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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討學齡前兒童母親肢體處罰信念、對孩子負向行

為的歸因和肢體處罰的現況，以及學齡前兒童母親肢體處罰信念、對孩

子負向行為的歸因與肢體處罰之關聯。本研究以桃園地區學齡前兒童母

親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有效問卷 601 份。 本研究主要發現，首

先，在現況分析上，學齡前兒童母親具有中度程度的「支持」肢體處罰



信念，對孩子負向行為的歸因有中度程度「個人因素」和「情境因素」

歸因，學齡前兒童母親對孩子被肢體處罰，在學齡前兒童母親肢體處罰

的「次數」、「強度」和「力道」的程度不高，而母親認為孩子被打

時，有中度程度的「反應」，以及母親認為肢體處罰有中度程度的「效

果」。 再者，在相關分析上，學齡前兒童母親愈具友「支持」肢體處罰

信念，孩子在肢體處罰之「次數」、「強度」、「力道」、「反應」以

及「效果」愈明顯；「情境因素」歸因與「肢體處罰次數」、「肢體處

罰強度」、「肢體處罰力道」、「肢體處罰反應」以及「肢體處罰效

果」無顯著相關；但是，學齡前兒童母親對孩子負向行為之「個人因

素」歸因與「肢體處罰力道」和「肢體處罰反應」有顯著相關。最後，

在迴歸分析方面，對肢體處罰之「次數」、「強度」、「力道」、「反

應」、以及「效果」的解釋力，學齡前兒童母親具有「支持」肢體處罰

信念最具解釋力；而學齡前兒童母親對孩子負向行為之「情境因素」和

「個人因素」歸因二者皆未具顯著的解釋力。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main goal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mothers’ belief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ttributions for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above variables. The subject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601 mothers with children 

ages 3 to 6 selected from Taoyuan Cou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mothers have middle level of belief of supporting corporal punishment, middle 

level of “internal factor” and “external factor” of attributions for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 Mothers show low level of aspects of timing, intensity of 

corporal punishment, but have middle level of aspect of strength. In addition, 

mothers feel that children have middle level of response while being punished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have middle level of effect on children. Secondly, mothers’ 

belief of supporting corporal punishment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spects of 

timing, intensity, strength, responding and effect of corporal punishment. 

“External factor” of attribution for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spects of timing, intensity, strength, responding and 

effect of corporal punishment. However, “internal factor” of attribution for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spects of strength 

and effect of corporal punishment. Finally, mothers’ supporting belief of corporal 

punishment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spects of timing, intensity, strength, 

responding and effect of corporal punishment, but attributions for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rporal punishment. Key words：

corporal punishment, belief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ttributions for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 preschoolers’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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