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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資訊科技時代裡，資訊量增多、資訊管道多元、資訊透明且易於獲取，本

研究意圖探究學齡前幼兒父母如何運用周遭資訊管道去解決其育兒的資訊需求，

並探討這些豐富的資訊或多元的管道是滿足了父母的需求，或反而導致父母陷入

「選擇的困境」，因而造成父母的資訊焦慮。而不同的資訊管道來源（如親友、

網路、書籍等）除了提供不同的解答外，其管道來源本身是否帶來不同的信任與

情感依賴？或者僅是單純的知識提供與獲取。 

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方法，以立意取樣邀訪 10 位受訪者。本研究發現，學

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的過程中的資訊需求可分為立即性與延遲性，並影響後續的

尋求行為。學齡前幼兒父母因個人經驗、社會網絡，與資訊環境，針對不同的育

兒問題會採用不同的資訊管道來解決：育兒者常用的資訊來源管道包含親友口耳

相傳、書籍、專業醫護人員、網際網路、電視節目、親子雜誌等；網際網路為受

訪對象最常使用的資訊管道，可分為問答型、討論版、廣泛搜尋等不同方式進行。

本研究亦發現，資訊管道過多一方面的確造成育兒者的焦慮，但也發現部分育兒

者善於在管道間選擇，以降低部分管道所產生的資訊焦慮；除此之外，父母對於

自身難以解決的資訊焦慮會以解決焦慮為首要考量，換句話說父母解決的資訊焦

慮不盡然是育兒問題本身。 

 

關鍵字：育兒、資訊需求、資訊焦慮 

  



v 
 

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keep increasing, its channels 

become diversifying, information become clear, and easy to acquire. This researching 

is for investigating how the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cquir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bringing up their children by using surrounding information channels. 

Do these plentiful information or diversifying channels satisfy parents’ demands? Or 

trap them in “the predicament of choice”, and make them apprehensive. In addition,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e.g., friends, Internet, and books) will bring to different 

answers.  However, do these sources themselves bring different level of trust or 

emotional dependence?  Or solely for the knowledge providing and acquiring? 

We us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for this researching, and invite ten participants for 

interview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emand for the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can be classified as immediate and deferred demands during the parenting 

procedure. The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will solve different information 

problems by using different channe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social 

net,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popular sources includes the word of mouth 

betwe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books, professional hospitality specialist, internet, 

television, parenting magazines, etc.. Internet is the most popular information 

channels for interviewed participants. Sources from Internet can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Q&A, discussion board, search engine, etc.. Another discovering is, 

too many information channels does make parents apprehensive.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discover that partial parents are good in choosing suitable channels to reduce 

their anxiety among all channels. Besides, parents will solve their anxiety in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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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ose unsolved information anxiety. In other words, the information anxiety which 

parents aim to ease is not completely yielded to parenting problems. 

Keywords：parenting; information need; information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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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近年來受到資訊傳遞方式與資訊量增加的影響，育兒資訊的獲取對父母而言

較以往便利許多，但過多的資訊恐有資訊錯誤、難以抉擇的問題。無論資訊的多

寡、資訊傳遞方式如何變化，都在考驗父母的資訊尋求行為。因此，本研究即希

望透過訪談，深究現代臺灣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所面臨的育兒資訊需求與資訊焦慮 

。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如下：第一節描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研究目

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研究限制與範圍，第四節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社會目前正面臨低生育率、高生育年齡、晚婚、家庭結構與托育方式改

變的狀態下，育兒者仍須投入相當多心力在照顧子女。根據資料顯示，臺灣新生

兒人數自 2006 年的 204,459 人下降至 2010 年的 166,886 人（中華民國統計資訊

網，2011），而臺灣婦女第一胎生育年齡也自 2008 年 28.9 歲上升到 2011 年的 29.6

歲（內政部戶政司，2011）。臺灣總生育率（婦女平均生育率）自 1966 年的 4.81

人降至 2010 年的 0.89 人（如圖 1-1），目前是全球生育率最低的國家(Wikipedia，

n.d.)。 

 
圖 1-1 臺灣的總生育率：1965-2010 年 

資料來源：內政部（2011）。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歷年人口統計之出生數總

生育率。取自：http://www.ris.gov.tw/version96/population_01_C_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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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率的持續低落難免引發各界對於少子化現象的關切，憂心生育率下降將

造成「人口老化」、未來「勞動力不足」的問題。因此，政府積極地透過生育獎

勵、減稅、兒童津貼、家庭津貼、托兒教育費等措施嘗試提升大眾生育意願（黃

智聰等，2009）。然而，造成生育率降低、育兒年齡延緩的原因眾多，諸如社會

變遷、家庭結構改變（舊有的大家庭式結構轉變成小家庭）、國人受教育的機會

提升、以及就業機會增多等因素，都是延後婦女生育年齡以及造成育兒經驗無從

延續傳承的直接或間接的原因之一（于宗先，2011）。 

育兒過程問題眾多，當父母缺乏育兒知識或經驗時，往往依賴親朋好友網絡

與專業醫護人員，或自行上網、找書解決育兒問題。育兒問題繁雜，舉凡幼兒無

端哭鬧、飲食與睡眠的時間調整、嬰兒用品選購、生長發展標準、疾病判斷與處

置等。在早期大家庭式的社會結構中，一旦遇到育兒問題時，往往求助於社會網

絡，以口耳相傳方式加以解決。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除了原有的醫護人員或

親友網絡的求助方法外，亦增添了大量的育兒書籍、豐富的新聞雜誌報導、以及

便利的網路育兒網站上的討論版，提供育兒者尋求解決育兒問題的管道。以臺灣

為例，育兒者常以 Babyhome 育兒討論區、Kimy 奇蜜親子網、Kingnet 國家網路

醫院、PTT（臺灣最大的 BBS 站台）的 BabyMother 看板等網路管道詢問或交換

育兒資訊。其中，親子討論區、部落格、Facebook 等社交媒介的興起，讓許多

育兒者得以與他人分享、交換育兒甘苦。網路媒介發達更歸因於上網普及率與上

網人口數的年年攀升，截至 2012 年 5 月為止，臺灣地區上網人口約有 1,752 萬

人，上網率達 75.44%（財團法人臺灣網路資訊中心，2012），網際網路豐富的育

兒資訊與便捷的上網環境提供育兒者隨時隨地皆可尋求育兒資訊。即便如此，育

兒、教養類相關書籍的出版仍未減少，研究者於 2011 年 3 月份自網路書店博客

來網站上收集相關教養類書籍一千多筆，其發行時間涵蓋 1900 至 2011 年，

1900-2005 年間共 500 多本，平均每年出版約 33 本，而 2006-2011 年間共出版

630 本，平均每年出版約 126 本，兩者竟相差約 4 倍之多。同時，2000 年臺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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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第一家針對家有 0 到 12 歲孩子的新手父母成立的「新手父母出版社」，分門

別類提供的嬰幼兒及孩子的養育及教育相關的各種知識、資訊與情報，希望能幫

助所有父母解決幼兒學習的各種困擾與難題，養育出身心智均衡發展的好孩子

（新手父母，2012）。以上統計資料一方面顯示育兒知識相關書籍因應資訊時代

的需求而大量、快速的產出，一方面也間接暗示了育兒者對於書籍這個資訊管道

的需求與依賴。 

雖然在網路上或書籍中育兒資訊量提高也獲取容易，但曾凡慈（2009）曾述

及臺灣的育兒知識獲取管道仍是以社會網絡（如有育兒經驗的朋友或親人）為主，

而不是依賴育兒書籍。而自內政部兒童局於 99 年所委託調查的「臺閩地區兒童

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報告」亦證明，教養知識的主要來源仍為「長輩親友傳授

（64.6%）」；「自己帶孩子的經驗累積（48.8%）」次之；最後才是「自己閱讀育

兒相關書籍（48.3%）」（內政部兒童局，2011）。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無法簡單

地以書籍出版或網路普及來推測育兒者如何透過自主資訊尋求來解決育兒問

題。 

就在資訊獲取不餘匱乏之際，育兒者卻可能遭遇同一類型資訊管道所帶來的

困擾，即專家育兒知識之間的缺乏共識，舉例來說，網友們最常爭論「百歲派」

以「百歲醫生教我的育兒寶典」（林奐均，2006）一書與「親密派」以「親密育

兒百科」（Sears & Sears, 2000）一書所引發兩種教養方式之間的差異。這兩學派

的興起，起因於嬰兒睡眠法的訓練方式相異，並將睡眠訓練法延伸到教養行為上。

其中「百歲派」強調規律的睡眠作息，希望藉由延長寶寶哭泣時間，教導幼兒瞭

解規律的生活作息時間。而「親密派」則希望隨時呼應寶寶的需求，有需求便給

予安撫，不論寶寶當下需求為何，都可以經由安撫性的回應增強寶寶的信任感，

他們相信這對日後寶寶的語言、動作發展有相對的助益。「百歲派」以利於父母

照顧為考量點，採取較嚴苛的方式訓練幼兒遵循規律的睡眠時間，「親密派」則

以孩子自身需要為考量點，隨性少約束，但兩者最終目標都是希望能讓幼兒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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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規律的生活作息。 

除此之外，育兒者也可能因個人想法與其他資訊來源之資訊相異產生焦慮，

試以「買奶瓶」為例，新手父母聽從朋友建議購買一般 PC 塑膠奶瓶，取其瓶輕，

不易摔破之特質；由網友得知玻璃奶瓶好清洗、不易殘留污垢；卻在育兒書籍內

得知 PES、PPSU 奶瓶，擁有加熱、消毒後不易殘留化學有毒物質之優點，因而

選擇購買其中某種奶瓶，無意間在一則新聞報導裡獲知 PC 奶瓶經過消毒後易生

有毒物質、長期使用將危害幼兒健康，玻璃奶瓶易摔破、價格高，PES、PPSU

奶瓶容易刮傷奶瓶，殘留細菌。以上買奶瓶的例子顯現出父母同時參酌不同資訊

管道所給予的育兒資訊，將有難以取捨的困難。Schwartz (2004)針對資訊的多樣

性提出了「選擇的困境（The paradox of choice）」的論述。他以自由消費市場為

例，指出當選擇項目增多時，正如同消費市場一樣，一旦給予消費者更多的自主

性、控制力及解放感，選項持續暴增，負面效果也愈大，當這種負面效應一直持

續到人們再也無法承受時，選擇所帶來的不是自由，反而是在剝奪人們的自由。

而當此種現象發生在資訊時代，短時間可以獲取大量資訊，卻易引發選擇上的困

難，因而產生資訊焦慮。 

Wurman (1994)認為引發資訊焦慮的情況有幾種：1）不瞭解資訊、2）覺得

要瞭解的資訊量多到無法負荷、3）不知道某項資訊是否存在、4）不知道哪裡可

以找到資訊、與 5）確切知道哪裡可以找到資訊卻不得其門而入等。而資訊管道

多元，資訊量大增即讓父母引發資料量多到無法負荷的資訊焦慮。然而，現代父

母在受到社會結構變遷與受教育機會提升下的影響，對舊有的傳統與習慣不再像

過去一樣能提供足夠的確定性，個人暴露在各種知識、資訊之下，理解自身經驗

成為育兒者日常生活中反思的要素（曾凡慈，2009）。例如 Bouche 與 Migot (2008)

研究發現父母會以網際網路與互不相識之父母探尋幼兒的基層醫療資訊，藉以節

省個人時間與醫療費用（Bouche & Migot, 2008）。而不同的資訊管道所傳遞的育

兒資訊也出現了不同面向的資訊焦慮，例如婆媳是最常引起育兒紛爭的問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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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多有著不對等的輩份位階上社會關係，具有其結構優位；而專業醫師具有

專業優位；當不同的教養方式以網際網路或其他資訊管道為媒介的資訊呈現於父

母面前時，這些以親朋好友或是基於對網友的信賴所提供的育兒資訊也可能挑戰

過去的專業知識的權威（曾凡慈，2009）。當醫師所給予的資訊與處理方式無法

符合育兒者的期待，此時育兒者可能會選擇其他有助於減輕情緒焦慮的解答。 

前述這些多元資訊管道或許可以解決父母部分育兒問題，但也可能造成父母

選擇資訊上的矛盾，更可能無法解決父母的育兒問題，卻增加許多資訊焦慮。社

會環境的變遷與資訊科技的進步似乎也讓父母育兒資訊需求變高、資訊焦慮變多 

，現代父母在享受多元資訊管道所帶來的豐富育兒資訊的同時，也得為資訊品質、

資訊正確性的判斷所苦。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面對育兒資訊需求這樣的議題時，

在資訊獲取管道較以往更為便利的情況下，值得再次檢視育兒者的問題、焦慮與

需求類型、獲取管道的偏好、與資訊焦慮的產生與排解。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考量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提出下列幾項目的與問題： 

一、探求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產生的資訊需求。 

二、探求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資訊尋求行為中選用的資訊管道。 

三、探求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是否產生資訊焦慮，以及如何解決資訊焦

慮。 

為具體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以育有學齡前幼兒父母者為研究對象，以訪談

法之研究方式，試回答下列研究問題： 

一、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會產生哪些資訊需求？這些資訊需求具有哪

些特徵？ 

二、學齡前幼兒父母透過哪些資訊管道解決資訊需求？他們如何看待這些管道

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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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齡前幼兒父母在尋求育兒資訊的過程是否會產生資訊焦慮？他們如何解

決這些資訊焦慮？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者研究之初即對學齡前幼兒父母所面臨的育兒問題充滿興趣，而依據自

身與親友及網友之間互動所領會到育兒過程，察覺到當學齡前幼兒父母在面對育

兒技巧與育兒知識不足的擔憂外，還需面對育兒資訊管道多樣性與育兒資訊不確

定性所帶來的困擾、焦慮，實乃此議題值得再次檢視之理由。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本研究排除罹患先天性疾病/罕見疾病幼童父母之特殊資訊需求； 

二、本研究以學齡前幼兒照顧者為探訪對象，而此對象多為母親。 

三、基於時間與人力之考量，受訪者以居住於臺灣大臺北地區之育兒者為主。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論及之主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學齡前幼兒（Preschool Childhood） 

Erikson 根據人格發展理論，依據年齡將人類分為 8 大階段，其中 0～18 個

月為「嬰兒期」，18 個月～3 歲為「幼兒期」，3～6 歲為「學前期」(Erikson, 1963)。

同時根據我國現行學制，國民教育為義務教育之始，其國小六年在學年齡為 6～

12 歲，6 歲前之幼兒教育屬非義務教育，本研究綜合以上的劃分將學齡前幼兒泛

指 0～6 歲以下的兒童。 

二、問題、需求（Need）、資訊需求 （Information Need） 

Bransford 與 Stein (1984)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當現況與要達成的目標之間有

差距時，問題便存在」。需求是一個多元化的概念，涉及生理、心理與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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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arez (1994)認為需求的功能有三種，包含差距、偏好、以及不足。另外，Shenton

與 Dixon (2004)將資訊需求定義為當內心產生需要時，將引導使用者透過資訊尋

求途徑去滿足此一需求，而產生後續的資訊尋求行為的舉動。 

綜合以上的三種概念，在本研究中將問題定義成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

中會遭遇的困難或障礙；需求定義為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自身為解決幼

兒心理、生理不足所產生的需要；資訊需求為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時所需要的

資訊，父母得以不同的資訊方法解決其育兒問題，以不同的資訊來源滿足育兒需

求。 

三、資訊尋求行為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Krikelas (1983)提出的以資訊需求產生事件/環境與資訊來源偏好所組成的資

訊尋求行為模式最符合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尋求行為。因為其他的資訊尋求行

為模式多賦予模式工作/任務或解決問題之主軸，而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育兒過程

實包含立即性與延遲性需求，且其資訊來源偏好也符合此模式所提及的內部與外

部來源，藉此解決父母之資訊需求。在此將資訊尋求行為定義為，學齡前幼兒父

母在養育幼兒時，藉由資訊蒐集與資訊給予的方式，尋求解決資訊需求的一連串

資訊尋求行為。 

四、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 

資訊焦慮是一種在處理資訊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情緒。本研究自文獻中將

資訊焦慮產生的原因整理出以下四種（Wurman, 1989/1994; Wurman, 2001；蔡慧

美，2003）： 

（一）、因資訊量過多而無法選擇自己需要的資訊； 

（二）、資訊缺乏，不知自己所需的資訊在哪裡及該項資訊是否存在； 

（三）、對於資訊來源的不信任感； 

（四）、來自學習、工作及人際溝通的過程所產生的壓力，此壓力產生於個體認

為其所擁有的資訊與期望有所落差，因而產生「應該去吸收」資訊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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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五、資訊管道（Information Channels） 

當使用者能夠表達自身問題並瞭解自身之資訊需求時，檢視自身所擁有之資

訊素養、可資取用之人際關係與資訊系統，試圖解決問題或滿足資訊需求之方式

稱作資訊管道。這些管道包括親朋好友、專家學者、報章雜誌、書籍、電腦網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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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回顧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會產

