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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今社會夫妻在養育兒女時，面臨許多生活上的轉變與挑戰，如何良好

適應是「為人父母」之重要議題，而華人家庭中，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支

持，為主要且重要的支持來源。本研究旨在了解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

支持之情況，探討夫妻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並檢驗代間支持在婚姻

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調節機制。 

本研究運用 2011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台灣社會變遷 

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二次「家庭組」調查資料，選取「已婚有偶、至少育

有一名 15 歲（含）以下子女，以及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都至少有一位存活

者」為樣本，共計 322 人。以多項式邏輯斯階層回歸分析探討婚姻衝突、代

間支持、親職感受三者之關連，進一步以交互作用檢視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

與親職感受間的調節機制。 

研究發現：對女性而言，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有直接影響，但不存在調 

節效果。其中獲得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越多、自己父母的金錢支持越少，與

較低的親職負向感受有關。而對男性來說，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之關係受代

間支持影響，配偶父母之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存在調節效果。當婚

姻衝突較高時，獲得配偶父母較多金錢支持，親職負向感受較少；而代間勞

務支持僅能降低部分親職負向感受。但自己父母之代間支持則無調節作用。 

 

 

 

關鍵字：代間支持、婚姻衝突、親職感受、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hanges and challenges when parents rearing their children.  

How to get support for better ada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s, 

especially for “being a parents”. In Chinese society, intergeneration support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marital conflicts, parental 

percep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examine marital conflicts and 

parental perception. It is also to test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data come from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2011,Round 6, Year 2),  

the sample comprised 322 Taiwanese who are married and rearing at least one 

fifteen years old or younger children. To discuss the intergeneration support, at 

least one of each their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should be alive. Hierarchy 

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is used in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marital 

conflicts and parental perception.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moderated by marital conflicts and parental 

percep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or female member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s 

impact on the parental perception but no moderated effect. Th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parents-in-low or the less financial support from parents are related 

with lower negative parental perception. For male member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parents-in-low has moderate impact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s and 

parental perception. When marital conflicts increasing, mor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parents-in-law would reduce the parental negative perception. However, the 

domestic assistance from parents-in-law just reduces some part of parental 

negative perception. Also, there is no moderated effect from parents’ support. 

 

keyword：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Marital Conflict；Parental Perceptio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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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對現今社會的家庭而言，「為人父母」可能使得夫妻面臨角色轉變等問 

題 (Fuller & Fincham, 1994)。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發現：

父母認為教養六歲以下孩童最大的教養困擾，第一為「沒有時間照顧」，其

次是「經濟負擔太重」，再次為「精神與體力負荷太重」；內政部 2014 年國

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報告中指出，83.4%的國民對未來生活的憂心，最主要

為「子女教養與求學問題」，顯示：養育子女的照顧與教養責任沉重。然而

家庭中的成員是相互影響的，許多研究探討夫妻婚姻關係與親職的關連性，

如：婚姻品質與親職壓力的相關 (Lavee, Sharlin & Katz, 1996)，以及婚姻衝

突對子女身心健康適應和問題行為之影響 (Howes & Markman, 1989；Davies 

& Cummings, 1994；Katz & Gottman, 1996；Zimet & Jacob, 2001)。尤其重要

的是：養育兒女產生新的生活挑戰與責任，改變了夫妻關係，增加更多衝突，

降低了對婚姻或生活的滿意度（Belsky & Pensky , 1988；Belsky & 

ovine,1990；Gottman & Notarius, 2002；沈瓊桃、陳姿瓊，2004），成為夫妻

不願生養子女的原因（王松玲，2011）。夫妻衝突的產生，是否影響擔任親

職的感受？夫妻爭吵是否讓「為人父母」變成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當婚姻衝突引發「為人父母」的負面感受，夫妻可能會因身、心狀況受 

到威脅而尋求支援，以減緩負向的心理狀態，支持系統和身心適應存在相

關，在人們面臨壓力或生活危機時，扮演一個緩衝的角色，減少壓力產生或

提供問題解決，降低對心理健康影響（邱文彬，2001；黃俐婷，2004）。在

華人社會中，家庭是一個主要的支持來源（黃俐婷，2004；陳瑋婷，2012）。

有別於西方夫妻軸家庭強調除夫妻橫向連結的情感，華人父子軸家庭重視垂

直關係的重要性（利翠珊、陳富美，2004），突顯了華人家庭互動中代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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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獨特。華人社會特別重視倫理，而倫理社會最大的特色是家庭本位，因

此生育不僅是夫妻雙方的決定，個人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家族的存在與延續

（李亦園，1978）。在相互依存的緊密家人關係及代間互動頻繁的特色下，

夫妻養育兒女的感受可能受到夫妻、上一代父母的關係與支持交互影響（崔

詠欣、黃庭偉、王依婷，2012）。 

行政院主計處（2010）針對國人家庭生活概況之調查，顯示：父母自己

照顧 3 歲以下幼兒者佔 54.9%，由祖父母照顧者為 33.64%；比起 2006 年的

調查結果，父母自己照顧的比例下降 10.89%，而由祖父母照顧者則增加

8.65%，（外）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的情形非常普遍。相關研究證實：（外）

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或提供家務上的協助，使得父母得以減輕重擔，降低

親職上的困難（Melson, Windecker-Nelson, & Schwarz, 1998；Hagestad, 2006；

吳秀蘭，2003；內政部，2011），減少壓力對心理的影響(Turner & Brown, 

2010)。當夫妻養育子女產生沉重的負荷，家族的支持系統則更顯重要。西

方研究重視（外）祖父母照顧孫子女的現況，並且提出（外）祖父母協助照

顧的優勢，試圖成為一種鼓勵生育的策略 (Thomese & Liefbroer, 2013)。 

整體來說，上一代父母提供支持對於減輕親職感受的影響，逐漸受到重 

視。然而是否所有得到支持的家庭都減輕了養育子女負擔？國外學者針對

（外）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的研究顯示，有些父母因為接受上一代協助，

反而帶來更多困擾，像是在面對育兒困難時：男、女性尋求協助的對象不同

(Crnic & Booth, 1991)，親屬的支持為男性帶來更多親職困擾 (Melson,

Windecker-Nelson, & Schwarz, 1998)，女性因婆媳和母女關係有差別，與婆

婆在親職上的衝突較多 (Fischer, 1983；Barnett, Mills‐Koonce, Gustafsson, & 

Cox, 2012)，所以代間支持亦可能存在負面效果。反觀華人社會的文化下，

父母與成年子女之代間互動頻繁，且父母子女或婆媳翁婿之間的關係受儒家

倫理思想、傳統孝道的規範(朱瑞玲、章英華，2001)，其規範對代間關係的

影響，受到學者關注討論（利翠珊，2002；馬國勳，2010；林如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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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因此在華人家庭文化的特色下，代間支持對成年子女在親職感受上

的作用為何？父母子女和婆媳翁婿的互動狀況，是否影響代間支持對親職感

受的協助效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聚焦在家有 15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探討夫妻婚姻 

衝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並進一步檢視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關係，是否因

為代間支持而有不同，再者，分析來自於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的代間支持是

否有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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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有 15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其夫妻婚姻衝突對親職感 

受的影響，以及了解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影響機制，具體而

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夫妻的婚姻衝突、親職感受與代間支持之情況。 

二、探討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 

三、分析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作用機制，以及來自於自 

己父母或配偶父母的支持是否存在差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研究目的，擬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一、夫妻的婚姻衝突、親職感受與代間支持之情況為何？ 

二、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為何？  

三、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關係，是否因為代間支持的作用而不同？ 

四、代間支持在夫妻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作用，是否因支持來自於 

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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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親職感受 (Parental Perception) 

本研究之「親職感受」是指父母在擔任親職時，照顧子女生活起居、 

養育教養過程中產生的整體情緒感受（陳若琳、李青松，2001；林惠雅，2007；

陳富美，2013）。研究多將親職感受分為親職負向感受：親職困難 (Crnic & 

Low, 2002)或親職壓力 (Abidin, 1990)與親職正向感受：親職喜悅(陳若琳、

李青松，2001)兩面向做探討。親職負向感受議題受較多學者關注，希望對

親職困難狀況提供建議、解決問題，避免對父母或子女的生、心理健康造成

影響 (Fuller & Fincham, 1994)。因此本研究聚焦討論於擔任親職的整體感

受，關注在家有 15 歲以下子女父母的親職負向感受，以「對您來說，養育

兒女的感覺是？」之題目為測量。 

 

貳、婚姻衝突 (Marital Conflict) 

婚姻衝突指的是：婚姻關係中，夫妻之互動或個體知覺到價值觀差異 

或與對方產生對立行為，而發展出的多種衝突型態（Weiss & Dehle, 1994；

Gottman, 1998；賴自強，1996；蔡瓊玉，2007；張鳳如，2011；卓依蒨，2012）。

本研究採用 Weiss 與 Dehle (1994)對婚姻衝突的結果論觀點，將婚姻衝突定

義為夫妻之間可觀察的衝突行為。衝突行為的測量，使用受訪者自陳之夫妻

衝突頻率，測量題目為「過去一年間，您常不常與配偶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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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代間支持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本研究之代間支持，依據 Bengtson 等學者提出「代間連帶理論」之 

「功能連帶」，指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支持、協助行為」(Bengtson & Schrader, 

1982)。研究中代間支持之測量，聚焦於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給予成年子女

的協助行為，包括：勞務協助及金錢支持，以「過去一年中，您自己父母(配

偶父母)常不常提供您以下的一些幫助？」，「給您錢/所費」以及「幫您料理

家務或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人」之行為頻率，依據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給予之

金錢、勞務支持分別進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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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了解國、內外文獻中，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之內涵 

及影響，作為研究分析之理論基礎。以下就親職感受、婚姻衝突、代間支持

及其相互影響等方面加以探討 

第一節 親職感受 

「為人父母」是許多夫妻所共同期待，也是建立家庭後追求的階段目 

標（周麗端、吳明燁、唐先梅、李淑娟，1999）。鍾思嘉（2000）提到親職

角色 (parental role)是成人發展中一個重要的關鍵，親職角色能帶來成人自我

實現、成就和價值感，也可能產生壓力或自我功能失常。 

壹、親職感受的定義 

「感受」在心理學領域是指個體對周遭事物的存在或變化的覺知，當個 

體對外在環境有體察時，會引發一連串情緒的反應，例如悲傷時感覺心理沮

喪，其大致上可分為好的、開心的或壞的、不愉快的(張春興，2006)。當父

母在擔任親職時，照顧子生活起居、養育、教養及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情緒反

應（陳若琳、李青松，2001；林惠雅，2007；陳富美，2013），則稱為「親

職感受」。 

家庭發展理論之發展任務，強調個人在生命的階段中，會有順序性的 

事件產生，造成一些問題、困難或行為改變（林如萍，2001）。家庭建立後，

生育子女為多數夫妻生活的下個階段目標。家庭生命週期中，主要以「親職」

來畫分階段 (Elder, 1978)，家庭成員的互動會相互產生影響（林如萍，

2001）。因此孩子出生後，父母親會面對新的任務及責任，不論是具體的經

濟資源、時間資源、勞務的人力資源的運用與獲取（唐先梅，1999a；2005）

或是自我認同、婚姻關係、生活作息的改變 (Cowan & Cowan, 1992)都是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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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生活上首要面對的改變挑戰。然而這些改變往往讓「為人父母」產生矛盾

的感覺，一方面享受擁有子女的滿足與喜悅，一方面則承受擁有子女的挑戰

及負擔（陳若琳、李青松，2001；林惠雅，2007；陳富美，2013）。 

貳、親職感受的內涵 

目前針對親職感受的研究分為兩個面向：親職的負向感受與正向感受。 

在親職負向感受的議題上，學者多著重在了解父母所承擔的壓力，探討產生

及影響壓力的各種因素，以及與父母或子女身心健康福祉的關連(Abidin, 

1990；Belsky, 1984；Lavee, Sharlin, & Katz, 1996；吳佳玲，2008)。近年來

學者開始關注親職正向感受帶來的影響（陳若琳、李青松，2001；陳富美、

利翠珊，2012；陳富美，2013）。研究發現親職正向感受與負向感受間呈現

負相關(陳若琳、李青松，2001)，當父母親對於子女的存在感受到較多的正

向感受與喜悅，其在父母角色上所感受到的負擔較低，反之亦然，養育子女

的正向感受支持父母面對的養育時的壓力 (Knox, 1988；Rice, 1990；Mulsow, 

et al., 2002; Sepa, Frodi, & Ludvigsson, 2004)。 

家庭研究者最大的希望就是促使人們生活健康，試圖提高家庭生活的 

福祉，因此親職的負向感受，受到學者較多關注。其中包含探討負向感受與

生活滿意(陳瑋婷，2012)、婚姻滿意(吳明玨，2005)、心理福祉 (Lavee, Sharlin, 

& Katz, 1996)等的相互影響。親職困難越多，母親的沮喪程度越高 (Crnic & 

Greenberg, 1990；Crnic & Low, 2002)，嚴重還會產生心理憂鬱（Crnic & Low, 

2002；陳富美、利翠珊，2012），容易造成父母及孩子的身心困擾，由此可

知負向感受對家庭生活影響之重要性。相關研究嘗試提出具體方案，避免負

向感受造成生、心理的不健康，協助父母預防或因應壓力與危機，讓父母與

孩子能有良好的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並提高父母擁有子女的喜悅感受

（Fuller & Fincham, 1994；陳若琳、李青松，2001；Crnic & Low, 2002）。因

此本研究者關注於親職負向感受，著重在影響親職負向感受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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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親職負向感受 

