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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納莉颱風之後兩天，在○○托兒所中班的積木角，有四位幼兒在玩

積木。其中一位幼兒秉環以一塊長方形積木接連著四方形積木，對著

另外三位幼兒說：「地下室都淹水了，抽水馬達(手握積木)來不及抽

水，水太多了，…」，一旁的庭昆拿起一塊積木(當作電話)放在耳邊，

對著另二位幼兒說：「地下室淹水了，你們可以來幫忙嗎?」。這二位幼

兒拿起一塊大積木，上面放了幾個小積木，推向秉環的身邊，並說：「卡

車載了一些抽水馬達過來了」。 

＊                     ＊              

在家裡的客廳，四歲小芳和三歲小美各拿著一支空心硬紙桿。小

芳拿起紙桿靠近嘴巴說：「各位旅客，我們的船快要開了，請你們趕快

上船」，一旁的小美看著小芳，接著她也嘴對著紙桿說：「嗚 ~ 嗚 ~，

船要開了，船要開了」。 

 

我對於這種經常發生在二歲以上幼兒的自發性假裝遊戲感到興趣，孩子們投

入於自己想像創造出來的假裝情節之中，似乎明嘹他人假裝背後的想法，他們經

由解讀或溝通彼此的想法與感受，使得遊戲在彼此心領神會的共同默契下，持續

進行。幼兒對於假裝狀態下那些隱晦不明的情境似乎有某種程度的理解，如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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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使假裝情境中的自己與他人覺得困惑。理解假裝者的想法，正是幼兒假裝遊

戲相當重要的特性，而此特性與近年來幼兒社會認知發展研究所關切的兒童心智

理解(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在概念上或有近似之處。到底假裝遊戲

與心智理解有何關係？頗令人好奇。 

我相信幼兒的假裝遊戲反應或仲介著人類獨特、豐富又複雜的心智理解能

力，值得我們關切與深入瞭解；只可惜遊戲向來不太受人們重視，有需要更多實

証的研究證明，以使人們正視幼兒遊戲的真實價值。拜社會認知科學聚焦於兒童

心智理論研究的影響，有機會探討假裝的幼兒腦海中到底想些什麼? 或需要在假

裝狀態下有如何理解他人想法的歷程，會與他們心智理解能力的發展有關? 因

此，探討幼兒在假裝狀態下的心智理解能力及其在一般狀態下心智理解能力的關

係，成了本研究關切的主題。 

幼兒假裝遊戲被認為對心智理解具有重要性，也成為近年來對於研究心智理

論主要且重要的領域之一( Astington, Harris, & Olson, 1988 ; Lillard, 1993 ; Hughes 

& Dunn, 1997 ; Taylor & Carlson, 1997 ; Cassidy, 1998 ; Lillard, 2001)。究其原因，

部份理由乃因假裝似乎與心智理解需要相同的能力。不過幼兒的假裝與心智理解

的關係如何? 幼兒了解假裝者心中的想法嗎? 假裝是否為幼兒心智理解的有利

情境? 簡言之，幼兒假裝遊戲是否為心智理解的潛在因素？相關理論觀點與實証

研究結果，到目前為止仍未有定論。  

過去十幾年來，兒童社會認知發展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心智理解的探

討( Astington, Harris, & Olson, 1988 ; Bartsch & Wellman, 1995 ; Joseph, 1998 ; Lillard, 

2001 ; Taylor & Carlson, 1997)。幼兒心智理解的發展如何? 哪些因素與幼兒心智理

解的發展有關? 這些論題正是兒童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研究關切的重心。 

擁有「心智理論」的意涵就是指了解人們是以其心智表徵世界，了解人們的

行動表現乃來自於他們對於外在事實的內在想法的呈現。在此藉用Tomasello更

明確的認知能力界定，更可突顯出兒童心智理論所指稱的意涵：當提及幼兒已經

擁有心智理論時，意指著幼兒已能夠運用以下三個概念: (1)知道其他人有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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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和相信，(2)知道他們的想法或相信可能與自己的有所不同，(3)知道他人的想