生哪些資訊需求；第二節回顧學齡前幼兒父母藉由哪些資訊管道去尋求育兒資訊；

第三節回顧學齡前幼兒父母育兒的資訊焦慮；第四節回顧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

尋求行為。 

第一節 資訊需求 

本節首先由資訊定義談起，說明資訊對個人的影響；進一步探究資訊需求

相關理論以及學齡前幼兒父母會產生哪些資訊需求的相關研究。 

一、資訊的定義 

「資訊」( information )是一個很難定義的概念，因為它的內涵及定義隨著不

同學科及主題可以被賦予不同的解釋。Bouazza (1989)認為，資訊是一種日用品，

經由一個系統處理之後可將資訊變的有用，且資訊介於資料和知識之間，它的目

的是為了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減少使用者的不確定感。Buckland (1991)則將資訊

定義成三類：1. 資訊是一種處理(process)：強調轉化的行為，例如將無形的知識

轉化為有形的文件。2. 資訊是一種知識(knowledge)：包含特定的事實、主題或

事件，能減低人的不確定感。3. 資訊是一種事物(things)：例如數據、文件，因

為資訊系統可以直接處理他們。Dervin 與 Nilan (1986)於資訊需求與使用的研究

中，直指資訊的意義是由資訊需求者主觀建構而成，隨著資訊使用者的情境各自

詮釋。張新華（1991）所定義的資訊概念認為資訊是一種相對的概念，會隨著時

間、環境、知識的改變而使個人的認知發生轉變（張新華，1991）。Wurman (1994)

認為資訊是訊息科學詞彙的一部份，將資訊定義為任何經過電子或機械管道傳遞

的事物，連不具告知性質的訊息也可稱為資訊，甚至對接收者是無意義的訊息，

也被稱為資訊。以上幾位學者所指之資訊皆述及資訊對使用者而言有其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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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有摒除不確定感，滿足使用者需求之意涵。Wurman (1989/1994)更進一步指出

資訊是使用者經過處理及整理後的思緒。因此資訊的概念具高度的個人化，其所

代表的意義將因人而異，資訊同時也必須被使用者所擷取並經過轉化的過程才能

發揮其功能，用來解決個人在其生活環境中所遭遇的困惑，延續上述定義為「資

訊為可減少使用者不確定性之資料或訊息」。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資訊的定義，本研究將資訊定義為依個人特質產生不同的

意義，具有主觀的意識的訊息，經由人或各種媒介所傳遞，用以解決或降低個人

於生活環境中所遭遇的困惑，同時充實個人知識之訊息即為資訊。如當 A 覺得

需要某種訊息來降低其不確定性以滿足個人資訊需求時，這訊息對 A 來說即是

資訊，反之，對 B 而言，該訊息可能不具任何意義，無法視為資訊。 

二、資訊需求的定義 

資訊需求的定義延伸自對資訊一詞的界定，上述「資訊」的定義乃依個人主

觀認知的不同而有實質上的不同，故探求資訊需求的意義必須以人們意識到自身

資訊不足為起點。 

Taylor (1968)之需求模式可為最早期的代表，傳統的資訊需求研究經常以資

訊系統本身為著眼點加以定義，Taylor 將圖書館讀者的資訊需求依其陳述程度分

成四個層次：1. 內藏式的需求（Visceral Need）：潛意識的需求，使用者無法察

覺自己的需求，或對自己是否有需求很模糊，對於自己是否有需求無法以言語表

達。2. 有意識的需求（Conscious Need）：在腦中浮現的需求，使用者可以用模

糊口語描述自己的需求。3. 正式的需求（Formalized Need）：使用者已明瞭自己

的需求，並且能以具體、明確的字彙表達自身需求。4. 妥協的需求（Compromised 

Need）：乃經過思考後修正的需求，例如圖書館獨者因為可以取得的資料（如館

藏）進一步修正自己的需求，例如向資訊系統提出要求。Taylor 的資訊需求分類

概念說明人們在認知到需求後，由無法明確表達至能夠具體陳述自身需求之間的

落差，也就是資訊需求的概念會由模糊漸轉為具體，由潛意識變化成有意識的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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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將這些可供館員瞭解程度之不同資訊需求回饋給系統，系統就其統計結果預

測出讀者的資訊需求和使用。此需求分類模式以資訊系統本身的角度來解讀讀者

的需求，其較符合特殊目的之資訊需求，例如撰寫報告，研究工作之使用者。因

此，對於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該模式提供部分需求概念，因研究者認為學齡前幼

兒父母所需求的資訊乃自身有所意識，此模式只能提供建構初步需求之想法參

酌。 

除 Taylor 的資訊需求模式外，Belkin (1982)提出的知識異常狀態理論

（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由人們透過系統回答問題的角度談資訊需求，

他認為知識異常狀態理論是因為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源自於意識到有關於某個情

境或主題下的既有知識產生了異常（如：知識落差與不確定感），一般情況下使

用者不能精確指出什麼是他們需要的，或是需要什麼東西解決這種異常感，使用

者可能會嘗試經由要求或查詢各種資訊系統去表達、解決他們的異常狀態。 

另一方面，Wilson (1981)由心理學角度出發，剖析資訊需求之由來，乃源自

於個人動機、並與個人所處之環境相關，因而將需求的類型分成三類：1. 認知

的需求（Cognitive Need）:指智能的滿足，如學習新知與技能、完成計畫等。2. 情

感的需求（Affective Need）：維持心理滿足的需求，如自我實現、權威地位。3. 生

理的需求（Physical Need）:維持生命延續所需要的基本需求，如生活、薪水。資

訊需求是在資訊使用者的生活或工作角色要求的背景下所產生，產生的同時也會

受個人特質、個人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處的環境差異而有所不同。此模式提供的分

類方式較為貼近學齡前幼兒父母實際的生活與工作角色轉化下的需求，研究者以

為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幼兒實有著心理、生理等不同面向之資訊需求，以育兒問

題而言，學齡前幼兒父母相當於代為處理幼兒的需求，比如發燒疾病（生理）、

學習（認知）、親子互動（情感）等。 

此外，Krikelas (1983)解釋資訊需求是個人認知到自己的不確定感，企圖建

構出符合認知的地圖，以克服這種不確定感。而 Krikelas (1983)進一步也表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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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訊需求的產生起因於尋求者受到事件或是環境的刺激，以致個人在面對不確

定性時需對特定的事件作出回應，因此產生的資訊需求。依行為的原則，Krikelas 

(1983)將個人的資訊需求依其迫切程度與是否產生資訊行為區別為：立即性的需

求（Immediate Need）、延遲性需求（Deferred Need）。立即性需求是指為滿足每

個特定問題的需求時，必能引發資訊尋求行為；而延遲性需求則未必會引發資訊

尋求行為；Henefer & Fulton 延續 Kirkelas 的模型將延遲性需求進一步說明，延

遲性需求通常是指藉著長期資訊蒐集（gathering）以建構對某件事情的了解，來

降低個體的不確定感（Henefer & Fulton, 2005, pp.226）。Voigt (1961)則依照立即

性需求的分類方法，延伸至科學家的資訊需求模型，將其分為三類，分為蒐集監

管（monitoring）、需要特定資料（finding specific data）與需要所有相關資料（search 

exhaustively）等三種。相較 Voigt (1961)與 Krikelas (1983)的模型，蒐集監管類型

類似上述延遲性需求僅會引發日常生活資訊蒐集，而其他兩種類型則較容易引起

立即性的搜尋。以育兒問題做比方，學齡前幼兒父母有時可能僅需要一個解決方

法（例如身上起紅疹），或需要同時考量各種不同的解決方法再擇其一（例如前

述的奶瓶選擇案例），或者需要類似生長發展過程等屬於全面性資訊。 

綜上所述，個人的資訊需求源自於心中的疑惑與不確定，或是認為自身擁有

的知識不足以解決問題，為了減輕心中存在的不確定感，需要資訊來解決疑惑進

而產生資訊需求。而個體的資訊需求深受其生活或工作所扮演的角色、環境、社

會文化、組織等情境因素影響，因為影響因素不同，資訊需求的類型也會有所不

同，尋求的立即性也會有所差異。 

研究者認為引發父母產生資訊需求之對象為學齡前幼兒，父母於照顧幼兒之

時，需同時兼顧生活與工作所扮演的角色，並受到所處環境與社會文化等情境因

素的影響，同時依據個人所處環境尋求解決速度之便捷與否加以區分，此正好可

以 Krikelas (1983)所提出的資訊需求模式加以解釋。同時，摒除傳統資訊需求著

重於問與答之間的關聯性，即學齡前幼兒父母之需求包含更多的內心情感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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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所以在此也會參酌 Wilson (1981)以心理學角度所提出的資訊需求分類方式，

希望能將學齡前幼兒父母關注的需求類目加以區分羅列。 

三、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 

由於學齡前幼兒尚無法清楚表達自身的需求，所以針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

融合了以幼兒為主體的資訊需求及父母自身的資訊需求二種。Nicholas 與 

Marden (1998)針對 5 歲以下的學齡前幼兒父母所做的資訊需求調查中，發現受試

者提出的資訊需求包括：兒童身體發展、學校選擇、兒童行為發展、父母自身職

業、自主學習、教育等等，其中需求最高的即有關幼兒身體健康、幼兒照顧技巧

(Nicholas & Marden, 1998) 。Alexander 等人也在研究中發現年輕父母缺乏育兒的

資訊與技巧，譬如無法預防幼兒罹患疾病，不熟悉幼兒餵食技巧且無法正確判讀

藥品說明書(Alexander, et al., 2000)。袁影與杜柯凝（2010）同時也指出新生兒母

親經常對某些新生兒發展階段的非正常病理變化感到恐懼；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

幼兒莫名哭泣、不定時的睡眠習慣、語言學習遲緩、感覺統合不全、急性疾病的

照料方法、特殊醫療器材的使用（Smart, & Hiscock, 2007; Jackson, et al,2008；

Kai,1996；Alexander, et al.,2000）等兒童醫療與健康相關的問題產生強烈的資訊

需求。 

除了健康類的資訊需求外，Ateah 在一篇探討父母教養態度的文獻中提到父

母之所以會主張適度的體罰是希望在適當年齡裡讓兒童接受犯錯處分，此乃一種

預期兒童的發展行為的參考；研究中提到低社經背景的父母之所以需要採用處罰

手段作為矯正兒童行為的工具，實因低社經背景的父母教養資訊不足，加上社經

背景的限制，他們經常需花費較多的時間於工作，對於幼兒教養儼然無暇顧及，

Ateah 的研究突顯出低社經背景父母的確有教養方面的資訊需求(Ateah, 2003)。

影響教養方式的資訊需求常包括父母的日常生活習慣，教養方式的差異將影響幼

兒的語彙發展、聽說讀寫能力以及接收外界訊息的能力。所以，Lee (2010)研究

觀察父母對不同年齡幼兒在閱讀書籍時的表現，研究結果發現隨著幼兒年齡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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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將給予幼兒更多的語言詞彙練習，經由不斷的語彙練習逐步增強自身的語言

發展能力。當然，父母的閱讀行為與閱讀動機更會影響到幼兒的閱讀學習。研究

結果提及在影響幼兒學習因素中父母給予的影響往往是最重要的，當親子互動時

父母可透過觀察、傾聽，進一步培養孩子的興趣、素養。學習如何培養幼兒的品

格與學習態度是父母在幼兒健康、幼兒照顧以外最常探詢的資訊之一。 

當幼兒經由模仿、學習，逐步進入團體教育的準備過程，學齡前兒童父母普

遍意識到自身學前教育準備的資訊需求，譬如對於幼稚園的選擇、學習才藝、潛

能開發、學習與遊戲孰重等相關資訊的需求。學齡前兒童的就學選擇權取決於父

母的知識、喜好、信仰、價值觀、社會經濟背景、經驗感受等(Foot, et al., 2000)。

北愛爾蘭於一項探討幼兒參與學前教育對兒童智力與社會行為發展影響研究中，

致力於幫助貧困家庭脫離貧困，協助父母與幼兒學習在家自學的能力(Melhuish et 

al., 2006)。幼兒學前學習除了有父母的陪伴交到外，如何兼顧教育場所之安全性

與優先照顧性也是父母選擇幼兒學前教育之考量因素之一，當幼兒學習才藝與自

身工作場所、幼兒學習適應產生衝突抵觸時，學齡前幼兒父母面臨的資訊需求油

然產生。 

當然，未必每一位父母都是天生的育兒專家，在照顧幼兒的同時，除了得面

臨不同階段的資訊需求外，父母自身也易因照顧過程不順利或是受到社會網絡過

多的關注影響，進而引發心理、生理疾病，如憂鬱症、焦慮症、急性疾病。林淑

瑜即指出當母親遇到上述的問題，自身易引發憂慮或焦慮，且幼兒的注意力缺失

也與母親罹患焦慮症有關（林淑瑜，2001）。Nicholas 與 Marden 在父母資訊需

求的研究中也提到少部分父母對自身的健康資訊十分重視，尤其是單親媽媽及年

齡較長者 (Nicholas & Marden,1998)。 

研究者試著從國內幾個知名的學齡前親子網站（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信誼奇蜜討論區）學齡前兒童專屬雜誌（媽媽寶寶親子雜誌、Babylife、媽咪寶

貝）及教育部出版的「解開孩子成長的密碼—0-6 歲嬰幼兒發展手冊」中，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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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較關注的討論區、專題報導、爸媽 Q＆A 及重點內容加以分析整理如下的三大

學齡前幼兒父母需求，分別為知識、教養、與社交等三類需求。 

1)知識需求：餵母乳、營養問題、疾病與健康、飲食（換奶）、自理能力培

養。 

2)教養需求：教養觀、發展常見問題（動作發展、語言發展、認知能力）、情

緒與氣度（獨生子）、行為問題處理、社會情緒的發展、親子

互動。 

3)社交需求：幼稚園選擇、學習才藝、外語學習、潛能開發、親子共讀、居

家教育（教具 DIY）、如何玩玩具。 

綜上所述，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甚多，但仍可大至羅列幾大項：幼兒

健康、幼兒照顧技巧、幼兒學習、幼兒發展行為、教養方式、教養態度、父母自

身健康需求等，而大多數的父母在面臨以上的資訊需求時也需以不同的資訊管道

獲取符合自身需要的資訊，解決問題以求育兒過程順利。 

第二節 資訊尋求行為 

資訊尋求行為乃是個人為滿足其資訊需求所採取的解決方式，這一尋求資訊

的過程包括接觸資訊的種類、尋求資訊的管道以及搜尋資訊的方式。許多學者曾

就資訊尋求行為的程序、步驟或模式提出見解，也對影響資訊尋求行為的因素多

有陳述；本節將透過整理歸納相關理論論述，以期綜觀資訊尋求行為之內涵以及

其相關影響因素。 

一、資訊尋求行為模式 

資訊尋求行為是個人感知自身的資訊需求而採取的資訊尋求過程；在資訊尋

求的過程中，個人一定先感覺到資訊需求，才會產生資訊尋求行為（黃慕萱，2001）。

而資訊尋求行為主要內涵包括資訊的目的、資訊來源的選擇、查詢資訊的途徑等

（曾淑賢，2001）。Fisher 與 Julien (2011)認為資訊尋求行為的焦點在於人們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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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資訊需求及人們如何尋求、管理、提供、使用資訊。雖然資訊尋求行為之產生

是要滿足資訊需求，當一個人意識到自己有資訊需求時，不表示其一定會有資訊

尋求行為的產生。 

Savolainen 於 1995 年提出日常生活資訊搜尋模式(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如圖 2-1），定義「日常生活資訊搜尋是指人們應用於引導每天

的生活，解決非工作相關問題之資訊的獲得（包含情感與認知）」。將日常生活視

為一個情境，聚焦於「非與工作直接相關的情境」。從實徵研究中建立日常生活

資訊搜尋模式，即使將「日常生活資訊行為」與「工作相關資訊行為」做區別，

但不表示為絕對的二分法，只是 ELIS 以「非與工作直接相關」的資訊行為為主。

Savolainen 受到社會學的影響，相信人們生於社會階級的文化之下，所以人們會

選擇什麼樣的生活方式，或如何發展資訊行為都受社會文化影響（強調情境的重

要），Savolainen 提出三項影響因素： 

1. 價值與態度：人們賦予資訊不同的定義，所以影響資訊行為的過程。 

2. 所擁有的資本（capital）：「資本」象徵一個人擁有的基本配備，在 ELIS 模

式中，有物質資本（例如錢）、社會資本（例如人際關係網絡）、文化及認知

資本（例如從教育或生活經驗）。 

3. 目前生活狀況：是指人們所處的狀態。 

Savolainen (1995)認為人們會藉由先前解決問題的經驗尋找答案，這些經驗

同時影響日後資訊搜尋與資訊使用的態度。另一方面需注意，在該模式中雖然可

見情境是產生資訊尋求行為的源頭，但情境與資訊尋求行為的互動卻無法從該模

型中捕捉。此模式足以運用於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資訊尋求行為時，需能判斷父母

何時開始決定資訊尋求行動，如何選擇資訊來源與資訊管道，資訊與父母的互動

又是如何，請所影響因素中的第二項正符合本研究所設定之影響因素，也符應前

述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資訊需求深受父母所擁有之個人經歷背景、社會網絡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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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avolainen 日常生活資訊搜尋模式(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 

資料來源：出自 Savolainen, R. (1995).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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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優、缺點羅列在同一處探討，而這些影響因素正是左右父母資訊尋求過程中，

