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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子女知覺的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關係，並分

析知覺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之效果是否受到自尊之中介。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

法，以國小四至六年級 352位新住民子女，其母親與台灣男性聯姻的外籍配偶為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括社會支持量表、自尊量表、及行為適應量表；以

MANOVA、多元迴歸與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考驗。研究結果顯示：（一）不同性別、

年級的新住民子女之行為適應有顯著差異，尤其在「學校」與「人際」適應等層

面有顯著差異；不同年級在「學校適應」與「人際適應」上有差異；另外，不同

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二）「父母支持」可正向預測

行為適應，「學校」與「老師」支持可正向預測「學校適應」；「同學」與「父母」

支持則可預測「人際適應」；（三）自尊的「正向自尊」可正向預測行為適應；（四）

新住民子女的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關係受到自尊的中介。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

進行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上之建議。 

 

關鍵字：社會支持，自尊，行為適應、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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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in children of new inhabitants. Three hundred 

fifty-two fourth to sixth grade from Taiwan in children of new inhabitants. A 

self-report measure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was administered.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included MANOVA,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 (1) gender and grad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chool adjustment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behavioral adjustment for mother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y; 

(2) parents’ suppor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ll of behavioral adjustment; school and 

teacher suppor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chool adjustment, and classmate suppor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3) positive self-esteem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ll of behavioral adjustment; (4) children’s social support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were mediated through positive self-esteem.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behavioral adjustment, children of new 

inhabi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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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社會型態的急遽變遷，社會結構也隨著婚姻家庭的多樣性而改變。早期

農業社會的大家庭，到目前工商社會的小家庭；由單薪家庭、雙薪家庭、單親家

庭，一直到近幾年大量出現的異國婚姻家庭，其中亞洲是異國婚姻最穩定成長的

區域，而其中台灣的異國婚姻成長比率在亞洲是第一。而所謂東南亞異國婚姻家

庭，是由台灣男子和東南亞女子所共同組成，尤其在1994年政府開放核准東南亞

國籍配偶依親簽證，致使外籍配偶人數的快速激增，新生嬰兒約五名之中即有一

名為大陸籍或外籍之子女。至2011年九月新生兒142,345人，配偶為外籍及大陸

地區者平均大約占8.7%（內政部統計處，2011），另外，九十九學年度約有176,373

位「新住民子女」就讀國民中、小學，其中國小一年級新生數近2萬7千人，平均

約每8位國小新生即有1人為外籍配偶子女（教育部統計處，2011）。 

新住民子女生長環境多為居住在農、漁村、或偏遠地區，且社經地位較為弱

勢，再加上男方所迎娶之東南亞外籍配偶普遍教育程度偏低（陳毓文，2005；黃

森泉、張雯雁，2003）。因此，可能會比同樣台灣人結合之婚姻家庭有性格、文

化、價值觀、或日常生活等層面的差異。尤其 Lent與Figueira-McDonough（2002）

等學者指出家庭經濟差者會呈現低自尊，同時適應也不佳（Forkel & Silbereisen, 

2001）。 

因此，新住民子女是否因為本身家庭或經濟狀況與一般家庭不同，而影響自

尊（自我的評價與看法）；社會、家庭給予新住民子女什麼協助與支持？而進入

學校後，其適應狀況又是如何？尤其，個體發展之整體性，涵蓋著與社會的互動，

社會能夠提供其個體支持（Tardy, 1985）。特別是新住民子女這一新興的族群，

在學校若面臨語言溝通、人際互動、或課業學習的問題，應該更需要社會給予支

持，並協助平衡各方面之發展（楊秋蘋，2004；鐘重發，2003）。因此，本研究

欲從整個社會環境的因素來看，探討新住民子女的社會支持現況及其對行為適應

之影響。除了環境因素外，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因素也相當重要，尤其，目前社

會大眾大多對新住民子女偏差的刻板印象，使得新住民子女害怕受到歧視，且在

經濟及語言雙重的弱勢下，與同儕相處不易，若不能及早導正將是社會的一大隱

憂（張秀穎，2003；楊幸怜，2003）。所以，瞭解新台灣之子自尊（自我的意義

與價值），與人是否和諧互動、自我接納，尤其不因成長背景影響其行為適應，

乃深具意義。 

 

貳、文獻探討 

一、新住民子女之行為適應 

適應（adjustment）一詞始於達爾文（Darwin）在1859年提出的進化論。適

應是一種行為，能夠幫助個體達成環境之要求，或克服壓力，而使得與外在環境

維持和諧的關係（Lazarus, 1976）。 

國內學者簡茂發（1986）從動、靜態兩方面探討適應，所謂以動態的觀點而

言，適應是個體為滿足其生理的、心理與社會的基本需求，在現實環境中適當地

解決困難，並在自我實現的歷程中，達到與環境之和諧狀態；若從靜態的觀點來

看，則指個人的需求在環境中得到滿足的狀態。王鍾和（1993）提出適應是「個

人與其環境間的互動關係」，而每個人或多或少會受環境的影響；張春興（1996）

則認為適應是指個人對自己、他人、及環境的反應。 

另外，所謂行為適應是指一個人與所處的環境是否調和（蔡敏光，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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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外在和內在兩個層面，外在層面是指個體從外表看起來，發展狀況是否得

當，與人相處或工作時的表現程度；內在層面則是指個體本身對自己的滿意程度

與適應情況良好與否。此外，Carey與McDevitt（1995）認為從一個人的社交關

係、工作表現、自我關係、內在狀況、和應付壓力的方式等可以瞭解個體之行為

適應狀況。聶衍剛、林崇德、彭以松、丁莉與甘秀英（2008）研究發現雖然青少

年社會適應行為從性別上差異不顯著，但男生在學習適應和社交適應都顯著高於

女生。反之，在Storvoll、Wichstrom與Pape（2002）之研究結果卻顯示男生的行

為適應比女生差。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顯示行為適應是個體在對自己本身及外在環境中，透過

與他人、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不斷地克服來自於四面八方的人、事、物之各式

各樣的問題與困難，進而取得平衡、或和諧的狀態。由於新住民的先生大多為社

經地位較低或年紀較大的男性，母親來自異國面臨文化的挑戰，必須在認知與情

緒上重新調適；因此，新住民子女不但缺乏有利的家庭背景，又面臨容易緊張的

親子關係、學習問題及語言障礙，皆成為社會上需特別關注的問題（夏曉鵑，

2000）。例如，林照真（2003）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績有33.29%欠佳，及38.11%

