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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擬針對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歸納結論，並進一步進行分析與

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各節分述如下：第一節、結論與討論；第二

節、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難養型嬰兒氣質表現及母親育兒狀況，並

發展個別性介入策略，以探討對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的成

效。本節將分四部分進行說明：一、難養型嬰兒氣質表現；二、難養

型嬰兒母親育兒狀況；三、介入對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提升的成效；四、

結論。 

 

壹、 難養型嬰兒氣質表現 
 
一、難養型嬰兒氣質表現 

    在受試嬰兒中，活動量大、規律性低、負向情緒、堅持度低是其

共通點，尤其是規律性低、負向情緒這兩部分都呈現在八位嬰兒身上。 

介入歷程中可發現實驗組的四位難養型嬰兒剛滿月時作息都相當混亂 

，且哭泣的頻率高，所以母親知覺嬰兒的規律性是低的、情緒本質較

負向。而退縮逃避、適應性低、反應強度大、分神度低、反應閾低等

氣質則較少出現在受試嬰兒身上，尤其是趨避性，幾乎所有受試嬰兒

對新刺激都呈趨近性。對於這種情形，介入中發現可能是嬰兒滿三個

月之前接觸新情境、換人照顧的機會相當低，所以較看不出其趨避性。 
 

二、難養型氣質的向度 

   在介入歷程中，祥祥的規律性低、分神度低是較困擾母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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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泰的規律性低、堅持度低、分神度高是較困擾母親的地方；而敏敏

的反應閾低、負向情緒，安安的規律性低、分神度高是較困擾母親的

地方。 

祥祥的睡眠不規律、夜醒次數多，餓的時候反應強烈、哭得很大

聲、分神度低等特質，讓母親不僅睡眠受到影響而顯得疲累，也因為

必須立即滿足祥祥想吃的需求，所以餵食得相當頻繁。而祥祥的活動

量大、適應性低、堅持度低、負向情緒都讓母親必須花較多心力來照

顧祥祥。小泰的作息日夜顛倒、喝奶容易分心而中斷、吃吃睡睡的現

象，讓母親也必須跟著日夜顛倒，又因為不能確定小泰到底吃飽了沒，

所以當小泰哭的時候無法區辨原因，而顯得不知所措，也對自己的奶

水是否足夠產生懷疑。敏敏的哭泣頻率高，有需求時不易被轉移注意

力，也不容易安撫，加上對刺激敏感，所以常睡不安穩、易醒，導致

母親常常花很多時間在安撫她、哄她睡。而敏敏的堅持度高、負向情

緒，也讓母親必須立即滿足她的需求才能讓她慢慢停止哭泣。安安則

是半夜醒來活動，餓的時候不能等，但喝奶容易分心而中斷，吃吃睡

睡的現象讓母親花很多時間在餵他，睡眠也受到影響。而安安對環境

沒興趣也讓母親很擔心。 

綜合上述，嬰兒的規律性低、負向情緒、反應強度大、堅持度低、

分神度低、分神度高、反應閾低都會影響母親照顧時的感受。這樣的

結果與 Thomas等人（1986）、McDevitt（1978）認為規律性低、負向

情緒、適應性低、反應強度大、退縮逃避是難養型嬰兒氣質特徵的論

點雷同。不同的是，本研究發現堅持度低、分神度低、分神度高、反

應閾低皆會影響母親照顧的知覺，在相關文獻中較少被提及。不過從

祥祥與敏敏身上，看到堅持度低，要人哄睡的現象，與 Carey（1974）、

Tennes等人（1977）認為難養型嬰兒可能有睡眠障礙問題的發現相符。 

另外，學者認為退縮逃避是難養型嬰兒氣質特徵在本研究中並未發現， 

但本研究支持 Bates（1980）、Crockenberg與 Acredolo（1983）認為負

向情緒比起其他氣質特徵更易影響父母知覺嬰兒難養育程度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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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胞胎氣質 

