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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四歲幼兒數學能力、家庭環境與家庭中親子數學

活動的現況；檢視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展之家庭因素，並期望此研究

可以提供具體建議，做為從事幼兒教育的教師或父母參考。本章共分

為兩節，第一節針對研究結果做一綜合說明與討論；第二節則對未來

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是以 60位大台北地區四歲（未滿五歲）幼兒為研究對象，

並在未上過幼稚園之的條件限制下，透過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數學能力

施測與家庭訪視，研究結果綜合如下： 

 

壹、 四歲幼兒數學能力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發現四歲幼兒在唱數方面有 71.7﹪幼兒都可以唱數 30以

內。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比較，比吳貞祥（民 79）在北投區的研究，40

﹪的四歲幼兒能數 1至 10還要好，但與國外 Gelman, Merk和 Merkin

（1986）的研究四歲大的幼兒可從 1數至 39，和陳俞君等人（民 92）

研究結果，中班幼兒能唱到 30的幼兒有 61.1﹪，其結果較為相近。 

許惠欣（民 87）發現有較多四歲幼兒不知道如何進行數字接龍，在本

研究中有 40﹪幼兒通過 10以內數字接龍，所以在數字接龍有不錯的

表現，亦說明數字接龍能力明顯比唱數能力發展慢。在倒數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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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幼兒會 10以內的倒數，有 13.3﹪幼兒會 20以內的倒數，施測結

