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教養對子女自尊心影響之初探
陳麗容 ＊

摘 要
家庭是和個人最早接觸也是為期時間最久的關係場所。孩子自呱呱落地之後，睜開
眼晴開始陪伴其長大的，莫過於供給無限關懷和無微不至照料的父母。可想而知，家庭
在孩子的成長歷程中，為一舉足輕重、影響甚鉅之重要場景。本文目的在於分析父母的
教養，對子女自尊心發展有何影響。為達此目的，首先從概念上界定父母的教養之意義
與內涵；其次陳述父母的教養之理論基礎，進而回顧相關實徵研究，最後，針對父母的
教養方式進行分析與評估，提出一有效教導、教養子女之策略以供依據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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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教養對子女自尊心影響之初探
壹、 緒論
家庭對每一個體來說，不只是在外在形體成長過程中，一個免於受外力侵害的一座
高山；更是培養心理成熟、孕育獨立人格特質的溫床。<<孟子‧滕文公篇>>：「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五倫為中國特有之倫理和美德。其中，父母和
子女間有親情在闡述親慈子孝是天經地義的一種人際關係 (傅佩榮，2004)，故在法律上
皆有明確的條文規範父母與子女間的權利及義務。<民法>第一千零八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
「父母對於未成年的子女，有保護及教養之權利義務。」
；另外<民法>第一千零八十
六條的規定：「父母為其未成年子女之法定代理人。」就表示說未成年子女的權利與義
務，是可以暫由父母所代理行使；又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直系
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故，於父母能力足夠條件下，供給一個良好的外在環境
以扶養、教導未成年的子女，不僅僅是天經地義的事，更是法律附予父母的一重大義務
使命。
對大多數人來說，人生景點第一停靠站就是由父母及孩子等成員組成的家庭，自
此，群體生活開始展開，而家庭也就成為個體第一個社會化的機構，兒童人格的奠基在
家庭中完成 (潘慧玲，1997)。然而，青少年期是人生重要的發展階段，它具有承先啟後
的意義。它代表著人類兒童期的結束。以及邁入成年時期的前奏 (黃文三，1998)。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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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時期所累積的成長發展經驗，往往會影響到其成年後的發展結果 (周玉慧、吳齊
殷，2001)。因此，個體在長期外顯及潛在家庭教育的薰染下，對其未來可能發展是極具
影響力的。
父母對待子女的態度，可能是溫暖、慈愛或敵對、拒斥；可能過度保護、佔有或尊
重小孩自由與自主性的需求，各種親職行為模式都會影響孩子的性格發展 (葉光輝譯，
2005)。此時父母教養態度輕重間的拿捏，就猶如在茫茫大海之中，每一次的風向都將影
響邁向成功終點的航道，有可能使其一路順風，亦可能反之。學者吳明燁(2001)指出，
父母未堅持管教的施行，可能會讓青少年因好奇心，過早嘗試大人的活動，而發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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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但是，過於堅持管教的權力，忽視子女的自主性，缺乏雙方對話的空間，則易引
起衝突造成傷害。
但是，什麼樣的教養態度對子女的發展才是好的呢？是不是父母的管教方式愈不專
制，愈寬鬆的話，對子女的自我概念或自尊的發展就愈有幫助？Comstock (1973) 與
McEachern (1973)的研究就發現，父母的管教方式必須為子女的能力與行為訂立一定的標
準，並採用高堅持的控制方式，如此才能真正提昇子女的自尊感。
綜合上述，本文旨在探究父母不同的教養態度對子女自尊心發展之影響。最後並提
出教養過程父母彰顯其應有之功能，以供參考。

貳、 教養的意義與內涵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不難體會父母教養子女真實情景的難為之處。父母的教養行
為，對於青少年而言，猶如一刀兩刃，用力形塑社會讚賞之行為時，可能傷及心理健康；
但是全心呵護自主性之發展，又可能違反社會期望(吳明燁，2001)。本文企圖檢視父母
不同的教養態度，對青少年自尊心之影響。為便於了解研究主題及內文陳述說明，茲將
本文所涉及之重要名詞意義界定如下：