    在本研究中，實驗組及控制組皆包含一對異卵雙胞胎，從母親所

填的氣質量表中可知，雙胞胎的氣質具部份的相似性，如實驗組的敏

敏與安安在活動量、規律性、趨近性、適應性、情緒本質、反應強度

這六個向度上，得分都相當接近。而控制組的小乃與小諒，則是九大

氣質向度得分都很接近。這呈現了遺傳在氣質上的作用，就如同

Lemery與 Hill（1996）針對雙胞胎進行的研究發現難養型氣質不論年

齡，都呈現顯著的遺傳作用。 

    在介入歷程中可發現，敏敏與安安雖有幾個氣質向度的表現相當

接近，但真實生活中的一些行為反應卻有所差異，如堅持度、反應閾

等，父母也認為他們一生出來就有點不一樣，這就反映了影響氣質的

因素中遺傳所不能解釋的部份，與 Thomas與 Chess（1977）提到氣質

是具個體差異的行為型態相呼應，也與 Harriet（1998）雙胞胎的氣質

研究中發現在相同環境下成長的手足可能擁有截然不同的氣質相符。 

 

貳、 難養型嬰兒母親育兒狀況 
 

一、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目前水準分析 

    由研究結果可知，受試母親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平均得分為

67分，略高於平均分數 50.25分。進一步分析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作

答情形，其中母親育兒能力平均得分為 34.25分；母親育兒信心平均

得分為 17.5分；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平均得分為 15.25分。再由受

試每題平均得分來看，以母親育兒能力平均得分 3.425較高，而母親

育兒信心平均得分 2.92較低，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平均得分 3.05

尚可。若由受試母親之填答情形來看，第 2、3、5、8、10、12、13、

15、16、19題皆低於平均分數，尤其是母親育兒信心的部分得分最低，

包含第 16題「一切情況都在我的掌握中，任何育兒問題都有辦法解決」

得分最低，僅得 2分；第 5題「剛把嬰兒帶回家時，對於如何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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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讓我覺得很焦慮」次之，得 2.13分；第 3題「照顧嬰兒比我預期

的要困難許多」得 2.25分。由此可知，受試母親育兒效能平均得分略

高於平均分數，母親對自己的育兒能力較能肯定，但育兒信心則明顯

不足。對於這種現象，Zahr（1933）提到母親的能力與自信是可以分

開被測量的，因為自信心必須透過母親角色任務的執行才會逐漸形

成。也就是說，母親也許對於自己照顧嬰兒的能力是肯定的，但能否

勝任母職卻不是很有信心。 

    Williams, Joy和 Travis等人（1987）的研究提到：母親照顧嬰兒

的信心與其實際照顧嬰兒的行為有關。能力是自信的基礎，自信不可

能憑空出現，必須透過能力的累積、問題解決的歷程中逐漸衍生信心，

故針對受試母親而言，提升育兒能力就是增進育兒信心的踏腳石。進

一步分析母親的育兒能力的得分情形，母親的育兒能力在本研究中分

成三個向度，其中以回應能力題項之第 10題「當我試著去瞭解嬰兒哭

或不舒服的原因時，總是與我的預期有所出入」得分最低，得 2.87分。

由此可知，母親不知道嬰兒的需求、無法安撫嬰兒時，可能影響到她

對自身能力的肯定，甚至是育兒信心。Goldberg（1977）曾提到當嬰

兒持續焦躁、所發出的訊息不明確、不易理解及安撫時，母親會知覺

嬰兒的難養育，當父母採錯誤的詮釋與回應後，嬰兒的反應會讓母親

感到焦慮，故可預期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是較低的，而導致無能感產生。

這個論點與本研究的發現相符。 

 

參、介入策略對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提升的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介入策略完成後，實驗組受試母親之育兒自我

效能後測及後後測得分皆高於前測分數，且具顯著性差異。也就是說

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的提升有顯著的成效，且

具保留效果。此點符合 Bandura「自我效能是可以訓練的，透過訊息

的提供能增進個體的自我效能」的假設。也與相關的育兒自我效能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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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結果一致（Gross, Fogg, & Tucker, 1995; Tucker, Gross, Delaney 