一、親職負向感受的定義與內涵 

壓力(stress)和負向感受(distress)在研究中常常被混為一談，Wheaton 與 

Montazer (2010)特別解釋兩者之間的差異，壓力指的是人對環境威脅、負面

事件或多種事件、個人問題所造成的反應。壓力形成後，人們會尋求因應方

法或嘗試解決問題，而負向感受(distress)就是指壓力產生時，經過處理程序

後所得到最終的心理感受。在親職壓力的議題上，學者多著重在了解父母所

承擔的壓力，探討產生壓力的來源或影響壓力的各種因素，以及與父母或子

女身心健康福祉的關連(Abidin, 1990；Belsky, 1984；Lavee, Sharlin, & Katz, 

1996；吳佳玲，2008)。而在親職負向感受的議題中，則應該討論個體所尋

求的支持或因應方法對負向感受的影響(Turner & Brown , 2010；Wheaton & 

Montazer , 2010)，因此本研究著重在探究父母親養育子女時壓力產生的負向

感受，關注於其中得到支持的作用，以及接受支持後的最終感受。 

當孩子出生後，夫妻由兩人關係轉換為親子三人關係，轉變帶來發展任 

務及夫妻角色的改變，可能成為家庭成員壓力來源，因而造成身心失序 

(Mattessich & Hill, 1987)，例如：缺乏睡眠、家務工作增加、子女行為問題，

造成負面感受 (Fuller & Fincham, 1994)。Crnic 與 Booth (1991)針對育有幼兒

早期階父母進行研究，運用 Parenting Daily Hassles (PDH)量表 (Crnic & 

Greenberg, 1990)，提出「Daily Hassles」隱私的頻率及感受強度，並且探討

社會支持的協助對調節親職負向感受的效果。許多親職相關研究也採用

Crnic 與 Booth (1991)的觀點，使用 PDH 量表來測量父母親的親職壓力或親

職上沮喪、焦慮、苦惱或悲傷的負向感受(Crnic & Low, 2002；Smith, 2011；

Nelson, Kushlev, & Lyubomirsky,2014)。此外父母親在親職中面臨到環境的要

求以及個人資源分配差異的狀況，也會產生不快樂的感受（林惠雅，2010）。 

依著家庭發展階段之不同，養育子女的困擾也隨之不同。唐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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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b)試著分析家務工作的本質，發現照顧學齡階段以下之子女的家務工

作增加，壓縮了例行家務工作時間。陳富美與利翠珊(2004)將育兒的工作內

容分為育兒勞務與親子教養。在嬰幼兒階段，照顧的負擔多為生理發育及生

活照料等問題，孩童依賴性高，父、母親相當耗費精神與體力，使得照顧責

任沉重（Crnic & Low, 2002；林如萍，2001；林惠雅，2007；陳富美、利翠

珊，2012）；當家庭進入家有學齡及學齡前兒童階段，子女的教養問題開始

產生，協助子女適應學校，成為父母教養的主要任務（林如萍，2001）。當

子女進入青春期，父母擔心的不僅養育上勞苦，更增加了與子女的衝突或子

女行為問題（葉光輝，1997；林如萍，2001；陳富美，2013）。然而在青少

年早期之國中階段，為子女自我認同發展之始，但在生活上仍然依賴父母，

有別於高中階段的獨立自主特性（董旭英，2002；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

2005），父母仍然需花費精力教養照顧。因此本研究關注於家有 15 歲以下子

女之父母，在面對子女處於各種不同階段的發展時，耗費精力的親職工作所

產生負面的感受。 

二、影響親職負向感受的因素 

Crnic 與 Low (2002)回顧了親職負向感受的研究，整理出影響親職負向 

感受的因素，分為三個面向：（1）父母親特質的相關因素，例如年齡、家庭

收入（2）孩子的行為特徵，例如孩子的年齡，或行為問題（3）家庭和外系

統的影響，如配偶、親人、朋友或社區給予的協助。而國內學者的研究則依

據資源的概念，提出父母的性別、年齡、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子女數、家

庭類型等因素作探討（陳若琳、李青松，2001；林惠雅，2007；陳富美、利

翠珊，2012；陳富美，2013）。研究者依據過往文獻為基礎，歸納出以下重

要因素做討論。 

（一）性別 

分析國內、外研究發現，父、母親因生理的情況不同，以及社會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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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的親職角色不同，造成父親與母親在擔任親職的感受有差異，像是母

親的親職正向感受和負向感受皆高於父親（陳若琳、李青松，2001；林惠

雅，2007）。另外，兩性在產生親職負向感受之程度及時間也有差異，母

親在懷孕時就開始擔憂，父親則在孩子出生後才開始有負向感受 (Crnic & 

Low, 2002)，因此性別與親職負向感受有關連。 

（二）教育年數 

過去研究探討受教育年數對親職負向感受的影響，結果仍不一致。較 

多研究發現收入較高、受教育年數較高者，親職負向感受較少（Hansen, 

2012；吳佳玲，2008；陳富美，2013），但是在陳若琳、李青松（2001）

的研究則發現高教育程度的雙薪家庭父母在親職負向感受較高。然而受教

育年數可能和父母親在養育子女所取得的資源有相關，因此教育年數與親

職負向感受間應存在關連性。 

（三）職業狀況 

父、母親就業狀況，影響父母親的時間資源分配，像是有工作的父 

母，能運用的時間較少，因此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休閒活動或是應付孩子

突發的狀況，因此可能有較多的負向感受（陳富美、利翠珊，2012），但

是亦有研究發現，家庭主婦的壓力高於職業婦女，由於家庭主婦視孩子為

全部重心，並且與社會較孤離，所以親職負向感受較多（吳佳玲，2008）。

然而職業狀況和家庭的收入、時間的運用有關連，因此父母親的職業狀況

可能影響親職負向感受。 

（四）代間居住安排 

許多文獻關注家庭的結構因素對親職負向感受的影響，特別針對三代 

同堂的家庭與小家庭做比較。與父母同住的家庭，在養育子女的工作上，

可能有較多資源，所以親職壓力較小，但陳思穎（2002）的訪談研究卻發

現，與上一代父母同住，容易因生活習慣與教養觀念不同而有衝突，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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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較多親職的困難。代間居住安排影響著代間支持的提供，也可能帶來

親職負向感受，因此本研究將其納入影響因素做討論。 

（五）幼小子女數 

過往在工作-家庭的研究中，子女數和子女年齡往往和家庭的要求有 

相關。子女數會影響父、母親投注在教養行為之體力與時間的多寡，因此

研究指出年幼子女數越多，親職負擔越大，親職困擾也較多（Lavee, Sharlin, 

& Katz, 1996；Kohler, Behrman, & Skytthe , 2005；吳佳玲，2008）然而陳

富美(2013）研究卻發現子女數與父母親育兒感受無顯著相關，與子女的

行為表現相關性較大，因此本研究探討子女數對親職負向感受的影響。 

肆、小結 

總言之，當家庭因為加入新成員而產生改變時，父母需要調適其轉變， 

包括心理、角色轉變、生活型態改變、家務增多、經濟支出增加等挑戰。加

上養育子女的階段，父母除了花費精神與時間在日常性的生活瑣事打理、生

理健康等勞務工作，還需同時重視子女行為的教養、學業問題等，感到較多

沉重負擔，引發負向感受。負向感受容易造成父母及子女的身、心的不健康，

影響家人生活福祉。本研究旨在探究家有 15 歲以下子女家庭的夫妻其親職

感受狀況，採取整體的觀點，測量父母照顧養育之最終感受，將過去研究提

及之教育程度、職業狀況、家庭類型、子女數等重要因素作為了解親職感受

情況的基礎，以及關注於家庭中之「支持」系統對親職負向感受的影響，找

出減少親職負向感受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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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 

Fuller 與 Fincham (1994)以家庭發展理論為主軸，討論婚姻的生命週期 

變化，發現第一個孩子出生後，許多的活動及要求，使得家庭系統間父母的

角色蓋過於夫妻的角色，因此「成為父母」帶來角色轉變、家庭生活調適、

家庭資源的重新分配（林如萍，2001），可能會改變原本的夫妻關係，造成

新的調適與衝突。 

壹、婚姻衝突的定義 

「衝突」是個體主觀內在知覺到阻礙、不一致、對立、不滿等的行為結 

果或者是一種互動歷程（葉光輝，1997；卓依蒨，2012）。兩個來自不同家

庭的人因婚姻而結合，需要調適個人特質的差異，以及適應雙方原生家庭帶

來習慣的不同，然而這些差異可能為雙方帶來觀念、行為上期待的落差。因

此當衝突發生在婚姻領域，指的是：夫妻間互動或個體內知覺到不同意的、

不愉快、不滿等等的差異，產生對立或爭鬥的行為結果，以及隱含行為、問

題解決的歷程（Weiss & Dehle, 1994；Gottman, 1998；張鳳如，2011；卓依

蒨，2012）。Weiss 與 Dehle (1994)以認知行為的觀點來解釋婚姻衝突，提出

觀察衝突的兩種觀點，一種是以行為的結果來判斷衝突，例如明顯傷害對方

的行為；另一種把衝突當成一種歷程，無法直接察覺，例如逃避的應對行為

或解決衝突的方式，須經歷一段時間來推斷。 

國內相關研究者定義婚姻衝突，是指夫妻價值觀差異或行為對立發展出 

的多種衝突形態 (賴自強，1996；陳惠雯、林世華、吳麗娟，2001；蔡瓊玉，

2007)。張春興（2006）定義婚姻衝突時指出，婚姻衝突應包含夫妻明顯和

不明顯的衝突。綜整國內、外學者對婚姻衝突的定義，發現婚姻衝突包含多

樣面貌，而可見的衝突行為，明顯且直接的產生影響，因此研究者考量本研

究夫妻養育兒女的衝突情境，採取 Weiss 與 Dehle 對婚姻衝突定義的結果模

式(outcome)觀點，聚焦於夫妻間可觀察的衝突行為表現 (Weiss & Deh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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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Gottman, 1998；張鳳如，2011)，關注於衝突行為對親職負向感受帶

來的影響。 

貳、婚姻衝突的頻率 

婚姻衝突的內涵包含許多面向，例如：衝突的有無、衝突頻率與強度、 

衝突方式、衝突是否解決等。首先學者探究婚姻衝突的議題，了解衝突發生

之因，發現夫妻的個人特質、婚姻的權力關係、家事分配、家人關係、資源、

親密要求、角色改變與期待、生活瑣事、子女教養、上一代的介入等都會造

成衝突（李良哲，1997；張思嘉，2006；劉惠琴，2003；陳映如，2012；賀

思瑋，2012；林庭，2013）。劉惠琴（2003）年針對夫妻衝突議題的歸類發

現，華人社會中婚姻還是家庭婚姻，衝突的形成除了夫妻本身之外，與下一

代孩子，與上一代父母的互動是相互關聯的。 

當孩子出生後時，夫妻之婚姻滿意度、幸福感下降，雙方正向情感表達、 

愛意減少，而衝突及矛盾感覺不斷，衝突頻率增加，夫妻關係緊張提昇 

(Belsky & Pensky, 1988；Belsky & Rovine, 1990；Kluwer & Johnson, 2007；

Doss、Rhoades、Stanley & Markman, 2009)。西方學者對婚姻關係縱貫研究

與回顧中，比較不同種族在成為父母後的婚姻關係，也證實孩子出生使得夫

妻衝突增加 (Crohan, 1996；McLoyd, Cauce, Takeuchi, & Wilson, 2000)。國內

學者沈瓊桃、陳姿瓊（2004）研究家庭生命週期與婚姻滿意的關係，也證實

了婚姻滿意度在家庭發展階段初期下降，至空巢期後降至最低之現象。因此

不論文化差異，所有研究都驗證了育兒改變夫妻關係的事實，造成夫妻相處

時間與親密感的減少，使得調適過程中婚姻衝突增加。衝突發生頻率的多寡， 

影響了衝突的結果，較多的衝突可能帶來較多的緊張與壓力，進一步與婚姻

關係或親職、親子關係等（崔詠欣、黃庭偉、王依婷，2012）議題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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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影響婚姻衝突的因素 

一、性別 

婚姻衝突會受性別影響而有不同，過去研究中，女性往往自陳有較多的 

的婚姻衝突（朱瑞玲，2005）。由於父系社會和傳統角色的規範，使得婚後

女性在生活上需要調適得較多（林亞寧，2002；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

2008），特別是已婚的母親由於社會角色期待與分工，不僅有較多的家務工

作，亦有較多的婚姻衝突 (Nomaguchi &Melissa, 2003) ，加上劉惠琴（2003）

針對已經結婚五年的夫妻研究，發現當婚姻有衝突時，妻子通常較先察覺，

因此女性感受到較多的婚姻衝突。 

二、教育年數 

受教育年數的高低，影響個人在面臨問題採取的想法，與解決問題的方 

式。過去研究發現教育年數和夫妻婚姻關係有關連，教育年數越多，婚姻衝

突越低（黃皓瑩，2010）。當面對婚姻衝突時，教育程度高者有較好的調適

能力，也會尋求較多資源的協助（林亞寧，2002），並且因此不易形成衝突

或受衝突影響。 

三、居住安排 

華人文化下，婚後的居住安排受倫理的規範，特別是與父母同住影響了 

與姻親互動的方式。張思嘉（2001）針對結婚 3 年內夫妻適應的質性研究發

現，婚後適應問題之主要來源之一，是與原生家庭成員的適應。研究發現與

父母同住者，由於生活習慣、處事方式以及互動關係或奉養責任，容易有適

應困難，因此家庭型態會影響夫妻在姻親相處方面的婚姻衝突（黃皓瑩，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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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外溢理論 