在適應上欠佳。 

在新住民子女教育問題方面，有些屬於個人本身因素，有些屬於個人與環境

交互作用的因素。其主要原因歸納包括適應環境困擾，影響子女心智發展；語言

溝通有障礙，子女的學習發展受限；缺乏育兒知識，不易勝任母親的角色與職責；

新住民子女容易有發展遲緩現象，增加教育子女之困擾；婚姻形同買賣，子女缺

乏有利環境；居於經濟弱勢，缺乏自我謀生能力；處於文化隔閡，社交範圍受限

制等（吳清山，2004）。本研究考量研究對象為就讀國小之新住民子女，其所接

觸的層面主要為家庭、學校、老師與同儕，因此將朝著以上四個層面來瞭解新住

民子女本身實際的行為適應為何？本研究所指行為適應為「個人」、「家庭」、

「學校」及「人際」適應等四大範圍來代表新住民子女的行為適應情形，此四類

分述如下：  

（一）個人適應：係指新住民子女與環境間之交互作用，新住民子女個人適應情

形與否，可從是否與環境取得和諧關係來看：不但使新住民子女能有效地

運用與控制環境，進而在環境中充分發揮。因此，新新住民子女適應良好

之人格特質是具有安全感與自信心，同時也能接納自己；並且保持內心和

諧、與情緒穩定；與同儕維持和睦關係，且行為上也符合社會期望，進而

發展良好的社會態度與技能。 

（二）家庭適應：新住民子女從一出生，最早接觸家庭。尤其，母親來自異國，

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對新住民子女影響頗大，因此，家庭成員的相處模式

會影響新住民子女的適應情形。 

（三）學校適應：學校是新住民子女在發展過程中所接觸的第二個環境，而學校

環境、課業學習，教師互動也會影響適應狀況。另外，在學校中學習，同

儕間難免有競爭，在競爭氛圍中，個體如何調適個人心情，同時顯得格外

重要。 

（四）人際適應：人際關係是指二個人或三個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指新住民子

女與同儕、或教師間之互動情形（羅婉麗，2001）。 

本研究綜合前述，提出新住民子女最常遇到問題與接觸的環境，行為適應包

括個人、家庭、學校、及人際等四種行為適應，探討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之現

況，同時比較他們在不同行為適應的差異，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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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住民子女的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關係 

就社會支持的意義而言，Tardy（1985）提出社會支持來自於父母、家庭成

員、老師、同學、知己、鄰居與學校的社會網絡，有工具性、情緒性、評價和訊

息性性的支持。另外，社會支持的主要功能包括物質、情緒、尊重、及訊息等四

種功能，其中工具性（物質）之支持及幫助，是一種最直接且容易獲得之資源，

只提供服務或物質協助他人解決問題（Jocobson, 1986），而這種支持對低社經

地位的人特別重要（Wills, 1985），尤其對於老人是重要，且不可或缺（Minkler, 

1985）。第二種社會支持的功能是情緒上之支持，指情感支持，適時表示關心與

同理心（Leavy, 1983）；第三種社會支持的功能是尊重，指肯定及價值觀的支持；

第四種社會支持之功能是訊息，也就是會建議或指導解決問題之技巧，尤其在同

儕的社會支持功能是一種正向的互動。 

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間的交流活動，彼此互動過程中能夠得到心理或物質方

面的幫助，增進應付環境，解決問題，人際適應的能力和信念（王朝茂，1990）；

尤其，個體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所知覺或實際得到外界的援助乃是透過不同形

式，以滿足其基本需求。同時在交流過程中，人與人彼此可獲得情感上的藉慰﹔

物質資源上的互通；知識訊息的交換﹔並提高評價（House & Kahn, 1985）。根

據Wenz-Gross與Siperstein（1997）研究中顯示有學習上問題的兒童通常比一般兒

童傾向尋求家人支持，但是在問題解決部分，則比一般兒童不知或不會主動尋求

支持。 

社會支持來自個體的家庭、學校、社區、工作地點或社會等外在環境對個體

所提供之各類情緒、訊息或實質等支持協助，不管支持的傳達是一種知覺或實際

接受，其主要在於傳達關心、尊重與協助（Tardy, 1985）。重要的是社會支持能

夠幫助個人減少壓力，增加其因應與解決問題的能力（Jocobson, 1986），進而

適應環境。 

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相關研究方面，在蔡姿娟（1998）的研究中指出社會支

持與適應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個人知覺社會支持越多則適應越好；此外，兒童

之社會支持對整體適應具有顯著的預測力（陳治豪、王以仁，2006）。另外，林

麗玲（1987）以115位台北市場明教養院智障兒童的母親為研究對象，調查其智

障者母親社會支持對心理調適的影響，結果發現社會支持來源主要是來自家人、

親戚和朋友，而社會支持對智障者母親的心理調適結果發現呈現正相關，無論智

障兒童的母親知覺層次如何，其社會支持均能對心理調適有正向相關。 

國外學者Wolf、Fisman、Ellison與Freeman（1998）研究結果顯示正常手足

所知覺的社會支持度能夠有效的預測其適應問題，若社會支持度低，其適應情況

則較差。此外，由家庭成員、同儕和其他支持的成人構成之正向社會支持網絡來

源，是青少年在適應上最廣泛為人所知的重要預測因子，意即，社會支持在青少

年面對壓力時的適應上扮演這關鍵性的角色（Masten & Coatsworth, 1998）。 

另外，研究顯示癌症病童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系統，則對個人適應上是相當

有益且正向（Carter, Krener, Chaderjian, et al., 1995；Langford, Bowsher, Maloney, 

et al., 1997）。Rigby（2000）針對845名國中學生，探討欺凌與不適宜支持對於

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發現低社會支持的學生，其心理適應較不健全。由以

上國內、外的研究中皆顯示若個體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則在適應上皆表現較為

正面。因此，本研究也假設當新住民子女知覺較高的社會支持時，也會有較佳的

行為適應。 

是故，異國婚姻所組成的家庭子女--新住民子女，是否因為父母親之外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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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變之因素，也能在現實之社會中擁有一般兒童之社會支持，進而有較佳的行

為適應是值得探討與研究之主題。 

 

