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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從文化背景差異的條件下，探究美加籍高中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與其親子關係。研

究以便利取樣的方式，抽取在臺灣外僑學校以及在美國本土學校的高中生進行問卷調查，共計發

出 324 份問卷，回收 264 份問卷，將漏答過多以及不符合本研究對象條件等無效問卷剔除後，得

有效問卷 200 份。研究工具包含三大部分：「父母的教養行為量表」、「與父母親親子關係量表」

及「個人基本資料」三部分。研究結果以統計軟體 PASW Statistic V22（SPSS 22）進行分析，使

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相依樣本 t 檢定、相關係數、同時迴歸分析，

來進行統計考驗。分析結果如下： 

一、 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為何？ 

（一）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父母均最常一致性教養、嚴厲教養最低，正向教養行為均不高 

（二）美加籍華人母親監督、一致性教養以及整體正向教養行為均顯著高於父親 

（三）美加籍美加人母親監督教養以及整體正向教養行為均顯著高於父親 

 

二、 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父母親子關係為何？ 

（一）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父親的情感傳達較好、訊息交換較差，整體親子關係尚

有進步空間 

（二）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母親的情感傳達較好、問題解決較差，整體親子關係尚

有進步空間 

（三）美加籍華人與母親的訊息交換以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較與父親的好 

（四）美加籍美加人與母親的訊息交換、情感傳達以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較與父親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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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是否與族群、生活環境有關聯？ 

（一）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嚴厲教養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 

（二）在臺灣，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嚴厲教養以及母親監督、嚴厲教養均顯著高於美

加籍美加人 

（三）在臺灣，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引導教養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 

（四）在美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 

（五）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以及父母的監督、嚴厲教養均顯著

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 

 

四、 學生知覺與其父母的親子關係，是否與族群、生活環境有關聯？ 

（一）在臺灣，美加籍美加人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較美加

籍華人好 

 

五、 學生之族群、生活環境、父母教養行為是否可解釋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一）父親監督、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訊息交換、情感傳達以及整體親子關

係越好 

（二）父親嚴厲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問題解決越差 

（三）母親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係越好 

 

關鍵字：高中生、教養行為、親子關係、跨文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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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is about American Canadian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parenting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examine 

parents’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of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anadian students in Taiwan and Americ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are used in this study. Out of 324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264 copies are 

collected and 200 of which are effective samples. The instruments of the study include “parental 

behavior scale”, “relationship scale”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The result data is analyzed with SPSS 

22. Statistic methods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for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sampl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How do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anadian students perceive 

their parents’ parenting? 

(1)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anadian students perceive that parents’ 

consistency parenting is high; both of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parenting and positive parenting are 

low.  

(2)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moms’ monitoring, consistency and positive parenting a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dad’s.  

(3)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better monitoring and positive parenting than 

d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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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 do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anadian students perceive 

thei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1)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anadian students perceive that with dad’s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high, cognitive interchange is low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s needed to 

be improved.  

(2)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anadian students perceive that with mom’s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high, problem solving is low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need to be 

improved.  

(3)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better cognitive interchang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an dads. 

(4)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better cognitive interchang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an dads.  

 

3. Do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ir parents’ parenting relates to ethnic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1)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parenting th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2) In Taiwan, both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moms and dad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monitoring,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parenting th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3) In Taiw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ductive parenting than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4) In the U.S.,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monitoring parenting than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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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in the U.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ositive parenting th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in Taiwan.  

(6) American and Canadian parents in the U.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monitoring,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parenting th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parents in Taiwan. 

 

4. Do students’ percep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relate to ethnic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1) In Taiw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ms have significantly better cognitive interchang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an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5. Do students’ ethnic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arenting provide significantly predictions f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1) Dads have higher monitoring and inductive parenting; students perceive better cognitive 

interchang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th dad. 

(2) Dads have higher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parenting; students perceive worse problem solving 

with dad.  

(3) Moms have higher inductive parenting; students perceive better emotional expression, problem 

solving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th mom. 

 

Key words: high school student, parental behavi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 cross cultural, 

eth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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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家，是社會化的起點。父母，是子女人生中的首位導師。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受原生家

庭背景、社會、教育、文化、師長及朋友等影響下成為獨立個體，其間歷經不斷的調整與適

應，以符合社會變遷、形式與結構的改變。過往有許多研究結果指出父母的教養對子女的發

展，無論是對學業、行為、情緒、氣質等方面的表現皆呈現有顯著的影響力。華人父母總會

希望子女能夠順利而為子女的未來設想周全，如同研究者順應著父母的安排，於高中畢業後

出國念書，並在學成畢業回臺灣後進入外僑學校工作。因為這些經驗讓研究者透過自身，感

受到了東西方文化的衝擊，在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中展現出多元樣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順應父母的安排，於高中畢業後出國念書因而有了五年的留學經驗，並於學成畢

業回臺灣後因緣際會進入了外僑學校工作。研究者原先在臺灣生長的經歷；加上到美國唸書

後受到多元文化的衝擊與不同的生活環境影響，讓研究者原本俱有的文化思維受到西方自由

開放的薰陶，內心仍保有華人的文化傳統價值觀，但在思想與行為上已有很大的寬容與接受

度。對於東西方文化下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差異，從很顯然的不適應、調適、到接受甚至

改變。最能夠顯見的是在對父母的情感表達上，原來的成長經歷和生活環境是讓人不善於表

達的，在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文化和人事物，漸漸的能夠把情感文字化甚至是直接言語和行

動化。在外求學期間的感受及外僑學校的體驗，這樣的經驗中，研究者也看見了東西方父母

在教養子女上的多元面貌。看見了華人父母在教養上的難為、子女對於華人和西方價值觀的

矛盾與衝突，以及不一致的、嚴厲的教養行為造成親子關係的失調。例如：華人父母會跟子

女溝通也會表達關愛，但同時較嚴肅的要求子女聽話、乖巧、有禮貌、也訂定了許多規範，

華人父母漸漸的與在西方文化及教育薰陶下的子女產生衝突；且工作忙碌的華人父母，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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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物質來彌補填滿沒時間經營的親子關係。同時也看見了美國人父母對子女過份寬容的教

養行為，造成了親子關係的失衡。例如：只希望子女能夠快樂學習，於是高度配合子女能夠

擁有自主學習的選擇權，加上對子女過度的讚美與尊重，造就出自視甚高的子女；然而，多

數美國人父母就算忙碌也通常會有固定的時間陪伴子女，例如睡前時間，以培養和維持子女

間的關係。不過並非所有東西方父母與子女的情況皆如同研究者所看見的。 

另外，研究者在外求學期間曾經撰寫過一篇有關於東西方父母教養態度的小型專題報告，

透過訪談初步瞭解東西方文化下的父母在教養上的感受與體悟。多年後，希望藉由本研究更

聚焦的探討，再次從文化的背景脈絡下去探討父母的教養行為以及親子關係。父母透過對子

女的教養，扮演著在子女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青少年子女身心發展正處於成年前期角

色發展的轉換階段，故此時的親子關係被視為個人或家庭生命週期中的關鍵時期（周玉慧、

吳齊殷，2001；吳明燁，2009），因此本研究的對象設定為九到十二年級的高中學生。本研究

旨在探討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的父母教養行為和親子關係。 

 

壹、從文化背景差異看父母教養行為 

家庭是傳遞文化精神的主要場所。文化的影響是藉由父母傳遞給子女的認知理念、行為

習慣和溝通模式，而達到延續的目的（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文化是自古以來長

期累積的，同時也呈現出一個社會現象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及歷史傳

統代表意義的不同，華人較重視道德倫理與家庭，而西方較重視個人。東西方文化亦存在了

許多的差異，例如：整體性和個體性的差異、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的差異、社會禮儀與習俗的

差異等。 

在華人文化社會，父母在教導子女時採取較主導的角色，希望子女能夠乖巧、聽話、尊

重長輩和懂得長幼有序（楊國樞，1992）。華人父母認為子女需要受到較多照顧和保護，求好

心切的對子女抱持「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擅長幫子女做好決定、選擇或是直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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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他們什麼時候應該要做什麼，以讓他們對未來做好準備；因而變得過於掌控子女選擇，忽

視了子女獨立的個體性。高度控制、嚴厲的教養行為一直以來都是華人、華裔父母的標籤，

且多數研究結果發現華人及華裔父母的確比起西方父母來說，對其子女有較高度的控制（Chao, 

1983；Chao, 1994；Glenn, 1983；Sigel, 1988）；華人父母的愛常是為你設想、鋪路與控制的愛

（李美枝，1998）。然而，近年來社會變遷且資訊交流頻仍，傳統文化思維逐漸受到西方自由

開放思想的薰陶及挑戰，或許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態度與行為上已不再只專注於某一特定的教

養方式，而是呈現了多元的面貌。 

在西方社會，多數國家強調獨立的個人主義，西方父母對子女所持的教養觀比較自由，

在教導子女的同時，以愛為出發點去支持子女、尊重其子女的獨特性及重視子女的自尊

（Steinberg, Elmen & Mounts,1989；Steinberg, Mounts, Lamborn & Dornbusch, 1991）。較強調

子女的天賦才能，鼓勵子女按著性向朝著興趣發展，即使當子女真正感興趣的事屬社會中的

非主流領域，依然會協助讓子女具備技能、好習慣以及自信並且鼓勵他們勇敢追求；因此，

通常會以一致性的教養方式準則去引導孩子，給予子女較大程度的選擇權以及給予較大的自

由發展空間讓子女探索，但也因為太讓子女自由的發揮，可能較華人和華裔父母來得督導不

周。多數西方父母要求子女需自行負責任，因而不會過度保護和照顧子女，因此子女雖有較

高自由選擇的意志，但也同時較需要提早負擔和準備獨自面對自己的未來和生活。 

家庭教育中，父母教養子女是一個不斷捏緊鬆手的過程，若是父母捏得太緊或放得太鬆，

現實問題又會馬上出現。在社會變遷之下，人類的價值觀、知識體系、認知、生活態度、社

會行為模式等，都在快速改變並且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研究者透過自身的經驗，看見東方

與西方家庭的多元面貌，因此本研究欲從文化背景脈絡下，檢視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

的子女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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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文化背景差異看親子關係 

在華人文化社會，強調以家族主義為主要觀念，以整個家庭為一個群體來作為關係的呈

現。在家庭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相對應的稱謂和變動的角色；親子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但父

母與子女之間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呈現出上對下的關係型態。因此，華人父母在要求子

女的同時也較容易忽略子女真實想法、感受、回應及情感的需求，也因為主導性，易造成親

子間的衝突。華人在表達情感上的方式是較為含蓄間接的，屬於工具性的情感（李美枝，1998），

華人父母回應子女時因不擅長直接表達而總是透過委婉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父母與子女之間

表達親密的方式以非口語表達為主，例如無微不至的照顧、較偏愛透過聊天軟體電子書面方

式或贈送物品的方式來間接的表示對彼此的愛。近年來受少子女化的影響，加上現代的父母

都擔心子女輸在起跑點上，而給予子女非常多的關注，因此家庭變得越來越以孩童為中心（趙

蕙玲，2011），而親子之間關係界限的分明已不若以往傳統社會這麼的明顯。 

在西方社會，信仰因素和個人主義觀念盛行之下，父母與子女皆為獨立的個體。少了華

人那繁雜稱謂的束縛與限制，西方父母與子女之間關係的發展較像是類平輩的關係，父母像

是孩子的朋友，彼此互相尊重；除了給予子女溫暖的支持外也相當重視子女的回應、反應及

情感需求。西方人在表達情感上的方式是較為直接的，屬於表達性的情感（李美枝，1998），

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傾向直接用說的或使用肢體語言來表達，也會透過贈送物品的方式來表

達對彼此的愛。雖然親子之間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親密，但也因西方文化強調人是獨立個體的，

而對於親子之間的情感，會存有著一定程度的界限。 

綜觀上述，東方和西方文化差異下，造就了不同樣貌的群體。華人的家族主義之於西方

的個人主義；華人較習慣以整個家庭做為一個群體關係來考量，而西方人則視家庭中每個人

都是獨立的。無論身處何種環境和文化背景，人都會隨著時空歷程的轉換而有不同的身份，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是如此。在家庭中的人際關係是我們所擁有最長時間也最為親密的一段

關係，而又以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最為緊密。因此本研究旨在文化背景差異條件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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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的親子關係。 

參、從父母教養行為看親子關係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與社會化的環境之一，父母為提供此場所的第一重要他人，而家庭

環境對孩子的影響即是透過親子之間的互動來達成。父母親與其子女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

雙向的人際互動歷程；父母透過對子女的教養來建構他們所想要對子女傳達的價值觀（陳富

美，2007）。隨著社會的變遷，子女漸漸受到除了家庭環境以外因素的影響，而會選擇性的接

受或拒絕父母所提供的教養環境。在傳達彼此訊息、認知和想法時，有些親子之間的傳承出

現了文化反哺的現象（周曉虹，1999）；透過此新型文化傳承的模式，親方透過子方學習或接

收社會轉變和科技進步隨之帶來的新興資訊；而此現象尤其又是以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家庭

最為明顯。 

華人和西方的父母愛子女的心是相同的，所有的父母都會為自己的子女好而願意為他們

付出一切。近幾年來出現了幾個新的代名詞：「虎媽、虎爸」1代表著對子女高要求的父母，

以及「直升機父母」2代表著對子女過度保護的父母。「直升機父母」的教養方式往往會讓子

女產生挫折容忍度低、依賴心強、無法自我負責、課業壓力大等現象（趙蕙玲，2011）。現代

父母認為愛孩子就是讓他們發展得更好，為子女做了很多事，但也因父母常常過度期待子女

的成就，卻又沒有時間陪伴子女，而導致親子之間的疏離。「虎媽」的代表：華裔教授蔡美兒，

在所撰寫《虎媽的戰歌》3的書中提出的教養態度，引發了東西方對教養的論戰。「虎媽」對

                                                      

1「虎媽」：華人文化中極端教養方式的類型之一的統稱代名詞。見《虎媽的戰歌》。 

2「直升機父母」：指過份照顧、保護、和介入子女生活的父母。好比直升機般， 時刻在孩子的頭上盤旋，偵察

孩子的行蹤，監視孩子的一舉一動，指揮孩子的生活。 

 

3《虎媽的戰歌》：由耶魯大學美籍華裔教授 Amy Chua 蔡美兒 2011 年出版的《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6 

 

兩個女兒採取嚴厲的教養，以威脅利誘的方式逼女兒練琴，且訂下家規：不準在朋友家過夜、

不準打電動、不準選擇自己想要的課外活動、不準拿低於 A 的成績等（蔡美兒，2011），雖

然多數達到蔡美兒為女兒設立的目的，但也因此造成親子之間的對峙。蔡美兒的女兒曾經以

憎恨這個家的激烈言語和砸摔杯子的發洩行為，來向母親表達過抗議；也因此，造成親子關

係的緊張。青少年子女對於父母的高壓式懲罰容易感到敵意及負面的感受，因而容易引起親

子衝突（Aquilino, 2001）。由此可知，教養深深影響著親子關係。 

親子之間的互動隨著新形態的教養模式和父母類型的出現，已與過去不同。華人父母不

再抱持著養兒防老的觀念，而「孝子、孝女」的說法也不再新鮮。西方父母對於本該獨立自

主離家生活卻依然「啃老」的子女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少子女化的關係，每一位子女都是父

母掌中寶，家中的主角地位已由父母換作是子女，親子之間的關係已與過往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究竟在文化背景差異下，父母的教養行為是否對親子關係有影響？  

研究者的經驗為本研究提供了契機；因此，本研究欲從文化背景差異的條件下，探究高

中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分析以華人文化、西方文化為主要背景，學生知覺父

母的教養行為及與其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希望藉由對學生及家長的關注，帶給未來擁有相

似情況的學生及父母有更多思考的面向與空間，而得以作為借鏡並提供建議以幫助需要的家

庭維持良好的親子關係。 

                                                                                                                                                                                

書中比較了東西方教育的差異，並記錄自己教養兩個兒女的回憶錄，描述其權威式、勤管嚴教的教養哲學，在

美國引起軒然大波。一出版即登上 Amazon 暢銷榜首，一個月後被 Times 雜誌選為封面故事。蔡美兒因為屬虎，

所以自稱「虎媽」，就像老虎一樣強悍。書的開頭就寫著「虎媽家規」：不準在朋友家過夜、不準打電動、不準

選擇自己想要的課外活動、不準拿低於 A 的成績等。此反映出西方對華人家庭父母嚴厲教養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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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從文化背景差異的條件下，探究高中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一、 探討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父母的教養行為。 

二、 探討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三、 探討學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與族群（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生活環境之間的

關係。 

四、 探討學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與族群（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生活環境之間

的關係。 

五、 探究學生之父母教養行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以及族群、生活環境的關聯。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從文化背景差異的條件下，探究高中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並回

答下列問題： 

一、 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為何？  

二、 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為何？ 

三、 學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是否與族群（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生活環境有關聯？ 

四、 學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是否與族群（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生活環境有關

聯？ 

五、 學生之族群、生活環境、父母教養行為是否可解釋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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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 高中生 

本研究所指的研究對象，為在臺灣設立的外僑學校以及在美國本土設立的學校之九、十、

十一、十二年級學生中的美加籍華人以及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貳、 族群 

文化是自古以來長期累積的，同時也呈現出一個社會現象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因此東

西方文化確實存在了許多的差異和持有不同的觀點。 

本研究所指之族群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在本研究的所有敘述中，華人指的

就是美加籍華人，西方、美加指的都是美加籍美加人。此外，美加籍華人指的是具有華人後

裔血統的美國籍或加拿大籍的華人，美加籍美加人指的是具有美國籍或加拿大籍的西方族群

裔的美國人或加拿大人。亦即：家庭中以華人文化為主要背景（父母皆為華人）、以西方文化

為主要背景（父母皆為美國人或加拿大人）。 

 

參、 生活環境 

本研究的生活環境指的是問卷填答者的居住地，分為在臺灣以及在美國。可分為在臺灣

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以及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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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養行為 

本研究所指之教養行為，是指父母在家庭訓練或教導子女時所使用的社會化方式、實際

展現的行動與作法。包括的內涵有：監督教養（monitoring）、一致性教養（consistency）、引

導教養（inductive）及嚴厲教養（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吳齊殷，1999，2000；吳齊殷、

周玉慧，2001）。意義如下： 

1. 監督教養：父母對子女日常生活的行蹤和行為掌握與了解的程度。在量表中得分越高，

代表子女知覺父母對其日常生活的行蹤和行為掌握與了解的程度越高。 

2. 一致性教養：父母在為子女建立生活準則與規範後，會確實執行該準則與規範，且不會

前後矛盾或任意更改。在量表中得分越高，代表子女知覺父母在執行一致性教養的頻率

越多。 

3. 引導教養：父母對子女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會適時和適度採用說道理或討論的方式

來施行教養。在量表中得分越高，代表子女知覺父母在引導教養的頻率越多。 

4. 嚴厲教養：父母採取對子女身體上或心理上有傷害的教養方式。在量表中得分越高，代

表子女知覺父母對其採取嚴厲教養的頻率越多。 

本量表採用李特克式（Likert）4 點量表方式來計分，由高至低為 4 至 1 分，反向題目則

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表示父親、母親實施該教養行為的頻率越多，反之越少。 

 

伍、 親子關係 

本研究所指之親子關係，為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互動和交流訊息以互相了解，所形成的

一持續動態發展的人際關係。包括的內涵有：訊息交換（cognitive interchange）、情感傳達

（emotional expression）、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黃宗堅、周玉慧、謝雨生，2004）。意

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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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訊息交換：子女如何傳達訊息、認知、想法給父母。 

2. 情感傳達：子女如何與父母分享與呈現其感覺與情緒。 

3. 問題解決：當子女與父母發生衝突時會採取的因應策略。 

本量表採用李特克式（Likert）4 點量表方式計分，由高至低為 4 至 1 分，反向題目則反

向計分。得分越高，代表子女與父親、母親之間在該部分的親子關係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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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第一節與第二節將探討過往的相關研究對父母教養行為和親子關係所呈現出的定

義與內涵。第三節與第四節將探討影響父母教養行為和親子關係的相關因素。 

 