尋求結果是否得以滿足資訊需求的主要因素。而父母育兒資訊尋求過程中擁有複

雜的人際關係，如婆媳之間不對等的社會結構關係，上一輩提供的傳統式育兒方

式與現代化父母接收的育兒資訊或許不同，此可能改變父母最後的育兒決策。 

另外，Kuhlthau (1991)認為使用者的資訊尋求過程，包含了生理上實際行為

的發生、情感內的感覺經驗、及認知上關注過程與內容兩方面的思想，因此需透

過消化新知識，整合既有的知識經驗來建構他們對事件的觀點，所以資訊尋求是

包括個人思想與行動的所有經驗、情感的一個建構過程。Kuhlthau (1991)也認同

影響資訊尋求的因素有環境上的限制，如先前經驗、知識、興趣及資訊的取得性、

問題的要求、時間的要求等，以及資訊檢索結果的相關性等。因此資訊尋求的過

程中，可能會因為資訊使用者本身的背景、扮演的角色及所處的環境、社會文化

等情境因素，對資訊尋求產生影響。譬如以都會區、鄉鎮區父母為例，兩者所處

的環境，擁有的社會資源都可能對育兒資訊尋求行為產生不同的需求，譬如都會

區父母可能會較常使用書店、圖書館、網路來尋找資訊問題，而鄉鎮區父母則可

能較倚賴親友管道、網路，兩者所處的環境間接影響父母資訊尋求的途徑。 

Kuhlthau (1983)曾以高中生為對象進行長期的觀察，發現受試者尋求資訊的

管道雖然不同，但在行為上具有共同的模式，皆會經歷幾個過程：  

1. 開始（Task Initiation）：開始察覺資訊需求。 

2. 選擇（Topic Selection）：選擇研究的題目。 

3. 探索（Prefocus Eexploration）：先調查一般的文獻情形，增加初步瞭解，形

成個人觀點前的探索。 

4. 成形（Focus Formulation）：從查詢到資料確定題目與觀點，形成個人觀點。 

5. 蒐集（Information Collection）：蒐集與題目相關的資訊。 

6. 發表（Presentation）：完成資料蒐集、尋求結束。 

雖然，Kuhlthau (1983)提出的這項研究以高中生為主要對象，其目的在於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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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高中圖書館讀者的資訊尋求行為過程中，但與學齡前幼兒父母的相同處在於父

母育兒過程中的資訊需求也是不斷產生焦慮與不確性，兩者不斷反覆出現，但隨

者父母資訊蒐集漸多，問題逐一被釐清後，不確定慢慢消除，育兒知識逐漸累積

增多，資訊需求減少，資訊焦慮也漸漸消除不見。 

當然，資訊尋求模式未必然都如前述有著繁複的過程步驟，Krikelas (1983)

就提出一個較為簡便的資訊尋求行為模式，此模式認為資訊可降低不確定感，需

求就是一種個人所感知到的不確定感，當個人確認某一訊息，藉此滿足其需求時，

其所進行的任何活動就是資訊尋求行為。Krikelas 針對資訊尋求行為過程中（如

圖 2-3），個人之所以產生資訊需求的原因分為兩種，一為非特意的「資訊收集」

（Information Gathering）與意圖性的「資訊給予」（Information Giving）兩種，

而當此兩種原因與個人所處的情境、環境交疊並加上迫切程度所產生的「立即性

（Immediate）」和「延遲性（Deferred）」兩種資訊需求。當產生立即性的資訊需

求時，需求者會優先尋求自身內在資訊，當內在資源不足以滿足其資訊需求時，

則轉向尋求外界資訊來源，並首先選擇與人直接接觸來獲取資訊（謝明昕，2008）。

在本研究中，育兒者於照顧學齡前兒童時產生資訊需求，正好符合 Krikelas (1983)

強調育兒者內在資訊來源的重要性，在資訊收集的論點中，育兒者優先尋求自身

對需求的記憶、經驗，譬如兒時父母的照顧方法、教養方式，曾經體驗過的知識

經驗，當其資源不足時，進而轉向外界尋求幫助。Krikelas (1983)將個人的資訊

需求依其迫切程度與是否產生資訊行為區別為：立即性的資訊需求（Immediate 

Need）、延遲性需求（Deferred Need）。立即性需求是指為滿足每個特定問題的需

求時，必能引發資訊尋求行為；而延遲性需求則可能不會引發任何資訊尋求行為；

或者，也可以「連續的需求(Continuity)」和「不連續的需求(Discrete)」看待之，

前者指的是一個問題被解決後，新的問題緊接發生，因此，需求接連發生，後者

則是指問題在被解決後需求即終止。此模式之開始，是起因於需求者為了回應延

遲性的需求，不是針對特定問題，資訊收集的最終結果直接成為個人的記憶或是



 

具體

式。

訊行

型。

資料

Dre

得出

尋求

現尋

體的檔案，而

。而且大部分

行為，所以

。 

料來源：Kr

exel Library

綜合以上

出一個完整

求管道、資訊

尋求結果的

而資訊傳遞

分的資訊已

以本研究採取

圖

rikelas, J. (1

y Quarterly, 

上資訊尋求行

整的資訊尋求

訊尋求過程

的方式，以及

遞方式可以利

已存在於個人

取選用該模

圖 2-3 Krike

1983). Infor

19, 17. 

行為模式理

求行為體系

程中的困難

及在歷程中情

21 

以利用文字、

人記憶中，

模式為探討學

elas 資訊尋

rmation seek

理論，其探討

系，包含界定

、遭遇困難

情感與認知

、圖畫、人際

只有部分需

學齡前幼兒

尋求行為模式

king behavi

討的研究重點

定資訊需求

難的解決方法

知層面的變化

際口語、視

需求會產生

兒父母資訊

式 

ior: Patterns

點或有不同

、探究行為

法、選擇資

化等，研究者

視覺或觸覺等

生向外尋求的

訊尋求行為之

s and conce

同，但綜合歸

為的動機、資

資訊的策略

者將以 Krik

等形

的資

之模

pts. 

歸納

資訊

、呈

kelas



22 
 

之模式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取其結構單純，脈絡清晰之特質。 

二、影響資訊尋求行為之因素 

在資訊尋求行為研究的傳統典範中，研究目的多在提升圖書館圖書系統服務

讀者的便利性，故多半選取專業人士作為研究對象，在相關的研究中皆可發現，

個人的工作任務及工作環境對於資訊尋求行為的影響。 

Dervin (1977)將影響資訊尋求行為的因素歸納為 5 點。1. 社會因素：指存在

社會系統中影響人們有效利用資訊系統的因素；2. 獲取資訊的容易程度：指資

訊系統沒有能力或不願意提供資訊需求者所尋求的資訊，例如資訊尋求者不瞭解

系統使用規則，導致無法有效運用該資源或是誤以為資訊系統拒絕特定對象。另

外，生理、心理與智力等三項因素涉及個體的本質，生理因素是指個人因身體上

的原因而無法接觸適當的資訊系統，如圖書館未設置無障礙設施，使身障者無法

使用；心理因素是指個人未能察覺自己的需求，亦無法選用適當的資訊系統取得

所需的資訊等；智力因素則指個人缺乏獲得資訊所需的訓練和專長。Wilson (1981)

認為，資訊尋求行為除了會受到個人特質影響外，個人所擔任的社會角色如工作

角色、工作參與和工作層次，以及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合物質環境等因素

之影響力也是（Wilson, 1981）。 

Bystrom 和 Jarvelin (1995)的資訊尋求模式中指出，對於工作任務的複雜程

度，個人資訊尋求行為目的將因人而異，所以得先由個人主觀認知對工作複雜程

度的影響後才能啟動資訊尋求的動機，然後經歷主觀評估後，個人所採取的行動

(Bystrom and Jarvelin, 1995)。而每個人的搜尋行為有其特殊風格，正如同生活模

式的選擇，不同類型的個人特徵將會產生不同的搜尋偏好。 

Wilson (1996/1999)第二模式強調資訊尋求的複雜脈絡，其中指出影響資訊搜

尋行為的影響變數包含：1.心理面向，如傾向好奇、厭惡風險；2.個人背景：如

年齡、教育程度；3.人際關係或角色：如專業經理、父母親；4.周遭環境：個人

所處的環境，擁有哪些種類的資源；5.資源特徵：如資訊來源的可取得性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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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Wilson, 1996, 1999)。但今日的資訊科技進步，資訊管道多元，身處不同

環境的資訊需求者除了個人內在的感知因素外，其資訊尋求行為也受到各種複雜

因素的影響。 

前面對於父母的資訊需求採取一種明確瞭解育兒需求為何的情況，這時候資

訊尋求與否取決於父母，但更多時候父母無法意識到自身是否有資訊需求時，更

無法說明如何選擇採用何種資訊管道，甚至在面對不同資訊管道時將遇到更多的

資訊需求問題，或許可選擇以資訊偶遇來討論。Erdelez 於 1995 年正式提出資訊

偶遇(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 一詞，它屬於一種資訊獲得行為，是指在未預期

的情境中，個體意外獲得有興趣或可用以解決問題的資訊現象( Erdelez, 1995 )。

由於學齡前兒童父母所需要的育兒資訊較多涉及個人意識行為，所以不同的資訊

管道中更容易觸發或偶遇非預期的資訊需求。Foster 與 Ford (2003)提到父母經常

利用的潛在資訊來源與資訊類型，如新聞文章、電視節目，或是與其他父母之間

非正規性的談話中，出現資訊偶遇的資訊接觸機會 (Foster & Ford, 2003)。Walker 

(2012)提出父母的資訊素養需求影響資訊尋求行為，因為個人的資訊素養決定個

人衡量、評估、使用資訊系統的能力，同時認同資訊場域/資訊環境對父母資訊

尋求行為的影響力，譬如在學校、媽媽教室、早餐店等非正式的資訊分享場所，

父母會碰觸、激發出不曾碰觸過的問題，也可分享不同的育兒資訊(Walker, 

2012)。 

概而言之，資訊尋求行為可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大致可以歸納成個人特

質、特定情境與環境脈絡等；個人特質如性別、年齡、學歷、社經背景等，以及

認知系統的運作如對需求感和資訊的主觀認知；特定情境指個人為達成特定目的

才進行的資訊尋求行為，例如為工作上的需要而在工作環境內尋求能夠支援的資

訊系統，像是學會組織、工作小組等等；環境脈絡指資訊尋求者所處的環境背景，

包含個人過去經驗的累積和人際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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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管道 

資訊管道是指獲得資訊所採用的方法或進行的程序(Herner & Herner, 1967)。

學齡前幼兒父母在瞭解自己的資訊需求後，如何尋求資訊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其中影響資訊尋求管道正是常見要素之一，本節將說明在資訊尋求行為過程中針

對資訊管道有哪些分類方式。 

由於資訊科技進步，現代父母獲得育兒資訊與諮詢管道較以往更加多元。袁

影、杜柯凝（2010）在一份針對 150 個新生兒母親進行育兒知識需求調查中，發

現年輕父母對科學育兒知識極度缺乏，需以宣傳廣告、書籍、電話資訊管道幫助

年輕父母獲取更多的育兒知識。Jackson 也在一項針對父母護理兒童的資訊需求

的研究中，指出傳遞育兒資訊的最佳管道是口頭告知，由其他資訊管道，如專業

人士、網際網路雖可以獲取所需資訊，但資訊的可信度容易受到使用者的質疑

(Jackson, 2008)。同時，內政部在臺閩地區家長育兒知識來源重要度比較調查研

究中顯示父母獲取育兒資訊的重要管道前三項分別為：1. 長輩親友的經驗傳承；

2. 自身經驗；3. 書籍（內政部兒童局，2010）。從這項調查結果即可發現父母選

擇育兒資訊管道中資訊可信度將大於資訊的便利性。這項結果卻與 Radey (2009)

研究學齡前兒童父母獲取育兒資訊來源的結果相反，Radey (2009）指出「書籍」

與「家庭成員」雖然是育兒者最常用的資訊管道，但不同社經地位的父母會對不

同的資訊管道有所偏好，年輕一代的父母較習慣使用網際網路中的個人部落格、

專業醫師網站以及育兒網站作為獲取育兒資訊的管道(Radey, 2009)。 

目前臺灣育兒資訊管道來源很多，包括兒童圖書館/圖書室，如國立中央圖

書館臺灣分館親子資料中心、信誼基金會幼兒圖書館、兒童育樂中心等官方資源

管道；網路上也有 Babyhome、Kimy 奇蜜親子網、KingNet、PTT 媽寶板等管道

可供諮詢或是提供訊息交流。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自 2004 年起便著手印製

兒童健康手冊，除了提供保健知識之外，兒童健康手冊登載寶寶接受預防接種與

健康檢查之重要紀錄（國民健康局，2011）。書籍、雜誌、電視節目也多有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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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資訊提供父母選擇。但根據瞿海源（2009）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一書中提到，

以往三代同堂核心家庭的家庭結構以日益式微，即使是主幹家庭，包括父母與已

婚子女同住、父母及未婚子女之居住組合，到了 2000 年時已只佔所有家戶組合

的 50％以下（瞿海源，2009）。家庭結構的改變使父母角色中出現一種「週末父

母」，即雙薪白領家庭將嬰幼兒 24 小時託予已退休的祖父母或保母照顧，僅於週

末期間將子女接回看顧。這種現象讓父母面對育兒資訊需求時，會先以此親友長

輩之口耳相傳管道作為資訊獲得與資訊諮詢之管道，因為主要照顧者就是這群退

休的祖父母或是保母，因而不難解釋前述幼兒父母向祖父母尋求教養知識協助的

情形仍高於其他管道（內政部兒童局，2011）。曾凡慈（2009）則認為現實生活

中的育兒實作並非單純地父母親與幼兒間的互動，而需要考慮其是否接受具有專

業性質的專家資訊，更要考慮育兒過程通常是發生在親友網絡中，特別是與公婆

或父母之間的關係。 

前面提及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資訊尋求行動中，優先考量資訊的便利性或資訊

的可性度作為選擇的依據。但無論就資訊尋求管道區分為正式、非正式、線上電

子管道（吳美美、楊曉雯，1999）或是依據父母獲取育兒資訊資訊管道之專業、

非專業、媒體源途徑（Radey, 2009：Nicholas & Marden, 1998；Christine, 2003)，

研究者認為多數研究對於資訊管道的區分方式皆有所雷同，所以本研究將關注在

學齡前幼兒父母選擇資訊管道與前述資訊需求之間的連結性，故以父母選用管道

之特質為本研究撰述重點。 

綜合以上對於資訊管道的探討，由於學齡前幼兒父母尋求育兒資訊牽涉到的

影響因素眾多，且難以與私人生活區隔，多數的研究均指出父母們傾向以口耳相

傳方式作為獲取育兒資訊來源的途徑，主要的採信條件在於對資訊來源的信任感 

；另一方面，曾凡慈（2009）認為大眾或網路媒體基於資訊獲取的便利性、資訊

量大且多樣性的特質，相較之下優於其他育兒資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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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訊焦慮 

張春興（1991，1996）認為，焦慮是由緊張、不安、憂慮、擔心等感受交織

而成的複雜情緒狀態，多起因於壓力所產生的負向情緒反應，或是受到刺激、壓

力所引起一連串認知、情感、生理、行為等反應情況的過程（陳麗玲，1998）。

焦慮一詞在心理學中指的即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理狀態。 

 Wurman (1989/1994)在資訊焦慮一書中，已有完整的定義與架構，他認為，

形成資訊焦慮的原因在於「我們真正瞭解的」與「我們以為應該瞭解的」之間越

來越寬的鴻溝，而資訊科技的進步帶來了龐大的資訊量，在人們渴望求「知」的

情況下，特別是資料與知識之間，資訊若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資訊焦慮的情況

將更為嚴重。資訊焦慮是資訊、資料與知識之間的一種狀態，當我們無法從眾多

資訊與資料中得到我們所需的解答，焦慮感便接踵而至。Wurman (1989/1994)在

其資訊焦慮一書中提出導致資訊焦慮的情況有以下幾種： 

1. 不瞭解資訊； 

2. 覺得要瞭解的資訊量多得無法負荷； 

3. 不知道某項資訊是否存在； 

4. 不知道哪裡可以找到資訊； 

5. 確切知道哪裡可以找到資訊卻不得其門而入。 

Wurman (2001)更進一步將資訊焦慮的情況歸納為資訊缺乏（Information 

poor）與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兩種類型。資訊缺乏指的即是使用者

不瞭解資訊、不知道某項訊息是否存在以及不知道哪裡可以找到訊息；反之資訊

超載指的是資訊量多的令使用者無法負荷。David Shenk（1998）認為過多的資

料與資訊，讓人無法集中注意力，思考品質下降；他認為商人們藉著這種「升級」

來販售資訊焦慮，例如，不升級就無法處理新的檔案格式；同時各門領域的專家

大量的發表結果衝突、讓人無所適從的研究報告；譬如微波爐、基因改造食品是

否有礙健康。換句話說，資訊超載就像是短時間內食用過多的食物，不但感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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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食物的精美、甚至可能被龐大的攝食量給噎著了。Schwartz（2004）也提出在

資訊時代資訊取得容易，短時間內雖可獲得各種資訊，但易使資訊消費者陷入一

種選擇的困境，他認為隨著資訊流通及科技進步，選擇的數量逐漸增多，就像現

在的消費市場一樣，帶來自主性、控制力，及解放感。但當可供選擇的項目持續

暴增，負面效果也愈大，直到有一天我們再也無法承受。到了這種地步，選擇已

不再帶來自由，反而是剝奪了自由，甚至可以說是壓榨的自由。 

Kuhlthau (2004)提出的資訊尋求七大過程（如表 2-4）中顯示，在「開始」

與「探索」的階段內分別會產生「不確定感」、「迷惑、挫折、懷疑」等情緒感受。

就資訊而言，若其存在是一種靜態現象，那資訊尋求過程便是一種動態表現，對

學齡前幼兒父母來說尋求育兒資訊不會只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如何解決在尋求過

程中遭遇的不確定的情緒將成為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資訊尋求過程中重要的一

環。 

表 2-4 Kuhlthan 的資訊尋求過程 

 開始 選擇 探索 形成觀

點 
收集 發表 評估 

感受 不確定

感 
樂觀 迷惑、

挫折、

懷疑 

清晰 有方向

感與信

心 

滿意/失
望 

成就感 

思想    鎖定範

圍 
 增加興

趣 
提升自

我意識 
行動 尋求背

景資訊 
 尋求相

關資訊 
 尋求相

關文件 
形成資

訊 
 

資料來源：Kuhlthau (2004). Seeking Meaning: 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p.82. 

