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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之內容就國內、外相關資料進行分析與歸納。首先對幼兒數

學能力的發展歷程做一個縱貫的整理，其次分析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

內容，最後探討家庭因素對幼兒數學學習的影響。全章共分三節：第

一節描述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歷程；第二節說明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

內容；第三節探討家庭因素對數學成就的影響。 

 

第一節 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歷程 

 
根據 Piaget（1952）和 Gibson（1987）的理論：知覺是認知的基

礎，數知覺（numerosity）是建構數概念的必備條件。而這個觀點同樣

被 Strauss和 Curtis（1981）所支持，認為數知覺是天生的，也是幼兒

數學能力發展的開端。其他學者（Gelman ＆ Gallistel, 1978；Leder, 

1989）也認同幼兒進入幼稚園時，他們均擁有先備的數學知覺能力，

並能利用此基礎去學習數概念，如計數、對應關係、基數、數的大小、

數的保留以及數的計算等（Jong, 1997）。 

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隨著年齡而變化，在數學學習的過程中，可

以釐出三個重要發展的歷程：數知覺、數概念以及數的計算。本節謹

依序探討如下: 

 

壹、天賦的數知覺 

 

所謂數知覺（numerosity），Piaget（1965）詮釋其為：對數的直覺



 9 

感受（perceptual intuition of number）；在一九九Ο年 Loosbroek和

Smitsman也定義數知覺為說明一組物體數目不變的特性；其他學者如

Bjorklund 在一九九五年則使用速視（subtizing）來描述在沒有刻意計

數的情形下，感知兩組小數量是否具有差異的能力（Jong, 1997）。綜

合上述定義，數知覺可定義為：個體在沒有計數的情況下，區辨兩組

數量的知覺能力。 

數知覺究竟始於何時？嬰兒是否天生即具有數知覺能力？不同的

理論觀點也產生不一致的看法。以 Piaget的認知理論的觀點來看：嬰

兒處於認知階段中的感覺（sensorimoter）動作期，他們透過感官來探

索外界環境，逐漸建立對這個世界的心理呈現，而數知覺在嬰兒心中

和其他心理呈現一樣，出生時並沒有任何概念，經過「多年」的觀察

後孩童才開始瞭解數字。 

近幾十年來，科學家開始對嬰兒數能力進行研究，發現嬰兒是具

有數能力的，而這些嬰兒實驗是以「數目區辨」為研究主軸，探究嬰

兒是否能區辨數量。這種區辨數量的能力我們稱之為總數或基數能力

（cardinality），這種能力在確認兩個集合是否相等。 

第一個提出嬰兒具有視覺區辨數能力的實驗，是來自賓州大學 

Starkey的實驗室，接受實驗的的嬰兒共七十二位，年齡在十六至三十

週之間。學者為克服嬰兒在語言表達上的限制，以攝影機錄下嬰兒凝

視每張幻燈片的時間。他們為證明嬰兒是否能區分「二」與「三」，在

實驗過程中，重複展示一個固定數字的黑點（如兩個黑點），透過習慣

性（habituation）的研究設計，嬰兒對這項重複刺激的凝視時間愈來愈

短，當幻燈片從兩個物件轉換成三個一組時（如三個黑點），嬰兒注視

的時間較兩個一組的為長。一九八一年 Strauss等人將實驗的刺激物

（黑點）改變成常見物品的彩色照片，嬰兒亦能區辨兩組數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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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對數字的敏感度不僅反映在視覺系統，科學家將視覺的認知

實驗改為聽覺實驗，同樣找到肯定的答案。在這些研究中，由於物件

的位置、大小、名稱差異極大，因此唯有認識數量的不同，方能解釋

嬰兒重新提高注意力的現象。（Starkey ＆ Cooper, 1980； Starkey, 

Spelke ＆ Gelman, 1980； Strauss ＆ Curtis, 1981）。 

嬰兒是否能在持續移動的狀態下，能知覺到數目的不變性？一九

九Ο年 Loosbroek 和 Smitsman的研究即發現：嬰兒在五個月時就能夠

知覺小數目如 2、3、4。其實驗對象為五到十三個月的嬰兒，測試他

們對黑白螢幕上移動的長方形影像的數知覺。實驗剛開始從「兩個長

方形」合併成一個長方形；再由一個長方形分開成「兩個長方形」，前

後長方形數量不變的情形下，此週期性的程序讓嬰兒漸感無趣，可是，

當最後出現圖形總數改變時（增加或減少），嬰兒則會對此現象增加凝

視的時間。由此可知，嬰兒並不是單純地對這樣的變化反應，他們能

使用數的知覺和圖形的知覺去區辨特定的數量（Caulfield, 2000； Jong, 

1997 ）。     

嬰兒除了擁有數區辨的能力外，是否有數增減的知覺？在Wynn

（1992）的實驗驗中，曾顯示四、五個月大的嬰兒對物品有數增減的

知覺。Wynn分別使用「1+1=1」和「1+1=2」的數知覺測試。實驗者

將第一個物體（米老鼠玩具）放在舞台上，然後將布幕升起遮住玩具

所在的位置，再加上第二個物體後空手離開，整個的過程具體顯示了

一加一。最後發現當布幕落下時，嬰兒注視「一加一等於一」的時間，

要比「一加一等二」的時間多花一秒，而另外的減法實驗，則當布幕

落下時，嬰兒注視「二減一等於二」比「二減一等於一」的時間多出

三秒。由嬰兒實驗結果推論，嬰兒花較長的時間似乎在期待正確答案

的出現。為了確定嬰兒是否擁有數算天賦，Wynn再次將實驗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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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答案設定為二或三時（如:1+1=2；1+1=3），也發現嬰兒花在看不

可能的答案「3」的時間，比看可能的答案「2」的時間更長，因此也

更肯定嬰兒們知道一加一不可能等於一或三，而只能等於二。          

但是，嬰兒的數知覺能力似乎在數量上有其限制，當實驗涉及「許

多套」的兩、三個物品時（如分辨四和五物品），嬰兒就會不理會他們。

一歲以下的嬰兒從來沒有人能分辨四點、五點和六點，顯然嬰兒對頭

幾個數字有精確的區辨。所以，嬰兒無法察覺及記憶較多和較少間的

關係，雖然其具備了原始的計算或相配的數知覺觀念，使其能區別小

集合間的差異，但是其數知覺仍有其範圍及精確上的限制，他們無法

分辨一些大的集合像是 4和 5，即使他們能知道小集合之間的差異，

卻無法按照數大小排列（Baroody, 1987； Jong, 1997）。 

從以上的嬰兒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孩童天生即具有某些數的能

力。Caulfield（2000）認為大腦不斷進行動態的轉換，在神經元建立

數兆的連結，因此在剛開始的幾年內，大腦就具備瞭解基本的數概念

的能力。Dehaene（1997/1990)就曾以進化的觀點論述，人類大腦天生

的理解數量機制，它來自我們的進化遺傳，提供我們學習數學的指引。      

並說明人類的數知覺有三種法則，第一、一個物體無法同時佔據若干

不同的位置；第二、兩個物體無法同時佔據相同的位置；第三、一個

實體無法突然地消失，也不可能自一個原本空無的位置出現，而必須

有一個連續的移動軌跡。這些也許可以解釋嬰兒對物體數量變化所產

生的興奮與困惑現象。 

 

