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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一年級學童的社會行為、體型、學業成就、

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現況，也探究他們在幼兒園時的同儕社會地位情

形，再分別檢測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性別、家庭社

經地位與小一學童社會行為的關聯。 

    本研究以 127位就讀臺北市公立國小的一年級學童為對象，這些

學童幼兒園大班時曾接受同儕社會地位測量，一年級時再由班級教師

提供受試學童的性別、學業成就、身高及體重資料，並填寫「國小一

年級學童社會行為量表」，家長提供受試學童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

資料。經由 SPSS 22.0的資料分析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 女生的正向社會行為表現高於男生(遵守規範、合群合作、利社

會)，男生的負向社會行為表現高於女生(攻擊)。 

二、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表現有顯著關聯。 

（一） 在幼兒曾受爭議或被拒絕的學童表現較多的攻擊行為。 

（二） 在幼兒園曾受歡迎的學童表現較多遵守規範、合群合作、

獨立與利社會行為。 

三、 體型與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沒有顯著關聯。 

四、 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表現較多的負向社會行為（退縮），學業成

就中上的學童表現較多的正向社會行為（遵守規範、合群合作、

獨立）。 

五、 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學童比家庭社經高的學童表現較多的負向社

會行為，尤其是退縮行為;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學童比家庭社經地位

低的學童表現較多的獨立行為。 

 

關鍵詞：國小一年級、社會行為、體型、學業成就、同儕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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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body type, academic achievement, 

gend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in kindergarten. Also 

explored th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status, body type, academic 

achievement, gend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The subjects were 127 first-grade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They had 

“sociometric techniques” in kindergarten. The first-grade teacher wrote 

“Social Behavior Scale of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and provided students’ 

gender, academic achievement, height, and weight. Parents provided their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he girls’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scores were better than boys. The 

boys’ negative social behavior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girls. 

b.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status in kindergarten and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c. The poor academic achievement students had much more negative 

social behavior. The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students had much 

more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type and social 

behavior. 

e. The low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had much more negative 

social behavior than the high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The 

high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had much more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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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than the low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tudents. 

Keywords: academic achievement, body type, first-grade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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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內容在闡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與名詞的界定。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節介紹研究動機；第二節說明

研究目的；第三節則界定研究問題；第四節陳述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臺灣的師資培育系統中，學生可以同時修習幼教學程與國小學

程。也就是說，未來學生完成實習且通過教師檢定考試，就可以選擇

當幼兒園教師，亦或是成為國小教師。 

因為研究者修習幼教學程與國小學程，有機會接觸到幼兒園與國

小的兒童。兩個學習階段的兒童差別很大，幼兒園是幼兒離開家庭踏

入團體生活的第一個階段，不論是認知、生理、社會行為都有很大的

發展變化。而國小階段除了學習內容變多變複雜之外，童年時期的同

儕社會互動對他們未來發展亦有重大的影響（Howes & Phillipsen, 1998；

Kupermidt & Coie, 1990）。 

研究者於民國 98年 7月到 99年 1月（2009年 7月～2010年 1月）

在臺北市公立國小附設幼稚園進行大五的實習，而接著於 99 年 2 月到

100 年 8 月，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在臺北市的公立國小代課。這些經歷

讓研究者有機會接觸到兩個學習階段的兒童，研究者發現國小低年級

的學童跟幼兒有些相同，也有些相異之處。在幼兒園裡，同儕就是玩

伴，和同儕相處互動佔了幼兒在學校絕大部分的時間。在國小裡，剛

從幼兒園進到一年級的新生們，他們要面對的是規律的上下課時間、

既定的課程、新的朋友、更多的規範，與幼兒園截然不同的生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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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開始體會到自己已經長大了，跟幼兒園不一樣，也開始建立自己的

小團體、交友的小圈子。讓研究者好奇，從幼兒園到小學一年級的學

童的同儕關係，是否對他們的行為表現有所影響。 

研究者發現對小學一年級的學童而言，雖然上學多了這麼多規則

與限制，但是有朋友在身邊，他們對上學就多了一份期待與希望。「朋

友」的存在對這時期的孩子相當重要！人類是共同生活的動物，從出

生到死亡，人們都無法脫離族群單獨生活。身為團體中的一份子，就

需要和團體中的成員建立關係。而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就是一種社會

能力（詹棟樑，1994）。社會能力發展較好的學童，能表現出適當的社

會行為，在小學生活中也才能適應良好。 

研究者於碩一修課時，課程中對幼兒園幼兒進行照片式社會測量

法，測量其社會地位，過程中發現幼兒對於自己喜歡不喜歡的同儕表

現十分明確，還可以說出為什麼喜歡或為什麼不喜歡對方，讓人不禁

好奇，這樣的結果如果一路追蹤到國小，會有怎樣的影響或改變呢？ 

Pellegrini 和 Glickman（1990）指出幼兒的人際互動技巧會隨著發

展轉化成其他能力，其社會能力可以正確的預測他們未來的社會發展

與學業成就。Ladd 和 Profilet（1996）亦建議，若能從童年時期就加強

幼兒的社會能力，那麼幼兒就能夠在未來建立長期穩定的社會適應性，

也能增進其認知發展。換句話說，如果幼兒在幼兒園時社會能力很好，

將能該預期他當了小學生，也同樣具備很好的人際關係。 

孫扶志（2005）指出國小與幼兒園最大的差別就是開始「打分數」，

國小生的學習評量多為總結性認知的紙筆測驗為主，學業成就開始成

為一個家長、老師、學童都關注的要項。Wentzel 和 Asher（1995）研

究發現人際關係良好的兒童學業成就較佳、智商也較高，被排斥的兒

童學業成績則較低落。學業成就值得探究是否成為學童選擇朋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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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動的一項標準？ 

Sigelman、Miller 和 Whitorth（1986）就發現中胚型（天生的健美

型，有良好身材比例特徵）的人最受到同儕歡迎，而內胚型（天生的

肥胖型，特徵為體型豐滿圓大）的人最不受到歡迎，甚至被排斥。周

玉真（1992）認為過胖的體型對學童的心理造成壓力，並影響其自我

概念與社會發展，可見體型的胖瘦也可能是影響學童社會發展的一個

因素。 

陳怡君（2007）以 328 名台北市大班的幼兒為對象，其研究發現

同儕社會地位的類別會影響幼兒的社會能力，被忽略、受爭議組的幼

兒與受歡迎組幼兒相較，社會能力明顯較差，被忽略、受爭議組的幼

兒較容易表現負向的社會行為，研究亦發現性別、家庭社經地位與社

會能力有顯著相關。吳宗浩（2010）也提到幼兒的社會能力受到氣質、

家庭社經背景、父母的社交技巧、性別會影響同儕社會地位。可見同

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能力有相關，且兒童的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也是影

響社會行為的相關因素。 

如果國小一年級的老師，剛接觸到一批新入學的學生，班級經營

如何著手？如果能夠清楚會影響學童社會行為的有關的因素，就能夠

很快的瞭解整個班級學生的人際互動網絡，對於可能成為弱勢的學童，

也能給予最適合的幫助！ 

國內外研究，較少後續的探討，本研究研究的目的從性別、家庭

社經地位、體型、學業成就、幼兒園的同儕關係去做探討，想瞭解幼

兒進入小學後之社會行為發展，了解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相關的

因素，也提供相關學校、單位、家長做為教學或班級經營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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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的相

關因素，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與社

會行為狀況。 

二、瞭解受試學童的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分布狀況。 

三、探討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社會行為的關聯。 

四、探討受試學童小一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五、探討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目前社會行為的關聯。 

六、探討性別、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受試學童社會行為之差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與社會行

為狀況如何？ 

1-1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狀況如何？ 

1-2 受試學童小一的體型狀況如何？ 

1-3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狀況如何？ 

1-4 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狀況如何？ 

二、受試學童的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分布狀況如何？ 

2-1 受試學童的性別分布狀況如何？ 

2-2 受試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分布狀況如何？ 

三、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社會行為的關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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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的攻擊行為是否有顯 

著關聯？ 

3-2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的退縮行為是否有顯 

著關聯？ 

3-3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的遵守規範行為是否 

有顯著關聯？ 

3-4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的合群合作行為是否 

有顯著關聯？ 

3-5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的獨立行為是否有顯 

著關聯？ 

3-6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的利社會行為是否有 

顯著關聯？ 

四、受試學童小一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如何？ 

4-1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與攻擊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4-2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與退縮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4-3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與遵守規範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4-4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與合群合作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4-5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與獨立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4-6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與目前的利社會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五、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目前社會行為的關聯如何？ 

5-1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攻擊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5-2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退縮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5-3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遵守規範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5-4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合群合作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5-5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獨立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6 

5-6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利社會行為是否有顯著關聯？ 

六、性別、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受試學童社會行為之差異如何？ 

6-1 受試學童的性別不同，社會行為是否不同？ 

6-2 受試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社會行為是否不同？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國小一年級學童 

國小一年級學童簡稱小一學童是指年滿六足歲未滿七歲的學童，

其年齡計算方式是 9 月 2 日至翌年 9 月 1 日止，例如 100 學年度，入

學年齡是由 93 年 9 月 2 日至 94 年 9 月 1 日止出生的學童（臺北市政

府，2012）。本研究所指的國小一年級學童，是指 2012 年 9 月入學者，

101 學年度正就讀於臺北市區公立國小一年級的學生，年齡六足歲至七

歲就讀普通班級，這些學童均發展正常，不包含情緒障礙、發展遲緩、

自閉症、腦性麻痺、資賦優異提早入學等特殊生。 

二、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 

同儕社會地位是指孩童在群體中與成員間的關係及地位（吳武典，

1978）。本研究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是指受試學童於幼兒園大班時所

測得的社會地位資料，採用照片式社交計量法，將班上所有幼兒的照

片讓受試者挑選，讓受試者挑選最喜歡的一、二、三名，及最不喜歡

的一、二、三名幼兒的照片，在將其結果讓紀錄者紀錄下來，最後統

計出每位幼兒受歡迎及不受歡迎的次數，進行 SPSS 22.0 的檢定，結果

按照 Coie 和 Dodge（1988）的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標準做分析，其分類

標準分成下列五種類型。 

1.受歡迎：許多同儕都喜歡他，很少人討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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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拒絕：許多同儕都不喜歡他，很少人喜歡他。 

3.被忽視：無論喜歡或不喜歡都很少被提及。 

4.受爭議：許多同儕喜歡，但也不被很多同儕所喜愛。 

5.一般型：被提及喜歡與不喜歡的次數都接近平均值。 

三、體型 

體型是指人體的型態，主要指身體各部分之間的比例（教育部國

語辭典，1994）。本研究探討一年級學童體型是參考兒童身體質量指數

（BMI），所謂的身體質量指數，英文為 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

是一個計算值，會根據計算出的 BMI 值，將學童體型大致歸為四類，

分別為體重過輕、標準範圍、體重過重、肥胖（行政院衛生署，2002）。 

BMI 的定義如下：  

四、學業成就 

學業成就就是指學童在學校內經由一定的教材、課程，學習過後

獲得的知識與技能，以學校考試成績或學習測驗所得到的分數做為代

表（李宜芸，2009）。本研究之學業成就以受試學童於國小一年級上學

期的期末總成績做為判斷，分數越高表示學業成就越佳，反之，分數

越低表示學業成就越低。 

五、 社會行為 

社會行為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與人互動時所表現出的行為（張

春興，1989；Hurlock, 1978）。本研究中的社會行為是指學童在與他人

接觸互動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行為。本研究的社會行為是指國小一年

級學童在學校中的行為表現，由受試者的班級導師填寫「國小一年級

學童社會行為量表」。此量表為 Likert五點量表，量表的向度分為攻擊、

退縮、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利社會六大項，包含負向與正向

W=體重，單位：公斤（kg）; h＝身高，單位：公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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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行為，其分量表的得分越高代表該社會行為發生的頻率越高；反

之得分越低表示該社會行為頻率越低，各大項的內涵如下： 

1. 攻擊行為：傷害、干擾、影響他人的行為。 

2. 退縮行為：對於接觸新的人事物感到害怕或緊張。 

3. 遵守規範行為：在團體生活中，能夠遵循大環境的規則。 

4. 合群合作行為：樂於參與團體活動，並願意與人共完成某件事。 

5. 獨立行為：能自己做決定，照顧好自己生活瑣事（生活自裡）。 

6. 利社會行為：幫助、鼓勵、同理、安慰、同情、關懷、照顧他人， 

與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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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以國內外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

為的相關因素。全章共分五節，第一節澄清社會行為與社會能力的概

念；第二節探討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第三節探討體型與

社會行為的關聯；第四節探討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的關聯；第五節探

討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亦分別從社會、學業成就、

體型來論述與社會行為的關聯性。 

 

第一節  社會行為與社會能力的概念澄清 

 

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很多文獻資料對於「社會行為」、「社

會能力」的區隔模糊不清，甚至混合使用，故本節先將針對這二個概

念做澄清。 

 

壹、「行為」與「能力」的字面意義 

 

一、行為 

行為（behavior）根據牛津字典（1989）的解釋，行為是指人類與

其他動物的動作、行動方式，以及對環境與其他生物體或物體的反應，

這些行為可以預測和控制，在人類或其他群居動物的社會裡有一些行

為是負面的、不被接受的。韋氏字典（1969）將行為（behavior）解釋

為（一）任何一個有機體行動和刺激反應；（二）個人、團體或物種回

應其環境的方式。教育部國語辭典（1994）解釋行為（behavior）為基

於個人的意志而具體表現於外的舉止動作。歸納以上辭典對行為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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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行為有以下特色：（一）基於個人意志，對人、事、物、環境的反

