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日期：2003/10/12   Page 1 of 9 
資料來源：兒童福利聯盟網站( www.children.org.tw ) 
版權所有，非經書面同意不得隨意轉載或作其他利用!! 

兒童心理資本投資調查 

壹、緣起 

    在這講求競爭力的社會，人們常常被生活壓的喘不過氣來，幾乎每個人都會抱怨自

己的壓力大、煩惱多、不適應等種種問題，就連孩子慢慢的，我們也發現他們有同樣的

抱怨出現，據兒童福利聯盟於 2002年發佈的「台灣都會地區兒童煩惱指數調查報告」

中指出，高達88.1%的受訪學童表示曾有煩惱，打破我們傳統觀念中「孩子是沒煩惱的」

的看法。大人的問題自己會尋找抒發及解決的管道，但孩子呢？在向大人抱怨的同時就

被大人一句「想這麼多」給阻擋下來，造成孩子壓力及煩惱的累積，導致孩子的心理越

來越不健康，因而有許多悲劇及問題學生的產生。 

兒盟一直致力於關心兒童、了解兒童的角色上努力，每年進行的基本兒童生活狀況

調查也均是為在了解兒童，以便能及時對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從實務工作中我們發

現，孩子的需求似乎不是每個為人父母的我們都知道的，有鑑於此我們希望能對一般大

人的觀念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對於現在孩子的看法如何、覺得孩子壓力大不大、心靈是

不是有被照顧到及是否願意對於孩子的心理投注夠多的資本等等方面，大人的認識是不

是正確的，因為唯有為人父母的我們，對於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所重視並且實際行動，才

能真正對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所幫助。所以此次調查的目的，就在於為求了解大人對於孩

子心理健康了解情形及對於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視程度，並且呼籲父母要更重視孩子的心

理健康，不要等到事情嚴重了、發生了才徒增遺憾。 

本次的調查是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民國92年8月18-22日進行的電話調查，

共計訪問734位台灣地區20歲以上成人，有效問卷數為659份，在95%的信心水準下，

抽樣誤差為正負3.9個百分點，抽樣方法採用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人員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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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 

一、成人感受到現在孩子的問題 

─ 壓力大、煩惱多  沒有解決困難的能力  生活適應能力差 — 

— 期待孩子能擁有好人際關係以及情緒管理能力 — 

（一）近六成（57.8％）的成人覺得小孩子有煩惱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現在大部分的孩子在生活中需面臨許多的問題

及考驗，因而容易有較多的煩惱（57.8%）。從電話調查結果中我們發現，傳統觀念中所

認為的「孩子是沒有煩惱的」正慢慢被顛覆中，越來越多的大人意識到我們眼中的小朋

友正被生活中的許多事情所煩惱著。但仍有近三成五（34.3%）的成人忽略孩子也是會

有煩惱的問題。 

表1、有人說「小孩子是沒有煩惱的」。請問你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 

同意  34.30% 

不同意    57.80% 

不清楚/無意見 7.90% 

Base:659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二）近八成（79.8％）的成人認為現在的孩子壓力比過去大 

高達79.80%的成人同意「現在的孩子壓力比以前的孩子大」這句話，受訪者認為，

現在的孩子壓力比以前的孩子大原因不外乎，課業、升學、外界誘惑等等的壓力，受訪

者中表示「不同意」及「不清楚/無意見」的人佔約兩成(20.2%)，顯示目前多數成人均

感受到現在的孩子生活壓力比較大。 

表2、有人說「現在的孩子壓力比以前的孩子大」。請問你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 

同意  79.80% 

不同意    13.70% 

不清楚/無意見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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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659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另外，根據兒福聯盟於2002年所發佈的「台灣都會地區兒童煩惱指數調查報告」，

我們發現，除了課業之外孩子還是有許多的煩惱及擔憂，包括健康、與同儕的相處及與

家人的互動等等，都是現在小孩所非常關心的事情，也因此造成孩子煩惱多多的原因，

所以對於這部分就是我們大人需要努力的地方，課業不是孩子的唯一，他們關心自己的

身體、希望父母的關心及與同儕的交往，這些部分處理不好，將造成孩子的煩惱及壓力，

以致於影響課業的表現，這是我們身為大人及父母應該要正視的問題。 

 