貳、數概念發展的內涵 

 

    所謂數概念（number concepts），是指幼兒操作數詞、數字以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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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對象三者之間相互關係的心智能力（吳新華，民 81）。也是幼兒延

續嬰兒時期的數知覺，與環境互動下建構出來的數能力。 

    如先前所述，在嬰兒天生的數知覺裡隱含著某些限制與潛力，在

透過後天不斷地「數」操作過程，幼兒可結合先天的數知覺與後天習

得的概念和技巧對「數」做特別的解讀，並建構屬於自己的「數概念」，

進而穩定純熟地處理數的問題。而這一連串數學能力的建構是漸進式

的，就像對較小數目（1,2,3,4）的數量與大小之間的理解，必須經由

不斷地操作熟練再結合其他技巧，才能形成對較大數目的量與大小處

理能力，而這些概念能力正是日後學習正式數學的基礎。 

    從文獻中發現，三或四歲以後，大部分的幼兒已具有非正式之數

概念與技巧，而這種非正式數學能力不只是單純利用知覺來判斷，幼

兒大都能透過唱數（abstract counting）、計數（counting）、基數

（cardinality）與辨別大小的序數（ordinarily）概念，來表現其數概念，

謹探討如後: 

一、唱數 

    唱數是指在沒有物品呈現下，說出一串習慣性的數字順序，通常

唱數被稱為「背誦計數」（rote counting），為幼兒最早學習唱數的方式。

幼兒唱數最初可能只是無意義的口頭吟唱，但是經過重複吟唱，觀察

模仿成人或同儕，幼兒會努力建構唱數的規則（Fuson ＆ Hall, 1983）， 

所謂數列的發展也將建立起來。 

    國外學者對唱數的結構有三種不同的看法，Ginsburg（1977）認

為美國幼兒從 1數到 12（one, two, three, four, five,…  ten, eleven, 

twelve）之前的數字因為沒有規則可言，所以必須依賴背誦的方式將

數字記住，而從 13（thirteen, fourteen,… ）以後的數字開始有一定的結

構方式，如由十進位的發現與運用，幼兒便能計數到 100。Greeno, R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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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elmen（1981）認為唱數時並沒有採任何的結構化，只是依照背誦

的數順序來建立聯結所說的數字。Siegler和 Robinson（1982）認為 1

到 20之前的數字所運用的是背誦的數順序，而 20以後的數字則將十

進位的原則運用在唱數上。 

    實際上，幼兒唱數在其掌握數名的順序之後，便能逐漸習得規則，

然後學習更大、更多的數。但是，在其學習數列的過程中，會呈現數

列運用上的錯誤，國內學者吳貞祥（民 61）就曾以四、五歲幼兒為樣

本，在「順述數詞」的研究中發現：幼兒唱數能力的發展是跳階段式

的而非緩遞進行，他們皆能數到 10以上，四歲組幼兒在反應過程中會

有跳躍、重複現象，而且大都發生在尾數為 9的數字上。吳氏認為這

與教育方式有關，因為一般家庭或幼稚園練習數數字時常以 30、40

或 100為範圍，再則，幼兒對十進位無法理解，於記憶力有限的情形

下，光靠記憶去背誦因而容易產生重複跳躍的情況。 

    林亮宜和張欣戊（民 73）則以三歲到五歲幼兒為對象，把幼兒「數

數字」的結果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終止數字在 10以內的，是靠背誦或

「下一個」的聯結方式；第二類是可以數超過 10，但終止數在 100以

下的；第三類是數超過 100的；第二類與第三類皆能察覺運用數字的

十進位結構原則，而第三類超過 100以後唱數的歷程與數 11到 100

的歷程類似，唯一不同的是幼兒必須學會 0的使用才能從 101數到

109，而 110以後則是十進位的重覆運用。 

二、計數 

    所謂計數（counting），根據 Fuson和 Hall（1983）的定義：計數

是將數字依序指派到可數的物體上，在每次正確的計數過程中，每一

個可數之物僅與一個數字連結在一起，數字與可數之物的配對是要藉

著「指定」活動來完成。所以數物實際上包含三組對應，「數字與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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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指物動作與物體」以及「數字與物體」三者之間的配對。 

計數是一種較為複雜的技巧，要能正確計數必須統合許多原則，

Gelman與 Gallistel（1978）曾經研究三歲到五歲幼兒計數的過程，發

現計數活動的表現有以下五項原則： 

（一）順序固定原則（stable principle）：數任何數時個人的數法是一

定的，有可能並不是正確的順序（如：1,2,3,4,5,7,9,11）， 在每

次計數時皆採如此的順序，有自己一致性的說法。 

（二）一對一原則（one-one principle）：計數時每個物體都必須被標上

一個數字名稱，而且只有一個數字名稱。 

（三）基數原則（cardinal principle）：在一個集合中，數到最後一個物

體的數字名稱剛好是此集合的數量。 

（四）抽象原則（abstraction principle）：能定義一個集合「只要是可

分開」的都可以數，且把可以被集中在一起的東西形成一個集

合。 

（五）順序無關原則（order irrelevance principle）：指在計數時的先後

順序不會影響計數結果。 

Baroody和 Ginsburg（1982）認為，計數必須協調兩種附屬的技

巧：一是集合中的每一個項目只給一個數字稱呼；一是知道哪些項目

已經數過哪些項目還未數過，如此才可以減少可能產生的三種錯誤：

序列觀念的錯誤、區隔錯誤（未將「數過的」與「未數過」做區隔）、

配對錯誤（在協調上未能將數列與記錄的過程作配對）。再則，計數是

給予一個計量值，用以區別集合的大小，所以必須知道所使用的順序

數列中的每一個元素都不能一樣，如：知道一個集合中不能以（1, 2, 3, 

4, 4）來標示，所以必須遵守唯一原則（1, 2, 3, 4, 5）（Baroody ＆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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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在觀察幼兒計數時常發現重複與略過的現象，這表示幼兒尚未

