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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幼見語言能力之語文環境之跨層次

分析一以家庭及教室語文環境為例

白華枝 I 張麗君 2' 蕭佳純 3

摘要

本研究以個體層次之家庭語文環境與群體層次之教室語文環境

為自變數，探討兩者對幼兒語言能力之影響。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

式，共取得臺南市 134 位幼兒園教師、 478 位 5 至 6 歲幼兒及其家長

之有效樣本。經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家庭語文環

境層次上，社輕地位、語文資源、語文活動，以及親子共讀對於幼

兒語言能力有顯著的影響;在班級語文環境層次的語文教學活動對

於幼兒語言能力有直接脈絡效果;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在家庭社經地

位與幼兒語言能力之間有調節效果存在。

關鍵詞:幼兒語言能力、家庭語文環境、教室語文環境、階層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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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LITERACY ENVIRONMEN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AN
EXAMPLE OF HOME AND CLASSROOM

LITERAC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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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home and classroom literacy enviro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explored their
influences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 was employed. Valid samples included 134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478 parent-child dyads in Tainan city.
Through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ithin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level, SES, home literacy
resource, home literacy activity, and parent-child shared-reading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Within
the classroom literacy environment level, literacy instructional
activity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contextual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Classroom literacy activity had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SES and the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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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學前階段，幼兒語言的發展對於幼兒未來學業成績真有非常強大的

預測力( Duncan et al., 2007)。幼兒在進入小學前，幼兒從家庭及幼兒圍

環境中獲取語言與語文的知識及能力 (Duncan et 祉， 2007) 。根據

Bronfenbrenner ( 1979)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幼兒是在許多不同的情境脈

絡中發展，而這些情境脈絡中的相互關連性對幼兒發展的影響甚巨。換言

之，生態系統理論主張:幼兒是在家庭、學校的互動情境中學習與成長的

(Rinun-Kaufman, Pianta, & Cox, 2000) 。所以在檢驗幼兒語言發展時，

探究幼兒語言在不同情境中發展的相關性是很重要的，若僅著眼於某一層

面的研究，則會忽略其他重要的影響面向，甚而出現以偏概全的情形。

家庭語文環境在幼兒語言與語文的發展上特別重要( Debaη咄e，

Binder &Buell, 2000)。因為家庭是幼兒語言發展的搖籃，而父母是幼兒

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教師。幼兒藉由與周遭環境的互動，建構語言的基本

能力。在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是幼兒與家人相處時間最多的地方，家人間

溝通時所使用的語言亦是最親密且最能表達個人情感的語言(黃輝爵，

2007) 。家庭語文環境的優劣與幼兒的語言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

不同的語文資源、活動及經驗對幼兒的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及讀寫基本能

力表現具有影響力(Burgess, 2011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一即瞭解

家庭語文環境對於幼兒語言能力之直接影響效果。

幼兒學前機構對於幼兒讀寫萌發 (emergent literacy) 具有正向的影

】響，在幼兒園中，幼兒所學習到的語言經驗與未來語言及語文能力成就是

有相關的，並且與幼兒日後的學業成就有所關聯性 (B可a剖， Burchina1, Lau,

& Spar1i嗯， 1994; Sch1iecker, White, & Jacobs, 1991) 。幼兒教師是決定幼

兒早期學習經驗的特性、品質和內容之重要他人，所以對幼兒語言的學習

與發展，占非常大的影響地位 (Smith， 2001; Wang, 2000) 0 學校藉由例

行活動、豐富的社會互動，促進幼兒的口說語言能力，而此種口說語言能

力的發展對於幼兒未來的語文學業成就是具有預測力的(Jordan， Snow, &

Porche, 2000)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二即欲瞭解幼兒園的教室語

文環境對於幼兒語言能力之直接影響效果。

然而，綜觀現今有關幼兒語言能力發展之研究不勝枚舉，但是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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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皆以單面向來探討幼兒語言之發展(吳宜貞， 2002 ;林珮仔， 2010;

DeTemple, 2001; Dodici, Draper, & Perterson, 2003; Evans, Shaw, & Bell,

2000) 。尤其圍內許多相關研究皆為碩士論文，而國外有些研究雖是同時

探討家庭環境及學校環境對幼兒語言發展之影響 (Bridget et aI., 2010;

Silverman & Crandell, 2010) ，但研究內容偏向分別就家庭或學校閱讀環

境與幼兒語言發展相關性進行瞭解;而即使是以生態系統理論所進行的研

究 (Constantine， 2004; Weigel, Martin, & Bennett, 2005) ，也僅探討家庭環

境與學校環境之間相關性，並未將學校對於家庭與幼兒語言能力之間的脈

絡調節效果進行探討。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生態系統理論對於幼兒的發展提供一個概

念基礎，可檢驗在語言發展中的多元情境。Bronfenbrenner認為成長中的

個人，與生活中不斷改變的環境之間進行互動與調整，這個調整的過程會

受到不同的直接環境及其所屬的大環境之影響。在生態系統理論中，將生

態環境視為一種層疊的結構 (nested structure) ，幼兒被置於核心，幼兒

的發展會受到緊鄰於個人圖層最內層的微觀系統之影響，換言之，家庭與

學校是個體發展的最主要情境。生態理論也更廣泛地探討兩情境之間，即

中間系統對幼兒發展的影響。本研究的獨特貢獻即在於瞭解家庭語文環境

與學校語文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的直接影響外，更想瞭解來自於不同家庭

語文環境的幼兒，當在同一班級的語文環境中學習時，對於幼兒語言能力

的表現是否有不同的脈絡調節效果產生?因此，本研究的動機三即為導入

階層級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的分析方法，以瞭

解巢套關係的脈絡調節效果，也就是藉以瞭解教師所安排的教室語文環境

在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關係之間是否具有脈絡調節效果。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家庭語文環境對於幼兒語言能力之直接影響效果。

二、教室語文環境對於幼兒語言能力之直接影響效果。

三、教室語文環境對於家庭語文環境及幼兒語言能力之脈絡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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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架構與假設發展

一、幼見語言能力的定義

就語言的構成成份而論，語言可包括語音、語意、語法及語用等四部

分(葛本儀， 2002 ;謝國平， 2002) 0 r 語音」是人額發音器官發出的含

有一定意義的聲音，語音最基本要素為音素 (phoneme) ，其指說話/言

語聲音中最小單位，或是口語語言中最基本的單位，用以決定意義，區隔

不同的詞彙(葛本儀， 2002) 。整體而言，幼見到了五歲後，其構音、語

暢及語調能力的發展已有 90% 以上的成熟度，發音的正確度也漸趨正確

(林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宜崇慧， 2008) 0 r 語意」主要指語言的內

容，也就是語言的意義系統。語意的理解是幼見正確使用語言的基礎，詞

彙是代表一個有意義語意單位，幼見使用詞彙的能力在語意發展中古極重

要的部分，因為擁有寬廣的詞彙不但能幫助幼見理解及表達較高深的知

識，也能提升幼見閱讀和書寫的能力(林德揚， 2005) 0 r 語法」的定義

乃是句子的組織或句子中詞彙順序排列的規則，亦即語言的結構。全世界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語法系統，用來規限詞彙排列或結合的順序，以

及詞彙值此之間的關係(錯寶香， 2009) 0 r 語用」是指在社會情境中語

言使用的規則，以及溝通情境或情境脈絡對人們解釋話語含意的影響。在

語言表達時，語用會敢動表徵系統中的語意、語法層面。有效的溝通同時

要包括聽和說，亦即接收與表達(錯寶香， 2009 ;郭靜晃， 2006)