蔡慧美（2003）在其資訊焦慮對個人資訊尋求行為及模式的影響研究中又將

資訊焦慮歸納為四種，除了資訊缺乏與資訊超載之外，她指出另外二種資訊焦慮

的類型，分別是因為資訊科技帶給人們的不信任感及來自學習、工作、人際溝通

等壓力兩種。她認為從前的資訊的來源多以紙本為主，但現在常以各式媒體、網

路、會議討論方式呈現，人們無法逐一對這些資訊來源作有效的管理及控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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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正確性及品質自然也失去信心。蔡慧美（2003）並指出最後一項焦慮是來

自學習、工作以及人際溝通等壓力。她認當人們不斷的在區別那些是該做的，那

些是不該做的？有沒有遺漏吸收的資訊時所產生得一種「失衡的愧疚感」，這種

愧疚感是來自於人際溝通，例如當別人問我們對於最近發生的一件政治或社會事

件的看法時，可是我們卻對這議題根本沒聽過或所知甚少，那麼愧疚感就會產生，

使我們產生應該去吸收這類資訊的感覺（蔡慧美，2003）。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將資訊焦慮產生的原因整理出四種，1. 因資

訊量過多而無法選擇自己需要的資訊；2. 不知自己所需的資訊在哪裡、是否存

在；3. 對於多元的資訊來源產生不信任感；4. 人與人溝通互動影響，外在壓力

所造成的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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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透過訪談來描述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會產生哪些資訊需求、

資訊焦慮，透過資料分析去歸納學齡前幼兒父母採取哪些排解資訊焦慮的方法。

本章第一節介紹研究取向與設計；第二節說明研究實施步驟，呈現研究之歷程；

第三節說明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取樣與描述；第四節解釋整理與分析資料的程序，

並將此作為第四章闡述研究發現的主要參考。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設計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這是社會科學領域中常用之質性研究方法 

。除了面對面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想法與態度外，更可經由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

中，對研究問題重新加以釐清，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行為認知。本研

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為基礎擬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附錄一）。茲將相關

細節說明如下： 

一、訪談內容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的結構共分為三大部分，包括學齡前幼兒父母於育兒過程

中所遭遇到的育兒問題，哪些問題會引發父母的資訊需求，而產生資訊需求後又

透過哪些資訊管道尋求育兒資訊，在這一連串的資訊尋求行動中是否有遭遇資訊

焦慮等三大面向。而訪談大綱的第一部份著重於父母的資訊需求，包含訪談大綱

第 2、4、6 題；第二部分則著重於資訊管道之選取說明，如訪談大綱第 1、3、5

題；第三部分以資訊焦慮為主要探訪重點，以訪談中第 7～10 題表述。訪談內容

大致分為：受訪者資訊尋求行為過程之描述、選取資訊管道之理由陳述、以及於

一連串資訊尋求行為中遭遇之資訊焦慮的論述為主。 

二、訪談實施 

預訪：為確定訪談大綱的可行性與不足之處，本研究先行以社會學專家暨學

齡前幼兒母親 1 名進行前測。根據受訪者對本研究問題的理解、回應與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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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部分訪談大綱內容，希望能獲得更為符合本研究目的之資訊。此外，前測專家

於前測後建議，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勿侷限受訪者的答覆內容，同時研究者於訪

談過程中也需嚴守中立客觀之立場，並隨時觀察受訪者的論述，若對於受訪者陳

述的內容有不清楚之處當立即詢問。本研究據此建議逐一修訂研究問題，在擬定

訪談大綱時以引導方式實施，不再條列過多的訪談問題，並隨時記下受訪者的陳

述重點，若有不甚理解之處，則以後訪方式處理。 

正式訪談：由於本研究對象有部分受訪者屬於素昧平生之受訪者，在受訪前

以電話確認受訪時間與地點後，即以 e-mail 方式先行寄送訪談大綱與訪談同意書

（附錄二）、受訪者基本資料（附錄三），以確定受訪者之自主性，也保障受訪者

隱私及其權益。受訪前 5～10 分鐘說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於訪談

過程中全程錄音；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時之引導，依訪談者的回答適度修正。 

後訪：由訪談中察覺，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容易因訪談氣氛而延伸許多非訪

談重點之談論內容，部分受訪者也可能對於部分訪談內容有所保留；抑或研究者

對於受訪者所陳述的內容有所疑慮，以致無法確認受訪者所欲表達的意念時，需

輔以後訪方式處理。（Kvale, 2008/2010）表示透過再次與受訪者確認第一次訪談

階段問題的訪談，可藉由詢問類似問題，確認受訪者所表達的理念與研究者所接

收之意涵是否相同，對於部分疑慮觀點也可於後訪時再次釐清，同時研究者也能

於後訪時詢問其他需要受訪者再次解答的問題。 

研究者與每位訪談時間平均為 50 分鐘。10 位受訪者中，僅一位拒絕後訪，

其餘後訪皆以釐清第一次訪談時未即時釐清之問題為主。 

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式，以訪談法進行，旨在瞭解學齡前幼兒父母

遭遇到的資訊焦慮有哪些面向，故而研究對象以育有學齡前幼兒之父母為主，又

顧及學齡前幼兒多數以母親為主要照顧者，故此次受訪者以學齡前幼兒母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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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以下詳述受訪者之限制與取向條件：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學齡前幼兒父母，故訪談對象以立意取樣方式選擇目前

育有學齡前幼兒之父母為主。考量受訪者描述之育兒過程恐涉及個人隱私且研究

者本身即育有學齡前幼兒，基於對此群體之瞭解，從中挑選受訪者，中間更參用

滾雪球的方式尋得其他的受訪者，其中一位受訪者原居住於臺灣，卻於受訪前舉

家移民，又因受訪者獨特的個人見解與特殊的育兒方式，仍將其納入此次的研究

範圍內。另外本研究排除幼兒罹患先天性/罕見疾病者，挑選家庭組成結構健全

之學齡前幼兒父母作為此次的受訪對象。 

本研究之受訪對象係採立意取樣及滾雪球法獲得。根據 LeCompte、Preissle 

與 Tesch (1993)稱立意取樣為「標準參照的選擇方式」，乃研究者根據對群體的了

解、研究目的與主觀的判斷，認為不按隨機取樣方式，而改循刻意、有目的性的

抽樣方式，更能有效地取得研究所需的資料，以達到研究目的。 

訪談過程中，為求訪談過程順利，於訪談前先請受訪者填寫基本資料，受訪

前也徵得受訪者之同意採取全程錄音之方式，並在訪談結束後立即進行逐字稿之

謄錄。對於訪談內容不明瞭處，或在訪談中未能及時提出的疑問，研究者會與受

訪者透過電話或是電子郵件之聯繫，以釐清受訪者之想法。最後，經過訪談資料

的分析與歸納，將訪談結果作為本研究第四章結果與討論的根據。 

二、受訪者基本資料 

本研究之受訪者年齡介於 30～40 歲之間，皆居住於大臺北、桃園地區，職

業上也以全職上班者居多，其中白天主要照顧者仍以自身、親戚居多，約佔 3/5；

其中與公婆同住者有 1/2。在受訪前的調查要項中，對於詢問受訪者與幼兒年紀，

除可得知受訪者生產時的年紀外，關於受訪者之教育程度與現職之詢問，也可預

先瞭解受訪者所具備的資訊素養與分配在照顧幼兒上的時間；另外，關於調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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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手足數之理由，在於欲探求受訪者之家庭背景與手足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

由手足間獲得育兒資訊，詳細的受訪資料如表 3-1。 

 

表 3-1 受訪者清單與簡要育兒情形 

 編號 居住地 年齡 教育 職業 受訪者手足數 

T01 臺北市 33 博士 研究員 1 個 
T02 臺北市 33 專科 業務員 2 個 
T03 桃園市 40 研究所 秘書 2 個 
T04 臺北市 38 研究所 上班族 1 個 
T05 臺北縣 38 研究所 上班族 2 個 
T06 臺北市 36 大學 工程師 4 個 
T07 臺北市 32 專科 上班族 2 個 
T08 上海-臺北 33 研究所 打工族 2 個 
T09 桃園縣 38 研究所 館員 1 個 
T10 桃園縣 37 研究所 教師 1 個 

 編號 孩子數 白天照顧方式 小孩 1 小孩 2 幼稚園就學 

T01 1 母親 4 個月 - 4 歲 
T02 1 姑婆 4.4 歲 - 4 歲 
T03 2 公婆 7 個月 3 歲 5 歲 
T04 1 外勞 4 歲 - 3 歲 
T05 2 托育中心 1 歲 5 歲 3 歲 
T06 2 保母 2 歲 4 歲 3 歲 
T07 2 婆婆 4 歲 6 歲 4 歲 
T08 1 母親 1.4 歲 - 4 歲 
T09 2 幼稚園 3.1 歲 5.7 歲 3 歲 
T10 1 婆婆 2.6 歲 - 5 歲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本研究基於研究者有義務和責任保護研究進行中所獲得的保密性資訊。在尊

重受訪者個人隱私的前提下，相關能辨識受訪者之個人資訊均不以登錄，以訪談

順序作為編號順序，例如第一位受訪者即以編號 T01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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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整理與分析 

本研究徵求受訪者同意後，訪談過程全程錄音，訪談過後即進行逐字稿謄打，

並進行編碼分類，編碼方式採徐宗國（1997）說明的譯碼方式進行，分別為「開

放性譯碼」（open coding）、「主軸譯碼」（axial coding），解釋現象關聯性初步分

類現象。齊力與林本炫（2003）指出開放性譯碼階段要求的是忠實呈現受訪者的

原意，而到了主軸譯碼階段，便帶有研究者的創意。研究者隨機抽取 2 份訪談紀

錄，進行編碼分析，先進行開放性編碼，再進行主軸譯碼，分析時將資料中主題、

概念或類似的想法加以歸納，檢視概念之間的關係，後將概念連結起來，作為相

對立或類似的組別，最後加以整理歸納，形成第四章的資料分析雛形。 

本研究之編碼、資料處理說明如表 3-2，首先將研究對象依訪談順序編為 T01 

、T02…，並將每份訪談紀錄逐行編號以利引用和查詢出處。之後逐段剖析受訪

者所描述的屬性、特徵，並加以整理於右側，其標記方式為：搜尋主題：疾病。

訪談紀錄內文畫底線處，表示該段敘述為重要關鍵字或重要敘述。 

訪談中可能因話題停頓，或因研究者探詢而使受訪者停頓之語氣，或是研究

者縮短重複內容之描述，則以「……」表示。由於訪談過程中有些受訪者一邊描

述一邊思考，以致部分話語未能精準呈現，則以（）加以註記，或用以記錄受訪

者的表情、情緒等。 

本研究摘述部分的資料是以（逐字稿代碼受訪者編號：訪談內容之行號）表

示，如（T04：355-363）；當摘述部分為不同段落時則是以分號來表示，如（T04：

102-104；169-172）。以下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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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逐字稿編碼說明表 

行號 逐字稿 段落主題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受訪者：都是至少，XXX 是六個月，阿 Ti 是一年之後。 

採訪者：在那過程之中你有沒有覺得很痛苦？ 

受訪者：其實 XXX 的那個時候，老大的時候很痛苦。 

採訪者：為什麼？ 

受訪者：老大那時候一方面自己不太，因為是第一個嘛，

所以很多事情都不太懂，所以就一直在追，追

那個母奶的量，然後用錯方法就爆肥 17 公斤，

真的犧牲超大，那老二就，好呀，有就有沒有

就沒有，結果最後來蠻順的。 

搜尋主題：

資訊不足 

 

第四節 研究實施流程 

本研究之進行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形成研究目的，提出具體之研究問題，並

於文獻分析後根據研究問題研擬訪談大綱，於前導訪談後進行研究問題與訪談大

綱的修正，並進入正式訪談，每次訪談均參酌受訪者的特質適時調整訪談問題，

訪談後對於部分受訪者仍有疑慮之論點再訪，於進行期間並持續關注相關親子網

站、電視節目、書籍、雜誌所談論的親子議題，以求更貼近學齡前幼兒父母關注

的焦點。此後將錄音的訪談語料轉騰為逐字稿，待資料蒐集與語料轉錄完成後，

對於資料編碼及分析，並依此撰寫研究發現與結論。以下為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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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流程圖 

  

構思研究主題 

閱讀相關文獻 

規劃研究設計 

擬定訪談大綱 

進行預訪 

正式進行訪談 

撰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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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結果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齡前幼兒父母如何在多元化的資訊管道中尋求育兒資訊，

使自身面臨的資訊需求獲得解答之外，一併解決自身的資訊焦慮。本章共分為四

小節，第一節陳述學齡前幼兒父母育兒的資訊需求；第二節列舉學齡前幼兒父母

尋求哪些資訊管道獲得所需的育兒資訊，解釋這些資訊管道又具有哪些特性；第

三節說明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會產生哪些資訊焦慮，採用何種方式排解

自身之資訊焦慮。 

本研究之訪談共進行預訪、正式訪談、補訪三階段，其主要差異在於，預訪

時研究者以結構性問題對受訪者進行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就受訪者針對訪談問題

與訪談技巧給予之回饋，作為正式訪談之參考，其中發現結構性問題會侷限受訪

者回應問題之連慣性，且不易延伸至更深入的問題，故加以修正。正式訪談時則

以半結構式深入訪談法為主，搭配事先徵詢受訪者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料深入探

究該研究問題；最後之補訪階段，以正式訪談時受訪者對於問題回答遇有模糊不

清或遺漏部分問題時所做之補救措施，以三階段訪談力求能使訪談更趨完備。 

第一節 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 

本節第一部分為闡述學齡前幼兒會有哪些需求，當幼兒的需求造成父母的問

題後，父母們又會產生哪些資訊需求，共分為二部分。 

一、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育兒需求 

從資料分析中發現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會產生許多育兒問題，其中

包含直接來自幼兒帶給父母的三大面向育兒問題，以及父母親面對育兒時自身因

應心理、生理、生活型態改變後間接產生的需求問題，本研究在此先以幼兒直接

帶給父母所衍生的三大面向育兒問題作為說明主軸，關於父母自身的間接需求則

不在育兒問題的歸納範圍內。本研究歸納學齡前幼兒父母育兒時所面對三大育兒

問題包括育兒生理面、認知面、情感面之問題，如表 4-1 所示。其中生理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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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發燒、疾病、飲食、生長發展、調整生活作息、哺餵母乳等；認知面：包含學

習才藝、尋找幼稚園、托育中心、行為發展模式、感官統合、動作協調度等；情

感面包含有依賴、任性、耍脾氣、吃醋、吸引大人注意、嬌縱、怕生等。從資料

分析中同時發現生理需求的比例達到約 66％，占三者的 2/3，認知需求與情感需

求則達 20％、14％，兩者約佔 1/3，可見幼兒在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育兒需求以健

康類最多，以下即以此三項需求說明。  

 

表 4-1 受訪者清單與簡要育兒情形 

大  項 次     項 

生理面 

疾病（發燒、腸病毒、玫瑰疹、水痘等、蛀牙） 

挑食 

厭奶、吐奶 

生長落後 

戒尿布 

調整生理時鐘（生活作息） 

餵母奶、擠母奶 

改善體質 

大便顏色 

其他（存臍帶血） 

認知面 

幼稚園 

才藝 

行為發展模式 

感官統合 

動作協調度 

其他（閱讀、學習能力培養） 

情感面 
依賴、任性、耍脾氣、吃醋、吸引大人注意、不乖、嬌縱、怕生、沒

耐心、分心、說謊等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因為他身體比較不好，常常生病，譬如他 1 歲…..他就長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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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疹，……腸病毒，他全部都得過了……只要腸胃不適他一定要

去醫院吊點滴，不然他絕對沒有辦法好。（T05：74-80） 

我兒子他吃很多呀，也有給他一直吃，但他就是很瘦又不長高，但

現在還是比一般年紀的小孩矮一個頭，我也不知道該怎麼辦。（T07 

：560-562） 

 