一、外溢理論在家人關係的應用 

「外溢理論」（spillover theory）是最多學者用來解釋婚姻關係對親職影 

響的觀點。最早，外溢理論被用來討論工作與家庭關係，在工作與家庭兩個

體系間的情緒、態度或行為會相互影響，並且有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

與負向外溢（negative spillover）之分 (Wilensky, 1960)。正向外溢指的是在

一體系中較好的情緒或態度會對另一體系有正面的影響，負向外溢則是負向

的情緒、態度或行為對另一體系產生負面的影響。除了工作家庭議題外，家

庭的次系統概念，也讓學者使用外溢理論來探討家人關係間的相互影響。 

Katz 與 Gottman (1996)在婚姻衝突的外溢效果研究中，探討家庭次系統 

的中個體的心情、情緒或行為，會由一個領域轉換到另一個。這個過程表現

了次系統中的相互牽連，例如在婚姻領域的感受影響了在親子領域的表現。

許多研究探討婚姻衝突對孩子的影響，使用孩子知覺父母婚姻衝突量表，探

討婚姻衝突頻率、強度、形式、問題解決等面向，對孩子日後問題行為、情

緒表現、健康福祉、青少年適應的影響 (Weiss & Dehle , 1994；Davies & 

Cummings, 1994；Zimet & Jacob, 2001；陳惠雯、林世華、吳麗娟，2001；

張鳳如，2011)。父、母親的婚姻關係正向，對孩童的安全感與親子關係發

展有正面效果，反之亦然 (Howes & Markman, 1989；Davies & Cummings, 

1994)。因此外溢理論被廣泛使用在家庭關係的探討。 

二、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關連性 

Crohan(1996)比較非裔美國人與白人，在過渡到父母階段的婚姻品質， 

以整體之婚姻衝突發生的頻率做測量，探討婚姻衝突對婚姻品質的影響，結

果發現無論是非裔美國人或白人父母，較高的衝突頻率使得婚姻品質較低；

Kluwer 與 Johnson(2007)使用 5 年的縱貫資料，探討 293 對荷蘭夫婦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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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跟婚姻品質的關連性，發現衝突頻率和婚姻品質是相互影響，而衝突頻

率是較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研究證實婚姻衝突和婚姻品質有直接的相關

性。 

而 Easterbrooks 與 Emde (1988)以家庭系統觀點探討個體間的相互影 

響，關注婚姻關係在過渡為父母的變化，發現好的婚姻品質會外溢引發養育

子女的正向親職表現；Rogers 與 White (1998)指出父母的親職滿意度和婚姻

滿意相互影響，且擔任父母的滿意程度可以預測婚姻的滿意度；Lavee、

Sharlin 與 Katz (1996)結合家庭壓力理論以及家庭生命週期之說，針對以色列

的各地區共 441 個家庭為對象，探討外在因素，如子女年齡、子女數、勞動

狀況、經濟收入對親職壓力、心理福祉與婚姻品質的關連以及親職壓力、心

理憂鬱與婚姻品質的相互關係，並且區分母親與父親做分析。研究證實：親

職壓力、父母心理福祉及婚姻滿意三者皆受收入、子女數、勞動狀況影響，

且父母心理福祉、婚姻品質和親職壓力呈負相關，因此不良的、衝突的婚姻

關係會造成親職角色的困擾，增加壓力。然而，衝突的婚姻關係帶來的壓力，

是否會增加擔任親職的負向感受?過去則較少文獻直接探討婚姻衝突與親職

負向感受兩者的關係。 

而直接以婚姻衝突為主題，探討與親職領域的相關研究，多數和親職參 

與有關，尤其對男性而言。Katz 與 Gottman (1996)使用「溢出」效應觀點，

討論婚姻系統中的負面情緒，對其他關係的影響。當婚姻產生衝突時，負面

情緒使得男性傾向採用撤出家庭的方式處理，因此婚姻衝突使父親容易撤出

對子女的教養，對教養行為產生影響（崔詠欣、黃庭偉、王依婷，2012），

父職的參與程度比母職更容易受婚姻衝突而減少 (Erel & Burman, 1995)，但

是缺乏文獻討論婚姻衝突與親職負向感受的關連性。 

由於 Crohan(1996)和 Kluwer 與 Johnson(2007)的研究驗證了外溢觀點， 

證實婚姻衝突影響婚姻關係，而 Easterbrooks 與 Emde (1988)、Rogers 與

White (1998)、Rogers 與 White (1998)的研究，發現婚姻關係能影響親職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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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親職壓力。因此研究者依分析推論，婚姻衝突的緊張關係，可能直接影響

親職負向感受。此外，許多親職研究將對象著重在母親身上，雖然母親為孩

子的主要照顧者，在育兒勞務上負擔比父親多（利翠珊、陳富美，2004），

但現代父親參與親職的情況增加，且婚姻關係對男性或女性在親職的影響上

有差異，女性較容易因婚姻的壓力產生親職的負向感受 (Crnic & Low, 

2002)，男性則因婚姻衝突易撤離親職參與，因此婚姻關係對親職影響的研

究對象，應該同時包含母親與父親。 

伍、小結 

總言之，夫妻婚姻關係與養育子女息息相關，依外溢理論觀點，發現 

夫妻婚姻關係對親職表現有重要影響。養育子女可能造成衝突頻率增加

(Gottman & Notarius, 2002)引起婚姻品質下降，而負向婚姻關係又會外溢影

響夫妻擔任親職之表現，因此婚姻衝突可能與親職感受有相關。目前研究多

探討婚姻衝突對親職參與、孩童發展的作用，而較缺乏文獻討論婚姻衝突負

向外溢，對親職感受的影響。本研究欲檢視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關連性，

採用夫妻整體婚姻狀況中，發生之衝突頻率做測量，了解婚姻衝突對親職感

受之外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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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代間支持、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 

養育子女帶來的生活改變，使得父母生活負擔沉重，衝突增多。然而支 

持系統在人們面臨壓力或生活危機時，扮演緩衝的角色，使其能減少壓力、

解決問題、維持身心健康（Turner & Brown , 2010；邱文彬，2001；黃俐婷，

2004）。家庭支持為個體最容易獲得之支持來源，尤其在華人家庭相互依存

及關係緊密之文化特色下，代間互動的頻繁性，使得代間支持對家庭的協助

力量不容小覷。 

壹、代間支持 

一、代間支持的內涵 

Bengtson 等學者提出代間連帶理論 (intergeneration solidarity theory)， 

指出父母與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是一種多面向的概念，其中包含關聯連帶

（家庭成員間互動的形態與頻率）、情感連帶（家庭成員間正向情感的形式

與程度）、一致連帶（家庭成員間價值觀、態度及信仰的一致性）、功能連帶

（家庭成員間相互的支持與協助情形）、規範連帶（家庭成員間對家族規範

的知覺），以及家庭結構連帶（家庭成員的數量、組成形式及地理接近性）

等六個面向（引自林如萍，2001）。林如萍（2011）綜觀近年來東亞代間關

係研究發現，代間互動之行為研究，主要聚焦在功能連帶面向之代間支持的

部分，代間協助以及代間交換的因素被廣泛討論，許多研究將這些交換行為

區分為不同類型，包括財務性（金錢支援、生活費、送禮物）、勞務性（家

庭照顧、協助家事、日常事務交辦）以及情感性（關心、忠告、安慰）的相

互支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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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代間支持的因素 

（一）性別 

在過去代間關係的研究議題中，性別是影響代間交換的重要因素。相較 

於西方社會親母系的親屬關係，華人社會則以父系親屬為主要互動，因此父

母給與兒子和女兒的協助則有所不同。Lin 與 Yi（2013）比較東亞社會的代

間關係研究發現，台灣的成年兒子，提供以及獲得父母財務、勞務上的支持

皆高於女兒，整體而言兒子與父母之代間交換比女兒多。且因本研究目的關

注於自身父母與配偶父母之代間支持的差異，因此在研究分析上特別將男性

與女性分開討論，期望了解華人家庭中代間支持的真實狀況。 

（二）代間居住安排 

代間互動中，地理接近性是解釋家庭成員互動的重要因素(Roberts &  

Bengtson, 1990)，成年子女與父母的居住安排，可能影響代間支持的多寡。

林如萍（2012）在台灣代間關係與代間互動類型的趨勢分析中，代間同住比

例是持平的，主要是已婚兒子與父母同住。特別在成年子女育有小孩的家庭

階段，與父母同住較能受到家務和親職協助，甚至跟父母有較多金錢往來（葉

光輝，2009；利翠珊，2013），因此存在較多的交換行為。 

貳、代間支持與親職感受 

現今社會的家庭，父母親的勞碌工作往往形成某種親職上失功能的現 

象，如：長時間的工作、周末假日的加班。在面臨時間、精力的不足，使得

有子女要照顧的家庭迫切需要幫助，其中最多來協助自於代間支持，像是

（外）祖父母所提供的家務協助、照顧孫子女、給予育兒指導等。調查顯示

現在家庭中祖父母確實是重要協助的幫手（Thomese & Liefbroer, 2013；馮

燕，1997；利翠珊、張妤玥，2009；內政部，2011）。台灣實證研究之交換

行為議題中，葉光輝（2009）分析孝道信念與代間交換行為，發現雙薪家庭

中父母親提供較多的家務幫助或親職照顧，並獲得成年子女較多的金錢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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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林如萍（2012）的趨勢分析研究中，代間交換模式隨子女年齡階段改變，

發現年輕、資源少、手足少的成年子女則與父母代間互動則呈現依賴型。 

國外研究討論代間支持對協助親職的正向作用，Hagestad (2006)討論孫 

子女、父母、祖父母三代的協助關係，發現祖父母是父母在有困難照顧孫子

女或離婚的風險下，支援的「後備軍隊」。Thomese 與 Liefbroer (2013)的研

究針對 898 位至少育有一名子女之雙薪家庭為對象，探討祖父母協助照顧孫

子女的原因，以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對協助育兒的差異，研究發現當缺乏托

育資源，（外）祖父母是重要的協助者，甚至由於有（外）祖母親職協助而

提高生育意願，但父母偏愛由外祖父母照顧孫子女。Lee 與 Bauer (2013)探

討韓國祖母照顧孫子女的動機，發現關心成年子女的福祉以及責任感是主要

原因。因此國內、外研究證實了代間支持重要性，以及養育子女之家庭接受

代間協助的普遍與需求。 

参、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作用 

一、以社會支持觀點探討代間支持的作用 

本研究之代間支持是指父母對成年子女的協助，由於代間支持屬於家庭 

成員的相互支援，且家庭成員間給予、授予協助的互動，存在著社會支持的

歷程（周玉慧、黃宗堅、謝雨生，2004）。家人是個體最容易接觸以及得到

的支持來源，提供了情緒性、訊息性及實質性的支持，所以家庭支持是最基

本的非正式社會支持（黃俐婷，2004），由此推論，可使用社會支持的觀點

探討代間支持的表現。當個人的能力不足以面對生活產生的壓力時，會對個

人造成威脅，甚至影響心理狀態，而擁有正向的支持可減緩負向的心理狀

態，並且能夠勇於面對挑戰 (Cohen & Wills, 1985)。 

邱文彬（2001）對社會支持因應效果的回顧與展望，發現社會支持對壓 

力因應而言，分為主要效果模式與緩衝模式。主要效果模式較常用於探討特

殊情境家庭，像是家有自閉症孩童之母親(Boyd, 2002)接受社會支持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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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對一般家庭而言，壓力在生活中並非一直存在，因此研究較常採用緩衝

效果觀點，探討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的調節作用。然而，社會支持並非完全

帶來協助，支持的作用必須視壓力的情境與接收者的需求而定(Cohen & 

Wills, 1985)。太緊密的社會網絡，像是與家人的頻繁互動，反而因得到過多

的支持，干擾對壓力的因應，成為另一種壓力 (Shumker & Hill, 1991)。 

二、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調節效果 

過去研究發現一般家庭中，父母親在養育兒女面對壓力時，會尋求社會 

支持。像是 Crnic 與 Booth (1991)針對家有三歲以下孩童之父母為對象，探

討社會支持對與親職負向感受的調節作用。研究使用 Questionnaire on Social 

Supports (QSS)量表，將社會支持來源分為親密關係、朋友、社區、家庭支

持四類，依父母親與其關係的滿意度為測量。結果證實社會支持在父母親不

同的個人特質下，引發之親職負向感受具有調節作用，有社會支持能減緩父

母親職負向感受。因此在受家庭背景或父、母親特質引發之親職負向感受研

究中，發現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然而除了因家庭背景或父、母親特質引發

的親職負向感受外，本研究文獻第二節的回顧與推論中發現，婚姻衝突對親

職表現可能會產生負向外溢的影響，使得個體處在身、心理受威脅的情境，

而向外尋求支援，但是過去研究多探究個人特質或特殊家庭對社會支持的需

求，缺乏探討當婚姻衝突對親職表現造成影響時，社會支持的作用。 

另外，在 Crnic 與 Booth (1991)的研究發現提到，母親受到家庭支持的 

調節效果最為顯著，父親則為朋友支持影響最明顯，所以社會支持中的支持

來源會影響支持的效果。Fagan、Bernd 與 Whiteman (2007) 探討社會支持對

青少年父親的親職壓力研究發現，青少年父母的主要社會支持來源就是他們

的父母，故來自於父母的社會支持能有效調節親職壓力。比對華人社會，特

別是在育有子女的家庭中，代間支持往往是成年子女是最主要的支持來源，

因此本研究聚焦在了解代間支持的影響，採用社會支持的觀點，關注於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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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之間的作用機制，推論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引發