具有將物體按照順序排列的邏輯性，在其心智上缺乏物體排列的心像

圖能力。簡楚瑛（民 82）認為計數除了應包含 Gelman與 Gallistel（1978）

所提五項原則之外還要加上「不重複、不遺漏」原則。研究者以為，

幼兒計數能力完熟須符應 Gelman與 Gallistel的五大計數原則，若幼

兒應合一對一原則，則無遺漏可能，也無重複計數問題才是。  

三、基數的概念 

    基數又稱計量數，係指關於一個集合中包含有多少個元素，並以

一個數字來描述此集合的總數。幼兒在計數方時，將最後一個數目字

做為這集合的數目，Schaeffer, Eggleston和 Scott（1974）將此稱為「基

數法則（cardinality rule）」，Gelman與 Gallistel（1978）則稱為「基數

規則（cardinal principle）」，但均指同樣的基數概念。 

幼兒對於基數的獲得並非是全有或全無的過程，Fuson 與 Hall

（1983）在「有多少（How many？)」的問題中，提及幼兒對基數理

解的兩個層次：(一)末字規則（last-word rule）：它是「制式的」回應

在計數順序最後一個數字，而不會去注意這個數字是否反映這組基數， 

例如：幼兒計數時可能因數列的錯誤，而產生兩個重複的數字 1, 2, 3, 

3，因此 3為此組集合之基數；(二)基數的完全理解（full understanding 

of cardinality）：幼兒知道用最後一個數字來代表這組物體的總數。 

但是 Bermejo 和 Lago（1990）認為基數概念的發展過程應該還有

其他層次的劃分，他們於是將基數分為六個層次： 

（一）無法理解：幼兒無法理解基數的意義，只能以隨機回答的方式

回答一個數。 

（二）部分計數－基數的參照（partially count-cardinal reference）：給

一個「有順序的數字（1,2,3）」但並沒有參照被計數之物，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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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並沒有指物的動作甚至眼睛也不看。 

（三）完全計數－基數的參照（full count-cardinal reference）：會利用

手指點向每一個被計數的物體，但無法以最終的數字回答「有

多少？」的問題，當被重複提問時會再數算一次來回答。 

（四）末字規則（last-word rule）：則和 Fuson與 Hall（1983）的描述

一樣，回應在計數順序最後一個數字。 

（五）部分基數回應（a partial cardinal response）：在計數順序中以最

大的數字為基數。 

（六）實際的基數回應（a true cardinal response）：能依序指向被計數

物並會用最後計數的數字回答正確的總數。 

Bermejo（1996）的研究發現幼兒對較小數的集合，會使用目視的

策略來獲得基數。在幼兒還未習得計數技巧之前，常使用數知覺做基

數的判斷，計數並不是基數概念的必要條件，它與「數知覺」、「速視」、

「一對一對應的具體數算」都是為了完成基數概念的一個「工具」或

「手段」。也可以說計數是一個過程而基數概念的建立則是一個結果。 

有關基數與計數之間關係的探討，Schaeffer等人（1974）認為基

數能力的獲得，需要經過計數與速視兩個過程。Wilknson（1984）也

提出計數與基數之間是高度相關的，其如同數能力發展的早期和後

期，只是計數能力發生在先，而基數能力的獲得在後；Frye, Braisby, 

Lowe, Maroundas 與 Nicholl（1989）的研究即發現：在「次序無關的

測試」（irrelevant order tasks）中有較多的幼童能成功察覺正確的計數，

而能正確完成基數的判斷者則較少，可見計數能力的獲得應先於基數

概念。 

四、辨別大小的序數概念 

    辨別大小的序數概念係指兩組以上基數之間的比較關係，可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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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較大小」的概念，其關係有三種型式「相等」、「大於」或「小

於」。 

如前述，嬰兒已能知覺集合數量大小不同。再透過實際的知覺經

驗，逐漸瞭解相對大小的概念。Wagner和 Walters（1982）認為大約

在兩歲左右，幼兒開始學習用口語表達來自實際經驗的數學關係。他

們會用「相同」、「不同」及「很多」來分辨兩個集合（ Baroody, 1987 ）。 

通常幼兒判斷兩組基數的大小，常用的方法有視覺上相似、外表

一對一的方法、以及數物法（陳李綢，民 88）。在視覺的判斷上，如

直覺較大的集合通常所覆蓋較廣的面積或長度，當三歲大未上過學的

幼兒被要求在兩個集合中挑選最大的一個時，他們不須計算即可很快

完成而且幾乎都可以分辨出集合的大小，並以「較多」來形容大集合

（Ginsburg ＆ Baroody, 1983）。在皮亞傑數的保留概念實驗中，兩個

相等的數目因排列的方式改變，如長度拉長或面積緊縮，常導致幼兒

因此種知覺的暗示而迷失，這也驗證了知覺判斷在發展上的限制。但

是，此方法卻是幼兒最初判斷大小的方式。 

幼兒利用視覺來做判斷，是早期數知覺的表現（Fuson ＆ Hall, 

1983）。不過，當幼兒發現視覺線索無法完全正確時，會學習採用配對

或計數的方法，來比較兩組集合的數量。幼兒先學會計數一組集合的

數目後，再以此計數策略運用在兩組集合的比較上。或利用一對一的

對應方式來比較兩集合的大小。 

在幼兒數大小概念的發展中手指的計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幼

兒數著他們的手指頭時，會發現手指的數目會愈數愈多。於是，他們

知道二比一還要多一，三比二還要多一，以此類推（Baroody, 1987）。

因此，幼兒可從小集合與手指頭的計數經驗中，學到適用於判斷「相

同數目」、「不同數目」，及「較多數目」的基礎法則。有了這些精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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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基礎之判斷，可讓幼兒不再依賴視覺上的線索來進行數的大小比較。 

根據 Gelman和 Gallistel（1978）的研究指出：幼兒在獲得計數能

力之後才會運用一對一對應（兩個集合之間的對應）的策略。Russac

（1978）認為在兩組基數的比較關係上，計數比一對一對應容易，而

且計數比一對一對應的使用率高。在利用數物來判斷大小時，幼兒必

須了解數算後相同的數字代表相同的數量，並且必須有基數的概念，

就如前所說的知道計數的最後一個數字為其總數的概念。當幼兒已經

熟練這些適用於單一集合的計數觀念以後，就可以利用計數技巧來做

大集合之間的比較。 

 

參、簡易數的計算  

 

數的計算是建立於幼兒對數知覺更複雜的理解與操作，藉由數概

念中基數概念與計數技巧的獲得，來解決加減的問題，若幼兒數計算

能力較弱則可能是因為數知覺的概念不足（Butterworth, 2005）。通常

幼兒會利用可數算的具體物來幫助思考，並使用計數的策略以達成簡

易數的計算。 

一、加法  

在非正規的加法中，幼兒起初會藉助實體的東西來算出總數。幼

兒最常使用的實體物是手指，他們利用十隻手指來加總到 10。而加法

的運算是漸進的，從 Baroody（1987）的具體加法，可以了解幼兒運

用實體物與「手指模式」建構加法的方式。在過程中幼兒先數出代表

第一個被加數的具體事物（伸出同等數目的手指頭代表第一個加數），

再數出代表第二個加數的具體事物（伸出同等數目的手指頭代表第二

個加數），最後再計數所有的具體事物（數數看總共有幾根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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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總數。 