果比中國北京之五歲幼兒 7.2﹪之五歲幼兒會由二十倒數至一的能力

好（Ou, 1990），在跳數方面，只有 35﹪的幼兒會以 10的倍數跳數。 

基數概念方面，有 80﹪以上的幼兒能手指點數 10以內的物體，

這比美國 Rea和 Reys（1970）研究發現五至六歲幼兒有 75﹪會數十

個實物在年齡上較早，相似於國內學者許惠欣（民 87）幼稚園大班幼

兒有 98.75﹪能正確地數算九、十個具體物的研究結果。 

    相對大小方面，有 98.3﹪的幼兒能對 10以內做大小判斷，但是只

有 50.3﹪通過對 10以內之前後數字大小的判斷所以對鄰近數字的判

斷上仍有困難。 

在簡易加減計算中，只測出幼兒加法能力。國外學者們（Groen ＆ 

Parkman, 1972； Groen ＆ Resnick, 1977； Gelman ＆ Gallistel, 1978； 

Starkey ＆ Gelman, 1982； Baroody, 1987； Ginsburg, 1989），認為四

歲左右幼兒已經知道如何求兩組東西的總合。在本研究中幼兒對加法

問題的回應有 71.7﹪的幼兒會回直接將兩邊的物品相加，但是改變加

法問題讓幼兒操作時，則只有 51.7﹪的幼兒通過，幼兒似乎不太瞭解

加法的意涵。 

    在加法心算方面，幼兒對於 10以內的加法心算，有 35﹪通過 

與中國北京有 54﹪之四歲六個月大的幼兒，會十以內之數字加減（Ou, 

1990）能力相對較差。而心算能力的發展也在計算能力之後。 

    讀寫數字方面，有 85﹪的幼兒會讀個位數字，有 51.7﹪的幼兒會

讀十幾的阿拉伯數字；在寫數字部分，有 45﹪的幼兒會寫個位數字，

在二位數的讀與寫對幼兒是相當困難，這與美國學者 Rea 和 Reys

（1971）研究相似，而中國北京在寫數字的能力優於本研究的四歲幼

兒（Ou, 1990），這可能與受試者皆未上過幼稚園及父母要求幼兒寫字



 87 

的機會有關，一般學校教育有較多讀寫的機會，亦會造成在讀寫能力

上的差異。 

    在本研究中四歲幼兒的數學能力，大都侷限於數字 10 以內的操

作，有七成以上的幼兒，能正確掌握 10以內的唱數與計數；而對 10

以內的數字接龍與前後數字大小的判斷，則只有半數的幼兒通過；而

在簡易加減計算中似乎無法理解減法的意涵，只能通過加法計算與更

少的幼兒通過加法心算。加法心算對幼兒似乎造成思考上的障礙，因

為在無法看到實物的情境下，大部分幼兒都難以通過加法心算的問

題。這與 Piaget認知觀點相同，在四歲到七歲左右的幼兒正值直覺思

考期，其思維方式尚未完全達到合理地步，容易受知覺集中的限制，

而注意於事物的單一向度或層面，忽略事物的其他向或層面，導致對

問題的錯誤解釋（張春興，民 86）。 

    在加法計算，有七成以上的幼兒通過加法計算，接近計數與其數

概念通過率，這似乎與計數能力的發展是相關的，也就是幼兒會利用

計數的技巧，來數算物體的總和以解決加法的問題。這與 Schaeffer等

人（1974）與 Wilknson（1984）看法相同，就是計數是幼兒建立基數

概念的基礎，也就是說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計數能力發展在先基數

能力發展在後。 

 

貳、四歲幼兒家庭所提供的環境現狀 

 

    在家庭環境量表中在「語言刺激」、「學習行為的刺激」、「物

理環境」與「身體懲罰少」四個分項的分數最高，從訪談觀察的記錄

整理發現，父母在「語言刺激」與「學習行為的刺激」方面，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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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提供圖（字）卡、玩具或布偶，讓幼兒學習物品名稱與字母，並且

有較多正向情感的語言。在「學習行為的刺激」方面，父母常以身邊

的物品、書籍及電視，來教導子女認識顏色、空間關係、數字與國字

等。 

    從「身體懲罰少」的得分上，反映父母處理子女的情緒問題時，

讓幼兒明白犯錯的原因，在屢勸不聽才會以懲罰的方式解決。在研究

中亦發現父母對獨生子女在「身體懲罰少」的得分很高，也就是說父

母對他們身體懲罰的機會很少。父母亦會受性別刻版印象的影響對男

生有較大的容忍而減少被處罰的機會，而女生愛哭與拗脾氣常造成父

母處罰的導火線。所以，父母在獨生子女的教養上勿過於溺愛，不管

女生男生要有一致的要求原則。 

    在「物理環境」方面，大部分父母對室內整體的設計，皆能考慮

到安全性與舒適性，但是，樓梯間、遊玩空間與周邊環境則潛藏危險

之疑慮。對於有幾位低社經家庭幼兒，其生活環境確實有較差的現象，

尤其位在特種營業場所內，對幼兒日常生活會有相當的影響。 

    「模範及社會化鼓勵」這一項的得分明顯低其他項目，父母對於

電視的使用、子女與家人間的用餐、禮貌等常以自由放任方式處理，

而較少缺乏提供正面的楷模學習。父母是否應該把握子女在成長過程

中學習的機會，在開放中要把握原則性，提供正向的典範或以身教來

示範。 

    「家庭結構」與「社經地位」的不同，會影響父母在家庭環境的

安排，尤其在小家庭與高社經家庭對子女投入較多的資源，這與吳素

援（民 92）、陳建州（民 89）、謝孟穎（民 90）的研究相同。此次觀

察訪談中也發現，小家庭與高社經家庭所提供的玩具遊戲與閱讀物數

量與類別較多，尤其在高社經家庭通常在居住的品質與學習刺激都比



 89 

低社經家庭佳。 

    有些低社經家庭父母對幼兒教育的無奈，父母曾提到教育費用過

高與幼兒之間的親子教育問題。低社經家庭除有經濟壓力外，面對幼

兒教育問題處理仍感匱乏。陳建州（民 89）曾發現，來自不同階級的

幼兒，在學習的起點有明顯的高低差別，雖然接受學校教育數年之後，

學業成就亦存在顯著差異。所以，在高社經地位的家庭能提供較豐富

的家庭環境，對於幼兒在學習成就上也所助益。然而，低社經家庭的

幼兒教育是否能藉由學校教育來改善弱勢起點，是值得學校幼稚園教

師協助。 

 

參、家庭中親子數學活動的現狀 

 