第一節 父母教養行為 

壹、教養行為之定義 

由於各個專家學者不同的論點、主張及說法，而出現了許多的用詞如：「父母教養方式」、

「父母教養行為」、「父母教養態度」、「父母管教方式」、「父母管教行為」、「父母管教態度」

等，帶有表達父母對子女在教養上的態度與行為之意涵的名詞。本研究旨在探討子女知覺父

母在教養時所對其展現的行為，因此使用「父母教養行為」一詞。 

父母為子女的主要照顧者，負擔教養子女的責任。楊國樞（1986）指出父母的管教包含

了態度與行為兩個層次，其中管教行為層次是指父母教導子女時所展現的行動與作法。李文

傑及吳齊殷（2004）認為教養行為是偏向於外在可見、可感覺的事實，即父母實際上如何管

教子女。許婷婷及林惠雅（2011）則認為在家庭系統理論的親子次系統中，父母教養行為是

親方對子方所展現的外顯行為面向。而國外學者認為父母的管教方式包含了父母的態度行為

及非口語的情感表達，而教養則為子女與父母之間關係的反應（Chao，2001；Darling & 

Steinberg, 1993）。 

綜觀上述，本研究所指之教養行為，是指父母在家庭訓練或教導子女時所使用的社會化

方式、實際展現的行動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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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養行為之內涵 

從過往研究可發現，父母的教養行為一直以來都是重要的議題。也因為研究的定位及探

討方向上的差異，過往國內外的學者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定義、內涵和向度都有不同之處；

而這些向度也反映出社會文化脈絡影響著父母教養行為的形成與發展。 

過往對於教養行為內涵的研究較以歐美本位為觀點，未考慮其他文化的教養觀。Baumrind

（1971）在長期研究中產階級白人家庭實證資料後，基於「支持」與「控制」兩個向度去定

義教養方式並在長期研究中產階級白人家庭實證資料後，以單一向度「父母的權威傾向」，將

教養方式分類歸納為：「民主權威式」、「專制權威式」和「寬容放任式」的三種教養方式。

Maccoby and Martin（1983）將 Baumrind 的研究做了延伸，提出「要求」（demanding）和「回

應」（responsive），而往後研究也常以此兩向度做延伸引用（王鍾和，1993；吳明燁，2009；

陳富美，2005；葉光輝，2000a；關秉寅，2009；Maccoby & Martin ,1983；Sessa, Avenevoli, 

Steinberg, & Morris, 2001）。「回應」，指的是父母以溫暖的方式表達對於子女需求的理解與

支持，也被稱為父母的支持行為（parental support），包括褒獎讚美、擁抱或陪伴等；「要求」，

則指父母訓練子女促其達成目標或保護子女免其受到傷害的行為，有時被視為父母的控制行

為，包括監督、處罰、限制權益或說理溝通等（吳明燁，2009；Aquilino & Supple, 2001）。

Maccoby and Martin（1983）再以此兩向度交互組合成四種管教方式：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

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寬鬆放任（indulgent）、忽視冷漠（neglect），往後也常被拿來作為

父母管教行為類型的分類依據（陳富美，2005, 2007；Buri, 1991；Kim, Wang, Orozco-Lapray, 

Shen, Murtuza, 2013；Maccoby & Martin ,1983；Steinberg, Lamborn, Dornbusch, & Darlin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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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Baumrind 對教養態度的三種分類，是主要基於對西方文化下的歐美裔父母所

設定的，應還有其他影響更大的因素，且仍有許多父母的教養行為無法被歸在特定一類（陳

富美，2007；Chao, 2001）。基於不同文化內涵與歷史傳承的影響下，應考慮相同概念使用在

不同群體的合適性以及不同文化對於教養方式解讀的不同。因此，以各個概念及測量面向做

區分，比較是跨情境的，其意義與影響力或許比較能夠跨社會文化的（關秉寅，2009）。 

有鑑於此，多數學者以不同層次及向度的父母教養行為，重新檢視父母在不同向度下所

展現出的教養行為。Steinberg 與多數的學者，以接受、投入、溫暖與責任、心理與行為控制、

監督、嚴格、自主等面向，來測量父母是否對子女有回應、照顧和參與的表現，父母對子女

行為的管教，以及父母賦予子女能夠自主的程度（Lamborn, Mounts, Steinberg, & Dornbusch, 

1991；Sessa, Avenevoli, Steinberg, & Morris, 2001；Steinberg, Elmen, & Mounts, 1989）。Barber, 

Olsen, & Shagel（1994）將父母的教養行為分為積極、消極與監督三種，積極的教養行為是指

父母是否會適時讚揚子女，並與子女共同建立生活公約；消極的教養行為是指父母會對子女

大聲怒罵或是體罰子女；監督的教養行為則是指父母對子女行蹤的掌握。歐陽儀及吳麗娟

（1998）將外婆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分成接納、心理自主、堅定控制。接納是指信任、關愛、

陪伴與溝通；心理自主是指允許子女有獨立自主空間及不強迫子女遵守規範與干涉子女的事

務；堅定控制指的是拒絕、過度保護、嚴厲懲罰或獨裁。吳齊殷（2000）認為合宜的教養方

式是：為人父母知道要如何去關心子女心情與感覺，隨時注意子女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強調對子女的關愛、包容與接納，鼓勵子女適當合宜的行為表現，幫助子女解決他們所面臨

的各項問題，並且獎勵他們的每一項優良成就；且適宜的教養行為能促進產生有效的教養行

為，包括表達關愛、引導以及適度懲罰。若將上述所描述的合宜的適當教養都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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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不當教養的實施4。吳齊殷（2000）與周玉慧及吳齊殷（2001）就以父母的不當教養方

式，來說明教養行為對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的影響。不當教養行為包含了缺乏監督、不一

致教養、嚴厲教養、非引導式教養。缺乏監督是指日常生活中父母對子女行蹤和行為掌握與

了解的程度低；不一致教養是指，父母在教養實施上常常做一套說一套；嚴厲教養是指，父

母常採取對子女身體或心理上有傷害的教養行為；非引導式教養是指，父母施行教養不常用

和子女說道理或討論的方式。關秉寅（2009）則以明確常規要求、嚴厲管教、支持回應來說

明青少年知覺母親的教養方式，明確常規要求包括了對子女生活作息、金錢、言行、服裝、

功課、健康的要求；嚴厲管教包括了體罰、打罵、嚴格、不准回嘴的管教；支持回應包括了

對子女接納、關心等。 

綜上，依過往研究的教養行為內涵，可從監督、溫暖關愛、回應、要求、接納、控制、

自主、一致性、嚴厲、嚴格、理性約束等向度來觀察父母對子女的教養行為（表 2-1-1）。本

研究認為吳齊殷（1999，2000）與吳齊殷及周玉慧（2001）所歸納出的監督教養（monitoring）、

一致性教養（consistency）、引導教養（inductive）及嚴厲教養（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最能夠涵蓋上述內涵，說明如下： 

監督：父母對子女的行蹤與行為掌握與了解的程度，包括了控制（陳富美，2005；歐陽

儀、吳麗娟，1998；Barber, et al, 1994；Baumrind, 1971；Sessa, et al., 2001）、自主（歐陽儀、

吳麗娟，1998；Chao, 2001；Steinberg, et al., 1989；Steinberg, et al., 1992）、監督（吳齊殷，

                                                      

4
 吳齊殷（1999）在「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報告中對教養的測量，以及吳齊殷、周玉

慧（2001）在「母親對青少年子女行為的管束」的行為測量，皆是以不當教養測量為指標。然而，不當教養測

量的其實就是教養方式，只是採取負向角度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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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周玉慧、吳齊殷，2001；Kim, et al., 2013；Steinberg et al., 1992）、理性約束（李芊蒂、

吳齊殷、關秉寅，2005；Kim, et al., 2013）。 

一致性：父母為子女建立準則規範並會確實執行該準則規範，包括了一致性（吳齊殷，

2000；周玉慧、吳齊殷，2001）、理性約束（李芊蒂、吳齊殷、關秉寅，2005）、明確常規

要求（關秉寅，2009）。 

引導：父母對子女行為表現會以適時採用說道理或討論的方式來教導，包括了為子女設

立規範且支持配合回應子女的需求（王鍾和，1993；葉光輝，2000a；Maccoby & Martin ,1983）、

調節配合的回應（吳明燁，2009）、接納（歐陽儀、吳麗娟，1998）、引導（吳齊殷，2000；

周玉慧、吳齊殷，2001）、理性約束（李芊蒂、吳齊殷、關秉寅，2005）、支持與回應（關

秉寅，2009）。 

嚴厲：父母對子女採取對身體或心理上有害的方式來教導，包括了嚴厲（吳齊殷，2000；

李芊蒂、吳齊殷、關秉寅，2005；周玉慧、吳齊殷，2001；關秉寅，2009；Kim, et al., 2013）、

嚴格（Chao, 2001；Steinberg, et al., 1992）、高壓體罰的要求（吳明燁，2009）。 

因此，以綜上所歸納之監督、一致性、引導、嚴厲等教養面向，來探討父母對子女的教

養行為；採用吳齊殷（1999，2000）與吳齊殷及周玉慧（2001）所提出的父母教養行為的意

涵，分別敘述如下： 

一、 監督教養（monitoring） 

 意指父母對子女日常生活的行蹤和行為掌握與了解的程度。獨立自主在西方工業社會中

是重要的教養內涵（楊國樞，1981）。監督教養可以輔助父母了解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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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給予子女自主權的同時，也採取監督教養的行為，使親子之間能夠維持一個界線（吳

齊殷、周玉慧，2001）。 

二、 一致性教養（consistency） 

意指父母在為子女建立生活準則與規範後，會確實執行該準則與規範，且不會前後矛盾

或任意更改。前後一致的教養有助於強化該行為準則（吳齊殷，2000）。父母為子女設定明確

的行為標準並且能執行對這些標準的要求，是民主權威型教養的特色之一（關秉寅，2009）。 

三、 引導教養（inductive） 

意指父母對子女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會適時和適度採用說道理或討論的方式來施行

教養（吳齊殷，2000）。對於子女的行為教導若要達到正面的效果，採互惠性、引導式及以子

女為中心的教養效果最好。因此，當父母在實際教化子女時，對由子女所引發的不同意見，

要能夠採取配合或引導的反應方式（葉光輝，1995，2000b）。若父母採取溫情引導的教養行

為，例如適時提供愛、關懷、讚美與聆聽，使子女在情感上有慰藉，則父母更能了解子女在

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許婷婷，2010）。當父母為子女設立標準，必要時會以命令的方式來要

求子女服從或是給予懲罰的同時，會說明父母規定或懲罰的理由，並且回應或支持子女的要

求（關秉寅，2009）。當父母採取引導性的教養方式，會在訂定規則時會跟子女討論、溝通及

說理（趙蕙玲，2011）。因此，父母在教導子女時，花時間傾聽子女的意見與想法，尊重子女

自身的決定或給予彈性的空間；採取漸次引導的方式，能夠慢慢的滿足子女獨立自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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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嚴厲教養（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意指父母採取對子女身體上或心理上有傷害的教養方式。可從，當子女做錯事情，父母

會失控地大聲咆哮、會毆打、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鞭打或是將子女趕出去或鎖在門外等，

幾個測量題目的面向來觀察（吳齊殷，1999）。當父母與子女間有衝突或意見不合時，無法採

取雙向溝通，而是父母要求子女一定得順從、沒有理由或原因、且喜以懲罰的方式來處理；

在子女不順從或認同時，父母習慣以帶批評、責罵或威脅恐嚇等言語攻擊或甚至肢體攻擊的

方式來應對（葉光輝，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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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父母教養行為研究的內涵與向度 

研究者/年代 研究內涵 向度（概念） 

王鍾和（1993） 子女知覺父母管教：專制權威、開明權

威、寬鬆放任、忽視冷漠 

要求 

反應 

歐陽儀及吳麗娟（1998） 兒童知覺母親行為之代間傳遞 接納、心理自主、堅定控制 

葉光輝（2000a） 父母對青少年子女的教養 回應（情感、溝通、了解）、要求（控制、教導、期望） 

吳齊殷（2000） 父親與母親不當教養實施 缺乏監督、不一致教養、嚴厲教養、非引導式教養 

周玉慧及吳齊殷（2001） 父母教養青少年子女的方式-不當教養 缺乏監督、不一致教養、嚴厲教養、非引導式教養 

陳富美（2005） 父母對國小高年級子女的教養行為：民主

關懷、獨斷專權、寬鬆溺愛、忽視冷漠 

回應（情感、溝通、了解） 

要求（控制、導向、期望） 

李芊蒂、吳齊殷及關秉

寅（2005） 

母親對青少年子女的教養行為 溫情教養(warmth) 

理性約束教養(inductive reasoning)【監督教養(monitoring)、

一致性教養(consistency)、引導教養(inductive reasoning)】 

嚴厲教養(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吳明燁（2009） 父母對青少年子女的教養行為 回應（父母陪伴、自我犧牲、調節配合、自我節制） 

要求（民主溝通、高壓體罰、限制權益） 

關秉寅（2009） 青少年所知覺之父母教養 明確常規要求、嚴厲管教、支持回應 

Baumrind (1971) 民主權威式、專制權威式、寬容放任式 支持(support)、控制(control) 

Maccoby & Martin 

(1983) 
父母教養行為：專制權威、民主權威、寬

鬆放任、忽視冷漠 

回應(parental responsiveness)：為子女設的行為規範 

要求(parental demandingness)：以溫暖、支持、配合的方式

回應子女需求 

Steinberg, Elmen, & 

Mounts (1989)  
子女知覺父母教養 接受(acceptance)、心理自主(psychological autonomy)、行為

控制(behavioral control) 

Lamborn, Mounts, 

Steinberg, & Dornbusch 

(1991) 

父母教養行為 接受/投入(acceptance/ involvement) 

嚴格/監督(strictness/supervision) 

Steinberg, Lamborn, 

Dornbusch, & Darling 

(1992) 

 父母教養: Permissive、Authoritarian、

Neglect、Authoritative 

接受/投入(acceptance/ involvement) 

嚴格/監督(strictness/supervision) 

自主(autonomy granting) 

Barber, Olsen, & Shagel 

(1994) 
父母教養行為：Psychological control、

Behavioral control 

心理控製 /心理自主 (psychologic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nomy) 

嚴控制/鬆控制(firm control/ lax control) 

Sessa, Avenevoli, 

Steinberg, & Morris 

(2001) 

父母教養行為 敵意/心理控製(hostility/psychological control) 

溫暖與責任(warmth and responsiveness) 

結構/要求(structure/demandingness) 

Chao (2001) 父母教養：Permissive、Authoritarian、

Neglect、Authoritative 

投入/接受(involvement/acceptance) 

嚴格/監督(strictness/supervision) 

自主(autonomy granting) 

Kim, Wang, 

Orozco-Lapray, Shen, 

＆Murtuza (2013) 

父母教養：支持型 (support)、輕鬆型

(easygoing)、嚴厲型(harsh)、老虎型(tiger) 

正向教養歸因：溫暖父母 (parental warmth、民主教養

(democratic parenting)、監督父母(parental monitoring)、理

性約束(inductive reasoning) 

負向教養歸因：敵意父母(parental hostility)、心理管控

(psychological control)、苛刻教養(punitive parenting)、羞愧

(sh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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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子關係 

壹、 親子關係之定義 

親子關係是指在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互動所構成的一種動態人際關係（黃春枝，1986），包

含了情感性、結構性與權威性等特性。當兩個人有互動關係，雙方會在行為、情感和思想上

有所牽連且表現出一些特定的表徵（李美枝，1998）。蔡漢賢（2000）對親子關係是定義為，

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態度與親子之間在心理上的交互互動關係的反應。李文傑及吳齊殷（2004）

視親子關係為父母與子女間不斷互動下所產生的一種感知、一種無形的相互連結。周玉慧、

吳明燁及黃朗文（2010）指出親子互動是一個持續的動態發展過程。吳欣璇及金瑞之（2011）

認為親子關係是人類關係的本質，代表父母與子女間在情感和互動行為上彼此互相影響的一

種關係；親子互動是雙向且循環的關係，也是建構親子關係的重要歷程。親子關係是動態、

互動雙向的模式，會隨著子女的發展歷程而改變。因此，親子關係為父母與子女間彼此互動

和交流訊息以互相了解，從管教方式、態度、行為、觀念等方面的交流與溝通，包含了心理

及行為層面，涵蓋關愛、情感、溝通等向度。 

縱上所述，本研究所指之親子關係，為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互動和交流訊息以互相了解，

所形成的一持續動態發展的人際關係。 

 

貳、親子關係之內涵 

過往國內外的學者因為研究的定位及探討方向的差異，對於親子關係的定義以及測量的

向度都有不同之處。親子關係的內涵非常廣泛，無論從生物或心理角度切入，親子關係皆為

個體最根本的基礎和最重要的核心關係。研究者從過往相關研究中，歸納出以下幾種探討親

子關係的觀點與面向。以家庭系統觀點討論家人互動關係（黃宗堅、周玉慧、謝雨生，2004；

Olson, 2000）、以情感表達展現親子之間的權力關係（李美枝，1998）、以親子間互相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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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方式來探討親子關係（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羅國英，2001；Epstein, 1993；

Roe & Siegelman, 1963）、以子女知覺與感受來探討親子關係（李玉珍、黃文三、沈碩彬，2009；

張高賓，2004）。 

以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來探究，親子關係是家人關係中的一個次級系統；是以一種多元

整合的思維，讓系統中的個別成員有機會呈現彼此的快樂與希望、無奈與悲傷。而黃宗堅、

周玉慧及謝雨生（2004）綜合過往研究觀點，提出家人關係可以從代與代界限、家庭規則、

權力結構、溝通模式、情感表達、問題解決與自我分化程度等向度來檢驗。最後歸納出訊息

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等三個內涵，訊息交換涵蓋了表達形式、權力結構、溝通過程的

概念；情感傳達涵蓋了情感表達形式的概念；問題解決涵蓋了解決問題的方式、問題發生時

尋求外援的概念。Olson（2000）則提出決定家人關係最重要的三個向度，包括了凝聚力、調

適力及溝通。凝聚力為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維繫；調適力為家庭在角色關係與關係規則的改

變；溝通力則包含了有同理心的傾聽彼此、能分享彼此關係的感覺、有清楚與一致性的語言

與非語言訊息等。並且以凝聚力及調適力的強弱，來呈現家庭中問題解決能力的高低，將家

庭的運作功能區分成十六種型態以及歸納成平衡、中距、極端三類型；而家庭功能以向度不

至於過高或過低的平衡類型最佳、最有利。 

以情感表達展現親子之間的權力關係，李美枝（1998）認為情感至少包含了喜歡與愛兩

種型態；並指出華人文化中的親子關係不外乎由「情」與「權」構成，分別對應溫暖-支持與

控制-衝突。以情感、相對權力與社會影響歷程來反映人際關係的實際狀況或感覺狀況的適合

度。再以喜歡、親近感與權力來建構親子關係的內涵，以順從、認同、內化與利他來建構親

子關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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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親子間互相對待的態度與互動的方式來探討親子關係，Epstein（1993）則將產生及解

決問題的因應效能與能力，反應在溝通、角色功能、情感反應、情感投入等的行為控制向度

上，以用來區分家庭解決問題的類型。羅國英（2001）以五種親子關係指標：知心感、負向

情緒、親子衝突知覺、自主感缺乏、對教養行為的抱怨，來探討親子互動過程中青少年知覺

衝突的轉變歷程；知心感指的是青少年從父母那得到正面支持、理解、分享的程度，負向情

緒指的是青少年對父母產生的焦慮、不安、生氣、無奈的程度，親子衝突知覺指的是青少年

對父母常見的管教行為表現出不悅或反抗的程度，自主感缺乏指的是青少年在親子互動中感

受到限制束縛的程度，對教養行為的抱怨指的是青少年對父母不當或過當教養的描述。葉光

輝、黃宗堅及邱雅沂（2006）則以交換訊息、表達情感、處理衝突、教化子女，顯現出家庭

中關係的溝通與互動。 

以子女知覺與感受來探討親子關係，張高賓（2004）以關愛督導、權威限制、敵意、忽

略等四個向度來探討親子關係，並以較少關愛督導、權威限制、敵意、忽略來分析學童知覺

的親子關係。李玉珍、黃文三及沈碩彬（2009）以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誼交往，

來探討學童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溝通尊重是指親子間的溝通，父母能尊重親子之間的