運用手指的過程中幼兒將對計數逐漸熟練，並自行歸納出某些規

則，也開始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算術關係。熟練計數技巧後幼兒很快就

能利用心理數線的心算方式來解決 N+1和 N-1的問題。當幼兒能熟練

計數技巧時，便能掌握 N之後是什麼數，自然能用內心的數序來回答。

但是在 1+N的題目上則似乎較為困難，因為幼兒不能了解「N+1」等

同於「1+N」。學習兩數相加若能利用較大數往上數的方式，而不必考

慮被加數和加數的順序，則此法則可以使幼兒學會各種 M+N的題目，

因為幼兒可把加法視為兩個集合的結合，並領會到被加數或加數的順

序不同並不會影響到加法的結果（Baroody, 1987； Resnick, 1983）。 

對於學前幼兒是如何計算一位數的加法？Groen和 Parkman

（1972）曾以 M+N的問題，並以反應時間為依變項提出五種模式： 

（一）兩數皆數（count both）先將被加數一個一個數，再繼續數到第

二個加數數完。如:3加 5個時，幼兒會先一個一個地將 3數完

（如：1,2,3），再一個一個地將 5數完（如：4,5,6,7,8），最後

得到總數為 8。 

（二）從第一個數往上數（count from first）從第一個被加數開始遞加

第二個加數。如:3加 5個時，幼兒不會考慮加數的大小，從 3

開始一個一個將 5數完（如：4,5,6,7,8），最後得到總數為 8。 

（三）從第二個數往上數（count from second）從第二個加數開始遞加

第一個被加數。如:3加 5，幼兒不會考慮加數的大小，從 5開

始一個一個將 3數完（如：6,7,8），最後得到總數為 8。 

（四）最小模式數法（count from minimum）從二數中最小的一數開

始加。如:不論是 3加 5或 5加 3，幼兒會考慮加數的大小，即

從最小的 3開始一個一個將 5數完，最後得到總數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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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大模式數法（count from maximum）從二數中最大的一數開

始加。如: 不論是 3加 5或 5加 3，幼兒會考慮加數的大小，

即從最大的 5開始一個一個將 3數完，最後得到總數為 8。 

    此研究結果顯示，「最大模式數法」在五種假設模式中為最快速、

最有效的計算策略。 

其他學者 Butterworth（1999）、Capenter與 Moser（1982）均認為，

在加法上所運用的計數策略是數算所有的東西（counting all），幼兒先

將兩組東西合起來，從第一組第一個數到第二組的最後一個。幼兒會

發現較為快速的方式是往上繼續計數，他們不再從第一組的第一件數

起，而是從第一組的總數再接第二組第一件數到最後（counting on from 

first），到了五歲左右，更進步的策略是從數目較大的那組總數遞加到

數目較少的那一組（counting on from larger ）。而這三個策略雖有層次

之分，但是幼兒會視問題的不同而交替使用（Butterworth, 2005）。香

港學者（成子娟、 陳鉗?、劉李婉玲、伍瑞顏和胡婉姍， 2001）研

究五、六歲左右的幼兒計算能力發現，在一位數的加法時採用終止數

策略來計算，如 5加 2時，以 2為終止數，往上數 6（1），7（2），以

手指數算並從大數往上加的方式來獲得答案，此與國外其他學者的研

究結果相同。 

二、減法 

在非正規的減法中，幼兒為解決減法問題時，仍會以實物為操作

對象，最常見的策略是將東西「取走」，再數算剩下的物件（Capenter  

＆ Moser, 1982）。而有些像 N-1形式的問題，幼兒會以心算的方式倒

數，只要知道「N的前一個數字」就可以知道答案，這也是利用倒數

的策略（Resnick, 1983）。但是當幼兒遇到減數不是 1的情形下，他們

仍會運用此策略，利用手指記錄回數幾個數，尤其在一位數減法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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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倒數的策略來計算（成子娟等人， 2001）。  

這種倒數比非正規心算的加法困難許多，因為倒數要比順數困

難，須一邊數一邊記錄數到那兒（記錄減數），確實比加法複雜（Baroody, 

1984）。當某些減數逐漸變大時，幼兒仍會以這種倒數的策略來解決，

之後他們也會發明以順著數的變通方式來計算減法（Woods, Resnick 

＆ Groen, 1975）。如利用「看不見的加數」來做運算（Capenter ＆ 

Moser, 1982）。這個方法是從「減數」開始順著數，一直數到「被減數」

為止，同時一邊記錄減數之後數了幾個數，所記錄的數則為答案。如:8

減 2時，從 3（1），4（2），5（3），6（4），7（5），8（6），所以答案

是〝6〞，所以當被減數與減數很接近的時候順著數可以減少記錄的過

程。 

 

第二節 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內容 
 

    在日常生活中，四、五歲的幼兒會與環境互動而習得數學能力，

而且不論社會階層、種族與文化，還是西方社會、非洲文盲幼兒，皆

能具有此基本數算、加法、心算等技能（Ginsburg, Posner ＆ Russell, 

1981）。這些非在正式學校中習得的基本數概念與技巧，甚至是與生俱

來的原始數知覺，稱為非正式數學能力。因為正式數學能力是指學校

中所教導的系統數知能，包括數字符號概念、數字的讀寫、加減乘除

運算原則、十進位與位值概念等（Ginsburg ＆ Baroody, 1990）。 

    許多學者皆同意非正式數學能力的存在，也提出非正式數學所涵

蓋的內容，但是在內容分類上卻不盡相同。Ginsburg與 Baroody （1983, 

1990）所提出的非正式數學能力內容包括「唱數與合理性數算」、「相

對大小和數線」、「基數的概念」、「簡易之加減計算」及「心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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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楚瑛（民 82）則認為非正式數學的能力包括「唱數」、「計數」、「基

數」、「數列」及「序數」；黃惠禪（民 92）提出序數概念與數量概念

的建立可能有所衝突，並未將其納入非正式數學能力的範圍中，而「唱

數與合理性數算」和「唱數」、「計數」、「基數」的內容相同；且「相

對大小」、「數線」和「數列」有關，因此，綜合學者看法其非正式數

學能力的內容包含有「唱數」、「計數」、「基數的概念」、「數量表徵符

號」、「相對大小概念（含數的順序、數線）」、「簡易之加減計算」及「心

算」等。 

    本研究者以 Ginsburg與 Baroody（1990）之非正式數學能力內容

劃分為文獻探討依據。再加上正式數學能力中的「讀寫數字」項目。

審視幼兒數學能力發展之研究結果，依「唱數與計數」、「基數的概念」、

「相對大小和數線」、「簡易之加減計算」、「心算」與「讀寫數字」探

討如下:  

 

壹、 唱數與計數 

 

一、唱數 

    在唱數發展上，國外一些學者（Fuson ＆ Mierkiewicz , 1980 ; 

Fuson, Richards ＆ Briars, 1982）的報告指出：幼兒能說出數字順序的

平均長度，由三歲半至四歲為「13」；五歲半到六歲為「51」，但是每

一個年齡層的情形有所不同。從四歲半至六歲的幼兒所說出的數序，

顯示他們已經能理解 10、20、30等以外兩位數是遵照個位數的模式，

但是仍然未能解決「十位數」的問題。Gelman, Merk和 Merkin（1986）

的研究也指出，四歲大的幼兒可從 1數至 39，並不表示幼兒了解計數

原則及數的概念。Bell和 Burns（1981）曾發現，五歲的幼兒有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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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確數至 30，四分之一能數到 30至 70之間，四分之ㄧ能數到 196

