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之相關研究 

 102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結論，並依據研究結果

提出建議，以作為家庭親職教育、學校兩性教育及日後研究者的參考。

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第三節、研究限

制。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青少年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

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之間的關係，以提供家庭親職教育與學校兩性教

育之參考。依據本研究結果，茲將主要發現整理歸納如下：  

 

一、 樣本描述  

（一） 雙親家庭與單親家庭比約為9： 1。  

（二） 約有四成的青少年有戀愛經驗。 

（三） 父母教育程度以大學、學院、專科學校所佔比例最高，佔

43.80%。其次為高中（職），佔 35.40%。  

（四） 父母職業狀況半專業性工作所佔比例較高，佔 33.40%。其次

為技術性與半技術性工作，佔 21.00%與 20.60%。  

（五） 整體而言，父母社經地位指數略高。 

 

二、 青少年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之現

況  

（一）父親與母親之父母管教方式與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一致性高  

      本研究發現父親與母親在父母管教方式與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

各面向相關性高，表示父親與母親間對子女的管教與溝通呈現一致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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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管教方式反應與要求程度均偏高  

本研究發現父母管教方式之「反應」與「要求」得分均高於理

論中點。表示青少年父母管教方式的反應與要求程度皆高，但反應

得分只稍高於理論中點，而要求得分高於理論中點較多。表示父母

對子女生活作息或行為表現雖然呈現有支持與鼓勵，但呈現更高的

規定與限制。  

 

（三）親子間對異性交往之溝通少、干涉多  

本研究發現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之「親子婚姻 /性溝通」與「子

女告知」得分低於理論中點，而「父母干涉」得分高於理論中點。

表示父母很少與青少年溝通、討論婚姻及性知識的相關話題。此外，

青少年也不太主動告知父母其異性交友的情形。但父母卻時常會干

涉其異性交往的情形。顯示父母對此時期青少年的異性交往多採限

制的作法，而親子間對此話題的互動、溝通情形也不佳。  

 

（四）異性交往態度趨向兩性平等、對婚前性行為持保守態度且對外

表不太重視  

本研究發現異性交往態度之「交往態度」、「對婚前性行為的看

法」、「對外表的看法」與「期待異性的表現」四面向得分均高於理

論中點。表示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度與期待男女朋

友表現的態度均趨向兩性平等。且青少年對於婚前性行為的態度趨

向保守。此外，異性交往時，青少年對外表並不是很重視。  

 

 

三、 父母管教方式分析  

（一）父母管教方式不因子女性別、不同家庭結構、父母不同教育程

度與父母不同職業狀況而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雖然父母不同教育程度與不同職業狀況其父母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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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沒有顯著差異。不過從平均數來看發現除了反應在父母教育（國

小、國中）與職業（無技術性、技術性）兩個分欄外，其餘得分均

高於理論中點。表示父母教育程度為國小與國中，職業狀況為無技

術性與技術性者，其對子女的日常作息呈現較少的鼓勵與支持。  

 

（二）父母管教方式部分會因不同戀愛經驗與父母社經地位而有顯著

差異或相關  

本研究發現不同戀愛次數其父母管教方式之「反應」面向有顯

著差異。發現父母對戀愛兩次比戀愛一次的子女，對其生活作息或

行為表現會呈現較多的支持與鼓勵。  

此外，研究發現父母社經地位與父母管教方式之「反應」面向

有顯著相關。即父母社經地位愈高者對子女生活作息或行為表現會

呈現較多的支持與鼓勵。  

因此，父母管教方式部分會因不同戀愛經驗與父母社經地位而

有顯著差異或相關。  

 

 

四、 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分析  

（一）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不因不同家庭結構、父母不同職業狀況與

父母社經地位而有顯著差異或相關  

本研究發現雖然不同家庭結構、父母不同職業狀況與父母社經

地位其父母管教方式沒有顯著差異或相關。不過從平均數來看發現

家庭結構與父母職業得分在親子婚姻 /性溝通與子女告知面向均低

於理論中點，而在父母干涉皆高於理論中點。表示父母對子女異性

交往溝通少、干涉多。也發現職業狀況愈趨向專業之父母其子女告

知愈多、對子女之干涉也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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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部分會因子女性別、不同戀愛經驗與父母

不同教育程度而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子女不同性別其「親子婚姻 /性溝通」與「父母干涉」