意見、想法的溝通討論；親近感是指親子間的包容認同，父母給子女溫暖、安全、接納等被

愛的感覺；欣賞信任是指親子間能彼此欣賞、信賴；友誼交往是指親子間能平等互動，父母

不以權威壓迫子女。 

綜上，依過往研究的親子關係與家人關係內涵，可從親子間的情感傳達方式、權力關係、

溝通的方式、問題解決等向度來觀察親子關係（表 2-2-1）。本研究認為黃宗堅、周玉慧及謝

雨生（2004）透過深度訪談與過往文獻觀點整合的結果後，釐清家人關係關鍵向度與內涵，

所發展出家人關係的概念，涵蓋的層面非常廣泛，相當明確且深具意義， 其共有三個概念：

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而各個概念底下又細分了幾個次概念：訊息交換（表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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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權力關係、溝通過程）、情感傳達（表露性、接納性、覺察性）以及問題解決（方式、策

略、結果、外援）；上述的概念和底下的各個次概念最能夠涵蓋過往研究的親子關係與家人關

係內涵。說明如下： 

訊息交換：親子之間如何傳達與交換訊息，包括了表達形式（黃宗堅、周玉慧、謝雨生，

2004；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情與權的角色關係表達喜歡、親近感與權力（Roe & 

Siegelman, 1963；李玉珍、黃文三、沈碩彬，2009；李美枝，1998；羅國英，2001）。 

情感傳達：親子之間如何分享與呈現感覺與情緒，包括了情感表達形式（黃宗堅、周玉

慧、謝雨生，2004；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溝通（李玉珍、黃文三、沈碩彬，2009；

Olson, 2000）、子女從父母得到支持與分享程度或對父母產生焦慮與生氣的程度（羅國英，

2001）。 

問題解決：親子之間發生衝突會採取的因應策略，包括了解決問題與處理衝突的方式（黃

宗堅、周玉慧、謝雨生，2004；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凝聚力與調適力的強弱呈

現家中問題解決能力的高低（Olson, 2000）、家庭解決問題的類型（Epstein, 1993）。 

因此，以綜上所歸那之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等面向，來探討呈現出子女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採用黃宗堅、周玉慧及謝雨生（2004）所發展出的家人關係之中的親子關係

的意涵，分別敘述如下： 

一、 訊息交換 

意指子女如何傳達訊息、認知、想法給父母。以社會交換論的觀點，親子互動的內容不

外乎由正面與負面的社會交換組成（周玉慧、吳齊殷，2001），正面交換包含了物質支援、親

密情感傳達、溫暖陪伴、意見提供等；而負面交換則包含了干涉、批評、不體貼、粗暴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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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Hobfoll, Shoham & Ritter, 1991；Nelson, 1990）。不同家庭成員之間以說教、命令、打罵、

嘮叨或說理、就事論事、自省、站在對方立場著想等途徑等等的方式，來傳達其訊息、認知、

想法，並且透過這些傳達方式，成員去解讀家庭事實與家庭決策（黃宗堅、周玉慧、謝雨生，

2004）。所指之「訊息交換」可以分成「表達形式」、「權力關係」、「溝通過程」等三個次概念。

研究結果發現，訊息交換有兩種呈現的方式：理性直接，包含了較多的親子之間的溝通且有

所回饋；而爭執迂迴，則是呈現出親子之間的溝通有較多的隱瞞、批評、父母採用威權脅迫

的方式等。 

二、 情感傳達 

意指子女如何與父母分享與呈現其感覺與情緒。過往有研究者在分析親子關係時，將之

分為身體互動及心理互動的兩個向度，分別指親子間身體互動的頻率意即溝通和接觸程度；

而心理互動的內容意即溫暖、親密和認同感（Gongla & Thompson，1987）。王鍾和（1993）

指出良好的親子關係可以促進親子情感親密性、相互支持和彼此尊重的自我要求，且有助於

子女的正常發展。家庭成員之間主觀的經驗，在傳達給彼此的過程中，呈現出敵意、爭吵、

壓抑、包容、不苛責、幽默、鼓勵等感覺。就算是會產生情緒衝突的負向情緒發洩，家庭成

員也可以將心事說給家人聽，並獲得溝通與處理（黃宗堅、周玉慧、謝雨生，2004）。親子之

間情感的傳達，透過分享來感受並接納彼此的情緒、感覺和觀念。所指之「情感傳達」根據

內容差異情形可以分成，「表露性」、「接納性」、「覺察性」等三個次概念。研究結果發現，情

感傳達可以是冷漠、逃避、間接、不知怎麼表達的的；也可以是溫暖關懷、暢所欲言、分享

支持、關愛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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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解決 

意指當子女與父母發生衝突時會採取的因應策略。家人關係，是家庭成員在面對生活問

題時，找尋出最適合的互動型態（劉惠琴，2000）。家庭成員在面臨衝突與困境時，尋求內在

支援系統和外在的資源來解決問題，模式有效且能維持家庭功能的正常運作（黃宗堅、周玉

慧、謝雨生，2004）。當親子之間發生衝突或是有意見紛歧時，會去因應和面對並解決所遇到

的問題。所指之「問題解決」依實際互動特徵差異，可以分為「方式」、「策略」、「結果」、「外

援」四個次概念。 

 

表 2-2-1 

親子關係研究的內涵與向度 

研究者/年代 研究內涵 向度（概念） 

李美枝（1998） 青少年知覺親子關係 內涵：親近感、喜歡、權力  

功能：順從、認同、利他 

其他：平等、心事分享、生活依賴 

羅國英（2001） 親子關係與親子衝突的知覺 知心感、負向情緒、親子衝突知覺、缺乏自主感、對教養行為的抱怨 

張高賓（2004） 兒童所知覺的親子互動 關愛督導、權威限制、敵意、忽略 

黃宗堅、周玉慧及

謝雨生（2004） 

父母與子女、子女之手足、

夫妻之間等家庭成員的關

係；子女與父母、手足之間

等家庭成員的關係 

訊息交換（表達形式、權力關係、溝通過程） 

情感傳達（表露性、接納性、覺察性） 

問題解決（方式、策略、結果、外援） 

葉光輝、黃宗堅、

邱雅沂（2006） 

家庭溝通互動 交換訊息、表達情感、處理衝突、教化子女 

李玉珍、黃文三及

沈碩彬（2009） 

學童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

係 

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誼交往 

Roe& 

Siegelman(1963) 
親子關係 

Parent-Child Relations 

愛(loving)、保護(protecting)、寬鬆、命令、拒絕(rejecting)、忽視

(neglecting)、精神獎勵、物質獎勵、精神懲罰、物質懲罰 

Epstein (1993) 家庭中不同的類型運作 問題解決能力、溝通模式、角色功能、情感反應、情感投入、行為控制 

Olson (2000) 家人關係 凝聚力(cohesion) 

調適力(adaptability) 

溝通(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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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父母教養行為的因素 

父母的教養方式不是一成不變，會隨著時間、子女年齡、空間或事件等因素而發生改變

（林淑玲，2000）。研究指出，性別、手足數、家中排行、父母婚姻狀況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背景會影響父母對子女的教養（陳小娥、蘇建文，1977；Rafferty & Griffin, 2010）。另外，文

化也是對父母教養行為造成影響的因素之一（林文瑛、王震武，1995； Chao, 1994, 1995, 1996, 

2009, 2010, 2011；Martin, 1985；Shek , 1998）。 

本節將分兩個部分來探討：第一部分父母教養行為、第二部分影響父母教養行為因素之

背景變項：族群、生活環境。 

 

壹、 父母教養行為 

 父親的教養行為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對子女的影響並不一致（王鍾和，1993）且子女知覺

父母教養有差異（Chen, Liu & Li, 2000）。而 Shek（1995, 1998）對香港華人社會的研究結果

也顯示子女對於父親與母親教養的知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父親相較於母親，對子女有較少

的互動及關心，而卻有更多的處罰，類似傳統觀念「嚴父慈母」的概念。因此，本研究透過

子女分別對於父親和母親教養行為的知覺，來探究父親、母親的教養行為面貌。以下將父親

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分開探討： 

華人文化中的父親對於管教子女時較易採取紀律的施行（Gorman, 1998）。Shek（1995）

指出父親對子女的管教有較多的限制及展現較少的關心。吳明燁（1998）指出父親負擔較少

的管教子女的工作且對子女偏好直接的管教行為。父親對兒子的監控行為遠比母親低，此反

映出父親對兒子日常的狀況以及平常的照顧都比母親少（李文傑、吳齊殷，2004）。近年來，

父親參與子女照顧的教養時間雖然逐漸增加，但仍以扮演著提供家庭經濟資源的主要工具性

角色為主，而較少時間與子女互動或直接參與子女日常的教養。因此，多數父親透過提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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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需求、直接的保護、提供知識上的協助、展現經濟社會和情緒上的支持，來對子女直

接或間接的照顧以顯現其對子女的教養（Hewlett, 2000）。 

華人社會中的母親，扮演主要照顧者、監督的育兒及教養的角色。母親對於子女提供較

多的情感及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比較關心子女（Gorman, 1998），因此也就負擔較多管教子女

方面的工作（吳明燁，1998）。母親若對子女太過嚴格或是缺乏關懷及要求時，可能會造成子

女行為的放縱（Olson & Woroby, 1984）。過往研究在探討母親與幼兒教養互動的研究中，發

現母親對子女民主式教養可能會形成「好來好往」的良性互動，對孩子權威專制則可能會形

成「以暴制暴」的負面循環，及對孩子共同施行權威式教養和放縱式教養則可能出現「嘮叨

成習，相應不理」的情況（林惠雅，2000）。 

本研究所指之教養行為，是指父母在家庭訓練或教導子女時所使用的社會化方式、實際

展現的行動與作法。因此根據本章第一節從過往研究對教養行為內涵的歸納，本研究透過監

督、一致性、引導、嚴厲等教養的面向，探討子女所知覺的父母教養行為，並透過測量的結

果，呈現出父親、母親實施該教養行為的頻率，以分析學生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

行為的差異情形。 

 

貳、 背景變項與父母教養行為 

教養方式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有著不同意義。Martin（1985）指出因社會文化建構

方式的不同，且受到文化及環境的影響，父親、母親對子女的管教方式也會有所差異。不同

文化對社會期許及目標達成的標準不同；因此，不同文化背景對父母教養態度會有不同的解

釋（Chao, 2000；Darling & Steinberg, 1993）。在文化差異的背景下，華裔與西方母親對教養

的信念大致是符合各自文化背景所對教養信念的解讀（Chao, 1995）；因此，透過文化的背景

脈絡，才能較完整瞭解父母教養態度所帶來的影響力及窺視整個面貌（Chao, 1994, 2000）。以

下分別從族群及生活環境的觀點，敘述與教養行為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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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 

（一） 美加籍華人 

華人以個人為輕、家族為重的家族主義為主，為了維持家族和諧，教養上偏重懲罰、訓

練子女依循人倫規範，扮演社會要求的角色（楊國樞，1992）。因此，華人父母對子女是嚴格

的、少讚美的，重視權威的順從；強調家庭為一群體，要為了家族、祖先，對自己負責任；

期待子女尊敬師長、孝順父母，以符合社會的典範。受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父母以服

從及高期待的教養方式來教養子女。並不注重子女的學習需求，而是希望子女能夠符合家庭

及社會的要求和期許（韋政通，1993）。華人父母運用自己的經驗教導孩子，將社會價值觀作

為教養子女的一個依據與準則，較少考量對子女是否適切。 

華人父母的教養行為雖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動，縱使更願意採用鼓勵、支持等的教養，

但仍然會管教約束子女的行為、監督子女的日常生活作為和行蹤。父母對子女行為的監督，

是使社會控制內化成為子女自我控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華人父母「為了子女好」且擔心

子女輸在起跑點，從小就監督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掌握子女的行蹤、控管子女、為子女鋪路、

過度保護子女、為子女打理好一切、怕子女吃苦受挫、怕子女受傷吃虧等，讓子女能夠依賴

父母的行徑；因此，子女較無法有機會獨立自主甚至做重大的決定（趙蕙玲，2011）。不過，

近年來，華人父母對子女的教養，也慢慢會在子女能力所及範圍傾向給予子女多一點的自主

權，例如引導子女做決定、放手讓子女在個人領域內和能力範圍內做出選擇等。 

在華人父母教育子女的歷程中，因受到傳統教養觀念影響，除了管（guan）與教訓（training）

的概念（Chao, 1994），打、罵也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林文瑛、王震武，1995）。相對

於西方父母，華人父母較常使用懲罰或責罵的教養行為，認為管、教訓等控制子女的行為是

教養子女必要的手段，會帶來好的幫助。不過，在華人社會中，管教所傳達的意涵不單只是

約束子女，還帶有照顧與愛、訓練與教導的意味，反映出父母對子女的關愛（Chao, 1994）。

體罰是個複雜的動態歷程，在觀念上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最大，傳統教育觀依然透過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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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浸潤，影響著現代父母的教育觀（林文瑛、王震武，1995）。因此，對有些父母來說，

體罰有時候是必要且有效的管教方式，是具有正面管教意義的最下之策。然而，當體罰的教

養行為超過了一定的門檻值後，負向的影響力就會明顯的增加（李芊蒂，2005）。 

華人父母對子女教養時很大問題就在於言行不能一致。父母不一致教養會對子女行為造

成影響（吳齊殷，2000）。若父母施行前後不一致的教養行為，有時斥責有時寬恕，時而父親

嚴厲母親放縱，時而父親斥責母親卻前來阻止，這種對子女行為缺乏一貫性，令子女無所適

從。華人父母在教導子女時，對於自己訂下的規則無法確實的實行，讓子女養成「會吵的孩

子有糖吃」，等時間一久就開始耍賴不遵守規則或甚至是無視於規定的存在；此情形讓父母難

以管教也導致子女無所適從。 

 

（二）美加籍美加人 

西方教育強調個體競爭，較不注重群體的和諧。西方父母注重與子女一同建立家庭規則

並且共同遵守大家的協議，從小就身體力行對於言出必行的重要性。多數西方父母從小訓練

子女對自己負責任，因此子女也擁有較自由的選擇權，同時提早準備獨力面對未來。西方父

母重視為子女提供一個寬鬆且自由的成長環境，並培養他們堅韌的個性和良好的品行，根據

社會的變化和子女身心的特徵不斷地調節和選擇自己的培養觀念和方式。西方父母對子女的

教養偏向由正面方式的引導教養，比較容易讓子女產生自信。以個人價值出發，尊重子女的

權力與意願；也採取較放任的教養，父母的角色以支持輔助為主，關注子女全人教育及身心

均衡的發展（Steinberg, Elmen & Mounts,1989；Steinberg, Mounts, Lamborn & Dornbusch, 1991）。

例如：西方父母較會傾聽子女的意見、愛的表達並肯定子女的表現，教導子女誠實、訓練子

女獨立自主、重視任何活動及多元發展。 

綜上所述，由於不同文化對社會期許及目標達成的標準不同，開明的西方社會相較於華

人的傳統思維，因而華人與西方父母在教養上呈現出差異。且不同族群之學生知覺父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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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對其管教方式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透過監督、一致性、引導、嚴厲等教養的面向，透過

測量結果的呈現，以分析不同族群的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的情形。並探討美加籍華人與美

加籍美加人所知覺的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並透過測量的結果，呈現出父親、母親

實施該教養行為的頻率，以分析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

行為之間的差異情形。 

 

二、生活環境 

 臺灣與美國代表著兩個相異的生活居住環境。縱使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的生活從政治、

經濟和文化到食衣住行生活面向甚至價值觀念等，無不受到些許外來的影響。因此，身處在

不同於本身文化的生活環境對於居住者存在著一定的影響。比如移民家庭的父母在教養上的

確會遇到些許困難，且對於移民越早的一代，父母的教養行為越是傾向權威嚴厲的。過去研

究指出，因為社會文化環境與原先文化的差異，通常父母在建立規則及要求子女上會無法期

望子女達到以往所建立的標準因此出現了在教養上的困難。例如移民西方國家的非裔父親指

出在開明的社會風氣底下，嘗試讓教養行為能夠更加彈性以符合新的生活環境以及社會期望，

但因與原先文化及觀念上有所衝突，導致施行教養上出現在心態上的無所適從（Renzaho, 

Greent, Mellor, & Swinburn ,2011）。在生活適應上，需要花時間（Leinonen et al., 2003）；然

而，受到時間與環境的影響，且家庭有了其他來源的支持後，很多的衝突能夠得以減少或解

決，特別是若能有社會的支持則能緩和在教養上的緊張和壓力。 

移民家庭的父母對於青少年子女會特別的注意及小心，會希望能夠掌控青少年子女的生

活瑣事及活動範圍，例如要知道子女與誰在一起、做了什麼事情，甚至是吃的食物（Leinonen 

et al., 2003）。大多數的時刻，青少年子女沒有自己的選擇權利，而是只能聽父母的指示；這

樣的情形甚至會持續到成年前期。至於嚴厲教養的施行上，父母指出通常是言語上的恐嚇多

於實質上的懲罰。父母之所以施行較權威與嚴厲的教養，是為了要保護子女讓子女能夠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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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並且避免學習到不好的行為（Kotchick & Forehand, 2002）。對於移居到一個陌生的新

環境來說，父母適當的管控能夠讓子女與家庭都能夠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環境，避免同時有太

多無法預期的事情發生。 

 不同的族群擁有不同的文化認知，對於教養子女的標準也不同。身處的社會環境所表現

出的文化準則、價值和父母的教養行為、目標和態度等的社會認知是習習相關的（Okagaki & 

Bingham, 2005），也就是說生活環境會影響父母怎麼教養子女，讓子女在適應不同生活環境

和文化的同時，也受原有文化的影響。文化會影響父母的教養行為；在比較華人與在西方國

家母親的教養行為時，無論華人母親是否有移民至西方國家，相較於美國人父母，都還是具

有較嚴厲的教養行為（Su & Hynie, 2011）。會選擇移民至西方國家的父母，本身就是具有較

高的意願去接受不同的價值和信念所帶來的影響和改變。華人移民家庭原有的風俗、習慣和

文化隨著環境的不同及時間的長短逐漸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父母因文化背景不一與子女互

動方式就有不同，也有其他研究發現移民家庭中的父母在養育子女時，除了保有原來文化的

價值觀，同時也需要採取必要的改變來融入當地文化的影響（Lin & Fu, 1990）；讓子女接觸

原來的文化和語言等，是讓子女接觸和學習原有文化的方式之一。Lin and Fu（1990）也指出

移民至美國的華人母親比美國人母親在教養子女上有較高度的控制，而在臺灣的華人母親比

在美國的華人母親在教養子女上有更高度的控制。在西方的環境中，華人父母在教養子女上

雖還會抱持著些許根深蒂固的儒家傳統思想的華人教養觀念，但似乎也慢慢能夠接受新的主

流社會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影響，甚至有了改變。 

綜上所述，不同的社會環境與地區會造成父母在施行教養上呈現出差異。因此本研究透

過臺灣與美國兩個不同生活環境的呈現，以分析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與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

學生以及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與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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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 

本節將分三個部分來探討：第一部分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第二部分影響與父母親子關係

因素之背景變項：族群、生活環境、第三部分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壹、 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會有父母間性別差異存在（李玉珍、黃文三、沈碩彬，2009；周玉慧、吳明燁、

黃朗文，2010；Shek, 2008）。若從建立在心事分享及因之產生的溫暖感覺上的心理親近度來

看家庭中的人際關係，則母親與子女之間的心理親近度大於父親與子女之間的心理親近度（李

美枝，1998）。研究也發現在溝通的型態中呈現出母親與子女之間溝通的流暢度高於父親與子

女之間的溝通流暢度，而此溝通型態也進而影響了親子之間的關係。以下將與父親、與母親

的親子關係分開探討： 

父親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常是提供家庭經濟資源的工具性角色，通常會在休閒的時間陪伴

家人。研究發現在溝通型態的呈現上，父親與子女之間及母親與子女之間的溝通流暢度呈現

出差異。其原因可能由於父親主外的工作型態加上性別特質因素，使得父親與子女之間較容

易產生距離感以致於溝通可能會較不流暢。此舉也可能增加父親的威嚴而產生了在子女面前

教化的力量及父親對於親職參與的頻繁度，間接影響了與其伴侶分享教養態度及參與家庭生

活的機會。若父親在子女在幼兒養育階段的時期缺位的話，對其與其伴侶、家庭生活和親子

關係都會造成影響，甚至是負面衝突與降低滿意度（Broderick, 1993）。在家中，父親的角色

以工具性為主，和子女之間的情感連結比較不這麼緊密，相對的衝突感也會較低；而父親的

職責通常出現在子女有較嚴重的行為問題時，但此時的管教與處理也常會影響日後父親與子

女之間的關係。研究指出子女在幼兒養育階段的時期，父親有感受到像是被排除在家庭生活

外的感覺，但若父親對親子活動的參與度越高，其也較易感受到較高的參與感（Henw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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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ter, 2003；Schober, 2012）。因此父親與子女之間的連結也會影響整個家庭。 