（三）七成五（75.3%）的成人覺得現在的孩子較不能面對困難、解決問題 

訪問中詢問受訪者對於「現在的孩子和過去比起來較不能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的

看法，有 75.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覺得現在的孩子較不能面對困難、解決問題，從這

樣的結果顯示，多數的成人認同現在的孩子是受不了挫折、抗壓性差的草莓族。 

表3、有人說「現在的孩子和過去比起來較不能面對困難、解決問題」。請問你同意這 

樣的看法？ 

同意  75.30% 

不同意    15.20% 

不清楚/無意見 9.60% 

Base:659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四）過半的成人（55.7％）認為現在的孩子生活適應能力較過去差 

有 55.7%的受訪者表示現在的孩子在生活適應方面的能力較差，覺得生活適應方面

能力比過去孩子較好僅三成(30.0%)。從訪問中發現覺得較差的受訪者表示，現在的孩

子較我行我素、特立獨行及不合群等等，所以較不會及沒有能力去適應社會；覺得現在

孩子生活適應能力較好的受訪者，一般都認為現在的孩子比較會變通，所以在生活適應

能力上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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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現在的孩子在生活適應方面的能力和過去的孩子比起來是較好還是較差？ 

較好 30.00% 

較差 55.70% 

不清楚/無意見  14.30% 

Base:659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五）超過九成（94.7％）的成人覺得孩子的EQ很重要 

    有關情緒管理能力方面，接近九成五的受訪者表示孩子擁有自我的情緒管理能力是

很重要的，覺得不重要的只有少少的1.4%，結果顯示成人均認為孩子擁有良好的情緒管

理能力對於他是好的、重要的。顯見國人認為情緒管理已是現代人必備的能力。 

表5、你覺得小孩子自我的情緒管理能力重不重要？ 

重要 94.70% 

不重要  1.40% 

不清楚/無意見  3.90% 

Base:659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六）九成（90.3％）成人覺得孩子的人際關係對未來人生很重要 

從表6的結果中我們發現，高達9成以上的成人覺得，孩子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對

於他們的未來是有幫助的，覺得沒有幫助的只有3.2%，顯示大部分的成人都認為，孩子

擁有良好人際關係是奠定他們未來人生的基礎。 

表6、你覺得小朋友擁有良好人際關係對於他們未來人生是否有幫助？ 

有幫助 90.30% 

沒幫助 3.20% 

不清楚/無意見  6.50% 

Base:658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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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進一步將孩子自我的情緒管理能力，與擁有良好人際關係對於他們未來人生

是否有幫助做交叉分析發現，86.47%的受訪者表示孩子情緒管理能力很重要，且擁有良

好人際關係對於他們未來是有幫助的，其他部分的百分比均不到 10%；可以更加突顯出

小孩子自我的情緒管理能力與擁有良好人際關係對於他們未來人生的重要性。  

表7、情緒管理能力重不重要vs擁有良好人際關係是否有幫助 

自我的情緒管理能力重不重要 

擁有良好人際關係是否有幫助 
重要 不重要 

不清楚/ 

無意見 

有幫助 86.47% 0.91% 2.89% 

沒幫助 2.58% 0.30% 0.30% 

不清楚/無意見 5.62% 0.15% 0.76% 

Base:658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二、一般成人不知道增進孩子心理健康的管道 

（一）九成以上成人對於如何增進孩子心理健康不甚了解 

    兒童成長團體是可以協助增進心理健康管道之一。在本次調查結果中發現成人中不

到一成（9.10%）的受訪者表示知道什麼是兒童成長團體，其餘的九成受訪者則表示完

全不知道什麼是兒童成長團體，甚至還有受訪者表示完全沒有聽過兒童成長團體這個名

詞。 

表8、請問您是否知道什麼是兒童成長團體？ 

是 9.10% 

否 90.90% 

Base:658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二） 六成以上（65.2%）的受訪者認為「自我成長團體」是最有價值的投資 