三、新住民子女的自尊與行為適應的關係 

對於新住民子女，自尊是相當重要，所謂自尊是對自我所做的評價，對自己

主觀的經驗，所持的態度表現在行為上，高自尊的人通常以讚賞的態度來評估自

我，低自尊的人則對自我不滿意（Rosenberg, 1979）。尤其，在跨國婚姻中的配

偶來自不同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文化背景，親職雙方各自秉持著不同的

文化認知教養子女；例如，在Anderson（1999）的研究結果顯示，兩種不同文化

組合的家庭提供子女文化認同方面會出現，兒童在家庭中學習自己認同的事物，

對於自己不願去歸屬的事物與情境，則不予學習，並且在這樣的環境下可以對文

化異同的概念具體化，進一步建構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方式。尤其，目前學

齡期新住民子女，由於母親是新住民，對周遭的人、事、物或環境並不是非常熟

悉的情況，就有了下一代，這群新住民子女往往由於自己的母親和台灣籍的母親

長得不一樣，再加上自己的媽媽講國、台語帶有「不一樣」的音調，大多不願意

母親到學校參加活動。此種現象就如同Phinney、Romero、Nava與Huang（2001）

研究發現異國婚姻之子女通常在生活上會造成某種程度之衝擊，進而造成負向自

尊，同時也影響其適應。 

同樣地，在台灣李育純（2006）研究也發現國小高年級兒童自尊與「個人適

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同儕適應」、「整體生活適應」均達顯

著正相關，意即國小兒童擁有正向自尊時，其適應情形亦較佳；相反地，當學生

呈現較低自尊時，則可能獲得較差的適應。 

此外，新住民子女在經濟及語言雙重的弱勢下，與同儕相處相當不容易，進

而產生心理退縮，若持續到青少年，恐變成中輟生流浪街頭（張秀穎，2003；楊

幸怜，2003）。再加上目前有許多台灣男子和東南亞國家女子組成家庭，所生的

新住民子女是否承受比台灣單一文化婚姻結合家庭的孩子，在建立自我認同方面

遭受較大困難，進而造成各方面適應困難及較低的自尊？新住民子女是否就如國

外學者Bronfenbrenner（1986） 提出兩個不同文化結合婚姻家庭的孩子，容易造

成前後矛盾的社會化，進而導致心理適應失調；或是有利於新住民子女的學習和

整體的社會發展（Baumeister,1993）。因此，瞭解新住民子女與他人和諧互動，

促進自我接納，使其不因成長背景影響其行為適應，應具有深切的意義。 

陸錦英（2001）研究一位嫁給猶太籍美國人的華裔母親教養觀，發現傳統的

中國文化價值觀深深影響母親的育兒態度，尤其在文化方面採多元文化觀，不僅

希望孩子學習美國文化，同時也希望孩子學習母親的原生國家語言與文化，並且

能將母親所屬族裔的文化傳承。就如Anderson（1999）的研究中提到，在成人身

上可能保有或根深締結某些固有文化，而與目前所處環境及文化形成差異與距

離；孩子在經歷了父母間文化差異的經驗，及其家庭中每日生活瑣事，使得兒童

對文化意識形成個人特有的文化複雜性的覺察。因此，兒童在文化熔爐的環境中

學習、認知，並應用這些文化意識、行為、語言、思想、情感…等在個人的實際

日常生活中。 

然而Stephan與Stephan（1991）以夏威夷大學和新墨西哥大學共497位學生為

樣本，比較跨國婚姻對學生人格、調適以及人際關係是否有正向的影響，研究發

現並無證據顯示跨文化的社會化對子女有負面的影響，但是在人際關係、態度、

語言能力及瞭解少數民族文化方面則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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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探討自尊與適應的關係結果顯示，若擁有正向的自尊評價時，其行

為適應較好；反之，較低的自尊評價時，則行為適應較差（李育純，2006）。沈

如瑩（2002）以台南地區國小三至六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

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抽取639名國中、小學生為樣本進行量表施測，結果顯示自尊

與適應呈顯著正相關，其中利他方面的自尊感到越多，則與同儕互動之適應越

好。同時在黃雅婷（2000）「國中女生早晚熟與身體意象、自尊及生活適應之相

關研究」為題，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之764名國中女生

為研究對象，分析國中女生之早晚熟與身體意象、自尊及適應之相關情形，研究

結果也發現類似之結果，自尊能顯著預測「家庭」與「學校」適應。 

承上述，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有直接效果，自尊同樣也對行為適應有直接效

果，那麼社會支持與自尊是否也存在某種關係？依據Grolnick與Beiswenger 

（2006）指出，父母親及教師雙方面可藉由提供滿足孩子的心理需求而提升孩子

的正向自尊，也就是父母親、教師在與學習者互動時，能夠提供清楚的引導、建

立適切的期望、協助設定合理的學習目標，而在這樣的互動過程及工作的完成

中，學習者能夠得到正向的評價，因此正向自尊也就建立。又如Coopersmith 

（1967）提出，個體若能知覺個人是有能力的（capable）、重要的（significant）

及成功的（successful），則能培養正向自尊，而這三種重要因素通常賴於父母

親及教師能夠給予適切的認同與回饋，才能讓自尊有滋長的機會。基於此，本研

究推論學習者的社會支持與自尊具有某種程度關係，亦即新住民子女所知覺的社

會支持能夠預測其自尊。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知個體所處環境所提供的社會支持、自尊的知覺判斷和

對新住民子女行為適應的重要性，尤其新住民家庭居社會之弱勢，其子女是否會

受到其他社會成員（如教師、同學）的排斥，在適應上遭遇到較多的困難，自尊

也較低。因此，本研究以新住民子女環境因素中的社會支持因素探討是否影響其

自尊特性，同時探討自尊是否為一重要中介因子，意即社會支持藉由自尊的中介

再影響行為的適應，希冀對新住民子女有更深層的了解，增加對新住民子女社會

支持的認知，進而提升新住民子女的自尊及行為適應、達至成熟快樂的生活。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包括：（一）探討不同性別、年級、與國籍的新住

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之差異；（二）瞭解新住民子女的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關

係；（三）探討新住民子女的社會支持與自尊之關係；（四）探討新住民子女的

自尊與行為適應之關係；（五）分析新住民子女的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

間的中介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三到六年級的新住民子女為研究對象，採分層叢

集抽樣方式，並依據各縣市新住民子女的分布比率（北、中、南三個區域大約為

3：2：2）進行抽樣，選取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高雄市、

屏東縣二十二所學校，共352名新台灣之子為研究樣本。在352位新住民子女中，

男生174名（49.4%）、女生178名（50.8%）；三年級106名（30.1%）、四年級

107名（30.4%）、五年級86名（24.4%）、六年級53名（15.1%）；母親來自大

陸121名（34.4%）、越南22名（6.3%）、印尼117名（33.2%）、菲律賓49名（13.9%）、

泰國16名（4.5%）、其他27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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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見圖1）包括新住民子女的社會支持（學校、老師、同