女性在家庭或工作的角色上常被要求承擔較多責任，在子女嬰幼兒與兒童時期擔任主要

的照顧者，也最常提供關懷與慰藉，負責子女的日常照顧、生活管教或是課業指導等。在多

數的家庭中，母親為同時負責處理多種事物和應付多種局面，例如掌控子女的作息時間、教

養和計劃整個家庭活動（Henwood & Procter, 2003; Schober, 2012），因此母親通常是照護子女

及整個家庭生活的最主要人物。母親對子女溫暖、接納、涉入日常生活的瞭解都比父親要來

得多，且母親花較多的時間與女兒相處（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2010; Kimberly et al., 2009）。

在溝通型態的呈現上，母親與子女之間的溝通流暢度較高（李美枝，1998）。原因可能由於母

親的關懷、呵護和期望，可能會變成子女眼中的囉唆或嘮叨，而造成母親較沒有父親這麼威

嚴以致於彼此之間溝通較流暢。母親與子女之間的情感連結較為緊密與強健，且和子女之間

的關係較多元。母親對於父親在整個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父子之間的關係有極大的影響力，

特別是當孩子還在幼年時期時（Schober, 2012）。周玉慧及吳齊殷（2001）在有關教養方式、

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的研究中發現，母親若是採取缺乏監督、嚴厲、非引導式或不一致的

教養行為，則子女可能會因此出現對母親發脾氣或批評指責的負向溝通。 

本研究所指之親子關係，為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互動和交流訊息以互相了解，所形成的

一持續動態發展的人際關係。因此根據本章第二節從過往研究對親子關係內涵所做的歸納，

本研究透過對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等面向的測量，探討子女的知覺與感受呈現出

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並透過測量的結果，呈現出與父親、母親在該部分的親子關係，以分析

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母親的親子關係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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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背景變項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以下分別從族群及生活環境的觀點，敘述與親子關係的關聯： 

一、族群 

將華人與西方的家庭做比較時，常以父子軸和夫妻軸作為起點（楊國樞，1986）。從了解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識以及社會風俗習慣，去瞭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於

各自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不同而產生的，在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沈澱中形成一種永久性的文

化現象（左光渲，2013）。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居住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來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異，提高文化適應性，對於現代人來說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義。以下分別敘述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與親子關係的關聯： 

 

（一） 美加籍華人 

華人文化主要的人倫關係是以父子倫為主軸的親屬關係文化體系，因此華人傳統家庭有：

建立在男系制度或父傳子的制度上、重男輕女、對兒子的期望特別高及財產共有等特點。華

人家庭主要是以親情為主的家族主義，非常重視家庭觀念、家庭倫理和集體的利益，而反對

極端個人主義及英雄主義（黃光國，1995）。華人的親子關係是以孝道角色為規範中心，親

子因血緣而生的情感也是很重要的成分，因此在討論情感連結時很難脫離傳統的角色規範（利

翠珊，2000）。華人社會結構的根基在家庭，重視宗親關係。血緣關係親合力強，在家庭中，

子女年幼時依賴父母，而父母為家庭做出很多個人犧牲也同時對子女的要求很多很高要求服

從。華裔父母生活重心是孩子，比如在買房字時考量的是所在區域學校學區的排名決定是否

要居住的因素（左光渲，2013）。因此，華人文化視個人為家族中的一份子，在家庭中每個人

都有自己相對應角色，親子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這樣的關係是沒有選擇的、也無法輕易切

斷任何連結。因此，華人文化是以維護親子關係的關係取向為主，考量的是親子之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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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也因為受傳統上對下的上下階級觀念的影響，親子之間的關係是緊密連結的，卻又是

地位分明的。華人文化講求孝敬父母、尊師重道，也如同「囝仔人，有耳無嘴」的俚語，從

小就學習聆聽和順服，做好自己的角色。 

因情感表達受角色規範的限制，讓親子之間的親密減少了。因此，親子之間較少將內心

情感直接傳達給彼此的現象，但並不是因為缺乏情感，只是華人傳統文化對於情感傳達的方

式較為隱晦。華人的溝通模式採取比較間接及非口語的型態；重視家庭的權力層級及家庭間

的和諧關係多於家庭成員個人的心理需求（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大部份的父母

都認為自己對子女有頗多的關愛與扶持，但子女對父母在情感的傳達上卻呈現了較多冷漠和

隱晦的現象。子女不能或不知道怎麼向父母傾述心事，展現真實自我，長期下來，親子之間

的關係產生了界限與隔閡。 

 

（二） 美加籍美加人 

西方家庭和教會有著密切的關係，宗教信仰曾是道德教育的根據。西方文化中，基督教

為家庭的起源。基督教對家庭的思想是從「上帝創造人設立家庭」為主軸，拉出夫妻、親子、

家人關係。西方文化中主要的人倫關係是以夫妻倫為主軸。西方文化中的家庭特色有：夫妻

本為一體、婚姻與家庭是神美好的計畫、神才是一家之主及夫妻關係應先於其他家人關係等

（黃迺毓，2001）。 

西方父母認為，賦予子女生命就擁有撫養的天職，沒有未來向子女索取回報的想法。因

此子女一旦成年就應該要離開父母而獨立生活，父母與子女之間是自由、平等且友愛的（左

光渲，2013）。西方文化重視個體利益，追求人權且崇尚自由，認為家庭的成立是起源於自

然生理的血緣關係，並且視家庭為個人的束縛。因而提倡家庭成員應互相尊重對方意願，且

家庭聯繫也不可太緊密而要適當保有自我空間。西方的親子關係，強調個人獨立以及親子關

係間的協調與共識。因此，西方父母與子女之間關係的較像是朋友。然而，親子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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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缺少了情感的聯繫，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距離感，而導致親密度不甚緊密。 

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各自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不同而產生，因而華人與西方在親

子之間的關係上亦呈現差異，且由於不同族群之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

關係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透過對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等面向的測量，探討美加

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的親子關係，透過測量結果的呈現，以分析不同族群的學生知覺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並探討子女的知覺與感受呈現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母親的親子關係，透過

測量的結果，呈現出與父親、母親在該部分的親子關係，以分析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

係、母親的親子關係之差異情形。 

 

二、生活環境 

在與不同於原先生活環境背景下生活的家庭而言，所遇到的挑戰除了必須面對原有文化

和新生活所帶來的適應上的問題（Phinney, Romero, Nava & Huang, 2001），父母還必須面對

青少年子女從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所學習並帶回的一些新的價值、知識和行為。這樣的新思

想、觀念或行為確實會帶給子女和父母在關係上的改變。原有文化和新社會文化所帶來的挑

戰與衝突，會對原有家庭和諧的關係帶來威脅。無論對於移民、短暫移居或停留的家庭來說

皆是如此。 

在情感表達上，華裔已移民父母對孩子生活的高度參與、支持與投入的意義如同於西方

父母對孩子的讚美、肢體語言與上愛的表現。但過度的管控會造成子女的反彈，進而影響親

子之間的關係（Phinney, Romero, Nava & Huang, 2001）。不同文化觀點在對事情的解讀和表

現上代表著不同的意義，例如西方社會對於適時的表達自己不願意的這個權利是表現出對自

己的尊重，然而，華人社會或許會認為這是對父母權威的挑戰。亞裔父母透過「訓練」式的

教養態度為對子女要求要努力、自我紀律和服從（Chao, 1994, 2000），展現在親子關係中，東

方父母因而較強調尊重，而不像西方較重視親密情感上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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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背景會存有不同的家庭觀念，形成不同的親子關係。中西文化的差異表現在

家庭結構、對孩子教育方式等不同的面向上。移民家庭既要維護原有的傳統文化理念，也要

適應居住國的本土文化習俗。也因此，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家庭的親子關係存在一定

差異（左光渲，2013）。另外，其實應透過社會文化的脈絡而非教養的行為，才能較完整的

了解教養態度對於東西方父母，其實是對於邏輯理解上的不同所以才產生了差異，進而影響

了親子關係。華裔父母在表達情感的方式上多傾向使用非言語的方式，較不傾向使用開放式

溝通，例如提供工具性的支持以滿足子女的需求（Chao & Chunxia, 2011）。但隨著經濟成長

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年輕一代的子女相較於上一代，對於情感表達、情感基礎和親密的程度，

顯得較為開放而有較多的機會能夠直接和父母交流。 

綜上所述，由於各族群的文化歷史乃至於生活環境背景上的不同，因此在很多面向上呈

現出差異。因此本研究透過臺灣與美國兩個不同生活環境的呈現，以分析在臺灣的美加籍華

人與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以及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與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知覺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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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在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中最被人探討的是父母對子女的教養；因此，在最後一部份單獨

探討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的關聯。在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中最被人探討的是父母對子女

的教養，也是最被研究作為研究的題材（黃春枝，1986）。教養態度是反應親子之間關係中整

體的情緒狀態（Darling & Steinberg, 1993）。葉光輝（1995）指出在家庭社會化歷程中，子女

的行為能否如父母所預期，親子間的互動關係為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羅國英（1996）則認

為所有的親子互動都可以是教養方式的具體表現，同時也反映親子之間情感的連結。家庭成

員間的互動及教養態度都可以視為是反應文化的一種（Chao, 2001）。李文傑及吳齊殷（2004）

指出教養行為偏向於外在可見、可感覺的事實，即父母實際上如何管教子女；親子關係則為

父母與子女間不斷互動下所產生的一種感知，一種無形的互相連結。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實施的教養方式與管教行為，是在子女成長過程中，影響子女各種心

理、智能與社會發展，即親子關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關秉寅，2009；Buamrind, 1971；Macoby 

& Martin, 1983）。適當且合理的管教態度是決定青少年親子關係適應良好與否的主因（黃春

枝，1986）。因此，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方式與態度是影響子女個體行為、習慣與態度的重要因

素。父母在教養的過程中，對子女的需求予以全心的關注且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以營造親子

間親密情感互動關係；當子女感念父母的付出和親密情感關懷下，自然產生樂意奉養和照顧

及回報父母的心意。因此，當父母以溫暖和支持的方式去回應子女的需求，是塑造融洽和親

密的親子關係的條件之一。在瞭解家庭功能分類架構的研究中，以合作共識型的父母同時採

用「應答引導」的教養行為的教化方式，才能共創功能良好的親子三角互動關係（葉光輝，

2000b）。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一方面是表達了重視與關懷，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造成負面親

子關係的來源之一（羅國英，2000）。因此，若父母以關懷、引導、接納等正向且穩定的回應

來呈現對子女的教養，有助於親子關係的親密性；若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是嚴格、冷漠等負向

且不穩定時，會阻礙親子關係的親密性發展（吳欣璇、金瑞芝，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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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實證研究指出，錯誤的教養行為可能會以失當的親子關係方式顯現或是因為缺乏教

養技巧所致（Maccoby & Martin, 1983）。父母教養失效，可能是因為無法為子女建立一個關

懷支持的網絡，或是不能提供適當的監督、強化與戒律（吳齊殷，1999）。而母親的不當教養

可能會以失當的親子關係呈現（吳齊殷、陳易甫，2001）。吳明燁（2009）在考驗父母教養行

為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之研究，結果指出在華人文化脈絡下，父母回應子女的表達方式會比

較容易產生子女對父母的矛盾情感。有不少華人父母認為他們對子女有頗多的關愛，但換來

的卻是子女的疏離。然而多半的華人父母都以管、唸、嘮叨或指責的方式去表現愛小孩，這

樣的情形突顯了真正的關愛背後其實應該要有更適切合宜的表達方式，否則父母這樣的關愛

就容易導致子女的疏離（黃宗堅、周玉慧、謝雨生，2004）。同樣對不同文化背景父母教養態

度的探討，如《虎媽的戰歌》的作者蔡美兒對華裔與西方的教養觀念的觀察，她認為最理想

的教養方式是結合東西雙方的優點，幫助孩子找尋對的方法和發掘自己的能力、對孩子抱持

著高度愛心與耐心並適時提供協助以及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能夠有所期待的（蔡美兒，2011）。

但什麼是對子女是最好的選擇是永遠無法事先預測得知的，也不會事前知道這個決定對子女

和家庭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改變。 

親子關係是一種雙向的互動模式，不管是父母教養或父母管教子女的行為模式，都會在

親子互動過程中受到雙方特質的影響。葉光輝（1995）指出親子之間雙向的互動觀點並無法

說明何種方式是親子之間最有效的社會化互動歷程，必須是父母應答或引導的教化行為加上

子女配合或合作行為的互惠互動關係，才能夠發揮正向的影響效果，而良性的互動歷程才能

夠持續下去。周玉慧及吳齊殷（2001）指出，教養方式會直接影響親子情感，並透過親子間

支持間接影響親子情感。親子關係受眾多因素影響；然而，父母能運用其權力優勢來影響子

女，但子女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接納與否。陳富美（2007）認為親子關係不但與

教養歸因彼此相關，且會共同影響子女對父母教養的知覺。 

綜上所述，在往開放和愛的教育路徑前進時，仍要鼓勵孩子擁抱挑戰和接受挫折；在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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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威權式管教的同時，也不該放棄陪伴和督促孩子的責任（蔡美兒，2011）。在不背離社會文

化價值觀下，培養子女健全的人格、對子女的教育用心的經營、予以合宜的教養行為、與子

女合適的互動關係之外，也要了解自身的文化特質、考量過往的經驗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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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從文化背景差異的條件下，探究高中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本章分

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第一章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將以便利取樣的方

式進行問卷調查。 

背景變項（族群、生活環境）、教養行為是自變項，親子關係是依變項，其中，教養行為

同時是背景變項（族群、生活環境）的依變項，也是親子關係的自變項。 

族群包含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生活環境包含美國、臺灣。教養行為以監督教養、

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嚴厲教養等四個面向來測量；親子關係則是以訊息交換、情感傳達、

問題解決等三個面向來測量。 

 

上述之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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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 

  

父／母教養行為 

-------------- 

監督教養 

一致性教養 

引導教養 

嚴厲教養 

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 

訊息交換 

情感傳達 

問題解決 

背景變項 

------------ 

族群 

 

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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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問題，列出研究假設，如下： 

一、 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1-1：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1-2：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1-3：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1-4：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1-5：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1-6：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二、 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2-1：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2-2：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H2-3：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

差異 

H2-4：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

差異 

 

三、 學生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H3-1：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H3-2：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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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4-1：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4-2：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4-3：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4-4：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4-5：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4-6：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五、 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5-1：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5-2：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H5-3：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

差異 

H5-4：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

差異 

 

六、 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H6-1：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H6-2：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七、 族群、生活環境、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對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

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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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所設定之樣本的特殊性，以下將簡單說明臺灣與美國在學制上的差異。根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料顯示，臺灣現行學制為 633，意即小學為一到六年級的 6 年學制、中

學為一到三年級的 3 年學制、以及高中為一到三年級的 3 年學制；而美國學制則為 534，意

即小學為一到五年級的 5 年學制、中學為六到八年級的 3 年學制、以及高中為九到十二年級

的 4 年學制。考量到本研究對象以美國籍學生為主，因此本研究以美國的學制為主，選取九、

十、十一及十二年級學生為研究的對象。Krejcie and Morgan（1970）的樣本數目推估中，要

達成 95%的信賴水準，正式施測之研究對象至少需要有效樣本數 384 人。 

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進行。但為了增加「生活環境」背景變項，擴大蒐集樣本的區

域至美國本土的學校，且施測時間也正適逢美國教育學制的期末，而時間較難以配合以致於

有效樣本人數受到限制。因此，正式施測所指的研究對象為在臺灣設立的外僑學校加上在美

國本土設立的學校中所就讀的九年級、十年級、十一年級以及十二年級學生。學生的背景可

分為：美加籍華人（父母皆為美國籍或加拿大籍的華人）以及美加籍美加人（父母皆為美國

籍美國人或皆為加拿大籍加拿大人）。 

 

壹、 正試施測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對象為美加籍華人以及美加籍美加人的高中生，以方便抽樣的方式抽取臺灣外

僑學校以及美國本土學校的九、十、十一以及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  

 

二、 問卷之有效率 

總計發出 324 份，回收 264 份，回收率達 81.48%。在將漏答過多以及不符合本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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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等無效問卷剔除後，有效問卷共 200 份，有效率達 75.75%。正式施測問卷回收情形見表

3-3-1。 

 

表 3-3-1 

正式施測問卷回收情形 

發放地區（居住地） 發放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美國本土學校 150 130 108 

臺灣外僑學校 174 134 92 

總計 324 264 200 

比例  81.48% 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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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收集所需要的資料後再加以分析，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學生知覺

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問卷」。另外，考量本研究多數的研究對象所使用的第

一語言為英文；因此，本研究將量表雙重翻譯後以中英雙語進行。預計先請專家進行對問卷

題目的效度評估，產生問卷後再進行項目分析與內部一致性信度檢定。 

本研究問卷包含三大部分：「父母教養行為量表」、「親子關係量表」及「個人基本資料」。

另外，為符合本研究假設（子女知覺父親、母親的教養行為有差異，以及子女知覺與父親、

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差異），因此本研究的「父母教養行為量表」將分開成兩個部分：「父親

的教養行為」、「母親的教養行為」；「親子關係量表」將分開成兩個部分：「與父親的親子關係」、

「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以下將分成問卷初稿、專家效度審核、正式問卷等部分來說明。 

 

壹、 問卷初稿 

一、 父母教養行為量表 

（一） 量表來源 

本研究的「父母教養行為量表」，參考修訂自，由衛生署補助、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吳齊殷

（1999）執行的一項三年貫時性計劃「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編號： 

DOH86-HR-621、DOH87-HR-621、DOH88-HR-621），其中的家庭內父母之教養行為的量表。

原量表共有四個概念：監督教養（monitoring）、一致性教養（consistency）、引導教養（inductive）

及嚴厲教養（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因此，本研究將不符合本研究目的的題目加以修

改，改編成適合本研究教養行為之測量工具。並依需要將原問題題項中的「爸媽」、「他們」

改為「父親」或「他」、「母親」或「她」以及原問題題項中的「你」改為「我」，經過改編成

適合本研究親子關係之測量工具後，分四個分量表（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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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教養），總共有 27 題。由於「父母教養行為量表」分開成兩個部分：「父親的教養行為」、「母

親的教養行為」，為利於填答者做填答，於第一部分「父母教養行為」問卷，各題題目的左方

建立一個欄位因此於題目的左方建立一個欄位，並以上下兩個欄位的方式分別呈現父親的教

養行為及母親的教養行為。且為使填答者在閱讀上能更為順利，將題目的呈現方式稍做更改，

「父親」或「母親」將不出現在原問題中，而是於左邊建立的欄位再以上方的欄位「父親」

代表父親的教養行為以及下方的欄位「母親」代表母親的教養行為的方式做呈現。 

（二） 量表計分方式 

原量表採用李特克式（Likert）5 點量表方式來計分，但為求與「親子關係量表」一致；

因此，本「父母教養行為量表」改以李特克式（Likert）4 點量表方式計分，從 4 至 1 分，分

別為：4 是「總是」、3 是「常常如此」、2 是「偶而如此」、1 是「沒有」。另外，將反向題（第

4、6、8、10、11、13、14、15 題）反向計分。共分四個分量表（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

引導教養、嚴厲教養），最後將得到四個分量表的分數，各個分量表的分數即為該概念測量的

得分，得分越高表示父親、母親實施該教養行為的頻率越多，反之越少。 

 

二、 親子關係量表 

（一） 量表來源 

本研究參考洪晟惠（2010）修訂改編自黃宗堅、周玉慧及謝雨生（2004）的「家人關係

量表」，原量表共有三個概念：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每個概念底下又可分成幾個

次概念。原量表將其他家人關係的題目加以修改或刪除，原量表刪除了原來三個分量表中共

10 題的題目（訊息交換：我要小心說話以免得罪他、我會冷戰不講話、發生爭執我會跟他吵

架、他能夠站在我的立場著想；情感傳達：我會把心裡的感受說出來讓他瞭解、只要他心情

不好我都會知道、如果我心情不好他會不耐煩、為了避免衝突我會隱藏自己真正的情緒；問

題解決：彼此之間有衝突時我會詴詴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我會嘗詴想出各種不同方法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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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彼此所陎臨的問題），合併的題目在三個分量表中共有 9 題，將之合併成 4 題（當彼此有衝