然而語言的學習是全面性的，應包括語言的語音、語意、語法及語用

之學習及發展(陳淑琴，2000) ，故本研究中對於幼見語言能力發展之探

究也包括語音、語法、語意及語用四個語言要素。幼見使用詞彙的能力在

語意發展中古極重要的部分，因此若要瞭解幼見的語意能力之表現情形，

可藉由測量幼見的詞彙能力而獲得(林德揚，2005) 。再者，幼見使用語

言的目的即是與人溝通，除了語意的瞭解外，還要能接收並理解別人的訊

息，並且根擴溝通的情境、對象及目的(語用)，使用正確的語法結構(語

法)表達自己的意思，這些過程即包涵幼見的「語言理解」及「口語表達」

之能力，此兩者亦涵蓋語音、語意、語法及語用的表現。綜合上述，本研

究將探討幼見的詞彙理解與表達、語言理解與口語表達，以瞭解幼見的語

言能力之表現。



6 白攀枝、張麗君、蕭佳純:影響幼兒語言能力之語文環境之跨層次分析

二、家庭語文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的影響

國內外不同的研究對於家庭語文環境所界定之內涵亦不同: Storch 與

Whitehurst ( 2001 )認為家庭語文環境包括親子共讀頻率、家長閱讀行為、

家長對幼見的期待、圖畫書可使用量、幼兒對圖畫書的動機等; Morrison

與 Cooney (2001) 主張家庭語文環境應包涵:活動、家庭資源與物資、

幼兒與家長的習慣、家長給予幼兒的刺激與支持. Daniel 、 Clarke 與

Quellette (2001) 強調家庭語文環境的特性有:豐富的語文素材、成人與

幼兒的分享與互動、成人閱讀習價、家長對週遭環境文字標語的說明;

Bradley 、 Co阿yn 、 Burchinal 、 McAdoo 與 ColI (2001 )的研究發現，家庭

環境中的學習素材、語言刺激、學術性刺激與經驗的多元性，對於幼見的

學習是重要的; Burgess 、 Hecht 與 Lonigan (2002) 將家庭語文環境分成

六個不同的概念，包括:有限制的環境、互動的環境、消極的環境、積極

的環境、分享式的閱讀，以及社輕地位等;Dellert ( 2003 )與 Judith ( 2003 )

所強調的家庭語文環境較偏向親子共讀方面，包含語文經驗、父母對於親

子共讀以及語文學習的信念與態度、父母閱讀習價、親子共讀頻率與時

間、幼兒開始閱讀的年齡、幼兒獨自閱讀狀況、去圖書館的頻率、家中所

擁有的閱讀資源以及使用狀況等; Foy 與 Mann (2003) 的研究中將家庭

語文環境分成六個項度，包括故事書的探索、親子熟悉的故事書檢核表、

家長教導的頻率、教導重點、親子閱讀活動、閱讀的媒介; Rodriguez 與

Tamis-LeMonda (2011) 主張家中必須建構多元觀點的環境，以促進幼兒

的學習與發展，家庭語文環境應包括:幼兒參加語文活動的頻率(親子共

讀、說故事)、母親參與的品質(認知刺激、敏感度)、提供適合幼見年

齡的學習素材(書籍、玩具)等;Phillips 與 Lonigan (2009) 的研究將家

庭語文環境設定為幼見書籍量、親子共讀頻率、語文教學頻率、到圖書館

的頻率、語文活動及幼見興趣等。Desjardin與Ambrose (2010) 認為，會

影響幼見語言發展的家庭語文環境主要的三個元素為:家長語文信念與實

務、家庭語文活動及親子共讀。在國內，林珮{予(2010)將家庭語文環境

分為四個層面探討，即父母對子女語文學習之態度、父母對子女語文學習

所提供的實際支持、家庭語文學習資源、家庭語文活動等。

綜觀國內外對家庭語文環境的內涵可知，父母對子女語文學習之態

度、父母對語文學習的實際支持、家庭語文素材資源、家庭語文活動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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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最普遍的界定方法，另外，也有特別將社經地位、親子共讀列入家庭

語文環境的內涵之一。然而，父母對于女語文學習的態度與家中語文環境

品質是有相關聯的，父母對于女語文學習的態度屬主觀想法，可經由在家

庭語文活動中父母角色的積極性做為客觀的判定 (Clingenpeel ， & Pianta,

2007; Weigel, Martin, & Bennett, 2006)。此外，父母對語文學習所提供的

實際支持也能客觀的呈現在對家庭語文資源與家庭語文活動的安排上。綜

合以上重要觀點，進一步針對家庭語文環境中的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

源、家庭語文活動，以及親子共讀等重要內涵進行討論。

家庭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幼兒探索語文經驗的不同。高社經地位的家

長較能在家中建立豐富的語文環境，相較於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因為較缺

乏經濟的支援、缺少可使用的時間、以及父母的教育程度有限之緣故，以

致於無法提供幼兒豐富的語言與語文環境(Vernon-Feagans， Hammer,

Miccio, & Manlove, 200 I)。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社經地位愈高，幼見家

長的教育程度高者，對親子共讀的態度會較積極，也較能將親子共讀視為

家庭例行性活動，而投入共讀的時間會較多，幼見開始接受親子共讀的年

齡也會較早;相反地，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則對於幼兒語言的發展上，所能

提供的語言活動及材料就較少。(林珮仔， 20 I0 ; Aram & Levin, 2001; Evans

et 此， 2000; Farver, Xu, Ep阱， & Lonigan, 2006; Storch & Whitehurst,

2002) 。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第一個假設 (HI) 為:家庭社輕地位對於

幼見語言能力有直接的影響效果。

家庭語文資源關係著幼兒語言能力的發展。幼兒早期的語文環境中所

呈現的文字多寡、閱讀是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及家中閱讀材料取

得的便利性等，皆與幼見的語言能力發展有關 (Dickinson， 200 I )。因為

家中若有適合幼見的書籍、豐富而多樣的閱讀材料，以及良好的閱讀環

境，會增加幼見閱讀的動機(黃瑞琴， 1997) 。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家庭

語文資源與幼見的詞彙能力、口語表達、口語理解與整體語言能力具有顯

著相關性;擁有高支持性的家庭學習環境，有助於幼兒的詞彙能力發展，

亦可預測幼見的語言能力發展( Burgess et aI., 2002; Davidse, De 10月， Bus,

Huijbreg & Swaab, 2010; DeTemple, 2001; Rodriguez & Tamis-LeMonda,

2011) 。依據以上論述，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二個假設 (H2) 為:家庭語

文資源對於幼見語言能力有直接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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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語文活動的多寡對幼兒語言能力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幼兒早期語

言與語文能力的學習是透過在家中與其他人的互動，因此在學習的過程

中，幼兒與家長、照顧者之間關係的品質是很重要的，家長的支持、溫暖

的感受與幼兒語言能力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家庭語文環境中，語文活動的

多樣性能讓幼兒透過各種機會建立成功的語文經驗( Constantine, 2004) ,

因為家庭中各式各樣的語文活動對於幼兒語言的發展是有助益的

(Burgess et aI., 2002; Wang, 2000) 。實證研究發現:家庭語文活動的多

樣性，可豐富親子間的對談主題，家長教導幼兒的頻率，對於幼兒的詞彙、

字母知識具有顯著相關性( Foy & Mann, 2003) ;家庭語文活動頻率及親

子互動的品質也會影響幼兒詞彙與語文能力(Dodici et aI., 2003; Evans et

al. , 2000; Rodriguez & Tamis-LeMon曲， 2011 )。依據以上論述，本研究所

提出的第三個假設 (H3 )為:家庭語文活動對於幼兒語言能力有直接影

響效果。

親子共讀是在家庭語文環境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動。實證研究顯示:

父母和幼兒可以重複的閱讀同一本書籍，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分享，藉由閱

讀書籍讓學齡前的幼兒有機會接觸較複雜的對話( DeTemple, 200 I)。在

親子共讀時，親子之間的問問題、回答問題，及鼓勵孩子說出對故事的想

法等，皆能幫助孩子從朗讀故事的經驗中獲得成長。實證研究顯示:親子

共讀能促進幼兒的語言能力發展 (Burgess et aI., 2002; Huebner & Payne,

2010) ;而越早進行親子共讀，幼兒的詞彙能力也較佳(Evans et aI., 2000 )。

依據以上論述，本研究所提出的第四個假設(H4) 為:親子共讀對於幼

兒語言能力有直接影響效果。

三、教室語文環境對幼見語言能力之影響

專家學者對於教室語文環境之內涵有不同的界定及內容。Smith

(2001 )認為在觀察幼兒園教室語文環境時，應包括:教室書籍量和書籍

的使用、書寫機會和素材、課程內容和素材等面向。Smith 、 Dickinson 、

Sangeorge與Anastasopoulos ( 2002)將教室語文環境分為五個觀察項目:

教室結構、課程、語言環境、書籍及閱讀、印刷品及早期書寫。Wolfersberger

等人 (Wolfersberger， Reutzelm, Sudweeks, & Fawson, 2004) 以文獻回顧方

式分析 223 篇與教室語文環境相關的書籍文章，而發展出一個執行豐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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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境教室的模式，豐富的語文環境必須包括:提供並安排許多不同語文

素材、教師藉由使用這些素材讓幼兒願意參與語文活動與事件、在語文活

動中讓幼兒與同儕、教師進行語言互動。McGee與 Richgels (2004) 認為

豐富的語文學習情境的教室中，必須具備七大特色:具有豐富的幼兒文學

及其他優質的語文能力學習的教材;教室中自然的佈置，可以幫助幼兒廣

泛的閱讀和大量的寫作;每天固定的讀寫訓練，包括朗讀、自行閱讀、寫

作，以及分享;富有人文的、知性的和整合性的課程;教師利用評估結果

修正指導幼兒的方法;多樣性的教學方法;多樣性的學生分組學習方式。

綜觀以上對教室語文環境的討論可知，教室語文環境內涵大致可包

括:空間與資源、教室書籍量和書籍的使用、書寫機會和素材、課程內容

和素材、教師的支持、閱讀互動等。而教室書籍量和書籍的使用、語文素

材等即屬於空間與資源部分;課程內容和素材、教師的支持、閱讀互動等

則屬於教室語文教學活動部分。故本研究將教室語文環境區分為:教室語

文資源、教室語文教學活動，茲分述如下:

教室語文資源對於幼兒語言行為的呈現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為了促進

幼兒語言的學習，也為了支持幼兒其他領域的學習和生活的組織運作，教

室內宜安排成有利讀寫發展的語文環境(McGee & Richgels, 2004) 。教

室語文環境則是隨時提供許多能促進幼兒語言及文字發展機會的設備及

材料，因為教室的環境很明顯地可以影響幼兒的行為與學習，幼兒藉由與

這些資源的互動，不必經由老師的直接教導，幼兒也能因為練習而獲得語

文能力 (Reutzel & Jones, 2010) 。依據以上論述，本研究所提的第五個假

設 (H5 )為:教室語文資源對於幼兒語言能力有直接影響效果。

教室中不同的語文教學活動與幼兒語言及閱讀能力發展有關。教師藉

由不同的單元主題、說故事與討論，可以讓幼兒廣泛地得到許多知識性的

訊息，這些訊息可當成日後說、寫發表的素材，以及聽、讀理解的基礎，

是提供幼兒語文經驗極佳的來源(林德揚， 2005 ; Honig, 2007)。教師可

以使用開放式問題激發幼兒主動思考問題、吸引幼兒的注意力，並鼓勵幼

兒擴展他們的語言，教師對於幼兒的回答及所提的問題適時地給予回饋，

讓幼兒有更多說話及使用語言的機會(Wasik， 2010) ，以增進幼兒口語表

達的能力。在實證研究中發現:教師大聲朗讀書本對於幼兒詞彙的成長有

正向的相關性(Silverman & Crandell, 20 I0) ;教室教學品質對於幼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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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品知識得分也具有顯著的效果 (Justice ， McGinty, Piasta, Kaderavek, &
F徊， 2010) ;教師在語言及語文課程的執行率高者，幼見在印刷品覺知與

讀寫萌發的得分數也會較高( Bridget et al., 2010)。依據以主論述，本研

究所提的第六個假設 (H6) 為: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對於幼見語言能力有

直接影響效果。

四、幼見語言能力跨層級之探討

現有的影響幼見語言能力的研究幾乎是採用單一層次的分析邏輯。然

而，依據生態理論 (Bronfenbrenner， 1979) 可知，幼見的發展不僅是個體

與環境之間的演化互動而己，各個環境之間的連結關係也會影響個體的發

展。多層次分析研究所處理的量化資料，可涉及階層性結構，亦即學生最

套( nested) 在班級之中，以暸解不同層次間的變項脈絡調節關係。在階

層資料的分析中，低層次變數皆可以透過組聚合(aggregate) 程序產生相

同測量內容的高層次變數，稱為「脈絡變數J ( contextual variable) (邱

皓政、溫福星，2007) 。由於高層次變數觀察值為低層次變數平均值，在

分析時，高層次變數對於低層次分析單位提供了背景值或脈絡的影響，低

層次變數對於高層次變數亦有可能具有形塑的作用，因此，高低層次變數

的互動與影響關係形成特殊的「脈絡效果J (contextual effects) (Pedhazur,

1997)。依據以上論述可知，教育本身即存在著階層的特性，幼見最套於

班級，其語言能力的發展必會受到影響。然而有關幼見語言能力的研究

中，以跨層級研究設計為分析的探討仍付之闕如。故本研究除檢證幼見個

體層次與班級層次對幼見語言能力的影響外，也試圖透過跨層級的研究，

以瞭解教室層次在個體層次與幼見語言能力之間是否具有脈絡調節效果

存在，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7 (H7) :教室語文資源在家庭語文環境與幼見語言能力之間

具有調節效果存在。

假設 8 (H8)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在家庭語文環境與幼見語言能力

之間具有調節效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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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及相關假設如圖 l 所示。變數群共分為兩個層次，層次一

(level I)的變項是個體變項及依變項，個體變項為家庭語文環境，包括:

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家庭語文活動、親子共讀;依變項為幼見語言

能力表現，包括:詞彙理解能力、詞彙表達能力、語言理解能力、口語表

達能力。層次二 (level2 )的變項是群體變項，為教室語文資源、教室語

文教學活動。下圍中的 HI-4 分別代表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家庭語

文活動、親子共讀對幼見語言能力表現的直接影響效果; H5-6 分別代表

教室語文資源、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對幼兒語言能力表現的直接影響效果;

H7-8 分別代表教室語文資源、語文教學活動對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言

能力表現關係之間的脈絡調節效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南市公、私立幼兒園幼兒、幼兒教師及幼見家長為抽樣之