應；（二）對社會或群體而言，可能是好的、正向的、可被接受的，亦

有可能是壞的、負面的、被排斥的。 

二、能力 

能力（competence）根據牛津字典（1989）的解釋為能做好一件事

的能力（the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well）。韋氏字典（1969）將能力

（competence）解釋為（一）一個自給自足和便利生活所需的必須方式；

（二）一種理解他人的話語和自我表達的知識。教育部國語辭典（1994）

解釋能力（competence）為（一）本領，平常儲藏在物體內部，一旦顯

著，即能發揮各種功效的物理力量；（二）一為個人目前實際具備的能

力，亦可經由學習或刺激而展現出的潛在能力。歸納以上辭典對能力

的解釋，能力有以下特色：（一）個體為了未來生活，所擁有的心理狀

態；（二）為了在未來生活中生存、獨立、便利生活的一項本領，可見

當個體擁有能力時，在生活中是一項優勢，是一個好的、正面的知識、

態度或技能。 

 

 綜合以上，「行為」對社會或群體可能被接受或被排斥，可將行為

分成正向或負向行為。「能力」對社會或群體而言是有益處、被接納的，

因為能力是個體為了未來的生活，所擁有的知識、態度或技能，這些

皆為正向的，所以兩者的概念所包含的範圍不同。 

 

貳、國內外學者對「社會能力」、「社會行為」的釋義與分類 

 

一、社會能力 

社會能力是一種適應能力，包含學業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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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應學校及團體生活之需求有關（Schaffer, 1978）。社會能力指個人

在社會中與他人相處互動、適應環境，以及能夠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

社會能力是人格特質的表現（Greenspan, 1981）。Putallaz 和 Gottman

（1981）認為社會能力的內涵是（一）整體表現是積極正面的；（二）

擁有解決衝突、正向溝通、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三）有正向的自我

知覺。簡淑真（1985）認為社會能力定義為表現人際關係行為和勝任

社會責任的程度。社會能力指能夠和他人維持成正向的關係的能力

（Rubin, Bukowski, & Parker, 1998）。鍾鳳嬌（1999）指出社會能力為

幼兒適應環境所需要的能力。Katz（2003）認為社會能力是指個體能

與他人進行和諧且滿意的互動。陳怡君（2007）對社會能力的定義為

能夠在與他人進行互動時達到個人的目的，並且維持正向關係的能力，

透過互動再進一步增加其社會能力。高德宣（2012）認為社會能力為

個人適應環境以及能與他人或是同儕良好相處的能力。綜合以上學者

之想法，將社會能力可歸納為（一）適應社會、適應團體生活的能力；

（二）與他人互動、相處的能力；（三）擁有社會能力可以表現出好的、

和諧的、正向的行為。可發現國內外的學者檢視社會能力時，都將重

點擺在「與他人互動」，互動中可產生「正向的效果」，使個體被社會、

群體所接納，呼應「能力」的意義，社會能力是一個正向的知識、態

度或技能。 

國內外的學者將「社會能力」的內涵分了幾大向度，Levine、Elzey

和 Lewis（1969）認為社會能力是適當表現出人際互動中的正向行為，

其加州學前兒童社會能力量表（California Preschool Social Competence 

Scale, CPSCS）將社會行為分成「工作能力」、「語言能力」、「主動性」、

「瞭解他人」、「禮貌」、「在陌生情境中的反應」，量表主要在評定幼兒

人格、適應性、人際互動等能力發展。簡淑真（1985）參考國內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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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考量國內外之文化差異，修改加州學前兒童社會能力量表，修改

後將社會能力分為以下六類，「工作能力」、「主動性」、「了解人己關係」、

「禮貌」、「陌生或公共場合之反應」、「語言能力」，評量 4～6 歲之幼

兒。鍾鳳嬌（1999）參考 Baumrind（1968）幼兒行為 Q 分量表，自編

「兒童社會能力量表」，將社會能力分成七類「工作取向特質」、「自主

性」、「領導取向特質」、「與別人相處的能力」、「行動取向特質」、「依

賴性」、「情緒開放性」，一共 72 題，適用於 2.5 歲～5.5 歲的幼兒。陳

若琳（2002）主張社會能力為幼兒適應幼兒園環境及與同儕良好相處

所表現出正向關係的行為能力，其針對國內幼兒而所編製的「臺灣幼

兒社會能力量表」，採 Likert 五點量表將社會能力分成「利他行為」、「合

群合作」、「互動行為」、「禮貌」、「獨立自主」五類，一共 43 題，評量

的重點為 3～6 歲幼兒人際互動的社會能力(陳若琳，2001)。研究者發

現以上檢測兒童社會能力之量表的分向度有以下相同之處（一）分量

表之內容都是可觀察的行為；（二）內容都有與「兒童氣質」有關的分

量，例如：愛發脾氣或容易被激怒、能接受別人的建議，修正自己的

行為或過錯。 

二、社會行為 

社會行為是指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與人互動時所表現出的行

為，有些行為可以被社會所接受，有些行為則會受到社會排斥，社會

行為的目的是從中學習合乎社會的一切觀念、態度與行為（張春興，

1989；Hurlock, 1978）。社會行為是指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學習社

會認可的、正向的觀念與行為，減少社會不認同的負向行為（Maccoby, 

1984）。游淑芬（1993）認為社會行為是個體與他人接觸或相處時所表

現的行為。劉奕樺（1996）研究中所指的社會行為是兒童與同儕互動

時所表現出之行為類型。陳幗眉和洪福財（2001）認為社會行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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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相互調適作用所產生的行為模式。個人與他人接觸互動的

過程中，所表現出正面的、負面的行為（Meisels, 1996；Merrell, 1994）。

歸納以上學者對於社會行為的定義內涵有三，（一）個體與他人的互動

所表現出的行為；（二）社會行為可分為正向的（被社會所接納）與負

向的（被社會所排斥）；（三）目的是為了學習合乎社會的觀念與行為。

可以發現國內外的學者檢視社會行為是在人與人互動時，都將重點擺

在「與他人互動時所表現的行為」，因為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最大

的目標就是適應社會，故將社會行為分為兩大類，分別是「被社會接

納」（正向行為）與「被社會排斥」（負向行為）。  

郭孝貞（1988）將幼兒的社會行為分成「獨立行為」、「依賴行為」、

「利他行為」、「攻擊行為」、「親和行為」、「反抗行為」六類，採教師

填寫之五點量表，評估 5～6 歲幼兒的社會行為。游淑芬（1993）將兒

童的社會行為分為六類，「攻擊」、「依賴」、「利他」、「獨立」、「利社會」、

「親和」共 49題，評量幼兒園大班～國小二年級兒童之社會行為情形。

戴禹心（2005）則改編游淑芬的「兒童社會行為量表」，減少 13 題「攻

擊」類別的題目，量表總題數變成 36 題，但是其六大分類不變。Merrell

（1994）將學前幼兒的社會行為分成「自我中心」、「注意力問題」、「反

社會與攻擊行為」、「退縮行為」、「焦慮」、「生理病痛」，評估 3～6 歲

幼兒的社會行為。趙麗華（2009）參考國內外學者的社會行為量表，

將社會行為分成「正向行為」、「問題行為」，其中「問題行為」又細分

為「內在」和「外在」，對象為 2～5 歲之學齡前幼兒。研究者發現以

上檢測兒童社會行為之量表有以下相同之處（一）量表的分類都分為

正向與負向行為；（二）內容都有與「兒童氣質」有關的分量，例如：

很安靜不主動說話；（三）分量中，負向行為（問題行為）明顯多於正

向行為，特別是趙麗華（2009）的量表，其中問題行為高達 42 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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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行為只有 26 題。 

 

小結 

綜合以上對於社會能力與社會行為之探討，社會能力與社會行為

最大的區別在於，社會能力是「正向」的，而社會行為則可分為「正

向」與「負向」兩種；兩者皆重視「與他人的互動」，且評量的方式都

是透過他人對個體的行為表現的評分來做判斷。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

那些表現負向社會行為的學童，是哪一些相關因素與它們有顯著關係。

故本研究將自編國小一年級學童的社會行為量表，調查學童在學校與

他人互動時的社會行為狀況。 

 

第二節  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同儕社會地位可以看出個人在團體中人際關係的情況，也可以看

出團體中對個人的喜惡，在幼兒的生活中互動最多者除了家人外，就

是學校的老師與同儕，幼兒同儕社會地位可以看出幼兒在學校中同儕

關係的類別，這些類別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幼兒未來進入國小呢？本節

從瞭解同儕社會地位的意義開始，探討社會地位對個人社會行為表現

的關聯。 

 

壹、同儕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同儕的意義 

幼兒從家庭進入學校，第一站就是幼兒園，幼兒進入團體生活開

始學習適應社會，除了家人和老師，同儕是幼兒接觸與互動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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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牛津辭典（1989）對同儕的解釋為和他人有相同年紀、地位或是

能力；韋氏辭典（1969）對同儕的解釋為和他人屬相等地位，且隸屬

於以年紀、等級或是地位為基礎的團體；Shaffer（2005）認為同儕是

具有相同地位的團體。歸納以上，同儕分成兩大界定方式：（一）同儕

是與個人年紀相仿的團體；（二）同儕是與個人地位相同或相仿的團體。

本研究的受試對象於幼兒園大班時進行同儕社會地位計量，其同儕是

指受試的幼兒園同班同學。 

二、同儕關係的重要性 

Alexander 和 Harlow（1965）發現同儕關係良好的人，大都友善、

善於交際，能夠克制攻擊性的負向行為，亦能學習社會標準並內化；

反之同儕關係較差的人或遭受同儕排斥的人，往後常有身心發展失調

的情形；而沒有或是很少與同儕接觸之人，未來發展也常有不利的狀

況出現。Soloman 和 Wahler（1973）也提出研究發現，當幼兒在互動

中與同儕有任何負面的社會行為出現，如果同儕因為這個負面行為而

拒絕與他玩時，則會使這個幼兒的負面行為繼續產生，而其他幼兒也

會對此負面行為給予正增強，使這個幼兒的負面行為增加，正面的行

為則相對減少。由此可見，同儕對於學童的行為有增強或削弱的能力，

同儕關係將影響學童表現的社會行為。 

Hartup（1979）指出同儕是社會化的重要中介，同儕關係將影響兒

童的性別角色、道德發展、社會行為的控制。Field（1981）主張同儕

之間的互動是平等的、相互的，所以會使幼兒的自我中心觀念減少，

對幼兒的社交能力、社會適應能力、性別角色、同理心等發展都有幫

助。Hartup（1992）再指出，在幼兒時代中，最能預測未來成年適應的

指標，不是 IQ、不是學業成績、而是幼兒彼此之間能和平相處的同儕

關係，幼兒假如不被喜歡、攻擊他人（有負向行為），不能與其他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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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友好關係，於未來生活中會有心理不健康、逃學、低學業成就、

學校生活困難等行為。 

Burden（1995）指出幼兒有被別人接受的需求，在班級中幼兒如

被同儕所接受，維持良好同儕關係，他將坦率的面對團體，並且有所

貢獻，例如：表現出更多利社會行為，若幼兒不被同儕所接受，則會

表現生氣、煩惱、衝動、沒禮貌、反抗、敵意與無助等負向社會行為。

陳厚仁（2003）也認為同儕關係是指成員在團體中產生互動，可由團

體成員間的觀點來檢視個人在團體中被接納或排斥的程度。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發現同儕關係對兒童的未來各層面

發展有著莫大的影響，不論是心理發展、社會發展、學業成就等都有

顯著的關聯。同時，亦可發現兒童擁有較好的同儕關係可激發出更多

的正向社會行為；而人際關係較差者，則會表現更多的負向行為。同

儕社會地位可以瞭解個體在同儕團體中的人際關係分類，故選擇幼兒

同儕社會地位為探究因子，試了解它與受試學童於國小一年級的社會

行為表現是否相關。 

 

貳、同儕社會地位的測量 

 

一、社會計量法 

「社會計量法（sociometric）」源於社會計量學技術（sociometric 

techniques），由 Moreno 於 1934 年首創，用來評量某一團體中的人際

吸引或排斥關係的工具，用來決定個體在團體中被接受的程度，發現

人際間存在的相互關係，可以辨識成員間的關係與地位（吳武典，

1978）。 

吳武典（1978）曾提出研究者在運用社會計量分數瞭解團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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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係時，需要注意社會計量的幾項特質，分別為以下幾點：  

1. 個體的社會地位是會改變的，社會地位會隨著時空轉換或個體成熟

程度而改變，在一個團體中，不同個體即使得到相同分數，如果其

成分不同，也未必具有相同意義。 

2. 個體在團體中很少受到全體成員的喜歡，亦很少會完全被孤立。 

3. 個體目前所處的社會地位，可以預測其日後在同一個團體中的社會

地位。 

4. 在一般團體中，社會地位與智商、心理年齡和實際年齡的相關性不

高，而是和該團體重視的技能有關，也和幼兒的社會適應以及社會

參與的程度有高度相關。 

5. 社會地位顯示個體順從團體的習慣或是價值程度，並不與個體內在

的心理安全感有高度相關。 

綜合以上，社會計量是想了解團體成員間人際關係最常被使用的

工具，因此研究者也利用社會地位計量在幼兒園進行測量。 

二、社會計量分類模式 

社會計量分類模式主要有以下四類： 

（一）Peery（1979）模式 

Peery（1979）首創雙向度分類法，正式提出雙向度的分類架構，

參考 Dunnington（1952）的注意分數與地位分數的概念，提出「社會

影響」(social impact, SI）和「社會喜愛」（social preference, SP)。以此

兩分數來分析團體中成員的社會計量地位，以「社會影響」為縱軸和

「社會喜愛」為橫軸所構成的雙向度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此分類法將

受試者分為「受歡迎（popular）」、「被拒絕（rejected）」、「被孤立（isolated）」

和「親切者（amiable）」等四類，若分數落在虛線處，此類兒童稱為目

標兒童（target child），分類標準如圖 2-1 和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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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影響（SI）」：是正向提名次數（P）與負向提名次數（N）