突時我會和他打起架來、我會用爭吵的方式來處理彼此之間的衝突，合併為當彼此有衝突時

我會和他吵架；面對彼此之間的衝突我會獨自生悶氣、我會以冷戰的方式來處理彼此之間的

衝突，合併為我會用冷戰、生悶氣來面對我們之間的衝突；我會用忍讓壓抑的方式來處理彼

此之間的衝突、面對彼此之間的衝突時能拖延我就會儘量拖延，合併為我會用忍讓壓抑、盡

量拖延的方式來處理彼此之間的衝突；我會尋求專業輔導人員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會透過

親戚或朋友來解決我們的困難、我會尋求家人以外的支援來幫助我們，合併為我們之間遇到

問題時，我會尋求家人、親戚、朋友、專業輔導人員的支援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並依需要

將原問題題項中的「他」改為「父親」、「母親」以及原問題題項中的「我們」改為「我跟父

親」、「我跟母親」，經過改編成適合本研究親子關係之測量工具後，分成三個分量表（訊息交

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各有 8 題，總共 24 題。由於「親子關係量表」分開成兩個部分：

「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為利於填答者做填答且在閱讀上能更為順利，

因此於第二部分「與父母親子關係」問卷，將「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及「與母親的親子關係」

的題目以上下並列的方式做呈現，並於各題題目的右方建立兩個欄位，以上下兩個欄位的方

式分別呈現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及與母親的親子關係。 

（二） 量表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用李特克式（Likert）4 點量表方式計分，從 4 至 1 分，分別為： 4 是「完全符

合」、3 是「還算符合」、2 是「不太符合」、1 是「完全不符合」。另外，將反向題（第 3、4、

5、14、15、16、17、19、20、21 題）反向計分。共分三個分量表（訊息交換、情感傳達、

問題解決），最後將得到三個分量表的分數，各個分量表的分數即為該概念測量的得分，分數

越高，代表子女與父親、母親之間在該部分的親子關係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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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基本資料 

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年級、性別、族群以及手足數等。 

（一）年級：包括九年級、十年級、十一年級與十二年級。 

（二）性別：包括男生與女生。在進行迴歸分析時，將性別處理成虛擬變項。 

（三）族群：依據研究目的，符合本研究對象條件的族群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

意即父母皆為美加籍華人或是父母皆為美加籍美加人的學生。因此在做分析時，刪

除不符合研究對象條件等的無效問卷。 

四、 量表雙重翻譯 

考量本研究多數的研究對象為以使用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學生；因此，本研究將量表雙重

翻譯後以中英雙語進行。在翻譯過程中，將不符合本研究目的的題目加以修改，將文字的表

達方式做了些許修改使得語句較為通順以適用於做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修改的部分如下：

教養行為問卷中父親教養行為部分，將第三題父親和我討論我的生活種種事情，修改成父親

和我分享我的生活。將第二十四題當我做錯事情，父親會失控地對我大聲咆哮，修改成當我

做錯事情，父親會失控地對我大叫。將第二十六題父親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鞭打我，修改

成父親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打我。教養行為問卷中母親教養行為部分，將第三題母親和我

討論我的生活種種事情，修改成母親和我分享我的生活。將第二十四題當我做錯事情，母親

會失控地對我大聲咆哮，修改成當我做錯事情，母親會失控地對我大叫。將第二十六題母親

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鞭打我，修改成母親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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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家效度審核 

擬定問卷初稿後，為確認問卷中各量表題目的有效性，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專家學者名

單請見附錄四）進行內容效度分析與評估，逐題檢視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父母教養行為」、

「親子關係」、「個人基本資料」的內容，並且提供相關建議與看法（專家效度問卷請見附錄

三）。審查的標準採三分法：「合適」、「修改」、「刪除」，並在各題下方留有「建議」空白欄以

及各分量表尾端留有「整體建議」空白欄，讓專家學者提供及填寫意見。在彙整專家們的意

見與建議並與指導教授進行最後討論後，將不合適的題項予以修正或者刪除，以產生正試問

卷（見附錄五）。 

 

各部分依據專家意見所修改如下： 

一、父母教養行為 

在彙整專家委員們的意見與建議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後，除了修正中英語的用詞並精

簡字句以讓題意更為通順（專家效度問卷第 1、3、7、8、9、10、16、21、24、25、26、27

題）；另有專家委員認為有些題項有類似或重複，建議刪除（專家效度問卷第 11、18、19 題）；

而有些題項跟分量表的概念無關，建議刪除（專家效度問卷第 6、13、14、15、17 題）；且專

家委員認為有些題項可以拆成兩題詢問（專家效度問卷第 4、5、22 題）。另外，專家委員建

議可增加與禁足有關的題目，因此增加一題：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不給我玩樂時間，He/She 

grounds (does not let me do fun things or give me any free time)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經過上述的修改後，題目數量由原本問卷初稿中的 27 題，變成正試問卷中的 23 題。

另外，為了與第二部分「親子關係」問卷格式的呈現方式一致，因此將第一部分「父母教養

行為」的呈現方式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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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關係 

在彙整專家委員們的意見與建議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後，除了修正中英語的用詞（專

家效度問卷第 1、5、6、7、9、10、11、12、13、15、16、17、18、21、24 題），另有專家委

員認為有些題項類似或重複，建議合併（專家效度問卷第 2、8、22 題）；另有專家委員認為

有些題項不妥或是題意不明，建議刪除（專家效度問卷第 3、4、14、23 題）；經過上述的修

改後，題目數量由原本問卷初稿中的 24 題，變成正試問卷中的 18 題。 

 

三、個人基本資料 

在彙整專家委員們的意見與建議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後，除了修正中英語的用詞，並

將專家效度問卷的第三題，分成兩題詢問：父母的國籍、父母所屬的族群，並將國籍及族群

羅列成選項予以施測對象做勾選。另外，增加了詢問手足人數的題目。經過上述的修改後，

題目數量由原本問卷初稿中的 3 題，變成正試問卷中的 5 題。另外，刪除了在專家效度問卷

一開頭的「問卷相關資料」：詢問與父母親的居住狀況，並改為「問卷前導說明」，詢問本問

卷填答的狀況：我會回答跟父親和母親有關的問題，因為＿＿＿、我只會回答跟父親有關的

問題，因為＿＿＿、我只會回答跟母親有關的問題，因為＿＿＿以及其他。 

 

參、 正式問卷 

由於本研究樣本的特殊性及困難取得性，本研究無法進行問卷的預試。因此在回收樣本

後即直接進行問卷的分析。在回收所有問卷並刪除不符合本研究樣本對象條件的無效問卷後，

將所得到之資料輸入電腦進行項目分析，再刪除極端組比較與同質性檢驗未達顯著之題目（意

即父母教養行為量表第十一題以及與父母親子關係量表第三題）後（見附錄六、七），將所有

樣本進行正式的資料分析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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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將分項目分析及正式問卷分析兩個部分做說明： 

一、項目分析 

（一）父母教養行為 

使用項目分析之極端組檢驗法及相關分析，得各題目之決斷值及相關係數。以決定是否

做修正。 

首先以極端組檢驗法，得每一個題項的決斷值（CR 值）。先將反向題（第 11 題）做反向

計分，並求出父親教養行為量表及母親教養行為量表（第一至第七題為監督教養、第八至第

十二題為一致性教養、第十三至第十八題為引導教養、第十九至第二十三題為嚴厲教養）之

各自的總分後，接著將量表總分依照高低排序，再找出高低分組上下 27%處的分數，從最高

分處向下取總人數的 27%為高分組以及從最低分處向上取 27%為低分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考驗高低分兩組在每個題項的差異，並檢驗高低分兩組之間的差異是否達顯著。接下來使用

同質性檢驗法，將父親教養行為量表及母親教養行為量表之各題的得分與該量表總分進行雙

變數相關分析，以檢驗各題得分是否與總分達顯著相關。 

分析的結果發現，父親教養行為量表的所有題項在極端組比較與同質性檢驗均達顯著，

母親教養行為量表除了第十一題的極端組比較及同質性檢驗均未達顯著外，其餘題項在極端

組比較與同質性檢驗皆達顯著（詳細數據見附錄六）。因此，刪除第十一題後，將所有樣本進

行正式分析。 

 

（二）親子關係 

使用項目分析之極端組檢驗法及相關分析，得各題目之決斷值及相關係數。以決定是否

做修正。 

首先以極端組檢驗法，得每一個題項的決斷值（CR 值）。先將反向題（第 3、11、12、

13、15、16、17 題）做反向計分，並求出與父親親子關係量表及與母親親子關係量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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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五題為訊息交換、第六至第十二題為情感傳達、第十三至第十八題為問題解決）的總分

後，接著將量表總分依照高低排序，再找出高低分組上下 27%處的分數，從最高分處向下取

總人數的 27%為高分組以及從最低分處向上取 27%為低分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高低分

兩組在每個題項的差異，並檢驗高低分兩組之間的差異是否達顯著。接下來使用同質性檢驗

法，將與父親親子關係量表及與母親親子關係量表之各題的得分與該量表總分進行雙變數相

關分析，以檢驗各題得分是否與總分達顯著相關。 

分析的結果發現，與父親親子關係量表及與母親親子關係量表的第三題（反向題）的極

端組比較以及同質性檢驗均未達顯著，其餘題項在極端組比較與同質性檢驗皆達顯著（詳細

數據見附錄七）。因此，刪除第三題後，將所有樣本進行正式分析。 

 

二、正式問卷分析 

由於樣本的特殊性以及不易取得，因此決定將問卷在項目分析中的極端組比較與同質性

檢驗未達顯著之題目（意即父母教養行為量表之第十一題以及與父母親子關係量表之第三題）

刪除後，再將所有樣本進行正式問卷分析。 

另外，關於內部一致性信度，父親教養行為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934、母親教養

行為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898、與父親親子關係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889、與

母親親子關係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829（詳見表 3-4-1），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信度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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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正式問卷各量表之信度係數 

量表名稱 面向 題數 Cronbach’s α 

父親的教養行為 監督教養 7 .961 

.934 

一致性教養 4 .895 

引導教養 6 .964 

嚴厲教養 5 .959 

母親的教養行為 監督教養 7 .924 

.898 

一致性教養 4 .895 

引導教養 6 .941 

嚴厲教養 5 .926 

與父親的親子關係 訊息交換 4 .965 

.889 情感傳達 7 .834 

問題解決 6 .907 

與母親的親子關係 訊息交換 4 .941 

.829 情感傳達 7 .815 

問題解決 6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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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可分成五個步驟，第一步驟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對本研究的教養行

為與親子關係下定義與決定測量的內涵，參考後編制「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跨文化比較問卷」的問卷初稿，並將量表雙重翻譯後以中英雙語方式呈現；第二步驟是將問

卷初稿進行專家效度評估；第三步驟是進行正式問卷施測，取得本研究的有效樣本；第四步

驟是資料處理、分析與論文撰寫。分述如下： 

 

壹、 問卷初稿 

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對本研究的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下定義與決定測量的內涵，參考

後編制「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問卷」的問卷初稿，內含父母教養

行為量表、與父母親子關係量表以及個人基本資料，並將量表雙重翻譯後以中英雙語方式呈

現。 

 

貳、 專家效度評估 

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專家效度評估，在彙整專家們的意見與建議後與指導教授進行最

後討論後，在考量到本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將問卷送交有意願接受施測的學校做初步的審查，

以進行後續的問卷施測。 

 

參、 正式施測 

由於樣本的特殊性及困難取得性，因此本研究無法進行問卷的預試，而直接以方便取樣

的方式進行問卷的正式施測。在回收所有問卷並刪除無效問卷後，將所得到之資料輸入電腦

進行項目分析，再刪除極端組比較與同質性檢驗未達顯著之題目後，再進行資料分析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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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料處理分析與撰寫 

將正式問卷所得到之資料輸入電腦並以統計軟體 PASW Statistic V22（SPSS 22）後，進

行資料分析與處理，並撰寫結果。 

本研究自變項為族群及生活環境，父母教養行為為其依變項，適合使用二因子獨立樣本

變異數分析法來做分析。然而，研究結果顯示族群與生活環境的交互作用不顯著。因此，本

研究選擇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做分析。所使用的資料處理分析方法於下一節做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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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壹、 描述統計 

使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將蒐集到的資料做分析。以平均數、標準差，

進一步分析資料。以探究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及與父母親子關係的情況。 

貳、 獨立樣本 t 檢定 

探討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因族群不同（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的差異情形。

探討學生知覺與父/母親子關係，因族群不同（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的差異情形。探

討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因生活環境不同的差異情形。探

討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母親子關係，因生活環境不同的差異情形。 

參、 相依樣本 t 檢定 

探討不同族群（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的學生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

為的差異情形。探討不同族群（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的學生知覺與其父親親子關係、

與其母親親子關係的差異情形。 

肆、 相關係數 

探討父母教養行為（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嚴厲教養）與親子關係（訊息

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之間的相關關係。 

伍、 迴歸分析 

使用同時迴歸分析探討族群（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生活環境、父母教養行為（監

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嚴厲教養），對與父母親子關係（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

題解決）的解釋情形。 

  

 



58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照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假設來進行研究結果的分析。本章各節分別為：第

一節為樣本描述、第二節為父母教養行為分析、第三節為親子關係分析、第四節為影響親子

關係之分析。 

 

第一節 樣本描述 

本節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來描述樣本的特性，呈現樣本的個人基本資料、父母教養行為

的得分情形以及與父母親子關係的得分情形。 

 

壹、 整體樣本之描述 

針對樣本的個人背景變項（年級、性別、手足數、族群、生活環境），分別描述統計分佈

之情形，詳述如下（見表 4-1-1、表 4-1-2）： 

 

一、年級 

在 200 位有效樣本中，九年級所佔比例為 34.5%，十年級所佔比例為 18.5%，十一年級

所佔比例為 25.5%，以及十二年級所佔比例為 17.5%，以九年級所佔比例最高，十二年級所

佔比例最低。 

 

二、性別 

在 200 位有效樣本中，除了遺漏值 8 位外，共有 113 位男生與 79 位女生。男生比例為

56.5%，女生比例為 39.5%，以男生所佔的比例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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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足數 

 在 200 位有效樣本中，沒有手足的比例為 13%，有一位手足的比例為 40.5%，有兩位手

足的比例為 23%，有三位手足的比例為 12%，有四位手足的比例為 7%，有五位手足的比例

為 2%，有六位手足的比例為 0.5%，有七位手足的比例為 0.5%，以有一位手足所佔比例最高。 

 

四、族群 

在 200 位有效樣本中，父母的族群相同。共有 98 位華人、87 位美國人、15 位加拿大人，

各佔的比例為：華人所佔比例為 49%、美國人所佔比例為 43.5%、加拿大人所佔比例為 7.5%。 

 

五、生活環境 

在 200 位有效樣本中，美加籍華人的比例為 49%（98 位），美加籍美加人的比例為 51%

（102 位）。其中，在臺灣的部分，美加籍華人的比例為 32%（64 位），美加籍美加人比例為

14.5%（29 位）。在美國的部分，美加籍華人的比例為 17%（34 位），美加籍美加人的比例為

36.5%（7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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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有效樣本之年級、性別與手足數描述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年級 九年級 69 34.5% 

 十年級 37 18.5% 

 十一年級 51 25.5% 

 十二年級 35 17.5% 

 遺漏值 8 4.0% 

 總和 200 100% 

性別 男 113 56.5% 

 女 79 39.5% 

 遺漏值 8 4% 

 總和 200 100% 

手足數   0 位 26 13.0% 

 1 位 81 40.5% 

 2 位 46 23.0% 

 3 位 24 12.0% 

 4 位 14 7.0% 

 5 位 4 2.0% 

 6 位 1 0.5% 

 7 位 1 0.5% 

 遺漏值 2 1.0% 

 總和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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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有效樣本之族群與生活環境描述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父親族群 華人 98 49.0% 

 美國人 87 43.5% 

 加拿大人 15 7.5% 

 總和 200 100% 

母親族群 華人 98 49.0% 

 美國人 87 43.5% 

 加拿大人 15 7.5% 

 總和 200 100% 

生活環境 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 64 32.0% 

 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 29 14.5% 

 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 

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 

34 

73 

17.0% 

36.5% 

 總和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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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樣本在各量表得分情形 

一、父親教養行為量表 

本量表共 22 題，包括監督教養 7 題、一致性教養 4 題、引導教養 6 題、嚴厲教養 5 題，

以此四個面向分別測量學生知覺父親的教養行為，各個分量表的分數即為該概念測量的得分，

得分越高表示父親實施該教養行為的頻率越多，反之越少。另外，將嚴厲教養的部分採反向

計分後，將所有題目分數加總後平均，即為父親的正向教養行為。 

在 187 個有效樣本中，最低得分在四個面向均為 1 分，最高得分在四個面向均為 4 分。

平均得分，以一致性教養的 3.13 分為最高，以嚴厲教養的 1.66 分為最低（表 4-1-3）。除了嚴

厲教養面向外，其餘三個面向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表示學生的父親實施監

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行為的頻率較高，而實施嚴厲教養行為的頻率較低。接著與

得分 3 分（表示常常實施該教養）做差異檢定後，顯示學生最常知覺父親實施一致性教養。

再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嚴厲教養顯著低於其他三個變項（差異值分別為：

-10.214，-4.219，-9.786），因此，學生最常知覺父親實施一致性教養行為，知覺父親實施嚴

厲教養行為的頻率最低。另外，關於學生知覺父親整體教養行為，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

但顯著低於 3 分，顯示學生知覺父親實施正向教養行為頻率不高。 

表 4-1-3 

樣本在父親教養行為量表之得分分佈情形（n=187） 

面向名稱 題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a
 t

b
 

監督教養 7 1 4 2.64 .780 2.511* -6.255*** 

一致性教養 4 1 4 3.13 .752 11.396*** 2.308* 

引導教養 6 1 4 3.01 .819 8.557*** .208 

嚴厲教養 5 1 4 1.66 .592 -19.439*** -30.979*** 

父親教養行為 22 22 88 2.61 .545 2.707** -9.834*** 

t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2.5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t
b：平均數與表示常常實施該教養（3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p<.001, **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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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親教養行為量表 

本量表共 22 題，包括監督教養 7 題、一致性教養 4 題、引導教養 6 題、嚴厲教養 5 題，

以此四個面向分別測量學生知覺母親的教養行為，各個分量表的分數即為該概念測量的得分，

得分越高表示母親實施該教養行為的頻率越多，反之越少。另外，將嚴厲教養的部分採反向

計分後，將所有題目分數加總後平均，即為母親的正向教養行為。 

在 195 個有效樣本中，最低得分在四個面向均為 1 分，最高得分在四個面向均為 4 分。

平均得分，以一致性教養的 3.26 分為最高，以嚴厲教養的 1.70 分為最低（表 4-1-4）。除了嚴

厲教養面向外，其餘三個面向的平均得分均除了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表示學生的母親實

施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行為的頻率較高，而實施嚴厲教養行為的頻率較低。接

著與得分 3 分（表示常常實施該教養）做差異檢定後，可知母親最常實施一致性教養。再將

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嚴厲教養顯著低於其他三個變項（差異值分別為：-12.395，

-4.574，-10.359），因此，學生最常知覺母親實施一致性教養行為，知覺母親實施嚴厲教養行

為的頻率最低。另外，關於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教養行為，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

低於 3 分，顯示學生知覺母親實施正向教養行為頻率不高。 

 

表 4-1-4 

樣本在母親教養行為量表之得分分佈情形（n=195） 

面向名稱 題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a
 t

b
 

監督教養 7 1 4 2.98 .635 10.600*** -.403 

一致性教養 4 1 4 3.26 .651 16.375*** 5.642*** 

引導教養 6 1 4 3.14 .755 11.822*** 2.576* 

嚴厲教養 5 1 4 1.70 .617 -18.219*** -29.540*** 

母親教養行為 22 24 88 2.78 .448 8.826*** -6.743*** 

t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2.5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t
b：平均數與表示常常實施該教養（3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p<.0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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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父母親子關係 

一、與父親親子關係量表 

本量表共 17 題，包括訊息交換 4 題、情感傳達 7 題、問題解決 6 題，以此三個面向分別

測量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各個分量表的分數即為該概念測量的得分，分數越高，代

表子女與父親在該部分的親子關係越好。另外，反向題（第 11、12、13、15、16、17 題）採

反向計分後，將所有題目加總後平均，即為與父親整體親子關係。 

在 187 個有效樣本中，最低得分在三個面向均為 1 分，最高得分在三個面向均為 4 分。

平均得分，以情感傳達的 2.76 分為最高，以訊息交換的 2.57 分為最低（表 4-1-5）。三個面向

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表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而訊