之親職負向感受下，存在調節的效果。 

然而，代間支持在華人社會中富有文化脈絡之意涵，容易受規範、關係 

和孝道等因素影響，因此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之間的作用，還需

要進一步分析檢視。 

肆、華人家庭中的代間支持:性別/世系之觀點 

以家庭為主的華人社會，婚姻、生育不只是夫妻的事，亦與家族相互關 

聯。因此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之間的作用，可能因家人關係的特

殊性，像是父母子女或婆媳翁婿之不同，造成差異。 

一、父母子女之代間支持 

華人家庭探討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研究甚多，最常論及性別差 

異。性別造成成年子女對父母的奉養行為、支持交換行為、情感之不同（Bucx 

et al., 2008；林如萍，2012）。像是在親屬間的相互支援，多為財務及情感，

但因親屬關係之差異，兩者的比重不同（熊瑞梅，1994），男性多與父母有

經濟支持的往來，女性則與父母有較多情感支持的往來（林如萍，2011）。

但兒子由於孝道期待與責任，儘管隨社會變遷，和父母還是存在較多的金錢

交換行為，而勞務行為則因地理相近或需求，呈現互惠的狀態（林如萍，

2012）。而利翠珊（2007）發現，由於社會的改變，工業化後都市核心家庭

的居住安排，開始出現接近娘家的居住情形。女性與父母情感交流多，並且

給予公婆較多的財務，但接受財務的部分則以父母較多（利翠珊，1999）。

因此，父母子女之間的交換行為明顯有差異。 

二、婆媳翁婿之代間支持 

過去，較多研究聚焦在婆媳關係。由於媳婦嫁入夫家，但被定位為「外 

人」的角色（楊宜音，2001），因家庭倫理與婆婆產生上、下地位之關係（黃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01-009-9166-9/fulltext.html#C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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囇莉、許詩淇，2006）。利翠珊（2002）發現，婆媳間存在權力關係與義務

角色，母女則有反哺及依附情感，因此兩代在感情與責任的拉扯下，容易因

不同觀點發生衝突引起負面情緒，婆媳母女之差異主要表現在關係界定、照

顧職責與子女教養上。 

尤其成年子女生育的事件，造成與父母的互動增加（陳志賢、戴嘉南、 

連廷嘉，2003），雖然女性的家庭分工角色，仍然以照顧子女、家務為主（林

津如，2007），但老年母親與女兒和媳婦在育兒行為的代間交換有明顯不同 

(Kivett, 1989)。國內學者林如萍（2001）針對農家婦女交換行為的調查發現，

婆媳、兒女之間代間交換存在差異，母女主要以「情感」協助為主，婆媳則

以「家務」協助為主，而 Fischer (1983)則發現母親給予之親職勞務協助較多，

婆婆給予之物質協助較多。因此婆婆、媽媽對親職的協助類型不同，也因婆

媳或母女關係的差異，產生不同感受及壓力（林如萍，2001；利翠珊，2002；

蔡晶晶，2004；唐乃華，2009）。像在西方社會，外祖父母參與較多的親職

工作 (Hagestad, 2006；Thomese & Liefbroer, 2013)，華人社會祖父母還是主

要的協助人選 (Chen, Short, & Entwisle, 2000)。因此，(外)祖父母協助照顧孫

子女的意義與影響，需考量在不同文化情境的差異性。 

除了婆媳關係外，過去翁婿關係較少被研究，僅能從俚、諺語的研究中， 

發現翁婿之間存有較多禮遇，但是較為疏離（黃士嘉，2010）因此在金錢與

勞務的交換行為上，鮮少被探討。但是李青芬、唐先梅（2013）與利翠珊、

張妤玥、鄧皓引（2014），兩篇質性論文中提到不僅是女性，對男性來說，

也會因為接受上一代協助親職工作時，與上一代關係的界線模糊造成衝擊，

產生衝突。其衝突成因包含教養權之議題、兩代教養觀念、教養方式之差異、

壓力期望等（劉惠琴，1999；陳思穎，2002；陳志賢、戴嘉南、連廷嘉，2003；

利翠珊、張妤玥、鄧皓引，2014）。較多研究探討母女或是婆媳對親職支持

的議題，主要還是以女性為主，在父職參與漸多的現代，鮮少討論男性觀點，

也缺乏全國樣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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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間支持和親職的相關研究，多以外祖母或祖母為主體，探討協助帶孫 

對其自身的影響或感受（胡幼慧、周雅容，1996；1997），以及祖父母協助

照顧孫子女對祖父母或孫子女的影響（Hayslip & Kaminski, 2005；張維珍，

2013），較少以父、母親的觀點出發，探討外祖母或祖母協助親職和自己產

生衝突的關係，因此結論難以推論到父親或母親之主要照顧者。另外，有關

婆婆或媽媽協助照顧子女，產生不同親職感受的研究，多為質性論述，較少

使用量化方法驗證其差異性，因此代間支持的效果可能受到研究方法限制，

無法呈現其真實樣貌。 

伍、小結 

代間支持在華人社會的文化脈絡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特別是父母親 

對成年子女在養育兒女上的協助。然而國外研究發現，代間支持對於因為

父、母親特質或家庭因素引起的親職負向感受具調節效果，但在婚姻衝突引

發的親職負向感受上，其作用機制為何？在華人社會，與父母子女和與婆媳

翁婿的互動關係受社會規範約束，與不同親屬之互動關係，以及代間交換行

為類型之差異，是否導致代間支持的作用機制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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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性別 

教育年數 

職業狀況  

育有 15歲以下子女人數 

代間居住安排 

婚姻衝突 

代間支持 

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親職感受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夫妻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並關注於 

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作用，依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架構

圖，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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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架構及文獻分析，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因背景變項不同，婚姻衝突、親職感受與代間支持之情況不同。 

1-1：背景變項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 

1-2：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因性別有顯著差異。 

1-3：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因代間居住安排有顯著差異。 

1-4：教育年數越高，婚姻衝突越少。 

假設 2：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 

假設 3：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 

假設 4：當婚姻衝突越多，代間支持對親職負向感受之高低，有顯著的影響。 

假設 5：獲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的代間支持，對於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兩 

者關連的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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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樣本 

壹、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 2011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台灣社會變遷

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資料庫，第六期第二次「家

庭組」之全國性樣本。此變遷調查使用隨機抽樣一對一面訪調查收集資料，

以台灣籍 18 歲以上民眾為母體抽樣，成功完訪 2135 份問卷。 

貳、研究樣本 

為探討夫妻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以及了解獲得自己父母和配偶

父母之代間支持的作用機制，本研究樣本選取「已婚有偶成人，目前育有至

少一名 15 歲（含）以下子女，以及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都至少有一位存活

者」為對象，共 3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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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與測量 

壹、親職感受 

由題項「對您來說，養育兒女的感覺是」分別為「大多是負擔」、「負擔 

多一點、甜蜜少一點」、「一半甜蜜、一半負擔」、「甜蜜多一點、負擔少一點」、

「大多是甜蜜」共 1-5 分。在此研究將回答項目重新編碼，「大多是甜蜜」、

「甜蜜多一點、負擔少一點」編碼成「1」，為「負向感受偏低」。「一半甜蜜、

一半負擔」編碼成「2」，為「負向感受中等」。「大多是負擔」、「負擔多一點、

甜蜜少一點」編碼成「3」，為「負向感受偏高」。 

貳、婚姻衝突 

以問卷中，夫妻自陳在過去一年當中，請問您常不常與配偶（同居伴侶） 

有衝突（或意見不合）？共 1-5 分，表示「完全沒有」、「很少」、「有時」、「經

常」、「很經常」，此題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表示婚姻衝突越多。 

参、代間支持 

選取調查問卷中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提供給研究對象的支持行為，將其 

分類為財務性「給錢」、勞務性「料理家務(或照顧小孩、其他家人)」。本研

究使用「給錢」及「料理家務（或照顧小孩、其他家人）」的兩項行為分開

測量，兩者皆為 1-5 分，分別為「很經常」、「經常」、「有時」、「很少」、「完

全沒有」，採取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表支持行為越多。 

肆、背景變項 

一、性別 

原編碼女性為「1」，男性為「2」。在多元回歸分析時，將性別處理 

為虛擬變項，女性為「0」，男性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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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年數 

依受教育年數重新編碼為連續變項。無或不識字、自修/識字為零 

年；小學階段為 6 年；國、初中∕初職階段為 9 年；高中普通科∕高中職

業科∕高職∕士官學校階段，為 12 年；五專∕二專∕三專∕軍警專科班∕空中行

專階段，為 14 年；空中大學∕軍警官學校∕技術學院、科大∕大學階段為

16 年，碩士階段為 18 年及博士階段為 22 年之教育年數。 

三、職業狀況 

區分為兩組，「有全職工作」為「全職工作」，編碼為 2。「目前沒 

有工作」、「學生/進修在學沒有工作」、「已經退休」、「家庭主婦/料理家

務且沒有工作」、「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有兼職工作」、「不

固定（打零工）」、「為家庭事業工作，且領有薪水」、「為家庭事業工作，

但沒有領薪水」為「非全職工作」，編碼為 1。多元回歸分析中，處理

為虛擬變項，非全職工作為「0」，全職工作為「1」。 

四、育有十五歲以下子女人數 

本研究之樣本子女年齡，以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為分界，選取家中至 

少一位十五歲以下子女之家庭為對象。其中以十五歲以下(含十五歲)之

兒子、女兒數量總和為計算，數字越大代表子女人數越多。 

五、代間居住安排 

本研究之代間居住安排區分為兩組，代間不同住為成年子女沒有和 

自己父母及配偶父母任一方同住，編碼為「1」，代間同住為成年子女有

和自己父母或配偶父母至少一方同住，編碼為「2」。在多元回歸分析時，

處理為虛擬變項，代間不同住為「0」，代間同住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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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台灣社會變遷六期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並使用 SPSS  

21 for Window 軟體程式進行描述統計、相關、回歸等統計分析。本研究預

計使用分析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用於描述樣本個人基本資料的特徵以及分布狀況，並使用次數、百分 

比、平均數、標準差、交叉表等統計量做樣本特性呈現。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 

本研究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dependent sample t-test），檢視性別、職業 

狀況、代間居住安排在主要變項之婚姻衝突、代間支持之差異性。 

参、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以相關分析法探討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和背景變項的關係，以及婚姻衝 

突、代間支持與親職感受的關聯程度與方向。 

肆、多項式邏輯斯回歸（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使用多項式邏輯斯回歸，探討背景變項對親職感受的影響，檢視不同親 

職感受在背景變項上的差異。 

伍、階層多項式邏輯斯回歸（Hierarchy Multi-nominal Logistic Egression） 

使用階層多項式邏輯斯回歸分析法，檢視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對親職感 

受之影響。第一層投入背景變項，接著加入婚姻衝突頻率、代間支持進行對

親職感受的預測，最後加入婚姻衝突頻率與代間支持之交乘變項，探討代間

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作用，並且在回歸分析時，將樣本依性別分

開檢視，探討代間支持中，是否因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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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將依序以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描述，親職感受、婚姻衝突和代間之 

持的現況，婚姻衝突、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以及代間支持在婚姻衝

突與親職感受間作用機制之回歸分析，加以說明。 

第一節 背景變項描述 

本節將針對篩選出研究樣本共 322 人之背景變項（如表 4-1-1），進行描 

述性統計分析，透過平均數、標準差，以次數分配來了解樣本特性。 

壹、個人背景變項 

一、性別 

本研究樣本中，男性為 178 人，占整體樣本之 55.3%，女性為 144 人， 

占全體樣本之 44.7%。 

二、年齡 

樣本之年齡範圍為 20-57 歲，平均年齡為 39.2 歲，標準差為 6.55。以 

年齡層來區分，「20 歲以下」有 1 人，占 0.3%。「21-30 歲」有 26 人，占 8.1%。

「31-40 歲」有 151 人，占 46.9%。「41-50 歲」有 134 人，占 41.6%。「51-60

歲」有 10 人，占 3.1%。其中以年齡層「31-40 歲」(46.9%)人數為最多，其

次為「51-60 歲」(41.6%)。如以性別分別檢視，女性平均為 36.9 歲，男性平

均為 40.97 歲，皆以「31-40 歲」為最多(各占 54.2%與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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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年數 

整體樣本教育年數範圍為 6-22 年，平均 13.6 年，以「12 年（高/中職）」 

為最多，占整體 33.2%，其次為「16 年（大學）」，占 23.3%，其中沒有「不

識字」的教育程度，而「18 年以上（碩、博士以上）」共占 10.2%。以男、

女分開檢視，則男、女性皆以「12 年（高/中職）」為最多，各占 28.7%和 38.9%。 

四、職業狀況 

樣本職業狀況，「全職工作」者為 254 人，占整體 78.9%。「非全職工作」 

者為 68 人，占整體 21.1%。整體而言，超過 78%的樣本是有全職工作的。

依性別分開分析，則男性「全職工作」者占 87.6%，「非全職工作」者則占

12.4%，女性「全職工作」者占 68.1%，「非全職工作」者則占 31.9%。非全

職工作者之比例，以女性為較多。 

五、育有十五歲以下子女人數 

樣本中家有十五歲以下子女人數，範圍為 1-5 個，平均 1.67 個，標準差 

0.69。其中有「2 個」為最多，占 47.2%，其次為「1 個」，占 43.5%。 

六、代間居住安排 

本研究代間居住安排，是指「與自己父母或配偶父母至少一人同住」。 

其中「代間不同住」較多，共 180 人，占整體 55.9%，而「代間同住」則

有 142 人，占整體 44.1%。以性別分開檢視，則發現無論男、女性皆以「代

間不同住」較多，略超過半數，各占 56.7%與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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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樣本基本資料表(N=322) 

變項 值(範圍) 
全體 男性 女性 

mean /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性別 男 178 55.3 178 55.3   