的總和。代表一個人在團體中對他人的影響力或是影響程度。 

2. 「社會喜愛（SP）」：是正向提名次數（P）與負向提名次數（N）

的差。代表一個人在團體中受到喜愛的程度。 

圖 2-1  Peery（1979）社會計量模式分類圖 

資料來源：雙向度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方法之比較─以國小學生為例，邱

穗中、葉連祺，1995，教育與心理研究 ，18，19。 

 

表 2-1 

Peery（1979）社會計量模式分類標準 

社會地位分類 社會影響（SI=P-N） 社會喜愛（SP=P+N） 

受歡迎（popular) >0 >平均數 

被拒絕（rejected） <0 >平均數 

被孤立（isolated） <0 <平均數 

親切者（amiable） >0 <平均數 

資料來源：雙向度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方法之比較─以國小學生為例，邱

穗中、葉連祺，1995，教育與心理研究 ，18，20。 

社會影響 

被孤立 親切者 

 

受歡迎 

 

被拒絕 

社會喜愛 0 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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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ie、Dodge 和 Coppotelli（1982）模式 

Coie、Dodge 和 Coppotelli 沿用 Peery（1979）的雙向度分類法的概

念。與 Peery（1979）模式不相同的是 Coie、Dodge 和 Coppotelli（1982）

模式加入正向社會提名（like most, LM）與負向社會提名（like least, LL）

兩分數軸，以 0 為原點，分成「受歡迎（popular）」、「被拒絕（rejected）」、

「被忽視（neglected）」、「受爭議（controversial）」和「一般型（average）」

五種分類，分類標準如圖 2-2 和表 2-2。 

 

圖 2-2  Coie、Dodge 和 Coppotelli（1982）社會計量模式分類圖 

資料來源：雙向度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方法之比較─以國小學生為例，邱

穗中、葉連祺，1995，教育與心理研究 ，18，22。

社會喜愛 

社會影響 

低分 

高分 

最喜歡 

高分 

最不喜歡 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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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Coie、Dodge 和 Coppotelli（1982）模式社會計量模式分類標準 

社會地位分類 
正向提名

LM 

負向提名

LL 

社會影響

SI 

社會喜愛

SP 

受歡迎 popular Z>0 Z<0 --- Z>1 

被拒絕 rejected Z<0 Z>0 --- Z<-1 

被忽視 neglected Z=0 --- Z<-1 --- 

受爭議 controversial Z>0 Z>0 Z>1 --- 

一般型 average --- --- --- Z>-.5&Z<.5 

資料來源：雙向度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方法之比較─以國小學生為例，邱

穗中、葉連祺，1995，教育與心理研究 ，18，22。 

 

（三）Newcomb 和 Bukowaki（1983）模式 

Newcomb 和 Bukowaki（1983）所提出的分類模式是根據

Bronfenbrenner 的機率理論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分類模式，此模式又稱

為「機率（probability)模式」（顏秀真，2000）。 

Newcomb 和 Bukowaki（1983）模式根據團體中互選的提名次數，

訂出每一位學童所能夠得到的一個分配期望值，而這期望值便是訂出

機率水準的依據，機率水準會隨著團體人數的多寡而有所改變。模式

重點擺在以「稀有分數」與「機率分數」做為效標，每個受試者都可

以無遺漏的、獨立的被分配至五種社會計量地位中的其中一個，其分

類標準如下（顏秀真，2000）︰ 

1. 受歡迎組（populars）：被喜歡分數為「稀有分數」，而且不被喜歡

分數低於平均數者。 

2. 被拒絕組（rejects）：不被喜歡分數為「稀有分數」，而且被喜歡分

數低於平均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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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忽視組（neglects）：社會影響分數低於機運（chance）分數者。 

4. 受爭議組（controversials）：被喜歡與不被喜歡分數皆為「稀有分

數」者；或假設被喜歡與不被喜歡分數其中只有一種屬於「稀有

分數」，且另一種分數又在另一向度（other dimension）高於平均

數者。 

5. 平均組（average）：社會影響分數為機運分數，且被喜歡與不被喜

歡分數低於「稀有分數」者。 

 

（四）Coie 和 Dodge（1988）模式 

Coie 和 Dodge 綜合過去的研究同樣以正負向提名的方式，修正前

述 Coie、Dodge 和 Coppotelli（1982）模式的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法，差

別在於更改了「被忽視」和「一般型」的分類標準，使「被忽視」和

「一般型」分類更加清楚，分類標準如表 2-3。Coie 和 Dodge（1988）

的分類標準分成下列五種類型： 

1. 受歡迎（popular）：許多同儕都喜歡他，很少人討厭他。 

2. 被拒絕（rejected）：許多同儕都不喜歡他，很少人喜歡他。 

3. 被忽視（neglected）：無論喜歡或不喜歡都很少被提及。 

4. 受爭議（ontroversial）：許多同儕喜歡，但也不被很多同儕所喜

愛。 

5. 一般型（average）：被提及喜歡與不喜歡的次數都接近平均值。 

許多人都針對現存的社會地位計量缺失做修改，但是在諸多的修

正方法中，還是以 Coie 和 Dodge（1988）模式所做的修正被認為是較

完整周全的，原因如下：（黃德祥，1991；Newcomb, Bukowski, & Pattee, 

1993)。 

1. 分類標準明確，容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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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準確性高，與真實的社會地位與人際關係較接近。 

3. 充分運用正負雙向提名的資料，並結合社會喜好與社會影響雙向

度於分類系統。 

 

表 2-3 

Coie、Dodge 和 Coppotelli（1988）模式社會計量模式分類標準 

社會地位分類 LMz LLz SIz=LMz+LLz SPz=LMz-LLz 

受歡迎 >0 <0 --- >1.0 

被拒絕 <0 >0 --- <-1.0 

被忽視 <0 <0 <-1.0 --- 

受爭議 >0 >0 >1.0 --- 

一般型 --- --- >-1.0&<1.0 >-1.0&<1.0 

註：LM 最喜歡；LL 最不喜歡；SP 社會喜愛；SI 社會影響。LM 為原

始分數，LMz 為 LM 的 Z 分數，其餘類推。 

資料來源：雙向度社會計量地位分類方法之比較─以國小學生為例，邱

穗中、葉連祺，1995，教育與心理研究 ，18，26。 

 

三、社會計量地位測量方法 

有關於收集社會計量資料使用的測量方法可分為三種，分別為同

儕評量法、同儕提名法、配對比較法，詳述於下。 

（一）同儕評量法 

同儕評量法（peer rating）是列出團體成員的名字或座號，讓受試

者依照喜歡的程度給予分數，計算後可以了解每名成員在團體中受歡

迎與不受歡迎的程度。 

（二）同儕提名法 

同儕提名法（peer nomination）是請受試者根據施測者訂的特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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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寫下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同儕名字，統計後即可知道每名成員在

團體中的社會地位。後來由 McCandless 和 Mashall（1957）提出「照

片式社會測量法」的設計，採用一對一訪談的方式，訪問幼兒「在班

上你最喜歡和哪三位小朋友一起玩？」、「在班上你最不喜歡和哪三位

小朋友一起玩？」訪問小朋友心中最喜歡的前三位與最不喜歡的三位

小朋友來做評量，研究幼兒的社會地位中的人際關係如何。 

同儕提名法又可分為「限制提名法」與「非限制提名法」，限制提

名法有限制受試者挑出的人數（約 3 到 5 人），非限制提名法則不限制

挑出的人數。 

（三）配對比較法 

配對比較法，每一回施測者都提出兩名團體中的成員，受測者從

中選擇出自己比較喜歡的同儕，但是配對比較法的限制是要是成員人

數眾多，施測過程要兩兩一對做比較，過程顯得繁雜，耗時又耗力。 

基於以上施測方式與優缺點，考量本研究施測的對象為幼兒，無

法長時間的專注，亦避免幼兒對測驗感到厭煩或害怕，本研究選擇限

制提名方式的照片式社會測量法搭配 Coie 和 Dodge（1988）模式進行

幼兒社會地位的資料收集。 

 

參、社會計量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Ollendick 等人（1992）利用同儕提名、教師評量與個體自陳報告，

進行五年的縱貫研究，追蹤的結果發現被拒絕組的兒童在同儕提名中

不被同儕所喜歡，因為其表現較多的攻擊行為。在教師評量中被拒絕

組與受歡迎組的兒童相較之下，有較多攻擊行為及注意力的問題。在

自陳報告中，被拒絕組的兒童與一般組兒童相較，表現更多缺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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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干擾、吵罵的行為，且學業成就較低落。Wentzel和 Erdly（1993）

研究發現兒童與同儕互動時，表現適當的對應與正向的社會行為與同

儕的接納程度有關，表現越多的正向社會行為則越能被同儕所接納，

其社會地位也會越好。 

曾惠敏（1994）的研究指出，受歡迎組的學生有以下特質（一）

擔任班級幹部，有領導能力；（二）成績優良或某科目特別突出；（三）

容易與他人相處；（四）情緒穩定、社會適應良好。Rubin 等人（1998）

指出社會認知技巧與行為表現都與兒童同儕關係有相關，同儕關係中

越受到歡迎的兒童，其社會認知技巧與行為表現都較不受歡迎的兒童

為佳。受歡迎兒童的利社會行為相較於其他的兒童類別表現最為傑出

（羅銳玉，1997）。Walker 等人（2001）發現被拒絕組的兒童比受歡迎

的兒童表現出更多負向的社會行為，比如說分心、更具攻擊性。Hubbard

（2001）研究國小二年級的學童，發現被拒絕組的學童更容易在語言

或是行為中表現出憤怒的情緒，更容易表現出負向社會行為。受歡迎

兒童在生活適應整體或各層面上的表現，皆明顯優於被拒絕兒童（李

雅芬，2003）。Whitted 和 Dupper（2005）的研究發現教室內很多同儕

關係不佳的學生，容易成為被欺負的目標，亦表現較多暴力與攻擊行

為。被陳秀慧（2011）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針對大高雄地區 17 所

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同儕關係愈好，愈能擁有

正向情緒，且同儕關係能有效預測正向情緒與行為，其中以同儕的合

作/利社會行為預測力最佳，同儕關係越好，表現越多利社會行為。簡

嘉盈和程景琳（2012）探討高中生的同儕關係對利社會行為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同儕關係的好壞對利社會行為有顯著預測力，表示同

儕關係好、受歡迎的學生可以預測出他將表現較多利社會行為。 

綜合以上文獻，可發現同儕社會地位會影響兒童的社會行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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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組的兒童明顯擁有較好的社會能力，並且表現較多的正向社會行

為，反之，被拒絕組的兒童較容易表現出負向的社會行為。 

 

小結 

根據本節之文獻，發現社會計量地位可顯示同儕關係的位置，且

同儕關係對兒童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同儕關係甚至能夠預測個體未

來的心理、社會等發展。故將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列為影響國小一年

級學童社會行為之相關因素之一。 

 

第三節  體型與社會行為之關聯 

 

本節想從文獻中探討身體質量指數將兒童分成四大類，分別為過

輕、標準、過重、肥胖，這些外在的表象與國小一年級學童的社會行

為是否有所相關。 

 

壹、 身體質量指數 

 

一、身體質量指數的含意 

身體質量指數（BMI）於1835年由比利時的數學家Adolphe Quetelet 

利用統計學的方法所發現，BMI 指數可以一定程度的反映一個人的身

體狀況。目前 BMI 是一個用於公眾健康研究的統計工具，為一般大眾

的纖體指標，行政院衛生署於 2002 年 4 月公佈臺灣成人肥胖標準是：

「BMI＜18.5」為過輕，「18.5≦BMI＜24」為正常體重，「24≦BMI＜

27」為過重，「BMI≧27」即為肥胖。此標準適用於 2 到 20 歲的人，

男性與女性的標準也不同。但是本研究的一年級學童並不適用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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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而採用更精確的兒童身體質量指數，行政院衛生署於 2012 年公

布的兒童身體質量指數標準如表 2-4、2-5。 

很多國家及地區每年都會為兒童做身高和體重的統計，這些統計

數據都可以轉化成為 BMI 值，根據這個統計，行政院衛生署可以推算

出當年兒童的過重及過輕指標，會採用統計出來的平均 BMI 值及其標

準差，再計算出其常態分布的最高5%及最低5%當做過重及過輕指標，

其中又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表 2-4 

國小男生學童 BMI 常模 

年齡 體重過輕 標準範圍 體重過重 肥胖 

6 ≦13.9 13.9~17.9 ≧17.9 ≧19.7 

7 

8 

≦14.7 

≦15.0 

14.7~18.6 

15.0~19.3 

≧18.6 

≧19.3 

≧21.2 

≧22.0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http://www.bhp.doh.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rticle. 

aspx?id=201111010004&Class=2&parentid=201109290001。 

 