息交換較差。再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訊息交換顯著低於其他兩個變項（差

異值分別為：-.195，-.058），因此，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訊息交換較

差。另外，有關學生知覺與父親整體親子關係，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低於 3 分，

顯示學生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間。 

 

表 4-1-5 

樣本在與父親親子關係量表之得分分佈情形（n=187） 

面向名稱 題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a
 t

b
 

訊息交換 4 1 4 2.57 .896 1.000 -6.633*** 

情感傳達 7 1 4 2.76 .725 4.905*** -4.523*** 

問題解決 6 1 4 2.62 .562 3.014** -9.150*** 

與父親親子關係 17 20 68 2.67 .603 3.770*** -7.569*** 

t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2.5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t
b：平均數與表示親子關係還算可以（3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p<.001,**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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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母親親子關係量表 

本量表共 17 題，包括訊息交換 4 題、情感傳達 7 題、問題解決 6 題，以此三個面向分別

測量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各個分量表的分數即為該概念測量的得分，分數越高，代

表子女與母親在該部分的親子關係越好。另外，反向題（第 11、12、13、15、16、17 題）採

反向計分後，將所有題目加總後平均，即為與母親整體親子關係。 

在 195 個有效樣本中，最低得分在三個面向均為 1 分，最高得分在三個面向均為 4 分。

平均得分，以情感傳達的 2.95 分為最高，以問題解決的 2.63 分為最低（表 4-1-6）。三個面向

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表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而問

題解決較差。再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問題解決顯著低於其他兩個變項（差

異值分別為：-.145，-.320），因此，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問題解決較

差。另外，有關學生知覺與母親整體親子關係，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低於 3 分，

顯示學生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間。 

 

表 4-1-6 

樣本在與母親親子關係量表之得分分佈情形（n=195） 

面向名稱 題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a
 t

b
 

訊息交換 4 1 4 2.77 .839 4.564*** -3.745*** 

情感傳達 7 1 4 2.95 .672 9.324*** -1.066 

問題解決 6 1 4 2.63 .568 3.171** -9.114*** 

與母親親子關係 17 20 68 2.79 .577 7.137*** -4.965*** 

t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2.5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t
b：平均數與表示親子關係還算可以（3 分）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p<.001,**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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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父母教養行為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假設一，即探討不同族群（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

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假設二，即探討不同生活環境（在臺灣/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在

臺灣/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的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以及假

設三，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之情形。 

 

【假設一】：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以下分為兩個部分做探討，第一部分為不同族群學生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之情形，第二

部分為分述在臺灣以及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之情形。 

 

（一）不同族群學生，其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 

在父親的部分，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

不論在不同面向上或整體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2-1）。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知覺父親教養

行為、不會因族群的不同而有差異。此發現與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不同，與 Chao（2000）、

Darling and Steinberg（1993）、Martin（1985）及 Okagaki and Bingham（2005）的研究發現不

同；過去研究認為不同文化對社會期許及目標達成的標準不同且社會文化建構方式的不同，

並受到文化及環境的影響，不同族群的父親、母親對子女的管教方式會有所差異；不同的族

群擁有不同的文化認知，對於教養子女的標準也不同。 

至於母親的部分，研究也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

為，在整體無顯著差異。但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母親的「嚴厲教養」

面向上有差異存在，從平均數大小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知覺母親嚴厲教養的頻率顯著高

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表 4-2-2）。此發現與 Su and Hynie（2011）在比較華人與在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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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的教養行為時的發現相同，無論華人母親是否有移民至西方國家，相較於美國人父母，

都還是具有較嚴厲的教養行為。但父母之所以施行較權威與嚴厲的教養，是為了要保護子女

讓子女能夠遠離危險，並且避免學習到不好的行為（Kotchick & Forehand, 2002）。 

推測研究假設一未獲得全面支持的原因，本研究樣本為在外僑學校及美國本土學校取得

的美加籍高中生，可能因樣本本身皆傾向或具有以美國文化為主體和主流有關。外僑學校入

學條件特殊、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特別、教育背景可能也較佳或也受過美式教育，且學校本

身以美式為教育方針，或許也是造成沒有差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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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不同族群之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95 2.68 .790 .662 

 美加籍華人 92 2.61 .772  

一致性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95 3.20 .759 1.351 

 美加籍華人 92 3.05 .742  

引導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95 3.08 .851 1.099 

 美加籍華人 92 2.95 .784  

嚴厲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95 1.59 .562 -1.558 

 美加籍華人 92 1.73 .618  

父親整體 

教養行為 

美加籍美加人 95 2.63 .572 .687 

美加籍華人 92 2.58 .518 

 

表 4-2-2 

不同族群之學生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100 3.02 .588 .926 

 美加籍華人 95 2.94 .680  

一致性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100 3.29 .635 .598 

 美加籍華人 95 3.23 .668  

引導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100 3.24 .727 1.826 

 美加籍華人 95 3.04 .774  

嚴厲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100 1.57 .543 -2.971** 

 美加籍華人 95 1.83 .663  

母親整體 

教養行為 

美加籍美加人 100 2.80 .435 .499 

美加籍華人 95 2.77 .464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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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灣及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其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 

 居住在臺灣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

親的「整體」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表 4-2-3）。研究也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

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的「整體」教養行為也無顯著差異（表 4-2-4）。但在臺灣的美加

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父親的監督教養」、「父親的嚴厲教養」、「母親

的監督教養」、「母親的引導教養」和「母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從平均

數來看，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的頻率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

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的頻率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而在臺灣的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引導教養的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學生。 

此發現與 Lin and Fu（1990）及 Su and Hynie（2011）的研究發現：無論華人母親是否有

移民至西方國家，相較於美國人父母，都還是具有較嚴厲的教養行為。且移民至美國的華人

母親比美國人母親在教養子女上有較高度的控制，其研究結果相似。 

  

至於居住在美國的部分，研究發現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

覺不論是整體或不同面向上父親的教養行為均無顯著差異（表 4-2-5）。研究也發現在美國的

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整體」母親的教養行為也無顯著差異（表4-2-6）。

但在「母親的監督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頻率顯著高

於美加籍華人學生。推測其原因，有些美加籍美加人填答者的父親是缺位的（父母離婚），

是否因此造成學生知覺母親對其日常生活的行蹤和行為掌握與了解的程度較高的可能。 

另外，推測其餘未獲支持的原因。已移民的父母，在教養子女上雖還會抱持著儒家傳統

思想的華人教養觀念，似乎也慢慢能夠接受新的主流社會生活環境帶來的改變（Lin & Fu, 

1990）。或許因此可能造成居住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

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以及知覺母親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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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在臺灣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5 2.32 .490 -2.366* 

 美加籍華人 61 2.66 .812  

一致性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5 3.04 .724 -.432 

 美加籍華人 61 3.11 .730  

引導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5 3.18 .750 1.176 

 美加籍華人 61 2.96 .794  

嚴厲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5 1.36 .436 -2.982** 

 美加籍華人 61 1.80 .687  

父親整體 

教養行為 

美加籍美加人 25 2.47 .346 -1.692 

美加籍華人 61 2.63 .520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採用 

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p<.01,*p<.05 

 

表 4-2-4 

在臺灣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9 2.68 .438 -2.351* 

 美加籍華人 61 2.97 .723  

一致性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9 3.12 .667 -.903 

 美加籍華人 61 3.26 .678  

引導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9 3.42 .594 2.420* 

 美加籍華人 61 3.06 .791  

嚴厲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29 1.34 .404 -4.718*** 

 美加籍華人 61 1.90 .726  

母親整體 

教養行為 

美加籍美加人 29 2.66 .334 -1.703 

美加籍華人 61 2.80 .466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採用 

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p<.0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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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0 2.81 .839 1.782 

 美加籍華人 30 2.50 .696  

一致性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0 3.26 .768 1.835 

 美加籍華人 30 2.95 .764  

引導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0 3.04 .886 .812 

 美加籍華人 30 2.89 .776  

嚴厲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0 1.67 .581 .690 

 美加籍華人 30 1.59 .415  

父親整體 

教養行為 

美加籍美加人 70 2.69 .624 1.653 

美加籍華人 30 2.48 .517  

 

表 4-2-6 

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1 3.16 .587 2.201* 

 美加籍華人 33 2.89 .610  

一致性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1 3.36 .613 1.061 

 美加籍華人 33 3.22 .646  

引導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1 3.16 .767 1.053 

 美加籍華人 33 2.99 .761  

嚴厲教養 美加籍美加人 71 1.66 .566 -.382 

 美加籍華人 33 1.71 .515  

母親整體 

教養行為 

美加籍美加人 71 2.86 .459 1.535 

美加籍華人 33 2.71 .46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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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美加籍華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

知覺父親的教養行為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2-7）。研究也發現在

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母親的教養行為不論在整體或不

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2-8）。此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會選擇移民的父母本身就

具有較開放偏向西方的思想。在臺灣的華人母親比在美國的華人母親在教養子女上有更高度

的控制（Lin & Fu, 1990）。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不會因生

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推測其原因，本研究以在臺灣的外僑學校及在美國的本土學校所取

得的美加籍高中生為樣本，可能因樣本本身皆傾向或具有以美國文化為主體和主流的關係，

而造成無顯著差異存在的可能。 

至於美加籍美加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

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整體」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表 4-2-9）。但在「父親的監督教養」、

「父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頻率

均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此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父母之所以施行較權威與

嚴厲的教養，是為了要保護子女讓子女能夠遠離危險，並且避免學習到不好的行為（Kotchick 

& Forehand, 2002）。對於移居到一個陌生的新環境來說，父母適當的管控能夠讓子女與家庭

都能夠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環境，同時避免有太多無法預期的事情發生。推測其原因，會選擇

長期、短暫移居或停留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多半是因為父母工作調派的關係，是否

因新生活適應、工作忙碌或其他的因素而造成相較之下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

實施監督與嚴厲教養頻率較低。研究也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

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整體」的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表 4-2-10）。從平均數來看，在美

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的正向教養行為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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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母親的監督教養」、「母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

覺母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頻率均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推測其原因，有些

美加籍美加人填答者的父親是缺位的（父母離婚），是否因此造成學生知覺母親對其日常生

活的行蹤和行為掌握了解與控制的程度較高。 

 

表 4-2-7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在美國 31 2.51 .687 -.887 

 在臺灣 61 2.66 .812  

一致性教養 在美國 31 2.93 .762 -1.147 

 在臺灣 61 3.11 .730  

引導教養 在美國 31 2.91 .776 -.275 

 在臺灣 61 2.96 .794  

嚴厲教養 在美國 31 1.57 .422 -1.697 

 在臺灣 61 1.80 .687  

父親整體 

教養行為 

在美國 31 2.48 .508 -1.293 

在臺灣 61 2.63 .520  

 

表 4-2-8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在美國 34 2.88 .601 -.597 

 在臺灣 61 2.97 .723  

一致性教養 在美國 34 3.19 .657 -.467 

 在臺灣 61 3.26 .678  

引導教養 在美國 34 3.00 .755 -.315 

 在臺灣 61 3.06 .791  

嚴厲教養 在美國 34 1.69 .515 -1.471 

 在臺灣 61 1.90 .726  

母親整體 

教養行為 

在美國 34 2.70 .461 -1.021 

在臺灣 61 2.80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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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在美國 70 2.81 .839 3.466** 

 在臺灣 25 2.32 .490  

一致性教養 在美國 70 3.26 .768 1.231 

 在臺灣 25 3.04 .724  

引導教養 在美國 70 3.04 .886 -.702 

 在臺灣 25 3.18 .750  

嚴厲教養 在美國 70 1.67 .581 2.465* 

 在臺灣 25 1.36 .436  

父親整體 

教養行為 

在美國 70 2.69 .624 1.726 

在臺灣 25 2.47 .346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 

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p<.01,*p<.05 

 

表 4-2-10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在美國 71 3.16 .587 3.998*** 

 在臺灣 29 2.68 .610  

一致性教養 在美國 71 3.36 .613 1.720 

 在臺灣 29 3.12 .646  

引導教養 在美國 71 3.16 .767 -1.635 

 在臺灣 29 3.42 .761  

嚴厲教養 在美國 71 1.66 .566 2.824** 

 在臺灣 29 1.34 .515  

母親整體 

教養行為 

在美國 71 2.86 .459 2.129* 

在臺灣 29 2.66 .466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 

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p<.001,**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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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學生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整體」父親教養行為、「整體」母親教養行為有顯

著不同（表 4-2-11）。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顯著

高於父親。在不同面向上，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在「監督

教養」和「一致性教養」面向上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的監

督教養、一致性教養行為頻率均顯著高於父親。 

也發現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整體」父親教養行為、「整體」母親教養行為有顯

著不同（表 4-2-12）。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顯

著高於父親。在不同面向上，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在「監

督教養」面向上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的監督教養行為頻

率顯著高於父親。 

此發現與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相同，父親的教養行為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對子女的影響並

不一致且子女知覺父母教養有差異（王鍾和，1993；Chen, Liu, & Li，2000）。而 Shek（1995, 

1998）對香港華人社會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子女對於父親與母親教養的知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此外，也與吳明燁（1998）、李文傑及吳齊殷（2004）、Gorman（1998）、Hewlett（2000）及

Shek（1995）的研究發現相似，父親負擔較少的管教子女的工作且對子女偏好直接的管教行

為，有較多的限制及展現較少的關心且較少時間與子女互動或直接參與子女日常的教養，因

而仍以扮演著提供家庭經濟資源的主要工具性角色為主。母親則是扮演主要照顧者、監督的

育兒及教養的角色。母親對於子女提供較多的情感及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比較關心子女，因

此也就負擔較多管教子女方面的工作。在這裡也反映了一個結果：無論是華人還是美國人或

加拿大人，母親都是扮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不因族群不同而產生文化上的差異。 

因此，不論是美加籍華人還是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均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教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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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 

 

表 4-2-11 

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之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對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父親 89 2.62 .760 -4.798*** 

 母親 89 2.95 .684  

一致性教養 父親 89 3.07 .733 -3.139** 

 母親 89 3.22 .681  

引導教養 父親 89 2.94 .785 -1.793 

 母親 89 3.04 .761  

嚴厲教養 父親 89 1.74 .618 -1.909 

 母親 89 1.83 .664  

整體教養行為 父親 89 2.59 .509 -4.756*** 

 母親 89 2.77 .472  

***p<.001,**p<.01 

 

表 4-2-12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之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對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監督教養 父親 93 2.67 .798 -5.349*** 

 母親 93 3.03 .594  

一致性教養 父親 93 3.20 .766 -1.456 

 母親 93 3.29 .625  

引導教養 父親 93 3.08 .856 -1.809 

 母親 93 3.22 .747  

嚴厲教養 父親 93 1.59 .568 .045 

 母親 93 1.59 .553  

整體教養行為 父親 93 2.64 .578 -3.552*** 

 母親 93 2.80 .44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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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親子關係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假設四，不同族群（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母親

的親子關係之差異情形。假設五，不同生活環境（在臺灣/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在臺灣/在美

國的美加籍美加人）的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之差異情形。以及假

設六，美加籍華人學生和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

之情形。 

 

【假設四】：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以下分為兩個部分做探討，第一部分為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父/母親親子關係之情形，第

二部分為分述在臺灣以及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父/母親親子關係之情形。 

 

（一）不同族群之學生，知覺與父/母親親子關係之差異情形 

在父親的部分，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

係，無論整體或在不同面向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1）。在母親的部分，研究也發現美加

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無論整體或在不同面向均無顯

著差異存在（表 4-3-2）。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知覺與其父親親子關係、與母親親子關係，不會因族群的不同而有

差異。此發現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不同， Chao（1994, 2000）認為不同的文化背景會有不同

的家庭觀念，形成不同的親子關係。左光渲（2013）也認為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家庭

的親子關係存在一定的差異。推測其原因，或許因為不同文化對於相同事件所解讀的方式不

同，在情感表達上，華裔已移民父母對孩子生活的高度參與、支持與投入的意義如同於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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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孩子的讚美、肢體語言與上愛的表現（Chao, 1994, 2000）。雖然相較於西方父母，華裔

父母在表達情感的方式上傾向使用非言語的方式，較不傾向使用開放式溝通，例如提供工具

性的支持以滿足子女的需求（Chao & Chunxia, 2011）。 

   

  表 4-3-1 

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美加籍美加人 95 2.59 .940 .371 

 美加籍華人 92 2.54 .852  

情感傳達 美加籍美加人 95 2.75 .785 -.216 

 美加籍華人 92 2.77 .662  

問題解決 美加籍美加人 95 2.65 .614 .666 

 美加籍華人 92 2.60 .505  

與父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美加籍美加人 95 2.68 .640 .242 

美加籍華人 92 2.66 .566  

 

表 4-3-2 

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美加籍美加人 100 2.80 .855 .394 

 美加籍華人 95 2.75 .827  

情感傳達 美加籍美加人 100 3.02 .696 1.432 

 美加籍華人 95 2.88 .642  

問題解決 美加籍美加人 100 2.67 .618 1.117 

 美加籍華人 95 2.58 .510  

與母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美加籍美加人 100 2.84 .599 1.210 

美加籍華人 95 2.74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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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灣及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其知覺與父/母親親子關係之差異情形 

居住在臺灣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

父親的親子關係，無論整體或在不同面向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3）。但研究發現在臺灣

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母親的親子關係，在「整體」及「情感傳

達」和「問題解決」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表 4-3-4）。從平均數來看，在臺灣的美加籍美

加人學生知覺與其母親親子關係的「整體」、「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均高於美加籍華

人學生，顯示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

較美加籍華人要好。此與 Chao and Chunxia（2011）的研究發現，華裔父母在表達情感的方

式上傾向使用非言語的方式，較不傾向使用開放式溝通，其結果相似。 

 

居住在美國的部分，研究發現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

父親的親子關係，無論整體或在不同面向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5）。研究也發現在美國

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母親的親子關係，無論整體或在不同面向

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6）。 

此發現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不同，Chao（1994, 2000）認為不同的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家

庭觀念，形成不同的親子關係。左光渲（2013）也認為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家庭的親

子關係存在一定的差異。推測其原因。或許因為不同文化對於相同事件所解讀的方式不同，

在情感表達上，華裔已移民父母對孩子生活的高度參與、支持與投入的意義如同於西方父母

對孩子的讚美、肢體語言與上愛的表現（Chao, 1994, 2000）。雖然相較於西方父母，華裔父母

在表達情感的方式上傾向使用非言語的方式，較不傾向使用開放式溝通，例如提供工具性的

支持以滿足子女的需求（Chao & Chunxia, 2011）。然而是否因為隨著經濟成長和社會環境的

改變，年輕一代的子女相較於上一代，對於情感表達、情感基礎和親密的程度顯得較為開放

而有較多的機會能夠和父母交流，而可能造成無顯著的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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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在臺灣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美加籍美加人 25 2.60 .884 .282 

 美加籍華人 61 2.54 .881  

情感傳達 美加籍美加人 25 2.82 .625 .318 

 美加籍華人 61 2.77 .701  

問題解決 美加籍美加人 25 2.73 .601 1.228 

 美加籍華人 61 2.57 .504  

與父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美加籍美加人 25 2.73 .557 6.45 

美加籍華人 61 2.64 .599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 

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表 4-3-4 

在臺灣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美加籍美加人 29 2.93 .759 9.32 

 美加籍華人 61 2.76 .822  

情感傳達 美加籍美加人 29 3.13 .613 2.050* 

 美加籍華人 61 2.84 .641  

問題解決 美加籍美加人 29 2.86 .538 2.840** 

 美加籍華人 61 2.53 .509  

與母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美加籍美加人 29 2.99 .519 2.279* 

美加籍華人 61 2.71 .549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 

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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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美加籍美加人 70 2.59 .966 .301 

 美加籍華人 30 2.53 .816  

情感傳達 美加籍美加人 70 2.72 .838 -.549 

 美加籍華人 30 2.80 .584  

問題解決 美加籍美加人 70 2.62 .621 -.117 

 美加籍華人 30 2.64 .518  

與父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美加籍美加人 70 2.66 .669 -.176 

美加籍華人 30 2.68 .511  

 

表 4-3-6 

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族群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美加籍美加人 71 2.74 .890 .085 