母群體。為求樣本能真有代表性及普遍性，本研究探取分層隨機抽樣，將

臺南市 37 個行政區依各區大班幼兒總人數的多寡，分成大、中、小規模

並按比例決定抽樣的圍所數，公、私立幼兒園的比例各半。被抽取圍所之

所有大班幼兒教師及每班 5 位願意配合進行語言能力測驗的幼兒及幼見

家長為抽樣對象。

圖 1

研究架構圖

Level2 I 教室韶文環境

﹒教室語文資源

﹒教宰語文教學污動

Level 1

家庭語文環境

﹒家庭f士經地位

﹒家庭語文資，原

﹒家庭語文活動

圖親手共讀

HI-H4

H5- H6
幼兒歸官能力

﹒詞彙理解

.自司彙發建

﹒語言理解

• f.J語沒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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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在幼見家長部分發出 520 份，回收問卷共 484 份，問卷回收

率 93.1% '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共 478 份，有效回收率達 9 1.9% ;

幼見教師部分問卷發出 143 份，回收 134 份，回收率 93.7% .，有效問卷共

134 份，有效回收率達 93.7% 。

三、研究變項與衡量

本研究以問卷及語言測驗為衡量工具，分析蒐集家庭語文環境、教室

語文環境以及幼見語言能力等資料。以下分別就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定義與

衡量工具加以說明。

(一)幼兒語言能力

本研究所指的語言能力為幼見語言能力之表現，包括:幼見的詞彙理

解與表達、語言理解及口語表連之能力。所使用的工具皆為標準化測驗工

具，分別為:詞彙理解與表達能力係採用黃瑞珍、簡欣瑜、朱麗璇、盧醋

(2010)編製評量見童詞彙能力表現之測驗，本測驗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介

於 .80 ~ .96 之間、重測信度介於.80 ~ .97 之間、測驗評分者間信度介於.93

~ .99 0 建構效度在表分數之相關係數介於 .86 ~ .91 之間、效標關聯效度介

於 .74 ~ .85 之間，代表本測驗的信度與效度皆良好，測驗的得分越高表示

詞彙理解與表達能力越佳;語言理解能力係採用張欣戊 (1991) 編製評估

學前兒童的語言理解能力之測驗，測驗依年齡( 2.5 歲 ~5 歲)分成六個

分測驗，其鑑別度 D 值均大於 .12 、難度 P 值介於 .50 ~ .94 之間、各題題

目之間的區辨力介於.48 - .96 之間，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測驗的得分越高

者表示語言理解能力愈佳;口語表達能力係採用陳東陸 (2003 )所編製的

「見童口語表達能力測驗 J '本測驗之折半信度為 .91 '達 .001 的顯著水

準，效標關聯效度之相關數值為訓，達 .01 之顯著水準，代表本測驗的

信度與效度均佳，得分數愈高則表示口語表達能力愈佳。本研究之幼兒語

言能力測驗由研究者親自到幼見園，與幼見進行一對一的施測，施測時間

約 30 分鐘。

(二)家庭語文環境

幼兒家長之間卷工具部分，係由研究者自行編訂「家庭語文環境」問

卷。正式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共 8 題(包括:幼兒性別、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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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使用的語言、家中子女數、就讀幼見園時間、父母親學歷、父母親職

業、家中幼見書籍量) ;家庭語文資源題項共7 題(例如:家中有適合幼

見閱讀的地方、書籍涵蓋不同的領域......等);家庭語文活動題項共6 題

(例如:教孩子生活環境中常見的文字、講以前的事情給孩子聽......等);

親子共讀題項共 7 題(例如:重覆朗讀同一本書給孩子聽、就書中的內容

提出問題並與孩子討論......等)。答題方式皆採六點量表方式進行答題，

得分從 1 到 6 給分。而社經地位等級之計算係採用林生傳 (2005 )的「兩

因素社經地位指數」區分法，即合併家長的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之綜合指

數，再依據此綜合指數區分為五等級的社經地位，等級越高表示社經地位

愈高。社經指數為 52 ~ 55 者為第五等級、 41 ~ 51 為第四等級、 30 ~ 4。

為第三等級、 19 ~ 29 為第二等級、 11 ~ 18 為第一等級。

「家庭語文環境」問卷歷經專家內容效度、預試(幼見家長 146 份)、

信度考驗(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分析) ，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成

正式問卷。本問卷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 3 個因素共 20 題的題項，分

別命名為「家庭語文資源」、「家庭語文活動」以及「親子共讀」。累積

解釋變異量為 6 1.459% 。信度 Cronbach'sα 值分別為 .91 、 .89 、 .95 。而正

式樣本(共 478 份)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卡方值為 965.26 ' p < .05 達

顯著水準，除 GFI 、 AGFI 值為 .86 、 .83 略低於 .9 標準之外， RMSEA 、

CFl' IFI 及 SRMR分別為 .07 、 .94 、 .96 及.肘，組成信度分別為.83 、 .83 、 .92 ，

總量表信度為.鈣，顯示本量表的整體適配度佳。

(三)教室語文環境

幼見教師問卷由研究者自行編訂「幼兒園教室語文環境J '正式問卷

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共6 題(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

幼見圍的圖書設備、參與語言及閱讀研習會之時數等);教室語文資源、題

項共 6 題(例如:班上適合幼兒閱讀的書籍涵蓋不同的領域、教室環境中

充滿有不同意義的文字......等);教室語文教學活動題項共6 題(例如:

會和幼兒討論與書本相關的日常生活經驗、安排固定的時間讓幼兒自由閱

讀......等)。答題方式皆採六點量表方式進行答題，得分從1 到 6 給分。

「幼見圖教室語文環境」問卷歷經專家內容效度、預試(幼見教師

100 份)、信度考驗(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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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編製成正式問卷。本問卷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 2 個因素共 12 題

的題項，分別命名為「教室語文資源」、「教室語文活動」。累積解釋變

異量為 48.854% 。信度 Cronbach'sα 值分別為 .88 ， .89 。而正式樣本(共

134 份)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卡方值為 156.肘 'P < .005 達顯著水準，

除 GFI 、 AGFI 、 RFI ~ .88 、 .83 、 .88 略低於 .90 外， RMSEA 、 CFI 、 IFI

及 SRMR 分別為 .06 、 .96 、 .96 及肘，組成信度分別為 .77 、 .74 .總量表

信度為 .86 '顯示本量表的整體適配度尚佳。

肆、結果與討論

一、敘述性統計

表 1 是將群體層次 (level 2) 的數據分解( disaggregate)到個體層次

(level1 )的結果，所列出之數據為: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

等敘述性統計資訊，並藉由相關矩陣瞭解變項之間是否有關連性。整體而

言，變數之間大部分存在顯著正相關。因自費項(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

源、家庭語文活動、親子共讀)之間呈現中度以上相關，必須考慮自變項

之間是否有共線的情形，故進行共線性檢定，檢定結果顯示，其VIF分別

為 1.193 、 2.066 、1.912 、 1.628 皆小於 10· 故可排除共線問題。

二、基本特性檢視

本研究中的個人層次為幼兒家長所填答，整體層次為幼見教師所填

答，故無須檢驗「群內一致性的存在J '但必須確認教室之間是否具有差

異，即檢視「群間變異性的存在」。在進行跨層次分析之前，必須先檢視

變項之整合至群體層次變數的適當性。首先藉由計算ICC 相關係數

( intrac1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加以評估， ICC 代表著透過群體變項可

以解釋個體在某一個變項上的變異程度。要衡量學生受到學校影響的程

度，可透過「組內相關係數J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1 )作

為相似或同質性的評估指標( Raudenbush & B可k， 2002) °ICC1 所代表的

是依變項的總變異中可以被組與組之間差異所解釋的百分比，通常ICCl

值以 .059 為標準'值愈大代表依變項存在組問差異。Cohen ( 1988)認為

當 ICCl 大於 .059 時，必須考慮多層次的統計分析，亦即必須以 H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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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矩陣