經過訪員向受訪者解釋兒童成長團體定義後（兒童成長團體的目的在於促進兒童社

會適應及心理健康），訪員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對於學才藝、課業補習及參加兒童成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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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哪一項對於孩子是最有價值的投資之看法，有 65.2%的受訪者認為讓孩子參加自我

成長團體是最有價值的投資，更勝於學才藝或課業補習，其次有價值的是學習才藝，最

後才是課業補習。 

我們由此可發現成人對於如何增強孩子心理健康的方法似乎不甚了解，這可能與對

兒童心理健康觀念的不認識及兒童成長團體的不普及有關，而成人經由了解、認識後我

們也很清楚的發現，成人會選擇讓孩子參加兒童自我成長團體以增加其心理健康的資

本，而不是一般我們所認知的課業補習及學才藝方面。顯示目前國內對於有助益於兒童

心理資本累積的成長團體尚未普遍為國人熟悉，但兒童成長團體的觀念與目的是普遍能

被國人所認同與接受，目前最欠缺的便有賴媒體廣為宣導。 

表9、你覺得下面哪方面的投資對於小朋友是最有價值的？ 

 首先 其次 最後 

學才藝(音樂、美術等) 18.50% 56.40% 24.20% 

課業補習 16.30% 23.90% 59.40% 

參加自我成長團體 65.20% 19.70% 16.50% 

Base:首次、其次、最後受訪者依次為 600、569、571位全省20歲以上之成人 

 

參、結論、呼籲與建議 

（一）結論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成人普遍認為，現在的孩子的壓力大、煩惱多與解決問題能力

不足。現在的孩子普遍被大人視為草莓族（指的是一碰即爛、受不了挫折、抗壓性、合

群性、主動性、積極性均較差的人），目前成人普遍認為現在孩子，由於從小就生活在

一個不愁吃、穿的時代，生活中所有大小事均有父母的照料，以致於在遇到挫折時容易

退縮、不敢面對，也比較不能吃苦。 

而在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變差同時，可歸咎其因是由大環境造成孩子草莓化現象的

出現，相對我們成人就需要提供給孩子更多增強抗壓性、解決問題能力的能量，以提高

孩子心理健康的資本，而不是一味指責他們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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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中也發現，成人普遍認為情緒管理能力、生活適應與人際關係是對孩子來說是

很重要的。而可惜的是成人普遍不清楚如何做可以提供孩子心理資本，因應環境變遷帶

來挑戰。兒童成長團體可以提供孩子心理資本累積，培養情緒管理能力與改善孩子的人

際關係。調查結果中發現國人如果能明白兒童成長團體的目的，將會高度認同也願意投

資兒童心理資本，可惜相關觀念與資訊仍不夠普及廣為大眾所知，目前仍有待倡導與推

廣。 

 

（二）兒盟的呼籲 

1. 正視孩子的煩惱及壓力 

許多的調查報告均顯示：現在的孩子壓力大、煩惱多，但似乎還是有部分的成人不

認同這樣的看法，特別是孩子煩惱多這個部分，仍還是有近三成五的成人覺得孩子是沒

有煩惱的，當孩子的煩惱及問題不被關心及了解，他們往往會選擇把問題、煩惱留在心

底，長期的累積、不發洩，孩子心靈上的傷口將會越來越大，如此可能對孩子日後的成

長造成扭曲的影響。 

2. 傾聽孩子心底的聲音 

對於孩子不只要正視他們的煩惱及壓力，並且要仔細傾聽他們心底的聲音，傾聽是

關心的第一步，唯有真正的去聽到他們心底的聲音，才能真正了解他們的需求及問題，

可喜的是調查中發現，現在許多的成人都會尊重及傾聽孩子的意見及聲音，希望每個成

人在學習做父母的同時，不只是關心孩子的課業及前途，更要了解到孩子的心靈健康是

未來人生一切的基礎。 

3. 協助孩子增加心靈能量，累積心理資本 

調查中發現，一般成人均認為現在孩子在解決問題、挫折容忍力及生活適應方面的

能力較差，對於需面對未來高度競爭力社會的孩子們，這又是他們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因此，為了使孩子在面臨生活中的變動或壓力的時候，不會因為適應不良而產生情緒或