表 2-5 

國小女生學童 BMI 常模 

年齡 體重過輕 標準範圍 體重過重 肥胖 

6 ≦13.6 13.6~17.9 ≧17.9 ≧19.1 

7 

8 

≦14.4 

≦14.6 

14.4~18.0 

14.6~18.8 

≧18.0 

≧18.8 

≧20.3 

≧21.0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http://www.bhp.doh.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rticle. 

aspx?id=201111010004&Class=2&parentid=2011092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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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質量指數的計算方式 

身體質量指數，英文為 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是一個計算

值，主要用於統計用途。它的定義如下： 

BMI 的定義如下：  

 

貳、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肥胖已是全球的流行病，亦受到政府與人們重視。世界衛生組織

於 1996年正式將肥胖列為是一種慢性疾病（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7）。章宏智和程瑞福（2010）指出肥胖不僅是成人的疾病，對兒童

的影響更大。因為，兒童的肥胖會直接影響兒童的生長、社會心理發

展，兒童期的肥胖更會在成年時造成高脂血症、高血壓、糖尿病和動

脈硬化等，增加成年後相關慢性病的罹病率和死亡率。蘇玉嬋（2003）

針對國中學生體重控制行為的研究中，認為近年來在社會文化過度的

拒胖求美、同儕的比較，在媒體渲染的影響下，使得兒童及青少年對

體型意識認知有所偏差，特別是女性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女性會以

媒體及社會所公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身材。林宜親和林薇（2000）

的研究提到青少年肥胖者在運動的情境中較為不利，常常會有被同儕

嘲笑的負面經驗。 

謝偉雄（2007）發現大學生中肥胖者比較容易受到雙親和同儕影

響，而注重身材、飲食、外表等。綜合以上文獻可以發現現今的社會

文化對於肥胖存在負面印象，肥胖者在社會中處於不利的狀態，特別

是對青少年的同儕關係與社會行為影響重大，在這樣主流文化下成長

的兒童也默默被影響著。文獻中可以發現肥胖對於兒童不只是一項外

W=體重，單位：公斤（kg）; h＝身高，單位：公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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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生理特徵，也是影響心理發展的因素，而同儕互動就是其中的關

鍵原因！  

Dodge（1983）的觀察發現拒絕組的兒童較其他組的兒童缺乏外表

的吸引力，外表包含儀態、長相、身材、穿著等。William Sheldon 於

西元 1940年利用攝影的方式，拍攝人體正面、側面與背面的全身照片，

從這三張照片中量出各測量值，每一成分以 1～7 的數字來代表該成分

的高低，以決定此人的體型。例如：711 的體型代表極趨於內胚型，171

的體型代表極趨於中胚型，117 的體型代表極趨於外胚型。Sigelman、

Miller 和 Whitorth（1986）利用 William Sheldon 的分類方式，發現中

胚型（天生的健美型，有良好身材比例特徵）的人最受到同儕歡迎，

而內胚型（天生的肥胖型，特徵為體型豐滿圓大）的人最不受到歡迎，

甚至被排斥。Papalia 和 Old（1992）指出體重特別重、身材特別胖或

長相不討喜的兒童，在團體中常常是不受歡迎、被排斥的一群。周玉

真（1992）指出過胖的體型對學童的心理造成壓力，並影響其自我概

念與社會發展，學童有對自己沒有自信、自我否定的可能。黃德祥（1994）

亦發現青少年太胖、太瘦、骯髒、衣著不適當、身體殘障都是導致同

儕不喜歡的因素。綜合以上文獻，國內外的學者都認為外表是影響同

儕關係的一項原因，學者也提出體重過重、體型不符合大眾喜歡的標

準的學童，容易成為同儕關係中被排斥的一群，且社交技巧較差。 

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主流文化塑造之理想體型的形象成為一般大眾對

於體型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造就了大眾對體型的偏好，即造就了同

儕關係間差別待遇，文獻中可發現體型會影響個體的同儕關係與心理

狀態，進而影響其社會能力，故將體型列為社會行為相關因素之一來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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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進入國小一年級的學童進入了義務教育的階段，開始接受有固定

教材、課程的教育內容，透過教育的過程學習，而評量這些學習結果

的就是學童的學業成績。 

 

壹、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之關聯 

一、學業成就的意義 

王財印（2000）學業成就指學生在學校所獲得的知識與技能，透

過學習歷程而有持久性的行為結果。陳樹城（2002）指出學業成就是

學生在學校學習成果的具體表現，學業就是評量的重要指標，也常被

當做是評斷學生好壞的指標之一。李宜芸（2009）認為學業成就就是

指學童在學校內經由一定的教材、課程，學習過後獲得的知識與技能，

以學校考試成績或學習測驗所得到的分數做為代表。綜合以上，學業

成就就是透過教育，在學生學習後利用評量所得到的成績。 

教育部於民國 101 年 5 月 7 日所發佈修訂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該文件指出國民小學成績評量分為定期評量與

平時評量，定期評量一學期至多三次，而平時評量則是需求彈性調整。

故本研究所採取的學業成就兼顧定期評量與平時評量，使用國小一年

級學童上學期的智育成績作為代表。 

二、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從幼兒園進入國小，學業成就開始受到父母、同儕、學童本身所

關注。諸多文獻顯示，學業成就將影響社會能力的發展與社會行為的

表現。朱經明（1982）研究發現國中男生德智體群四育的學業成績與

同儕關係，呈現明顯的正相關。王柏壽（1989）研究國小學童同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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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相關因素發現五育（德智體群美）成績與同儕接納度成正比，表

示五育成績越佳者，越受到同儕歡迎，反之，五育成績較差者，受到

同儕排斥。DeRosier 等人（1994）的研究結果指出學業成就是預測同

儕受歡迎程度的一項指標，學業成就越佳，越受同儕歡迎。可以推測，

學業成就較佳的學童，將受到同儕、教師、父母的鼓勵，對自己有較

多的自信心，樂意與同儕建立良好關係，並展現更多正向的社會行為。

Vandell 和 Hmbree（1994）的研究發現被同儕拒絕的兒童智商較差，且

學業成就的等級也比一般兒童低。Wentzel 和 Asher（1995）的研究發

現兒童的同儕關係與學業成就有關，其研究結果指出被拒絕組的兒童

比一般組兒童缺乏自信、較多依賴行為、不喜歡上學、學習上比較被

動，學業成就較差，所以同儕排斥他們，老師也不喜歡這類型的學生。

鄭婉妮（1996）的研究指出成績差、被拒絕的兒童會表現出許多負向

社會行為，例如不愛乾淨不衛生、上課搗蛋、常說髒話罵人、自大自

誇驕傲、自私自立不合群、愛亂開玩笑、外表不討喜。O’Neil 等人（1997）

利用同儕評量與路徑分析的方法，針對國小低年級的學童的學業成就

與人際關係的研究，發現在幼兒園時期有學習困難者，可預測其國小

的人際關係（被同儕拒絕），低學業成就與低同儕接納度有關，低學業

成就者容易表現較多行為問題，例如攻擊、過動、缺乏注意力、情緒

不穩定、干擾他人等負向社會行為。Somersalo 等人（2002）追蹤研究

小學二年級到小學六年級的的國小學童，了解班級氣氛、成績、行為

表現之關聯，發現從小二到小六學生成績與行為呈現顯著相關。張安

君（2009）使用國小學童同儕關係自陳量表與國小學童行為知覺量表

為研究工具，以高雄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採用分層隨機叢

集取樣，研究顯示同儕關係與校園偏差行為有顯著相關。林兆偉（2014）

以高雄市高年級學童為對象，抽樣 50所國民小學，採用自編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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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童在同儕關係與偏差行為上之現況、差異及其相關情形，研究

發現學童之偏差行為，可透過其同儕關係來進行預測，同儕關係較差

者，表現較多偏差行為。劉東芝（2014）針對學習困的的高中生進行

研究，該生的學業成就低落，透過訪談與觀察，發現該生的學業成就

低落，明顯的引發了對自己自信不足（看到題目就開始退縮害怕）、情

緒緊張低落、分心等行為。綜合以上文獻，發現學業成就成為一項評

斷學生是好是壞的指標，且國內外學者認為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有關

連，學業成就低落的學童，表現較多負向的社會行為，較不受同儕歡

迎，容易被同儕所拒絕或排斥。 

 

小結 

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的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之關連，學業成就在

國小一年級中，最容易被觀察、標準最一致、同質性最高的就是每位

學童在校的成績，根據教育部頒佈的準則，學業成就又分為定時與平

時評量，故採納來自國小一年級學童上學期期末總成績為學業成就的

標準。 

綜合本節文獻，發現學業成就是一項預測人際關係的指標，而學

業成就佳的學童能表現更多正向的社會行為，反之，學業成就低落者

表現較多負向社會行為，故將學業成就列為其中一項考量因素。 

 

第五節  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壹、性別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男生女生大不同，在社會行為中也是如此，不知是不是過去的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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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僵化了男生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還是女生天生就比較擅長人

際關係的處理呢？以下就國內外探討性別對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進行

歸納整理。 

針對國中學生性別與社會行為的研究，Kurdek 和 Krile（1982）發

現國中女生在人際關係中，擁有較好的社交覺察能力，故較能表現更

多正向的社會行為，例如同理心，所以較受同儕的歡迎。Schiamberg

（1988）認為女生較重視個人人際關係，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採取較親

和的方式解決，因此一般女生的社會能力較男生佳，同儕關係也較好。

研究發現國中青少年同儕關係中，女生優於男生，因為女生表現出更

多利社會行為（邱招婷，2002；涂秀文，1999）。石培欣(2000)以同儕

關係問卷調查國中男女學生的同儕關係與性別之關聯，男女生的平均

分數有顯著差異，國中女生的同儕關係得分表現優於國中男生之得分，

因為女生花較多時間和精力處理同儕關係，而男生卻在同儕關係中較

女生更容易表現出負向的社會行為。林世欣(2000)利用「同儕關係量表」

請國中學生自評，以 Likert 四點量表來給分，量表內容包括「友誼」、

「社交焦慮」、「模仿」三個層面，女生的整體自評及整體他評同儕關

係都比男生好，研究顯示女生的同儕關係高於男性，女性較男性表現

較少負向的社會行為。Cheng (2009)提到男生之外顯攻擊行為分數明顯

高於女生，外顯攻擊中約 95％為男生，攻擊行為的多寡能預測青少年

的同儕拒絕。 

針對幼兒性別與社會行為的研究，Block(1983)的研究指出女生與

男生的社會行為表現會有所不同，例如男生比女生有更多攻擊行為、

男生也較女生容易表現不當的社會行為。吳承珊（2000）使用游淑芬

的兒童社會行為量表，對象為幼兒園大班幼兒，研究顯示女生的利社

會行為多於男生，而攻擊和分心行為則男生多於女生。林惠雅（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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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齡前幼兒性別與社會能力之的關係，研究發現女生的社會能力

優於男生。 

針對國小學童性別與社會行為的研究，顏秀真(2000)使用同儕評量

法探討性別與社會計量地位的關係，對象為國小一年級的學童，發現

女生比較容易被同儕提名為受歡迎者，男生容易被提名為被拒絕者，

且其研究指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表現反社會行為。林雯菁(2001)以 929

位國小四～六年級學童為對象，發現男生比較容易被歸為受歡迎及被

拒絕的地位，亦發現學小高年級的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表現反社會行為，

女生的社交能力較男生佳。陳美芝(2005)、黃大峰(2006)和郭玉燕(2006)

皆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可發現針對國中學生性別與社會行為的研

究數量最多，其次為國小學童與幼兒，亦可發現以上研究結果均顯示

女生的利社會行為較男生為佳。 

綜合以上文獻，可歸納出（一）男生較女生更容易表現出負向的

社會行為；（二）女生在處理人際關係時，表現較多正向的社會行為；

（三）女生較擅長處理人際關係，擁有較好的社會能力。因此，可發

現性別是與社會行為相關的其一變項。 

 

貳、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家庭社經地位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學童的物質生活，以下就國內外

探討家庭社經地位對社會行為的相關研究進行歸納整理。 

針對國中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與社會行為的研究，簡茂發和朱經明

（1982）針對國中一、二年級的學生研究其同儕關係，研究結果顯示

家庭社經地位與同儕關係有顯著正相關，進而影響國中學童的社會行

為表現。Brown（1989）的研究指出國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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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同儕關係是有所影響，社經地位低容易被同儕拒絕，落入拒絕組

的學童可能出現心理健康問題、低成就、暴力、輟學等行為問題。針

對幼兒家庭社經背景與社會行為的研究，鄒啟蓉 (2000)研究發展遲緩

的幼兒的社會行為表現，使用自編的學齡前兒童社會行為評量表，研

究結果發現低社經地位的幼兒，表現較多分心、過動的負向社會行為。 

針對國小學童家庭社經背景與社會行為的研究，簡茂發（1983）

在探討 228 名國小四～六年級學童的同儕關係，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

位對學童的同儕關係成正相關，表示家庭社經地位越高者，其學童同

儕關係更佳。王柏壽（1989）的研究針對國小學童使用同儕接納評定

量表、教師喜愛評定量表、兒童社交能力問卷，其研究發現由於家庭

社經地位的差異，學童的物質生活也不同，導致其價值觀念的差異，

低社經地位的學童因為物質生活較差，導致表現出退縮的行為。徐慶

娟（1996）以國小三、五年級學童為對象，以 Coie 和 Dodge(1988)的

社會計量法評量學童在班級中的同儕社會地位，其研究結果發現兒童

同儕地位與家庭社經地位有顯著差異，社經地位高的學童，受到同儕

歡迎，擁有較好的社會能力。羅瑞玉（1997）使用國小學生利社會行

為調查表，研究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的利社會行表現，其研究結果發現

家庭社經地位中上的學童比社經地位中下的學童，表現較多的利社會

行為。Keiley 等人（2000）研究結果顯示，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學童，