學齡前幼兒父母最常陳述的幼兒的需求大多與「身體」相關，亦即生理問題，

其中不乏餵食、幼兒身體發展以及生病的處置等問題，這些問題諸如幼兒厭奶、

生病發燒、哭鬧、挑食、吐奶、排便問題、長不出頭髮、受傷流血、或生活作息

不正常（例如受訪者 T04 提到的整晚哭鬧，只能抱著她的小孩到半夜或天明）。

學齡前幼兒父母們自述經常對這些身體發展的問題皆得馬上處理、立即解決，即

使是一些需要長期調整的問題，如生長發展曲線、作息不正常等，受訪者仍多表

達其會再三地反覆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隨著幼兒年紀漸長，生理面的需求轉變為言行舉止或是行為態度面，即心理

層面的認知與情緒問題，但此時父母的育兒焦慮、緊張程度有較為減緩的趨向

（T10）。這些問題包含有社交訓練（T03 覺得小孩比較怕生、T05 認為其具有領

導特質不會受到霸凌）、或個性（T05 認為其小孩比較神經質、T09 則認為其小

孩過於嬌縱）。這些問題多半來自於父母對「正常」小孩的想像，例如電視新聞，

或者來自於親友網絡中小孩子個性的比較「比較怕生，去公園溜滑梯時，遇到旁

邊有人他就不敢接近。（T03：160-161）」，又或是親友偶發的「見解」或「比較」，

例如「我覺得你的小孩好像比較…」。T04 認為婆婆經常質疑其教育小孩的方式，

因此會透過比較的方式來陳述其育兒意見，進而促使其比較育兒的資訊，她轉述

婆婆的批評：「要教啦！人家某某幼稚園大班就會了，你們這個要 7 歲了還不會！

（T04：465-466）」。 

…本來是想說到時候念大班，但想想還是先去念好了，因為我

們就只有生他一個人，怕團體的活動互動會太少，所以我們還



39 
 

是決定提早中班就去念。（T02：58-59） 

就是他比較沒有耐性，…例如說他要排一個積木，他想要排一

個形狀，但是他排不好，…他就會比較激動，他會說那你幫我

排，然後說「我不會！」（T03：180-183） 

 

就上述的生理面、心理面育兒問題，不難發現父母對於幼兒生理問題，多半

採取立即解決的方式，即使是長期的生理發展問題，父母亦會不斷地尋求解答；

相較於認知、情緒問題則較無立即解決的需求，因為多數認知、情緒方面的育兒

問題，其產生原因較複雜，更多來自父母自身的個人背景、社會網絡與電子媒體

訊息所引發之問題。T09 表示當其發覺幼兒手腳不甚協調時，便以坊間的律動課

程彌補幼兒手腳協調性的問題（T09：461-466）。如 T05 談到幼兒夜裡哭泣，既

不像生病也不是肚子餓，她認為孩子可能就是缺乏安全感，需要安撫。T03 也表

示，當老二出生後，老大常常用哭來取得大人的注意力。這些類似「依賴媽媽」、

「獲取關愛」、「過於嬌縱」、「耍脾氣」的表現，更多是情緒方面的問題，需要父

母尋求更多資訊去解決。 

 

小時候比較少，但一樣可能也是老二生出之後，他比較容易用

哭來吸引大人的注意力，我覺得他哭點變得比較低。（T03：

339-340） 

可是你不要抱他就會一直哭一直哭呀，怕他哭到..，對！怕他

哭到受不了，所以我後來還是抱，抱一下，我的目的就是說你

趕快安靜下來趕快睡覺，因為真的我也很累了。（T05：87-89） 

 

二、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資訊需求 

根據訪談結果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產生時間點頗為分散，幾乎幼兒成

長的任何時間點皆有資訊需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不同父母所處的情境脈絡

各異，個人認知感受不同，導致產生的需求類型有所分別。Savolainen (1995)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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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們會因為自身擁有的資本，以及目前所處的生活狀態會影響資訊行為搜尋方

式；由本研究的資料分析可見，多數受訪者對自身的育兒知識、育兒經驗感到不

足，對於工作與育兒生活兩者並存的現象感到無以負荷，對於未預期接收、來自

同儕、親友、專家學者或是其他育兒資訊管道所給予眾說紛紜的育兒資訊感到困

擾，這些缺乏共識的育兒資訊使父母對自身既有的知識產生疑慮，進一步引發它

產生資訊需求的動機。根據前述，Kirkelas (1983）以個人產生資訊行為的迫切程

度，將資訊需求分成立即性資訊需求與延遲性資訊需求，從資料分析中也發現學

齡前幼兒父母因幼兒的需求種類所引發的資訊需求，似乎也符合此兩種歸納方式。

其中「立即性資訊需求」主要對應於育兒產生的「生理需求」；「延遲性資訊需求」

多因「認知需求」、「情感需求」而起，以下則就此詳細說明如下： 

(一) 立即性資訊需求 

尤其是身體的部分，比較難判斷，發紅疹，長紅斑，誰看得出

來那是什麼斑，只好趕緊帶去給醫生看，從來沒有出現過的狀

況就還是先去醫院吧。（T03：322-324） 

 

他會突然，ㄆㄨㄚ\一口奶就吐出來了；我那時候很緊張呀，

把他帶到 XX（醫院）去做檢查呀，我怕他的腸胃有什麼問題

呀。（T09：83；132-133） 

 

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當幼兒生病或是遇到需緊急處理的狀況，即為資訊需

求最迫切的時機，讓受訪者們印象深刻的資訊需求以幼兒產生疾病與新生兒哺乳

最常見，且亦最急於尋求資訊協助。T09 表示哺餵母乳時產生的資訊需求最為強

烈，她表示當本身有乳房護理的需求時第一時間即尋求專業醫護人員的協助，也

嘗試過許多親朋好友授予的刺激泌乳的秘方，卻仍無法順利提高母乳量。她覺得

自己面對吃不飽而嚎啕大哭的寶寶時，資訊需求最強烈；這時候需要的資訊越多

越好，且任何方式都願意嘗試。T06 則表明當幼兒產生疾病時，最想獲得立即有

用的資訊。從訪談中可了解，當幼兒罹患疾病時，父母幾乎優先尋求專業醫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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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人員所給予的資訊，但由於資訊流通的便利性、育兒經驗的累積，隨著幼兒

年歲增長，受訪者對於立即性的資訊需求也漸漸轉變至下一階段的遲緩性資訊需

求，學齡前幼兒父母不再獨信於某一特定的資訊來源，譬如相同的發燒症狀，

T06 認為除了看醫生這個選項外，也可以詢問其他人或是網友的意見，對於專業

醫師的建議漸漸不再唯命是從。 

 

（母乳）量衝不高這件事情，因為在坐月子中心，所以護士一

定都會教，然後坐月子中心它會有那個中醫師巡診，…就那些

藥糖叫妳吃，但效果都一直沒有很顯著，…最後中醫師告知妳

可能就是體質的關係（T01：162-165） 

 

大概都是生病哪～對呀！…（生病就直接）看醫生，醫生答的

如果我還覺得有點疑惑的話，我可能會去問其他人或者是上網 

，去看看別人的意見，…其實我應該就照著什麼步驟處理，就

不會那麼手忙腳亂…（T06：33-34；39；48-51） 

 

(二) 延遲性資訊需求 

相較於立即性資訊需求，延遲性資訊需求的資訊尋求立即程度趨於和緩，甚

至可能不會引發資訊尋求行為，這部分的資訊需求較類似需求者的內部資訊收集 

、經驗累積。T10 提到，自己在懷孕前就有育兒的資訊需求，在準備懷孕期間也

會默默觀察親朋好友如何養育小孩，經由他人的育兒經驗慢慢的累積育兒知識。

T04 則表示自己是未雨綢繆型的父母，關於孩子未來即將面對的教育問題，若能

提早準備，將可省去不少擔憂麻煩，自己也多了些安心踏實感。 

從還沒有懷孕之前，我就已經大概有想過要怎麼樣照顧他，…譬如

親戚朋友怎麼教孩子呀，…就是從這些別人養孩子的經驗裡面，然

後去歸納或去思考自己如果有孩子會怎麼做……就可能跟自己的

朋友、親人討論，就是應該要怎樣管教會比較好。（T10：25-27；

29-31；35-39） 

 

對呀！就是未雨綢繆哪一種。因為他的國小跟幼稚園一樣，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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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那一所不然我就會很不方便，……國中我就真的有選，…我就是

堅持要讓他念 XX 國中，他六個月我就開始遷戶籍了。（T04：

323-330） 

 

當然，除了預期性的資訊需求外，受訪者對於學齡前幼兒的教養態度、教養

方式、幼兒學習較傾向於不斷的累積、反覆的檢視評比，以使自身的資訊更為完

備。受訪者 T05 表示對於教育理念的資訊取得，傾向藉由蒐集書籍資料、網友

轉載文章累積，這些觀念在年幼時或許還用不著，但隨著幼兒成長，需要教育培

養時，就會提取不同的教育理念互相比較，最終目的即是希望以最理想的教育態

度來教育自己的小孩。T09 也提出對於幼兒的教養態度，會參考個人背景經驗、

朋友的建議，慢慢的引導幼兒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其談到小孩挑食的問題，她

認為那就先暫緩，等過段時間再慢慢的跟小孩溝通。 

 

妳看到一些書，譬如說一些啟發呀、思考呀之類的書，……人

家轉載的一些文章，…因為我們以前都會認為是填鴨式教

育，……但是我覺得我會更希望都用引導式、啟發他的一些想

法。（T05：250-251；255-259） 

 

…就是我剛剛講（挑食），…我小孩當初也是怎樣怎樣，…可

能真的在這個年紀的小朋友他可能沒辦法做到你要求的一些

狀況，所以妳就會覺得說那我就先暫緩，…也許小朋友就可以

比較理解，那他相對的做的狀況就會慢慢的達到我們想要的那

個部分。（T09：364-370） 

 

當學齡前幼兒父母面對養育幼兒所產生的生理、認知、情感需求問題，而產

生資訊需求，研究者對於這些問題又以資訊尋求的迫切性，分成立即性資訊需求

與遲緩性資訊需求，並對應於各自的解決模式。但無論是可以馬上尋求資訊解決，

抑或只是將資訊加以蒐集、儲存，待日後需要另行尋求資訊解決之外，學齡前幼

兒父母周旋在工作、家庭與生活之間，養育幼兒的三面向需求照料責任，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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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間接的轉嫁到父母的身體或精神上，換句話說，父母可能對此感受到焦慮、壓

力。此次受訪的十位家長多數為職業婦女，白天工作之餘，夜間仍需自行照顧幼

兒，因而平時不易獲得充足休息，其面對生活壓力與體力負荷無從舒展時，往往

會讓學齡前幼兒父母產生不同程度的精神壓力，如受訪者 T09。另外，部分受訪

者也提及由於育兒對生活的改變，以致自身的生活形態也為之大變，如受訪者

T02 即提及，育兒過程中深覺自身獨處休息時光不再似往常那般充裕。此外，本

研究受訪者為幼兒母親，大多表示因生理或家庭分工的關係，成為幼兒主要照顧

者。如受訪者 T08 因哺乳而感到焦慮厭煩，所以其認為自己的壓力或焦慮均更

甚於丈夫。再者，這些子女的哺乳、睡眠等生理面的需求，影響學齡前幼兒父母

的日常或者社會生活，而反應至學齡前幼兒父母自身，甚至以一種病徵的形式出

現。例如受訪者 T10 因哺乳而懷疑自身罹患產後憂鬱症，最後雖證明實為自身

的情緒問題，而這份焦慮仍可追溯為資訊所引發的影響，但這份焦慮卻隨著日漸

成熟的育兒技巧淡化，進而消失不見。總而言之，幼兒父母面對育兒問題所產生

的資訊需求除了三大育兒問題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外，也包含自身經由育兒間接產

生的資訊需求，而本研究主要以幼兒父母對於資訊尋求的行動力去加以分析區隔。

關於幼兒的需求就有立即尋求與經驗累積之方式，相同的關於自身的間接需求也

有積極尋求與緩慢或是擱置不理的解決方式。 

   

最主要的焦慮應該也是工作與小孩子之間如何去取得一個平

衡點，…你的小孩子吃的問題，睡覺時間….。其實是有（衝

突的），但是我覺得這樣長期下來搞得自己跟小孩都不開心，…

趕趕趕，…那我覺得這樣子搞到最後，妳心情不好，成天罵小

孩子。（T06：365-372） 

 

那個讓我整天都很緊繃，我很怕我現在要擠奶你突然需要我去

陪你，…一來是陪伴品質很不好，二來是我自己心情很不好，

然後我也很累，所以我就決定，那幹嘛把自己弄得那麼苦。

（T01：1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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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憂鬱，…我不曉得到底是因為產後憂鬱讓我對餵母乳這

件事很不愉快，還是因為擠了母奶之後，…就變成有一點產後

憂鬱。…（這個產後憂鬱症的確認方式）我自己看資料，…網

路寫的，書也會寫大概產後憂鬱是怎麼回事，…後來一直餵母

奶就好了（笑）（T10：348-365） 

 

第二節 學齡前幼兒父母之育兒資訊管道 

本節由資料分析中歸納受訪者採用哪些資訊管道解決本身的資訊需求，又這

些資訊管道所呈現出的特性、特色為何。 

一、資訊管道種類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受訪者解決其育兒問題所採取的資訊管道包含：親朋好友

之社會網絡管道（T02、T07）；醫護專業人員；書籍、報章雜誌類（T04）；電視

節目、新聞報導類（T07）；網際網路類（T03、T06）等。這些不同的育兒資訊

管道均提供父母相關資訊，以助其解決育兒所遭遇的立即性與延遲性資訊需求，

但進一步由資料統計結果得知，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幼兒之生理問題較常倚賴書

籍資訊、專業醫護人員、或網際網路等資訊管道；而對於認知層面的問題，如夜

半哭鬧或者教養方式等需長期間觀察或養成等育兒問題，則尋求社會網絡中較有

經驗的長者或親朋好友（T02、T07）。除此以外，對於無法以科學方式尋求解答

的育兒問題，由資料分析結果中得知父母們傾向於尋求宗教管道處理，如受訪者

T02 表示，當她無法解決小孩夜晚無故哭鬧時，會參考婆婆的作法，以收驚的方

式來解決。 

晚上有時候會哭鬧或是什麼的，這時候可能會跟婆婆講一下，

然後婆婆可能會帶他去廟裡面收驚一下這樣子。或是特別不乖

時，可能白天有玩的比較瘋…帶他去那個廟收驚一下這樣子。

（T02：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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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就不同育兒資訊管道對學齡前幼兒父母所能解決的資訊需求與呈現

特色加以說明如下： 

(一) 書籍、報章雜誌 

綜觀坊間為數眾多的育兒教養書、育兒雜誌對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常被視

為一種蘊含基礎性與統整性的育兒工具書。多數受訪者認同育兒書籍、雜誌所撰

寫之育兒資訊得經過嚴謹之內容把關，才能信賴其陳述之育兒資訊。受訪者 T10

提及其在選擇育兒資訊管道時，之所以採信育兒書籍、雜誌之訊息，考量的理由

即為這些出版品經過嚴格把關，又或是來自專業權威醫師的品質保證，相較於那

些來歷不明的育兒資訊，可信度也就不言而喻了。 

當然書籍、報章雜誌對學齡前幼兒父母還有其他的資訊特質，如能夠以書籍

的內容說服與自己教養理念不同的幼兒照顧者，如婆婆、保母等；舉例而言，受

訪者 T05 表示因為自身吃素的關係，餵食幼兒的方式不易得到長輩認同，那麼

她就以「書上說」的方式來說服長輩，獲得認同。另外，當她發現孩子有挑食的

情況時也求助於書籍，她提到自己曾為了挑食的兒子特地買了一本「如何讓小孩

乖乖吃飯」的書來參考。歸納受訪者運用書籍、報章雜誌之途徑尋求解決的資訊

需求包括：幼兒發燒之處理步驟、育兒教養方式、生活習慣之養成、智能創意啟

發、幼兒成長常見疾病、育兒百科、育兒飲食等。 

 

…但如果不急的東西我會以書的內容為主，因為畢竟（書籍）

這個東西，你寫完必須經過書局的校對啦，不會太離譜，然後

作者本身可能得過獎或寫過很多類似的（文章），寫出來的東

西可信度也會比較高。（T10：194-195；198-201） 

 

因為網路上每個人講的我也不知道是不是有正確性，但是我買

的那個書是有醫生看過的啦。對對對，他的出版是有那個的（權

威性），我就會覺得比較是（品質佳），我比較信任一點吧。（T04 

：33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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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育兒書籍、雜誌常以一系列報導、特殊專欄的方式撰述育兒相關內容，

對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除可獲得較為統整的資訊外，平常也可累積育兒知識，

避免毫無準備的幼兒父母遇到問題時的手忙腳亂。 

 

我是看書比較多，因為書就是一整套呀……妳比較好找資

料，…（T10：194-195） 

 

…書的部分是基礎性的東西，…我可能會找時間把它拿回來

看，…後來還是可以用到，需要用到的時候我可能會用到。

（T05：53-58） 

 