學、父母）、自尊（正向自尊與負向自尊之態度）與行為適應（個人適應、家適

應、學校適應、人際適應）。社會支持為預測變項，自尊為中介變項；行為適應

為效標變項。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變項為社會支持、自尊、及行為適應等三大變項，使用李克特式

（Likert type）六點量表加以測量，每個陳述問題後面有六個數字 「1、2、3、4、

5、6」，分別代表反應選項從「從不」、「幾乎從不」、「有時候」、「通常」、

「幾乎總是」、「總是」，並依序給1〜6分，分數愈高代表此方面的分數愈高。

受試者依據題目所敘述的情形，圈選適當數字，並依圈選的數字加以計分，以下

詳加說明。 

（一）社會支持量表：本量表係翻譯Malecki、Demaray與Elliott於2000年編製的

「社會支持量表」（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用以測量新台

灣之子知覺到的社會支持。此量表包含父母、老師、同學和學校四個分量表，每

個分量表有12題，全量表共有48題。「父母」支持分量表題目，如「我的父母了

解我」；「老師」支持分量表題目，如「我的老師會解釋我不懂的事情」；「同

學」支持分量表題目，如「當我不知道怎麼做時，我的同學會給我建議」；「學

校」支持分量表題目，如「當我犯錯時，在學校的人會委婉地告訴我」。在信度

方面，本研究所測得之Cronbach α係數（內部一致性），「父母支持」為.88、「老

師支持」為.90、「同學支持」為.91、「學校支持」為.93、總量表的α係數為.96。

另外在建構效度部份，本研究以主成份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進行分析，因四個因素間具有度高相關，採最小斜交轉軸的方式，並萃取出特徵

值（eigenvalue）大於一的因素（Kaiser, 1960），取因素負荷量在.45以上之題項，

因素分析的結果，「學校支持」可解釋33.48%的變異量，「老師支持」則可解釋

7.62%之變異量，「父母支持」可解釋5.57%的變異量，「同學支持」可解釋4.62%

自尊 

正向自尊 

負向自尊 

行為適應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人際適應 

社會支持   

學校、老師 

同學、父母 背景變項 

性別 

年級 

母親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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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異量，四個因素對整體變異量的解釋為51.28%。  

（二）自尊量表：本量表係由Rosenberg於1979年所編製的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用以測量個人之自尊，包含正向自尊和負向自尊的態度二

個分量表，共計10題。「正向自尊」分量表有六題，例如：「我覺得自己有許多

優點」；「負向自尊」分量表有四題，例如「我有時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所測得之Cronbach α係數（內部一致性），「正向自尊」

為.84、「負向自尊」為.67，總量表的α係數為.67。另外在建構效度部份，本研

究以主成份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進行分析，亦因為二個

因素庭間具有中度相關，因此，以最小斜交轉軸的方式，同時，萃取出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一的因素（Kaiser, 1960），取因素負荷量在.45以上之題項，

因素分析的結果，「正向自尊」可解釋33.77%的變異量，「負向自尊」則可解釋

20.54%之變異量，二個因素對整體變異量的解釋為54.31%。 

（三）行為適應量表：本量表採用羅婉麗於2000年編製的「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

量表」，用來測量新住民子女從個人、家庭、學校與人際之間評估自己的行為適

應情形為何。此量表有個人、家庭、學校和人際適應四個分量表，全量表共有32

題。「個人適應」，例如「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不亂發脾氣」；「家庭適應」，

例如「我覺得爸爸/媽媽對我採取民主的管教方式」；「學校適應」，例如「老

師交代的事我一定會做好」；「人際適應」，例如「我經常和同學一起討論功課

一起遊戲」。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所測得之Cronbach α係數（內部一致性），「個

人適應」為.87、「家庭適應」為.91、「學校適應」為.90、「人際適應」為.85、

總量表的α係數為 .96。另外在建構效度部份，本研究以主成份因素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及採最小斜交轉軸的方式進行分析，因為四個因

素間具有高相關，也萃取出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一的因素 （Kaiser, 1960），

取因素負荷量在.45以上之題項，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家庭適應」則可解釋

42.95%之變異量、「人際適應」可解釋6.75%的變異量、「學校適應」可解釋4.21%

的變異量、「個人適應」可解釋3.91%的變異量，四個因素對整體變異量的解釋

為57.82%。 

 

四、實施程序 

 首先聯絡及調查北、中、南國小學校校長、輔導主任及所屬學校新住民之子

的意願，是否同意協助填答問卷，再由研究助理至該校施測及注意事項的說明，

並集合各班之新住民子女至一教室集體填答「社會支持量表」、「自尊量表」及

「行為適應量表」等三種量表，施測時間為40分鐘。受試者填答完畢、繳回問卷，

施測程序即結束。 

 

五、資料處理分析 

  本研究採用之資料分析如下：（1）以MANOVA分析來了解性別、不同年級

及國籍在行為適應之差異情形。（2）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了解本研究各變項之相

關情形。（3）以多元迴歸分別分析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的預測情形、

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之預測情形及自尊對行為適應之預測情形。（4）以階層迴

歸分析考驗新住民子女的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間之中介效果。中介變項的

考驗是根據Baron與Kenny（1986）之原則，中介變項成立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預測變項可顯著預測中介變項（圖2路徑a要達顯著水準）；中介變項可顯著預測

效標變項（路徑b要達顯著水準）；預測變項可顯著預測效標變項（路徑c要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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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同時將預測變項與中介變項放入迴歸模式中，若原先預測變項對效標

變項的迴歸係數c因此降低或變成不顯著時，則中介條件成立。當迴歸係數c由顯

著變成不顯著時，表示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效果被中介變項完成中介；當迴歸

係數c雖然降低，但仍達顯著水準時，表示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之效果被中介變

項部分中介。 

 

 
 

圖2 中介變項要件圖（取自Baron & Kenny, 1986；p.1177） 

 

此外，若分析結果顯示有中介變項存在，則中介效果值是ab，其顯著性考驗

如下（Baron & Kenny, 1986），也是本研究分析結果所使用Sobel test。 

 

t=     Sab=
222222 SbSaSbaSab  ………...（公式1） 

 