 美加籍華人 33 2.73 .860  

情感傳達 美加籍美加人 71 2.97 .726 -.042 

 美加籍華人 33 2.97 .635  

問題解決 美加籍美加人 71 2.60 .635 -.637 

 美加籍華人 33 2.68 .514  

與母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美加籍美加人 71 2.78 .622 -.214 

美加籍華人 33 2.81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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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美加籍華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

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7）。研究也發現在

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不論在整體或不

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8）。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母親教養

行為，不會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推測其原因，在情感表達上，華裔已移民父母對孩

子生活的高度參與、支持與投入的意義如同於西方父母對孩子的讚美、肢體語言與上愛的表

現（Phinney, Romero, Nava, & Huang, 2001）。且隨著經濟成長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年輕一代

的子女相較於上一代，對於情感表達、情感基礎和親密的程度顯得較為開放而有較多的機會

能夠和父母交流。也或許本研究以在臺灣的外僑學校及美國本土的學校所取得的美加籍高中

生為樣本，本身皆傾向或具有以美國文化為主體和主流有關，而造成無顯著的差異存在的可

能。 

至於美加籍美加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

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9）。研

究也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

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3-10）。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美加人學

生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不會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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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在美國 31 2.54 .806 -.003 

 在臺灣 61 2.54 .881  

情感傳達 在美國 31 2.78 .587 .120 

 在臺灣 61 2.77 .701  

問題解決 在美國 31 2.65 .511 .664 

 在臺灣 61 2.57 .504  

與父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在美國 31 2.68 .503 .265 

在臺灣 61 2.64 .599  

 

表 4-3-8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在美國 34 2.73 .847 -.193 

 在臺灣 61 2.76 .822  

情感傳達 在美國 34 2.95 .648 .760 

 在臺灣 61 2.84 .641  

問題解決 在美國 34 2.68 .506 1.348 

 在臺灣 61 2.53 .509  

與母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在美國 34 2.80 .560 .733 

在臺灣 61 2.71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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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在美國 70 2.59 .966 -.065 

 在臺灣 25 2.60 .884  

情感傳達 在美國 70 2.72 .838 -.504 

 在臺灣 25 2.82 .625  

問題解決 在美國 70 2.62 .621 -.717 

 在臺灣 25 2.73 .601  

與父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在美國 70 2.66 .669 -.520 

在臺灣 25 2.73 .557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 

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表 4-3-10 

不同生活環境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生活環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在美國 71 2.74 .890 .387 

 在臺灣 29 2.93 .759  

情感傳達 在美國 71 2.97 .726 .225 

 在臺灣 29 3.13 .613  

問題解決 在美國 71 2.60 .635 .162 

 在臺灣 29 2.86 .538  

與母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 

在美國 71 2.78 .622 .272 

在臺灣 29 2.99 .519  

註：由於部分樣本數小於 30，做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檢驗時，若同質性的檢驗成立則 

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若同質性檢驗不成立則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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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六】：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在「整體」

和「訊息交換」面向上均有顯著不同（表 4-3-11）。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高於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較與

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要好。另外，在訊息交換面向上，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親子關係之

訊息交換高於與父親的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在訊息

交換上較父親要好。 

研究也發現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在「整

體」、「訊息交換」和「情感傳達」面向上均有顯著不同（表 4-3-12）。從平均數來看，美加

籍美加人學生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高於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顯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

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較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要好。另外，在訊息交換和情感傳達面向上，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母親親子關係均高於與父親親子關係，顯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母親的

親子關係在訊息交換和情感傳達上較父親要好。 

此發現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相同，李美枝（1998）、李玉珍、黃文三及沈碩彬（2009）、

周玉慧、吳明燁及黃朗文（2010）及 Shek（2008）認為親子關係會有父母間性別差異存在。

例如在溝通的型態中呈現出母親與子女之間溝通的流暢度高於父親與子女之間的溝通流暢度，

而此溝通型態也進而影響了親子之間的關係。因此，子女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的確會有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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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 

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對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父親 89 2.53 .855 -3.472** 

 母親 89 2.77 .815  

情感傳達 父親 89 2.76 .658 -1.943 

 母親 89 2.87 .638  

問題解決 父親 89 2.58 .497 .123 

 母親 89 2.57 .509  

整體親子關係 父親 89 2.64 .562 -2.007* 

 母親 89 2.74 .544  

**p<.01,*p<.05 

 

表 4-3-12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面向 對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訊息交換 父親 93 2.59 .948 -2.107* 

 母親 93 2.76 .866  

情感傳達 父親 93 2.75 .793 -3.813*** 

 母親 93 3.00 .712  

問題解決 父親 93 2.65 .620 -.597 

 母親 93 2.68 .632  

整體親子關係 父親 93 2.68 .646 -2.844** 

 母親 93 2.83 .616  

***p<.001,**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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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親子關係之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假設七，探討族群、生活環境、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是否對學

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解釋力。 

 

【假設七】：族群、生活環境、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對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

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的解釋力 

 

在進行多元強迫進入迴歸分析，找出顯著解釋親子關係之因素前。應先考慮各變項之間

是否存有共線性問題，因此，本研究以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相關係數）應小於.80、容忍值

（Tolerance）應大於.10、變異數膨脹因素（VIF）應低於 10 以及條件指數（CI）應低於 30

來做檢驗（吳明隆、涂金堂，2009；邱皓政，2013）。 

 

一、多元共線性診斷 

 表 4-4-1 可知，各預測變項間（父親教養行為各面向及母親教養行為各面向）之相關係

數皆<.80，表示無共線性存在。 

本研究將以族群、生活環境、學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之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

教養和嚴厲教養為預測變項，和學生知覺父母的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

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做為預測親子關係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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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父親教養行為各面向和母親教養行為各面向之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7 8 

1 1        

2 .120 1       

3 .073 .029 1      

4 .313** -.248* .173 1     

5 .453** .362** -.374** .062 1    

6 .733** .310** .245** -.171 .048 1   

7 .279** .701** -.204** .435** .163 .033 1  

8 .146* -.134* .736** .130* .302** -.274** .151 1 

**p<.01,*p<.05 

註：1.父親的監督教養、2. 父親的一致性教養、3. 父親的引導教養、4. 父親的嚴厲教養、 5.

母親的監督教養、6. 母親的一致性教養、7. 母親的引導教養、8. 母親的嚴厲教養 

 

 

二、親子關係之迴歸分析 

 

（一）與父親親子關係的多元迴歸分析 

多元共線性檢驗發現，各預測變項之相關係數皆<.80、容忍值（Tolerance）皆大於.10（介

於.514 至.819）、變異數膨脹因素（VIF）皆低於 10（介於 1.222 至 1.963）、條件指數（CI）

皆低於 30，顯示所有變項無共線性存在。探討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投入的預測變項有：族群、

生活環境、父親教養行為之監督教養、父親教養行為之一致性教養、父親教養行為之引導教

養及父親教養行為之嚴厲教養。 

以下分兩部分做探討，第一部分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各面向，第二部分為與父親的整體

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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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各面向 

與父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的部分，由表 4-4-2 可得知，與父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迴

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38.114，p<.00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為.545，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

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父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變異量達 54.5％。其中，僅有父親教養

行為之監督教養（β=.217，p<.01）、父親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β=.626，p<.001）為顯著有效

的解釋變項。表示，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

關係之訊息交換越好。 

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的部分，由表 4-4-2 可得知，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迴

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23.099，p<.00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為.416，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

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變異量達 41.6％。其中，僅有父親教養

行為之監督教養（β=.253，p<.01）、父親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β=.516，p<.001）為顯著有效

的解釋變項。表示，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

關係之情感傳達越好。 

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的部分，由表 4-4-2 可得知，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迴

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17.248，p<.00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為.344，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

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變異量達 34.4％。其中，僅有父親教養

行為之引導教養（β=.483，p<.001）、父親教養行為之嚴厲教養（β=-.216，p<.01）為顯著有效

的解釋變項。表示，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

問題解決越好。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嚴厲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問題

解決越差。 

 

2. 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 

由表 4-4-2 可得知，與父親親子關係之迴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28.757，p<.001），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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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後的決定係數為.605，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父親親子關係變異

量達 60.5％。其中，僅有父親教養行為之監督教養（β=.303，p<.001）、父親教養行為之引導

教養（β=.601，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表示，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引導教養

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越好。 

 

（二）與母親親子關係的多元迴歸分析 

多元共線性檢驗發現，各預測變項之相關係數皆<.80、容忍值（Tolerance）皆大於.10（介

於.540 至.828）、變異數膨脹因素（VIF）皆低於 10（介於 1.207 至 1.852）、條件指數（CI）

皆低於 30，所有變項無共線性存在。在探討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投入的預測變項有：族群、

生活環境、母親教養行為之監督教養、母親教養行為之一致性教養、母親教養行為之引導教

養及母親教養行為之嚴厲教養。 

以下分兩部分做探討，第一部分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各面向，第二部分為與母親的整體

親子關係： 

 

1. 與母親親子關係之各面向 

與母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的部分，由表 4-4-3 可得知，與母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迴

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29.165，p<.00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為.466，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

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母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變異量達 46.6％。其中，僅有母親教養

行為之監督教養（β=.172，p<.05）、母親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β=.623，p<.001）為顯著有效

的解釋變項。表示，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

關係之訊息交換越好。 

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的部分，由表 4-4-3 可得知，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迴

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22.167，p<.00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為.396，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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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變異量達 39.6％。其中，僅有母親教養

行為之引導教養（β=.607，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表示，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

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越好。 

與母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的部分，由表 4-4-3 可得知，與母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迴

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14.418，p<.00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為.293，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

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母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變異量達 29.3％。其中，僅有母親教養

行為之引導教養（β=.505，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表示，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

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越好。 

 

2. 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 

由表 4-4-3 可得知，與母親親子關係之迴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F=19.159，p<.001），調

整後的決定係數為.501，顯示由預測變項所組成的迴歸模式能有效解釋與母親親子關係變異

量達 50.1％。其中，僅有母親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β=.711，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

表示，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越好。 

綜上所述，在父親的部分，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

與父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越好；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

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越好；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

父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越好；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

與父親親子關係越好。在這裡也反映了一個結果：父親監督教養越高，反映出來的是整體親

子關係越好。或許父親監督權威的展現其實對子女來說是一種情感傳達的表現，而會讓親子

關係越好。另外，在母親的部分，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

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越好；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

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越好；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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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越好；母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

關係越好。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結果相似，葉光輝（2000b）認為合作共識型的父母同時採

用「應答引導」的教養行為的教化方式，才能共創功能良好的親子三角互動關係。並指出父

母應答或引導的教化行為加上子女配合或合作行為的互惠互動關係，才能夠發揮正向的影響

效果，而良性的互動歷程才能夠持續下去。羅國英（2000）認為若父母以關懷、引導、接納

等正向且穩定的回應來呈現對子女的教養，有助於親子關係的親密性。 

本研究也發現，父親實施教養行為之嚴厲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

問題解決越差；此發現與過去研究結果相似：吳欣璇及金瑞芝（2011）則認為若父母對子女

的教養是嚴格、冷漠等負向且不穩定時，會阻礙親子關係的親密性發展。 

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部分的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對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

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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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與父親親子關係各面向的多元迴歸分析 （n=182） 

預測變項/效標變項 訊息交換 情感傳達 問題解決 與父親親子關係 

 B β t B β t B β t B β t 

族群（參照組：美加籍美加人） .064 .036 .647 .084 .058 .937 .022 .020 .301 .034 .028 .543 

生活環境：             

華人：             

  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參照組） .001 .000 .003 -.018 -.013 -.120 -.074 -.070 -.664 -.033 .125 -.265 

  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 

美加人： 

            

  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參照組） .014 .007 .065 .093 .052 .504 .103 .074 .717 .078 .054 .520 

  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             

父親 

教養行為 

監督教養 .249 .217 3.148** .236 .254 3.254** .100 .138 1.666 .235 .303 3.932*** 

一致性教養 -.046 -.039 -.556 -.058 -.060 -.770 -.038 -.051 -.619 -.098 -.122 -1.219 

引導教養 .685 .626 9.507*** .457 .516 6.927*** .331 .483 6.105*** .442 .601 6.864*** 

嚴厲教養 -.028 -.019 -.331 -.031 -.025 -.396 -.205 -.216 -3.200** -.111 -.109 -1.377 

R
2
 .560 .435 .365 .627 

Adjusted R
2
 .545 .416 .344 .605 

F 38.114*** 23.099*** 17.248*** 28.757*** 

***p<.001, **p<.0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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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與母親親子關係各面向的多元迴歸分析 （n=195） 

預測變項/效標變項 訊息交換 情感傳達 問題解決 與母親親子關係 

 B β t B β   t B β t B β t 

族群（參照組：美加籍美加人） .078 .047 .807 -.018 -.013 -.218 .019 .017 .251 .032 .028 .467 

生活環境： 

華人： 

            

  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參照組） .034 .020 .193 -.105 -.079 -.760- -.146 -.138 -1.348 -1.473 -.076 -.733 

  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 

美加人： 

            

  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參照組） .188 .100 .998 .165 .108 1.077 .266 .196 1.980 3.504 .157 1.573 

  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             

母親 

教養行為 

監督教養 .228 .172 2.410* .071 .067 .886 .054 .060 .736 .108 .119 1.373 

一致性教養 -.039 -.030 -.438 .021 .020 .271 -.109 -.124 -1.558 -.141 -.158 -1.479 

引導教養 .692 .623 9.356*** .540 .607 8.577*** .380 .505 6.604*** .546 .711 7.573*** 

嚴厲教養 .045 .033 .524 .030 .027 .413 -.129 -.139 -1.940 -.052 -.055 -.589 

R
2
 .482 .414 .315 .528 

Adjusted R
2
 .466 .396 .293 .501 

F 29.165*** 22.167*** 14.418*** 1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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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為更暸解研究假設的檢定結果，表 4-4-4 為本章所有的研究假設與統計檢驗。 

表 4-4-4 

本研究假設與各檢定結果對照 

研究假設 檢定 

結果 

是否 

支持 

假設一：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1-1：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1-2：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H1-3：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H1-4：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H1-5：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1-6：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假設二：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2-1：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2-2：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2-3：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H2-4：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假設三：學生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H3-1：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部分 部分 

    H3-2：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部分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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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4-1：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4-2：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4-3：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4-4：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部分 部分 

    H4-5：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4-6：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假設五：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H5-1：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5-2：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5-3：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H5-4：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n.s. 駁斥 

假設六：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H6-1：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部分 部分 

    H6-2：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顯著不同 部分 部分 

假設七：族群、生活環境、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對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有

顯著的解釋力。 

部分 部分 

 



9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旨在從文化背景差異的條件下，探究學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與親子關

係。依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本研究之結論，並依據本研究所得之結論針對日

後相關研究與領域提出相關的建議。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針對

結論所提出的建議，第三節為研究限制。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將依據本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本研究所得之結論。分成三大部分來說明，第

一部分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高中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現

況，第二部分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高中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之分析，第三部

分為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高中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之分析，詳述如下： 

 

一、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高中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現況 

以下分三個部分做說明，第一部分為包含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的所有樣本，

第二部分為美加籍華人，第三部分為美加籍美加人： 

 

（一）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 

1. 學生知覺父親最常實施一致性教養、實施嚴厲教養最低，知覺父親實施正向教養行

為頻率不高 

在平均得分上，除了嚴厲教養（1.66 分）面向外，其餘監督教養（2.64 分）、一致

性教養（3.13 分）和引導教養（3.01 分）面向上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

表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的父親實施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行為

的頻率較高，而實施嚴厲教養行為的頻率較低。與得分 3 分（表示常常實施該教養）做

 



98 

 

差異檢定後，顯示學生最常知覺父親實施一致性教養。再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

後，發現嚴厲教養顯著低於其他三個變項（差異值分別為：-10.214，-4.219，-9.786），

因此，學生最常知覺父親實施一致性教養行為，知覺父親實施嚴厲教養行為的頻率最低。

另外，學生知覺父親整體教養行為，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低於 3 分，顯示

學生知覺父親實施正向教養行為頻率不高。 

 

2. 學生知覺母親最常實施一致性教養、實施嚴厲教養頻率最低，知覺母親實施正向教

養行為頻率不高 

在平均得分上，除了嚴厲教養（1.70 分）面向外，其餘監督教養（2.98 分）、一致

性教養（3.26 分）和引導教養（3.14 分）面向上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

表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的母親實施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引導教養行為

的頻率較高，而實施嚴厲教養行為的頻率較低。與得分 3 分（表示常常實施該教養）做

差異檢定後，可知母親最常實施一致性教養。再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

嚴厲教養顯著低於其他三個變項（差異值分別為：-12.395，-4.574，-10.359），因此，

學生最常知覺母親實施一致性教養行為，知覺母親實施嚴厲教養行為的頻率最低。另外，

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教養行為，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低於 3 分，顯示學生知

覺母親實施正向教養行為頻率不高。 

 

3. 學生知覺與父親情感傳達較好、訊息交換較差，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

間 

在平均得分上，訊息交換（2.57 分）、情感傳達（2.76 分）、問題解決（2.62 分）三

個面向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但均低於 3 分，表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

美加人學生與父親的親子關係還好。整體父親的親子關係平均得分為 2.67 分，高於理

論中點的 2.5 分，表示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而訊息交換較差。再

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訊息交換顯著低於其他兩個變項（差異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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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58），因此，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訊息交換較差。另外，

學生知覺與父親整體親子關係，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低於 3 分，顯示學生

與父親的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間。 

 

4. 學生知覺與母親情感傳達較好、問題解決較差，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

間 

在平均得分上，訊息交換（2.77 分）、情感傳達（2.95 分）、問題解決（2.63 分）三

個面向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的 2.5 分，但均低於 3 分，表示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

美加人學生與母親的親子關係還好。整體母親的親子關係平均得分為 2.79 分，高於理

論中點的 2.5 分，表示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而問題解決較差。再

將兩兩變項做平均數差異比較後，發現問題解決顯著低於其他兩個變項（差異值分別為：

-.145，-.320），因此，學生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之情感傳達較好、問題解決較差。另外，

學生知覺與母親整體親子關係，平均得分雖高於理論中點，但顯著低於 3 分，顯示學生

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間。 

 

（二）美加籍華人 

1. 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一致性教養行為以及整體正向教養行為均顯著高於

父親 

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整體」父親教養行為、「整體」母親教養行為

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顯著高於

父親。在不同面向上，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在「監督

教養」和「一致性教養」面向上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

的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行為頻率均顯著高於父親。 

 

2. 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訊息交換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較與父親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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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在「整

體」和「訊息交換」面向上均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整

體親子關係高於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較

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要好。另外，在訊息交換面向上，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親子

關係之訊息交換高於與父親的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親子

關係在訊息交換上較父親要好。 

 

（三）美加籍美加人 

1.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及整體正向教養行為均顯著高於父親 

本研究發現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整體」父親教養行為、「整體」母親教養

行為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顯

著高於父親。在不同面向上，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

在「監督教養」面向上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的監督

教養行為頻率顯著高於父親。本研究也反映了一個結果：無論是華人還是美國人或加拿

大人，母親都是扮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不因族群不同而產生文化上的差異。 

 

2.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較與父

親的好 

研究也發現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父親的親子關係、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在

「整體」、「訊息交換」和「情感傳達」面向上均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

美加人學生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高於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顯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與母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較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要好。另外，在訊息交換和情感傳達面

向上，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母親親子關係均高於與父親親子關係，顯示美加籍美加人學

生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在訊息交換和情感傳達上較父親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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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加籍華人與美加籍美加人高中生知覺父母的教養行為之分析 

以下分兩個部分做說明，第一部分為族群與教養行為，第二部分為生活環境與教養

行為： 

 

（一）族群與教養行為 

1. 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嚴厲教養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本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之嚴厲教養

有顯著差異存在。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嚴厲教養的頻率顯著高於美

加籍美加人學生。 

 

2. 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母的監督、嚴厲教養頻率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

學生 

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部分，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父親的

監督教養」、「父親的嚴厲教養」、「母親的監督教養」和「母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

有顯著差異存在。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以及母親監督

教養、嚴厲教養的頻率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3. 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引導教養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學生 

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部分，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母親的

引導教養」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在，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引導教養的

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學生。 

 

4. 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學生 

本研究發現，在美國的部分，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母親的

監督教養」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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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 

 

（二）生活環境與教養行為 

1. 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嚴厲教養頻率均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

籍美加人學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不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

但，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

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整體」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但在「父親的監督教養」、

