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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從研究動機說明後確立本研究目的，並界定重要名詞。本章

共分四節，分別為：一、研究動機；二、研究目的；三、名詞界定、

四、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大學最後一年的母嬰護理學實習中，老師要我們在嬰兒室選一個

嬰兒進行觀察，紀錄他所有的行為、反應。當時面對一群長得差不多、

老在睡覺跟哭的嬰兒，真不知道要觀察些什麼，只能像錄影機一樣無

時無刻盯著嬰兒看，記下他的一舉一動，深怕他的世界我來不及參與。

觀察的前二天過去了，在規律的活動中我觀察的嬰兒慢慢展現他的獨

特性。他怕吵，只要有其他嬰兒發出聲音，他就會緊閉雙眼、皺眉、

嘟嘴、大聲哭。他很常哭、哭聲宏亮、不易停止，只要摸摸他的背，

把他靠上我的肩膀就會停止哭泣。他怕冷，一但袍子被掀開，就會從

睡夢中醒來，雙手握拳、晃動四肢。他喜歡人抱，尤其是直立的抱法，

平時躺著都在睡覺的他，只要被抱起來就會精神奕奕張著眼睛猛瞧；

如果抱的方式讓他看不到外面的環境，就會試圖轉頭、晃動手。他喜

歡喝奶時有人對他說話，聽到人聲就會用力的吸吮，一但聲音停止就

會停止喝奶。他喜歡洗澡，只要一碰到水，臉上就會出現無比舒服的

表情，可是他卻討厭穿脫衣服。對我來說，他很特別。 

第二天下午的母嬰同室，我見到他的母親，一個很和氣、很關心

嬰兒的女性。當我把熟睡的嬰兒送到母親懷中，他卻突然驚醒、大哭，

母親本來就不純熟的動作更顯僵硬，不論怎麼改變姿勢，他都持續大

哭。父親說他可能餓了，當母親餵母乳時，他哭得更厲害，扭動著身

體根本不吸奶，怎麼安撫都沒效，緊張的母親好像自己犯了錯，急忙

把嬰兒還給我。第三天上午的母嬰同室時間，嬰兒被留在嬰兒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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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不良經驗讓母親取消了母嬰同室。當我再次嘗試抱著嬰兒進入

病房時，母親對我說昨晚她又失敗了，她的小孩不喜歡她，她沒想到

第一次當母親居然這麼失敗，小孩不讓她抱、不喝她的奶、碰到她就

哭，她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面對一個初為人母又容易緊張的母親，

這種沮喪感讓她害怕起自己的小孩。我跟母親分享我對嬰兒的認識，

跟她討論著嬰兒的一舉一動，並持續提供她相關資訊，鼓勵她不要放

棄、再嘗試去接近嬰兒，經過 3~4天的努力，情況終於好轉。在這次

經驗中，我「看見」了嬰兒，「體驗」到母親的挫敗，也「經驗」了她

們的需要幫助，此乃引起我探究嬰兒氣質與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緣起。 

嬰兒氣質是新生兒的行為反應特徵（Brazelton, 1973），顯示了個

人與生俱來的適應性行為（Buss & Plomin, 1975），也是一種獨特的行

為型態（Thomas & Chess, 1977）。它是社會互動的重要心理生物性特

徵，透過個體對環境的反應與自我調節形成其獨特性。氣質是天生的，

受到遺傳因素影響，但氣質亦受成熟與經驗的交互影響，可能隨時間

而產生變化（Rothbart & Derryberry, 1981）。因此，瞭解氣質能幫助吾

人認識嬰兒，亦幫助父母建立合宜的育兒策略。 

Thomas與 Chess曾依嬰兒容易養育與否將氣質分成好養、難養、

慢吞吞三種類型。其中的難養型氣質即是俗稱的「磨娘精」，從字面上

就很傳神的點出難養型氣質帶給父母的感覺。在 Thomas與 Chess的

研究中，難養型氣質被發現是未來可能出現精神問題的預測性危險因

子（Thomas & Chess, 1977），而難養型氣質也不利於親子互動。Lee

與 Bates（1985）研究難養型氣質與親子互動間的關係，發現 6、13

個月被評為難養型氣質的嬰兒，能預測其 2歲時也會被評為難養型氣

質，在觀察中也發現其親子的衝突性互動關係。同時，難養型氣質嬰

兒的母親平時對嬰兒的回應較少，當嬰兒哭鬧時會以負向態度來回應

（Donovan, Leavitt, & Balling, 1978; van den Boom, 1988），對其親職效

能也有負向影響（Bates, 1980）。此外，難養型氣質也與幼兒未來的問

題行為有顯著相關性（Lee & Bates, 1985）。由此可知，難養型氣質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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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需要更多的關注，有關難養型氣質的研究也已成為氣質或親子關係