四歲幼兒家庭中親子數學活動，顯示大部分的父母與幼兒之間的

數學活動是以數數的活動為主，而較少數學符號與測量的相關學習活

動。父母會善用具體物與食物讓幼兒練習數的操作，亦會提供玩具與

讀物學習進行有關幾何空間概念的學習，而且親子間是的數學活動是

於溫馨的氣氛下進行。 

分析親子活動調查表發現，家庭中的親子數學活動是為中上的頻

率， 進一步檢視家庭背景與親子數學活動的關係發現，不同家庭背景

因素（家庭結構與社經地位）與親子數學活動無顯著差異，表示親子

間的數學活動不因家庭結構與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別，大部分父母

是相當重視並經常與幼兒進行數學活動，親子之間的數學活動是傾向

於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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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庭因素對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相關性探討 

 

    家庭因素本身就是個多向度的複雜因素，而幼兒數學能力的獲得

亦受很多方面的影響，為符合家庭因素的適切性與完整性，本研究以

未就學過的幼兒為對象，以排除學校教育的影響，再檢測家庭背景、

家庭環境與親子數學活動等三個家庭因素，與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相

關性。 

一、社經地位與幼兒數學能力發展有關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背景中的家庭結構不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

展，但是，社經地位則會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這與國內學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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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研究相似，皆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

子女其智力與學業成就較高，而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幼兒其數學能力表

現較低社經地位家庭好。 

二、家庭環境的教育資源會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 

在家庭環境因素中有兩個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變項，為「玩具遊

戲與閱讀物」與「學習行為的刺激」。在一些有關學習成就的研究中

（Doorninck et al., 1981；李秋月等人，民 88；陳正昌，民 83）也有相

似的發現，父母安排豐富的環境，其子女在智能與學習成就上皆有較

佳的表現。所以，家庭環境內的教育資源除有助於認知能力的發展外，

亦會增進數學能力的發展。 

三、提供學習刺激能增進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 

    家庭的社經地位會對幼兒數學能力發展造成相當的影響，然而，

研究中清楚顯示，社經地位亦透過家庭環境中的玩具遊戲與閱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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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家庭所提供的學習刺激（如玩具遊戲

與閱讀物）遠比社經地位的影響還直接。最近研究亦相同的發現，家

庭背景會直接影響文化資本與財物資本而間接影響數理成就（吳素

援，民 92）。 

所以，父母提供較為豐富的學習環境，讓幼兒接觸多樣化學習刺

激的機會，是有助於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也就是說父母若能提供豐

富的學習資源，仍有機會彌補幼兒在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弱勢，提升幼

兒在數學上的能力發展。 

四、直接式數教導對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親子數學活動中的「直接式的數教導」與幼兒數學能

力之間有顯著相關。父母以「直接式」的數教導的互動方式，其子女

數學能力有較好的表現。 

    在家訪時，有位數學能力優異的幼兒，其父親曾談到他們父子間

的數學活動常以大富翁的遊戲做為互動的方式，由遊戲中擲骰子的過

程來認識數概念（如：點數與格子的對應、前進、後退⋯），進而做數

的運算（如：兩個骰子的點數的結合）。由於遊戲是有趣、有規則（有

具體明確的步驟），並在不斷的重複操作下，幼兒對數有更深的認識。 

國內有些研究顯示，直接教學法是可以提升學習困難學童的學習成效

（邵淑華，民 85；蔡文標，民 91；謝芳蕙，民 90；鍾志從、盧明、

陳鳳卿、李彥霖和黃惠禪，民 93）。而在本研究亦發現以「直接式」

的數教導介入四歲幼兒的的數學學習，同樣具有較好的學習成效。 

    雖然，社經地位透過家庭中的親子數學活動（直接式的數教導），

而間接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然而，父母以直接的數學教導方式，

比社經地位更能直接影響於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林清江（民 70）的

研究亦說明，雖然父母本身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偏低，若能對子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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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多加關懷，其子女仍有較佳的學業表現。所以，父母參與對於幼兒