註：Sab為中介效果值ab的標準誤；Sa是迴歸係數a的標準誤；Sb是迴歸係數b的

標準誤。 

 

本研究假設社會支持對自尊與行為適應有直接效果，自尊對行為適應亦有直

接效果。接著，將社會支持與自尊同時放入同一個迴歸模式時，自尊會成為社會

支持與行為適應間的中介變項。綜合上述，本研究的分析程序首先探討不同性

別、年級、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的差異情形，其次考驗社會支持、自

尊與行為適應彼此間的預測關係，最後分析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的中介效

果。 

 

肆、研究結果 

一、不同性別、年級及國籍在行為適應之差異情形 

表1為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行為適應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從表中

可知Wilks’ Lambda =.941，p<.05，η2=.06，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的新住民

子女的行為適應有顯著差異。因此，研究者再就行為適應的各分量表進行單變量

F考驗，結果顯示在「個人」、「學校」、及「人際」適應上，男、女生的F值

皆達顯著水準，F（1, 350）=5.08，p<.05，η2=.01 ; F（1, 350）=9.59，p<.01，η2=.03; 

F（1, 350）=18.89，p<.001，η2=.05，表示不同男女性別的新住民子女在此三部

分有顯著差異，這可從「個人」、「學校」、及「人際」適應上女生的平均數高

於男生之新住民子女得知。 

此外，研究者就不同年級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可知（如表1），Wilks’ Lambda =.89, p <.05，η2= .04，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

級的新住民子女的行為適應有顯著差異。針對各分量表再進行單變量F考驗，結

果顯示在「家庭」，F（1, 350）=3.26，p <.05，η2=.03、「學校」，F（1, 350）

=3.95，p <.01，η2=.03、與「人際」，F（1, 350）=3.03，p <.05，η2=.03，等適

c 

b a 

中介變項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項 

abs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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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層面有顯著差異，進一步，Scheffe事後比較發現在家庭適應上無顯著差異；學

校適應上三年級（M= 4.44）大於五年級（M= 3.89）；人際適應上六年級（M= 4.68）

大於五年級（M= 4.01）。 

另外，不同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並沒有顯著差異，從表中可知

Wilks’ Lambda =.92，p > .05。 

 

表 1 性別、年級及國籍在行為適應之平均數、標準差、與 F值 

變項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人際適應 

M（SD） M（SD） M（SD） M（SD） 

性別     

男生（n=174） 3.96（1.22） 4.10（1.32） 3.97（1.20） 4.00（1.31） 

女生（n=178） 4.25（1.16） 4.31（1.25） 4.36（1.13） 4.60（1.23） 

WilksΛ .94*    

F值              5.08*       2.28        9.59**     18.89*** 

年級     

三年級（n=106） 4.29（1.17） 4.40（1.28） 4.44（1.13） 4.30（1.29） 

四年級（n=107） 4.13（1.19） 4.36（1.23） 4.20（1.13） 4.36（1.28） 

五年級（n=86） 3.88（1.20） 3.95（1.34） 3.89（1.22） 4.01（1.32） 

六年級（n=53） 4.06（1.22） 3.94（1.24） 4.00（1.23） 4.68（1.25） 

WilksΛ .87*    

F值 1.96 3.26* 3.95** 3.03* 

事後比較   （3） >（5） （6） >（5） 

國籍     

大陸（n=121）  4.11（1.13） 4.30（1.22） 4.09（1.48） 4.26（1.29） 

越南（n=22）   4.14（1.23） 4.33（1.36） 4.32（1.17） 4.30（1.37） 

印尼（n=117）  4.21（1.28） 4.21（1.37） 4.36（1.21） 4.49（1.29） 

菲律賓（n=49） 3.85（1.12） 4.01（1.56） 3.78（1.10） 3.81（1.21） 

泰國（n=16）  3.77（1.04） 3.91（1.21） 3.80（1.02） 4.14（1.33） 

其他（n=27）   4.30（1.28） 4.22（1.45） 4.54（1.25） 4.71（1.33） 

WilksΛ .92    

註：* p <.05,  ** p <.01,  *** p <.001 
                       

二、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相關 

表 2顯示新住民子女在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彼此

間之相關係數。從表中顯示新住民子女的行為適應上得分均相當高，分別為個人

適應（M=4.11），家庭適應（M=4.21），學校適應（M=4.17）及人際適應（M=4.31），

這表示新住民子女的行為適應表現良好，尤其在人際適應上表現最佳，其次是家

庭適應，最低是個人適應的表現。 

在變項間的相關，表 2顯示社會支持之「學校」、「老師」、「同學」及「父母」

支持與正向自尊均為顯著正相關，介於.35~.43；社會支持之「學校」、「老師」、「同

學」及「父母」支持與行為適應之「個人」、「家庭」、「學校」及「人際」皆呈顯

著正相關，介於.36~.60；正向自尊與行為適應之「個人」、「家庭」、「學校」及「人

際」皆呈顯著正相關，介於.50~.73。另外，根據國外學者 Cohen（1988）表示介

於.10至.29間為低相關；介於.30至.49間為中相關；而高於.50以上則為高相關。

因此，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正向自尊呈現中相關；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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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相關；正向自尊與行為適應大多呈現高相關。 

 

表 2 各研究變項間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積差相關係數 （N=352）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學校支持 1.00          

2.老師支持 .56** 1.00         

3.同學支持 .68** .46** 1.00        

4.父母支持 .55** .55** .49** 1.00       

5.正向自尊 .38** .37** .35** .43** 1.00      

6.負向自尊 .07 -.05 .14** .05 -.09 1.00     

7.個人適應 .42** .40** .37** .55** .73** -.13** 1.00    

8.家庭適應 .40** .42** .36** .60** .65** -.04 .76** 1.00   

9.學校適應 .49** .54* .43** .51** .63** -.01 .70** .69** 1.00  

10.人際適應 .47** .39* .54** .45** .50** -.02 .59** .57** .70** 1.00 

M 3.72 4.60 3.98 3.92 3.87 3.86 4.11 4.21 4.17 4.31 

SD 1.17 .96 1.09 1.02 1.27 1.25 1.20 1.28 1.18 1.30 

註：*p <.05, **p<.01 

 

三、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預測關係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的預測效果，表 3

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各分量表的預測均達顯著水準，F（4, 347）= 

42.94 ~ F（4, 347）= 55.58，p<.001。社會支持預測行為適應解釋量介於 32% （Adj. 