到 201之間。 

    國內有關數字能力的研究，吳貞祥在北投區，以 342個四到六歲

幼兒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在唱數方面有 40﹪的四歲幼兒能數 1至 10； 

有 70﹪的五歲幼兒能數 1至 10；幼兒年齡愈大唱數能力愈好（吳貞祥，

民 79）。簡淑真（民 79）在花東地區對平地幼稚園大班幼兒所做的研

究，發現幼兒平均可以唱數至 70以上，而原住民幼兒則在 11至 69

之間。許惠欣（民 84）的測試發現，85﹪的大班幼兒能唱數由一至一

百。而陳俞君、陳英娥、陳品華、楊筱明與曹純瓊等人（民 92）的研

究結果，以通過率 75﹪為其標準，大班幼兒能唱數至 50，中班幼兒能

唱數至 20，小班能唱數至 10。國內其他研究發現，有 61.1﹪的中班幼

兒能唱到 30，有 88.9﹪能唱到 20，100﹪能唱到 10（陳英娥、李逸嬋、

陳怡君、曾秀環，民 93）。。 

     Rea和 Reys（1970）的研究顯示美國 90﹪五至六歲的幼兒能回

答一系列數字的後面接什麼數字，但大部分幼兒則無法回答某數字的

「前後」各是什麼數字。許惠欣（民 87）也發現大部分四歲幼兒不知

道如何進行數字接龍遊戲，並常犯四種錯誤類型的自創式數名方法，

如 29之後接二十十、29之後接 20、69之後接 40或 69之後接 90。 

二、計數 

    Schaeffer等人（1974）認為幼兒大約在三歲五個月時即能掌握計

數的歷程，如能統合數名順序與可數物。Rea和 Reys（1970）的研究

亦發現，美國五至六歲幼兒有 75﹪會數十個實物；50﹪會數十五個實

物。我國幼稚園大班的五歲幼兒有 98.75﹪能正確地數算十以內的物

體，85﹪能正確地數算二十以內的物體（許惠欣，民 87）。  

Fuson, Richards及 Biars等人（1982）曾研究數列發展的五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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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字串層次（string level）：剛開始數字對其而言只是一串順口的

詞，數字之間是整體不可以分開的。 

（二）不可分的字串層次（unbreakable chain level）：數字具有物體的

概念，但仍需從一開始數，數字間是不可以分開的，無法從中

間開始。 

（三）可分的字串層次（breakable chain level）：可從數列中任何一個

數開始數起，如從 a數到 b也可以從 b倒數至 a。 

（四）可數的字串層次（numerable chain level）：數字可以單獨從數列

中抽取出來，並且從數數中同時知道數了幾個。 

（五）雙向的字串層次（bidirectional chain level）：很快的從任何數往

前、往後數，並任意改變方向（陳李綢，民 88）。 

中國北京有 76.4﹪之五歲四個月幼兒會由十倒數至一，有 7.2﹪

之五歲幼兒會由二十倒數至一（Ou, 1990）。我國幼稚園大班的五歲

幼兒會由十倒數至一者有 100﹪，但會由二十倒數至一者只佔 77.5

﹪（許惠欣，民 84）。陳俞君等人（民 92）的研究顯示，有 78.8﹪

的中班幼兒會做 10以內的倒數；有 75﹪中班的幼兒可以數算 30個

以內的物品。 

 

貳、 基數的概念 

 

    Saxe（1979）認為在計數順序中的數字與所數對象間的關係所成

的集合之「基數性」也稱為「對應關係的漸近總和」。例如，在一個數

目為 8的集合中，數字 5即代表了在數前五個對象之「五個對應關係

的總和」。每一個年齡的幼兒其獲得基數概念的過程有所不同。幼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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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兩歲大時，已經注意到數東西是給一個計數過程，它可以用來回

答有多少的問題。通常三、四歲幼兒在同一個集合中，當前後兩次計

數不同時，比較不會注意到不一致的計數結果，而五歲的幼兒會因不

一致的答案而重數一次，所以，五歲幼兒已具有基數的概念（Fuson ＆ 

Mierkiewicz, 1980）；Schaeffer等人（1974）也認為幼兒大約在四歲兩

個月時，能以一對一之對應關係了解二組等量，而基數原則獲得大約

也在四歲兩個月；Ginsburg和 Russell（1981）的研究發現，平均年齡

四歲八個月時，不管哪個階層（社經地位）的幼兒都能展現出對基數

概念的理解。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幼兒基數概念的獲得大約在四、五歲左右。 

Brannon和 Walle（2001）的研究顯示，2-3歲的幼兒已經具備數的分

辨能力，並擁有 6以下的基數概念。而國內研究顯示有 100﹪的中班

幼兒（平均年齡 59.3個月）能說出 10以內的物品有幾個（陳俞君等

人，民 92）。顯示不同時期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與最近的研究相較，

幼兒獲得基數概念年齡有提早的現象。 

 

參、相對大小與數線 

 

Braoody（1987）認為數量多少和數字大小的比較，需要四種能力

的統整，如唱數、計數、基數和序數等四種能力，因此，數的比較涉

及對數量的瞭解。幼兒利用計數與基數的關係來比較兩個集合的大小， 

Fuson, Secada與 Hall（1983）研究四歲半到五歲半幼兒，在誘導他們

以數算的方法來比較兩集合大小，有 69﹪的幼兒答對；而未運用數算

法來比較的幼兒則只有 14﹪答對。Saxe（1979）也指出過半數四到五

歲的幼兒和所有有六歲的幼兒都會用數算來比較大小（陳李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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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Schaeffer 等人（1974）的研究顯示，幼兒大約在二至二歲半間

會發展「比 N多」之概念；三歲半時能以視覺判斷 5以內兩者間的大

小（如 4比 2大）。Mix（2001）的研究發現，幼兒數量相等的發展約

始於 3-4歲。 

漸漸地，幼兒會發覺數的大小與數的順序是有關的，而較高的數

字是與較大的數連結在一起（Wagner ＆ Walters, 1982）。大約四歲時

會意識到較後出現的數字比較前出現的數目字為多。大部分幼兒在

五、六歲時，已經建構出一套的數字表徵，稱之為「心理數字線」，就

是每個數字與數線所對應的位置，具有計數與比較的功能。如：四或

五歲時幼兒知道口說數字「6」比「2」大，漸長幼兒將這種基本的多

的概念發展為數線時，幼兒知道「8」與「10」的距離比「2」與「8」

的距離近（Resnick, 1983； Siegler ＆ Robinson, 1982）。 

幼兒除了能利用心理數線的來解決比較大小的問題外，對於簡單

的加減法問題，如 N+1和 N-1也可以用心算來解決，也就是往前順數

一個數字或往後倒數一個數字即是答案，而且往前數其對應的數愈來

愈大；往後數其對應的數愈來愈小。 

 