有顯著差異。父母對男生異性交往的干涉情形顯著高於女生。且父

母與女兒溝通、討論婚姻及性知識等相關議題的頻率顯著高於男生。 

研究亦發現有無戀愛經驗其「父母干涉」與「子女告知」有顯

著差異。父母對無戀愛經驗的青少年異性交往干涉情形顯著高於有

戀愛經驗的青少年。此外，無戀愛經驗的青少年主動告知父母親其

異性交友的情形顯著高於有戀愛經驗的青少年。而不同戀愛次數在

「父母干涉」有顯著差異。父母親對戀愛一次比戀愛兩次的子女在

異性交往情形上有較多的干涉。  

此外，研究發現父母不同教育程度其「父母干涉」有顯著差異。

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的青少年知覺父母對其異性交往的干涉情形較

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與大學、學院、專科的為少。因此，異性交往

之親子溝通部分會因子女性別、不同戀愛經驗與父母不同教育程度

而有顯著差異。  

 

 

五、 異性交往態度分析  

（一）異性交往態度不因不同家庭結構與父母不同教育程度而有顯著

差異  

本研究發現雖然不同家庭結構與父母不同教育程度其父母管教

方式沒有顯著差異。不過從平均數來看發現除對外表的看法其父母

教育程度為國小此分欄得分低於理論中點外，其餘各面向得分均高

於理論中點。表示父母的教育程度是國小時，其子女會傾向於較注

重外表。而父母教育為研究所以上與國小時，子女對性行為態度較

其它來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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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異性交往態度部分會因子女性別、不同戀愛經驗、父母不同職

業狀況與父母社經地位而有顯著差異或相關  

本研究發現子女性別與不同戀愛經驗其「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有顯著差異。研究發現女生、無戀愛經驗的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

的看法」愈持保守的態度。  

父母不同職業狀況其「交往態度」有顯著差異。父母職業為專

業性工作比父母職業為技術性工作之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

表現的態度更趨向兩性平等。  

父母社經地位與「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有顯著相關。即父母

社經地位愈低的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愈持保守的態度。 

因此，異性交往態度部分會因子女性別、不同戀愛經驗、父母

不同職業狀況與父母社經地位而有顯著差異或相關。  

 

 

六、 青少年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之相

關  

（一） 父母管教方式與部分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發現反應與交往態度呈顯著相關。意即父母反應愈多之

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度愈趨向兩性平等。  

要求與交往態度、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期待異性的表現呈顯著

相關。意即父母要求愈多之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

度愈趨向兩性平等，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亦愈保守，但期待男女朋

友所表現的態度會愈趨向兩性不平等。  

因此，父母管教方式與部分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相關。  

 

（二） 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部分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相   

關  

本研究發現親子婚姻 /性溝通與交往態度、婚前性行為的看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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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相關。意即親子間對於婚姻及性知識的互動、溝通情形愈頻繁

之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度會愈趨向兩性平等、對

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也愈持保守的態度。  

父母干涉與期待異性的表現、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呈顯著相

關。即父母對其異性交往的干涉情形會愈嚴重之青少年，異性交往

時期待男女朋友所表現的態度會愈趨向兩性平等，子女對婚前性行

為的看法亦會愈持開放的態度。  

子女告知與交往態度、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呈顯著相關。意即

愈會主動告知父母其異性交友的情形之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

所表現的態度愈趨向兩性平等、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亦愈持保守的

態度。  

因此，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部分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

相關。  

 

 

七、 青少年的個人因素、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對異性

交往態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個人因素、父母管教方式與異性交往之親

子溝通對部分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解釋力。  

青少年的個人因素、父母管教方式與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各變

項對異性交往態度之「交往態度」與「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有顯

著解釋力，以對婚前性行為解釋力最高。性別、戀愛經驗、父母干

涉在「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此面向上達顯著水準，對一個異性交

往態度面向有解釋力。  

要求在「交往態度」此面向上達顯著水準，對一個異性交往態

度面向有解釋力。  

因此，青少年的個人因素、父母管教方式與異性交往之親子溝

通對部分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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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的發現與討論，提出幾點建議，期能對家庭親職教

育、學校兩性教育及日後研究者有所助益。  

 