 女 144 44.7   144 44.7 

年齡 20-57 歲 39.2 6.55 40.97 6.08 36.9 6.46 

 
20 以下 1 0.3 5 2.8 1 0.7 

 
21-30 26 8.1 73 41.0 21 14.6 

 31-40 151 46.9 92 51.7 78 54.2 

 41-50 134 41.6 8 4.5 42 29.2 

 51-60 10 3.1 5 2.8 2 1.4 

教育年數 6-22 13.64 2.83 13.67 2.98 13.59 2.65 

 0 年(不識字) 0 0 0 0 0 0 

 6 年(國小) 7 2.2 3 1.7 4 2.8 

 9 年(國/初中) 29 9.0 22 12.4 7 4.9 

 12 年(高中/職) 107 33.2 51 28.7 56 38.9 

 14 年(專科) 71 22.0 40 22.5 31 21.5 

 16 年(大學) 75 23.3 41 23.0 34 23.6 

 18 年(碩士) 29 9.0 18 10.1 11 7.6 

 22 年(博士) 4 1.2 3 1.7 1 0.7 

職業狀況 全職工作 254 78.9 156 87.6 98 68.1 

 
非全職工作 68 21.1 22 12.4 46 31.9 

育有 15歲

以下子女

人數 

0-5 個 1.67 0.69 1.65 0.62 1.7 0.77 

1 個 140 43.5 75 42.1 65 45.1 

2 個 152 47.2 91 51.1 61 42.4 

3 個 26 8.1 11 6.2 15 10.4 

4 個 3 0.9 1 0.6 2 1.4 

5 個 1 0.3 75 42.1 1 0.7 

代間 

居住安排 

代間不同住 180 55.9 101 56.7 79 54.9 

代間同住 142 44.1 77 43.3 65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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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小結 

綜合以上描述，本研究樣本之特性，性別比例上，以男性樣本較多。樣 

本年齡平均為 39.2 歲，以「31-40 歲」者較多，約有五成。教育年數平均為

13.6 年，則以「12 年(高中/職）」以上為多數，比例為整體樣本的八成六。

職業狀況則有七成八的樣本為全職工作，而非全職工作者還是以女性較多。

十五歲以下子女數平均為 1.67 個，以有 2 個小孩為多數。代間居住安排則

以「代間不同住」較多，無論男、女性，都有五成五之比例為代間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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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職感受、婚姻衝突及代間支持之情況 

本節依據研究架構，呈現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情況，採用 

t 檢定以、相關分析、多項式邏輯斯回歸方法，探討背景變項與親職感受、

婚姻衝突、代間支持的關連。以下依序以「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

間支持」分項說明其情況。 

壹、親職感受 

樣本之親職感受，如表 4-2-1 所示，「負向感受偏低」者為 141 人，占整 

體之 43.8%，「負向感受中等」者為 162 人，占整體之 50.3%，為最多數，「負

向感受偏高」者為 19 人，占整體之 5.9%。 

而背景變項對親職感受的影響分析，如表 4-2-2 所呈現，是以「親職感 

受」為依變項，先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兩兩組別相比，再以「負

向感受偏高」為參照組，和「負向感受中等」相比，探討性別、教育年數、

職業狀況、15 歲以下子女數以及代間居住安排的影響，此模型之 Chi-Square 

為 270.315，達顯著水準（p < .001），表示此模型之式配性高。 

模型中，就「性別」來說，以男性為參照組，對於親職感受沒有顯著預 

測力。而教育年數部份，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教育年數對於「負

向感受中等」和「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分別為-.104（p<.01）、-.406

（p<.001），表示教育年數越高，有顯著較高的機會為「負向感受偏低」，較

不會為「負向感受中等」和「負向感受偏高」；以「負向感受偏高」為參照

組，教育年數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266（p<.01），表示教育年

數越高，有較顯著的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 

職業狀況部分，以「全職工作」為參照組，「非全職工作」對於「負向 

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1.293（p<.05），表示「非全職工作」有較顯著的機

會成為「負向感受偏高」，而不會為「負向感受偏低」。在 15 歲以下子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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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356（p<.05），表示 15 歲以下子女

數越多，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而不會為「負向感受偏低」。

在代間居住安排方面，以代間同住為參照組，對親職感受則無顯著預測力。 

表 4-2-1 

親職感受、婚姻衝突之描述 

變項 值(範圍) 
全體(N=322) 男性(N=178) 女性(N=144) 

mean 

/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親職 

感受 

1-3       

負向感受偏低 141 43.8 88 49.4 53 36.8 

負向感受中等 162 50.3 78 43.8 84 58.3 

負向感受偏高 19 5.9 12 6.7 7 4.9 

婚姻 

衝突 

1-5 2.53 0.86 2.51 0.87 2.56 0.85 

完全沒有 27 8.4 17 9.6 10 6.9 

很少 141 43.8 78 43.8 63 43.8 

有時 118 36.6 61 34.3 57 39.6 

經常 28 8.7 19 10.7 9 6.3 

很經常 8 2.5 3 1.7 5 3.5 

表 4-2-2  

背景變項與親職感受之多項式邏輯斯回歸分析 

類型 

變項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β 估計值 

(Exp(β)) 

性別(ref.男) 
.474+ 

(1.607) 

-.267 

(.766) 

.741 

(2.099) 

教育年數 
-.104** 

(.870) 

-.406*** 

(.667) 

.266** 

(1.304) 

職業狀況(ref.全職工作) 
.528 

(1.695) 

1.293* 

(3.643) 

-.765 

(.465) 

育有 15 歲以下子女人數 
.356* 

(1.428) 

.011 

(1.011) 

.346 

(1.413) 

代間居住安排(ref.代間同住) 
.041 

(1.041) 

.702 

(2.017) 

-.661 

(.516) 

Chi-Square 
270.315*** 

df＝10, p＜.001 

備註：+p<.1，*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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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婚姻衝突 

樣本之婚姻衝突，以婚姻衝突的發生頻率為測量（表 4-2-1），平均為 

2.53，標準差為 0.86。以「很少」為最多，占整體 43.8%，其次為「有時」，

占 36.6%。而不同背景變項下其婚姻衝突的狀況分析，如表 4-2-3 所呈現：

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男性與女性在婚姻衝突頻率的平均數，則無顯著

差異（t=.460，p>.05）。職業狀況之全職工作或非全職工作者（t= -1.128，

p>.05），以及代間居住安排之代間同住者或代間不同住者（t=0.838，p>.05），

獨立樣本 t 檢定，其婚姻衝突皆無顯著差異。而婚姻衝突與教育年數

（γ=.050，p>.05）、15 歲以下之子女數（γ=.035，p>.05）之關係，經分析後

發現無顯著相關。特別的是，如單獨看男性樣本（表 4-2-7），則婚姻衝突與

教育年數達顯著相關（γ=.149，p<.05），表示對男性來說教育年數越高，婚

姻衝突越多。 

 

 

表 4-2-3  

婚姻衝突和性別、職業狀況、代間居住安排之 t 考驗 

主要變項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t 值 

婚姻衝突 
性別 

女 144 2.56 0.85 
0.04 .460 

男 178 2.51 0.87 

職業狀況 
非全職工作 68 2.43 0.89 

-0.13 -1.128 
全職工作 254 2.56 0.85 

代間居住安排 
代間不同住 180 2.57 0.87 

0.08 0.838 
代間同住 142 2.49 0.84 

註：表中之數字代表人數，括弧內為百分比；*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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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代間支持 

本研究之代間支持，係指：自身父母或配偶父母提供給自己的協助， 

分為「金錢」與「勞務」之兩種支持形式，以「頻率」來呈現，其情況以及

在樣本不同背景特質之狀況如表 4-2-4、表 4-2-5、表 4-2-6 所示，結果說明

如下： 

（一）自己父母提供之代間支持 

1、金錢支持 

樣本獲得自己父母的金錢協助，平均數為 1.43，標準差為 0.82。其 

中回答「完全沒有」者為最多，占 73.3%，其次為回答「很少」者，占 14%(表

4-2-4)。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其狀況分析，如表 4-2-5 所呈現：以性別分開

分析，則男、女皆以「完全沒有」者為最多，各占 74.7%與 71.5%。以獨立

樣本 t 檢定，考驗男性與女性接受自己父母之金錢協助的平均數，則無顯

著差異（t=.191，p>.05）。在職業狀況部分，全職工作或非全職工作者在

接受自己父母之金錢協助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t=1.016，p<.05），表示

非全職工作者接受自己父母的金錢支持高於有全職工作者。 

代間居住安排之代間同住者或代間不同住者（t= -.44，p>.05），經獨 

立樣本 t 檢定，其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皆無顯著差異。教育年數（γ=.048，

p>.05）、15 歲以下之子女數（γ= -.062，p>.05）（表 4-2-6）與自己父母之

金錢支持也無顯著相關。 

 

2、勞務支持 

獲得自己父母在料理家務(如打掃、準備晚餐、買東西、代辦雜事) 

或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人之勞務協助，平均數為 2.41，標準差為 1.45。以回

答「完全沒有」者為最多，占 42.5%，其次為回答「有時」，占 18.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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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變項下其狀況分析，以性別分開檢視，則男、女皆以「完全沒有」

者為最多，各占 37.6%與 48.6%。但男性之勞務支持以「經常」為其次，占

18.5%，女性部分則以「有時」為其次，占 20.1%。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

驗男性與女性接受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t= -3.413，

p<.001），表示男性接受自己父母的勞務支持頻率比女性多。職業狀況部

分，全職工作者或非全職工作者之自己父母的勞務支持，經獨立樣本 t 檢

定考驗未顯著差異（t= -1.517，p>.05）。代間居住安排部分，代間同住者

與代間不同住者，其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經 t 考驗後達顯著差異（t= 

-4.356，p<.001），表示代間同住者得到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較多。樣本之

教育年數（γ=.055，p>.05）、15 歲以下之子女數（γ=.051，p>.05）則與自

己父母之勞務支持無顯著相關。 

（二）配偶父母提供之代間支持 

1、金錢支持 

樣本獲得配偶父母的金錢協助，平均數為 1.24，標準差為 0.58。以 

回答「完全沒有」者最多數，占 82.9%，其次為回答「很少」者，占 10.6%。

在不同背景變項下之狀況分析，性別部分，男女性皆以「完全沒有」者為

最多，各占 86.5%與 78.5%。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男性與女性接受配

偶父母之金錢支持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t=2.346，p<.05），表示女性在

接受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頻率多於男性。職業狀況部分，全職工作者與非

全職工作者之配偶父母的金錢支持，經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其平均數，達

顯著差異（t= 3.708，p<.001），表示全職工作者之配偶父母的金錢支持少

於非全職工作者。代間居住安排部分，代間同住者與代間不同住者，其配

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則無顯著差異（t= -0.308，p>.05）。樣本之教育年數（γ= 

-.030，p>.05）、15 歲以下之子女數（γ= -.020，p>.05）則與配偶父母之金

錢支持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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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務支持 

獲得配偶父母在料理家務(如打掃、準備晚餐、買東西、代辦雜事)或 

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人之勞務協助，平均數為 2.22，標準差為 1.43。以「完

全沒有」者最多為，占 49.1%，其次為「有時」者，占 15.2%。在不同背

景變項下之狀況，以性別分開檢視，則男、女皆以「完全沒有」為最多，

各占 60.1%與 35.4%，而男性之勞務支持以「很少」為其次，占 15.2%，女

性部分則以「很經常」為其次，占 19.4%。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男性

與女性接受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t=6.187，

p<.001），表示女性接受配偶父母的勞務支持比男性多。職業狀況部分，

全職工作者與非全職工作者之配偶父母的勞務支持，經獨立樣本 t 檢定考

驗後，未達顯著差異（t=- .021，p>.05）。代間居住安排部分，代間同住者

與代間不同住者，其配偶父母的勞務支持經 t 考驗後，達顯著差異（t= - 

4.802，p<.001），表示代間同住者受到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明顯高於代間

不同住者。樣本之教育年數（γ= .071，p>.05）、15 歲以下之子女數（γ= .027，

p>.05）則與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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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代間支持之描述 

變項 值(範圍) 
全體(N=322) 男性(N=178) 女性(N=144) 

mean /n SD/% mean /n SD/% mean /n SD/% 

自己父母提供之代間支持 
 

      

金錢支持 1-5 1.43 0.82 1.42 0.85 1.44 0.79 

 完全沒有 236 73.3 133 74.7 103 71.5 

 
很少 45 14.0 23 12.9 22 15.3 

 
有時 30 9.3 15 8.4 15 10.4 

 
經常 9 2.8 5 2.8 4 2.8 

 很經常 2 .6 2 1.1 0 0 

勞務支持 1-5 2.41 1.45 2.65 1.53 2.11 1.29 

 完全沒有 137 42.5 67 37.6 70 48.6 

 很少 39 12.1 18 10.1 21 14.6 

 有時 60 18.6 31 17.4 29 20.1 

 經常 48 14.9 33 18.5 15 10.4 

 很經常 38 11.8 29 16.3 9 6.3 

配偶父母提供之代間支持        

金錢支持 1-5 1.24 0.58 1.17 0.47 1.32 0.68 

 完全沒有 267 82.9 154 86.5 113 78.5 

 很少 34 10.6 17 9.6 17 11.8 

 有時 19 5.9 7 3.9 12 8.3 

 經常 2 0.6 0 0 2 1.4 

 很經常 0 0 0 0 0 0 

勞務支持 1-5 2.22 1.43 1.80 1.17 2.74 1.55 

 完全沒有 158 49.1 107 60.1 51 35.4 

 很少 42 13.0 27 15.2 15 10.4 

 有時 49 15.2 23 12.9 26 18.1 

 經常 38 11.8 14 7.9 24 16.7 

 很經常 35 10.9 7 3.9 28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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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代間支持與性別、職業狀況、代間居住安排之 t 考驗 