肆、 簡易之加減計算 

 

運用計數策略是幼兒計算加減時最為普遍的方式，幼兒可以利用

手指、嘴唇運動與點頭等動作來輔助「count all」、「count on」與「count 

down」的策略來計算（成子娟等人，2001；Geary, 1994）。 

根據國外學者（Baroody, 1987； Gelman ＆ Gallistel, 1978; 

Ginsburg, 1989； Groen ＆ Parkman, 1972； Groen ＆ Resnick, 1977； 

Starkey ＆ Gelman, 1982）的研究顯示，幼兒在每日生活情境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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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據原來的直覺與計數策略解決算數問題。約四歲左右，幼兒已經

知道如何求兩組東西的總合。 

在香港成子娟等人（2001）曾研究五、六歲幼兒的計算能力，顯

示有 95﹪的幼兒通過十以內的加法運算，88﹪的幼兒通過十以內的減

法，甚至有 83﹪的幼兒通過一位數進位加法。中國北京有 54﹪之四歲

六個月大幼兒與 80.4﹪之五歲一個月大幼兒，會做十以內之數字加減

（Ou, 1990）。陳俞君等人（民 92）觀察中班幼兒以數算方式來解決加

減問題，發現有 27.8﹪的幼兒能做 20以內的（合成與分解）加減；有

33.4﹪的幼兒能做 10與 5以內的加減。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幼兒對

於加法的操作是優於減法的操作。 

 

伍、 心算 

 

心算是一種非正式數學之計算能力，幼兒不需要依賴具體實物，

而可以用心象表徵算數的能力。也就是不藉由手指的操弄，直接在腦

中進行加減運算（黃惠禪，民 92）。 

心算的技能是一種非正式的技能，普遍存在於各種族與各年齡中， 

甚至未受過教育的兒童亦皆有此技能（Ginsburg, Posner ＆ Russell, 

1981）。從相關研究發現心算的使用是在於具體加法之後，Siegler與 

Shrager（1984）提及幼兒有四種基本運算策略，一是以手指計數，用

手指對應具體物並數手指頭來計算；二是仍用手指頭代表具體物，但

是不會出現口語數算的聲音，三是用嘴巴點算，並會移動嘴唇顯示進

行數算；四是從長期記憶中提取運算的答案。而第四種策略即與心算

相同，其不需藉由任何具體物來協助數算就可以獲得答案。Baroody

（1984）認為幼兒的心算技能會因為其經常的操作而熟練。所以，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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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經常作數計算的練習，建立某些數字的連結而留下運算答案

(arithmetic fact)儲存於記憶，當問題出現時即可從記憶中取出答案。如

當幼兒遇到 3加 5的問題時，幼兒會直接從記憶中取出答案 8。 

幼童在四、五歲即具有心算的能力。但國外對心算研究大都以國

小以上的學童為對象，並主要以記憶（memory）及心智之運作為來探

討心算的研究方向。同時，研究顯示大約七歲左右學童能開始成熟地

使用心算（Brainerd ＆ Reyna, 1988； Butterworth, 2005）。 

國內學者許惠欣（民 84）亦曾以幼稚園大班幼兒為對象進行加法

心算其研究結果顯示，有 82.5﹪的幼兒會十以內之加法心算；而減法

心算則只有 37.5﹪幼兒答對。 

 

陸、 讀寫數字   

 

    當幼兒對數的概念與數的運算有初步理解後，幼兒必須能指認數

字符號並能有意義的連結，而後學習書寫文字，才能在數學上有所進

展。 

    Rea和 Reys（1971）的研究顯示美國有 75﹪以上五至六歲的幼兒

會辨認一位阿拉伯數字，但大多數無法辨認二位數阿拉伯數字。

Brenner（1989）研究顯示五歲半幼兒已能辨讀阿拉伯數字 0至 10。中

國北京有 95﹪三歲二個月幼兒會讀十個阿拉伯數字，有 72.4﹪四歲八

個月幼兒會寫阿拉伯數字 1至 10（Ou, 1990）。我國有 100﹪幼稚園大

班的五歲幼兒會讀寫一位數阿拉伯數字，有 98.5﹪會正確讀寫二位數

阿拉伯數字（許惠欣，民 84）。張玲芬、郭津榕和朱宜芬（民 92）亦

發現國內中班四歲幼兒均能由字卡中認出 1-9的阿拉伯數字。綜合以

上研究可知，四、五歲幼兒能學習 1-9的一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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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1998）和 Jones（1981）曾經研究 3-7歲的兒童，結果發

現兒童有四種類型的數量符號表微型態： 

（一）特殊的（idiosyncratic）反應：類似幼兒塗鴉沒有任何符號     

   與數量之間概念的。 

（二）繪畫的（pictographic）反應：以利用繪畫來表示物體所畫的 

   圖已經融合物體形狀、顏色等，如畫三塊積木或畫三個人來表 

   現。 

（三）形象的（iconic）反應：使用一對一的關係來表現數量，以更 

   簡要的記號如圈圈、正字來記錄。 

（四）符號的（symbolic）反應：為系統化的數字符號，能書寫正確 

   的阿拉伯數字來表現數量。 

國內學者蔡亞倫（民 90）依據以上述四種反應型態，發現國內大班幼

兒多使用繪畫與形象的反應。 

國外的相似研究亦發現指出學前兒童對數量的表徵，多使用特殊

及形象的反應來表示（Jones, 1981）。大陸學者（Zhou ＆ Wang, 

2004）， 也以 61位高低社經地位各半的四歲幼兒為對象，進行書寫數

字能力的研究，顯示有 14.8﹪的四歲幼兒處於特殊的反應等級，34.4

﹪的幼兒處於繪畫的反應等級，11.5﹪的幼兒處於形象的反應等級，

有 39.3﹪處於符號的反應。 

 
第三節 家庭因素對數學成就的影響 

 

幼兒年紀愈小其依賴家庭及成員的照顧便愈多。尤其對四、五歲

未上過學的幼兒來說，家庭應是幼兒第一個接觸也是影響幼兒最深切

的環境（Bronfenbrenner, 1979, 1989）。Rogoff（1990）指出幼兒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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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與重要他人或認知程度較高的成人互動，逐漸了解世界的運作方

式；在數學學習上家庭是否也佔有重要的地位？Caddell（1998）認為

家庭是早期數學經驗最早發生的地點，而家庭是影響幼兒學習的重要

環境；國內研究已發現家庭因素是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諸多因素之

一，甚至也影響學生數學成就（楊延光等人，民 82；魏麗敏，民 83）。 

    家庭因素本身是一個複雜向度，通常學者以「家庭環境」來統整

家庭因素。賴保禎（民 86）曾將家庭環境分為靜態環境與動態環境，

前者是指家庭的一般狀況、子女的教育設施及家庭文化狀況；而後者

包括家庭的一般氣氛及父母關心。王怡云（民 84）將家庭環境分為父

母教養態度、親子依附關係、父母的參與居家環境的安排。也有學者

將家庭環境區分為物理環境（含居家空間、家庭佈置與建築），心理或

人際環境（含家庭成員間的行為或人際間的結構）兩因素（張高賓，

民 87）。石培欣（民 88）則將家庭環境分為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教養態度、親子關係、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心、子女的教育設施、

