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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之主要目的在探究幼兒於社會互動中的社會發展及其內化歷程。

此研究以參與觀察法為主，對幼兒進行四個月的密集觀察，並輔以訪談

法，探究幼兒、教師、家長的觀點，期以豐富的資料詮釋幼兒的社會發

展。觀察的對象是某公立幼稚園中的某一班級，此班級是由 30 位 4∼6

歲之幼兒及兩位老師所組成。由於本論文欲展現幼兒在社會發展過程中

個人之主體性以及多重脈絡交互影響之動態歷程，因此，以故事的形式

來呈現全班的互動歷程。此外，在故事中亦特別展現三位行為改變明顯

之幼兒與他人互動之歷程。並陳述教師以及父母的教養方式在內化過程

中的影響。最後，本論文亦將所觀察到的資料與 Vygotsky 的發展理論進



行現象與理論之間的對話，並對內化歷程與社會互動之關係作一探討。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iz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richness of data, the 

author observed children highly concentrated for four months, and exercise 

general interview to explore children, teachers and parents'' points of view. The 

target been observed is a place in a public kindergarten, which is composed of 

thirty 4 to 6 years old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The thesis was written in the 

form of story to present class members'' interaction process. Besides, the author 

also present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three children, whose changes throughout 

the observation were obvious. This paper also described how the culture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 At last, the thesis 

also exercise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data and Vygotsky''s 

development theo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iz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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