( 一 ) 教養
蔡文輝 (1991)指出個人學習社會規範與期待的過程稱為「社會化過程」，並且社會
化的最主要執行單位就是家庭；家庭代表著社會，把社會規範文化、價值觀念等灌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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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心裡。英語的語源為 discipline，拉丁語為「鞭打」
，具有使其服從之意，又 discipline
的用語也具有弟子之意(林顯宗，1995)。即父母除了養育餵哺使子女健康長大之外，對
於子女亦背負教導重責。倘若子女行為舉止表現良好，應加以表示肯定和鼓勵；反之則
應予以制止、使行為符合、遵循於社會常態中。此外，Steinberg 指出相當少的家庭(約只
有 5%至 10%) 在青少年社會化過程會惡化親子關係。父母在與子女朝夕相處的基礎上，
其實本身也是子女在認知、情緒以及行為態度上的楷模，並藉由這層密切的關係引領青
少年走向父母與社會理想的行為與發展 (黃德祥譯，2006)。
Maccoby (1992) 從社會化觀點，將教養歸納為：1.避免子女的偏差行為，使其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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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遵循社會規範，以適應社會生活 2.培養子女未來的工作能力，以期滿足子女個人或其
家人之經濟需求 3.發展子女與他人建立並維持必要之親密關係的能力 4.培養子女未來養
兒育女的能力。吳明燁 (2000)亦指出教養是父母將主流文化與個人經驗傳遞給子女的過
程。而教養更具有二種層次的意義，其一，期望子女如此做，以此種受期待的行動，讓
其學習的方法；其二，使其合於成人以及既存的社會生活習慣，所相習成俗的形態 (林
顯宗，1995)。
父母在家庭中扮演著照護者的角色，照護者主責除了提供一個安全、愛與支持的成
長環境，使子女在其中學習知識、正確價值觀、態度以及培養完善的人格特質。在教養
方面更須透過教導，使子女社會行為表現依循社會的規範與當代社會的期待，而非依恃
著私慾而為所欲為。綜上所述，可知教養具培養子女符合一良好形態，或控制其於社會
世俗眼光中之不軌行為，使其具獨立自身判斷是非，並表現出合宜的言語、舉止之意義。

( 二 ) 教養態度
關於教養態度，各學者所持論點甚多，相關研究也不少，不過所使用的名詞卻有
所不同，例如，教養方式 (周玉慧、吳齊殷，2001；許筱梅，1994；張高賓，2001；歐
陽儀，1998；龔美娟，1993) 、教養態度 (吳麗娟，1998；黃瑞惠、王登峰與鍾思嘉，
2002) 、教養型態 (姜逸群、黃雅文與連海生，2000) 、教養行為 (林惠雅，1998) 、管
教行為 (吳明燁，2001；陳富美，2001)、管教方式 (王鍾和，1992；何昹俞，1992；范
美珍，1995；徐佩君，1999；孫碧蓮，2001；陳冠中，1999；鍾筱萍，2003) 及管教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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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莊千慧，1993；陳坤虎，2000；楊妙芬，1995)。
意義上徐佩君 (1999) 認為父母管教方式係指子女所知覺到父母對其行為表現所
反應出來的態度和作法。陳冠中 (1999) 定義為父母依其情感、價值觀、信念及興趣，
於管教子女時所顯現的態度與行為組型。楊瑛慧 (2005) 則認為是父母對子女的態度、
情感、希望、思想、認知、興趣、價值觀念、行為及人格特質等各個層面之教育與養
育方式。而其他研究者則界定為父母所採用的管教子女生活作息及生活作息及行為表
現的策略 (王鍾和，1992；孫碧蓮，2001；鍾筱萍，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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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父母教養態度類型
年份

1945

1962

提出者

層面

Baldwin

Elder

類型
數
3

接納 (acceptance)
民主 (democracy)
放任 (indulgence)

7

獨斷
權威
民主
公平
溺愛
放任
忽視

單

層

1967

Baumrind

3

面

1982

Pulkkinen

2

1958

1959

William

權威 (authority)、
關懷 (loving)

Schaefer

關懷/敵意
(warmth vs hostility)
控制/自主
(control vs autonomy)

雙
1961

Bronfenbrenner

控制 (control)、
支持 (support)