法和相信可能與事實並不相符合( Tomasello, 1995 )。Wellman也假設三歲以上幼兒

的心智理論是基於三種形式的理解：(一)了解人的心智和世界上其他實體的不同， 

(二)了解心智的內容可表徵世界，(三)了解心智與實體間的關係，特別是相信和欲

求，以及他們對行動的關係(Wellman, 1990)。 

有關幼兒心智活動的理解，早自皮亞傑研究兒童的思想、夢、意圖等認知發

展的主題以來，一直是發展心理學家有興趣的研究領域。過去十幾年來在此領域

引起更大研究的興趣，是開始於Wimmer和 Perner(1983)關於幼兒錯誤相信表徵

的作業，被視為心智理論典型的研究(Astington & Jenkins, 1995)，到目前為止，

有關幼兒心智理解的研究成了認知發展研究的主流。 

Flavell(1999)回顧有關兒童對於心智知識發展的研究綜理出研究發展的三波

趨勢：最早的一波是直接或間接源自皮亞傑的理論和研究，第二波即是自 1970

年代早期開始以 Flavell為主，在後設認知發展方面的理論和研究。Flavell認為，

關於兒童心智知識發展研究的第三波即開始於 1980年代「心智理論」的發展研

究，而目前仍是社會認知發展領域研究的主流，與此主題相關的研究數以百計，

而且沒有減少的趨勢(Flavell,1999)。 

到目前為止，有關幼兒心智理解的研究結果一般發現，三歲幼兒有著心智理

解困難的共同特性，到了四至五歲的幼兒則多已獲得了有關心智的理解能力。除

了有關心智理解發展普遍性的探究，近年來許多研究者更轉移他們的焦點在於關

心幼兒在心智理解的個別差異，及探討造成個別差異的相關因素( Lewis & 

Mitchell, 1994 ; Jenkins & Astington, 1996 ; Lillard, 2001)，最近更將幼兒假裝遊戲視

為心智理解發展之一潛在重要因素( Perner, Ruffman, & Leekam, 1994 ; Astington 

& Jenkins, 1995 ; Taylor & Carlson, 1997 )。 

假裝遊戲被視為兒童心智理解發展的重要因素，源自於 Leslie提出假裝遊戲

的後設表徵( meta-representation )觀點(Kuhn & Siegler, 1999)。從此有關假裝遊戲

是否為幼兒心智理解的有利情境成為研究心智理解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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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lie指出，假裝在作為理解他人的想法上是特別有利的情境。簡言之，假

裝的能力是所謂心智理論早期出現的證據(Leslie, 1987)。根據 Leslie的看法，心

智理論模組(Theory of Mind Module~TOMM)的成熟，使 18 ~ 24個月大的幼兒能

從事假裝遊戲，並能了解他人的假裝行為。正如 Leslie所指稱的後設表徵能力，

使幼兒免於被假裝行為混淆，例如某人將香蕉假裝為電話，這歷程是經由退耦

(decoupling)或認知性地隔開真實的本體(如真正的香蕉) ，而暫時地假裝為假裝物

(如電話)。Leslie認為幼兒能了解這種關係：「這個人正在假裝香蕉是電話」(Leslie, 

1987, 1994 )。Leslie指出，幼兒必然善於維持真實-假裝的界限，否則他們會對真

實世界的關係產生極度的困惑(Leslie,1987)，由此看來，Leslie認為二歲幼兒即已

具備著假裝遊戲的後設表徵能力，當他們在假裝或觀看他人假裝時，他們了解假

裝者心智化地表徵著假裝的情境。不過，Leslie的觀點頗具爭議性，其他理論觀

點或實証研究結果對此觀點互有支持或反對的立場。 

為了檢視 Leslie所提幼兒假裝遊戲具備後設表徵能力的觀點，一系列評估幼

兒是否了解假裝者心智需求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有些研究指出，幼兒並不具備

理解假裝者心智需求的能力，幼兒最初了解假裝只是從外在「做出像…」(acting – 

like)的行為而不是一種心智表徵的狀態( Perner, 1991 ; Harris & Kavanaugh , 1993 ; 

Lillard, 1993b, 1995a,1995b ; Rosen, Schwebel, & Singer, 1997 ; Currie, 1998)。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 Lillard等人一系列Moe娃娃的研究，這些研究作業呈現給幼兒的

作業情節是主角(Moe娃娃)不知道兔子是什麼，也沒有想到兔子，但主角卻跳得

像兔子，如此情況下，請幼兒判斷主角是否假裝兔子，Lillard的研究結果指出，

很多四、五歲的幼兒以主角身體的動作來指認假裝，而不是以主角內在的心智活

動來判斷，一直到七、八歲才能像成人能勝任這樣的作業，能清楚明白假裝的行

動必須由假裝者心中的想法或意圖來產生( Harris, Lillard, & Perner, 1994 ; Lillard, 

1993b, 1996, 1998c, 2001a ; Richert & Lillard, 2001)。 

Lillard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認為幼兒並沒有能力思考假裝包含著心智的表

徵，也就是說幼兒並不了解假裝者內在的想法或意圖；但相同的受測幼兒，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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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的錯誤相信作業，發現他們普遍均能達到那個年齡幼兒的正常表現水準。