其負向社會行為明顯多於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學童，家庭社經地位是可

預測未來問題行為（例如攻擊行為）的因素之一。蔡其螢（2004）探

討國小中年級學童的同儕關係，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的學童顯得較積

極自信、社交能力較佳、人際關係較好，故就受到同儕的歡迎。盧國

良、肖雄、姚慧（2013）根據其研究小學三年級與八年級偏遠地區的

學童，其家中經濟狀況幾乎都不佳，相較於非留守的學童（住在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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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經濟程度較高）產生較多負向的社會行為（注意力不集中、不負

責任、蹺課翹課…）。另外亦可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的相關研

究，對象為國小學童的研究比對象為國中學童、幼兒的研究，數量明

顯較多。 

綜合以上文獻，可歸納出（一）高社經地位的學童，擁有較好的

社會能力，亦擁有較好的人際關係；（二）低社經地位的學童較容易表

現負向的社會行為。可以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是影響學童人際關係與社

會行為表現的指標之一，故將家庭社經地位列為其中的一個變項加以

探討。 

 

小結 

綜合本章諸多文獻資料，均顯示出眾多的因素皆有可能影響學童

的社會行為，除了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及的三個變項（同儕社會地位、

小一體型、學業成就），亦要考量學童的個別差異，其背景因素（性別、

家庭社經地位）也是關鍵的一環，諸多的因素當中，哪些因素對學童

目前社會行為較有解釋力？本研究將以此五個變項，探究其與社會行

為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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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是說明研究過程中使用的研究方法與實施過程。第一節

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第二節描述研究對象的資料；第三節說明研

究的工具內容及信度、效度；第四節敘述研究的程序；第五節說明資

料處理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探討受試兒童在幼兒園的同儕社會地位、目前身體質量指

數、學業成就，以及性別、社經地位與其社會行為表現的關聯，研究

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 

受歡迎、被拒絕 

被忽視、受爭議、一般型 

學業成就 

中上、普通、中下 

體型 

過輕、正常、過重 

社會行為 

攻擊 

退縮 

遵守規範 

合群合作 

獨立 

利社會 

背景變項 

性別（男/女） 

家庭社經地位 

（中低/中高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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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27 位就讀臺北市公立國小的一年級學童為對象，這些

學童在幼兒園大班時曾接受同儕社會地位測量。研究樣本取樣採立意

取樣方式，來自於臺北市的五個行政區，分別為中正區、士林區、萬

華區、松山區、大同區各一所學校。本研究就上述學童發家長同意書

（見附錄一），請其同意子女參加本研究。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共計：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其中家庭社經地

位區分參照Hollingshead所提出的二因子社會地位指數方法與黃毅志

（2003a, 2003b）的職業分類，分別將受試學童父母的教育程度指數

乘以 4，職業指數乘以 7 計分，採取父親與母親的社經地位指數較高

者為其家庭社經地位指數，並將所得之總分分數分成五個等級，計有：

低社經、中低社經、中社經、中高社經、高社經地位等，再以二分法

將低社經、中低社經、中社經家庭合併為中低社經地位家庭；中高社

經、高社經地位家庭合併為中高社經家庭，因此本研究的家庭社經地

位分為中低、中高兩類，如表 3-1。 

 

表 3-1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計算表 

教育 
程度 

教育
指數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數 

（教育
指數 x4）

+ 

（職業

指數 x7）
= 

社經地
位指數 

社經地位
指數 

社經地位
等級 

本研究 
的等級 

小學（含
肄業及
不識字） 

1 
無技術
性工作 

1 11~18 低社經 

中低社經 

國中（含
初中及
國中肄
業） 

2 
半技術
性工作 

2 19~29 
中低 

社經 

高中、高
職（含肄
業） 

3 
技術性
工作 

3 30~40 中社經 

專科、大
學 

4 
半專業
性工作 

4 41~51 
中高 

社經 中高社經 
研究所
以上 

5 
專業性
工作 

5 52~55 高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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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兩種研究工具收集研究資料，分別為「國小一年級學

童社會行為量表」了解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發生的頻率。「照片

式社交計量法」，了解大班幼兒在進入國小一年級前，在幼兒園班級

中的人際關係，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幼兒。 

 

壹、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量表 

 

一、量表內容 

為了解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發生的頻率，本量表參考游淑芬

（1993）「兒童社會行為量表」，針對國小一年級學童所設計自編，有

六個的大項，分別為攻擊、退縮、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利社

會，每個大項有 7~8 題的小分量表，共 40 個項目。以下為六大分項

的操作行定義與題號。 

（一）攻擊：傷害、干擾、影響他人的行為，第 1~6 項。 

（二）退縮：對於接觸新的人事物感到害怕或緊張，第 7~13 項。 

（三）遵守規範：在團體生活中，能夠遵循大環境的規則，第 14~21

項。 

（四）合群合作：樂於參與團體活動，並願意與人共完成某件事，第

22~27 項。 

（五）獨立：能自己做決定，照顧好自己生活瑣事（生活自裡），第

28~33 項。 

（六）利社會：幫助、鼓勵、同理、安慰、同情、關懷、照顧他人，

與他人分享，第 34~40 項。 

二、計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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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由已經與受試者相處一學期的班級導師填寫，採 Likert 五點

量表方式，教師根據題意填答，填答「總是如此」得 5 分；「常常如

此」得 4 分；「偶爾如此」得 3 分；「很少如此」得 2 分；「從不如此」

的 1 分，反向敘述的題目則以反向計分。填答完畢後計算總得分，得

分越高表示學童該社會行為出現頻率越高。 

三、預試項目分析 

    以自編之「國小一年級社會行為量表」為預試題目，在修正量表

前，以臺北市兩所公立國小一年級學童共 265 名為預試對象，並將其

結果進行項目分析，先利用建構性因素分析，看每一分項的解釋力。

再計算每一項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最後成為正式施測的量表。 

四、效度與信度 

（一）內容效度 

 本研究方法與指導教授討論自編社會行為量表後，編製「專家效

度問卷」（見附錄二），請國內教育學專家就每一問題的正確性、適當

性、用詞與語法是否清楚，逐題審查，建立量表的內容效度。專家效

度審核學者名單（見附錄三）。最後彙整專家學者之意見，計算各題

的內容效度比率（content validity ratio）（郭生玉，1992），再決定量

表內容，形成預試量表（見附錄四）。 

 

 

 

（二）量表內部一致 性 

總量表的 Cronbach α 值為.88，表 3-2 呈現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

行為量表各分項之 Cronbach α 值，除了合群合作之系數大於 0.7 外，

其餘各分項的內部一致性皆大於 0.8，說明量表之各分項具有相當的

可靠性。 

CVR=  
N

e
 – N/2 

N/2 

CVR=內容效度比率 

N=專家總人數 

Ne=評為適當的專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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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量表各分項之 Cronbach α 值 

分量表 Cronbach α 

攻擊 .94 

退縮 .88 

遵守規範 .87 

合群合作 .73 

獨立 .81 

利社會 .97 

 

（三）評分者信度 

    本研究使用之社會行為量表以 Cronbach α 考驗量表內部一致性

信度。而本研究在預試時，國小教師填答完所有量表後，將從 265 位

學童中選 12 位的學童，請 2 位該校目前為受試者的課後照顧班老師

分別就上述 12 位受試學童重新填一次量表，平均每人填 6 份，建立

本量表之評分者信度，本量表的評分者信度為（r=.997~.998, 

p=.005）。 

 

貳、幼兒同儕社會地位 

 

受試學童來自於五所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幼兒在幼兒園大班時

曾經接受照片式社會測量法，使用由 McCandless 和 Mashall（1957）

提出的「照片式社會測量法」，採用一對一訪談方式，訪問幼兒「在

班上你最喜歡和哪三位小朋友一起玩？」、「在班上你最不喜歡和哪三

位小朋友一起玩？」訪問小朋友心中最喜歡的前三位與最不喜歡的三

位小朋友來做評量，研究幼兒在團體中的人際關係、社會地位為何。

本研究繼續追蹤曾經受測過的學童至國小一年級。 

一、施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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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班幼兒的照片 

訪問前一個月拍攝全班幼兒的上半身照片，幼兒拍照的背景要統一

（清楚、明亮為佳），幼兒表情必須自然，不可有作怪的表情，避

免造成受測者選擇的偏好。拍攝照片大小統一以 4X6 相片洗出，背

後寫上幼兒的班級、姓名、號碼，放在全開書面紙上供受測幼兒挑

選。 

2.紀錄的表格 

二、計分方法 

    本研究幼兒若被提名一次「最喜歡」就得 1 分；幼兒若被提名一

次「最不喜歡」就得 1 分，分開紀錄，施測結束後，將每位幼兒得到

的「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得分。 

1.「社會影響（SI）」：是正向提名次數（P）與負向提名次數（N）的

總和。代表一個人在團體中對他人的影響力或是影響程度，分數越

高表示對團體的影響力越高。 

2.「社會喜愛（SP）」：是正向提名次數（P）與負向提名次數（N）的

差。代表一個人在團體中受到喜愛的程度，分數越高表示該名幼兒

在團體中越受到喜愛。 

3. 「最喜歡（like most, LM）」與「最不喜歡（like least, LL）」的分

數再轉化成 Z 分數（LMz 和 LLz）。 

4. LMz 、LLz、SPz、SIz 劃分出五大向度，受歡迎（popular）、被拒

絕（rejected）、被忽視（neglected）、受爭議（ontroversial）、 一般

型（average）等五類型社會地位。 

三、施測程序 

1.拍攝完全班幼兒照片後，將照片固定在全開書面紙上，於施測前四

周貼在教室中，讓幼兒有機會先看清楚每一張照片。 

2.施測時，施測者將幼兒帶至單獨不受干擾的空間，與幼兒進行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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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問答，施測者需要向幼兒保證幼兒的回答只有施測者知道，不

會外流。 

3.施測時，須將全班幼兒照片打散，重新排列，詢問幼兒「在班上你最

喜歡和哪三位小朋友一起玩？」，在幼兒挑出最喜歡的三人後，再次與

幼兒確認照片，施測者做紀錄，接著將照片混入其中，並重新將照

片打散重新排列，再次詢問幼兒「在班上你最不喜歡和哪三位小朋友一

起玩？」，在幼兒挑出最不喜歡的三人後，再次與幼兒確認照片，施

測者做紀錄。 

4.最後感謝幼兒的幫忙。 

四、信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社會計量地位方法使用 McCandless 和 Mashall

（1957）所提出「照片式社會測量法」，再依 Coie 和 Dodge（1988）

模式進行分類，陳怡君（2007）已建立重測信度，其係數分別為社會

偏好.86，社會影響力為.76。本研究建立觀察者信度達百分之百，相

關值 r=1.0，由以上可知本施測工具具有相當的信度。 

 

第四節  研究實施程序 

 

壹、準備階段 

 

研究者從 101 年 7 月開始閱讀有關於幼小銜接、幼兒社會能力與

社會行為發展等相關文獻資料，並與教授討論修改後，確定研究主題

是「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的相關因素探討」。 

 

貳、收集資料與撰寫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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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主題後，研究者開始針對其中與社會行為有關的因素，

尋找相關的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分類、分析，擬定研究架構並撰

寫研究計畫。 

 

參、編修研究工具 

 

確定研究題目後，開始尋找適合檢測國小一年級學童的社會行為

量表，參考游淑芬（1993）「兒童社會行為量表」、陳若琳（2002）「臺

灣幼兒社會能力量表」、戴禹心（2005）「幼兒社會行為量表」、趙麗

華（2009）「學前兒童社會行為量表」，其中陳若琳、戴禹心、趙麗華

之量表其對象皆為學齡前幼兒，與本研究對象國小一年級學童年紀不

符合故不採用，游淑芬之量表使用對象為大班～國小二年級學童符合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但是考量到游淑芬（1993）「兒童社會行為量表」

年代已經過於久遠，故決定重新編製量表，參考國內外相關社會行為

及社會能力的量表，並與指導教授多次的討論、修改與比較，完成了

量表的編製，透過文獻探討與比較各種社會能力、社會行為之量表，

釐清了容易誤導、混用的概念，接著進行專家效度檢核、預試、項目

分析。 

 

肆、資料收集 

 

聯絡及拜訪五所國小與一年級之班級，徵求國小教師及家長的同

意協助本研究，開始收集資料。另外拜訪受試對象以外的其他 10 個

國小一年級班級導師，徵求教師同意後開始收集社會行為量表的預試

資料，預試資料預計收集量表總題數的五倍人數約 265 份為預試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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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料登錄、分析及歸納研究結果 

 

將資料編碼後登錄電腦，利用 SPSS for Windows 22.0 版本統計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歸納解釋並撰寫研究結果。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施測結束後，將所得資料進行編碼，利用 SPSS for 

Windows 2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採用的方式如

下： 

一、 描述性統計 

針對研究對象之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兒童身體質量指數、學

業成就、受試者的性別、家庭經濟背景等，以人數、百分比、

平均數、標準差、次數統計等方式呈現描述性資料，並以表格

摘要加以說明。 

二、 內部一致性考驗 

以 Cronbach α 檢測「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量表」的內部一

致性。 

三、 皮爾森積差相關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檢定「國小一年級學

童社會行為量表」的評分者信度。 

四、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幼兒同儕社會地位、

兒童身體質量指數、學業成就、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對國小一

年級學童社會行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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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依研究問題，就實際所收集的資料加以統計分析。全章分