1991

多

Maccoby & Martin

Lamborn, Mounts,
Steinberg &
Dornbusch,

1967

Hetherington &
Frankie

1977

Margolies & Weintraub

層
面

民主權威型
(authoritative)
專制權威型
(authoritarian)
放任溺愛型
(permissive)
父母中心取向、子女中
心取向

4

4

過度保護
(overprotective)
權威(authoritarian)
民主(democratic)
忽視 (neglecting)

4

高控制-高支持
高控制-低支持
低控制-高支持
低控制-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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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要求 (demand)
反應 (response)

嚴格-督導
接納-涉入
溫暖、支配、衝突
接納-拒絕
心理性自主-心理性控制
堅定控制-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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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ratic)
(authoritarian)
(democratic)
(equalitarian)
(permissive)
(laissez-faire)
(ignoring)

高權威-高關懷
高權威-低關懷
低權威-高關懷
低權威-低關懷

層
面

內容

4

民主權威型
(authoritative)
專制權威型
(authoritarian)
寬鬆放任型 (indulgent)
忽視冷漠型 (neglectful)

雖然在名詞的界定上，多項研究中各有不同的分類和種類，但其精神內涵則大致相
同、如出一轍。筆者認為由於父母所採取的教養態度將相對影響到其所呈現之教養方
式，故本文採教養態度一詞用以詮釋，深覺較能切中核心及代表其對子女自尊心影響之
關聯。從多位學者對教養態度所提出之觀點，父母教養態度的類型先後各有學者提出不
同的分類方式，茲將歷年來各教養態度的類型，做以下單層面、雙層面及多層面之整理
(如表 1)。

( 三 ) 自尊
張春興 (2000) 認為個人能接納自己的體貌、能力及成就表現等，且緃有缺點也毫
無怨尤而心安理得，此種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態度即為自我接納。而這種態度背後的心
態，稱為自尊。林杏足曾提出自尊是個人參照自己的內在標準或外在的社會標準，對整
體的自我或是對自己某一特定能力、特質予以評價，並由此產生對自己的正向或負向感
受 (引自沈如瑩，2002)。黃雅文 (1999)則定義為對自我積極或消極的態度。
教育心理學家柏史密斯在其所著《自尊心的養成》一書中，提出自尊心養成有賴於
三個先決條件：1.重要感：指個人覺得他的存在是重要的與有意義 2.成就感：個人在具
有挑戰性的工作中表現出成就，而達到自己預期目標，所產生的一種完美感受 3.有力
感：個人感覺到自身有處理事務與肆應困境的能力 (引自張春興，2000) 。
教育部訓委會委託之「全國中輟學生復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計劃分項計劃
三-中輟中介教育自尊發展模式課程綱要中提到，青少年自尊的發展是隨著個體自我發
TAO

展和環境互動中的自我知覺、自我評價為基礎，在持續不斷人我互動中省思，以形成自
我價值與自我效能的感受，主要分成自我價值感、自我效能感，為個體自尊的核心。
「自
我價值感」包含悅納感及隸屬感；「自我效能感」包含能力感及控制感。然而，由需求
論的觀點，個體價值感與效能感的發展須奠基在個體知覺並體驗到安全感之上。其發展
的構念圖，詳見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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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評價、反思
目 的

感

個 人 能 力

環 境 支 持

能 力 感
自尊
隸屬感

控制感

悅 納 感
安 全

感

知覺、評價、反思
圖一：青少年自尊發展的構念圖
資料來源：教育部訓委會
總言之，自尊為個體在透過一些內外在的標準，用以檢視自己的外貌、成就表
現、肆應危機能力並給予自己正向或負向評價，此外是否被他人接納、溫暖支持等感受
亦是影響自尊心養成重要因素。
綜合教養態度和自尊心，可想見彼此間存在著密不可分的關係，父母所顯現的教養
態度，子女從中察覺到自己是受人重視、被專注傾聽，而非挫折、沮喪等負向情感，那
麼將能在成長過程中，培養獨立能力與高度自我價值感。亦即子女若能從父母對自己教
TAO

養方式中感受到支持、肯定，則子女對自我的自尊感將會提升；反之，當子女的行為或
表現常常無法呈現出符合父母教養方式所期待的標準，此時子女將漸對自我價值、存在
感產生懷疑且不利於其自尊心正向發展。