一、對家庭親職教育的建議  

（一） 父母應多鼓勵、關懷子女  

本研究發現，父母管教要求與反應兩面向雖皆高於理論中點，

反應只稍高於理論中點，而要求卻高於理論中點許多。可知父母對

子女生活作息或行為表現雖然呈現有支持與鼓勵，但卻呈現更高的

規定與限制。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父母反應愈多之青少年，異性交往過程中

所表現的態度較趨向兩性平等。而父母對子女要求愈多者，子女異

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度愈趨向兩性平等，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亦愈保守，但期待男女朋友所表現的態度會愈趨向兩性不平等。  

總上可知父母對子女適度的要求與反應是需要的，會使青少年

有較兩性平等的態度，對婚前性行為的態度也較不放縱，但也發現

要求多時，子女期待男女朋友所表現的態度會愈趨向兩性不平等。

因此，建議父母應該要適度的關懷與鼓勵孩子。  

 

（二） 父母應敞開心胸，正視子女異性交往的問題  

根據本研究發現，約有四成的高中生有異性交往經驗。此與多

數研究相同，皆指出有異性交往經驗的學生不在少數（李怡玲，民

91；沈欣怡，民 91；洪賢明、彭仁雄，民 81；陳怡文、柯澍馨，民

92；秦玉梅，民 74）。  

但由本研究發現父母對子女在求學階段的異性交往仍是持限

制、干涉的態度。因此父母不宜一昧採取限制的方式，應敞開心胸，

正式子女異性交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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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母應多花時間與子女溝通有關婚姻、性的相關議題，有助於

子女建立正確的異性交往觀念  

根據本研究發現，父母很少與子女溝通討論有關異性交往的話

題，子女也很少主動告知父母其異性交往的情形。可知國人對於親

子間婚姻、性、親密的表達還是處於羞於啟齒的窘境，但亦有可能

是父母對此話題並不是非常瞭解，因而無法與子女溝通討論。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親子間異性交往話題互動、溝通情形愈少

之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度會愈趨向兩性不平等、

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也會愈持開放的態度。而父母對子女異性交往

的干涉與限制愈多，則子女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會愈開放。  

可知，親子間對異性交往話題的溝通與干涉均會影響青少年對

婚前性行為的態度。親子間溝通少、干涉多則子女對婚前性行為會

有較放縱的看法。而本研究發現目前青少年與父母間之親子溝通現

況為溝通少、干涉多。雖然本研究發現整體而言青少年對婚前性行

為的態度偏向保守，但得分卻僅略高於理論中點。故父母對此現況

需多加以正視。  

綜上可知，父母對子女異性交往持反對的態度，但子女確有試

探的需求，親子之間對此話題的溝通又不多，在此供需不平衡的狀

況下，青少年可能會從不同管道獲取訊息與幫助，如此更容易建立

不正確的觀念。  

因此父母應該正視此問題，不可一昧採取限制的作法，應多花

時間與子女溝通，亦可參加演講、座談或閱讀相關書籍來加強自己

這方面相關的訊息，以建立青少年正確的異性交往觀念。  

 

 

 

二、對學校兩性教育的建議  

（一）加強舉辦親職兩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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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父母與女兒溝通討論異性交往話題的頻率高於男

生，且父母對男生的干涉情形比女生多。可知父母對子女異性交往

溝通與干涉情形並不一致。  

因此，建議學校應多舉辦親職兩性主題的演講（如兩性平等、

異性交往）、親子座談、家庭溝通等活動，多宣導父母對子女的管教、

溝通應趨向一致。在開設的課程中也應多鼓勵青少年，若有疑問應

與父母討論，藉此以宣導正向積極的觀念。  

 