& Laporte, 1998）。 

    進一步分析實驗組受試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填答情形， 

發現與全體受試結果類似，第 2、3、5、8、10、11、12、13、16題皆

低於平均分數。分析其主要概念，受試母親之互動能力（第 2、12題）、

回應能力（第 10、13題）、育兒信心（第 3、5、11題）、對母職角色

的整體評價（第 8、16題）得分較低。在介入歷程中，透過「母親對

嬰兒發展及其能力有所察覺」的策略來增進母親之互動能力；透過「母

親對嬰兒氣質有所認識、能採適配的策略來回應嬰兒」及「母親對嬰

兒意識狀態、行為線索有所瞭解，能適配回應嬰兒需求」來增進母親

的回應能力；透過「母親對嬰兒氣質有所認識、能採適配的策略來回

應嬰兒」、「母親對嬰兒意識狀態、行為線索有所瞭解，能適配回應嬰

兒需求」及「母親能增強照顧嬰兒的知識、技能」等策略來增進母親

的育兒信心；當母親育兒信心提升後，再透過「母親能適應母職角色」

策略來增進母親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上述策略在實驗組受試母親

之後測及後後測得分中都可看出顯著的成效，其中第 2、3、8、10、

11、12、13、16題得分都平均增加 1~1.5分。接著將針對介入的歷程

探討實驗組三位受試母親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改變成效： 

一、祥祥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改變成效 

    在介入前祥祥媽媽的育兒信心、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都低於平

均分數 2.5分。在介入歷程中發現她因為哺乳造成乳頭受傷的問題，

讓她覺得生活一團亂，也因為無法掌控祥祥狀況，故對自己比較沒信

心，所以增強祥祥媽媽的育兒知識與技巧是首要目標。介入的前幾週

著重於傷口的處理、餵奶姿勢的確認、擠奶方式的討論，媽媽能發現

乳頭受傷的原因在於祥祥吸吮姿勢錯誤、用吸奶器時間過長，在介入

後幾週，媽媽的傷口能漸漸癒合，也知道該如何正確餵奶。當上述問

題處理到一個階段之後，再提供媽媽關於祥祥氣質及行為線索的訊

息。而祥祥食量大、喜歡粘著人的特質也讓媽媽相當傷腦筋，整天不



 157

是在餵奶就是在抱他，嚴重影響媽媽的生活。所以建議媽媽去觀察祥

祥的哭是因為肚子餓還是口慾需求，也建議媽媽不要讓祥祥一個人在

房間睡覺，反而要常讓他在媽媽身邊以建立他的安全感。此外，再配

合其他適配性的回應策略及區辨祥祥的行為線索後，祥祥清醒時較不

會哭著要吃，也不會一直哭著要人抱。當祥祥的狀況上軌道後，感受

到媽媽的心情輕鬆了許多。在介入中後階段，再跟媽媽談到嬰兒的發

展及刺激提供的重要性，媽媽也漸漸的會跟祥祥玩了，當媽媽跟祥祥

的互動越來越多時，媽媽的焦點也從照顧轉向教養了，會主動詢問關

於難養型嬰兒的教養策略。在介入結束之前，感受得到媽媽那一份願

意學習的心，已經能面對祥祥的氣質，願意採適配性策略來教養祥祥。  

    在祥祥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後測得分中，原本較弱的對母職

角色的整體評價從 2.2分提升到 3分，育兒信心也由平均值分數 2.5

分提升到 3.2分，而育兒能力則由 3.1分提升到 3.3分。介入結束後我

也針對祥祥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替她打分數，而我所觀察到祥祥媽媽

育兒自我效能進步的幅度其實高過她自評分數 8分，關於我與媽媽

主、客觀認知上的差距，其中的原因可能與祥祥媽媽的人格特質有關，

因為媽媽是個比較內斂的母親，感受得到她對自己的母職表現期望是

很高的，對話中她隱約會透露出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的意涵，而影響

到她對自己的評價。對於這個情形，Luebering（1995）提到在評估母

親自我效能時，也必須評估自我效能知覺及其他教養認知的交互作

用，尤其是教養信念（childrearing attitude）會影響母親對於「什麼是

一個好父母所必須擁有的技能」的認知，也會依此判斷自己是不是好

母親。可知，進一步了解其教養信念是未來研究可以納入考量的部分。 

 

二、小泰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改變成效 

在介入前小泰媽媽的育兒能力得分較低，為 3.2分，而育兒信心、

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皆為 3.8分，可知她對自己的育兒能力較沒信

心。在介入歷程中發現因為小泰常吃吃睡睡的，讓採母奶加牛奶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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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餵的媽媽無法分辨自己的奶水夠不夠小泰吃飽，所以當小泰一哭，