由此可見，幼兒在一般錯誤相信作業所了解的心智表徵反而早於在假裝情境所能

了解的心智表徵。其他有些相關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結果，以 Rosen, Schwebel, & 

Singer (1997)的研究為例，該研究以 3~5歲幼兒為對象，安排幼兒觀看分別具有

假裝與真實行動情節的影片，結果顯示幼兒雖能正確指認影片人物是否正在假

裝，但卻無法理解假裝者的想法與事實並不相同。該研究進一步指出只有四或五

歲的幼兒，特別是那些最能區分外表/真實與錯誤相信作業的幼兒，才能正確地推

論假裝者的想法與事實並不相同。這樣看來，假裝遊戲不但不具備有如同

Leslie(1987)所指稱的具備著後設表徵的能力，更不是一般心智理解的前導因素。 

不過，許多研究者認為上述的結論可能不夠成熟，尤其認為 Lillard等人研究

中施測的方式可能無法真正測出幼兒的真實能力(如 Custer, 1996 ; Hickling, 

Wellman, & Gottfried, 1997 ; Aronson & Golomb, 1999 )。這些實驗研究可歸納為二

種類型，研究結果普遍支持三歲幼兒即已具備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並早於四歲

左右所具備有一般心智理解能力的表現。其中一種類型從幼兒遊戲認知發展的角

度，不同於 Lillard的作業程序，這些研究排除了 Lillard研究作業的特性，如主

角外顯動作與其內在心智狀態對立衝突，及避免作業呈現不合常理的情節( 如

Custer, 1996 ; Rosen, Schwebel, & Singer, 1997 ; Bruell & Woolley, 1998 ; Joseph, 

1998 ; Aronson & Golomb, 1999)。 

Custer(1996)即指出: Lillard的研究作業本身超越幼兒所能理解的程度。當

Custer的研究排除了Lillard作業的特性，以較生活化的作業內容、去除作業主角

外在動作太過突顯於內在心智的特性，以及提供選擇判斷而非必須要求幼兒從作

業主角單一外在動作與內在想法相互衝突的情境去判斷的作業施測，她發現即使

是三歲幼兒也能明白假裝者心中的想法。 

另外，有些研究透過「假裝-錯誤相信」作業的形式，也就是將假裝的特性置

入於一般錯誤相信的作業之中，探究幼兒假裝心智狀態理解的情形，也發現幼兒

對於「假裝-錯誤相信」比對「一般的錯誤相信」作業有較佳的理解(如 Gopn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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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ughter ,1991 ; Lillard & Flavell, 1992 ; Woolley, 1995a ; Hickling, Wellman, & 

Gottfried, 1997 ; Cassidy, 1998) 。 

第二種類型來自於研究心智理解發展的領域，比較幼兒對於假裝與其他如意

圖、相信、外表/真實、錯誤相信…等心智狀態理解的情形，也發現幼兒對於假裝

的心智理解是較早出現的一種能力(如 Flavell, 1986 ; Wellman & Estes, 1986 ; 

Flavell, Flavell, & Green, 1987 ; Harris & Kavanaugh, 1993)。 

綜合相關的研究，幼兒到四歲左右具備一般情境下的心智理解能力，但與一

般心智理解似乎需要相同能力的假裝心智理解能力的實証研究結果卻顯得相當

紛歧。有關不同假裝心智理解研究結果的差異，我認為可從二方面探討：(一)不

同研究設計乃各別地針對了幼兒在不同層次假裝心智理解能力的探討，因此跨研

究結果的討論應回歸到幼兒需求相同心智能力的基礎下分析，而非僅是爭論幼兒

「是」或「否」具備假裝心智理解能力。其實，有些研究只考驗幼兒能否了解他

人假裝成什麼，但不見得能釐清幼兒是否具有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如 Flavell, 