譬如說像我之前看「親子天下」…「媽媽寶寶」的雜誌，類似

「嬰兒與母親」那種雜誌。…因為我覺得雜誌真的給了一個比

較有系統的東西。（T09：31-33；523-524） 

 

如同前述提及之育兒書籍、雜誌對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就如同育兒聖經一

般推崇，但這些工具書也會有查不到「答案」的窘境。如 T10 就曾遇到必須解

決立即性資訊需求，但翻閱書籍卻查不出個所以然的情況，或是自身遭遇的情境

與書上描述不同，此時父母只能持續陷在無法滿足資訊需求的泥淖中，帶著匱乏

資訊的焦慮轉而尋求其他管道的幫助。 

 

那可能有時候他臨時生病或是怎麼了，或是那邊不舒服，就是

妳翻書也翻不出個什麼的時候，就只好利用網路去查，比較急

的東西或是完全沒有頭緒的我會用網路查。（T10：201-203） 
 

(二) 醫護專業人員 

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以幼兒罹患疾病最為常見的其中一。多數父母遇

到如前述嬰幼兒的「生理需求」時多尋求醫護專業人員之協助，此類需求問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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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採信醫護專業人員的建言，甚至認為「聽專家的就錯不了」。此項資訊管道擁

有專業資訊的特質，在此我稱他們具有專業資訊優越位階（優位），換句話說，

醫師給予的建言，父母們甚少懷疑或不遵從。許多父母把醫師當成專屬的諮詢對

象，幼兒發燒需要前往醫院看診，長不高、養不胖也求助於專業醫師，凡有關幼

兒的大小事，似乎求助醫師就可以高枕無憂。歸納受訪者求助醫護專業人員的資

訊需求包括：發燒、幼兒疾病、幼兒生長、行為發展模式、脹氣、蛀牙、受傷、

哺乳、飲食等，多屬於疾病需求之問題。 

 

我還是比較信任我的醫師，…看病需要經驗的，不是靠嘴巴，

我的家庭醫師隨便看一下疹子就可以告訴我這 80％會是什

麼。…假如有怎樣就會是哪一種病因，要注意什麼事情。（T05：

494-501） 

 

雖然專業醫護人員擁有專業資訊優位的地位，也因此解決不少幼兒照護技巧 

、幼兒疾病的問題，但隨著資訊管道的多元化、資訊流通的便利性，漸漸也有不

少父母質疑醫護人員的判斷未必然是正確無誤，甚至當專業資訊優位也出現衝突

時，對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資訊接受上就會產生困擾、焦慮。舉例來看，「感冒需

要吃抗生素嗎？」、「當流感來時是否需要施打流感疫苗？」， 受訪者 T09 的家

庭醫師建議她要施打，但 T10 接收醫師的訊息後，卻選擇不施打。不同的醫師

可能有不同的解釋，然而這都來自具有專業資訊優位的專業醫師，這對學齡前幼

兒父母來說選擇判斷就會出現焦慮、困擾，面對這種情況，學齡前幼兒父母不得

不採用其他的資訊管道來鞏固、確認資訊的正確性。 

 

(三) 親朋好友類 

在社會網絡關係中，親朋好友間擁有較為特殊的社會結構關係，譬如長幼輩

分、朋友、同事、同學情誼等不同的親疏結構關係，而若由此獲得育兒資訊，便

是我所謂親朋好友類之育兒資訊管道。此項資訊管道擁有著特殊的結構資訊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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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傳遞的育兒資訊最受學齡前幼兒父母的信賴，而其之所以獲得選用的主要

理由在於，親朋好友或許住在同一屋簷下、或處於相同的工作場域、或曾在一起

就學過，基於這樣的背景，雙方聯繫頻繁、資訊傳遞較為迅速。同時，資訊需求

者，即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給予者的基本育兒背景也具有相當程度之瞭解。此

外，資訊需求者也能藉此判斷接收到的育兒資訊其正確性與可行性。受訪者 T05

提到她常使用線上即時通訊軟體與朋友、同事、同學分享育兒資訊，並交換彼此

生活、育兒的甘苦。她認為運用科技通訊軟體與親友聯繫「真的超便利的！」不

但無須擔心打擾對方，也不必擔心找不到人，隨時隨地都可以詢問自己關心的育

兒資訊。 

 

至少有 FB、MSN、APP 跟 LINE，我都不用打電話了，…另

一重點，大家平常網路聯繫，生活中也可以形成一些團體，互

相支援。（T05：407-410） 

 

一來我覺得看書太慢，二來我覺得那理論派，倒不如直接從已

經養過小孩子的人身上，譬如說表姊呀，小姑呀，…直接用你

們的（經驗）反而比較快，…看書…..電視，其實我覺的那個

幫助沒有那麼大。（T08：26-29） 

 

同事告訴我，他們家小朋友在家都看巧虎…因為其實像我周圍

的同事家裡都有小朋友，…所以其實我遇到的問題他們之前也

都有遇過，我會去問問看他們都是怎麼處理的（T03：348-351；

414-416） 

 

當然，親朋好友中還有包含具有更親密之社會網絡結構優位，如同學、公婆

長輩、手足關係等等，結構資訊優位之所以深受學齡前幼兒父母的仰賴理由就是

這份人際結構關係，同住一起的妯娌、隔壁的鄰居阿姨，在育兒的過程中很難不

碰面，面對活潑可愛的幼兒更免不了提供自己的育兒經驗，這類的育兒資訊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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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經意中口耳相傳。T06 表示當自己需要找保母時，即透過鄰居里長的介紹，

順利獲得保母資訊，很快的解決她的育兒問題。而 T10 也認為，接受親妹妹的

幼教資訊時，更具有安全感，因為親妹妹是一名小學老師，本身對幼兒教育即有

獨特見解，提出的建議也十分中肯，所以當她給予受訪者建議時，受訪者很快的

就接受了。 

 

我是透過我們鄰居，里長他們介紹的，因為他們在地比較熟比

較多年，而且他們年紀也比我們大，所以他們會比較知道哪些

保母帶的比較好。（T06：322-324） 

 

我妹妹是小學老師，對於小孩的教養…她建議孩子不要太早進

幼稚園…如果妹妹以後要念的話，只要念大班就好…在幼稚園

混了三年只會變得很油條而已，以後進小學很不好帶…（T10：

116-120） 

 

跟我周遭大概同時期生小孩的，譬如說同學、同事、朋友去

聊，…他的小孩是怎樣怎樣，那我可能就大概能知道說，喔，

那那樣的情況是因為小孩子怎樣怎樣。（T09：33-36） 

 

那當然是我同學有跟我提，因為他在幼教業，他跟我說那家幼

稚園資源蠻多的，其實還不錯。（T06：293-294） 

 

綜合歸納幼兒父母藉由親朋好友之資訊管道所解決之資訊需求無外乎：調整

幼兒生活作息、戒尿布、餵食幼兒技巧、改善幼兒體質、選擇幼稚園、調皮搗蛋、

教養方式、生活常規的訓練、莫名哭泣、嬌縱、內向、任性等需求。 

然而，相較於親朋好友之資訊管道帶給學齡前幼兒父母的便利性之外，也有

其受限之處，因為複雜的人際關係交織於社會網絡結構中，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

來自親朋好友的育兒資訊，無論其自身不認同或有所疑慮，在接受或是拒絕對方

時，都得推敲考量彼此的關係，此項特質亦為結構資訊優位之便利性與阻礙點。

如 T05 就舉例公婆常會給予育兒的建議與關懷，如天冷要加件衣裳，但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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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對父母來說未必都適切，反倒造成父母的精神壓力。換句話說，公婆長輩傳授

的育兒資訊或是朝夕相處的工作伙伴給予的育兒經驗，當學齡前幼兒父母與資訊

給予者間無法達成共識時，取捨之間將陷入兩難的窘境。但此尚且是單一面向（如

公婆）的困難處，最複雜的還有同一育兒資訊，卻接受到來自公婆、鄰居、同事、

朋友間不同的資訊，這才真的是為難資訊接收者。 

 

他們（公婆）都只出一張嘴來指揮….，例如明明大熱天 37 度，

跟我說小孩穿無袖（會冷）...然後就會一直用電話疲勞轟炸我，

上班打，回家打，星期一到日都打來說這件事。（T05：441-449） 

 

因為他（同事）講的那個東西我從來沒有想過，…那如果他講

的那個東西是我早就知道的…他再給建議我就會把它當成耳

邊風…除非他講的那個東西我會覺得，耶～有用喔，不然…就

把他講的內容，叮——當作沒聽到過去（笑）。（T10：446-452；

466-468） 

 

我留職停薪是因為我婆婆太寵他（老二）了。（以致小孩變得

很嬌縱，父母根本沒有辦法教導他。）（T09：126-127） 

 

(四) 網際網路 

根據資訊分析結果顯示，網際網路擁有特殊的資訊優位條件，受訪者多數選

擇以此作為尋求育兒資訊之管道，而網際網路之所以擁有特殊資訊優位的主要原

因來自其可供蒐集之資訊量最多，資訊獲取成本較低；同時隨著上網查詢的日趨

便利，以及可供檢驗資料的方式眾多，皆使網際網路成為學齡前幼兒父母尋求育

兒資訊的主要管道，同時也更突顯網際網路所具有的資訊優位影響力。針對網際

網路傳遞資訊方式之不同，其各自呈現不同特性，以下便聚焦於學齡前幼兒父母

尋求育兒資訊時較常透過的方式，即問與答、討論區、部落格、自行搜尋四項加

以說明： 

1.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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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踢踢實業坊(telnet://ptt.cc)的「BabyMother」看板，批踢踢實業坊為 1995

年成立具有雙向溝通功能的電子佈告欄(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受訪者表

示，會採用 PTT 作為育兒資訊管道的最初理由，都是基於長期的使用習慣，並

對於該板長時間的觀察，也普遍瞭解固定發言人的基本背景。譬如受訪者 T01

觀察 BabyMother 板的發言者多為中產階級的父母親，所以對於他們談論的教養

問題、分享的育兒物品皆能充分掌握自己是否要採信。T01 將自己信任此看板資

訊的原因，歸於自身長期的觀察、關注，因而得以輕易判斷哪些內容誇大不實，

哪些發言者的言論可供參考；缺點是部分所需的資訊難以搜尋，且對於 BBS 的

界面也需具有一定程度的使用素養。 

 

我平常就有在上 PTT…懷孕之後我就開始固定看它那個

BabyMother 版，…固定會發言的人他基本的背景，…觀察發

言的狀況…可是我覺得這不是一開始你就知道的呀，這是慢慢

的你要觀察，不是說我現在有這個需求馬上去查我就知道。

（T01：314-335） 

 

2. 討論區 

BabyMother 寶貝家庭親子網（http://www.babymother.com.tw），成立於 2002

年，同時提供討論區與部落格的功能，此處強調在親子討論區的部分，每天網站

瀏覽率(page view)高達 550 萬頁（林妙玲，2007）。信誼奇蜜親子網-育兒資訊與

社群網（http://www.kimy.com.tw）則成立於 1999 年，目前提供三個各具特色的

頻道，奇蜜網路玩具店、奇蜜父母學習中心、奇蜜家庭討論區，奇蜜親子網將自

己定位為「華文最大父母社群網站」，希望能滿足現代父母於養兒育女及經營優

質家庭生活上多元的需求。受訪者表示由於 BBH、奇蜜網都有分類詳盡的親子

討論區，透過父母間快速的訊息傳遞，使得這類網站擁有日趨龐大的資訊提供父

母查詢，網站功能兼具部落格、日誌區塊，對父母間接產生了網站黏性，這種網

站黏性還摻雜了與朋友交流育兒經驗的意義。受訪者 T03 表示此二者的資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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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他親子網站內容更加豐富，但其同時也表示自身對於討論區中的探討存有疑

慮，只會作為參考，不會全盤接受，甚至採用其他資訊管道加以佐證。 

 

但是後來其實沒有什麼在更新了，…沒什麼時間弄了。…（會

使用 BabyHome）最主要的理由，其實就是記錄小朋友的一個

成長…因為也算是一種交流呀。（T03：135-143） 

 

其實我知道 BabyHome 是因為朋友…可是剛好知道這個管道

然後我就進去看到討論區嘛，討論區裡面有很多資訊，那當然

這些資訊有對的，有正確的，有錯誤的…看到這些資訊我還會

再去判斷。（T05：42-46） 
 

3. 部落格（blog） 

隨著 Web 2.0 時代的來臨，網際網路內容的發展與傳遞逐漸由「網路服務提

供者提供內容」轉換成為「使用者主動提供內容」（Wiki, 2012），其中，部落格

的興起最為人所熟知。國內親子網站也順應潮流，加強個人日誌、部落格的功能，

藉以增加父母親對網站的忠誠度，因為對於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個人部落格無

異是一處分享個人育兒經驗成果的空間，而且這樣的分享則成為其他父母收集資

訊、心靈慰藉的出口。受訪者 T06 表示，觀看父母部落格對她來說就發揮了這

樣的作用；當連專業醫師也無法解決她的育兒問題時，卻能在部落格中找到解答，

獲得心靈慰藉。但她也強調，觀看部落格的同時，需確認作者跟自身的育兒狀況、

育兒理念是否相同，進而判斷作者的論點是否可信。 

 

就是 BBH，那時候懷、坐月子的時候，…那時候在餵母奶，

就會上母乳協會，…看一些媽媽的部落格這樣子，…去找醫院

或醫生的部落格（T02：238-240；545） 

 

（從部落格）原來也有其他小朋友是這樣的，當然會得到一些

些……..。「慰藉」，但是，可是你的問題還是在那裡呀，對呀，

那你還是要解決你的問題，這時候你就只能靠不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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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255-258） 

 

我都是去看別人的 blog，…那也是他們的經驗…（但）你要經

由醫生確認。…看到一篇人家 blog 上面寫的，他的小朋友在

那一陣子得了腸病毒，結果他也是腸病毒好了，隔了一段時間

指甲開始脫落，他就寫說，…醫生說那個是腸病毒引起的一個

後遺症。（T06：71-79） 

 

4. 自行搜尋 

由於網際網路的便利性已深植日常生活中，受訪者 T10、T05 皆表示自己的

生活、工作、育兒脫離不了網際網路，網際網路的資訊優位除了滿足他們尋求育

兒資訊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供其檢證不同來源資訊之正確性。 

 

我會用其中一個症狀加上腸病毒當關鍵字，繼續去搜尋，然後

上衛生署或官方網站去查看，不過，網路上找到的資料我只當

作參考，我會去問醫生我看到的對不對（T05：416-418） 

 

就直接 goggle，把關鍵字打進去。…BabyHome 的東西…就當

作媽媽經驗分享，…可信度的話就是僅供參考，…醫院的…或

是一些比較專業的報導的話，會比較相信…在生活上其他的事

件上我也是用這樣子的方式（T10：205；209-213；238-240） 

 

根據受訪者提供在網際網路上尋求育兒資訊的資訊需求包含：幼兒才藝、特

殊疾病、行為發展模式、調皮搗蛋、任性、挑食、調整生活作息、學習能力培養、

購物等，幾乎涵蓋父母所提供的所有資訊需求。受訪者表示，會取用何種形式的

網際網路資訊管道作為育兒資訊的參考，主要依據個人的使用習慣，以及資訊來

源的可信度加以篩選。其中的共通性即受訪者們皆有自己的一套判斷方式，譬如

T01 長期觀察發言人，T03 長期使用習慣的搜尋方式。雖然，網際網路具有其資

訊優位的優勢，但不可避免的在資訊可信度上仍是它最受質疑的地方，T10、T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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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表示對於網路上提供的育兒資訊皆持保留態度，或進一步取得其他資訊以比對

源自網際網路的資訊。 

 

（五）電視節目、新聞報導 

除了以上的資訊管道外，父母們也可以透過電視節目、新聞報導來獲取他們

所需的育兒資訊(Freely, 2000)。這些電視節目經由藝人、一般來賓、專業醫師之

間的提問與答覆，分享各自的育兒經驗，或相關的疑難雜症請益，或由醫師介紹

幼兒疾病檢測方式等，透過主題性單元的編排傳遞育兒照護技巧及相關育兒資訊。

電視新聞報導則提供較為新穎的育兒資訊，如腸病毒的傳染途徑及預防、幼兒常

見腸絞痛的舒緩方式、新發現的幼兒病毒包含哪些症狀等。歸納新聞報導與電視

節目對於幼兒父母尋求解決資訊需求包括：疾病徵兆、教養方式、行為發展模式

探討，夫妻分工、親子相處等。受訪者 T08 也表示部分電視節目內容與新聞報

導，對於育兒教養態度之資訊蒐集與經驗累積確實有所助益，但 T09 指出，這

些隨手可得的育兒資訊隱藏著內容零碎片段與過於偏頗的問題，且內容的可信度

無判斷準則，這些缺乏根據的育兒資訊卻可以透過電視媒介隨時隨地的傳遞，對

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無異是徒增資訊困擾。T09 就以「何謂過動兒？」為例說明