媽媽對於要餵母奶還是牛奶、要泡多少、餵多久小泰才能吃飽完全沒

有頭緒，所以讓媽媽對小泰的意識狀態、行為線索有所瞭解，能適配

回應小泰需求為首要目標。請媽媽紀錄小泰的進食情形，透過討論小

泰的吃奶行為及區辨他的飢餓線索後，小泰吃吃睡睡情形改善許多。 

當上述問題獲得初步改善後，再跟媽媽說明小泰的氣質特徵及適配性

的回應策略，主要是針對小泰堅持度低、分神度高的特質進行規律性

的調整。當小泰進食的情形越來越規律後，因為小泰的行為線索還是

不清楚，哭聲特徵以哼哭居多，有時媽媽並不了解他的需求，所以接

著請媽媽去觀察小泰的哭聲意涵。當媽媽能發現小泰不同需求的哭聲

後，其自信心明顯的增加。當小泰的狀況上軌道後，媽媽已經很常、

也很喜歡跟小泰玩或對話了，也開始關心小泰的發展情形，所以最後

幾週是針對小泰的發展能力及合適的刺激提供方式來跟媽媽討論，而

媽媽也會趁小泰清醒的時候一直跟他玩，在介入接近尾聲時，小泰媽

媽已經幾乎能完全掌況小泰的狀況了。 

在小泰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後測得分中，原本較弱的育兒能

力由 3.2分提升到 4.6分，育兒信心也由 3.8分提升到 4.8分，對母職

角色的整體評價則從 3.8分提升到 4.6分。由此可知小泰媽媽的育兒

自我效能增加幅度頗大，而我所觀察到小泰媽媽育兒自我效能進步的

幅度與她自評分數一致。 

 

三、敏安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改變成效 

在介入前敏安媽媽的育兒能力與育兒信心得分皆較低，皆為 3.1

分，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皆為 3.4分，可知她對自己的育兒能力及

育兒信心較沒把握。在介入歷程中發現因為嬰兒們的生理狀況比較多 

，所以媽媽相當擔心嬰兒的進康問題，所以增強敏安媽媽的育兒知識

與技巧是首要目標。花了兩、三週時間讓媽媽對嬰兒的進康較放心之

後，接著跟媽媽討論嬰兒們的氣質及其行為線索的區辨。因為敏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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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需求高，所以建議媽媽哄她的時間拉長，或是讓她待在媽媽身邊

以建立安全感。對於安安與敏敏進食不規律情形也建議媽媽採不同的

方式回應，針對敏敏，建議媽媽趁她有意願吃時多餵一些；針對安安，

則是建議媽媽盡量將他喚醒，把當次的奶量餵完。雖然媽媽有學習的

適配回應寶寶需求的意願，但因為照顧雙胞胎所帶來的分身乏術，嬰

兒們的改變是比較慢的。等到嬰兒們的情形穩定之後，引導媽媽去區

辨嬰兒哭聲的意涵，媽媽很快就能很精準的抓到嬰兒們的需求，也會

去驗證假設，所以嬰兒們的狀況有了較大的改變，敏敏不再一直哭、

時時要人抱，安安也不再半夢半醒、吃吃睡睡了，媽媽也開始能享受

與嬰兒們互動的時光。在提供關於嬰兒發展及相關刺激提供的訊息後 

，媽媽與嬰兒們玩的頻率提高了許多。雖然介入的下半階段，因為打

預防針的事件讓敏敏又回到介入前的狀態，但媽媽不像介入剛開始時

那樣焦慮了，會去思考造成敏敏行為改變的可能原因，也會敏銳地去

區辨她的需求及適配回應，讓敏敏在介入結束前的狀況又好轉了一半 

。這顯示出媽媽的學習是具體存在的，不會因敏敏的改變而不知所措，

透過這個意外的插曲，也確認媽媽的能力是顯著提升的。就在敏敏狀

況改變的同時，媽媽也能去注意到安安的需求，會盡量跟他互動，也

關心他的發展情形。在介入結束時，感覺媽媽已能掌握嬰兒們的情形

了，較不會因分身乏術而覺得無力。 

在敏安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後測得分中，面對敏敏時，原本

較弱的育兒能力由 3.1分提升到 4.3分，育兒信心則維持在 3.8分，對

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則從 3.8分下降到 3.4分，這顯示出媽媽對自己

的育兒能力已經有信心了，但育兒信心與整體評價則可能因為敏敏的

狀況不穩定而受到影響。面對安安時，原本較弱的育兒能力由 3.1分

提升到 4.5分，育兒信心由 3.1分提升到 4.5分，但對母職角色的整體

評價卻從 3.8分下降到 3.4分。這顯示出媽媽照顧安安時對自己的能

力是肯定的，育兒信心也很強，但卻可能因為常犧牲安安的需求，而

影響到她對自己母職角色的評價。而我所觀察到敏安媽媽育兒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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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步的幅度與她自評分數大致雷同。 

 