Flavell, & Green, 1987；Lillard & Flavell, 1992 ; Bruell & Wolley, 1998)；有些研究

在於探討幼兒是否知道假裝者的想法或意圖(如 Gopnik & Slaughter, 1991 ; Custer, 

1996 ; Lillard, 1996 ; Rosen, Schwebel, & Singer, 1997 ; Joseph, 1998)；有些更進一

步為比較與作業難度相當的一般心智理解作業的關係，而在於探討幼兒是否理解

假裝者錯誤的心智理解(如 Gopnik & Slaughter, 1991 ; Lillard & Flavell, 1992 ; 

Woolley, 1995a ; Hickling,, Wellman & Gottfried, 1997 ; Cassidy, 1998)。不可否認

地，以上三者在幼兒認知需求的層次上並不相同：只有確知幼兒理解假裝者的想

法或意圖才可謂具有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而也只有確知幼兒理解假裝者錯誤的

想法，我們也才可以說幼兒在假裝的狀態下，具備有如一般錯誤相信作業下所需

具備的心智理解能力。因此要回答幼兒假裝心智理解的能力，有需要先區分出不

同假裝層次的能力作為考驗的基礎，才能更清楚釐清問題，(二)不同研究在施測

作業本身難度不同的限制，可能影響受測幼兒的表現。因此，有需要釐清當前假

裝心智理解相關研究作業的程序，並在上述不同假裝心智理解層次的概念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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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脈絡一貫、合宜有效的作業內容，才能考驗了解幼兒真正的能力表現。  

經由上述分析，本研究採取中庸的觀點，假設幼兒所具備的心智理解能力，

並不完全符合於 Leslie與 Lillard分別所持的兩極化看法。幼兒對於假裝並非如

Leslie所述的那麼已具備成熟穩固的心智理解能力，他認為二歲幼兒即能同時掌

握以下三種不同假裝的後設表徵能力：(一)知道他人正在假裝，(二)知道他人假裝

成什麼，(三)知道假裝與原本真正行為之間的關係，而且這三種能力均由後設表

徵能力所仲介，也就是說二歲幼兒即能理解假裝的心智表徵行為，同時他也指出

幼兒對於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早於一般狀態下的心智理解(Leslie, 1987)；但相對

地，本研究也認為假裝的心智理解也並非如 Lillard所述地那麼有限，她指出幼兒

知道假裝並不是經由心智的理解，而只是依據他人外表「做得好像是什麼」的動

作來判斷，一直要到七至八歲左右，才能理解假裝者的想法或意圖(Lillard, 1996)。 

綜合上述理論觀點與研究發現，本研究的設計將根據 Leslie所述的幼兒已同

時具備假裝心智理解三種不同能力的看法為基礎，但提出另外一種假設以進行考

驗：幼兒假裝心智理解的能力，並非是全有或全無的狀態，而是逐漸發展而來的。

二歲幼兒可能僅具備初步的假裝心智理解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才能逐漸地發

展成熟，從能夠區辨真實與假裝的不同，逐漸發展到能夠理解假裝者的想法，以

至於能理解假裝者錯誤想法的程度。而且幼兒所具備的各種假裝心智理解的能

力，早於一般錯誤相信心智理解的能力，同時此二者具有正相關。因此本研究將

設計心智需求不同的三種假裝心智理解作業，藉以將幼兒假裝心智理解能力區分

為四個不同的層次，並比較幼兒在假裝與一般錯誤相信作業下的心智理解情形。 

在國內尚未有幼兒假裝遊戲與心智理解相關的研究，雖有數篇有關一般心智

理論的探討，但也顯得十分零星且分歧，包括有數篇以自閉症兒童為對象的心智

理解能力的研究(黃玉華，民 88 ； 陳銀螢，民88 ； 楊明杉，民 90 ； 蔡淑玲，

民 90)；幼兒欺騙能力的研究(張欣戊，民87；王晴瑩，民92)。吳信鳳以68位

幼兒為對象，測試幼兒心智理論中對他人錯誤認知之瞭解能力，以及幼兒對「以

為」一詞的意義瞭解(吳信鳳，民 89)。而保心怡(民 92)藉著分析學前幼兒在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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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理解作業的表現，一方面印證幼兒心智理解上的共通性及趨勢，一方面探討

幼兒心智理解發展上的差異性，來初步檢視其對幼兒心智理解的影響，其研究綜

觀整理評析兒童心智理論的文獻，並從心智理論發展、相關因素及訓練介入的影

響探究，為國內探究兒童心智理論的研究與實務應用奠定重要的基礎。國內心智

理解有關的研究，除了保心怡(民 92)研究的第二部分，以訓練介入一探心智理解

的影響因素之外，其他主要都集中於探討正常或特殊兒童心智理解能力的一般表

現狀況，因此本研究對於幼兒心智狀態理解可能的潛在因素 ~ 假裝之心智理解

能力的探討，或更具有著理論與教育層面上的雙重積極意義。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實驗施測的方式，主要探討分別在假裝與一