家庭氣氛、家中子女數、家庭文化狀況及居家環境的安排等。 

    所以儘管使用詞彙相異（家庭因素或家庭環境），但均以家庭的物

理環境與心理環境有關，研究者以為「家庭因素」較能表現本研究的

內涵。因此，擷取家庭因素，分由：「家庭背景」、「家庭環境」與「親

子數學活動」，來瞭解家庭因素對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影響。 

 

壹、家庭背景因素的相關研究 

 

  在此節中，研究者試著以家庭因素分別與學業成就之間關係做一

個彙整。在家庭背景的分類上以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為主，以下分別

呈現相關研究。 



 31 

一、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可以劃分為單親家庭、小家庭、折衷家庭以及大家庭，

而家庭結構穩定或完整與否，會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研究顯示：單

親（破碎）家庭對子女的學業表現有不利影響，其子女學業成績較差，

而且年紀越小差異越明顯（劉明松和張韶霞，民 90）。  

不同的家庭結構類型，通常也影響著子女的學業成就。一般而言，

小家庭中子女數較少，父母給予子女的照顧與學習的協助較好，而子

女在學業成就上表現較好。林生傳（民 64）的研究就顯示在控制社經

地位的條件下，家庭的大小與學童的學業成就有關，小家庭因其結構

簡單組成份子少，親子之間較為密切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或抱負水準較

高，導致子女的成就動機較高，大家庭則反之。Blake（1989）曾探討

家庭大小、父母的資源與學業成就表現之間的關係，其結果顯示子女

數愈多愈不易教養，子女數愈少父母投入的時間與資源發現相對增加， 

而手足人數的增加會使個人在學校的學業表現成就下降。  

所以，不同的家庭結構父母對其子女投入的時間與資源會有所差

異，通常折衷家庭或小家庭因結構簡單組成分子少，父母對家庭成員

的照顧完善與全面，而親子的關係也較為親密，通常父母對子女的期

望或抱負水準也較高，而子女的學業成就便愈高（林生傳，民 64）。 

二、家庭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在背景變項中，常以父母教育程度與職業做為依據（林

義男，民 77；馬信行，民 74； 陳建州，民 89）。高社經地位的家庭

擁有較高經濟優勢，因為所佔社會階級不同，所能提供與運用的資源

亦有差異，當資源用於子女教育上，其子女獲得教育的利益也不相同，

而在學業成就的表現也會有差異。陳建州（民 89）的研究發現：來自

不同階級的孩童，在學習的起點有明顯的高低差別，這樣的差別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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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學校教育數年之後，在學業成就差異依然顯著。而此研究中以「家

長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學業成就之影響最為重要，從一年級到六年

級皆如此；而「家長職業階層」為低階勞工者，對其子女學業成就有

顯著不利現象。謝孟穎（民 90）以台北縣國小學生家長為樣本進行調

查，發現社經地位（以家長的教育程度、職業類別與居住區域為指標）

與學生成就有密切相關，由於家長的社經背景的差異導致不同的教育

價值觀，進而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最後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 

    所以，不同的社經地位提供幼兒不一樣的經驗，出生於低社經地

位家庭的子女在學校學業表現，似乎與出生於較好社經地位家庭的子

女相比，有「相對較差」的表現。國內學者王玉屏（民 70）、吳武典

和周天賜（民 69）、林生傳（民 64）、黃富順（民 62）及謝季宏（民

62）皆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子女其智力與學業成就較高。吳素援

（民 92）曾以家庭背景（家庭的收入、父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

文化資本與財物資本，對國小學童數理成就的影響研究，其結果顯示，

家庭背景直接影響文化資本與財物資本而間接影響數理成就。所以，

社經地位似乎對孩童的學業成就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但是，林清江

（民 70）亦指出父母本身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偏低，如果對子女教育

多加以關懷，其子女仍有較佳的學業表現。而國內學者以家庭因素作

為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研究則尚未發現。  

    國外學者 Hughes（1998）發現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幼兒，在數

概念發展上與一般幼兒有顯著不同，甚至會有一歲左右的發展落後現

象。Jordan, Huttenlocher和 Levine（1992）的研究顯示，在口語計算

任務中，中層階級家庭收入的幼兒得分高於低層階級家庭收入幼兒的

分數。 

 



 33 

貳、家庭環境因素的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對家庭環境的分類的看法（王怡云，民 84；石培欣，民

88；張高賓，民 87；陳江水，民 92；賴保禎，民 86），可以歸納為: 一、

有關環境資源與學習刺激（如：居家空間與建築、家庭佈置、家庭的

教育設施、文化狀況），與本研究的家庭環境量表分項「物理環境」、「玩

具遊戲與閱讀物」、「語言刺激」、「學習行為刺激」、「多變化性的刺激」

等有關；二、父母教養態度（如：家庭氣氛、父母教養、親子間互動），

與本研究家庭環境量表分項「榮耀情感和溫暖」、「模範及社會化的鼓

勵」、「身體懲罰少」等有關。所以，家庭環境所涵蓋的範圍有環境資

源、學習刺激與父母教養態度，以下將以此做相關文獻探討。 

一、環境資源 

    豐富的環境刺激是可以提昇幼兒的認知能力，在一九六Ο年代美

國黑人的民權運動興起之際，聯邦政府原以為將黑人子女送至白人學

校就讀，即可以改善黑人子女的教育問題，但是成績並未獲得改善。

後來又推動「從頭開始方案」（Head Start Program），雖然這些黑人子

女在一年級的表現進步了，但是為時不久。其後的「續接方案」，以指

導父母安排家庭環境和教育子女的方法，結果成效良好（賴清標，民

81）。所以安排豐富教育環境，提供學習的刺激，對子女的學業成就影

響很大，這是不爭的事實。 

  楊延光等人（民 82）進一步分析影響數學成就的研究指出，兒童

本身的閱讀與認知能力會影響數學成就。而類似的研究亦發現，語言

理解能力較差、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弱者，其數學成就亦較低（張慧

敏，民 82）。曹琇玲（民 89）在一份針對原住民高低學業成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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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發現，高學業成就者較低學業成就者，擁有較多的學習資源，其中