變項
平均標準

2 3 4 5 6 7 8 9
數 差

1.社經
3.49 1.64

地位

2. 家庭
95 .358"資源 4.52

3. 語文
.75 .214" .511"活動 4.56

4. 親子
1主讀 4.28 1.14 .246 .503 .518

5. 教室
4 .46 .86 .016 .082' .082' .046

資源

6. 教學
.71 .139" .111" .163" .147" .520活動 4.93

7. 詞彙
.192' .174' .085 .056 .223"理解 4 1.50 6.14 .308

8. 詞彙
356" .273" .233" .119 .035 155 .599'表達 40.83 8.23

9 至間 一一=口

.085 .150 .587' .512"理解 26.17 4 .46 .404 .382 .235 .074

10. 口語
.087 .049 173 .437' .460" .505"表達 102.13 23.83 .285 .216 .090

〉〈肘﹒p < .01 …p < .001

來分析。而群間( Between-group) 變異性以 η2 在為指標進行驗證'若

ANOVA 中的 F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則代表群間差異存在;也就是透過 η2

瞭解個體分數的變異中，有多少比例來自群內差異(低層次因素所致)

多少比例是來自群間差異(高層次因素所致) ，當 η2越大表示群間差異的

解釋比例愈高( Bliese & Halverson, 1998) 。因此，本研究以 ICC 、卅檢測

組問及群間變異差異。經由計算，本研究的 ICCl 值為 .153 、 .066\063 、 .174 '

皆大於 .059 '‘表示具備相當程度的組間差異 ;η2 fii9 .33 、 .27 、 .27 、 .35 (F=

1.83 、1.34 、1.34 、 1.99， p < .001 、 p< .05 、 p< .05 、 p < .001) ，各 η2值皆

達顯著水準表示存在群間變異，說明本研究進行跨層次分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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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及假設檢驗

站驗證教室層級的變項中的「教室語文資源」、「教室語文活動 J '

在幼兒「言司彙理解」、「詞彙表達」、「語言理解」、「口詣表達」等語

言能力上是否有調節效果的存在，故使用跨層次分析予以驗證'統計分析

結果如表 2 。本研究 HLM 的四個模式皆以 REML 法進行參數估計，以求

得隨機效果變異成份的母群體不偏估計值。然而為比較不同固定效果模式

的適配度，本研究再以 ML 法求得各模式的離異數( deviance) (參見表

2) ，四個模式的離異數以斜率預測模式最小，顯示該模式的適配度最佳。

表 2

跨層次分析結果彙整

Modell 虛無模式

固定效果

yoo 班級曲兒胃官能力的平均數

隨機效果

UOj

主立

離異數(估計參數數)

Model2 隨機係數模式

固定效果

yoo 班級曲且商賈阻力的平峙Ii<

YIO 社續地位對曲見面霄fIli力之效果

Y20 家塵矗立資海軍戀曲兒睡冒fIli力之效果

Y30 家庭矗立括勵對曲兒聶霄fIli力之效果

Y40 瘋子共圖甜甜兒臨胃阻力之效果

隨機效果

UOj

Utj

U2j

U3j

U4j

!JL
離異數(估計參數數)

Model3 截距預測模式

固定效果

yoo 盟級曲兒聶霄fIli力的平均數

yO! 教豐語文資海之影，

Y02 教畫面主歉，語勵之 E曹

Model3
YIO社醒地位甜甜見閣官能力之效果

Y20 家庭盟主貪圖對曲見面胃體力之數果

辭彙理解

係數 P

4 1.55 < .001
變異數 P

5.36 < .001
30.14

3967 .47(3)

係數 P

41.55 < .001
.62 .023
.10 .077
.14 .016
.06 .191
變異數 P

6.61 < .001
.60 .052
10 .001
03 .004
05 .004

24.53
3929.50(3)
係數 P

41.53 < .001
06 .327
25 < .001
辭彙理解

.62 .021
10 .072

辭彙表達

係數 P

40.81 < .00l
變異數 P

4.48 .006
63.32

4387.50(21)

係數 P

40.81 < .001
1.1 0 .009
.11 .106
.28 < .001
.10 .053
變異數 P

6.51 <.001
3.50 .059
.07 .414
.01 .075
.02 .018

54.31
435 1.92(21)
係數 P

40.78 < .001
.01 .874
.27 .005
辭彙表達

1.1 1 .008
.11 .118

語言理解

係數 P

26.16 < .00l
變異數 P

1.25 .007
18.68
3625.18(23)

係數 P

26.14 < .001
.64 .004
.14 < .001
.03 .542
.06 .039
變異數 P

2.22 .021
84 .035

.03 .047
04 .063
.02 .029

14.72
3575 .32(23)
係數 P

26.13 <.001
.05 .158
.15 .004
語言理解

.64 .004

.15 <.001

口語表達

係數 P

101.96 < .00l
變異數 P
99.28 < .001

468.82
5688.19(31 )

係數 P

101.90 < .001
.89 .446
48 .021
.01 .966
.23 .197
變異數 P
119.91 < .001
2.42 .013
1.1 3 > .500
.21 > .500
.88 .262

377.55
5664.32(31)
係數 P

101.86 < .001
.53 .064

1.03 .001
口語表達

.82 .480

.48 .02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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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家庭眉立活動對前兒間宵阻力之鍛果

140 親 F共圖對前兒認冒能力之鍛果

隨機效果

UOj

Ulj

u勾

U可

U4j

C
-且

離異數(估計參數數)

Mode14 斜率預測模式

固定效果

.14 017 .28 <.001 .03 .548 .01 .968

.06 .203 .10 .058 .06 .202 .22 .204
變異數 P 變異數 P 變異數 P 變異數 P

5.77 <.001 5.62 <.001 1.93 .011 106.44 < .001
.49 052 3.59 .058 .80 .036 31.24 .305
.11 .001 .07 .409 .03 .047 1.1 5 >.500
.03 .004 .02 .074 .04 .064 .21 > .500
05 004 01 017 .02 .030 .89 .267

24.53 54.21 14.74 378.39
3918.32(3) 4342.97(21) 3567.67(23) 5654.57(31 )

係數 P 係數 P 係數 P 係數 P

Y曲直扭曲兒聞言能力的平均數

101 教室聞文責，臣之彰，

102 教室眉立教學括勵之E曹

110 社單地位對曲見面言能力之妓果

111 教畫面主實，區之調回鍛果

112 教室面文教學活動之重周圍鍛果

120 家庭聶文賀，閣，守甜兒語言能力之鍛果

121 教室肅立賀，區之詞節鍛果

122 教室肅立教學活動之，即負責果

130 家睦醋文筒，自量增曲兒聞言健力之數果

131 教室極文賀龍之團團負責果

132 歡會聶文教學語勵之團師教果

140 眠于其團對前兒閣胃能力之數果

141 教室眉立賣油廠之圖節妓果

Mode14
Y位，贊賞語立教學活動之詞師教果

隨機效果

UOj

也L

U2j

U3j

U4j

€ij

離異數(估計參數數)

4 1.53 < .001
-.05 .396
.26 < .001
.66 .016
.08 .117
一.12 .041
.09 .109

.002 .811
.01 .287
14 .025

-.01 .625
一< .0014 .977
一.05 .264
-.01 .118
辭彙理解

-.003 .757
變異數 P

5.75 < .001
.56 .042
.10 <.001
.04 .003
.05 .004

24.64
3912.10(3)

40.78 < .001
一.001 .983

.26 .006
1.21 .003
.16 .061
一.15 .061
.087 .233
.008 .523
.02 .179
29 < .001

-.02 .299
02 .193

-.09 .108
一.02 .093
辭彙表達

一 01 .627
變異數 P

5.73 < .001
2.60 .056
.06 .355
.04 .050
.03 .011

53.67
4332.14(21 )