R2 = .32）~ 38%（Adj. R2 = .38）之間。 

 

表 3 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人際適應 

 

學校支持 

老師支持 

同學支持 

父母支持 

.11 

.09 

.04 

.43*** 

.05 

.10 

.03 

.50*** 

.16* 

.37*** 

.06 

.16** 

.07 

.07 

.37*** 

.19*** 

F（ 4 , 347 ） 

Adj. R
2
 

42.94*** 

.32 

50.82*** 

.36 

55.58*** 

.38 

46.66*** 

.34 

註：表中呈現標準化迴歸係數值；* p <.05,  ** p <.01, *** p<.001 

 

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可以正向預測行為適應的「個人」及「家庭」適應，

「學校」、「老師」、「同學」支持則無法預測。「學校」、「老師」、「父母」支持可

以正向預測行為適應的「學校」適應，「同學」支持則無法預測。「同學」及「父

母」支持可以正向預測行為適應的「人際」適應，「學校」、「老師」支持則無法

預測之。 

綜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父母」支持可正向預測行為適應之各

層面，尤其在「家庭」適應上最高。社會支持的「學校」與「老師」支持也可正

向預測「學校」適應；「同學」與「父母」支持則可預測「人際」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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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尊對行為適應之預測關係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新住民子女自尊對行為適應各層面的預測效果，表 4

分析結果顯示自尊對行為適應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2, 349）= 57.61 ~ F（2, 349） 

= 204.29，p<.001。自尊預測行為適應解釋量介於 24%（Adj. R2 =.24）~ 54%（Adj. 

R2 = .54）之間。 

 

表 4 自尊對行為適應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人際適應 

正向自尊 

負向自尊 

.73*** 

-.06 

.65*** 

.01 

.64*** 

.05 

.50*** 

.02 

F（2 , 349 ）   

Adj. R
2
 

204.29*** 

.54 

129.51*** 

.42 

116.99*** 

.40 

57.61*** 

.24 

註：表中呈現標準化迴歸係數值； *** p<.001 

 

 在預測方向上，自尊的「正向自尊」可正向預測行為適應的「個人」、「家庭」、

「學校」、及「人際」適應，但在「負向自尊」則無法預測任何行為適應，這顯

示正向自尊的自尊可以有效預測行為適應，意即自尊越高其行為適應情況越好。 

 

五、社會支持對自尊之預測關係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對自尊兩個層面的預測效果，表

5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自尊的預測均達顯著水準，F（4, 347） = 3.24 ~ F（4, 

347）= 26.16，p<.001。社會支持預測自尊解釋量介於 3%（Adj. R2 = .03）~ 22% 

（Adj. R2 = .22）之間。 

社會支持的「老師」與「父母」支持可以正向預測自尊的「正向自尊」，「學

校」及「同學」支持則無法預測。「老師」支持可以負向預測自尊的「負向」自

尊，「同學」支持則可正向預測「負向」自尊，「學校」及「父母」支持則無法預

測。 

 

表 5 社會支持對自尊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正向自尊 負向自尊 

學校支持 .12 .02 

老師支持 .12* -.16** 

同學支持 .08 .18** 

父母支持 .27*** .03 

 

表 5 社會支持對自尊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續） 

F（4 , 347 ）  26.16*** 3.24** 

Adj. R
2
 .22 .03 

註：表中呈現標準化迴歸係數值；* p <.05, ** p <.01, *** p<.001 



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研究 

測驗統計年刊   第二十輯 

66 

六、新住民子女自尊在社為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關係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間的中介效果。同時根據

Baron與 Kenny（1986）之建議，首先將預測變項社會支持放入迴歸方程式中，

第二步再將自尊置入迴歸方程式中，以比較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的迴歸係數（圖

2 中路徑 c）之變化情形。為配合上述 Baron 與 Kenny的中介條件，先說明社會

支持與自尊的關係（如圖 2 中路徑 a），接著說明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間

的中介效果。 

（一）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個人適應間的中介效果 

表 6為社會支持與自尊對行為適應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就個人適應的預測

而言，表中模式一顯示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對個人適應預測力達顯著水準，

F（4 , 347）=42.60，p<.001，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可解釋行為適應的「個人」

適應總變異量的 32％。其次，模式二顯示社會支持與自尊對個人適應之聯合預

測力也達顯著水準，F（6, 345）=90.90，p<.001。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與自

尊聯合解釋「個人」適應總變異量的 61％左右。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與自

尊都顯著的預測「個人」適應。 

在中介效果上，當社會支持與自尊一起預測個人適應時，這些變項對個人適

應解釋量由 32％增加到 61％，這表示自尊進入迴歸方程式後，對個人適應的解

釋量增加 28％（ΔR2＝.28），而此一增加量達顯著水準，ΔF（2, 345）＝126.08， 

p<.001。從表 6 得知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由原來的.43 降

為.28（p<.001），但仍達顯著水準，這表示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

對行為適應的「個人」適應效果有一部份受到自尊的中介。 

對照表 5和表 6 可知，新住民子女的「父母」支持對個人適應之效果受到正

向自尊（中介效果值為.159，sobel test, z=8.20，p<.001）的部分中介。自尊在社

會支持與個人適應之中介效果參見圖 3 

 

 

 

圖 3 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個人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圖 

（只呈現有中介效果者；*** p<.001） 

正向自尊 

R
2
=.22 

父母支持 
個人適應 

R
2
=.61 

.27*** 

.2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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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社會支持與自尊對行為適應階層迴歸分析 

 個人適應 家庭適應 學校適應 人際適應 

預測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Step1
         

學校支持 .11 .04 .04 - .01 .15* .10 .07 .04 

老師支持 .08 - .00 .10 .04 .29*** .24*** .07 .02 

同學支持 .05 .02 .04 .00 .08 .04 .37*** .36*** 

父母支持 .43*** .28*** .51*** .38*** .23*** .12* .20*** .12* 

Step2         

正向自尊  .59***  .48***  .45***  .30*** 

負向自尊  - .09**  - .02  .03  - .05 

ΔR
2
  .28  .18***  .15***  .07*** 

ΔF  126.08***  67.87***  55.69***  21.96*** 

全體 

Adj. 