包括個人書桌、電腦、課外讀物、測驗卷、學習才藝及課外補習的機

會。陳正昌（民 83）的研究顯示，家庭內教育資源與國小學生學業成

就之間有正相關，尤其在學業成就上有 29.5﹪的解釋量。 

  魏麗敏（民 83）曾以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對象，探討家庭因素

與情緒困擾對國語、數學成就與生活適應之間的關係，其重要發現有：

家庭環境較佳的兒童之憂鬱較低，但焦慮較高，而其國語與數學成就

較佳。王秀槐（民 73）的研究指出：預測學業成績的最佳變項依次為

家庭環境、家庭文化設施與學生的學業成就關係密切。 

所以，父母安排豐富的學習環境（提供玩具、積木、紙張⋯），是

有助於認知能力的發展外，若增加幼兒對物件的認識、辨別、分類與

對應操弄的機會，對增進幼兒數學能力也有相當的幫助。 

二、學習刺激 

一個充滿刺激學習的環境，對幼兒學業成有預測的效果。在

Doorninck等人（1981）的研究裡，訪視了 50個一歲大低社經地位的

嬰兒家庭，並用家庭量表來區分這些環境高刺激性（家庭量表的得分

高）或低刺激性（家庭量表的得分低），五至九年後再追蹤這些孩子的

標準成就，結果發現嬰幼兒一歲大時的家庭環境，可預測其幾年後的

兒童的學業成就；有三分之二來自高刺激性家庭的兒童，在學校表現

非常好，而有 70﹪來自低刺激性家庭的兒童在學校表現很差（Shaffer, 

1994/1996)。 

國內有些學者以「家庭環境量表」為工具，發現，「語言刺激」、「玩

具、遊戲及閱讀物」與比西量表所測的智商有顯著相關，其相關性隨

著年齡增加而加大（李秋月、胡崇元、蕭文勝和徐澄清，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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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素援（民 92）研究顯示文化資本對學童數理成就影響最大，父

母會將自己所擁有的資源以文化形式（如參觀科博館、天文館、海洋

館、圖書館、）投入子女的學習歷程，而親子間的互動、共同閱讀方

式都能有效提升數理方面的學習成效。 

  學習刺激與環境資源最大的不同在於靜態與動態的差別，前者屬

於動態且積極提供而後者屬於靜態的陳列。父母對幼兒的語言刺激、

學習行為刺激以及透過參訪活動，都可以透過這些靜態的環境資源來

增加學習的刺激。 

三、教養態度 

    家庭中的成員（尤其是主要照顧者－父母）對其幼兒學習成就有

重要的影響，父母親對能力與努力所持的信念，是影響兒童學業成就

的重要因素。Mcgillicaddy-Delisi（1982）認為父母親對子女發展的信

念、教育信念，是預測教養方式最有效的因素，其預測力且強於社經

地位。Eccles（1983）認為父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會透過角色示範及

親子互動溝通的途徑，將價值觀、期望傳達給子女，進而影響他們的

自我概念與成就表現。Young-Loveridge（1989）的研究也指出幼兒的

數學成就與母親對數學重要性的信念有關，數學成就高的幼兒，他們

的母親在訪談時認為數學的學習是重要的。 

國內學者（陳俞君、陳品華、楊詠斯、王碧淳和謝淑芬，民 93）

曾探討家長對早期數概念學習及教導的信念，以高雄縣市五所幼兒園

30位大、中、小班幼兒的家長進行訪談，發現不管幼兒年齡大小，家

長在家裡均提供幼兒多元的數與運算經驗，而且家長信念與幼兒的數

概念家庭經驗似乎有關聯存在。黃幸美（民 81）亦認為，父母的教育

信念對於子女的自我學習信念的影響力強於老師。 

父母親本身的教育態度、與父母親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情形對學



 36 

業成就皆有密切關係。蘇建文（民 65）曾研究高、低學業成就學生心

目中的父母教養態度，所得資料顯示：高學業成就生所知覺到的父母

教養態度傾向於愛護與鼓勵；低學業成就生所知覺到的父母教養態度

傾向於拒絕、忽視與懲罰。而劉明松與張韶霞（民 90）也有相似的研

究結果，「親子關係良好」的子女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較「親子關係

疏遠」佳，民主開放的教育態度是有利於子女學業成就的表現，而且

愈低年級差異性愈顯著。 

父母在教養上的著力，一直是學者們熱切討論的話題，用教養來

增進幼兒的學習成就，也是一般父母的期待。在不同的教養方式下子

女的學習態度和成就會如何改變呢？在國外相關文獻（Parker, 1984； 

Feldman ＆ Wentzel , 1990）發現：父母親教養類型關係著父子與母子

的互動模式，確實會對兒童的學與認知產生影響。Tocci和 Engelhard

（1991）認為父母對孩子的數學能力反應或數學態度，對子女的數學

成就有直接影響，因為父母的支持與及鼓勵直接對子女的價值體系產

生影響，得到父母親支持的子女通常會有較佳的數學態度和成就。

Dusek（1987）也發現學業成就困難與父母管教態度上的敵意與拒絕

有關。所以，在家庭物質環境的安排外，父母的教養態度亦是影響學

習的重要關鍵。 

 

參、親子數學活動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在美國掀起教育改革的熱潮，在數學與科學教育的研究

中，Stevenson等人在跨國研究發現：中日兩國父母親對孩童教育，均

持有較高的教育期望，母親經常扮演推動的角色，對教育的投入程度

也相對增高；美國母親對兒童教育成就的滿意度高於中日兒童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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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認為能力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家庭作業、教育投入的

程度遠不如中日兩國（Stevenson et al., 1990）。在國內楊延光等人（民

82）曾分析「與數學成就有關因素之十年追蹤研究」結果，數學成就

是受多層面的因素所影響。他們在曾在一九八Ο年的「兒童閱讀的跨

國研究」（CNSCR），調查台北市一年級 240名學生，並於一九九Ο年

再追蹤並獲得資料 139名青年為研究對象，其重要結果顯示，家長參

與學生課業學習程度為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的國家對子女教育方式亦有不同，國外開放式的教育作風，

與國內的教育方式有不同，在上述的研究中也發現父母對教育直接參

與是肯定。但是，參與方式對於幼兒在數學上的學習也顯得特別重要，

國外對於父母無法有效參與時，父母可以經由教育方案的學習，也就

是從教育方案的介入，來增進幼兒學習數學的成就表現。像 Sear和

Medearis（1992）的自然的數學方案（Natural Math Project）裡以 140

個本土美國人與非裔美國人父母，在家與他們的子女從事數學活動和

遊戲。其結果顯示：這些被提供工具與建議的父母，會主動且有較高

興趣幫助他們的子女，子女也有較高的施測分數。 

另外，在 Neitzey（1992）以父母自我陳述與十二週的親子教育課

程，來評估父母參與幼稚園子女的在家學習，在課程結束之後所做的

測驗顯示，其子女的數學和語文的測試分數雖然沒有進步，但訓練父

母去選擇適合孩子的在家活動卻是成功的。 

父母的關心與參與，會改變孩子的學習成就。Ginsburg和 Bronstein

（1993）認為，父母若鼓勵孩子去引發學習動機，以支持的態度，則

孩子普遍會有好的學業成就表現。Bruner（1986）與 Leino（1990）認

為父母親是藉由日常生活及常規中的直接教導與監督，中介了幼兒早

期數學學習的經驗及環境。所以，子女的學業成就與父母之參與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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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高度關係。有些研究更支持直接教導對幼兒學習數學的影響（邵

淑華，民 85；蔡文標，民 91；謝方蕙，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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