26.13 < .001
-.05 .183
.166 .004
.64 .004
.02 .678

一.078 .175
.14 < .001

.001 .850
.01 .425
03 .519

.004 .658
-.01 .415
一.06 .051
一.01 .246
語言理解

一 01 .438
變異數 P

1.90 .091
.73 .032
.03 .042
.04 .053
.02 .027

14.89
3563.36(23)

101.86 < .001
.53 .060

1.09 < .001
1.02 .370
.31 .254
.72 .013

.44 .034

.05 .267

.02 .749
一 002 .992
一.06 .241
一.02 .728
-.21 .238
.009 .801
口語表達

.02 .562
變異數 P

106.61 < .001
33.76 .266
1.14 > .500
.20 > .500
.79 .205

377.57
5645.74(31 )

(一)虛無模式 (Modell)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推論個體層級變數和班級層級變數同時會對幼兒

語言能力產生影響，為檢驗此跨層次效果，必須先確定跨層次效果的存

在。因此，本研究利用 HLM 的虛無模式確認幼兒語言能力是否會因為班

級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分析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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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l: 詞彙理解 ij= 恥 +£ij

Leve12:戶OJ = "(00 + U旬

在詞彙理解部分，本研究發現群間變異成份顯薯地異於 O

(χ2= 242.90, df= 133 , p = < .001) ，而群內變異成分值則為5.36 。在詞彙

表達部分，群間變異成份顯著地異於o (χ2= 178.06, df= 133 , p= .006) ,

而群內變異成分值則為 4.48 。在語言理解部分，群間變異成份顯著地異於

o (χ2 = 176.88, df= 133 , p = .007) ，而群內變異成分值則為1.25 。在口語

表達部分，群間變異成份顯著地異於O(χ2 = 264.肘， df= 133 , p = < .001) ,

而群內變異成分值則為 99.28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幼兒語言能力(詞彙

理解、詞彙表達、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在各班級之間具有差異，能滿足

階層鶴性模式依變項的群間與群內變異成份必須存在的要求。此外，詞彙

理解有 15.10%、詞彙表達有 6.61%、語言理解有 6.27%、口語表達有 17.48%

的變異存在於不同班級之間，且都達到顯著異於 O 之水準。

(二)隨機參數迴歸模式 (Model2 )

研究假設 1-4 認為個體層級的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家庭語文

活動、親子共讀會對幼兒的語言能力產生影響，因此利用隨機參數迴歸模

式，將個體變項納入，若在模式中的截距項達到顯著水準，即代表這些變

項對幼兒語言能力具有解釋能力。

Hofmann 與 Gavin ( 1998)建議，進行跨層級交互作用研究以「組平

減 J (group mean centering) 將有利於迴歸係數的解釋，是以，本研究將

個體層次之解釋變項皆以組平減處理。

隨機參數迴歸模式分析結果如下:

Levell :詞彙理解υ

=恥+戶lj ( 社經地位) +此(家庭語文資源)

+仇(家庭語文活動)

+恥(親子共讀) +£ij

Level-2 :戶OJ = "(00+ U句

戶 Ij = "(10 + ulj

戶勾 ="(20+向

戶3j = "(30+ U勻

戶句= "(40+ U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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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方程式中， YIO 、 Y20 、右。、 Y40 分別代表層次一的自變數與依變

數關係的估計參數，若達到顯著水準，則代表其與依變數之間有顯著的影

響關係(即戶1j ，此、戶勻。、戶4j) 。由分析結果中顯示，在詞彙理解部分，

僅 YIO 、 Y30 達顯著水準 (YIO = .62, se = .27, t = 2.30, df= 133, p = .023;

衍。=.l 4， se= .06, t=2 .44, df=133 , p=.016) ， 表示層次一之社經地位、

家庭語文活動對幼兒詞彙理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其餘的家庭語文資

源、親子共讀則無任何直接影響效果。在詞彙表達部分.YIO與 Y30皆達顯

著水準

(110= 1.1 0, se = .41, t = 2.66, df= 133, p = .009; 130=.詣， se = .08,

t=3 .46, df=133 , p= <.001) ，表示層次一之社輕地位、家庭語文活動對

幼兒詞彙表達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在語言理解部分YIO 、 Y20 、與 Y的

皆達顯著水準(110 = .64, se = .22, t = 2.妞， df=133 ， p = .004; 120=.14,

se = .04, t = 3.71 , df= 133, p = < 0.001; 140= .06, se = .03, t = 2.08 , df= 133 ,

p = .039) .表示層次一之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與親子共讀對幼兒語

言理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在口語表達部分，僅120 達顯著水準

(120= .48, se = .20, t = 2.34, df= 133 , p = .021) ，表示層次一之家庭語文

資源對幼見口語表達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因此，假設1 - 4 得到部分

支持。

綜合以上的說明，在家庭語文環境對幼兒語言能力的影響效果上，本

研究結果發現:家庭語文環境中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幼兒詞彙理解與表達能

力、語言理解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家庭語文資源對幼見語言理解

及口語表達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家庭語文活動對幼見詞彙理解、

詞彙表達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親子共讀對幼見語言理解能力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效果。這個結果與 Burgess 等人的發現有相似處( Burgess

et aI., 2002; Davidse et aI., 2010; Dodici et aI., 2003; Evans et aI., 2000; Foy

& Mann, 2003; Huebner & Payne, 2010; Jordan et aI., 2000; Rodriguez &

Tamis-LeMon血， 2011) 。由此可知，家庭語文環境越佳，幼見的語言能

力表現也會較佳。

除了針對 YIO 、 Y20 、右。、恥的參數值驗證之外，亦可藉由 τ00 、 τ11 、

τ22 、 τ33 、 τ峭的顯著性判斷層次一的截距與斜率是否有變異存在。就詞彙

理解部分而言，截距項的變異成分顯著存在 (χ2 = 195.58, df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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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 I) ， 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家庭語文活動與親子共讀的斜率

項變異成分達顯著水準(χ2= 104.28, df= 82, p = .049 ， τ11= .66;χ2= 127.60,

df = 82 , p = .001 ， τ22 =.1 0;χ2 = 119.93 , df =82, p =.Ob4， τ33 = .03;

χ2= 119.80, df= 82 , p = .004，知= .05) 。因此就詞彙理解而言，在不同群

組間確實存在不同的截距，所以教室語文環境對幼兒詞彙理解的脈絡直接

效果可能存在。同樣地，教室語文環境對於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家

庭語文活動、親子共讀與幼兒詞彙理解間的關係可能存在脈絡調節效果。

在詞彙表達方面，截距項的變異成分顯著存在 (χ2 = 136.77, df = 82 ,

p=<.OOl) ， 親子共讀的斜率項費異成分達顯著水準(χ2= 11 1.1 8, df= 82 ,

p = .018 ， τ44= .02) 。因此就詞彙表達而言，在不同群組間確實存在不同的

截距，所以教室語文環境對幼兒詞彙表達的脈絡直接效果可能存在。同樣

地，教室語文環境對於親子共讀與幼兒詞彙表達間的關係可能存在脈絡調

節效果。在語言理解部分，截距項的變異成分顯著存在 (χ2=1 1. 12 ，

df= 82 , p = .02 1) ，社經地位、家庭語文資源、親子共讀的斜率項變異成

分達顯著水準 (χ2= 106.54, df = 82 , p = .035 ， τII = .84;χ2 = 104.60, df = 82,

p = .047，如 =.04;χ2= 107.80, df = 82 , p = .029 ， τ44= .02) 。因此就語言理

解而言，在不同群組間確實存在不同的截距，所以教室語文環境對幼兒語

言理解的脈絡直接效果可能存在。同樣地，教室語文環境對於社經地位、

家庭語文資源、親子共讀與幼兒語言理解間的關係可能存在脈絡調節效

果。最後，在口語表達方面，截距項的變異成分顯著存在 (χ2 = 233.71 ,

df= 82 , p = < .001)'僅社經地位的斜率項費異成分達顯著水準(χ2= 153.67,

df= 82 , p =.0日， τII = .04) 。因此就口語表達而言，在不同群組間確實存

在不同的截距，所以教室語文環境對幼兒語言理解的脈絡直接效果可能存

在。同樣地，教室語文環境對於社經地位與幼兒口語表達間的關係可能存

在脈絡調節效果。

(三)勸距預測模式 (Model3 )