般情境作業下，幼兒具備有如何的心智理解能力。四個主要具體目的如下： 

一. 探討三至五歲幼兒是否具有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 

二. 探討幼兒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是否具有不同的心智需求層次？ 

三. 探討不同假裝心智理解能力的幼兒其一般心智理解能力的表現是否有

差異? 

四. 探討幼兒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是否早於一般心智理解能力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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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題目的名詞界定如下： 

一. 幼兒 

本研究所指幼兒為三、四及五歲幼兒，平均年齡為三歲組 43.4個月大，四

歲組 56.3個月大，五歲組 66.7個月大。 

二. 假裝的心智理解作業 

本研究所指假裝的心智理解作業，乃指對幼兒實施以下三種心智需求難度不

同的作業，以探討幼兒對於假裝的心智狀態理解情形，包括有：(一)「區辨真實

與假裝」作業，(二)「假裝者想法」作業，(三)「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 

本研究依上述作業通過與否將幼兒的假裝心智狀態理解能力，區分為四個層

次，分別為： 

(一) 層次零：幼兒無法區辨他人真實或假裝的行為。 

(二) 層次一：幼兒能區辨真實或假裝的行為，但仍可能只是從外表動作「好

像是什麼」的判斷，不一定涉及心智理解。 

(三) 層次二：幼兒能理解假裝者的想法。 

(四) 層次三：幼兒能理解假裝者錯誤的想法。  

在施測過程中針對幼兒是否通過各作業的閉瑣性問題給予登錄記分，另外，

幼兒對於解釋自己在各作業理由問題的開放性回答則予歸納整理，作為補充性的

說明。 

三. 假裝的心智狀態理解 

本研究以 Leslie的觀點說明假裝的心智狀態理解。Leslie認為假裝的出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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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發展對於事物或事件的了解，而是象徵著幼兒開始具有理解認知本身的能

力。它是人類具有其典型心智能力的一種早期的象徵，也是人類藉以操作訊息的

獨特方式。簡言之，假裝是所謂心智理論的早期證據( Leslie, 1987 )。 

   Leslie指出假裝有三種基本類型：(A)物品取替（object substitution）：是否

有一物件被代表為另一不同的物件? 如，幼兒假裝一個貝殼為一隻貓，(B)物品

特性的取替（attribution of pretend properties）：是否有一假裝的事物被賦予不同

狀況或情境的特性? 如，幼兒假裝布娃娃乾淨的臉是髒的，(C)假想的事或物

（imaginary object）：是否幼兒有發明或創造一種想像的事或物? 如，幼兒假想

湯匙在某處，但事實上並沒有，他認為此三種假裝特性與包含有心智狀態用語的

語句，如相信、期望、想要…等，有著很大的相似性，Leslie相信假裝與心智理

解特性的關係並非巧合( Leslie, 1987 )。 

   依據 Leslie的觀點，本文定義假裝的心智狀態理解為：在假裝情境中，幼

兒具備(A)物品取替，(B)物品特性的取替及(C)假想的事或物等的心智狀態理解能

力。 

四. 一般心智理解能力 

本研究所謂一般心智理解能力，是指幼兒在一般心智理解作業的理解情形，

包括對幼兒施測「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作業」及「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作業」。 

 

其他相關名詞界定:   

一. 假裝遊戲 

就 Lillard的觀點，假裝涉及了假裝者、實體、心智表徵，有意地投射心智

表徵在實體之上，以及假裝者清楚明白假裝的狀態( Lillard, 2001 )。Lillard 歸納

整理假裝遊戲的六個定義如下:  

（一）必須要有一個假裝者。 

（二）要有一些被假裝的實體。 

（三）假裝被心智表徵所支配：心智表徵能被簡單地解釋為一個想法，在假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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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想法通常有別於真實。要說假裝發生了，那麼改變情況的心智表徵必須

產生(例如，將真實的盒子想像成一艘船)，因此對於假裝而言，心智表徵是

必須的。 

（四）假裝的定義關心以心智表徵了什麼：它必須被投射於實體之上。Walton(1990)