領域中備受關注的議題。 

與預期相反，當研究者檢索國內氣質相關的研究後發現，大部分

的研究對象都是學齡兒（王秀枝，民 93；何名娟，民 94；李美瑩，民

83；李玟儀，民 92；邱霓敏，民 90；高婉嘉，民 94；張振南，民 74；

翁雅雪，民 94）或是學齡前兒（王珮玲，民 81；李佩元，民 86；涂

妙如，民 94；孫懿英，民 87；陳如葳，民 90；許惠萍，民 85；張慧

敏，民 81；楊招謨，民 86；蔡佳玲，民 84；劉千琪，民 83；賴明美，

民 90）。而以嬰兒為對象的氣質研究僅有一篇（黃靜微，民 84），可知，

國內有關難養型氣質嬰兒的研究尚付闕如。 

實習經驗中，母親覺得嬰兒很難取悅、不易照顧，造成對勝任母 

職的自我懷疑，亦透露出嬰兒氣質對母親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為難養

型嬰兒的情緒較不穩定、不僅哭的大聲還哭的久、不容易安撫，無形

中會磨蝕母親的精力與自信，使母親出現自我厭惡或無能感而變得憂

鬱。研究指出母親的焦慮與其知覺嬰兒的難養程度呈正相關（Sameroff, 

Seifer & Elias, 1982; Vaughn, Taraldson, Crichton, & Egeland, 1981），難

養型嬰兒氣質能預測母親產後 6及 12週的疲憊感（Hewat, 1992）。近

來，母親罹患產後憂鬱症的比率節節上升，回頭探尋原因時，母親自

我效能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導因，尤其針對高危險家庭而言。Cutrona

與 Troutman（1986）的研究證實母親的憂鬱源自嬰兒的難養型氣質及

其社會支持的缺乏，而母親自我效能則扮演了中介角色。 

許多研究也證實母親自我效能較高與其正向教養行為相關，如回

應性、刺激提供（Unger & Waudersman, 1985，引自 Coleman & Karraker, 

2003）、解讀嬰兒訊息（Donovan, Leavitt & Walsh, 1990）、父母參與

（Bandura, 1989），亦較少知覺嬰兒問題行為（Johnston & Mash, 

1989），嬰兒的發展也較好（Coleman & Karraker, 2003）。相對的，母

親自我效能較低則與母親憂鬱（Teti & Gelfand, 1991）、控制行為

（Donovan, et al., 1990）、知覺嬰兒的難養型氣質及嬰兒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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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ton & Mash, 1989）顯著相關。 