成五節，第一節探討受試學童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幼兒園同儕社

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之狀況。第二節就統計結果

分析，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第三節就統計結果分

析，小一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第四節就統計結果分析，學業成就

與社會行為的關聯。第五節就統計結果分析，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與

社會行為的關聯。 

 

第一節  受試學童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幼兒園同儕

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的狀況 

 

本研究以 127 名國小一年級學童為受試對象，追蹤他們從幼兒園

大班至小學一年級的變化，使用「國小一年級社會行為量表」為工具，

評量其小學一年級時的社會行為表現，社會行為包括負向社會行為的

「攻擊」、「退縮」，與正向行為的「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

「利社會」等共六個分項，並收集受試學童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等資料，將呈現其描述性

統計之資料，包含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等結果，將其歸

納整理並分析如下。 

 

一、受試學童的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分布狀況 

    本研究根據受試學童於同意書上填寫之基本資料，根據受試學童

性別分布為男生 58 人約佔了總人數中的 45.7%，女生 69 人約佔了總

人數中的 54.3%，男女各占了約五成，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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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試學童的性別分布狀況（N=127） 

性別 n % 

男生 58 45.7% 

女生 69 54.3% 

 

    再根據受試學童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使用黃毅志（2003a, 

2003b）的職業分類與 Hollingshead 所設計的二因素社會地位指數

（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將父母的教育程度指數乘以 4，

職業指數乘以 7，加總後社經地位分數為 11~55。將得分高低分為兩

組，分別是得分 11~40 分歸為中低組與得分 41~55 分歸為中高組。其

中中低組佔了總人數的 26.8%，約四分之一，而中高組佔了總人數的

73.2%，約為四分之三，如表 4-2，可以發現本研究之受試學童的家

庭社經地位多為中上程度。 

 

表 4-2 

受試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分布狀況（N=127） 

家庭社經地位 n % 

中低組(11-40) 34 26.8% 

中高組(41-55) 93 73.2% 

 

二、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分布狀況 

    根據研究者過去利用 McCandless 和 Mashall（1957）所提出「照

片式社會測量法」在受試學童大班時進行施測所收集的資料，再使用

Coie 和 Dodge（1988）模式進行分類，於受試學童小學一年級時方發

放家長同意書，其願意繼續參與研究的人數與分布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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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分布狀況（N=127） 

同儕社會地位類型 n % 

受歡迎 37 29.1% 

被拒絕 24 18.9% 

被忽略 22 17.3% 

受爭議  4  3.1% 

一般型 40 31.5% 

 

    由表 4-3，可以發現受歡迎與一般型的學童各約佔了總人數的三

成，而被拒絕與被忽略的學童各約佔了總人數的兩成，願意繼續參與

研究的多為受歡迎與一般型的學童。 

 

三、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分布狀況 

    由受試學童的於小學一年級上學期期末的身高體重，根據當年度

行政院衛生署所公布的計算方式換算成 BMI 值，男生的 BMI 值 13.9

以下屬於體重過輕，BMI值介於 13.9~17.9屬於體重正常，BMI值 17.9

以上屬於體重過重；女生的 BMI 值 13.6 以下屬於體重過輕，BMI 值

介於 13.6~17.9 屬於體重正常，BMI 值 17.9 以上屬於體重過重，共分

為三組，分別是體重過輕、體重正常、體重過重，可以發現體重過輕

的人數約佔了總人數的一成，約八成的受試學童體重位於正常範圍，

約一成的學童體重過重，其人數與分布狀況如表 4-4。 

 

表 4-4 

受試學童的小一體型分布狀況（N=127） 

體型 男生 n 女生 n 合計 n % 

過輕 3 8 11 8.7% 

正常 44 56 100 78.7% 

過重 11 5 1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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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分布狀況 

    由受試學童的於小學一年級上學期期末的總成績，將各校學童的

學業總成績分數轉換為 Z 分數後，再分為三組。-0.5＜Z 為中下組，

-0.5≦Z≦0.5 為普通組，Z>0.5 為中上組，分別是中下、普通、中上，

其人數與分布狀況如表 4-5。 

 

表 4-5 

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分布狀況（N=127） 

學業成就 n % 

中下（-0.5＜Z） 28 22% 

普通（-0.5≦Z≦0.5） 54 42.5% 

中上（Z>0.5） 45 35.4% 

 

五、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分布狀況 

    由受試學童的班級老師於小學一年級上學期期末所填寫的「國小

一年級社會行為量表」做分數統計，表 4-6 呈現六大分項之平均數、

標準差、最大值與最小值，亦呈現負向社會行為（攻擊、退縮）與正

向社會行為（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利社會）加總的分數之平

均數、標準差、最大值與最小值。 

表 4-6 

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得分分布狀況（N=127） 

社會行為 M SD 最小值 最大值 

攻擊 11.24 4.93 6 24 

退縮 18.43 5.07 8 34 

總負向社會行為 29.67 6.76 14 44 

遵守規範 33.87 4.72 20 40 

合群合作 23.63 3.53 14 30 

獨立 22.85 4.13 12 30 

利社會 25.65 6.56 11 35 

總正向社會行為 106.01 15.64 6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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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根據統計結果，受歡迎的學童在負向社會行為的平均分數是

25.65，被拒絕的學童是33.25，受爭議的學童是35，被忽略的學童是

30.05，一般型的學童是30.5。正向社會行為的平均得分中受歡迎的學

童是114.11，被拒絕的學童是96.63，受爭議的學童是94.5，一般型的

學童是105.5，其餘分數如表4-7。 

 

表 4-7 

不同社會地位的受試學童社會行為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N=127） 

同儕 

社會地位 
n 

負向社會行為

M  

負向社會行為

SD  

正向社會行為

M  

正向社會行為

SD 

受歡迎 37 25.65 6.86 114.11 15.19 

被拒絕 24 33.25 6.3 96.63 13.62 

受爭議 4 35 4.9 94.5 12.71 

被忽略 22 30.05 6.4 105.64 12.9 

一般型 40 30.5 5.48 105.5 15.36 

 

本研究收集受試學童於幼兒園大班時接受照片式社交測量法所

得之社會地位結果，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測受試學童大班時地社

會地位不同，小一的社會行為表現是否會有差異，由表 4-8，發現同

儕社會地位不同，負向社會行為 F（4, 126）=6.11, p=.000，正向社會

行為 F（4, 126）=8.17, p=.000，等表現有顯著不同。發現負向社會行

為表現被拒絕高於受歡迎，一般型高於受歡迎；正向社會行為表現受

歡迎高於一般型，受歡迎高於被拒絕。表示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對學

童小一的社會行為、社交技巧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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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得分的變異數分析（N=127） 

  SS df MS F p Bonferroni 

負向

社會

行為 

組間 961.48 4 240.37 6.11*** .000 被拒絕>受歡迎 

一般型>受歡迎 組內 4798.63 122 39.33   

總計 5760.11 126    

正向

社會

行為 

組間 6511.62 4 1627.9

1 

8.17*** .000 受歡迎>一般型 

受歡迎>被拒絕 

組內 24323.37 122 199.37   

總計 30834.99 126    

***p<.001.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 95％的顯著水準下，探討受試

學童大班時地社會地位不同，小一的社會行為表現在量表中的分項得

分是否會有差異，由表 4-9，發現同儕社會地位不同，攻擊行為 F（4, 

126）=10.86, p=.000，遵守規範行為 F（4, 126）=4.35, p=.003，合群

合作行為 F（4, 126）=5.97, p=.000，獨立行為 F（4, 126）=4.46, p=.002，

利社會行為 F（4, 126）=3.50, p=.010，等表現皆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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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各分項得分的變異數分析（N=127） 

社會 

行為 

 
SS df MS F p Bonferroni 

攻擊 
組間 803.69 4 200.92 10.86*** .000 被拒絕>受歡迎 

被拒絕>一般型 
被拒絕>被忽略 
受爭議>受歡迎 
受爭議>被忽略 

組內 2257.74 122 18.51   

總計 3061.43 126    

退縮 
組間 227.24 4 56.81 2.3 .063  

組內 3015.80 122 24.72    

總計 3243.04 126     

遵守 

規範 

組間 350.75 4 87.69 4.35** .003 

受歡迎>被拒絕 組內 2457.24 122 20.14   

總計 2807.98 126    

合群 

合作 

組間 257.41 4 64.35 5.97*** .000 
受歡迎>被拒絕 
受歡迎>受爭議 

組內 1314.2 122 10.77   

總計 1571.61 126    

獨立 
組間 273.63 4 68.41 4.46** .002 

受歡迎>被拒絕 組內 1870.53 122 15.33   

總計 2144.16 126    

利社會 
組間 558.19 4 139.55 3.50* .010 

受歡迎>被拒絕 組內 4870.56 122 39.92   

總計 5428.76 126    

*p<.05.**p<.01.***p<.001. 

 

Bonferroni 事後比較，將各分項具有顯著差異的類別做比較，攻

擊行為的分項中，被拒絕的學童的攻擊行為得分明顯高於受歡迎、一

般型、被忽略的學童得分。受爭議類的學童在攻擊分項的得分也較突

出，高於受歡迎與被忽略的學童。被拒絕組學童的行為表現特徵，有

攻擊性、社會能力較差、較不被同儕接納，皆顯示於社會行為量表的

得分之中，Ollendick 等人（1992）的研究亦有提到被拒絕的學童表

現更多缺乏自我控制力、干擾、吵罵的行為。另外 Hubbard（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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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alker（2001）的研究也提到被拒絕的學童會有更多的攻擊行為，

相較他組更具攻擊性。 

受歡迎組的學童在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利社會的得分皆

與被拒絕組的學童有明顯的差異，受歡迎組的學童在正向行為的四分

項中得分皆高於被拒絕的學童。受歡迎的學童的利社會得分較被拒絕

組的學童高，陳秀慧（2011）、羅銳玉（1997）的研究中都有提到受

歡迎兒童的利社會行為相較於其他的兒童類別表現最為傑出。受歡迎

組的學童明顯比他人擁有更好的社交技巧與社會能力，所以表現更多

正向行為，與文獻中李雅芬（2003）、曾惠敏（1994）、Rubin（1998）

的研究相呼應。 

小結 

本節討論同儕社會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可以預測幼兒園大班

屬於受歡迎的學童，在小學一年級時會有較多的正向行為表現；反之，

幼兒園大班屬於被拒絕的學童，則有可能表現出較多負向社會行為。 

 

第三節  小一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根據統計結果，表 4-10 呈現的小一體型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負

向社會行為的平均得分體重過輕的學童是 32.45，體重正常的學童是

29.80，體重過中的學童是 26.94。正向社會行為的平均得分體重過輕

的學童是 99.82，體重正常的學童是 106.53，體重過中的學童是 107。 

表 4-10  

不同體型的受試學童社會行為得分平均數與標準差表（N=127） 

體型 n 
負向社會行為

M  

負向社會行為

SD  

正向社會行為

M  

正向社會行為

SD 

過輕 11 32.45 7.43 99.82 18.41 

正常 100 29.80 6.75 106.53 15.62 

過重 16 26.94 5.73 107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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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討論小一體型根據 BMI 值分組後，

檢測體型不同，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是否會有差異，由表 4-11 可知，

體型不同，在負向社會行為 F（2, 126）=2.31, p=.104，正向社會行為

F（2, 126）=.95, p=.390，皆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學童的體型不一

定會影響小一的社會行為表現，文獻探討中 Papalia 和 Old（1992）

認為體重過重或身材特別胖的學童會比較不受同儕歡迎，也會表現較

多負向行為，本研究的結果與文獻探討發現不同，推測可能原因，因

為本研究所追蹤受試學童皆為國小一年的學生，而文獻探討中發現體

型對社會行為產生影響的時期多為國中以上的青少年，青少年期的體

型是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周玉真，1992；黃德祥，1994），因此

研究對象的年齡不同，可能結果不盡相同。 

 

表 4-11 

體型分組與社會行為得分的變異數分析（N=127） 

  SS df MS F p 

負向 

社會行為 

組間 206.445 2 103.223 2.31 .104 

組內 5553.665 124 44.788   

總計 5760.110 126    

正向 

社會行為 

組間 464.446 2 232.223 .95 .390 

組內 30370.546 124 244.924   

總計 30834.992 126    

 

第四節  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根據統計結果，如表4-12，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在負向社會行為

的平均得分是31.93，學業成就普通的學童平均得分是30.24，學業成

就中上的學童平均得分是27.58。正向社會行為的平均得分，學業成

就中下的學童平均得分是98.86，學業成就普通的學童平均得分是

104.93，學業成就中上的學童平均得分是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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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不同學業成就的受試學童社會行為得分平均數與標準差表（N=127） 

成績分組 n 
負向社會行為

M  

負向社會行為

SD  

正向社會行為

M  

正向社會行為

SD 

中下 28 31.93 6.01 98.86 13.34 

普通 54 30.24 7.01 104.93 17.88 

中上 45 27.58 6.44 111.76 11.79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測學業成就不同，受試學童的社

會行為是否會有差異，由表4-13可知，學童的學業成就不同，負向社

會行為F（2, 126）=4.10, p=.019，正向社會行為F（2, 126）=6.64, p=.002，

兩者表現有顯著不同。發現在負向社會行為中，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

比學業成就中上的學童表現更多負向社會行為。O’Neil等人（1997）

低學業成就者容易表現較多行為問題，例如攻擊、過動、缺乏注意力、

情緒不穩定、干擾他人等負向社會行為。發現正向社會行為中，學業

成就中上的學童明顯比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表現更多正向行為，和

DeRosier在1994提出的研究成績較好的學童表現越多正向行為相呼

應。通組的學童則無顯著差異。可以發現學業成就對社會行為是有顯

著影響的。 

 

