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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幼兒如何詮釋攻擊行為，研究中採用質性取向的

研究方法，以一家幼兒園中大混齡班的 32 位幼兒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實

際進入幼兒園現場，觀察幼兒間所發生的攻擊行為，將觀察紀錄加以整

理，並與三位帶班老師共同挑選出六個最常在班上發生的攻擊事件，之後

由研究者將這些攻擊事件繪製成圖卡，並利用這些圖卡與班上的 32 位幼

兒進行一對一的訪談，藉此深入瞭解幼兒對攻擊行為的認識和理解，並且

尋找和發現其中的意義。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幼兒對於攻擊事件發

生過程有不同的詮釋，一部分幼兒會依照攻擊事件的發生順序來描述，這

些幼兒已經可以掌握整個攻擊事件的脈絡;有些幼兒則是將圖卡內容整合

後再進行解讀，在解讀過程中亦會加入自編的對話或情節。而有少部分的

幼兒在解讀的過程中脫離原本的情境，無法理解出攻擊事件的整理脈絡。

另外有些幼兒在解讀的過程中也會推測攻擊事件發生的原因。 二、 幼兒

在詮釋攻擊事件中攻擊者的行為時會對攻擊者產生攻擊行為的原因、攻擊

者本身的意願、攻擊者攻擊的動機和性別差異造成的影響進行闡述。並對

攻擊者有此行為的原因有正、負向的解讀。 三、 幼兒對於被攻擊者的行

為有正、負向的解讀，且部分幼兒在詮釋被攻擊者行為時會將焦點鎖定在

攻擊者和被攻擊者的互動關係上，認為攻擊行為是在溝通不良的環境中所

引發的。 四、 幼兒依據自己對於攻擊事件不同的認定去判斷攻擊行為的

對錯，有些幼兒認為攻擊者是錯的，有些幼兒認為被攻擊者是錯的，有些

幼兒則認為攻擊者和被攻擊者皆有錯。且幼兒在評斷攻擊行為的對錯上，

還依據不同程度和動作進行區分，並且在幼兒心中已經形成一些規律和準

則去作為判斷攻擊事件對錯的標準，而父母和老師的教導和制定的規則也

是幼兒判斷攻擊事件對錯的準則之一。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發現及研究

的實施提出建議，以提供家長、老師和後續研究者參考，並對整個研究過

程進行反思。  

摘

要

(英) 

Abstract Young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 of aggressive behaviors This research us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how children interpret aggressive behaviors. It 

targeted 32 children who are four to six years old in a mixed class.The researcher 

entered a day child center and observed the aggressive behaviors happening among 

the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observations and the discussion with three 

teachers of the class,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six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the most 

frequently in the class, and drew six sets of pictures.Each incident is presented by a 

series of drawings like comic. Then the researcher asked the children individually 

about their opinions of the incidents drawn in those picture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hildren gave different stories of each series of pictures. Some 

children depicted the story that matched the happened incident; others aligned those 

pictures with different order and made up a different story. Furthermore, some 

children were able to guess what caused the incident. A couple of children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hole context of the incident so that fabricated the whole story by 

themselves. 2. The attacker’s inclination, motivation and sex would affect how 

young children thought about the incident. Besides, young children gave positive or 

neg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caused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3. Young children 

gave positive or neg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ehavior of the attacked. Some 

children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ttacker and the attacked while they 

were explaining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They thought that those behaviors had 

resulted in ill communication. 4. Considering an incident, some children thought that 

it was the fault of the attacker, some thought it was the fault of the attacked, while 

others thought both the attacker and the attacked were wrong. Young children 

judged the aggressive behavio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uition, how the attacker 

behaved and the attacked reacted, and rules taught by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as 

well.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Issues for further study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Young children, 

interpretation, aggress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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