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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幼兒的社會能力、同儕的社會計量地位、幼兒自我

知覺的同儕接受度之相關研究。研究對象以台北縣公立幼稚園，四至六

歲之幼兒。幼兒社會能力部分是採用「幼兒社會能力量表」，同儕社會

計量地位是採用「照片式社會計量法」，幼兒自我知覺的同儕接受度是

採用「幼兒自我知覺的同儕接受度圖片量表」等測量工具。樣本數是



469 份，有效樣本數是 443 份。 資料處理與分析經過描述性統計、次數

分配、信度分析、t 檢定、卡方檢定、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

等統計方式進行資料的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一、幼兒整體的社會能力

頻率表現趨向於「時常如此」。 二、同儕的社會計量地位以平均組和受

歡迎組人數相對占多數。 三、多數幼兒對自我受同儕接受的知覺感受是

傾向於正向的。 四、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手足情形）對教師評

量幼兒的社會能力、同 儕的社會計量地位和自我知覺同儕接受度，部分

是有差異影響的。 五、同儕提名各組中受歡迎組在社會能力的各向度頻

率表現相對較佳，被拒絕 組在社會能力的各向度頻率表現相對較弱。 

六、社會計量地位對整體自我知覺的同儕接受度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單

題項中 受歡迎組知覺自己會問同儕：「我可以跟你玩嗎？」的傾向比被

拒絕組正 向。 七、幼兒的社會能力與幼兒自我知覺的同儕接受度呈現顯

著的正相關，顯示社 會能力得分愈高者，自我受同儕接受度的知覺傾向

也愈正向，反之社會能 力得分愈低者，自我受同儕接受度的知覺傾向也

愈負向。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建議，以供教師、家長與後

續研究 者參考，並提供未來可進行研究的方向。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of young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sociometric status and self-perception of peer 

acceptance.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with 4-6 year-old children studying in public 

and private preschools in the Taipei area. The tools included the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Scale, the Picture Sociometric Test, and the Pictorial Scale of 

Perceived Competence and Peer Acceptance for Young Children. There were 443 

vali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es, Chi-Square test, ANOVA and Pearson correlations.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average of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scores 

showed that children frequently performed cooperative, interactive, polite, 

independence and prosocial competence. 2. The sociometric status from peer 

sociometric tes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re children elected as “average 

group” or “popular group” than other groups. 3. Most of children perceived 

that their peer acceptance tended positive. 4. There were partially significant 

background variable (gender, age, sibling)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sociometric status from peer appraisal and children’ self-perceptions 

on peer acceptance. 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pular group” of the 

sociometric status performed superiorly on each dimension of social competence, 

and the “rejected group” performed inferiorly on each dimension of social 

competence measured by teachers 6.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

perceptions on peer acceptance based upon sociometric status, but in self-

perceptions on peer acceptance, the popular group was more positive than the 

rejected group on the question of “May I play with you? ” 7. The correlations 

showed that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children’ self-perceptions on 

peer acceptance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It demonstrated that if children had better 

social competence, they also had more positive peer acceptation on children’ 

self-perceptions, and vice versa.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abov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Issues for further study were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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