參、 教養方式的理論基礎
一、 需求層次論
Maslow 提出五種與生俱來的「需求層次論」 (need-hierarchy theory) 。主張各種需求
層次之間存在高低及前後順序之分，也就是說個體必須先經歷、感受過較低層次-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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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的情感需求滿足後，接下來後續始發展較高層次-自尊的需求。而自尊的獲得，從
自己本身可經由感受自我價值而來；經由他人，則可從身分或社會成功而來 (陳正文等
譯，1997) ，最後進而追尋更高層次的需求。
家庭系統功能，尤其是親子互動的過程與品質對青少年而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亦即青少年是否能夠成功地克服自我認同的危機，成為身心獨立自主的個體，端視
青少年與其父母之間的互動情形之影響 (郭孟瑜，2002) 。故，父母的教養方式若能使
子女感到有高度自尊心，子女對事物將抱持正向觀感、自我存在價值感到有信心，在自
主表現行為上亦能展現出活躍感和生產力。此外，自尊需求為需求層次之最高等級，待
基本需求全然獲得滿足，其將更上一層尋求成長需求的滿足。屆時，子女對人、事等變
化所不理解或遭遇挫折時，將具有更進一步追求滿足和冒險嘗試的精神。

二、 心理分析論
Freud 在 1923 年提出人格的解剖學裡三個基本結構：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
與生俱來的能力，其依循著「享樂原則」，當面臨道德、社會規範等制約，會利用各種
方式消除降低壓抑感，本我遂漸演變成趨向追求享受而躲避痛苦；自我則依據「現實原
則」
，以一種實際的態度接收和處理外在的環境並運作 (陳正文等譯，1997) 。自我為人
格的理性支配者，能區別幻想與願望，忍受緊張及妥協 (葉光輝譯，2005) ；而和本我
恰好相反的為超我，它代表人類心理功能中的道德部門，居於人格結構中最上層，超我
是在社會化過程中被塑造而成，具有管制或壓抑本我衝動而使外顯行為合於社會期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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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是故，子女假若從父母管教過程中，察覺到父母表現出前所未有強烈的控制、束縛，
那麼其自我將受著本我、現實以及超我三方的壓力所脅迫，繼而相對抗後不可避免的結
果，即當自我過於壓迫性使用且非常嚴重地損傷時，自尊心的降低將伴隨焦慮之後展現
出來。

三、 心理社會期發展論
Erikson 在此理論基礎上是以自我的發展為中心思想。個體出生後與社會環境接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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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成長。互動中，一方面由於其自我成長的需求，渴望從環境中獲得滿足，另方面又
不得不受到社會的管束和限制，使其在社會適應中產生一種心理上的困難。Erikson 將
人格的成長分為八個「心理社會階段」，每個發展階段對個體來說是一危機亦是一轉捩
點。心理社會發展的第二個階段—自主、羞怯與懷疑，指出父母的管教方式對於子女的
自主性活動、想法，過分地禁止，則子女將會有持續性的罪惡感，並影響到未來整個生
命中的自我性格導向。
楊妙芬 (1995) 指出家庭是個人最初的成長地點。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中不僅是孩
子最主要的照顧者，也是孩子模仿和認同的對象，其角色無人可以取代。林玉慈 (1998)
研究即指出親子間若溝通品質愈高，子女的心理健康就愈好。孩子假使稍有差錯，即施
以懲罰，那麼孩子開始學到見人感到羞怯，遇事喪失信心，對自己的能力將充滿懷疑 (張
春興，2000) 。反之，父母若能指引子女進入一充滿愛與諒解的場景中，讓子女自然察
覺到什麼是被允許、受讚可的，他們的舉止即可被導引到真實社會倫理中眾所認可的行
為表現，潛移默化中自然將發展出高度自尊感。