主要變項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t 值 

自己 

父母 

金錢支持 
性別 

女 144 1.44 0.79 
0.17 0.191 

男 178 1.43 0.85 

職業狀況 
非全職工作 68 1.59 1.00 

0.19 1.016** 
全職工作 254 1.39 0.77 

代間居住安排 
代間不同住 180 1.42 0.79 

-0.04 -0.44 
代間同住 142 1.46 0.86 

勞務支持 
性別 

女 144 2.11 1.29 
-0.55 -3.413*** 

男 178 2.66 1.53 

職業狀況 
非全職工作 68 2.18 1.27 

-0.30 -1.517 
全職工作 254 2.48 1.49 

代間居住安排 
代間不同住 180 2.11 1.36 

-0.70 -4.356*** 
代間同住 142 2.80 1.48 

配偶 

父母 

金錢支持 
性別 

女 144 1.33 0.69 
0.15 2.346* 

男 178 1.17 0.47 

職業狀況 
非全職工作 68 1.47 0.84 

0.29 3.708*** 
全職工作 254 1.18 0.48 

代間居住安排 
代間不同住 180 1.23 0.58 

-0.02 -0.308 
代間同住 142 1.25 0.59 

勞務支持 
性別 

女 144 2.74 1.55 
0.94 6.187*** 

男 178 1.80 1.17 

職業狀況 
非全職工作 68 2.19 1.35 

-0.04 -0.21 
全職工作 254 2.23 1.45 

代間居住安排 
代間不同住 180 1.89 1.26 

-0.75 -4.802*** 
代間同住 142 2.64 1.53 

註：*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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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背景變項、婚姻衝突、親職感受與代間支持之相關係數矩陣(N=322) 

變項 性別 教育年數 職業狀況 
十五歲以

下子女數 

代間 

居住安排 

親職 

感受 
婚姻衝突 

自己父母 

金錢支持 

自己父母

勞務支持 

配偶父母

金錢支持 

配偶父母 

勞務支持 

性別 -           

教育年數 .015 -          

職業狀況 .239** .165** -         

十五歲以下子女數 -.036 -.042 .031 -        

代間居住安排 -.019 -.206** .030 -.052 -       

親職感受 -0.09 -.276** -.189** .078 -.002 -      

婚姻衝突 -.026 .050 .063 .035 -.047 -.037 -     

自己父母金錢支持 -.011 .045 -.097* -.062 .025 .040 .078 -    

自己父母勞務支持 .187** .056 .084 .051 .239** -.025 .093* .162** -   

配偶父母金錢支持 -.130** -.039 -.203** -.020 .017 -.074 .022 .306** -.001 -  

配偶父母勞務支持 -.327** .069 .012 .027 .259** -.015 .022 .044 .000 .140** - 

註：*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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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背景變項、婚姻衝突、親職感受與代間支持之男女分開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 教育年數 職業狀況 
十五歲以

下子女數 

代間 

居住安排 

親職 

感受 
婚姻衝突 

自己父母

金錢支持 

自己父母

勞務支持 

配偶父母

金錢支持 

配偶父母

勞務支持 

教育年數 - .229** -.077 -.225** -.331** .149* .008 -.015 -.104 .170* 

職業狀況 .114 - -.073 -.120 -.205** .064 -.113 .050 -.115 .068 

十五歲以下子女數 -.002 .122 - -.040 .022 .049 -.081 .105 -.062 -.056 

代間居住安排 -.181* .173* -.066 - .127* -.122 .028 .404** -.058 -.067 

親職感受 -.191* -.151* .135 -.118 - -.044 .016 .077 .101 -.070 

婚姻衝突 -.091 .080 .020 .048 .008 - .032 .153* -.025 -.012 

自己父母金錢支持 .101 -.086 -.045 .020 .038 .140* - .113 .334** .108 

自己父母勞務支持 .167* .036 .005 .019 -.124 .020 .253** - -.050 .104 

配偶父母金錢支持 .024 -.217** .000 .077 -.216** .058 .297** .101 - .072 

配偶父母勞務支持 -.014 .117 .070 .583** -.126 .040 -.020 .028 .125 - 

註：左下為女性之相關係數矩陣，右上男性之相關係數矩陣。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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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整體樣本之親職感受，以「負向感受中等」為最多數，占五成。在背景 

變項對親職感受影響之狀況分析，教育年數越高，較傾向為「負向感受偏

低」；非全職工作，較傾向為「負向感受偏高」；15 歲以下子女數越多，則

較傾向為「負向感受中等」。 

在婚姻衝突部分，其衝突頻率平均為 2.53，落在「很少」與「有時」 

間，以「很少」為最多，整體樣本與配偶衝突頻率不高。與不同背景變項之

狀況分析則發現：職業狀況、代間居住安排、15 歲以下子女數的多寡，與

婚姻衝突無顯著差異或相關，而男性樣本的教育年數越高，婚姻衝突越多。 

代間支持部分，分成獲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代間支持作討論。獲 

得自己父母的金錢支持，平均數為 1.43，落在「完全沒有」與「很少」之間。

而自己父母的勞務支持，平均數為 2.41，落在「很少」與「有時」之間，與

前者相比，比例明顯上升。在獲得配偶父母之代間支持部分，其金錢支持平

均數為 1.24，落在「完全沒有」與「很少」之間，而配偶父母的勞務支持，

平均數為 2.22，落在「很少」與「有時」之間，比例與獲得「配偶父母金錢

支持」相比，有明顯上升。綜上所述，樣本整體偏向接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

母之「金錢支持」較少，「勞務支持」較多。 

在不同背景變項之狀況下，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在非全職工作者獲得 

較多；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則以男性、代間同住者獲得較多；配偶父母之金

錢支持，則以女性、非全職工作者獲得較多；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則以女

性、代間同住者獲得較多。整體而言，自己和配偶父母之金錢之支持，因職

業狀況而有差異，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受性別與代間居住安排

而不同，其中男性在接受自己父母的勞務支持頻率高於女性，而女性在接受

配偶父母之金錢、勞務支持頻率高於男性；代間同住者接受自己父母與配偶

父母的勞務支持較不同住者多。 

將研究結果對應研究假設，則假設 1-1 部分成立，其中教育年數、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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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15 歲以下子女數對親職感受有影響。假設 1-2、1-3 部分成立，其中

不支持的部分為婚姻衝突、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沒有因性別而有顯著差異，

婚姻衝突、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沒有因代間居住安排而有顯著差

異。在假設 1-4 部分，發現男性樣本之年數越高，婚姻衝突越低，因此假設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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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代間支持、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 

本節欲了解婚姻衝突、代間支持與親職感受的關連，並考驗代間支持在 

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作用機制，分析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不同代間支

持，是否使其作用機制有差異。利用階層多項式邏輯斯回歸方法分析，由於

考量代間支持可能因性別而有不同，因此依性別分開探討代間支持的作用。 

在階層多項式邏輯斯邏輯回歸中，第一層投入「背景變項」，第二層投 

入「婚姻衝突」，第三層投入「代間支持」，第四層投入「婚姻衝突*代間支

持」之交乘變項。進行階層多項式邏輯斯回歸分析之前，先作多元共線性診

斷，表 4-3-1 呈現各變項之間的共線性診斷結果，其容忍度介於.587 至.932

之間（容忍度應＞.1），膨脹係數介於 1.073 至 1.704 之間（膨脹係數應<10），

且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皆<.8，故沒有共線問題。 

表 4-3-1  

背景變項、主要變項之共線性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女性(N=144) 男性(N=178) 

容忍度 

tolerance 

膨脹係數 

VIF 

容忍度 

tolerance 

膨脹係數 

VIF 

背景變項 

教育程度 .848 1.180 .837 1.195 

職業狀況 .837 1.195 .898 1.113 

15 歲以下子女數 .932 1.073 .923 1.083 

代間居住安排 .587 1.704 .731 1.367 

婚姻衝突 .801 1.248 .743 1.346 

調節變項-代間支持 

  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695 1.440 .779 1.283 

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883 1.132 .736 1.358 

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762 1.312 .818 1.222 

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614 1.628 .915 1.093 

交互作用變項 

衝突頻率*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686 1.459 .822 1.216 

衝突頻率*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724 1.381 .852 1.174 

衝突頻率*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859 1.164 .850 1.176 

衝突頻率*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804 1.243 .785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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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 

在檢驗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力，以「親職感受」為依變項，先以 

「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兩兩組別相比，再以「負向感受偏高」為參照

組，和「負向感受中等」相比。將個人背景變項放入第一層回歸，第二層則

投入婚姻衝突。如表 4-3-2 所呈現，整體回歸模型之 Chi-Square 為 388.262，

適配性達顯著（p<.001）。在加入婚姻衝突變項後，模型四、五、六之教育

年數對親職感受仍有顯著影響力（β=-.139，p<.01、β=-.400，p<.001、β=.261，

p<.01）。模型四中，15 歲以下子女數越多，在以「負向感受較低」為參照組

時，對於成為「負向感受中等」（β=.359，p<.05）有顯著較高機會。模型五

中，職業狀況之「非全職工作」在以「負向感受較低」為對照組時，對於成

為「負向感受偏高」（β=1.305，p<.05）有顯著較高機率。而婚姻衝突變項對

親職感受則無顯著影響。 

表 4-3-2  

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之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 

 
M1 M2 M3 M4 M5 M6 

類型 

變項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β 估計值 

(Exp(β)) 
性別 

(ref.男) 
.474+ 

(1.607) 

-.267 

(.766) 

.741 

(2.099) 

.481+ 

(1.617) 

-.309 

(.734) 

.789 

(2.202) 

教育年數 
-.104** 

(.870) 

-.406*** 

(.667) 

.266** 

(1.304) 

-.139** 

(.870) 

-.400*** 

(.670) 

.261** 

(1.298) 

職業狀況 

(ref.全職工作) 

.528 

(1.695) 

1.293* 

(3.643) 

-.765 

(.465) 

.517 

(1.676) 

1.305* 

(3.688) 

-.789 

(.454) 

15 歲以下子女數 
.356* 

(1.428) 

.011 

(1.011) 

.346 

(1.413) 

.359* 

(1.432) 

-.015 

(.985) 

.374 

(1.454) 

代間居住安排 

(ref.代間同住) 

.041 

(1.041) 

.702 

(2.017) 

-.661 

(.516) 

.046 

(1.047) 

.660 

(1.935) 

-.614 

(.541) 

婚姻衝突 
   

-.084 

(.919) 

.118 

(1.125) 

-.202 

(.817) 

Chi-Square 
270.315*** 

df＝10, p＜.001 

388.262*** 

df＝12, p＜.001 

備註：+p<.1，*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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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代間支持與親職感受 

一、獲得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女性樣本分析 

由表 4-3-3 之模式七、八、九的呈現，發現在個人背景變項外，加入自 

己父母和配偶父母的金錢與勞務支持後，回歸模型之 Chi-Square 為 184.462，

適配性達顯著（p<.001），其中個人背景變項之教育年數，僅在以「負向感

受較低」為對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414（p<.05）達

顯著，表示教育年數越高，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較低」。 

而在代間支持變項部分，以「負向感受較低」為參照組，「自己父母之 

金錢支持」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782（p<.05），表示，「自己

父母之金錢支持」越多，有顯著較高的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較不會為

「負向感受較低」。在「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1.020（p<.01），表示，「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越多，有顯著較高

的機會為「負向感受偏低」，較不會為「負向感受中等」。 

二、獲得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男性樣本分析 

男性部分，如表 4-3-4 的模式七、八、九模型，在個人背景變項外，加 

入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的金錢與勞務支持後，回歸模型之 Chi-Square 為

250.515，適配性達顯著（p<.01）。個人背景變項之教育年數在以「負向感受

較低」為對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分別

為 -.149（p<.05）與-.418（p<.01）達顯著，表示教育年數越高，有顯著較

高機率為「負向感受較低」。在以「負向感受偏高」為對照，對於「負向感

受中等」之 β 系數則未達顯著。在代間支持部分，無論自己父母之金錢、勞

務支持或配偶父母之金錢或勞務支持，對親職感受皆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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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調節效果 

分析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調節效果，在女性之回歸模型 

十、十一、十二（表 4-3-3）以及男性之回歸模型十、十一、十二（表 4-3-4）

中，投入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交乘積變項，檢視其交互作用。為避免共線

性問題，先將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變項平減平均數，再利用兩者的乘積計

算出交互作用變項，接著同時與背景變項、婚姻衝突及代間支持變項一起投

入回歸模型，檢視各交互作用的變項是否存在顯著效果。 

一、 女性獲得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調節效果 

就女性之回歸模型模式十、十一、十二（表 4-3-3）來看，在投入交互 

作用變項後，回歸模型之 Chi-Square 為 181.170，適配性達顯著（p<.001）。

而教育年數對親職感受之影響皆變成不顯著。在模型模式十來看，投入調節

變項後，以「負向感受較低」為參照組，「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對於「負

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824（p<.05）表示，「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越多，

有顯著較高的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而在「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對於

「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960（p<.01），表示，「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越多，有顯著較高的機會為「負向感受偏低」，兩變項對於親職感受之影響

力仍然顯著。 

而在「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交乘積變項中，無論是自己父母之金錢 

或勞務支持、配偶父母之金錢或勞務支持，皆無顯著影響。表示婚姻衝突與

代間支持的交互作用，對親職感受的影響效果不顯著。意即對女性而言，無

論是自己父母之金錢或勞務支持、配偶父母之金錢或勞務支持，在婚姻衝突

與親職感受間不存在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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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親職感受之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女性(N=144)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M12 

               類型 

變項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1 3 Ref 1 2 Ref 3 

 

β 估計值 

(Exp(β)) 

教育年數 
-.132+ 

(.877) 

-.441* 

(.643) 

.310+ 

(1.363) 

-.135+ 

(.874) 

-.392* 

(.675) 

.257 

(1.293) 

-.138+ 

(.871) 

-.414* 

(.661) 

.276 

(1.318) 

-.148 + 

(.863) 

-.182 

(.834) 

.034 

(1.035) 

職業狀況 
(ref.全職工作) 

.449 

(1.567) 

.870 

(2.837) 

-.421 

(a) 

.421 

(1.524) 

.788 

(2.200) 

-.367 

(.693) 

.783+ 

(2.189) 