數學能力的提升是肯定的，若能以直接的方式教導子女從事數學學習

則是最有效的。 

  而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家庭因素有四個重要變項，社經地

位、玩具遊戲與閱讀物、學習行為刺激、直接式的數教導等。當研究

者摒除社經地位的影響，再探討其他三個變項與數學能力發展的關

係，則發現有三條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路徑。一、玩具遊戲與閱

讀物會透過「直接式的數教導」間接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二、

玩具遊戲與閱讀物亦會透過「學習行為刺激」與「直接式的數教導」

間接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展；三、「直接式的數教導」會影響幼兒數學

能力的發展。 

    從上述的路徑中，各變項皆透過「直接式的數教導」而間接影響

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所以，「直接式的數教導」在幼兒數學能力發展

上是扮演著重要且積極的角色。 

   

    這些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家庭因素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雖然，

社經地位對幼兒數學能力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家庭環境與親子數學

活動更會直接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發展。所以，父母必須重視提供豐富

的教育資源，讓幼兒有機會接觸生活中多樣的學習刺激，更可以直接

式的數教導與幼兒建立有效的學習方式，以簡單、明確的操作建立數

概念。生活中無處不數學，應把握與幼兒認識數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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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對幼兒教育相關人員的建議 

 

    幼兒在大班之前，父母較注重於認知性的學習，尤其是在「語言

刺激」與「學習行為的刺激」的安排上非常豐富，但是，卻缺乏對社

會化的楷模學習，提供積極而正向的學習機會。所以，當幼兒入學後，

教師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以解決幼兒與人相處的能力，並提供正向人

際關係的楷模學習，讓幼兒在知識性學習與社會化的成長並重。 

    社經地位的不同不僅造成家庭環境的差異，甚至影響幼兒在數學

能力上的表現，教師應注意班上幼兒在家的情況，提供父母在教育子

女上的協助，利用幼兒在園時間多予關心與輔導。 

    教師對於幼兒本身的非正式數學能力表現應予以重視，從研究中

發現，四歲幼兒階段數的發展主要是以 10以內的操作為主，在加減教

學中不應只有具體物操作，更要幫助幼兒理解加減的問題情境。研究

中也發現，直接式的數教導對幼兒數學能力有非常顯著的影響。所以，

教師應把握以具體、明確的直接式教導協助幼兒發展數學能力。  

 

貳、對父母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在眾多家庭因素中，「直接式的數教導」是影響幼兒數

學能力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父母應該重視家庭中親子互動的機

會與方式，以直接的方式與幼兒進行數學活動。而其他家庭因素「玩

具遊戲與閱讀物」與「學習行為的刺激」同樣影響幼兒數學能力的發

展，所以，父母在家庭環境的安排上若能提供多樣的玩具或遊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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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顏色、大小、形狀、空間、數字等，以及提供適合幼兒閱讀的書

籍，並且鼓勵幼兒自由發揮、操作精細動作的機會，將有助於幼兒數

學能力的發展。 

    社經地位對家庭環境與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具有雙重的影響，處

於低社經地位弱勢的家庭，應多利用學校或圖書館等公共資源來充實

家庭環境的不足，或是參與相關單位舉辦有關親職教養的研習活動，

汲取有關教養子女的資訊。 

    父母應該把握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學習的機會，讓子女在社會化過

程有正向的典範以身教來替代口頭教誨與訓誡。 

 

參、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的人力、時間、有限資源，因此在取樣方面

只選擇大台北地區之公立幼稚園與托兒所，並以未就學過之四歲幼兒

為受試樣本，故在研究推論有其限制，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 

一、可增加、選擇不同地區的受試樣本，以完整呈現四歲幼兒家庭環 

    境及數學發展現狀。 

二、有關家庭方面的研究，對於需進入家庭作觀察訪談時，一定要有 

    家長信任的人（如學校老師、家長）做為聯繫，以方便取樣。  

三、直接式的數教導對四歲幼兒數學能力發展有顯著影響，是否此影 

    響亦能預測日後數學能力，可以做進一步探討。 

四、對有志於研究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研究者，未來可用自編的研究 

    工具，對幼兒的非正式與正式數學能力兩個分項進行資料收集， 

    如此將更能釐清正式與非正式數學能力發展的內涵，並藉此深入 

    探究其相關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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