指出，在假裝中一個人必須把一個情況想成另一個情況，區別想像與假裝行

動的不同是很重要的。假如一個人只是想像一艘船，那麼投射是不須發生的;

而假裝的意涵是一個人想像地投射一艘特別的船在一個實體(如積木)之上。 

（五）假裝者自己對假裝情境是清楚明白的( Anscombe, 1981 ; Leslie, 1987 )，假裝

者必須知道真實的情況及假裝的情況。 

（六）一個人必須有意圖地投射表徵，沒有意圖則不是假裝。Searle(1975)指出：

我們不能說一個人真正地在假裝做某事，除非他有意圖去假裝做某事。總

之，假裝涉及了假裝者、實體、心智表徵，有意地投射心智表徵在實體之上，

以及假裝者清楚明白假裝的狀態( Lillard, 2001 )。 

    另外，Leslie的理論也特別強調假裝的心智理解功能，他指出假裝與弄錯的

行動( Error Acting as If )及功能遊戲並不相同。幼兒在不同的內在狀態下卻可能產

生相同的外在行為，這是為何要對假裝行為下嚴謹的定義，會如此特別困難的原

因( Leslie, 1987)。 

功能遊戲，其「好像( as-if )是什麼」的行動，其實只存在於旁觀者的觀點，

從行動者自身的觀點，其行動是認真的;但在假裝中，「行動者的觀點」與「行動」

這二者都是「假裝的」，這些因素是任何假裝所必須具有的重要需求(Leslie, 

1987 )。 

歸納上述對於假裝遊戲的觀點，另外從遊戲不同於工作，遊戲具有主動好玩

的特性下，在此將假裝遊戲界定為：假裝者基於好玩而非認真的態度下，投射一

種假想的情境於真實的情境之上，其外在行動與內在的想法都是假裝的，而且假

裝者能明白真實與假裝二種不同的狀態。 

二. 假裝的後設表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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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ington將「後設表徵」定義為將一個表徵嵌於另一個表徵之內，即一個人

能夠思考到自己或他人所擁有的想法、需要、相信或意圖;更進一步，後設表徵包

括能比較一個人的表徵如何與真實世界相關連，理解到即使有單一的真實存在，

不同的人對於真實仍會有不同的表徵，這種後設表徵的獲得是心智理論的基本元

素，而且代表著認知發展上的重要一步( Astington, 1993 )。簡單地說，後設表徵

即是理解心智表徵的能力。 

「假裝的後設表徵能力」一詞則是由 Leslie(1987)所提出，對 Leslie而言，使

用「後設表徵」有二種層面的意涵，其一代表著幼兒在假裝情境中具有的心智理

解，其二在於解釋假裝的心智理解機制並非幼兒對外在同一事物投射以不同的初

級表徵的過程(如，「這個東西是香蕉，這個東西也是電話」)；他強調假裝是對於

同一外在事物的初級表徵再暫時性地區隔出「後設表徵」的呈現(如，「我知道這

個東西是香蕉，我現在把它當作是電話」)。因此，若不涉及假裝理解的內在機制，

而僅就幼兒假裝遊戲是否具備心智理解能力的研究議題而言，具備「假裝的心智

理解能力」與具備「假裝的後設表徵能力」二者並沒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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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 根據研究第一個目的：探討三至五歲幼兒是否具有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預

期研究問題的結果如下： 

（一）三至五歲幼兒多已具備有層次一能區辨他人真實與假裝行為不同的能力。 

（二）三歲幼兒具有層次二理解「假裝者想法作業」的能力；四及五歲幼兒具有

層次三理解「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的能力。 

 

二. 根據研究第二個目的：探討幼兒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是否具有不同的心智需

求層次？預期研究問題的結果如下： 

（三）幼兒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具有不同的心智需求層次。 

 

三. 根據研究第三個目的：探討不同假裝心智理解能力的幼兒在其一般心智理解

的能力表現是否有差異? 預期研究問題的結果如下： 

（四）幼兒在假裝心智理解作業的表現與在一般錯誤相信作業的表現具有正相

關。 

（五）通過比不通過假裝心智理解作業的幼兒在其一般心智理解能力的表現較

佳。 

 

四. 根據研究第四個目的：探討幼兒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是否早於一般心智理解

能力的出現? 預期研究問題的結果如下： 

（六）幼兒理解假裝層次二「假裝者想法作業」，與理解假裝層次三「假裝者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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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想法作業」的能力，早於對一般錯誤相信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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