由於層級 l 之截距達顯著，本研究進一步驗證截距項的存在是否可由

層次二的變數(即為教室語文環境:教室語文資源、教室語文教學活動)

所解釋，茲以驗證假設 5~6 的成立與否。分析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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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l: 詞彙理解。

=~Oj+~lj ( 社輕地位。) +仇(家庭語文資源 ij)

+戶3j ( 家庭語文活動 ij)

+恥(親子共讀 ij) +cij

Leve12 :此= Yoo+ Y01 (教室語文資源 j)

+ Y02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 j) + U 句

~lj = YIO + U1j

~2j = Y20 + U2j

~3j =Y30+ U句

恥= Y40+ U可

分析結果顯示:詞彙理解、詞彙表達、語言理解及口語表達四項能力，

皆顯示僅教室語文教學活動 Y02 達顯著水準(詞彙理解 Y02 =.25,

但= .07, t = 3.56, P = < .001 ;詞彙表達 Y02 = .27, se = .09, t = 2.紗，

p = .005 ;語言理解 Y02 =.1 5, se =肘， t = 2.91 , p = .004 ;口語表達

Y02 = 1.03 , se = .32, t = 3.27,p = .001 )會直接影響幼見詞彙理解的形成，而

教室語文資源變項則無影響;進一步觀察變異成分的結果，相對應的變異

成分值皆達顯著(詞彙理解 χ2 =175.12, df=82 , p =<.001; 詞彙表達

χ2 = 128.16, df= 82 , p = < .001 ;語言理解 χ2 = 11.43 , df= 82 , p = .011 ;口

語表達 χ2 = 199.30, df= 泣， p=<.OOl) ， 這一個結果顯示仍有其他層次二

的變數未被本研究所考量。綜合上述結果可知，教室語文環境中僅教室語

文活動會對幼見詞彙理解、詞彙表達、語言理解、口語表達產生直接影響

效果，而教室語文資源、則無任何直接影響效果(即脈絡直接效果不存在)。

換言之，假設 6 獲得支持，假設 5 未獲支持。

綜合以上的說明，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教室語文環境中，只有教室語

文教學活動對於幼見詞彙理解、詞彙表達、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能力具有

脈絡直接效果;在教室語文資源部分則無任何直接影響效果。教室語文教

學活動會對幼見語言能力造成影響，此一研究結果與 Bridget 等人的研究

發現一致 (Bridget et al., 2010; Justice et 此， 2010; Silverman & Crandell,

2010)。在教室層級部分，國內外的研究皆著重於教師教學對於幼見語言

能力之影響，較少針對教室語文環境中的教室語文資源進行探討。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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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ine (2004) 的研究曾探討到教室語文資源部分，在 Constantine

(2004)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似，其研究發現教室語文資源與幼見的語文

能力未達顯著相關水準。為何教室語文資源對幼見語言能力未達顯著影響

效果?根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可知，兒童是主動學習的個體;而

Bandu凹的社會學習理論也說明楷模示範對見童學習之影響。若將這兩個

理論主張應用於本研究結果，可應證教室語文資源雖然重要，但是教師若

未示範並鼓勵幼見使用教室內的語文資源，幼見可能不會主動去和這些語

文資源接觸，而這些語文資源對幼見則無任何的影響和作用了。但以上論

點只是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及發展理論進行的推測，至於為何教室語文資

源對幼兒語言能力未產生影響，其原因尚須透過進一步的研究及探討。

(四)斜率預測模式(Mode14)

在模式 4 中，研究將進一步驗譚教室語文環境是否為脈絡調節變項。

分析模式如下:

Levell:

詞彙理解戶戶。lj+ l3 lj (社經地位υ) +仇(家庭語文資源υ)

+此(家庭語文活動ij) + 恥(親子共讀ij) + Ei.J

Level2 :此= 'Yoo+ 'Y01 (教室語文資源 j)

+'Y02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j) + UOj

l3 lj= 'Y1O+ 'Y 11 (教室語文資源 j)

+'Y02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j) + Ulj

132j = 'Y20 + 'Y21 (教室語文資源 j)

+ 'Y22 (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 j) + 的

恥Ij= 'Y30+ 'Y31 (教室語文資源 j)

+ 'Y32 (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j) + 內

恥= 'Y40+ 'Y41 (教室語文資源 j)

+'Y42 (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j) + 向

分析結果顯示:在詞彙理解部分，社經地位與教室語文活動交互作用

的係數達顯著水準 ("{12 =一.12， se =.06, t =-2.06, p =.041) ，表示層次二

的教室語文活動在社經地位與幼見詞彙理解的關係中存在著負向調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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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圖 2) ，此表示教室語文活動有助於幼見詞彙理解，但是對於社經地

位高的幼見，教室語文活動的助益效果較弱，而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幼

兒，教室語文教學活動的助益反而會較明顯。在詞彙表達部分，在層次二

及層次一之間的交互作用係數皆未達顯著，表示教室語文環境在家庭語文

環境與幼見詞彙表達之間並沒有調節效果存在。在語言理解部分，在層次

二及層次一之間的交互作用係數皆未達顯著，表示教室語文環境在家庭語

文環境與幼見語言能力之間並沒有調節效果存在。在口語表達部分，社經

地位與教室語文活動交互作用的係數達顯著水準("{12 =一.72, se = .29,

t= -2.53 , p = .013) ，表示層次二的教室語文活動在社經地位與幼見口語

表達的關係中存在著負向調節效果(圖3) ，此表示教室語文活動有助於

幼見口語表達，但是對於社經地位高的幼見，教室語文活動的助益效果較

弱，而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幼見，教室語文教學活動的助益反而會較明

顯。綜合以上分析可知，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在社經地位與幼見詞彙理解、

口語表達之間真有調節效果;但是教室語文資源則未具調節效果。因此，

本研究假設8 獲得部分支持，假設7 未獲得支持。

綜合以上的說明，在教室語文環境對幼見語言能力的調節效果上，本

研究結果發現:教室語文環境中，教室語文活動在家庭社經地位與幼見詞

彙理解、口語表達的關係中存在著負向調節效果。此結果表示，教室語文

活動有助於幼見詞彙理解及口語表達能力，但是對於社經地位高的家庭

這個助益效果較弱，在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中，教室語文教學活動的助益

會較明顯。在幼見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顯少使用階層模式方式進行統計

分析及探討，目前只有Justice等人 (2010)曾使用HLM進行研究，此研

究是以準實驗法探討朗讀教學對幼見語言發展之影響，研究以幼見個人及

教室層級為主，並未探討家庭層級部分。因此，此一研究結果是一個重要

的發現，在文獻中可知，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家庭閱讀環環境愈佳，對親

子共讀的態度會較積極，幼見開始接受親子共讀的年齡也會較早(林珮

仔， 2010 ; Evans et aI., 2000) 。誠如專家學者所言，學前教師是幼兒早期

學習時的重要他人，幼見教師的教室資源的安排及教學活動的實施，對於

幼見學習經驗的特性、品質和內容占非常大的影響地位 (Dickinson & Snow,

1987; Smith, 2001; VVang ， 2000) 。所以，當班上幼兒的家庭為低社經地位

時，學校就可以扮演補強的角色，透過教室中的語文教學活動，提昇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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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理解及口語表達能力，讓學校教育發揮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功能。