行為問題，就必須協助孩子增加心靈的能量，使他們在面對問題時能毫不畏懼、接受失

敗但卻不向他低頭，才能使孩子在未來能更適應社會、並且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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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進家長對孩子心靈照護資源之認識 

我們發現縱然有許多父母覺得，增加孩子的心靈能量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們對於如

何增進孩子心理健康的方法似乎不甚了解，而兒童成長團體的目的就是在促進孩子的社

會適應及心理健康，從最初級的預防問題發生，到補足孩子心靈能量及最後的重建受創

兒童心靈，均是在使孩子的心靈發展能更圓滿、更健全。因此，唯有對於兒童心靈照護

資源更多的了解、宣導及參與，才能讓每個孩子獲得心靈被照顧的機會。 

 

（三）兒盟的建議 

以下是我們提供給家長們瞭解孩子的心理狀況、增進孩子的心理資本的具體建議，

我們分為家長自我照顧和具體的親職行動建議。 

 

1. 家長自我照顧 

（1）覺察－體察當下的心情、及身體反應(如：心跳加快、肌肉緊繃等)。 

（2）確認－確認心理反應的來源。 

（3）調整－調整面對兒童的心情、態度、想法。 

（4）放鬆－放輕鬆，能夠理性地去面對孩子，並執行親職管教技巧。 

（5）找諮詢－適時尋求親友或專家的支持與協助。 

 

2. 幫助孩子增加心理資本的親職態度 

（1）做孩子的安全堡壘—提供「持續」跟「穩定」的關愛 

安全堡壘是帶領孩子朝成長之路的必要基礎。提供安全、信任、關懷及撫慰的親

子關係，這樣的親職態度與關係必須要能夠「持續」跟「穩定」，安全堡壘的形象

才能夠深植在孩子心中。如果家長對待孩子的態度不一致或不持續(如：忽冷忽熱、

一下子溫暖包容一下子苛刻嚴厲)，孩子可能會覺得很困惑，而對親子關係和安全

堡壘有扭曲的認知。 

（2）接納孩子的情緒 

提供安全、允許的氣氛，接納孩子在情緒層面上的感受，而非壓抑或批評孩子的

感受，讓孩子知道情緒是可以被了解被安慰的。接納孩子的情緒可以讓孩子學會

如何去體驗情緒、釋放情緒，特別教導孩子處理負向情緒(如生氣、悲傷、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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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而不需要對負向情緒有罪惡感。 

（3）聆聽孩子的想法 

對孩子的想法、解釋與抱怨，最好是先靜靜地聽，給足夠的時間讓孩子表達發生

了什麼事，為什麼會這麼想，也給自己足夠的時間聽懂孩子想講的事(或聽出弦外

之音)，切勿急著做評斷或指責，才能鼓勵孩子真實的表達，也讓孩子知道自己的

想法是被尊重的。 

（4）陪伴孩子的失敗經驗 

當孩子碰到失敗的時候，家長也必須接納孩子挫敗的經驗，教導孩子如何和生活

中的失敗與挫折共處，陪伴孩子面對失敗的過程，給予情緒支持，而非數落或斥

責，如此才能鼓勵孩子從失敗中再成長。 

（5）引導孩子的思考 

引發孩子的思考及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拓展孩子思考事情的多元角度，如此可協

助孩子找出處理事情的各種可能性。家長避免急著用下指令或給答案的方式幫孩

子解決問題，可以用引導或提醒的方式帶著孩子去思考及分析自己的處境，鼓勵

孩子用正向思考的方式來看待及解決事情。 

（6）相信孩子的能力 

每個孩子都有問題解決的能力，孩子唯有在被信任、被引導、被鼓勵的氣氛下，

才會看重自己的價值與能力，才會有願意嘗試及追求成長的動機。家長一定要提

醒自己，避免凡事都要馬上接手幫孩子處理，允許孩子有犯錯的機會。當家長願

意相信孩子的能力時，孩子才會知道自己的潛力無窮，才會引發更多的自信與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