1.509+ 

(4.521) 

-.725 

(.484) 

.693 

(1.999) 

1.540 

(4.663) 

-.847 

(.429) 

15 歲以下子女數 
.416 

(1.516) 

.735 

(2.085) 

-.319 

(.727) 

.416 

(1.516) 

.777 

(2.174) 

-.360 

(.697) 

.555+ 

(1.741) 

.928 

(2.531) 

-.374 

(.688) 

.555+ 

(.302) 

1.197+ 

(3.311) 

-.642 

(.526) 

代間居住安排 

(ref.代間同住) 

.413 

(1.512) 

20.108 

(    )a 

-17.695 

(.656) 

.406 

(1.500) 

20.098 

(    )a 

-18.693 

(    )a 

.346 

(1.414) 

20.031 

(    )a 

-17.685 

(    )a 

.383 

(1.467) 

20.279 

(    )a 

-16.865 

(    )a 

婚姻衝突 
 

  -.163 

(.850) 

.396 

(1.485) 

-.559 

(.572) 
   -.195 

(.823) 

17.385 

(    )a 

-14.383 

(    )a 

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782* 

(2.186) 

-15.893 

(    )a 

14.675 

(    )a 

.824* 

(2.280) 

-13.434 

(    )a 

11.807 

(    )a 

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120 

(.887) 

-.711 

(.491) 

.591 

(1.806) 

-.105 

(.900) 

-21.475 

(    )a 

17.201 

(    )a 

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1.020** 

(.360) 

-15.291 

(    )a  

12.270 

(    )a 

-.960** 

(.383) 

-13.426 

(    )a 

10.456 

(    )a 

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005 

(1.005) 

.143 

(1.153) 

-.138 

(.871) 

.013 

(1.014) 

.163 

(1.176) 

-.149 

(.862) 

婚姻衝突* 

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037 

(1.038) 

3.994 

(54.259) 

-3.238 

(.039) 

婚姻衝突* 

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061 

(.941) 

14.834 

(    )a 

-12.126 

(    )a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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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衝突* 

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285 

(.752) 

-3.402 

(.033) 

2.575 

(13.127) 

婚姻衝突* 

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055 

(1.057) 

-.079 

(.924) 

.134 

(1.144) 

Chi-Square 

120.498** 

df＝8, 

 p＜.01 

171.169** 

df＝10, 

 p＜.01 

184.462*** 

df＝16, 

 p＜.001 

181.170*** 

df＝26, 

 p＜.001 

備註：1：負向感受偏低、2：負向感受中等、3：負向感受偏高。 

 a：女性樣本中代間同住、婚姻衝突、自己父母之金錢、勞務支持、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中，「負向感受偏高」組中某些人數為零，故無法進行比較。 

+p<.1，*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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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獲得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調節效果 

就男性之回歸模型模式十、十一、十二（表 4-3-4）來看，在投入交互 

作用變項後，回歸模型之 Chi-Square 為 248.322，適配性達顯著（p<.001）。 

以男性之回歸模型模式十、十一來看，教育年數在以「負向感受較低」為對

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負向感受偏高」之β系數分別為 -.163（p<.05）

與-.408（p<.05）達顯著，因此教育年數越高，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

受較低」。 

不同的是在投入交互作用變項後，一些變項由之前的不顯著轉為顯著，  

第一：模型十一之職業狀況部分，在以「全職工作」為參照組，「非全職工

作」對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2.251（p<.05）達顯著，表示相較於

「全職工作」者，「非全職工作」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偏高」，而不

會為「負向感受偏低」。第二：模型十二中，15 歲以下子女數在以「負向感

受偏高」為參照組，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1.536（p<.05）達顯

著，表示 15 歲以下子女數越多，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而不

會為「負向感受偏高」。第三：模型十一與十二中，婚姻衝突在以「負向感

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1.843（p<.05）達

顯著，以「負向感受中等」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2.269（p<.05）達顯著，表示婚姻衝突越高，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

偏高」。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在此時產生顯著。第四：模型十一與十

二中，「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在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

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1.751（p<.05）達顯著，「負向感受中等」為參照

組時，對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1.986（p<.05）達顯著，表示「配

偶父母之金錢支持」越多，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偏高」。第五：模

型十二中，「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在以「負向感受中等」為參照組時，對

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為 1.863（p<.05）達顯著，表示「配偶父母之

勞務支持」越多，有顯著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較不會為「負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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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偏高」。 

在交互作用變項部分，模型十中，「婚姻衝突*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在 

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995

（p<.05）達顯著。而模型十、十一、十二中「婚姻衝突*配偶父母之勞務支

持」在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負向感受

偏高」之 β 系數分別為 -.463（p<.05）、1.872（p<.05）達顯著。在以「負向

感受偏高」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為 -.2.335（p<.05）

達顯著。結果表示，對男性而言，配偶父母之金錢和勞務支持，在婚姻衝突

與親職感受間存在顯著調節效果。而其調節效果的型態，需進一步以交互作

用圖探討分析。 

由於本研究使用多項式邏輯斯回歸分析法，在兩兩類別比對時，使用的 

是二項分配，呈現的是成功次數的機率分配，以成功機率（Probability of 

success）來作圖。首先，在模型十（表 4-3-4）中，「婚姻衝突*配偶父母之

金錢支持」在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達顯著。由圖 4-3-1 來看，發現在獲得「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之低和

高時，當婚姻衝突增加，相對於「負向感受偏低」，成為「負向感受中等」

的成功機率下降。而「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高時，整體成為「負向感受中

等」的成功機率比「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低時來的低，因此配偶父母之金

錢支持對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存在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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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男性獲得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調節效果－ 

「負向感受偏低」與「負向感受中等」之比較 

 

第二，在模型十、十一、十二中，「婚姻衝突*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在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

受中等」之 β 系數達顯著。由圖 4-3-2 來看，發現在獲得「配偶父母之金錢

支持」之低和高時，當婚姻衝突增加，相對於「負向感受偏低」，為「負向

感受中等」的成功機率下降。而「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高時，整體成為「負

向感受中等」的成功機率比「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低時來的低。 

 

圖 4-3-2 男性獲得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調節效果－ 

「負向感受中等」與「負向感受偏低」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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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以「負向感受偏低」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偏高」之 β 系數亦達

顯著，但 β 系數符號為「正」。由圖 4-3-3 來看，發現在獲得「配偶父母之勞

務支持」低和高時，當婚姻衝突增加，相對於「負向感受偏低」，為「負向

感受偏高」的成功機率上升。 

 

 

圖 4-3-3 男性獲得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調節效果－ 

「負向感受偏高」與「負向感受偏低」之比較 

 

   最後，在以「負向感受偏高」為參照組時，對於「負向感受中等」之 β

系數達顯著。由圖 4-3-4 來看，發現在獲得「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低和高

時，當婚姻衝突增加，相對於「負向感受偏高」，為「負向感受中等」的成

功機率下降。因此，「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在「負向感受偏低」與「負向

感受中等」的調節效果，和在「負向感受偏低」與「負向感受偏高」以及「負

向感受中等」與「負向感受偏高」之調節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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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男性獲得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的調節效果－ 

「負向感受偏高」與「負向感受中等」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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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親職感受之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男性(N=178)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M12 

                類型 

變項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 1 3 Ref 1 2 Ref 3 2 Ref1 3 Ref 1 2 Ref 3 

 

β 估計值 

(Exp(β)) 

教育年數 
-.145* 

(.865) 

-.432*** 

(649) 

.286* 

(1.330) 

-.145* 

(.865) 

-.452*** 

(.636) 

.307* 

(1.359) 

-.149* 

(.861 

-.418** 

(.658) 

.269+ 

(1.309) 

-.163* 

(.850) 

-.408* 

(.665) 

.246 

(1.279) 

職業狀況 
(ref.全職工作) 

.570 

(1.768) 

1.253 

(3.499) 

-.683+ 

(.505) 

.570 

(1.768) 

1.282 

(3.604) 

-.712 

(.491) 

.614 

(1.849) 

1.658+ 

(5.251) 

-1.044 

(.352) 

.805 

(2.237) 

2.521* 

(.286) 

-1.715+ 

(.180) 

15 歲以下子女數 
.292 

(1.339) 

-.750 

(.472) 

1.041 

(2.833) 

.291 

(.1338) 

-.824 

(.493) 

1.115+ 

(3.050) 

.286 

(1.331 

-.853 

(.426) 

1.138+ 

(3.122) 

.284 

(1.328) 

-1.253 

(.286) 

1.536* 

(4.648) 

代間居住安排 

(ref.代間同住) 

-.217 

(.805) 

-.391 

(.676) 

.174 

(1.190) 

-.214 

(.870) 

-.451 

(.637) 

.237 

(1.267) 

-.213 

(.808) 

.309 

(1.362) 

-522 

(.539) 

-.299 

(.741) 

.049 

(.850) 

-1.715 

(.706) 

婚姻衝突 
 

  -.003 

(.997) 

.256 

(1.292) 

-.259 

(.772) 
   -.435 

(.647) 

1.843* 

(6.262) 

-2.269* 

(.103) 

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027 

(.974) 

-.008 

(.992) 

-.018 

(.982) 

-.174 

(.840) 

-.097+ 

(.907) 

-.077 

(.926) 

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005 

(.995) 

.520+ 

(1.682) 

-.525+ 

(.592) 

-.022 

(.978) 

.571+ 

(1.770) 

-.593+ 

(.553) 

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159 

(.853) 

.816 

(2.261) 

-.975+ 

(.377) 

-.234 

(.791) 

1.751 * 

(5.763) 

-1.986* 

(.137) 

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085 

(1.088) 

-.571 

(.565) 

.656 

(1.27) 

.023 

(1.023) 

-1.840  

(.159) 

1.863* 

(6.444) 

婚姻衝突* 

自己父母之金錢支持 

         .371+ 

(1.449) 

.367  

(1.444) 

.004 

(1.004) 

婚姻衝突* 

自己父母之勞務支持 

         -.098 

(.907) 

-.633 + 

(.531) 

.536 

(1.70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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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衝突* 

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 

         -.995* 

(.370) 

-.522  

(.593) 

-.473 

(.623) 

婚姻衝突* 

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 

         -.463* 

(.629) 

1.872*  

(6.504) 

-2.335* 

(.097) 

Chi-Square 

136.543*** 

df＝8, 

 p＜.001 

202.233*** 

df＝10, 

 p＜.001 

250.515** 

df＝16, 

 p＜.01 

248.322*** 

df＝26,  

p＜.001 

備註：1：負向感受偏低、2：負向感受中等、3：負向感受偏高。 

 +p<.1，*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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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小結  

綜整本節研究結果，發現婚姻衝突頻率對親職感受無顯著影響，因此研 

究假設 2：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未獲得支持。對女性來說，代

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有直接效果，其中自己父母的金錢支持越多，親職

感受有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較不會為「負向感受偏低」。而配偶父

母的金錢支持越多，親職感受有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偏低」，較不會為「負

向感受中等」。但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交互作用，對親職感受無顯著影響，

因此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不存在調節效果。對男性來說，婚姻

衝突頻率對親職感受直接無顯著影響，但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交互作用，

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其中代間支持之「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與「配偶

父母之勞務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存在調節效果。 

對應研究假設 3：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有顯著影響，在女性樣本中獲 

得支持。對應假設 4：當婚姻衝突越多，代間支持對親職負向感受之高低，

有顯著的影響，以及假設 5：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的代間支持，對於婚姻衝

突與親職感受間的作用不同，在男性樣本中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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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婚姻衝突、親職感受與代間支持的情況，並探討婚姻衝 

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以及討論代間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之調節效

果。運用 2011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資料庫第六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做分析。以下先針對本研究的

主要發現作結論，且與過去相關研究進行比較與討論。接著提出本研究之貢

獻，以及提供未來研究方向、實務工作之建議，最後提出研究限制。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壹、 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之情況  

本研究樣本之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情況為何?由研究結果 

來看，家有 15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的父母，親職感受為「負向感受中等」最

多，占整體五成。研究發現教育年數、職業狀況與 15 歲以下子女數和親職

感受有關連。教育年數越高，親職感受為「負向感受偏低」的機會最高，研

究結果支持過去文獻的發現，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可能擁有較多的資源，面

臨困難或問題時，較容易尋求管道解決，因此較能適應生活，不容易有負向

感受。在職業狀況方面，非全職工作者的親職感受，偏向較高機會為「負向

感受中等」或「負向感受偏高」，此結果與其他研究發現相同，有全職工作

的人不僅收入較多，並且擁有工作上的其他資源，而沒有工作或兼職工作的

就業狀況，除了可能影響家庭收入的多寡，也可能因為以照顧小孩為重心，

與他人接觸減少而容易有負向感受（吳佳玲，2008）。另外，15 歲以下子女

數越多，相較「親職負向感受偏低」較有機會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

因此越多的子女需要教養，使得父母不論體力或時間上的安排更加緊縮，親

職負擔較沉重，較可能產生負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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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的婚姻衝突在本研究結果看來，其婚姻衝突的頻率偏低，表示夫 