表 4-13 

學業成就分組與社會行為得分的變異數分析（N=127） 

  SS df MS F p Bonferroni 

負向

社會

行為 

組間 357.41 2 178.7 4.10* .019 中下>中上 

組內 5402.71 124 43.57    

總計 5760.11 126     

正向

社會

行為 

組間 2981.55 2 1490.77 6.64** .002 中上>中下 

組內 27853.44 124 224.63    

總計 30843.99 126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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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學業成就分組與社會行為各分項得分的變異數分析（N=127） 

社會 

行為 

 
SS df MS F p Bonferroni 

攻擊 
組間 116.05 2 58.02 2.44 .091 

 組內 2945.39 124 23.75   

總計 3061.43 126    

退縮 
組間 194.08 2 97.04 3.95* .022 

中下>中上 組內 3048.96 124 24.59   

總計 3243.04 126    

遵守 

規範 

組間 323.37 2 161.69 8.07** .001 
中上>中下 

中上>普通 
組內 2484.61 124 20.04   

總計 2807.98 126    

合群 

合作 

組間 93.78 2 46.89 3.93* .022 

 組內 1477.83 124 11.92   

總計 1571.61 126    

獨立 
組間 378.94 2 189.47 13.31*** .000 中上>中下 

中上>普通 

普通>中下 

組內 1765.22 124 14.24   

總計 2144.16 126    

利社會 
組間 71.5 2 35.75 .83 .440 

 組內 5357.25 124 43.2   

總計 5428.76 126    

*p<.05.**p<.01.***p<.001.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測學業成就不同，小一的社會行

為表現在量表中的分項得分是否會有差異，表 4-14 可知，學業成就

不同，退縮行為 F（2, 126）=3.95, p=.022，遵守規範行為 F（2, 126）

=8.07, p=.001，合群合作行為 F（2, 126）=3.93, p=.022，獨立行為 F

（2, 126）=13.31, p=.000，等表現皆有顯著不同。表示學業成就的高

低，將讓學童在退縮、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這四類社會行為產

生不同的表現。Bonferroni 事後比較，發現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比學

業成就中上的學童表現更多退縮行為，學業成就中上的學童比學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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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下的學童表現更多遵守規範和獨立的行為。學業成就中上的學童

也比學業成就普通的學童表現更多遵守規範和獨立的行為。學業成就

普通的學童比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表現更多獨立行為。整體而言，學

業成就中上的學童最遵守規範，而且最為獨立，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生

表現較為退縮沒有自信。 

 

    第五節  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一、性別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根據統計結果，總負向社會行為可以看出男生的平均得分為

31.09，女生的平均得分是28.48，其中男生的攻擊行為分數是12.97，

女生則是9.80。總正向社會行為女生的平均得分是110.13，男生是

101.10，其中女生的利社會行為是27.43，男生是23.53，女生的遵守

規範行為平均得分是35.16，男生是32.34，其餘分數如表4-15。 

表4-15 

受試學童性別與社會行為得分的之現況比較（N=127） 

 性別 M SD 

攻擊 
男 12.97 5.23 

女 9.80 4.18 

退縮 
男 18.12 4.71 

女 18.68 5.38 

總負向社會行為 
男 31.09 6.72 

女 28.48 6.62 

遵守規範 
男 32.34 4.81 

女 35.16 4.27 

合群合作 
男 22.83 3.54 

女 24.30 3.41 

獨立 
男 22.10 4.18 

女 23.48 4.00 

利社會 
男 23.53 6.57 

女 27.43 6.05 

總正向社會行為 
男 101.10 15.58 

女 110.13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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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檢測性別不同，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

是否會有差異，由表4-16可知，性別不同，男生和女生在總負向社會

行為t（125）=2.20, p=.030，總正向社會行為t（125）=-3.37, p=.001，

攻擊行為t（108.54）=-3.72, p=.000，遵守規範行為t（125）=-.3.49, p=.001，

合群合作行為t（125）=-2.39, p=.018，利社會行為t（125）=-3.48, p=.001，

等表現有顯著不同。發現負向社會行為表現男生高於女生（M男

=31.09>M女=28.48），男生的攻擊行為比女生多（M男=12.97>M女=9.80）；

正向社會行為表現女生高於男生（M女=110.13> M男=101.10），女生比

男生更遵守規範（M女=35.16> M男=32.34），女生比男生更獨立（M女

=23.48> M男=22.10），女生比男生表現更多利社會行為（M女=27.43> M

男=23.53）。 

 

表4-16 

受試學童性別與社會行為得分的獨立樣本t考驗（N=127）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檢定 

 
t檢定 

 

社會行為 F p t df p 

攻擊 4.27 .041 3.72*** 108.54 .000 

退縮 1.53 .219 -.62 125 .537 

負向社會行為 .12 .735 2.20** 125 .030 

遵守規範 1.16 .283 -3.49** 125 .001 

合群合作 .001 .973 -2.39* 125 .018 

獨立 .101 .751 -1.89 125 .061 

利社會 .704 .403 -3.48** 125 .001 

正向社會行為 .44 .510 -3.37** 125 .001 

*p<.05.**p<.01.***p<.001. 

 

小結 

可以發現受試學童的性別不同，在社會行為的得分也有差別，男

生在負向社會行為的得分高於女生，其中攻擊行為的得分平均也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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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呼應Block（1983）、吳承珊（2000）、林雯菁（2001）的研究

結果，男生表現較多負向社會行為。女生在正向社會行為得分明顯高

於男生，特別是在利社會行為的表現上跟男生有明顯的差別，呼應文

獻所提到國小的女生的社會能力比男生較佳，較擅於處理人際關係，

所以表現出較多正向社會行為（邱招婷，2002；涂秀文，1999；郭玉

燕，2006；陳美芝，2005；黃大峰，2006）。 

二、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根據統計結果，總負向社會行為可以看出中低組的平均得分為

31.65，中高組的平均得分是28.95，其中中低組的退縮行為分數是

20.03，中高組則是17.84。總正向社會行為中低組的平均得分是104.41，

中高組是106.59，其中中低組的獨立行為是21.18，中高組是23.46，

其餘分數如表4-17。 

 

表4-17 

受試學童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得分的現況比較（N=127） 

 家庭社經地位 M SD 

攻擊 
中低 11.62 5.21 

中高 11.11 4.84 

退縮 
中低 20.03 4.67 

中高 17.84 5.11 

總負向社會行為 
中低 31.65 6.70 

中高 28.95 6.68 

遵守規範 
中低 33.76 4.95 

中高 33.91 4.66 

合群合作 
中低 23.91 3.62 

中高 23.53 3.51 

獨立 
中低 21.18 3.57 

中高 23.46 4.16 

利社會 
中低 26.06 5.69 

中高 25.51 6.88 

正向社會行為 
中低 104.41 15.11 

中高 106.59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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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檢測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受試學童的

社會行為是否會有差異，由表4-18可知，家庭社經地位不同，中低與

中高在在總負向社會行為t（125）=2.02, p=.046，退縮行為t（125）

=2.19, p=.031，獨立行為t（125）=-2.84, p=.005，等表現有顯著不同。

根據統計結果發現負向社會行為表現中低組高於中高組（M中低

=31.65> M中高=28.95），中低組比中高組表現更多退縮行為（M中低

=20.03> M中高=17.84），中高組的獨立行為表現比中低組多（M中高

=23.46> M中低=21.18）。 

 

表4-18 

受試學童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行為得分的獨立樣本t考驗（N=127）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檢定 
 

t檢定 
 

 F p t df p 

攻擊 .18 .676 .52 125 .608 

退縮 .23 .635 2.19* 125 .031 

負向社會行為 .57 .451 2.02* 125 .046 

遵守規範 .83 .363 -.16 125 .875 

合群合作 .10 .754 .54 125 .589 

獨立 .45 .506 -2.84** 125 .005 

利社會 3.84 .052 .42 125 .676 

正向社會行為 .001 .970 -.69 125 .489 

*p<.05.**p<.01. 

 

小結 

根據結果可以發現受試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在負向社會行為的

得分上有顯著差異，特別是在退縮行為上，可以解釋家庭社經地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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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童的行為表現較為退縮，呼應文獻中所提到，社經地位較為落後

的學童會有較多的負向社會行為（王柏壽，1989；鄒啟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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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根據研究結果，整理歸納出結論，並根據結果提出具體的

建議，將提供幼兒園、國小、家長及相關單位作為參考。本章共分成

兩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一年級學童的社會行為、體型、學業成就、

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現況，也探究他們在幼兒園時的同儕社會地位情

形，再分別檢測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性別、家庭社

經地位與小一學童社會行為的關聯。 

本研究以127位就讀臺北市公立國小的一年級學童為對象，這些

學童幼兒園大班時曾接受同儕社會地位測量，一年級時再由班級教師

提供受試學童的性別、學業成就、身高及體重資料，並填寫「國小一

年級學童社會行為量表」，家長提供受試學童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

資料。經由SPSS 22.0的資料分析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 女生的正向社會行為表現高於男生(遵守規範、合群合作、利社

會)，男生的負向社會行為表現高於女生(攻擊) 

女生與男生在正向社會行為與負向社會行為的得分有差異，

女生的正向社會行為較多，男生則是負向社會行為較多，以攻擊

行為的表現特別明顯。性別在行為表現上差異明顯，與文獻探討

的發現相符。 

二、 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表現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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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證實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將對小學一年級的負

向社會行為與正向社會行為有著顯著而重大的影響，被拒絕的學

童負向社會行為得分明顯高於其他各組，反之受歡迎的學童在正

向社會行為得分也明顯高於其他組別，與文獻探討的發現相符。 

從各分項討論，被拒絕的學童會表現較多攻擊行為，受爭議

的學童在攻擊行為上得分也較高。正向社會行為的四個分項（遵

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利社會），受歡迎的學童的表現皆優

於其他組別，與文獻中同儕關係的發現相同。 

三、 體型與受試學童的社會行為沒有顯著關聯 

本研究無法看出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但文獻中認為體

重較重的學童表現較多負向社會行為，本研究發現與文獻不相

符，學童的身材身形不一定會影響其社會行為之表現。 

四、 學業成就中下的學童表現較多的負向社會行為（退縮），學業

成就中上的學童表現較多的正向社會行為（遵守規範、合群合

作、獨立） 

本研究證實學業成就的高低對負向社會行為和正向社會行

為的表現皆有顯著影響，學業成就表現為中下的學童負向社會行

為得分較高於其他學童。而學業成就中上的學童正向社會行為的

表現則多於其他組的學童，本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的發現相同。

從各分項討論，學業成就表現較差的學童在退縮行為的得分較高，

因為成績表現較差而顯得更無自信。學業成就表現較好的學童在

遵守規範、合群合作、獨立的得分較高，特別是在遵守規範和獨

立的得分，明顯優於其他學童，在團體生活中，能夠遵循大環境

的規則（遵守規範），亦能在必要的時候獨立自主，能自己做決

定。 

五、 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學童比家庭社經高的學童表現較多的負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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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行為，尤其是退縮行為;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學童比家庭社經地

位低的學童表現較多的獨立行為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童與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童比較，

表現較多的負向社會行為，特別是在退縮行為的表現上更為顯著，

可能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差異而顯得比較沒有自信、對於接觸新

的人事物感到害怕或緊張，與文獻中的發現相符。家庭社經地位較

高的學童在獨立行為的表現比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童更為顯

著。 

 

第二節  建議 

 

壹、給教師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建議 

 

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為學童不可變動的背景因素，大家無法選擇

自己要擁有什麼性別與背景，但是可以選擇未來要有什麼表現。過去

的同儕關係已無法改變，但是學童可以改變現在的同儕關係。 

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在第一線的教師，

教師應該發揮其角色功能，亦可以根據學童的表現給予因材施教。以

下是提供給現場教師與相關工作人員參考之具體建議： 

（一） 性別教育：從小做起，教師應建立學生對性別概念的認識，男

女生有各種生理、心理、行為上差異，皆需要教師適時的引導

如何正確的認識彼此，並同時包容差異、尊重對方。 

（二） 同儕關係的經營與建立：本研究結果顯示同儕關係的重要，教

師可以有技巧的給予同儕關係較差的學童，更多的支持、提示

和示範，引導其參與團體活動，發掘自己的優點，並鼓勵學童

表現出好的那一面肯定自己，建立其正向的自我效能，並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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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同儕建立良好的關係。 

（三） 體型雖與一年級學童的社會行為無相關，但文獻中顯示體型對

青少年的行為亦有顯著影響，不可輕易忽視。 

（四） 正向的學習環境：建立一個愉快開心的學習情境，學習的過程

遠比結果來的更為重要，教師需先調整自己的想法，才能真正

影響學生。 

（五） 心態上的轉變：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學生，對自己較無信心，亦

產生較多問題行為，行為發生時，先讓學童的情緒冷靜下來，

之後再與其討論事件發生的原因與過程，並以正向的態度處理，

同理學生的立場，一起思考更好的解決方法。教師可以提供他

們成功表現的機會，並給予鼓勵，增加其自信心，從學生的心

態去改變其行為表現，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 

 

貳、給家長的建議 

 

對家長的建議，在學童進入教育階段前，家庭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也是學習成長的主要環境，此段時期也是人格養成的重要階段，但是