電視節目或是新聞報導只會針對過動兒的徵兆加以誇大報導內容，卻沒有進一步

說明父母應該如何正確的判定過動兒，換句話說，單憑其中一項特徵未必就能將

幼兒認定是過動兒，應明確解釋幼兒需具備哪些特徵至何種程度才可能被判定為

過動兒。若學齡前幼兒父母一昧吸收這些片面不全的資訊，可能只會不斷累積無

謂的資訊焦慮。 

  
我覺得電視也都有教耶，…很多談話性的節目都會講呀，….
我不是說嘛…很多專家都會在電視上說，…明星夫妻會在電視

上討論，像這些資訊都是可以去聽聽嘛，…現在也很流行醫生

都會上電視去教導。（T08：297-299；332-334；345-346） 
 
臺灣有一些很壞的狀況就是媒體給的訊息是片段的…譬如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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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這 4 個項目加起來以後才可能等於過動症，可是

新聞不會這樣報，新聞只會跟你說過動症可能會有 A、B、C、

D，那家長就會覺得，呀糟糕，A 耶…我覺得反而是陷入更糟

糕的狀況。（T09：286-297） 
 

那些明星帶小孩出來亮相（他們的言論有時候比我婆婆還驚

聳）。「請你跟我這樣過」，...但他們會興起就是因為網路、書

籍都充斥著太多未經證實的資訊，所以他們標榜號召醫師來解

答父母的問題，那些醫師...其實都是名嘴醫師（T05：485-492）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綜合不同的育兒資訊管道予以歸納，將其特殊性予以說明

如下： 

（1） 尋求具有統整性、連續性育兒之資訊：學齡前幼兒父母們傾向尋求書籍、  

雜誌資料來解答本身的問題。 

（2） 即時性、立即性的疾病或言行舉止等心理發展，父母們則會尋求醫護人員

或是親朋好友的經驗加以參考。 

（3） 平常經驗、資料收集的資訊需求：受訪者表示會在平日收看電視節目、育

兒雜誌累積相關經驗。 

（4） 宗教信仰：對於嘗試過卻無法解決的問題父母們傾向採用宗教信仰或是相

對不理睬的應對方式。 

（5） 網際網路為綜合的資訊管道：幾乎以上的問題都有受訪者會從網際網路上

去找尋答案，但前提是這些被關注的討論區、部落格必須經受訪者長期觀

察，並具有信任感的網站才會受到她們的青睞。對於網路上的資訊，受訪

者仍會進行二次檢驗、二次查詢，檢驗問題結果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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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焦慮與排解方式 

本節主要論述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過程會產生哪些資訊焦慮，又藉由哪些

方式去排除這些資訊焦慮。本節第一部分為論述產生資訊焦慮的因素；第二部分

則說明學齡前幼兒父母解決自身資訊焦慮的方法。 

一、資訊焦慮 

根據 Kuthlthau (2004)提出的資訊尋求過程，資訊焦慮是因個體產生對資訊

的資訊，卻缺乏需要的資訊，而產生的一種焦慮感，這種焦慮感在資訊尋求初期

經常發生（Kuthlthau, 2004）。T07 即表示當生完第一胎後，由於沒有充足的哺乳

資訊（不曉得密集擠乳才能刺激分泌），導致母奶慢慢的消退，幼兒因此錯失獲

取更多母乳的機會。另一受訪者 T04 表示由於先前接收到錯誤的資訊，以致自

己在哺育幼兒時體重爆增 17 公斤，當時就一直心煩不已，直到養育第二胎時，

才把不足的資訊補齊。而不論是讓幼兒錯失獲取營養的焦慮或是資訊錯誤導致身

心挫折，都是父母在育兒時因資訊不足所產生的資訊焦慮。 

 

第一胎那時候不知道 2、3 小時就是要去擠一次這樣子，就是

要比較密集的擠（才會加強泌乳）…..後來不知道是在網路上

看到還是在那，我才知道原來那個是要很密集的擠啦。（T07：
270-271；274；276） 

 

老大那時候一方面自己不太，因為是第一個嘛所以很多事情

都不太懂，所以就一直在追，追那個母奶的量，然後用錯方

法就爆肥 17 公斤…那老二…結果後來蠻順的。（T04：359-361） 

 

其次，依據訪談結果，多數受訪者表示在尋求育兒資訊時，明顯的感受到資

訊過多的困擾，如受訪者 T09 就表示雜誌、網路、媒體提供數量的育兒資訊太

多了，不但無法消弭父母的資訊焦慮，有時反而是徒增更多莫名的資訊焦慮，他

甚至認為知道越多資訊擔憂也越多。受訪者 T10 也表示關於幼兒 1 歲前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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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太多了，比方哺乳、如何讓小孩好好睡覺這類型的資訊，即便只是篩選過濾

資訊都讓人覺得辛苦。T04 也表示時下育兒資訊實在太多，選用資訊或許還需要

一些堅毅果決的態度，遇到判斷錯誤只需重複尋求一遍即可。 

 

所以我會覺得說其實訊息太多，譬如說雜誌啦、網路啦，媒

體啦，…我覺得不會減低我們的憂慮，…是增加憂慮，…就

是妳知道的越多妳擔憂的越多，畢竟有很多東西是因為我們

一直去瞭解，所以才擔憂，（T09：297-300） 

 

有呀，過濾很累，哺乳、讓小孩好好睡覺，這種一歲前的資

訊很多（T10：492） 
 
應該是資訊過多吧... 不過我覺得我神經比較大條，我下決定

很主觀也很快……萬一錯了也沒多懊惱，重新再來就好了。

（T04：431；433） 

 

依據資料分析發現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資訊尋求行為中較顯著的資訊焦

慮多伴隨於資訊管道之後；連結前述的資訊管道特質，研究者將以學齡前幼兒父

母經由同一類型資訊管道與不同類型資訊管道所衍生的資訊焦慮加以說明如

下： 

(一) 單一類型資訊管道之資訊焦慮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受訪者在面對不同資訊管道所給予的大量資訊時最易引

發資訊焦慮感，尤其當受訪者質疑資訊的可信度時，此時無論資訊多或少對資訊

接收者而言，資訊反而成為負擔，有時甚至因此產生更多的焦慮。如前述中提及

的「百歲派」與「親密派」兩種截然不同的教養模式，此教養模式所欲解決的正

是幼兒父母最常尋求育兒資訊中的一項—調整幼兒生活作息，但此項需求最常為

父母們所接收到的資訊多是此兩派學者所提出的。由同一類型資訊管道（如專家

學者）所提出的教養方式，兩者各有其獨到、精闢的見解，但因為兩派教養模式

所採用的訓練方式不同，卻又有著相同的目的，對資訊尋求者學齡前幼兒父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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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面對兩派學者所提出建議，易使父母陷入兩難的選擇困境中，如 T05 就表

示雖然知道（由其他資訊管道得知此資訊）一旦小孩哭泣就給予安撫的方式不好，

但因為自身經歷一整天的工作，身心皆處於十分疲累的狀態，所以當小孩子哭泣

時，實難遵從「百歲派」學者專家的建議，其被迫寧可選擇安撫幼兒，也不願採

取強硬手段，迫使幼兒整夜哭泣，直到幼兒接受這項教養模式不再夜夜啼哭。

T07 也曾接受婆婆之告誡，勸說其切莫過度寵愛幼兒，更不可養成幼兒過於依賴

安撫之習慣，但 T07 表示由於自己的於心不忍，當幼兒哭鬧時，還是會忍不住

安撫幼兒，終究還是無法遵從「百歲派」的育兒模式；而父母也會一直陷於兩種

立場對立的資訊來源矛盾中，焦慮不已。 

 

是會說不要一哭就抱，好像有聽過（長輩）就是說一哭就馬上

抱就是比較不好（帶）啦，有聽過這樣子啦。…實妳看他一直

哭妳當然最後還是要抱他…不然他哭不停。（T07：304-305；
308） 
 
可是你不要抱他就會一直哭一直哭呀，…怕他哭到受不了，所

以我後來還是抱，…我的目的就是說你趕快安靜下來趕快睡

覺，…我明天還要上班，我的目的就是你趕快睡覺。（T05：
87-89） 

 

(二) 眾多類型資訊管道之資訊焦慮 

前述提及現代父母的育兒資訊管道已經不再單純的採用單一類型資訊管道

作為資訊來源尋求方式，取而代之是融合各種不同類型資訊管道作為尋求育兒資

訊的比例漸增。T10 提及當幼兒成長至需學習食用成人食物（餵食副食品）之際，

就有多種資訊管道的資訊可供參考，就以餵食副食品為例，T10 陳述婆婆告知幼

兒在成長約 4 個月大時即可餵食副食品，育兒書籍內卻認為餵食幼兒副食品之最

佳時機為幼兒成長至 6 個月大，在此同時又查詢國民健康局網站上的育兒資訊，

網站內容說明母奶十分營養，其營養價值甚至可以哺餵幼兒成長至 6 足歲。T10

後續表示端就以上三種類型的資訊管道所傳遞的資訊，不但沒有交集，也無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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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徒增內心焦慮。 

 
我的婆婆是 4 個月他就說要給他吃副食品…..那書大概…說

大概到 6 個月的時候開始會比較好，然後那個什麼，國民健

康局，…母奶可以餵到 6 歲，再吃副食品就好。…後來我就

跟他（婆婆）堅持，…6 個月我們在開始就好…..（T10：284-295） 

 

但是隨著父母的個人教育背景、工作狀況或是經驗法則，慢慢的父母們習得

熟捻的依據個體化標準選取不同資訊管道所給予的育兒資訊。例如 T06 於訪談

時提及，在一次媽媽聚會的場合裡，媽媽們就時下教育理念提出各自理念加以討

論時，觸及「虎媽與愛的教育」討論角力，他表示：「當自己的理念與參與聚會

的媽媽立場相佐時，會努力尋求與自己理念相同的資訊管道所述及之教育理念」，

這些資訊管道及包括親友網絡類管道、平日經常造訪的 blog，多重資訊管道下所

給予的資訊，似乎可以稍稍減輕自己的焦慮；但由 T10 的說明也足以再次證明

多種資訊管道所給予的資訊確有足令學齡前幼兒父母產生資訊焦慮的可能。 

以上的案例都提及受訪者在面對多重資訊管道所給予相異的育兒資訊時所

產生的資訊選擇焦慮感，此點也正符合前述文獻探討中關於資訊焦慮的起因之一 

，選擇的困境與巨量資訊之資訊焦慮。 

 
(三) 「各式優位」資訊管道所衍生的資訊焦慮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學齡前幼兒父母在育兒資訊尋求過程中面對社會網絡

（親朋好友）所提供的與自身育兒知識相抵觸時，最容易產生焦慮感。此處所提

及的社會網絡之結構優位（作者於前稿）指的是一種經由社會網絡結構所產生的

親疏關係中輩份結構所產生的資訊問題，舉例來說，社會網絡之輩份關係如婆媳、

師生、兄弟姊妹等長幼關係，而由輩份高位者所給予的資訊我們就稱此資訊具有

較高位階之結構優位。如育兒資訊尋求過程中最常見公婆、同事給予學齡前幼兒

父母的育兒資訊，這類資訊管道擁有社會網絡結構優位之特性，也就是說對於人

際關係中無可避免的關係中所給予的育兒資訊。而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結構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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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接收之育兒資訊應採取遵從或是相應不理，便考驗父母與社會網絡間友好關

係之維持。最常見的社會網絡結構優位所引發的焦慮常發生在婆媳之間，受訪者

T04 表示婆婆會關心幼兒的教育問題，他希望能將小孩接回婆家給姑姑教導，不

論受訪者如何說明也拗不過婆婆，諸如此類不平等的結構優位育兒資訊常常困擾

著他。另一個受訪者 T10 則歸納當公婆給予育兒習慣養成資訊時，自己常礙於

社會結構優位之緣故，心中無奈卻無法辯駁，轉而冀求讓幼兒提早入學好規避公

婆長時間的照顧。 

 

我婆婆一天到晚說：帶回來給姑姑教…XXX 3 歲時他就以為

他 7 歲了，然後問 XXX 你會不會九九乘法。…要教啦，人家

某某幼稚園大班就會了，你們這個要 7 歲了還不會…..他活在

自己的世界，不管你講什麼都凹不過他（T04：459；464-466；
473） 

 

那個時候就是小寶寶的時候光妳怎麼餵奶呀，怎麼吃東西呀，

習慣的養成呀，老人家跟自己的想法會不太一樣，所以那時候

覺得小朋友給婆婆顧你根本沒辦法有意見，他也不太會聽，那

時候就想，好吧，那是不是早點送去幼兒園。（T10：89-92） 

 

由資料分析中也觀察到專業資訊優位也會讓學齡前幼兒父母產生資訊焦慮。

如受訪者 T06、T09 都曾提到當擁有專業資訊優位的「醫護人員」仍無法解決父

母所面臨的育兒問題時，只會讓他們更焦慮。受訪者 T06 表示在老大剛出生時

自己一直處於追求其幼兒生長曲線比例過低之資訊需求的解決方法，當具有專業

優位的醫師給予相關資訊建議後，幼兒的生長卻仍沒有明顯的進步與改善，但礙

於對醫師專業資訊能力的信任，以致在「專業資訊優位」與「無法解決幼兒問題」

的雙重煎熬下，累積更深的焦慮，且類似的資訊需求仍持續的困擾著他。 

 

我其實是對小涵的生長是非常焦慮的，因為涵涵他一直是後面

3％的，…而且醫生跟我說過沒有小孩會把自己餓死，而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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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生長曲線，那個是你沒辦法去揠苗助長

的。….因為我有第二胎的經驗，如果我只生一個，我可能到

現在還焦慮著。（T06：111-115；140-141） 

 

譬如說講身高這件事情好了，…可能就是內分泌…可能是體質 
，還有可能是腸胃道的問題，…這些種種的資訊，讓我覺得焦

慮，…我真的到（焦慮）最高點的時候我就得先去找醫生讓他

檢查過，或許焦慮會降低一點，否則我那個焦慮一直在我自己

也很痛苦對不對。（T09：253-257；265-266） 

 

最後還有一項資訊優位—網際網路也常引發幼兒父母在尋求育兒資訊上的

困擾，因為在科技發達的今日，人們逐漸被教導為，認為許多資訊都可由網際網

路上獲取，網際網路具有較其他資訊管道更為便利與大量資訊之特質，換句話說，

網際網路較其他資訊管道具有較多資訊優位。相反的，資訊數量龐大、獲取資訊

便利的優勢卻抵不過無法解除父母資訊需求的焦慮感，甚至它也間接成為學齡前

幼兒父母資訊焦慮產生的來源之一，受訪者 T04 就表示雖然網際網路具有資訊

優位的特性，但過多無法抉擇的資訊已遠遠超過資訊負荷，更多時候只是造成更

多資訊焦慮的產生。 

 

二、資訊焦慮之排解 

從前面的論述中，除了得以窺看學齡前幼兒父母面對資訊管道所產生的資訊

焦慮外，最迫切的莫過於如何去消弭這些資訊焦慮。從資料分析中研究者發現學

齡前幼兒父母採用幾種方式去排解自身所遭遇之資訊焦慮，以下分述如下： 

(一) 學齡前幼兒父母善於採用不同特質之資訊管道去解決自身的資訊焦慮，

但未必能徹底解決自身之育兒問題。由資料分析中發現，學齡前幼兒父母會隨著

自身日益熟練的育兒資訊尋求行為，逐漸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獨特說詞來解除

自身的焦慮，這套說詞多採信於受自身信任之資訊管道所接收之資訊，進一步將

焦慮消弭，當然得以獲得父母信賴之資訊管道的擇取多受到親友網絡、幼兒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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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經驗建構所影響。而值得注意之處，乃此套說詞多半與解決父母的育兒問題

無直接關係，亦即育兒問題在整個資訊尋求過程中未必得以被解答，被解決的只

是父母本身所承受之資訊焦慮。如受訪者 T06 表示對於幼兒蛀牙問題多所關切，

但在參酌專業醫師的建議後，情況依然沒有改善，問題仍無法被解決，直到發現

擁有類似背景的 blog 也談論類似之無法解決之情況時，心中焦慮才獲得舒解。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焦慮減緩後，育兒問題仍舊存在著；但這樣的結果未必全然

得以解釋轉換不同資訊管道尋得的資訊，即可全然解決資訊問題，或許也可能只

是降低資訊焦慮，資訊問題依然存在著；再延續前面的需求論述，若此問題非立

即性資訊需求，則此結果對學齡前幼兒父母而言，無異於是解決了資訊需求。 

 

他喜歡含飯，醫生就會講說…蛀牙菌就會很多…。當然會（逛

Blog），喔，…當然會得到一些些…慰藉…可是你的問題還是

在那裡呀。（T06：243-245；255；257） 
 

受訪者 T01 亦表示當其哺乳情形不如預期時，情緒受挫進而產生對幼兒的

愧疚感，雖反覆嘗試不同管道尋求增加泌乳方法，但問題仍無法被解決。最後在

醫師告訴她這就是體質的問題，網路上網友也給予安慰後，終於令他釋懷認同哺

乳因人而異，無關乎認真與否，最後受訪者終於在醫師、網友的情緒支持下放下

自己對哺乳一事的焦慮執著，對此事也就不再耿耿於懷了。 

 

（母乳）量衝不高這件事情，因為在坐月子中心，所以護士一

定都會教（衛教），然後坐月子中心它會有那個中醫師巡診，…
效果都一直沒有很顯著，…最後中醫師告訴我妳可能就是體質

的關係。據說我媽的（母乳）量好像也沒有很高。…任何人說

吃什麼會補奶的東西我都吃過了，…中藥我也都喝了，然後還

沒有起色…我就覺得，好，那就是體質問題。（T01：162-165；
167-169） 

 