R
2
 

.32 .61 .37 .54 .38 .53 .34 .41 

全體 F 42.60*** 90.90*** 51.91*** 70.56*** 54.29*** 66.17*** 46.54*** 42.09*** 

註：表中呈現標準化迴歸係數；* p <.05,  ** p <.01,  *** p<.001 

 

（二）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家庭適應間的中介效果 

在家庭適應方面，表 6為社會支持與自尊對行為適應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就家庭適應的預測而言，表中模式一顯示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對家庭適應預

測力達顯著水準，F（4 , 347）=51.91，p<.001，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可解釋

行為適應的「家庭」適應總變異量的 37％。其次，模式二顯示社會支持與正向

自尊對家庭適應之聯合預測力也達顯著水準，F（6, 345）=70.56，p<.001。社會

支持的「父母」支持與自尊聯合解釋「家庭」適應總變異量的 54％左右。社會

支持的「父母」支持與正向自尊都顯著的預測「家庭」適應。 

在中介效果上，當社會支持與自尊一起預測家庭適應時，這些變項對家庭適

應的解釋量由 37％增加到 54％，這表示自尊進入迴歸方程式後，對家庭適應的

解釋量增加 18％（ΔR2＝.18），而此一增加量達顯著水準，ΔF（2, 345）＝67.87， 

p<.001。從表 6 得知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由原來的.51 降

為.38（p<.001），但仍達顯著水準，這表示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

對行為適應的「家庭」適應效果有一部份受到正向自尊的中介。 

對照表 5和表 6 可知，新台灣之子的「父母」支持對家庭適應之效果受到正

向自尊（中介效果值為.13，sobel test，z=7.83，p<.001）的部分中介。自尊在社

會支持與家庭適應之中介效果參見圖 4 

 

 
圖 4 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家庭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圖 

（只呈現有中介效果者；*** p<.001） 

正向自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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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支持 
個人適應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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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學校適應間的中介效果 

在學校適應方面，表 6為社會支持與自尊對行為適應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就學校適應的預測而言，表中模式一顯示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對學校適應預

測力達顯著水準，F（4 , 347）=54.29，p<.001，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可解釋

行為適應的「學校」適應總變異量的 38％。其次，模式二顯示社會支持與正向

自尊對學校適應之聯合預測力也達顯著水準，F（6, 345）=66.17，p<.001。社會

支持的「父母」支持與自尊聯合解釋「學校」適應總變異量的 53％左右。社會

支持的「父母」支持與正向自尊都顯著的預測「學校」適應。 

在中介效果上，當社會支持與自尊一起預測學校適應時，這些變項對學校適

應的解釋量由 38％增加到 53％，這表示自尊進入迴歸方程式後，對學校適應的

解釋量增加 15％（ΔR2＝.15），而此一增加量達顯著水準，ΔF（2, 345）＝55.69， 

p<.001。從表 6 得知社會支持的「老師」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由原來的.29 降

為.24（p<.001），「父母」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數有原來的.23降為.12（p<.001），  

但仍達顯著水準，這表示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的「老師」及「父母」支持對

行為適應的「學校」適應效果有一部份受到自尊的中介。 

對照表 5和表 6 可知，新台灣之子的「老師」及「父母」支持對學校適應之

效果受到正向自尊（中介效果值分別為.054，sobel test， z=6.62，p<.001 及.12，

sobel test，z=7.71，p<.001）的部分中介。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學校適應之中介效

果參見圖 5. 

 

 
 

圖 5 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學校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圖 

（只呈現有中介效果者。*p<.05，** p <.01，*** p<.001） 

 

（四）自尊在社會支持與人際適應間的中介效果 

在人際適應方面，表 6為社會支持與自尊對行為適應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就人際適應的預測而言，表中模式一顯示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對人際適應預

測力達顯著水準，F（4 , 347）=46.54，p<.001，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可解釋

行為適應的「人際」適應總變異量的 34％。其次，模式二顯示社會支持的「父

母」支持與正向自尊對人際適應之聯合預測力也達顯著水準，F（6, 345）=42.09，

p<.001。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與自尊聯合解釋「人際」適應總變異量的 41

老師支持

支持 

正向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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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適應 

R2=.53 

正向自尊 

R2=.19 

 

學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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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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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與正向自尊都顯著的預測「人際」適應。 

在中介效果上，當社會支持與自尊一起預測人際適應時，這些變項對人際適

應阿解釋量由 34％增加到 41％，這表示自尊進入迴歸方程式後，對人際適應的

解釋量增加 7％（ΔR2＝.07），而此一增加量達顯著水準，ΔF（2, 345）＝21.96， 

p<.001。從表 6 得知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由原來的.20 降

為.12（p<.05），但仍達顯著水準，這表示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對

行為適應的「人際」適應效果有一部份受到正向自尊的中介。 

對照表 5和表 6 可知，新住民子女的「父母」支持對人際適應之效果受到正

向自尊（中介效果值為.08，sobel test，z=6.85，p<.001）的部分中介。自尊在社

會支持與人際適應之中介效果參見圖 6. 

 

 
 

圖 6 自尊在社會支持與學校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圖 

（只呈現有中介效果者。*p<.05，** p <.01，*** p<.001） 

 

表 7 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中間的中介效果摘要表 

預測變項→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對效標 

變項的直接效果 
中介變項 

預測變項透過中介變項 

對效標變項的間接效果 

預測變項對效標 

變項的全體效果 

父母支持→個人適應 .28*** 正向自尊 .16* .44*** 

父母支持→家庭適應 .38*** 正向自尊 .13* .51*** 

老師支持→學校適應 .24*** 正向自尊 .05* .29*** 

父母支持→學校適應 .12*** 正向自尊 .12* .24** 

父母支持→人際適應 .12* 正向自尊 .08* .20*** 

注：*p＜.05 ，** p <.01，*** p<.001 

 

本研究綜合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結果如表 7 所示。

整體而言，正向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意謂著新住

民子女所擁有的正向自尊愈高，他們的行為適應就愈好。此外，從表 7的標準化

效果值可知社會支持對行為適應的關係，社會支持的「父母」支持全部會受到「正

向」自尊所中介再影響行為適應的各層面，由此可見，父母支持在新住民子女行

為適應所扮演的角色。再者，老師支持也對新台灣之子的學校適應佔了重要的影

響。 

 

伍、討論 

一、不同性別、年級、及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之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的行為適應在「個人」、「學校」、「人

際」適應等有顯著差異，女生優於男生，此研究結果與陳毓文（2010）、吳佳蓉、

張德勝（2003）一致，但是在「家庭」適應上卻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是異國婚姻