四、 衛星理論
奧斯柏等人曾以衛星理論 (satellization theory) 解釋並分析青少年階段親子關係的
轉變與青少年追求自主的過程。依據其論點，青少年就像是一顆衛星(satellite) ，在具獨
立自主能力以前，皆環繞著父母親而行，個體依賴父母，並接受父母在其身上所盡的教
養責任。在青少年發展階段，親子間的衛星關係逐漸地被「脫離衛星化」 (desatel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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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代，不過通常「脫離衛星化」較不易立即達成，因為可能只是「重新衛星化」
(resatellization) ，即青少年將其對父母的依賴感，轉而投向師長、教練、同儕等其他重
要他人身上。
Ausubel 認為「脫離衛星化」的歷程是漸進的，並非與父母一刀兩斷，父母的鼓勵
與支持，能使青少年能配合年齡表現適度的自主 (黃德祥，2007)。當父母一方面認為子
女應該為自己做決定，另一方面又不免將自身的人生經歷與看法加諸於孩子身上，從中
產生的矛盾和衝突，反而能在透過親子協商的過程及選擇中，使子女學會建構自己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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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 (林慧芬，2001)。林惠雅 (1998)研究指出當父母愈認為孩子本身具有能力，或尊重
孩子意見及鼓勵其自我選擇、決定，子女就有較多機會表達、展現自己意見和能力，自
然自尊感就隨之提升。林慧姿、程景琳 (2006)研究顯示當子女感受到父母親的關愛，知
覺自己在家庭中是很重要的，和同伴間友誼信任及親密程度即能提高。所以，父母的教
養若是抱持著鼓勵與支持的態度並採取溫暖和接納的方式對待其子女，將會使青少年有
內在的自我價值感，並增強其自信與自尊心，且有助青少年「脫離衛星化」歷程的發展。

肆、 教養方式之相關研究
一、國內研究
教養行為對親子互動有著直接的影響，其影響滲透至親子互動、親子情感乃至子女
表現 (周玉慧、吳齊殷，2001)。吳明燁 (2001)分別就國一與國三的兩個階段追踪資料比
較發現，父母心理控制和行為控制兩種取向的管教方式，心理控制不僅無助於抑制青少
年子女的外顯問題，對其內在問題反有加劇作用及不利之影響。相關國內學者亦指出父
母管教態度可預測子女之自我概念，父母若採取嚴厲或忽視冷漠者，則青少年子女非理
性信念較多、且將降低其自我概念及自尊感 (孫碧蓮，2001；楊妙芬，1995)。楊佳雯 (1999)
研究以個體覺知之父母態度、個體自尊及負向言語經驗為主要測量變項，結果顯示只要
子女覺知父母對自己為接納或鼓勵獨立態度，其自尊感是不受父母的言語傷害所影響
的。歐陽儀、吳麗娟、林世華 (2006)、邱秀燕 (1999)研究指出青少年對父母的親子依附
TAO

連結較為安全、彼此間分化程度良好時或常聽到父母親正向言語，則對子女情緒有正向
影響，自己也會有較多的自信及自重感。
父母之教養型態及支持程度皆與子女發展有顯著相關，父母採取開明權威方式，其
子女有較佳的自尊表現，反之父母採忽視冷漠方式，子女行為表現最差，自尊感也較低
落 (王鍾和，1992；何詠俞，1992；黃雅文，1999)。姜逸群等人 (2000) 研究顯示父親教
養型態中，寛鬆放任型、開明權威比專制權威型、忽視冷漠型之學生，有較高的自尊得
分。徐佩君 (1999)研究指出，父母的管教方式採取開明權威、容許寛鬆程度越高，子女
對正向事件的解釋越傾向類化性與內在性。將使子女對正向事件的愉悅感維持更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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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於維持自尊感。另外，多位學者皆認為，母親對子女的反應越高，並且管教採開明
權威則較採忽視泠漠、專制權威的型式，子女在情緒、憂鬱、寂寞感和生活適應等方面
具有更多的正向表現 (陳冠中，1999；陳富美，2001；張高賓，2001；鍾筱萍，2003) 。
現實生活中，父母對獨立自主字面上的解釋，大多只有獨立的觀念，而沒有給予子
女自主的機會。林惠雅 (1999) 研究說明父母觀念中，獨立大多指的是經濟的能力和自
我生活的照顧能力。至於自我決定的權利或能力方面，則多數父母並非那麼積極地肯定
子女擁有這樣的權利和能力。然而，自主性的建立不是僅指在個人事務上，例如：「朋
友的選擇、衣著上的搭配」；更重要的是父母透過子女的主張，之間經過溝通協商的結
果，產生雙方都同意的個人選擇範圍 (林慧芬，2001) ，否則，一旦當子女感覺到在親
子關係愈不能有自己作主的權力，覺得受限、不能發揮時，則將有較高度的缺乏自我 (邱
秀燕，1999；蔡淑鈴、吳麗娟，2003) 。是以，好的親子關係建立在相處時有愉快的結
局，在孩子心目中，他們期望陪伴引導他們成長的是個朋友，而不只是個嚴師 (王鍾和，
1993)。父母關愛、接納的態度是較能夠促使子女善用採取正向、積極的處理策略，且能
有效提高子女自尊感 (吳麗娟，1998)。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原生家庭父母的教養態度，亦將在無形中影響著自己對子女
的教養態度 (黃瑞惠等，2002)，父母假使本身未具有良好的自我分化，其似乎也難以接
受或允許其子女有獨立自主的發展 (吳麗娟，1998)。越具有正向依附經驗的母親，其對
子女的教養方式也越正向 (龔美娟，1993)。范美珍 (1995) 研究父母所覺知的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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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越和諧、融洽者，其採用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可能性愈大，反觀，父母所覺知的原
生家庭氣氛越泠漠、疏離者，則採用忽視泠漠的管教方式。