傳統的觀念常常在不知不覺影響孩子，比如：對男生比較寬容，男生

頑皮是正常的、成績好才是好小孩。這些傳統觀念常常會造就孩子的

刻板印象，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從家庭教育做起。以

下是提供給家長參考之具體建議： 

（一） 性別平等的態度與觀念：性別教育從小做起，父母對子女不論

男女都應改給予正向的支持、讚美、關心，不應該有兩套標準。 

（二） 親子時間：父母應與孩子建立良好、正向的互動關係，亦建立

其自信心，與家長互動的同時也在學習未來如何與他人互動，

家長應該也要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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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中發現，體型對青少年的行為有重大影響，父母從小

應培養孩子正確的飲食習慣，健康的身體是學習的第一步。 

（四） 對於成績表現較差的孩子，不應該直接給予處罰，父母應同理

孩子的立場，並充分溝通，理解原因，讓孩子繼續保持學習的

興趣與動機，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五） 對自己較無自信、負向行為較多的孩子，父母應鼓勵孩子用正

確定方式排解情緒，比如說運動，並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

建立孩子思考的習慣與成功的經驗，增加其自信心。 

 

參、未來研究 

 

本研究針對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

型、學業成就探討其與社會行為之關聯，但是影響行為的因素非常多，

多數的文獻都著重於後天的因素探討，除了本研究提出的因素外，先

天的因素，近年來十分熱門議題，如大腦發展、神經科學，都還有很

多探索的空間。相關研究中縱貫性的研究較少，如果能夠長時間持續

追蹤學童的行為，相信更能夠找出並解釋其社會行為，亦可以發現其

他影響社會行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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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家長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 不同意參與「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的相關因素探討」研究 

□ 同  意參與此研究（請填寫以下資料） 

◎學童父親的教育程度：□小學   □國（初）中    □高中或高職 

                     □專科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學童母親的教育程度：□小學   □國（初）中    □高中或高職 

                      □專科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學童父親的職業：          （請參考下表填寫代碼） 

◎學童母親的職業：          （請參考下表填寫代碼） 

學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國小 一 年    班    號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代碼 職 業 類 別 

0 學生、家庭主婦、失業、志願役軍人、其他無職業者 

1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工友、小妹、看管、售貨小販、清潔工 

＊生產體力非技術工            ＊搬送非技術工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2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商店售貨、固定攤販與市場售貨、旅運服務員、餐飲服務生、廚師、家事

管理員、理容整潔、個人照顧（如保母、照護、按摩）、保安工作（如警察）、士官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營建採礦技術工 

－金屬機械技工 

－其他技術工（如裁縫、修鞋匠、木匠、麵包師傅、手藝工）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車輛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 

＊半技術工：－農機操作半技術工 

－工業操作半技術工（如操作鑽孔、紡織機、熔爐、發電製藥設備） 

－組裝半技術工 

3 ＊事務工作人員：－辦公室事務性工作（如法律/行政事物性助理、打字、文書、複印、財稅事物） 

－顧客服務性工作（如櫃臺接待、總機、掛號、旅遊事務） 

－會計/出納事務（如簿記證券、售票、收費櫃臺、金融服務） 

－尉官 

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助教、研究助理、補習班/訓練班講師、法律行政半專業助理、社工員、

輔導員 

＊半專業人員：醫療半專業、運動半專業、會計半專業助理、專技銷售/仲介等商業半專業服務 

－其他半專業（如歌手、模特兒、廣告設計、無神職宗教人員） 

－農業生物技術人員或助理、工程技術員、航空/航海技術人員、校官 

5 ＊行政主管：雇主與總經理、辦公室監督課長 

＊專業人員：－大專教師與研究人員、中小學/學前/特殊教師   

            －法律專業人員（如律師、法官） 

－語文文物管理專業人員（如作家、記者、編輯、圖書管理師） 

－藝術/娛樂（如聲樂家） 

－宗教（如神父） 

－醫師、藥師、護士、助產士、護理師 

－會計師及商業專業人員、農學生物專業人員 

－工程師（含建築、資訊、測量師、技師） 

－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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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問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2, SEC. 1, HOPING E., TAIWAN 10610 

REPUBLIC OF CHINA   

TEL：02-7734-1411 

02-7734-1451 

FAX：02-2363-9635 

親愛的  老師：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

育組的研究生王綺涵，目前在鍾志從教授指導下從事碩士論文「國小一

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的相關因素探討」。素仰老師學識豐富，懇請老師提

供卓見，協助審查學生的「國小一年級社會行為量表」。 

請您根據所附之研究目的與量表內容，審查研究工具的正確性及合

適性。請將審查意見直接填寫、修改於該題項後，或於頁末的綜合意見

欄提供卓見，謝謝您。 

煩請您撥空審查此量表內容，並勞煩您將審查結果置入所附的回郵

信封，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前投郵擲回。承蒙指導，不

勝感激！若您有任何疑問，請電洽學生 0919-326247 或 E-mail：

toyshouse@tp.du.tw 

 

謹此 

    敬頌 

教安！ 

學生               

王綺涵    敬上 

102 年 1 月 3 日 

mailto:toyshouse@tp.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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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的相關因素探討 

─專家效度檢核─ 

本研究參考游淑芬（1993）兒童社會行為量表，針對國小一年級幼

兒的社會行為編製，根據學童的年齡、生活與行為編製成「國小一年級

社會行為量表」，此量表採 Liker 五點量表計分，教師根據題意填答，得

分越高表示學童該社會行為出現頻率越高，量表一共分成七大分項，各

大項的操作行定義如下： 

1. 攻擊：傷害、干擾、影響他人的行為。 

2. 退縮：對於接觸新的人事物感到害怕或緊張。 

3. 遵守規範：在團體生活中，能夠遵循大環境的規則。 

4. 合群合作：樂於參與團體活動，並願意與人共完成某件事。 

5. 獨立：能自己做決定，照顧好自己生活瑣事（生活自裡）。 

6. 利社會：幫助、鼓勵、同理、安慰、同情、關懷、照顧他人，

與他人分享。 

【研究目的】 

一、瞭解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小一體型、學業成就與社

會行為狀況。 

二、瞭解受試學童的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分布狀況。 

三、探討受試學童的幼兒園同儕社會地位與目前社會行為的關聯。 

四、探討受試學童小一體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 

五、探討受試學童的學業成就與目前社會行為的關聯。 

六、探討性別、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受試學童社會行為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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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一年級社會行為量表 

─專家效度審核用─ 

一、攻擊 

1. 威脅或欺負同儕。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和同儕爭吵或打架。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惡作劇捉弄別人。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破壞或搶奪同儕正在進行的活動。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說髒話罵人。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無緣無故的打人、發脾氣。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破壞自己或別人的物品。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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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縮 

8. 表現過度小心或害怕。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參加活動時容易緊張或焦慮。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害怕新的嘗試或新環境。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與不熟悉的人接觸會害羞畏縮。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需要催促或鼓勵才會參加團體活動。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常說「我不敢」。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或意見。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缺乏好奇心。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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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遵守規範 

16. 愛惜公有的物品。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對老師同學有禮貌，會說請、謝謝、對不起。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輪流領取物品時，能耐心等待。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準時交作業。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上課鐘響準時進教室。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不亂丟紙屑，並做好垃圾分類。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每天準時上學。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午餐與午休時間會安靜，不影響他人。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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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群合作 

24. 即使意見不同，只要合理，他就能接受。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活動時，能接受同伴的領導或領導他人。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喜歡和同儕一起玩。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會邀請同儕一起遊戲或活動。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 遊戲、活動、做事時，樂意與人合作。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自我中心，不會考慮到別人。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在團體生活中，顯得開朗快樂。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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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獨立 

31. 會自動收拾或整理自己的書包與上學用品。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不需老師或父母協助，自己能做好自己的生活瑣事。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自己份內的事，依賴他人代勞。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會黏著特定的老師或小朋友。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能保持自己的儀容乾淨整齊。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面對困難時，會先嘗試自己解決問題，再尋求他人協助。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 自己決定要選擇哪些學習材料、活動或夥伴。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下課時間，決定自己想做些什麼。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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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社會 

39. 看到同儕有困難時，會主動幫忙。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看到別人傷心難過時，會過去安慰他。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會讚美鼓勵別人。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 會把自己的東西與別人分享。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能站在別人的角度為他人著想。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會主動照顧同儕。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同學受傷時會主動前去詢問。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聽聞可憐的事件時，會露出同情的表情。 

□適合   □需修正   □不適合  

專家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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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綜合評論 

 

量表至此結束，誠摯感謝您百忙之中惠賜卓見，辛苦您了！ 

萬分感謝！ 

 

倘若有任何指正，請洽學生王綺涵 

（H）：02-****-**** 

手機：0919-****** 

E-mail：toyshouse@tp.du.tw 

住址：23564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295-3 號 5 樓 

mailto:toyshouse@tp.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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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效度審核學者名單（依姓名筆畫排序） 

 

姓名 服務單位 

石兆蓮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何慧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杞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涂妙如 私立輔仁大學 

陳若琳 私立輔仁大學 

陳寧容 私立長庚科技大學  

程景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廖鳳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鍾志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簡淑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量表 

親愛的老師： 

您好！本量表旨在瞭解國小一年級學童社會行為的發展狀況，亟需您的鼎力相助，煩

請幫忙填答量表內容！您所填寫的資料將絕對保密，不會外流，請您安心作答。感謝您的

支持與合作！ 

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研究生 王綺涵敬上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三月十四日 

壹、學童基本資料 

1.就讀學校：                國小 2.就讀班別：                      

3.學童姓名：                    4.學童座號：                   號 

5.學童生日：      年    月    日 6.學童性別： □ 男 生    □ 女 生 

7.一下身高：                公分 8.一下體重：                 公斤 

9.一年級上學期智育總成績：                                （請填寫分數） 

10.教  師  填  寫  日 期：    102     年             月             日 

貳、社會行為量表  

以下各題，請您依照學童平時的行為表現情形圈選最適合的答案。 

如果學童從不出現此行為，請圈選１ 

如果學童很少出現此行為，請圈選２ 

如果學童偶爾出現此行為，請圈選３ 

如果學童常常出現此行為，請圈選４ 

如果學童總是出現此行為，請圈選５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常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會欺負同學 …………………………………………… 1 2 3 4 5 

2. 會和同學吵架 ………………………………………… 1 2 3 4 5 

3. 會捉弄同學 …………………………………………… 1 2 3 4 5 

4. 會以語言傷害同學 …………………………………… 1 2 3 4 5 

5. 會無緣無故的打人 …………………………………… 1 2 3 4 5 

6. 會破壞同學的物品 …………………………………… 1 2 3 4 5 

7. 會害怕做任何事 ……………………………………… 1 2 3 4 5 

8. 參加活動時會容易緊張 ……………………………… 1 2 3 4 5 

9. 會害怕新的嘗試 ……………………………………… 1 2 3 4 5 

      
麻煩老師翻頁繼續填寫，謝謝您！ 

附錄四  預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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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常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0. 與不熟悉的人接觸會害羞畏縮 ……………………… 1 2 3 4 5 

11. 需要大人鼓勵才會參加團體活動 …………………… 1 2 3 4 5 

12. 會說「我不敢」………………………………………… 1 2 3 4 5 

13. 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 ………………………………… 1 2 3 4 5 

14. 會愛惜公有的物品 …………………………………… 1 2 3 4 5 

15. 對老師和同學有禮貌 ………………………………… 1 2 3 4 5 

16. 輪流領取物品時會耐心等待 ………………………… 1 2 3 4 5 

17. 會準時交作業 ………………………………………… 1 2 3 4 5 

18. 上課鐘響會準時進教室 ……………………………… 1 2 3 4 5 

19. 不會亂丟紙屑 ………………………………………… 1 2 3 4 5 

20. 每天會準時上學 ……………………………………… 1 2 3 4 5 

21. 午餐時間會遵守規範 ………………………………… 1 2 3 4 5 

22. 即使與同學意見不同會傾聽，表示尊重 …………… 1 2 3 4 5 

23. 活動時，會接受同學的領導…………………………… 1 2 3 4 5 

24. 會和同學一起玩 ……………………………………… 1 2 3 4 5 

25. 不喜歡參與活動而獨自在旁觀看 …………………… 1 2 3 4 5 

26. 在團體中會以自我為中心，不考慮其他同學………… 1 2 3 4 5 

27. 在團體生活中開朗快樂 ……………………………… 1 2 3 4 5 

28. 會自動整理自己的書包 ……………………………… 1 2 3 4 5 

29. 需要老師協助才會做好該做的事 …………………… 1 2 3 4 5 

30. 自己該做的事會依賴他人代勞 ……………………… 1 2 3 4 5 

31. 會黏著特定的人物 …………………………………… 1 2 3 4 5 

32. 面對困難時，會嘗試自己解決問題…………………… 1 2 3 4 5 

33. 下課時間會自己決定想要做什麼 …………………… 1 2 3 4 5 

34. 看到同學有困難時會幫忙 …………………………… 1 2 3 4 5 

35. 看到同學傷心難過時會安慰他 ……………………… 1 2 3 4 5 

36. 會鼓勵同學 …………………………………………… 1 2 3 4 5 

37. 會把自己的東西與同學分享 ………………………… 1 2 3 4 5 

38. 會站在同學的角度為他著想（同理）………………… 1 2 3 4 5 

39. 會主動照顧同學 ……………………………………… 1 2 3 4 5 

40. 同學受傷時會去詢問（關懷）………………………… 1 2 3 4 5 

 
量表到此結束，再次謝謝老師的幫忙！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