此結果也再一次突顯出幼兒教師的重要性。

國 2

家庭社經地位與教室語文活動對幼見詞彙理解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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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係採用階層線性模式的統計方法，驗證家庭語文環境對

於幼兒語言能力之間的直接效果，以及教室語文環境對於幼兒語言能力之

間的直接效果及調節效果，各項假設之驗證結果如下:

(一) 家庭語文環境對於幼兒語言能力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語文環境中的社輕地位對幼見詞彙理解、詞彙

表達、語言理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家庭語文資源對幼兒語言理解與

口語表達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家庭語文活動對幼兒詞彙理解、詞彙表

達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親子共讀對幼兒語言理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

果。此結果表示:社經地位越高、家庭語文資源、語文活動及親子共讀越

佳，幼見語言能力的表現會越佳。

(二)教室語文環境中僅教室語文教學對於幼兒語言能力具有脈絡

直接效果

教室語文環境包括教室語文資源與教室語文活動，本研究結果發現，

教室語文環境中，只有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對於幼兒詞彙理解、詞彙表達、

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具有脈絡直接效果，然而，教室語文資源對於幼見語

言能力則無任何直接影響效果。

(三)教室語文環境中僅教室語文活動對於家庭語文環境與幼兒語

言能力之間具有調節效果存在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教室語文環境中，僅教室語文活動在家庭社輕

地位與幼兒詞彙理解、口語表達的關係中存在著調節效果。此結果表示，

教室語文活動有助於幼兒詞彙理解及口語表達，但是對於社經地位高的幼

兒這個助益效果較弱，而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幼兒，教室語文教學活動的

助益會較明顯。本研究結果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學前教師是幼兒早期學習

時的重要他人，尤其是當班上幼兒的家庭為低社經地位時，學校就可以扮

演補強的角色，透過教室中的語文教學活動，以提昇幼兒詞彙理解及口語

表達，讓學校教育發揮對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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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 幼見父母宜豐富家庭語文環境，以增進幼見語言發展

研究結果顯示，家庭語文資源、語文活動、親子共讀對於幼見語言能

力表現有直接影響效果。故建議幼見家長，宜在家中尋找一處安靜且不受

打擾的房間或角落，擺放適合幼見高度的舒適桌椅，並充實幼見書籍的數

量及種類，以增加親子共讀及幼見獨立閱讀的機會。在親子共讀時，家長

可使用引導、開放性的提問方式詢問幼見書中的人、事、時、地、物，並

順著幼見的回答繼續提間，必要時幫助幼見回答問題，示範正確的答句。

此外，透過親子之間的語文相關活動，讓孩子對語言和文字產生興趣，以

增進語言和文字的理解與表達能力。

(二) 幼見教師宜安排多元化的語文教學活動，以增進幼見的語文經

驗，並提昇幼見語言能力

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對幼見的語言能力有直接影響效果，在社經地位與

幼見詞彙理解、口語表達之間也具有調節效果，所以，教室語文教學活動

對於幼見語言能力發展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幼見教師宜經常和班

上幼見討論與書本相關的日常生活經驗、安排固定的時間讓幼見自由閱讀

及彼此分享閱讀、記錄幼見借閱圖書的情況並使用獎勵方法鼓勵幼見積極

閱讀、安排新書介紹和圖書展示活動等，藉由以上的語文教學活動，增加

幼見的語文經驗，進而提昇幼見的語言能力。

(三) 幼見教師對於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幼見，宜多鼓勵參與語文教

學活動，以彌補家庭語文環境之不足

從階層線性分析中可知，教室語文教學活動不但對幼見的語言能力有

直接影響效果，在社經地位與幼見詞彙理解、口語表達之間也具有調節效

果。此結果表示，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幼見而言，教室語文教學活動能增

進語言能力的表現。所以，建議幼見教師對於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幼見，

在進行語文教學活動時，能給予更多的機會學習，讓家庭語文環境較缺乏

的幼見，能透過教室語文活動的補救增進語言能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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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限於人力及時間等原因，在研究上有其限制性，例如:在研究

抽樣上，抽樣對象只抽取薑南市公立、私立幼見圍大班幼見，無法推論至

其他年齡層;研究內容僅就影響幼見語言能力發展之家庭及學校因素進行

研究，無法一一探討其他相關因素;此外，本研究必須先由家長填寫問卷

後，再對幼見進行語言能力評量，由於幼見家長必須能自行填寫問卷，若

不識字、教育程度不高、外籍配偶家庭、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者，可能因

父母沒時間或無法自行填寫問卷皆易被排除在外。基於以上的限制，希冀

未來的研究在研究對象方面擴大研究的範團、以特殊性質家庭為研究對

象、或以不同年齡層的幼見為研究對象;在變項選擇方面，可加入幼見個

人因素、同儕、手足及媒體(電視、電腦)等不同變項，藉由不同的面向，

進行更深一層的探究;在研究方法上，可使用縱貫性研究長期追蹤幼見語

言能力的成長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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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些 l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THE J.MPACT
OF LITERACY ENVIRONMEN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AN
EXAMPLE OF HOME AND CLASSROOM

LITERACY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in preschool is a strong predictor to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later years. According to 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systems 出eory， children grow and lear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context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Studies showed that both family and preschool

institution were important factors in influencing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However, ve可 few studies explored two factors at once on how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was influenced by the two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irect effect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and also the two environments' contextual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METHOD

Participants were 134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478 parent-child dyads in

Tainan city. S仕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he

instruments included questionnaires for p訂ents and teachers, and a language

measure for children. The two Language & Literacy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s (LLEQ)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wer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Two standardized language

measures were used to assess children's 4 languages abilities in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expressio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oral
expression. Alllanguage tests were administered one to one in a quiet room of

the kindergarten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Each session took about 20-30

mmutes.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二十三卷第 A期， 2015 年 3 月，頁。01 -035 29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3, No. I

RESULTS

1.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lassrooms Was Found in 4
Measures of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explained 15 .1 0% variance of classroom

differences. Vocabulary expression explained 6.61% varianc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explained 6.27% variance. Oral expression explained 17.48%

vanance.

2. Home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Wa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Family SES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expression,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Home literacy resource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oral

expression. Family literacy activities were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and vocabulary

expression. Parent-child shared book reading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comprehension.

3.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Wa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In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only classroom language
instruction activities were found to have direct contextual effects on young
children's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expressio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oral expression. Classroom literacy reso叮ce was no
effect on any dimension of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4.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Was Found to Have
B宜。derating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In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activities had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home SES, vocabulary

comprehensioh and oral expression.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low SES family

will benefit more from the help of preschool education, whereas 也e high SES

family will benefit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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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1. Conclusion

(1) Horne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had a direct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2) In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only classroom
language teaching instruction had a direct contextual effect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3) In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teracy activities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horne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ies.

2. Suggestions

(I)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should enrich their horne language and
literacy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ir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2)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hould arrange diversified language
teaching activities to enrich children's language experiences and to
promote their language development.

(3)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ldren
with low SES. Teachers should encourage these children to

participating more in language related activities as to make-up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ir horne languag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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