互動良好、參與孩子的成長、主動提供刺激、鼓勵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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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才能表現出自信有安全感，但是共同學習的程度愈高，

容易造成孩子不知所措、依賴父母，缺乏勇氣去嘗試新的事

物，感到沮喪沒有自信心。因此，適度的信任孩子，讓孩子

有勇氣有信心放手做任何事，而不是感到莫大的壓力，這種

中庸之道的智慧，是父母應該學習的功課。 

4. 異國婚姻家庭之父母管教、與參與學校教育預測新台灣

子女的一般滿意之情形 

  本研究發現在一般滿意方面，只有放任管教能有效預

測，「新台灣之子」知覺父母是放任管教，則較容易煩惱、

發脾氣、及為小事煩惱。根據 Radziszewska et al. (1996) 的

研究指出放任的管教，將導致青少年呈現中度的憂鬱症狀。

由上述可知，放任型的父母凡事以子女為中心，有可能造成

孩子無所適從，因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師，如果父母沒

辦法教導孩子，只是一昧地以孩子為中心，反而慣壞孩子，

對父母發脾氣、為小事煩惱，因為有時孩子需要的不只是鼓

勵而已，更需要父母給予明確指引的方針，才能知道下一步

應該如何去做。 因此，好的父母應該是除了關心孩子的需

要，也要能設計適合孩子成長的環境，居中引導孩子學習與

成長。 

  綜合前述，本研究可歸納以下的建議： 

1. 教師應鼓勵新台灣之子之父母親參與學校教育，並對「新

台灣之子」持正面的期望。本研究發現家長參與學校教

育意願普遍低落，教師可在班上多宣導鼓勵家長參與學

校活動，而不因語言或文化而有所缺席，以實際瞭解及

協助「新台灣之子」所面臨的問題。當然教師也可多主

動以電話與家長溝通，加強對「新台灣之子」的了解，

以便能清楚提供對「新台灣之子」之援助。另外，也可

多舉辦親師座談會，溝通了解彼此的教養觀、教學觀及

「新台灣之子」在家裏、在學校的學習情形，將有助於

全面掌握對「新台灣之子」的生活與學習狀況。 

2. 教導父母親採合適的管教方式：本研究發現異國婚姻家

庭的父母管教的確與參與學校教育及「新台灣之子」的

行為適應有重要的關連，父母親採「民主」，則新台灣之

子的家長參與程度、行為適應之人際關係、學校課業表

現皆較能出現正向行為；相反的，父母親採「放任」、「不

干涉」，則新台灣之子在行為適應之學校課業表現、一般

滿意較易出現負面行為和態度。父母親在教育的過程中

對孩子具有相當的影響力，因此父母親應該注意對子女

的親職型態，以期對子女產生正面的影響，讓子女可以

擁有一個較正面的行為適應，且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步的

成長邁進，體會學習與生活的意義與趣味。因此，親職

教育有必要推廣與實施。 

3. 未來研究之建議：本研究以北、中部地區之「新台灣之

子」為研究的對象，在樣本上，較不具代表性，未來可

擴充到南部地區的「新台灣之子」為未來探討的對象，

可增加其研究結果的推論性。另外，也可考慮把「新台

灣之子」的父母親年齡、教育程度、及由他們的父母親

各自填答自己之管教行為。其次，「新台灣之子」的氣質、

社會支持、學習成就、學習壓力、自尊等，都可成為未

來研究探討的變項，增加對此方面更深入的了解。此外，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僅能以量化數據做為解釋之依

據，較不能了解異國婚姻家庭之管教及新台灣之子內心

的真正想法，未來若能以觀察或晤談等方法，分析在異

國婚姻家庭及新台灣之子之關係角色「如何之關係及影

響」新台灣之子的家庭、學習、與適應等。總之，本研

究的發現揭示了異國婚姻家庭的管教方式，參與學校教

育狀況對「新台灣之子」行為適應的現況與影響，相信

當學校的教師對「新台灣之子」、及其家庭有更多的瞭解

後，可進一步幫助他們在較短的時間內適應，同時也因

瞭解也有多一份的包容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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