二、國外研究
Anderson 與 Hughes (1989) 研究國小低年級的自尊與父母管教方式之相關，結果發
現彼此有相關存在。 Nielson 與 Metha (1994)以青少年為研究對象，發現父母的允許與
支持的管教態度，與青少年的自尊有關係存在。並且父母拒絕、冷酷、控制的態度，也
會造成子女自卑、焦慮、退縮、過分順從、無安全感、攻擊性強或反社會行為 (Pat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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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Guacci-Franco & Levitt (1998) 也指出家庭支持和友誼品質都與前青少年期兒童的
自尊有關。
綜觀以上文獻結果，歸納可知父母對子女反應越高、採行為控制、接納、鼓勵、開
明權威、寛鬆放任、開明權威、容許寛鬆及關愛等教養態度，對孩子來說，無論在抑制
外顯問題、理性信念、自我概念及自尊感、對正向事件的解釋傾向類化性與內在性等皆
趨近良好、正面的發展，且另方面亦能有效降低子女情緒不穩定、憂鬱失落及寂寞無助
感。

伍、 提高教養方式之有效策略
青少年是否能夠成功地克服自我認同的危機，成為一獨立自主的個體，很大的關鍵
在於青少年與其父母間的互動狀況良好與否。父母是子女的第一線老師，並且背負著對
子女的教養責任，目的在於使其發展一個完善並合時宜的人格。青少年與其父母間衝突
常不可免，親子間衝突只有靠良好的親子溝通才能化解或防止 。
根據文獻探討的研究方式，研究者擬針對教養方式有效策略，提出數點建議，以供
參考。

一、 給予子女適當的愛
根據 Adler 觀點，童年自卑情結產生有三類：經由器官的自卑、寵愛或棄置不顧。
是故父母對子女的生活起居或心靈的交流皆漠不關心或忽視，子女自然會產生愛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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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缺乏，而導致自尊心降低；此外，集萬般寵愛於其一身亦是不當的，因為被寵壞的
孩子未曾學習過對於自己的需求加以等待，當其於追求需求滿足過程中經歷挫折，將否
定自己而產生了自卑情結。
對待子女應給予合宜的愛，過與不及都會造成不良的後果，總是依順並對其任何要
求、欲望皆設法滿足，如此容易使得子女與人相處間不懂得謙讓、等待；一味採冷淡或
拒絕的態度，對於子女想要表達的任何想法和話語，馬上隨即回絕予以否定，亦使得子
女在人群中感受不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進而寂寞退縮。故，彼此間應常做溝通、意見的
交換，一同遵守訂定的協議，惟有取得雙方可以接納的程度，彼此間相處的才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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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女才是最好的教養態度。

二、 避免月暈效應
Horney 忠告說，孩子們能區辨父母是不是真心地愛他，而且他們不容易被虛假的
情感展示表現所欺騙。戴恩發現，吸引人的孩子違反宗教或道德規定時，大人認為比較
不嚴重，同樣的錯若是不吸引人的小孩所犯，則被認為較嚴重 (黃安邦編譯，1992) 。
父母很常有的現象，是較偏愛表現乖巧、功課上得到高分或外表長得較討喜的子
女，此時很容易會忽略了另一個也是應該備受呵護的靈魂，他們往往會用不好的行為，
試圖想要父母能分點注意力，在他們身上，若試驗幾次後，不得其果，此時往往會有較
負面的想法和觀念產生。是故，父母無論在子女外在表現的強弱及性別間差異都應給予
相同的教養態度，不要在兄弟姐妹中偏愛其中某一人或重男輕女等。對待子女的教養方
式有所偏頗，不僅破壞了親子間安全信任感的關係，子女的自尊感亦隨之下降。