妻雙方不常發生婚姻衝突，因此在與背景變項之關係探討上，未能看出婚姻

衝突受個人人口特質的影響。研究者推斷此結果之可能，為本研究樣本接受

調查時，所處的家庭狀況，皆為家中有子女階段，而過去研究探討婚姻衝突

頻率增加的時間點，為過渡到父母階段，研究比較結婚後第一個小孩出生後

的婚姻衝突頻率(Kluwer & Johnson, 2007；Doss、Rhoades、Stanley & Markman, 

2009)，因此本研究之樣本受所處家庭發展階段之限制，無法比較不同家庭

階段婚姻衝突增加或減少的多寡，所以傾向自陳婚姻衝突頻率不高。另外，

研究中發現男性的教育年數越高，婚姻衝突越多，此結果雖與過往文獻的發

現有差異，但在婚姻衝突或婚姻調適的研究中發現，夫妻教育程度的差異，

可能更突顯夫妻的同質性或異質性，而對衝突帶來影響（周玉慧，2009）。 

在代間支持的情況，樣本接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比勞務 

支持少，但整體獲得支持的結果仍然偏低。在過去農家社會中父母對成年子

女的依存度高，子女是重要支持來源（鄭淑子，1996；鄭淑子、林如萍、高

淑貴，1999），因此子女接受父母的協助較少。但隨社會變遷，林如萍（2012）

探討台灣家庭的代間關係與互動類型變遷之分析，成年子女提供父母的金錢

協助多於接受父母的協助，而勞務支持則呈互惠的狀態。成年子女與父母的

代間交換會受到資源與機會的影響，呈現多元的狀態。因此在本研究中，成

年子女接受父母的金錢協助仍然不多，但由於家庭的需求，接受勞務支持的

比例則增加，特別在同住者因為地理的接近性，因此存在較多代間交換行

為，所以獲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勞務支持也較多。然而本研究並無進一步

探討成年子女與代間支持的雙向互動，是否也會帶來影響，建議未來研究可

分析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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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  

過去有許多文獻探討婚姻關係與親職表現的外溢作用，發現婚姻衝突 

的頻率會影響婚姻的品質，而婚姻品質的好壞會影響親職的表現，然而本研

究奠基於過往研究的發現，推論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可能存在外溢效果，因

此期望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有影響，尤其是較多的婚姻衝突可能造成親職負

向感受。 

本研究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婚姻衝突無法顯著預測親職感受。然而 

因為本研究樣本自陳與配偶發生衝突的頻率平均得分不高，所以在樣本整體

處在婚姻衝突少的狀況，可能造成在回歸分析中，部分變項的不顯著。此外，

兩變項之間的關係，可能還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Baron & Kenny, 1986；陳

寬裕、王正華，2011），特別是在壓力與負向感受間的關係，可能受到支持

或因應行為而改變 (Wheaton & Montazer , 2010)，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探討代

間支持可能的影響機制，並發現在男性樣本中，婚姻衝突與親職負向感受的

關連與方向性，會受到代間支持的調節作用而影響。 

参、父母與公婆之金錢支持，對女性的親職感受僅有直接影 

響，且效果不同。 

Melson (et al., 1998)的研究，證實了親屬的支持使得母親有較少的親職 

困難，然而質性研究（Fischer, 1983；李青芬、唐先梅，2013；利翠珊、張

妤玥、鄧皓引，2014）卻發現上一代的支持可能對成年子女帶來養育上的衝

突，特別是女性因為與媽媽或婆婆的關係不同，造成在協助養育上衝突增

加。因此本研究期望使用量化方式，驗證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為何。

依研究結果發現，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對女性之親職感受有直接

的影響，自己父母的給的金錢支持越多，有較大機會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

等」，而不是「親職負向感受偏低」。而配偶父母給的金錢支持越多，則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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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機會為「親職負向感受偏低」，較不會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表示：

父母的金錢協助，存在負面效果，而獲得公婆的金錢協助有正面作用，支持

越多，能減少親職負向感受的機會。 

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發現相呼應，女性與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之代間交 

換，存在各種複雜的規範及關係的影響（利翠珊，2007）。利翠珊（1999）

和林如萍（2001）研究發現，就整體協助而言，女性獲得母親的協助大於婆

婆，然而因責任與孝道的社會規範，獲得自己父母的金錢協助可能產生代間

的愛憎矛盾情感（利翠珊，2007），因此本研究結果發現女性獲得父母之金

錢支持越多，無法減少親職負向感受。而在公婆之金錢支持對親職負向感受

影響的結果討論，則與 Fischer(1983)針對孩子出生後，婆婆與媽媽對女性協

助的研究發現相同：婆婆「給」得多，對女性在親職執行的協助上衝突與矛

盾較少。 

特別的是，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皆發現婆婆、媽媽給與女性在勞務支持 

為多（胡幼慧、周雅容，1996；1997；林如萍，2001；唐乃華，2009），但

研究結果則顯示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無法影響親職感受。相關

研究發現女性與婆婆和媽媽較多的育兒衝突，來自於相似的勞務工作（利翠

珊，2002；林津如，2007；陳映如，2012），因此角色責任的衝突，可能使

得父母與公婆在勞務支持上對親職感受的影響效果不彰。 

綜上所述，無論是父母或公婆之金錢支持，皆能對女性的親職感受直 

接影響，證實了代間支持對女性在養育子女上的重要性，特別在父母與公婆

所給予的金錢支持產生的影響不同，突顯了華人家庭中，女性與上一代父母

關係之獨特性。因此如能整合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代間支持的資源，對女

性在親職上的實質助益則能更加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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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岳父母的金錢、勞務支持，對男性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 

受間有調節作用。 

Booth(1991)研究提出，男性的朋友支持最能調節親職困難，甚至較多 

的親屬支持反而可能增加親職困擾(Melson et al., 1998)。然而在華人社會，

家人仍為男性在養育子女上主要的支持來源，因此本研究期望探討代間支持

對親職感受的作用機制。以階層邏輯斯回歸分析，發現在男性樣本中，代間

支持沒有直接影響親職感受，但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則存在調節效果。 

依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在婚姻衝突增加的情況下，配偶父母之金錢支 

持高時，與「親職負向感受偏低」相比，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的機會

下降，結果表示：獲得岳父母之金錢支持，對男性在婚姻衝突高時能產生影

響，對減少親職負向感受有幫助。過去女婿與岳父母之關係較少被研究，不

過比起婆媳關係較為和緩，岳父母對女婿也較為禮遇，但關係較疏離（李青

芬、唐先梅，2013），因此研究者推測，岳父母之金錢支持，較能視為一種

資源，沒有奉養責任與孝道期待的約束，所以有正向的效果。 

然而，為何僅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有調節效果呢？代間支持的相關研究 

提出，男性與父母存在較多的金錢往來（林如萍，2011；2012），其中獲得

父母的金錢協助比女兒多（Lin & Yi, 2013）。但研究結果卻發現，接受配偶

父母金錢協助能減少親職負向感受，此結果可能與華人社會中，家庭的孝道

規範影響了成年子女與父母親在財務與勞務上的交換（林如萍，2000；葉光

輝，2009）有關，以台灣代間互動的類型來看，兒子以「反哺型」最多（林

如萍，2011），也就是單向提供給自己父母勞務與金錢協助仍為多數，因此

自己父母的金錢協助可能受傳統奉養等孝道期待的影響，所以配偶父母之金

錢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效果較明顯。 

而在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部分，男性在婚姻衝突增加的情況下，配偶 

父母之金錢支持高時，與「親職負向感受偏低」相比，成為「親職負向感受

中等」的機會下降，但在「親職負向感受偏高」的狀況下，接受配偶父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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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支持則沒有減少親職負向感受，研究者推論，過去研究發現上一代父母

對成年子女在親職協助之勞務支持，對兩性都有可能產生衝突（李青芬、唐

先梅，2013；利翠珊、張妤玥、鄧皓引，2014），因此勞務支持的調節效果

可能較為複雜，當與上一代父母沒有衝突發生時，勞務支持可能會減少親職

勞務上的負擔，但有衝突發生時，可能增加更多負向的感受，因此可以再使

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解岳父母之勞務支持對男性在親職上的協助

狀況。但和女性不同的是，對男性而言，在有婚姻衝突的狀況下，才存有對

配偶父母金錢、勞務支持的需求。 

本研究結果證實，台灣社會之代間支持，對男性在親職感受的影響和 

西方研究不同，配偶父母之金錢、勞務支持，對男性在親職感受上存在調節

效果，表示代間支持對男性在擔任親職的過程中有其影響力。並且有別於過

往只針對女性樣本，討論代間支持對親職協助的研究，加入男性樣本作探

討，更可全面呈現代間支持在協助養育子女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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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貢獻 

一、突顯代間支持的價值 

華人社會中，代間支持為家庭中主要的支持來源，研究結果證實了台 

灣家庭的代間支持對成年子女在親職上的重要影響，並且無論是自己原生家

庭的父母支持，或是結婚後配偶父母的支持，皆有一定的協助效果。因此突

顯了代間支持在家庭中的重要價值。 

二、了解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代間支持的差異 

過往有關代間支持與親職領域的相關研究，多半聚焦在自己父母或配 

偶父母的個別影響，並且關注於代間支持對於女性在親職工作的協助。但實

際生活現況中，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的支持可能一起存在，且對兩性皆有影

響，因此本研究依性別分開討論，並且同時比較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支持的

差異，進一步了解不同代間支持的類型對親職感受的作用，呈現代間支持對

成年子女在親職協助上的完整樣貌，並且以量化方式，呼應質性研究中，自

己父母與配偶父母對親職協助帶來的不同影響。 

三、研究結果的可推論性強 

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第六期二次 

「家庭組」資料，此長期調查計畫中，嚴謹的問卷設計以及以全國性抽樣的

資料收集方法，其資料之信、效度達一定水準，且具全國代表性，因此研究

結果的可推論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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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增加父母給予支持以及給予父母支持之雙向比較 

有關代間支持的研究，關心的議題除了父母給予成年子女的支持外，還 

關注於成年子女給予父母的支持，像是林如萍（2013）討論三代之間的代間

支持，其中一部分，便使用「提供父母支持」和「獲得父母支持」的兩個指

標來作類型分析。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交換行為中，不只獲得父母的支

持，也需提供父母支持，形成互惠的狀態（林如萍，2012），因此未來研究

可進一步探討，成年子女獲得與提供支持的不同對親職感受的影響。 

（二）跨時間、跨國際之比較 

本研究主題，可使用貫時性的調查研究資料庫，進行兩個時間點以上的 

資料做比較分析，了解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的影響，是否隨時間的改變而有

不同。另外，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參與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以及國際社會調查計劃（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因此

可與 EASS、ISSP 作跨國分析比較，了解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影響之全球趨

勢。 

二、對實務工作之建議 

（一）對政策之建議 

了解影響親職感受之原因，能提供政府制訂政策，減輕家庭養育兒女的 

擔憂與負荷，如同 Thomese 與 Liefbroer (2013)的研究證實祖父母對於親職的

正向作用，甚至能提升生育意願。因此鼓勵祖父母對家庭的參與協助，提供

養育子女的家庭一個可用資源實為重要。呼應現階段的社會政策實施，像是

提供生育津貼以及育兒津貼，或是內政部（2014）擴大托育補助範圍，鼓勵

祖父母取得保母證照領取托育補助，推動照顧孫子的福利政策等，提供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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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與有效的資源，才能有效解決有子女家庭的困境，減輕養育子女的負

擔。 

除了福利津貼的發放，提供家庭獲取資源的管道也很重要，無論是夫妻 

本身在照顧子女，或是祖父母在提供協助時，能有資源可以學習相關議題。

對於父母部分，了解子女發展，學習如何當父母，以及如何面對子女成長帶

來的不同課題。而祖父母重新學習如何協助照顧孫子女，學習如何面對與子

女養育觀點的不同所帶來的衝突。 

（二）對家庭教育之建議 

準父母之最大擔憂除了孩子的健康，也必須同時了解孩子對自己生活的 

影響。多數父母面對教養子女的困難時，往往求助於網路或親友的經驗分

享，但資訊的獲取來源與正確性實難判斷，使得資源利用有限。因此有課程

來引導父母學習「如何當父母」，必能減緩育兒生活改變帶來的壓力。 

除了婚前教育外，提供準爸媽相關課程，使其能提早準備，並且更有 

信心面對即將轉變的生活。像是目前「和和樂樂共親職」（林如萍，2005）

的自學手冊、政府福利資源的訊息提供與運用，了解祖父母協助的困境與優

勢，協助學習與家人溝通和相處等議題，能有效協助夫妻面對養育子女的挑

戰，提前作好準備與規畫，更加重視養育子女的課題。 

（三）對家庭生活之建議 

過往研究雖發現上一代父母介入子女教養時，容易產生衝突，並且在自 

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間，得到的協助不同，但整體而言，代間支持的協助確

實能有效減少親職負向感受。因此，夫妻在生育前，如能參與新手父母之課

程，除了照顧子女的生理知識外，分析自己可用的資源，規畫並安排養育子

女的生活調適，並且面對自己父母或配偶父母之協助，能夠抱持更多感謝與

尊重，當有不同意見時，學習如何溝通，與上一代父母攜手共同育兒，不僅

減輕自己的負擔，更能連繫家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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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限制 

一、樣本數較少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六期二次的家庭組樣本，年齡在 60 歲以下占 

70.3%，相較於第五期二次的家庭組樣本（60 歲以下占 79.5%）平均年齡大，

因此本研究篩選研究對象時，將家裡有子女的年齡提高至 15 歲，並且符合

「目前育有至少一名 15 歲（含）以下子女，以及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都至

少有一位存活」的樣本數較少，因此在分開性別討論時，男性與女性之樣本

數較少，使得統計分析上存在限制。  

二、變項測量方法可能的推論限制 

本研究使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六期二次的家庭組問卷，進行次級資料 

分析，其中命題者的專業性，使得題目能反映出重要議題之概念，為此資料

庫之優勢。然而在次級資料使用上，需了解原命題者之研究考量，研究者必

需選取最適合研究概念之題目進行測量。不過由於研究者之不同考量，問卷

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研究者欲測量之概念，所以在使用上會有所限制。原問卷

中之婚姻衝突、親職感受之題目皆為重要之概念，唯研究者在多方分析考量

後，僅選取問卷資料中具有代表性的測量題項，以單題方式分析可能造成主

要概念在推論時存在限制。而代間支持之測量，研究者僅分析:獲得自己父

母與配偶父母的支持，包含金錢、勞務兩種，缺乏情感支持的討論，未來應

進一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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