家庭之父母親對待他們子女是公平，不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不同待遇，而影響

其子女在家庭之適應狀況。另有關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研究結

正向自尊 

R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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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指出在「學校」與「人際」適應等有顯著差異，研究者推測可能一上高年級課

業較重，也就是中年級相較於高年級之課程內容困難度、變化性較少，因此，三

年級的學生在學校適應上高於高年級學生，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童的發展會重

視人際（同儕）間之交往，比較結果發現在「人際」適應上六年級大於五年級。

最後，不同國籍的新住民子女在行為適應上並沒有顯著差異，推測可能是對不同

國籍的新住民子女而言，都是屬於新的社會環境，需要學習與適應，因此差異不

太。此研究結果與聶衍剛等（2008）認為青少年良好社會適應行為上在年級與性

別達顯著。 

 

二、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關係 

綜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父母」支持可正向預測行為適應的各

層面，由此可知，新住民子女在面對社會情境的要求與學習時，知覺父母親的支

持與否與其行為適應關係密切。而社會支持的「老師」、「學校」與「父母」支持

也都正向預測「學校」適應，亦顯示了新住民子女在學校的學習，若學校、老師

與父母三者間有良好的溝通與配合，則他們的學校適應狀況就會比較好。另外，

「同學」與「父母」支持則可預測「人際」適應，此結果也呈現了父母親與同學

在人際間相處與適應上的關鍵人物，也就是家長若能適當提供相關的訊息或教導

新住民子女與他人相處之道，並與同學相處間有得到合宜的注意與關懷，都能有

助益新住民子女的人際適應。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與林麗玲（1987）、林璣萍

（2003）、許殷誠（2005）、魏靖育（2009）、吳培源（2009）及國外學者（Cater, 

et al., 1995; Demaray & Malecki, 2002；Langford, et al., 1997; Rigby, 2000; Wolf, 

Fisman, Ellison, et al., 1998）皆指出社會支持與適應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也

就是個人知覺社會支持越多，則適應越好。 

 

三、自尊與行為適應之關係 

自尊是個體對自我的判斷與評價，在預測方向上，「正向自尊」可以正向預

測行為適應的四個構面，但在「負向自尊」則無法預測任何行為適應，這些結果

顯示正向自尊可以有效預測行為適應，自尊越高其行為適應會越好。同時，此發

現也再次驗證了正向自尊在個體發展上的重要性，若個人在成長環境中所接觸到

人（如父母、老師）能協助、支持其成長需求並發展正面的自尊，則個體在面對

學習環境中的問題與挑戰，也較能適應與勝任。再者，DuBois、Bull、Sherman

與Robert（1998）的研究指出，個體自尊愈高者，愈能預測較低的情緒或行為困

擾。此外，此些發現與李育純（2006）、林柏廷（2006）、沈如瑩（2003）及黃

雅婷（2000）研究結果類似，兒童之自尊與適應有顯著正相關。除此，陳毓文（2010）

研究顯示弱勢兒童所知覺社會歧視越少，則其自尊越高，適應各面向的表現越佳

相同。 

 

四、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以自

尊的「正向」自尊最為明顯，此外，從表7的標準化中介效果值可知社會支持對

行為適應的關係，社會支持的「父母」、「教師」支持全部會受到「正向」自尊所

中介，至於經由「負向」自尊所產生的中介效果則沒有。意謂著兒童若能從父母

或教師得到其存在的價值與溫暖，便能對自尊肯定，進而有助於提升兒童的行為

適應，可見父母、教師之社會支持對兒童之自尊與行為適應影響之深遠。另外，

過去研究未探討自尊在社會支持與行為適應之中介角色之檢驗，這是本研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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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也說明了正向自尊的提升對行為適應的重要性。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子女在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關係，並分析不

同背景資料在行為適應之差異情形及上述變項間之關係。根據調查資料的分析與

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留意新住民子女之男學童之行為適應 

本研究發現女生在大多數的生活適應上優於男生，顯見在面臨社會環境的適 

應上，男生需要較多的協助與支持，較能面對生活層面所帶來的問題與挑戰。因

此家庭中的父母及學校的老師應多注意男孩子在家庭及學校的生活情形，以便能

提供隨時的輔導與幫助。 

（二）父母及老師是新住民子女的重要他人 

本研究結果指出父母支持在自尊及生活適應上均扮演著重要角色，顯見父母 

對成長中的孩子自我的發展及生活的學習與適應是多麼重要，也就是新住民子女

若得到父母親的關懷、支持與照顧，則他們較不會有生活適應的嚴重問題，不管

是在個人、家庭、學校及人際適應上。而新住民子女到了學校的學習情境，若班

級的教師能夠觀察他們的言行舉此，協助、輔導他們的學習表現，營造師生間良

好的互動氛圍，則他們的學校適應就愈能進入正軌。 

（三）培養與建立新住民子女正向自尊 

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的正向自尊能夠預測生活適應，又正向自尊扮演了社

會支持與生活適應間的中介角色，可見正向自尊對自我在面對環境適應上具有舉

足輕重的功能，因此，如何提升這些孩子的自尊是相當重要的，故注意影響正向

自尊的相關的層面或因素（如能力、重要事件、自我評價標準），從這些方面培

養正確的觀念，對於正向自尊的自我，給予肯定，而對於消極負面的自我評價，

予以導正，建立起正向的自尊，將有利於新住民子女未來的發展。 

 

六、未來研究之建議： 

 雖然本研究的發現有助於我們瞭解新住民子女之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

之關係，一些研究上的限制仍有待之後相關研究加以改善。首先本研究針對社會

支持與自尊兩個層面來探討與生活適應之關係，也就是從情境因素（社會支持）

與個人因素（自尊）來瞭解，但情境因素與個人因素仍有其他的變項可以在未來

研究，如在情境方面，可從本研究之發現父母親的支持是蠻重要因素，因此可再

針對家庭氣氛、子女人數、管教方式等加以探討；而在個人因素，除了自尊外，

可再考量孩子依附風格或氣質等因素，以便對這些可能影響的變項做深入探討與

分析。 

其次，本研究在分析上是採用階層迴歸的分析方式，未來建議可再採結構方

成模式作分析，針對文獻探討所歸納的理論模式，以觀察資料做一整體的檢驗，

此外，也可避免預測變項（社會支持）可能含有的測量誤差。最後本研究是以北、

中南之地區及國小三至六年級，因此在推論上只適合於本研究所屬之地區與年

級，而對於不在本研究之範圍內，更應該謹慎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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