（二）開設有關兩性關係的課程，協助學生瞭解異性交往的正確態度

與相處之道，以建立健康的兩性交往模式  

本研究發現，異性交往態度中對外表的看法只稍高於理論中

點。可知在異性交往過程中，雖然青少年對外表並不是太重視，但

也顯示出外表對他們而言仍佔有很大的份量，因此學校應教導學生

除了要培養良好的儀態外，人格與內涵才是更重要的參考指標。  

此外，本研究發現異性交往態度中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亦只稍

高於理論中點。而男生對婚前性行為的態度顯著較女生開放，有戀

愛經驗的比無戀愛經驗的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的態度更開放。可知

男女生、有無戀愛經驗的青少年對異性交往的態度並不一致。雖然

整體而言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還是持較保守的態度，但得分卻只稍

高理論中點，可知婚前性行為對年輕人而言並非是不可接受的事

情，因此學校應妥善引導學生，以免學生有過度放縱的性行為。  

雖然目前大部分的學校對學生在求學階段的異性交往仍持不贊

成的態度，但本研究發現有四成青少年有戀愛經驗，且有異性交往

經驗的青少年中有近六成的青少年有分手經驗。可知，青少年有戀

愛經驗的比例高，而有分手經驗的比例也不低。故學校應正視與瞭

解兩性相處的狀況。因此，學校應多開設有關兩性關係課程，如如

何與異性相處、交往、分手藝術、兩性教育等；以協助學生能建立

正確而健康的兩性交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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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營造兩性平等的學習空間  

本研究發現，異性交往態度中期待異性的表現得分高於理論中

點，即青少年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期待異性的表現趨向兩性平等。

表示在異性交往中，現在的年輕人並不一定期待男生在工作、學業

與事業的成就上一定要比女生好，女生也不一定要比男生細心、體

貼。但其得分並非趨於極端值，而只稍高於理論中點，表示還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  

學校中的人、事、物所傳達出的性別角色符號均會在無形之中

影響青少年，進而表現其未來與異性的互動上。因此學校應營造兩

性平等的學習環境，以達到有效的境教功能。  

 

 

三、對未來研究進一步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限於研究者時間、人力，僅以台北市公私立高中一、二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高三、高職及五專學生。將來在推

論時，僅限於台北市地區，而且無法推論涵蓋此時期的全部學生。

未來建議可作全台北、中、南、東四區的比較探討。且未來的研究

可以擴大至大學生，乃至於國中生，做跨年級差異的比較。  

此外，因本研究所調查的樣本中繼親與其他家庭型態樣本數過

少，故本研究僅以雙親與單親家庭的高中生為樣本，未來可將範圍

擴大至不同家庭型態的子女為研究樣本。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異性交往態度量表」為研究者自編之量表，其中有

些題目因素負荷量過低，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尚有許多修正的空

間，如增加或修正題目的內涵與多樣性，以增加信、效度，使量表

更趨於完整。  



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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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為顧及樣本施測及問卷回收之有效性，以研究者

本身之人脈關係進行非隨機取樣方式進行學校抽測與問卷發放，並

未達真正常態分配，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採隨機取樣方式，使樣本更

能代表母群。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在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

性交往態度之間的關係，但研究者以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各面向

對異性交往態度之解釋力並不高。可知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

親子溝通只是影響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其中一小部分，還有其他更

重要之影響因素還未發現。  

因此，未來研究可針對家庭方面的其他因素，如父母婚姻衝突、

親子依附關係等，及其他學校社會方面，如同儕關係、網路的使用、

媒體影響等與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的關係，如此更能瞭解影響青少

年異性交往的因素。  

在個人變項上本研究僅取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驗、父母社

經地位來探討，未來可加入人格變項、年級、學校類別等來多方探

討其間的關連性。  

另外，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概念複雜而多元，其牽涉之變項類

目甚多。本研究僅取交往過程中男女應有的態度、對外表的看法、

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與對異性朋友的期待四部份為範疇，未來可擴

大異性交往態度的類別，如對婚姻之態度、衝突的處理等，如此能

對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有更全盤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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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過程，因受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等因素，呈現之研究限

制如下：  

 

一、研究對象限制  

本研究僅以台北市公私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未

包含高三、高職及五專學生。將來在推論時，僅限於台北市地區，而

且無法推論涵蓋此時期的全部學生。  

 

二、抽樣方法限制  

本研究為顧及樣本施測及問卷回收之有效性，以研究者本身之人

脈關係進行非隨機取樣方式進行學校抽測與問卷發放，而非隨機取樣。 

 

三、變項限制  

影響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的變項可能很多，如家庭因素、人格特

質、學校、社會等。在解釋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方面，本研究僅取個

人因素（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驗、父母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方式、

與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為研究的自變項，其他可能變項則未加以探討。 

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複雜而多元，其牽涉之變項類目甚多。本研究僅

取交往過程中男女應有的態度、對外表的看法、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與對異性朋友的期待四部份為範疇，其他可能的變項，如對婚姻之態

度則未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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