三、 歸還子女自我獨立、思考的權利
父母對於孩子的人格塑造有著極大的影響力。透過他們對待孩子的方式，可能促成
或阻礙孩子的人格發展不同的結果。父母最易犯的錯誤就是將自己的人格強加在子女身
上，希望藉由子女來替自己未完成的目標圓夢。父母應秉持著每一個人皆為一獨立個體
的信念，對待子女亦然。所使用的教養方式，僅須扮演陪伴支持者或從旁指引的角色，
當子女的思想、行為獲得自主的空間，自尊心自然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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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一生終究是必須由他們自己去完成和經歷的，父母可以擅用智慧的技巧，分
析情勢的好與壞，釐清事情的脈絡給子女聽，最後處理事情的決定權還是交還給子女。
若是子女執意要走自己就看得到會是冤枉的路，也別急著阻止。此時試著等待，是最好
的辦法。沒有父母能時時刻刻守在子女身邊，跌倒、挫折是必經的一個過程。當子女自
己走一遭、嚐到後果後，他就能開始反思父母的用心良苦，下次再遇到必須做抉擇的時
候，就會主動和父母商量、徵詢意見。
子女的成長，除了培養獨立照顧自己的能力，別忘了也試著多給些讓他們有自主、
做決定的機會，當父母慢慢放開手中的線，孩子漸漸嚐到自主成功的快樂，如此，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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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正向、積極的人生觀。

四、

良好的傾聽、以及同理心

願意抽空撥出時間、心平氣和去聆聽子女的心聲，父母首先要拋去親子間關係應由
父母全權掌控的主觀意識。避免去駁斥子女欲表達的意見、要求其不得抗衡自己具有的
權力。應站在子女的角度看事件，試著想像、體會他們的困擾和煩惱，哪怕只是專注地
看著他們再搭配若有似地應聲，孩子也能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重視和在乎。有時其實孩
子只是想要吐吐苦水、發發牢騷而已，若在此時，父母反而義正言辭或長篇大論一番，
可是會嚇得孩子下次再也不敢分享心中的感受或想法，豈不是失去了接近、了解孩子心
聲的機會？
家庭獨特的結構在於家人彼此間能學習互相成長和發展雙方所需的關心和安全
感。親子間可藉由同理心技巧的實行，主動示出友善的心站在子女的角度考量子女的困
難點，而建立一和諧、信任的互動關係。孩子在此環境中成長，必然能發展一健全身心、
自尊感極高的個體。

陸、

結語

父母是子女最初學習和認同的對象，其教養的方式對子女無論是內在心理層面亦或
外在行為表現都有很大的影響力。是故，父母親宜透過各種學習管道，以建立正確的管
教態度及方法，並加強親子間的溝通，以利子女的社會興趣及人格的發展 (莊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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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父母的教養態度或方式是影響兒童人格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並且不同類型的父母
管教態度確實會對子女的人格發展及適應有不同的影響 (黃瑞惠等人，2002)。因此，父
母的教養方式除了能和子女常做溝通以達成共識，父母對子女的期盼和要求標準尤應衡
量子女的實際能力，如此，對子女成長歷程才足以發揮積極的增強作用，並持衡其自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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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research of effect between the parents’ upbringing and
the children’s self-respect
Li-Rong Chen

Aabstact
Family is not only a space that we first contact with people bu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we have. When we were born, parents give us ultimate concerns and cares. It is obvious that
fami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ses of children’s growth. The article is focusing on
the parents’ education, and how is it working 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aim, first, define the
meanings and connotations of parents’ education. Second, state the basic theory of parents’
education, retrace the relative questionnaires of the research. Last, focus on the way of
parents’ education then evaluate and analyze it. Submitting an effective upbringing way in
order to give the reference of upbringing.

Keyword：upbringing、self-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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