    對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而言，嬰兒氣質能不能改變？是母親所關

注的焦點。Thomas與 Chess主張氣質沒有好壞，只有與環境「適配

（goodness of fit）」與否，「適配」便能影響氣質的發展。從依附的觀

點來看，Isabella, Belsky與 von Eye（1989）發現零到三個月大的嬰兒

所測得之母親敏銳度對依附類型的預測力最大，隨著嬰兒年齡增長，

預測力逐月降低。若母親到嬰兒九個月時才對嬰兒所發出的訊號立

即、適宜的回應，對親子互動或依附發展來說都已太遲。由此可知，

對嬰兒訊息的敏銳回應在嬰兒前三個月最為重要。介入就是在符合適

配性的原則下，及早透過修飾嬰兒氣質及父母回應行為，讓親子關係

更和諧。若能在嬰兒出生後的頭幾個月就透過教導母親如何去瞭解嬰

兒氣質、解讀嬰兒行為線索、認識嬰兒能力而能增強其行為的敏銳度

及回應性，當能改善親子互動的品質。 

相關研究皆支持了介入的成效，van den Boom（1988）指出難養

型嬰兒的母親在短期家庭介入後照顧的敏銳性及回應性增加、對嬰兒

的行為線索有較多的回應、嬰兒的焦躁程度也能減輕。而著重於教導

父母如何正向與幼兒互動、如何改善親子關係、如何使用有效教養策

略的父母訓練方案已證實能顯著改善幼兒行為及減輕親職壓力，並能

減少親子衝突（Sanders & Woolley, 2004）。但綜觀相關研究發現國外

於嬰兒階段所進行的介入多以狀況特殊的嬰兒與母親為對象，如低體

重、身心障礙、難養型嬰兒或初產婦、未成年、產後憂鬱、具心理社

會危機、低社經家庭母親等，因為這些狀況可能導致母嬰互動障礙，

而不利嬰兒發展，故有其介入的必要性。其中又以低體重嬰兒、產後

憂鬱及具心理社會危機的母親受到最多關注，難養型嬰兒的研究則相

對較少。這反映了這類潛在群體所受到的注目明顯不足，故相關的介

入建議也相當缺乏。故本研究將以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為研究對象，

除了瞭解難養型嬰兒對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影響外，也探討介入策略

的可行性與成效性，期望提供養育上的建議，供學術界、臨床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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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爲瞭解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兒母親的育兒自我效能成效，本研究

以難養型嬰兒與母親為對象，以促進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為目的，透過

個別性介入策略對四位單胞胎及兩對雙胞胎嬰兒與母親進行準實驗研

究。具體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 

一、瞭解難養型嬰兒的氣質表現。 

二、瞭解難養型嬰兒母親的育兒自我效能。 

三、探討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兒母親的育兒自我效能成效。 

 
貳、研究問題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及假設如下： 

一、難養型嬰兒的氣質表現為何？ 

二、難養型嬰兒母親的育兒自我效能為何？ 

三、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改變的效果為何？ 

    本研究假設如下： 

   3-1 難養型嬰兒母親的育兒能力會因介入策略而顯著增強。 

   3-2 難養型嬰兒母親的育兒信心會因介入策略而顯著增強。 

   3-3 難養型嬰兒母親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會因介入策略而顯著

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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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界定 
   

茲將本研究中有關名詞界定如下： 

 

一、嬰兒（infant） 

    按照發展心理學上的分期，自出生到會說話的一段時間，稱為嬰

兒期。狹義而言，嬰兒是指週歲以前的一段時期（張春興，民 78）。 

本研究所指的嬰兒專指出生到三個月大的嬰兒。 

 

二、氣質（temperament） 

    本研究所指的氣質採用 Thomas與 Chess的觀點，即氣質是行為

的型態，是個體對外在刺激、機會、預期、需求的反應，是指行為「如

何呈現」，而非「是什麼」或「爲什麼」。Thomas與 Chess的氣質理論

包含九大氣質向度，分別為活動量、規律性、趨避性、適應性、情緒

本質、反應強度、堅持度、分神度、反應閾。本研究操作型氣質定義

乃指受試嬰兒於氣質量表中的得分，若得分愈高代表嬰兒活動量高、

規律性低、退縮逃避、適應性低、負向情緒、反應強度大、堅持度低、

分神度低、反應閾低。 

 

三、難養型氣質（difficult temperament） 

Thomas 與 Chess（1977）認為「難養型氣質」具一組特定的氣質，

包含規律性低、退縮逃避、適應性低、負向情緒本質等；Carey與

McDevitt（1978）則再加上反應強度大為困難養型氣質項目。本研究

所稱的難養型氣質是指 Carey與McDevitt氣質類型中之「輕度難養型」

嬰兒，其定義是指在規律性、趨避性、適應性、情緒本質、反應強度

五項氣質向度中，其中至少兩項的得分高於平均值，或是超過一個標

準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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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育兒自我效能（infant care self-efficacy of mother） 

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是指母親在養育嬰兒時，對於照顧嬰兒的成效

信念（Coleman & Karraker, 1997）。本研究所稱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是

指在自編的「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中，母親對於照顧嬰兒的成效

信念，包含母親的育兒能力、育兒信心、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三部

分。若得分越高表示母親育兒自我效能越高，反之，則表示母親育兒

自我效能越低。 

 

五、介入策略（intervention）    

介入策略是指提供服務、支持、資源以符合某些嬰幼兒發展需求

的方法（Dunst & Bruder, 2002，引自鍾莉娟等譯，民 93）。本研究所

指之介入策略包含促進母親對嬰兒氣質、意識狀態、行為線索、發展

及能力的瞭解，及增強其育兒知識、技能與促進其適應母職角色。進

行方式包含對話、說明、示範等，於家庭訪視中透過觀察母嬰互動以

引導母親使用合宜的態度及行為去瞭解、回應嬰兒，以增強母親育兒

自我效能，改善親子互動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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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過程因受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等因素，仍有一些難以避

免的研究限制，茲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的受試對象為 6位母親、8位嬰兒，為小樣本的試探性研

究，故研究結果的推論範圍有限，無法擴及所有難養型嬰兒及其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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