四、綜合討論 

（一）難養型氣質與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關係 

有關嬰兒氣質與母親行為的關係，從實驗組嬰兒身上，反映出不

同氣質帶給母親的知覺有所不同，由雙胞胎案例中反映出嬰兒氣質與

母親行為的關係。堅持度低、分神度高、對環境不太有興趣的安安，

當敏敏有需求時，他是容易被忽略的，母親與他的肢體接觸、提供的

刺激也較少。這與 Klein（1984）的研究一致，她發現反應強度大的嬰

兒能獲得母親較多的感覺及社會刺激，母親提供的玩物種類及數量也

較多，而分神度高的嬰兒，母親所提供的刺激較少。而介入歷程中，

安安清醒狀態較少，敏敏則是常醒著，反應也較多，所以媽媽與敏敏

的互動較多，對於這種情形，Crockenberg與 Smith（1981）提到新生

兒清醒的時間越長，所經驗到的父母接觸、參與就越多（引自

Wendland-Carro, et al., 1999）。由此可知，嬰兒的氣質、意識狀態都會

影響母親的行為，這可解釋敏安媽媽對敏敏與安安回應為何不同。這

也與 DiLalla、Jones、Bishop與 Bhutwala（1998）針對母親對雙胞胎

回應行為差異的研究結果相似，他指出隨著年齡的增加，母親對雙胞

胎回應方式的一致性會越來越低。 

對於敏安媽媽對敏敏及安安的自我效能差異情形，可從姐弟倆氣

質差異來看，顯而易見，敏敏的難養育程度遠高於安安，且母親育兒

自我效能後後測中，敏敏的分數低於後測，也低於安安的分數，可知，

敏安媽媽的育兒自我效能與姐弟倆的氣質相關，也驗證 Gross等人

（1994）知覺難養育程度與其育兒自我效能呈正相關的假設。 

    有關嬰兒氣質與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關係，一般認為難養型氣質

嬰兒的母親平時對嬰兒的回應較少（Donovan, Leavitt, & Balling, 1978; 

Milliones, 1978; van den Boom, 1988），低育兒自我效能母親的教養通

常是優柔寡斷、不敏銳、笨拙的（Coleman & Karraker, 1997），當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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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鬧時會以負向態度來回應（Hagekull & Bohlin, 1986）。在介入前，

受試母親的育兒自我效能分數的確只略高於平均分數，但在介入歷程

中，所觀察到母親對嬰兒的回應並不少，當嬰兒哭的時候會回應他，

雖然不見得能解決嬰兒的需求，但母親並非優柔寡斷、笨拙的、負向

回應的，即使她們因為嬰兒的難養型氣質而倍受困擾。所以我認為她

們只是缺乏方法與技巧，因為母親們都有心自己照顧嬰兒，加上學習

意願很強，也願意嘗試，所以當技巧學會後，回應嬰兒需求的敏銳性

適配性行為都有很顯著的提升。對於這種不一致的情形，Pauli-Pott等

人（2003）就談到Washington、Minde與 Goldberg於 1986年研究曾

發現那些將孩子評為難養型氣質的母親，比起那些未評孩子為難養型

氣質的母親，其照顧行為是更適當的。Pauli-Pott等人認為這是一種母

親的補償性過程，母親們似乎嘗試去加強與嬰兒的連結度，而出現高

反應、高敏銳度特質。由此可知，難養型氣質也許會影響母親育兒自

我效能，但不一定會影響母親的行為。 

 

（二）影響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因素 

Coleman & Karraker（1997）在分析影響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因素

時提到影響因素分為三個層面：一、嬰兒因素：包含年齡、生理/心理

健康情形、氣質；二、父母因素：包含一般自我效能、教養效能的信

念、對母職角色的相關知能、對兒童發展的知識、心理健康情形、壓

力知覺、教育程度、文化價值觀；三、家庭因素：包含社經狀態、職

業、家庭結構、社會支持、社區品質。在介入歷程中，已經證實嬰兒

氣質與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關係，在敏安媽媽身上也發現嬰兒健康情

形對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影響；在祥祥媽媽身上看到教養效能的信念

對其育兒自我效能的作用；而照顧嬰兒所知覺到的疲累、焦慮，也會

影響母親們的生活及育兒自我效能。此外，當母親們對嬰兒發展及能

力較能瞭解後，也較善於跟嬰兒互動，也反映出其育兒自我效能的提

升。另一方面，雖然三位母親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沒有長輩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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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父親的角色都很重要，祥祥爸爸負責晚上照顧祥祥，也負責讀書跟