(二) 學齡前幼兒父母除了採用信任的資訊管道獲取資訊降低自身資訊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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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外，資料分析中也發現不同優位的資訊管道也能減緩父母來自其他管道所引發

的資訊焦慮，另方面也解決資訊需求。如以生長緩慢此一資訊需求為例，T10 表

示家中長輩對於幼兒生長緩慢一事略有微詞，在育兒過程中也不斷的給予飲食資

訊建議，但效果不彰，T10 遂以專業醫師所給予之資訊回覆長輩，長輩服於醫師

所擁有之專業優位之特質，此後長輩對於幼兒生長緩慢一事不再苦苦相逼，而幼

兒也在父母的焦慮消除後，日漸成長，此例正足以說明經由專業優位資訊的協助，

足以解決父母來自結構優位所給予的資訊焦慮。相同的，以資訊優位的資訊減緩

專業優位所帶來的焦慮、以專業優位解決書籍雜誌所帶來的資訊焦慮皆與前述解

決父母的資訊焦慮有異曲同工之妙。另外，此方式除可解決父母的資訊焦慮外，

也可一併解決父母的資訊需求。 

 

如果在健康方面的話，當然會用那個來跟公婆溝通。譬如說像

剛剛講的，把食物剪碎讓他比較好入口…，妳就可以跟他（公

婆）說醫生或者是人家朋友或是誰這樣講…又如喝奶一天喝幾

次，睡幾個小時等（T01：162-165；167-169） 
 

(三) 學齡前幼兒父母對於各式資訊管道所給予的資訊，卻仍無法解決父母的

焦慮，索性不再資訊外求，最後依據個人背景經驗予以處理，此方式對父母而言

屬於較嚴厲，但受訪者表示不再資訊外求後，一方面可解決資訊焦慮，另一方面

當焦慮解除後，問題存在於否便不重要了。關於此類型育兒資訊焦慮，少部分父

母表示當嘗試過許多解決方式卻仍無法解決育兒問題後，最終不得以採取放棄資

訊管道所給的育兒資訊，將自身焦慮與問題都視而不見。如受訪者 T06 也表示

在參考 blog、網際網路所提供的調整幼兒作息之方法後，幼兒接受度仍不在他的

預期範圍內，心中焦慮依舊存在，最後不再採取解決，隨幼兒自身習性照顧，如

上述根據經驗，順利的將幼兒的作息稍加修改，比照一般幼兒的睡眠時間往後挪

一小時（譬如一般幼兒在 8 點前睡覺，自己的小孩只要在 9 點前睡覺即可），他

認為這樣的作息調整對自己跟幼兒來說都可減低遵守睡眠時間所產生的慌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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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的焦慮問題；至於睡眠不足影響發育之資訊問題，只好忽視，最後的結果終於

父母焦慮消失，問題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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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綜合歸納研究結果，並回應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之

結論；第二節為未來研究建議，以提供未來可研究之方向。 

第一節 結論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關注的育兒問題可被分類為如 Wilson (1981)的生理需求 

、認知需求以及情感需求。另一方面，訪談結果亦發現學齡前幼兒父母依資訊行

為迫切程度產生如 Krikelas (1983)的立即性資訊需求與延遲性資訊需求，其中多

數的生理與身體相關問題通常被認定需要立即解決，即使該問題是長期的身體發

展，學齡前幼兒父母也會反射性的立即尋求解答；而心理與情感類的問題，如教

育方式、個性情緒面的問題則多被認為可以暫緩解決，或許等到父母有時間或覺

得累積的資訊夠多才會去處理，這些問題常牽涉到父母個人成長經歷與育兒網絡

對此類問題的發現與否，但也有可能父母不曾關注過這些問題。然而，對學齡前

幼兒父母而言，只要與幼兒相關的訊息，無論在何時偶遇，父母總是會不斷的接

收，並隨時修正自己對幼兒的教養態度。此外，本研究同時也發現部分問題通常

被父母以日常生活問題的方式與不同育兒管道加以討論，但這些多來自於生理方

面的問題，且常常是無法解決的，這些問題即間接造成父母之資訊焦慮與困擾。 

雖然資訊需求繁多，但受到資訊科技進步的影響，受訪者普遍表示有更多資

訊管道可以協助解決這些育兒需求問題。其中生理方面的育兒問題多半需要立即

被解決，父母較常尋求專業醫護人員、育兒書籍、網路討論區之資訊管道，而關

於心理、情緒方面的育兒問題，如前述的幼兒睡眠、哭泣問題，父母除以自身經

驗處理外，多尋親友網絡加以協助，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心理問題大多涉及幼兒

養育過程的差異性，而此差異性更與父母個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經歷息息相關。

此處也與 Krikelas (1983)提及的資訊來源偏好有一部份來自個人檔案與記憶觀念

相符合。另外，研究過程中有過半的受訪者曾表示網際網路是他們最常使用的育



66 
 

兒資訊管道，其使用此管道的最主要原因就在於網路網路所展現的資訊量與資訊

便利性，這部分也與 Radey (2009)探求父母親尋求養育子女之資訊來源與使用網

際網路的人口特徵研究時的歸納相同。如受訪者 T06 就表示他們長期關注某 blog 

，其賴以信賴的條件，乃基於對站長之長期觀察，從 blog 中論述的文章觀察站

長個人背景、文章內涵，進一步判斷文章內容與傳遞育兒資訊的可信度，T06 表

示「信賴與認同感」是他判斷資訊品質與資訊正確性的主要依據。在述及受訪者

對無法解決育兒問題時研究者發現「宗教信仰」此一管道仍有少部分的受訪者採

用，這也體現出部分父母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會選擇以心靈寄託的方式解決

問題。 

從訪談中研究者也發現學齡前幼兒父母陳述其採用何種資訊管道尋求育兒

資訊時，所展現出的自信，可見資訊缺乏、不知道某項資訊是否存在不再是父母

資訊焦慮的主因。相反的，受訪者普遍表示由於個人社經背景、教育涵養的背後

所養成的育兒理念，促使父母對於育兒資訊管道的選擇有其偏好或排斥，此正好

歸納出本研究對於育兒資訊管道的特殊見解，研究者整理其特殊性如下：1.對於

統整性、連續性之育兒資訊偏好選用育兒書籍、雜誌。2.當幼兒有立即性生理問

題時，遵從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對於心理面的問題時則傾向尋求親友網絡的經

驗加以改善糾正。3.對於延遲性的資訊需求，較常以新聞報導、電子媒體類的管

道加以蒐集累積。4.對於嘗試過卻仍無法解決之育兒問題父母們傾向以宗教信仰

的方式或相對不理睬之應對方式。5.網際網路既有資訊量大、資訊便利的優勢，

但受訪者亦表示對於網際網路上資訊的正確性仍須經過二次、三次反覆的驗證才

足以完全採信之。 

當然，受訪者表示對於資訊正確性的擔憂，如對於網際網路蒐集到的育兒資

訊往往的經歷多次檢驗，以及來自多方資訊管道的眾說紛紜都讓父母承受許多資

訊焦慮，就研究結果將其歸納有此三：1.單一類型資訊管道之資訊焦慮，如前述

「百歲派」與「親密派」同屬專家學者提出的育兒教養方式，其訓練方式卻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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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遠所造成的資訊焦慮。2.眾多類型資訊管道之資訊焦慮，同一問題，受訪者表

示可能接受到親友網絡、書籍、網友、專業醫護人員所給予的不同解答，以致產

生資訊焦慮，此項資訊焦慮正與 Wurman (1994)提出的資訊量多到無法負荷相同。

3.各式資訊優位下的資訊焦慮，回顧今日臺灣現代父母的資訊焦慮未必是資訊多

到無法負荷，研究者發現不同優位的資訊管道帶給父母們的資訊焦慮甚於超越資

訊過多與資訊不足所帶來的資訊焦慮。因此，檢視引發資訊優位所造成之原因主

要有：1.因網路普及，獲取資訊之成本降低，使得人人皆能取得資訊，大大降低

其他資訊管道的資訊優位。2.由於社會家庭結構與社會文化的改變，上一代親人

的結構優位容易受到質疑。3.因應育兒資訊的獲取管道多元，獲取門檻降低，同

時降低了醫護人員的專業優位，同時由於出版技術進步與電子媒體傳播快速之原

因，都間接的降低專業醫師的權威性。這樣的情形恰與曾凡慈（2009）的一樣研

究成果：「在育兒發展知識水平散佈況下，使孩子受到比過去更嚴密的發展凝

視。…。只要媽媽持續被認為得為孩子負責，每個母親就都有可能不夠稱職。」

且資訊焦慮的主因也不再是理解、缺乏或過量，更多理由只是父母們被迫承受在

眾說紛紜的資訊管道中進行選擇，而其選擇不盡然是足以解決育兒問題，更多時

候只是為尋得情緒舒緩之途徑罷了。 

    本研究由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需求作為資訊尋求行為之開啟，一路探求父

母在面對資訊需求時採取何種資訊管道作為育兒尋求方式，進一步發覺父母在尋

得育兒資訊後所面臨的資訊焦慮，最後整理出父母如何解除自身的資訊焦慮一連

串的過程。1.幼兒罹患疾病時，父母多採用專業醫護管道加以照護，在過程中父

母會產生資訊焦慮，所以會尋求親友有無相同案例可以參考，或是上網尋求其他

資訊的協助。2.幼兒教養方式：受訪者多尋求親友網絡之管道協助，但仍會產生

焦慮，排解方式會放棄資訊尋求，只求消弭自身的焦慮問題。3.幼兒飲食：受訪

者多尋求書籍、雜誌管道之資訊加以協助，但由於資訊內容未必相同所以仍會產

生疑慮，其常用的排解方式乃以其他資訊優位管道之資訊加以解決，如上網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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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專業網站內容或親友網絡提供之資訊，以求多方嘗試後尋得最適合幼兒之

方式排解此項問題與焦慮。4.幼兒個性類之問題：受訪者對於幼兒缺乏耐心、過

於嬌縱之問題，多尋求電視節目、新聞報導、親友管道加以改善，但效果未必如

父母之預期，所以受訪者多承受著這方面的資訊焦慮，常見的排解方式是尋求網

友情緒上的安慰，但此舉泰半解決父母自身焦慮，未必真正解決了這項問題。5.

莫名哭泣、調整生理作息：幼兒年幼時父母最常見的問題，也最叫父母憂心，由

研究結果中見到父母會以書籍、親友網絡所獲得的資訊協助改善，若無法解除該

項問題，父母的排解方式則以放棄資訊尋求，認同當幼兒年歲見長後問題自會消

弭不見。並以表格說明之（如表 5-1），其中資訊需求與資訊管道之連結並無絕對

性，在此只擷取受訪者所提供之資訊需求選用那項資訊管道作為整理的依據。另

外，網際網路類只條列受訪者提及的項目，但受訪者同時也表示幾乎多數的資訊

需求都曾採取網際網路之資訊尋求途徑，以獲取資訊或是作為二次檢驗的方式。 

 

表 5-1 學齡前幼兒父母資訊尋求行為一覽表 

資訊需求 資訊管道 是否產生資訊焦慮 焦慮排解方式 

罹患疾病類 醫護專業人員 
是 

以親友網絡、網際網

路資訊 

教養方式類 親友網絡 是 放棄資訊尋求，消弭

自身焦慮 

幼兒飲食類 書籍、雜誌 是 以親友網絡、網際網

路資訊 

幼兒個性類 親朋網絡 是 尋求情緒安慰，解決

父母自身焦慮，未必

解決問題 

莫名哭泣、調整生理

作息類 

書籍、親友網絡 是 放棄資訊尋求，消弭

自身焦慮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以學齡前幼兒父母的資訊管道為主體，不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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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資訊管道各自擁有的特質，以提供解決資訊需求的資訊，同時也發現幼兒父

母在轉換資訊管道之資訊時得以解除自身的資訊焦慮，此點正是本研究與前人研

究最大的不同處。而研究結果也顯示雖然資訊焦慮已是資訊爆炸後之產物，但科

技的進步也讓使用者習得靈活善用資訊來源解決自身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屬於初探性之研究，相較於坊間為數眾多的育兒書籍多直接給予父母

主題式的教養資訊不同，本研究著重於幼兒父母面對資訊來源選擇上的建議，同

時呈現學齡前幼兒父母面對不同優位、不同特質的資訊管道所呈現出得以排解資

訊焦慮之研究結果，此項結果與一般育兒書籍著重在資訊內容呈現上多所區隔。

換句話說，本研究提供給幼兒父母及其他研究者是一種資訊尋求方向、資訊焦慮

排解的建議，此點也與資訊尋求行為的精神不謀而合。同時本研究也歸納出幼兒

父母在育兒資訊尋求過程中所遭遇的資訊焦慮有哪些，進而統整幼兒父母排解資

訊焦慮之方法，相信對於即將邁入育兒資訊尋求的父母或相關研究者也能有所助

益，建議未來研究者能以本研究之初探結果進一步探求社會、科技演變下父母的

資訊尋求行為上的其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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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訪談大綱 

 
1. 請問你透過什麼方式去學習當一個爸爸/媽媽？如何瞭解小孩的需要？ 
2. 請問從出生到 1 歲前小孩讓你印象深刻的事件是什麼？（最開心或是最擔憂

的事情）；若已滿 1 歲以上的小孩目前讓你最在意的事情又是什麼？你都如

何處理這些問題？ 
3. 寶寶準備入學了，你如何幫他選擇幼稚園、才藝班？透過哪些方式？ 
4. 當保母/婆婆/媽媽/另一半照顧寶寶時與你的教育理念相同或是衝突？若有

衝突，你都如何處理？可否舉例？  
5. 當妳遇到育兒問題時都是尋求那些方式解決？那種方式是您最依賴、最信任

的？為什麼？  
6. 請問在教養孩子方面您為小寶寶準備了什麼？（如巧虎、DVD）小寶寶接

受程度為何？  
7. 在你解決育兒問題的過程中是否曾感到資訊過多或是資訊不足？若是感到

資訊過多，你是怎麼處理過多的狀況？  
8. 資訊便利是否讓令你感到困擾？舉例來說，網友對於親子餐廳的建議你會接

受嗎？ 
9. 在育兒過程中是否曾感到照顧寶寶令你覺得焦慮不安？ 
10. 在尋找育兒問題時是否曾遇到過資訊偶遇（人、事、地）？舉例來說有沒有

過帶小朋友去醫院，看到醫院牆上有一些廣告，這些資訊是妳沒有想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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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同意書 

 
茲同意配合國立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鄭宛靜

進行其論文研究並引用訪談內容。訪談過程全程錄音並謄寫成逐字稿

以供研究，逐字稿於謄寫完成後將回傳給受訪者閱讀並可進行補充或

刪除。惟研究者也將遵守下列原則： 

 

一、 不得扭曲、誤解、竄改受訪內容。 

二、 必須隱蔽受訪者之真實身份。 

三、 個案受訪僅為學術研究，不得作為惡意攻訐之資料。 

 

 

受訪者：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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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受訪者基本資料 

 

1. 姓名：                 ，性別：□男，□女 
2. Email:                                                 
3. 年齡：□20-25 ， □26-30 ， □31-35，  □36-40 ， □41-45 
4. 兄弟姊妹：□1 個，□2 個，□3 個，□4 個，□4 個以上 
5. 工作狀況：□全職 ， □兼職 ，□全職媽媽 ， □待業 
6. 教育程度：□高中職畢，□專科畢，□大學畢，□研究所以上 
7. 目前擁有的孩子數：□1 個 ， □2 個 ， □3 個 ， □3 個以上   
8. 第 1 個目前孩子的年齡：                     
9. 第 2 個目前孩子的年齡：                     
10. 第 3 個目前孩子的年齡：                     
11. 第一胎生產年齡：□20-25 ， □26-30 ， □31-35，  □36-40 ， □41-45 
12. 第二胎生產年齡：□20-25 ， □26-30 ， □31-35，  □36-40 ， □41-45 
13. 第三胎生產年齡：□20-25 ， □26-30 ， □31-35，  □36-40 ， □41-45 
14. 第一胎是否餵母奶；□是，□否 
15. 餵母奶的時間：□3 個月 ， □半年 ， □1 年 ， □2 年以上 
16. 何時開始找保母：□懷孕期，□0～6 個月，□6 個月～1 歲，□1 歲以上 
17. 寶寶多大開始由保母照顧：□0～6 個月，□6 個月～1 歲，□1 歲以上 
18. 經歷過幾個保母：□1 個 ， □2 個 ， □3 個 ， □3 個以上   
19. 保母照顧時間多久：□白天 10 個小時，□全日 
20. 誰負責接送寶寶去保母或上學：                       
21. 打算多大讓寶寶上學：□3 歲，□4 歲，□5 歲，□6 歲，□7 歲 
22. 一個月的保母費用： 
23. 第一胎生產時婆婆的年齡：□40-45， □46-50 ， □51-55， □56-60 ，□

61-65 
24. 第一胎生產時媽媽的年齡：□40-45， □46-50 ， □51-55， □56-60 ，□

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