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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父母教養方式與幼兒同儕互動之情形與關聯，且

進一步探究父母教養方式對幼兒同儕互動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以桃園縣

公私立幼兒園五歲幼兒及其父母親與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採用問卷調

查法，研究工具為父母親填寫的「父母教養方式問卷」以及教師填寫的

「幼兒同儕互動評定量表」，有效問卷共計 391 份。 本研究以信度分



析、描述性統計、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階

層迴歸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一、桃園地區之幼兒父母較傾向採取高反

應高要求的教養方式， 其次是高反應低要求的教養方式。 二、桃園地區

幼兒同儕互動情形以正向之「遊戲互動行為」較多， 其次是「破壞行

為」，最後是「不連貫行為」。 三、不同性別、父親教育程度、獨生與

否之幼兒，其同儕互動情 形有顯著差異。幼兒性別是女生、父親教育程

度較高、非獨 生之幼兒，其同儕互動情形較佳。 四、不同父母教育程

度、家庭社經地位之幼兒，其父母教養方式 有顯著差異。父母教育程度

較高、家庭社經地位較高之幼兒， 其父母教養方式之「反應因素」較

高。 五、父母教養方式中的「要求因素」與「遊戲互動行為」達顯著 負

相關，「反應因素」與「遊戲互動行為」達顯著正相關。 六、幼兒性別

與父母教養方式之「要求因素」與「反應因素」對 幼兒的「遊戲互動行

為」具有顯著預測力。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家長

及教師參考，並提供未來研究可以繼續進行的方向。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and young children’s peer interaction. Furthermore, it also predicted that parental 

rearing would influence children’s peer interaction. In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of 391 five-year-old children from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young children in Taoyuan County. Questionnaire Methodology was used, 

and the instruments used were “Parental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Peer 

Interactive Play Rating Scales.” There were 391 valid assessments an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e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s and 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In Taoyuan 

County, parental rearing of young children tended to be both more highly 

responsive and demanding followed by both highly responsive and lowly 

demanding. 2. In Taoyuan County, young children’s peer interaction tended to be 

more positive “play interaction,” followed by negative “play disruption,” and 

then “play disconnection.” 3. The young childre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peer interaction. These differences were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young 

children’s gender and paternal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whether they were 

the only child or not. Young children those were female, higher in paternal 

educational background, non-only child tend to have better peer interaction. 4. The 

young childre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parental rearing. These 

differences were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parental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Young children those have higher parental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igh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would have higher demanding 

factor in parental rearing.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of both the 

demanding factor and the play interaction factor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hile 

parenting rearing of both the responsive factor and the play inter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6. The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young 

children’s gender and parenting rearing of both the demanding factor and 

responsive factor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play interac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some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as a reference for 



young children’s parents, teachers. Moreover, the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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