媽媽討論祥祥的教養；小泰爸爸則是很寶貝小泰，還幫他架設部落格，

網頁裡也寫了很多他對小泰的期許；敏安爸爸則是負責照顧安安，沒

課的時候就在家幫忙，所以也是主要照顧者之一。在介入歷程中，明

顯感覺到爸爸與媽媽的互動是很和諧的，會共同討論關於嬰兒們的情

形，也能相互支持，這些都有助於母親提升其育兒自我效能、適應母

職角色。如同 Cutrona與 Troutman（1986）認為母親的自信度與社會

支持程度呈正相關，因為社會支持對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影響在於它

有助於母親因應壓力。而社會支持中，又以配偶的支持與母親育兒自

我效能最為相關（Williams, et al., 1987）。 

 

（三）介入對難養型嬰兒親子適配性的影響 

本研究在為期兩個月、共八次家訪，採五大策略的介入後，由結

果的顯著性可知，這樣的介入設計是可行、有效的。van den Boom

（1988）的研究提到他認為介入之所以能成功在於強調母親的優點勝

於指出不適任之處，強化母親的「自覺」，並賦予母親「自己是有用的」

感覺，讓她了解自己的教養技能是能成長的。而成效能維持的原因在

於母親觀察的技巧增加，也了解回應嬰兒正負向訊號的重要性，也學

習去預期嬰兒行為及需求的改變是發展的一部分，此觀點與本研究所

持「增權賦能（empower）」的立場相同。本研究介入末期，可發現母

親的敏銳度有明顯的提升，回應性行為也較多，在適配性的回應下，

嬰兒的氣質也有了些改變，如祥祥的分神度提高、小泰的堅持度提高；

等等，此研究結果與 van den Boom的研究結果相符。  

從依附的觀點，當母親的敏銳度提升，能依嬰兒的氣質調整照顧

方法，則難養型嬰兒也能與照顧者建立安全的依附（雷庚玲，2000；

鞏美娟，1994；Mangelsdorf et al., 1990）。在介入歷程中，母親的敏銳

度及回應性都顯著提升，對嬰兒的氣質及適配性回應策略也有所認

識，當能假設這樣的親子關係是有助於依附關係的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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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一、從上述的討論分析中，整理結論如下： 

（一）難養型嬰兒之氣質表現 

1.從受試母親所填之「早期嬰兒氣質量表」歸納發現活動量大、規律

性低、負向情緒、堅持度低是難養型嬰兒氣質之共通點。 

2.從介入歷程的質性資料分析中發現嬰兒的規律性低、負向情緒、反

應強度大、堅持度低、分神度低、分神度高、反應閾低氣質特性都

會影響母親照顧時的知覺、感受。 

 

（二）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狀況 

1.受試母親所填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其得分略高於平均分

數，母親對自己的育兒能力較能肯定，但其育兒信心明顯不足。 

 

（三）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改變的成效 

1.從受試母親所填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前測、後測、後後測

分數差異，確認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的提升

有顯著的成效，且具保留效果。 

  

二、研究者於介入歷程中亦另有所得： 

（一）從質性資料分析中發現，難養型嬰兒氣質也許會影響母親育兒

自我效能，但不一定會影響母親的育兒行為（如忽略、負向回

應等） 

（二）從質性資料分析中發現影響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因素應涵蓋嬰

兒、父母本身及家庭三個層面 

（三）從質性資料分析中發現個別性介入策略有助母親對嬰兒敏銳度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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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綜合上述結論，分別針對嬰兒發展相關領域工作者的建議及未來

研究建議兩層面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嬰兒發展相關領域工作者的建議 

    嬰兒發展相關領域工作者都應該瞭解氣質的理論及其重要性，並

協助難養型嬰兒父母瞭解及學會去評估嬰兒氣質。因為氣質不僅會影

響嬰兒未來的發展，對親子互動也有深遠的影響，故在親子互動障礙

產生之前，應針對個別情形提供相關資訊，以協助父母瞭解嬰兒氣質，

而能以合適的方式與嬰兒互動。  

 

二、未來研究建議 

（一）將受試對象擴增或轉移到不同社經背景、不同縣市的母親，以

與本研究結果相互驗證。 

（二）可設立非難養型嬰兒母親為對照組，驗證嬰兒氣質是否真的會

影響母親育兒自我效能，影響的力量又有多大。 

（三）可進一步探討母親一般自我效能、母親教養信念與母親育兒自

我效能間的關係，以確認影響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因素。 

（四）可繼續探討介入策略與依附關係發展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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