「父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

頻率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2. 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嚴厲教養、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均顯

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教養行為、不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

但，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

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整體」的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知覺母親整體的正向教養行為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另外，在「母親的

監督教養」、「母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

養、嚴厲教養頻率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三、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國人高中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之分析 

以下分三個部分做說明，第一部分為族群與親子關係，第二部分為生活環境與親子

關係，第三部分為族群、生活環境、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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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與親子關係 

1. 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

較美加籍華人好 

本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無論

整體或在不同面向均無顯著差異存在。但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

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其母親的親子關係，在「整體」及「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

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以及

整體親子關係均顯著較美加籍華人好。 

 

（二）生活環境與親子關係 

1. 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不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 

美加籍華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

其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研究也發現在臺灣

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親子關係不論在整體或不

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

不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 

至於美加籍美加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

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研究

也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與母親親子關

係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

父/母親教養行為、不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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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生活環境、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1. 族群、生活環境對學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不具有顯著解釋力 

本研究發現，經過迴歸模式的考驗結果顯示，族群與生活環境不是顯著有效的解釋

變項。因此，族群和生活環境無法解釋學生知覺與父母的親子關係。 

 

2. 父親監督、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訊息交換、情感傳達以及整體

親子關係越好 

本研究發現，父親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訊息交換、情感

傳達以及整體親子關係越好；父親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問題解決越

好。 

 

3. 父親嚴厲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問題解決越差 

本研究發現，父親實施嚴厲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的問題解決越差。 

 

4. 母親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

係越好 

本研究發現，母親監督和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的訊息交換越好；

母親引導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係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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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幾點建議，期望對不同族群和文化下的父母和未來

研究有所助益。 

 

一、對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國人父母親的建議 

（一）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國人父親皆應多參與子女的教養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在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和引導教養面向上，母親的實施頻率

都高於父親。本研究也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一致性教養以及整體正

向教養行為頻率均顯著高於父親。另外，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以及整體

正向教養行為頻率均顯著高於父親。因此，無論是華人還是美國人或加拿大人，母親都

是扮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不因族群不同而產生文化上的差異。雖然母親是扮演主要

照顧者及教養的角色，但養育子女的責任本該由父母同時承擔。從對了解子女日常生活

的作息和行為去掌握，盡量不要管控但是適度的表達關心之意。在給予子女自主權的同

時，也要拿捏以維持彼此的一個界線。 

 

（二）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父母應持續提升學習引導教養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樣本得分情形中，可知學生知覺與父親的訊息交換較差，與母

親的問題解決較差。在研究結果中，可知父親實施引導教養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其訊

息交換越好；母親實施引導教養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其問題解決越好。而且，無論父

親或母親實施引導教養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其整體親子關係越好。因此，父母在對子

女教導時，應採用互惠性、溫情式引導的方式，意即適度採用說道理或討論的方式來施

行教養，還能適時表達關心、讚美和聆聽，不僅能讓父母更了解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所發

生的事情，還可以讓子女感覺到父母對自己的參與感。當子女有不同意見或父母在設立

規則和標準時，能夠採用討論和說理的方式、聆聽或適度採納子女的意見，尊重子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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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決定，並且要回應去支持子女的需求。當必要懲罰子女時，要說明懲罰的理由和提

供如何改善的建議。採取漸進引導的方式，慢慢給予彈性的空間以滿足子女獨立自主的

需求。 

 

（三）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父母皆應提升與子女的親子關係 

本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與母親的訊息交換以及整體親子關係較與父親的整體

親子關係要好。另外，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與母親的訊息交換、情感傳達以及整體親子關

係較與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要好。無論對美加籍華人或美加籍美加人來說，子女知覺與

母親的訊息交換以及整體親子關係都高於與父親。且，從樣本得分情形來看，子女與父

母的整體親子關係得分並不高，顯示親子關係尚有進步空間。本研究也發現，父親實施

嚴厲教養的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父親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越差。因此，當子女有問題

或煩惱或是想表達內心想法時，若同時正與父母有衝突，那問題不但不能夠解決，彼此

對訊息的傳遞只會越來越差。子女在與父母傳達訊息時，不只包含了正面的交換，意即

親密情感的傳達或意見的提供等，也包含了負向的交換，意即對彼此的批評或干涉等，

不同的呈現方式會帶來不同的影響，最不好的就是親子之間有所隱瞞和造成惡性循環。

若是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父母處理的方式就相對顯得重要。平時就該建立因應和面

對的策略，找尋出最適合彼此的互動型態。 

 

二、對美加籍華人父母的建議 

（一）華人父母應避免嚴厲教養行為 

本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嚴厲教養的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另外，在臺灣，不論是美加籍華人父親或母親在實施嚴厲教養上的頻率均高於美加籍美

加人父親或母親。實施嚴厲教養背後的因素很多，雖然適時適度的糾正能夠讓子女在行

為表現上更好，但應盡量避免會傷及子女的懲罰方式，當子女做錯事情或是未達到父母

的要求或標準時，父母不自覺的批評、大聲咆哮、言語上的辱罵、威脅恐嚇或甚至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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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的傷害，若不適當會造成親子之間不可抹滅的痕跡。因此，當父母與子女間有衝突

或意見不合時，應該要盡量採取雙向的溝通，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二）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母親應多引導教養來提升與其子女的親子關係 

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引導教養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華

人學生。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知覺與母親的情感傳達和問題解決以及整體親子關係均

顯著較美加籍華人好。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樣本得分情形中，可知學生知覺與母親的問

題解決較差。在研究結果中，可知母親實施引導教養頻率越高，學生知覺與其問題解決

越好。因此，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母親應多實施引導教養的頻率來提升與其子女的親子

關係。 

 

三、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在臺灣的外僑學校及在美國的美國本土學校的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

加人的九到十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在推論結果上與其他研究的發現並不完全相同。

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可以擴大至其他年齡階層以及其他的族群上再

做更深入的探討。以對不同族群和年齡層的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及與其父母的親子關

係有更進一步的暸解。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方式來暸解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及與其父母的親子關係。僅

站在學生知覺的層面上以單方觀點去探討，無法暸解父親與母親對於教養行為的實施和

親子關係的感受，建議未來研究者在研究設計上可以增加父母知覺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

方面的訊息，以更加暸解子女以及父母親對教養行為和親子關係的感受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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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在探討學生知覺與父母親子關係時，僅以族群、生活環境和父母教養行為做

為預測變項來分析，然而影響父母教養行為和親子關係的變項眾多，例如：父母的教育

程度與受教背景、父母的婚姻狀態、世代差異、生活環境的背景、居住地的年限、家庭

社會經濟地位背景等變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加入更多的變項，以對教養行為和親子

關係有更多的暸解。 

本研究發現族群和生活環境對父母教養行為和與父母親子關係不具有顯著的解釋

力。其原因為何，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才能釐清。Chao 和 Chunxia（2011）指出應透過社

會文化的脈絡而非教養的行為，才能較完整的了解教養態度對於東西方父母，其實是對

於邏輯理解上的不同所以才產生了差異，進而影響了親子關係。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

可以採用質性研究做更進一步的探究，以暸解不同文化脈絡下所代表的不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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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在臺灣的外僑學校及在美國的美國本土學校的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的九到

十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無法推論涵蓋其他地區之美加籍高中生。 

 本研究因研究對象特殊的限制，在樣本數量上過少，造成無法實施預試，降低了問

卷題目的可信度。 

 

二、抽樣方式 

本研究限於時間、人力等資源缺乏的因素，僅針對特定地區採取非隨機取樣的方式

蒐集研究資料，降低了樣本的代表性。 

 

三、研究設計 

在研究工具的設計上，本研究量表乃參考修訂自其他量表而成，但其內容和題目的

適切度仍有改善的空間。另外，要避免造成偏誤。本研究因未考量到不同族群學生從來

沒有（never）被父母懲罰過，以及未對族群的分類（Asian、White）做全面的考量，以

致於造成填答者可能無法作答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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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養行為量表使用同意信 

涵郁： 

      沒問題！請自行多加利用，加油！ 

吳齊殷 

７／７／１４ 

 

On 2014/7/7, at 下午3:16, Wendy Huang <ajunichi4444@gmail.com> wrote: 

 

吳教授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的研究生黃涵郁，現正在周麗端老師的指導

之下，撰寫論文「小學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欲使

用您主持的『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第一年）』計劃中的親子教

養量表，懇請您同意！謝謝！ 

 

學生 黃涵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生 

  

 

mailto:ajunichi444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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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家人關係量表使用同意信 

涵郁學妹！ 

很開心你也在相同的議題上耕耘，歡迎使用！ 

祝你論文一切順利！ 

洪晟惠 

洪晟惠 Hong, Cheng Huei (Grace) 敬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博士生 

Ph. D Stud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ell: +886 972-968-669 

Email: grace003hong@gmail.com 

 

 

Wendy Huang  <ajunichi4444@gmail.com>  於 2014年7月23日 下午12:07 寫道：                                                                                                                                                           

學姊您好， 

我是人發所周麗端老師指導的研究生黃涵郁，正在撰寫論文「小學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

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欲使用您2010年「家庭結構、家人關係與生活滿

意度之研究：以中年世代為例」中的「父母互動量表」，希望能得到您的同意！謝謝！ 

 

黃涵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生 

  

 

tel:%2B886%20972-968-669
mailto:grace003hong@gmail.com
mailto:ajunichi444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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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效度問卷 

【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問卷】 

專家諮詢卷 

O 教授 OO：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的研究生黃涵郁，由周麗端教授

指導之下，撰寫論文「外僑學校小學高年級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

比較」。 

 

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答應擔任本研究的專家效度委員，您的寶貴意見對我的研究論

文將有非常大的助益。非常的感謝您！ 

 

隨函附上與本研究有關的資料：「本研究之概要說明」以及「本研究之問卷初稿」。

請您在檢視本研究的概要說明以及問卷的內容後，請在左方的「專家意見」欄位做勾選，

表達您的看法：合適、修改、刪除。若有任何意見請於各題下方的「建議」空白處寫下

您對各題的看法，或於各部分下方的「建議」空白處寫下您對整體的看法。 

請您在兩週左右檢視完問卷後，煩請以附上的回郵信封寄回或是與我聯絡。 

再次謝謝您。 

 

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研究生：黃涵郁 

 指導教授：周麗端 博士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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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由此開始 the beginning of the survey---------------------------- 

 

【學童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問卷 

填答者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的研究生，由周麗端教授指

導，進行有關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的研究，希望透過您的填答，幫助我們對族群、

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的關聯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您在本問卷上所填答的內容，將只做為

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作答。 

 謝謝您的配合與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黃涵郁              

指導教授：周麗端 博士 

 

 

【問卷相關資料】 

專家意見 

suggestion 

 

合
適o

k
 

修
改rev

ise 

 

刪
除d

elete 

   

如果你符合以下條件請在打 

  與父親及母親同住 

  只與父親同住 

  只與母親同住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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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e 9, 10, 11 and 12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as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Hello participants, 

This is Han-Yu Huang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urrently, I am doing my research about Grade 9, 10, 11 and 12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as parenting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examine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 

would like you to complete the survey to help us know more about the relation among 

parenting behavi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ethnic. What you have described in the 

survey will be used for the study onl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 Han-Yu Huang 

Advisor: Dr. Li-Tuan Chou  

 [Briefly information about you] 

 

suggestion  

o
k

 

rev
ise

 

 d
elete

 

   

If the description fits for you, please put a check mark into  

   live with both of your parents 

   live with your father only 

   live with your mother only 

     other__________________ 

comment： 

 

 

http://www.hdfs.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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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父母教養行為] 

父母在教養孩子上都有不同。我們希望透過下列父母教養行為的陳述句來瞭解你的

父母在教養你的時候所呈現出的行為。請依照實際情形，在各陳述句前方圈選該事情發

生的頻率所代表的數字；1 是沒有、2 是偶爾、3 是常常、4 是總是。作答方式請參考以

下的範例： 

 

範例： 

如果「父親__沒有__知道你每天的行蹤」，就圈選數字 1 來代表。 

如果「母親  常常  知道你每天的行蹤」，就圈選數字 3 來代表。 

父親 

○1  2 3 4 

1. 知道我每天的行蹤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My 

dad 

母親 

1 2 ○3  4 My 

mom 

 

[Part one：Parental behavior] 

Parent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ying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We would like you to describe 

some of the things your father or mother does in trying to raise you. Please answer following 

questions by circling the number to represent your answer. 1 stands for never, 2 stands for 

sometimes, 3 stands for often and 4 stands for always. Please see the example below:  

 

Example: 

If my dad __never__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circle 1 to represent the answer.  

If my mom __often__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circle 3 to represent the answer. 

父親 

○1  2 3 4 
1. 知道我每天的行蹤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My dad 

母親 
1 2 ○3  4 

My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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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意見 

suggestion 

 沒 

有 

偶 

爾 

 

常

常 

總

是 

 

合
適o

k
 

修
改rev

ise 

 

刪
除d

elete 

N
ev

er 

S
o
m

etim
es 

O
ften

 

A
lw

ay
s 

一、監督教養 

   

父親 

1 2 3 4 
1. 知道我每天的行蹤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 知道我出門跟誰在一起 

knows whom I am with when I am away from home.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3. 和我分享我的生活 

share about my daily life with me.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4. 規定我，回家和上床睡覺的時間 

sets time for me to come home or be in bed.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5. 知道我回家或已經上床睡覺 

has an idea that I am home or are in bed.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6. 太忙而沒有時間陪我（反向題） 

is too busy to be with me.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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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二、一致性教養 

   

父親 
1 2 3 4 

7. 當我沒有做好被交代的事情，他／她會在意 

He/ she cares, if I haven’t down what he tells me to.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8. 當我做了不許做的事情，他／她會懲罰我（反向題） 

will punish me, when I done something I shouldn’t have 

done.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9. 一旦決定要懲罰我，就真的會懲罰我 

Once makes decision to punish me, he/ she actually does.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0. 同樣一件事情，他／她有時候懲罰我，有時候不懲

罰我（反向題） 

Over the same issue, he/ she sometimes punishes me but 

sometimes not.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1. 依心情來決定懲罰我的程度（反向題） 

will emotionally decide how he/she is going to punish me.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2.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指導、糾正我 

will guide and correct me when I done something wrong. Dad 

母親 
1 2 3 4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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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3. 父親不同意母親懲罰我（反向題） 

My father doesn’t agree with my mother on punish me.  
Dad 

母親 

1 2 3 4 

母親不同意父親懲罰我（反向題） 

My mother doesn’t agree with my father on punish me. 

Mom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三、引導教養 

   

父親 

1 2 3 4 

14. 以一個星期來說，父母吵得很兇的機會多不多？（反

向題） 

Within a week, do my parents have quarrel with each other 

a lot?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5. 我們一直在吵同樣的問題或事情，可是始終沒有解

決（反向題） 

We are struggling within the same argument or issue and 

have never been solved.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6. 我們會一起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We will figure out the way to solve problems together.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7. 我會把我的煩惱告訴他／她 

I will tell him/ her about my worries.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8. 有關家裡的事情，在做任何決定之前，他／她會告

訴我他／她的想法 

shares his/ her thoughts with me before any household 

decisions are made. 

Dad 

母親 
1 2 3 4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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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19. 會告訴我他決定的理由是什麼 

tells me about his/ her reasons for making decisions.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0. 在做跟我有關的決定時，他／她會先問我的意見 

Whe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me, He/ She asks me for my 

opinion.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1. 會跟我解釋為什麼訂定規矩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making rules.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2. 會用分析、解釋、聊天的方式教導我 

disciplines me with analyzing, explaining or talking.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3. 當我的行為符合他／她的期望，他／她會讓我知道

他／她很滿意 

shows that he/ she is happy with me when my behavior 

meets his/ her expectation.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四、嚴厲教養 

   

父親 
1 2 3 4 

24.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失控地對我大叫 

loses his/ her temper and yells a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5. 當我做錯事情，會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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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 spanks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6. 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鞭打我 

spanks me with a belt.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父親 

1 2 3 4 

27. 如果我做錯事情，會把我趕出去或鎖在門外 

asks me to get out or lock me out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Dad 

母親 
1 2 3 4 

Mom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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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親子關係] 

下列是親子關係的陳述句，我們希望透過下列父母教養行為的陳述句來瞭解你的父

母。請依照實際情形，在各陳述句後方圈選該事情發生的頻率所代表的數字；1 是完全

不符合、2 是不太符合、3 是還算符合、4 是完全符合。作答方式請參考以下的範例： 

範例： 

如果題目「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父親知道」，是__完全不符合__你的情形，就在右

邊父親的欄位後方選數字 1 來代表。 

如果題目「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母親知道」，是__還算符合__你的情形，就在右邊

母親的欄位後方圈選數字 3 來代表。 

1. 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父親知道 

I will let my fa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父親 
○1  2 3 4 

My dad 

1. 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母親知道 

I will let my mo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母親 
1 2 ○3  4 

My mom 

[Part two：Relationship]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sks about your feels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ther or with your mother. We would like you to describe when some of the things happen 

between you and your father or your mother by telling me how true each statement is for you 

now. Please answer following questions by circling the number to represent your answer. 1 

stands for never true, 2 stands for sometimes true, 3 stands for often true and 4 stands for 

almost always true. Please see the example below:  

Example: 

If “I will let my fa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is __never true__, circle 1 to 

represent the answer.  

If “I will let my fa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is __often true__, circle 3 to 

represent the answer. 

1. 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父親知道 

I will let my fa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1  2 3 4 

1. 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母親知道 

I will let my mo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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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訊息交換 

   
1. 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父親知道 

I will let my fa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1 2 3 4 

   1. 遇到問題或煩惱，我會讓母親知道 

I will let my mother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1 2 3 4 

建議 comment： 

   
2. 我會對父親說心裡真正的想法 

I will tell my father what my real thought is. 
1 2 3 4 

 
  2. 我會對母親說心裡真正的想法 

I will tell my mother what my real thought is. 
1 2 3 4 

建議 comment： 

   
3. 我會強迫父親接受我的看法（反向題） 

I will force my father to accept my opinion. 
1 2 3 4 

   3. 我會強迫母親接受我的看法（反向題） 

I will force my mother to accept my opinion. 
1 2 3 4 

建議 comment： 

   
4. 我會批評父親（反向題） 

I will judge my father. 
1 2 3 4 

   4. 我會批評母親（反向題） 

I will judge my mot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5. 我命令父親（反向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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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give my father commands. 

   5. 我命令母親（反向題） 

I will give my mother commands. 
1 2 3 4 

建議 comment： 

   
6. 我會與父親輕鬆自然地交換對事情的看法 

My father and I will exchange ideas easily. 
1 2 3 4 

   6. 我會與母親輕鬆自然地交換對事情的看法 

My mother and I will exchange ideas easily. 
1 2 3 4 

建議 comment： 

   
7. 我會和父親心平氣合地商量事情 

My father and I will talk over with calm mood. 
1 2 3 4 

   7. 我會和母親心平氣合地商量事情 

My mother and I will talk over with calm mood. 
1 2 3 4 

建議 comment： 

   
8. 我會把事情提出來跟父親討論商量，不會放在心裡 

I will talk to my father with no holding to myself. 
1 2 3 4 

   8. 我會把事情提出來跟母親討論商量，不會放在心裡 

I will talk to my mother with no holding to myself. 
1 2 3 4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二、情感傳達 

   
9. 在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時，我會向父親分享 

I will share my feelings or emotions with my father. 
1 2 3 4 

   9. 在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時，我會向母親分享 

I will share my feelings or emotions with my mot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0. 我會跟父親分享快樂的事 

I will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my father. 
1 2 3 4 

   10. 我會跟母親分享快樂的事 

I will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my mot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1. 我會鼓勵與讚美父親 

I will encourage and compliment my father. 
1 2 3 4 

   11. 我會鼓勵與讚美母親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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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encourage and compliment my mother. 

建議 comment： 

   
12. 我會對父親表達關懷 

I will show that I care my father. 
1 2 3 4 

   12. 我會對母親表達關懷 

I will show that I care my mot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3. 我會注意父親心中的感受 

I am aware my father’s feelings. 
1 2 3 4 

   13.  我會注意母親心中的感受 

I am aware my mother’s feelings.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4. 我會用管或嘮叨來表達對父親的關心（反向題） 

I will show that I care my father with “guan” or nagging. 
1 2 3 4 

   14. 我會用管或嘮叨來表達對母親的關心（反向題） 

I will show that I care my mother with “guan” or nagging.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5. 我會壓抑內心的情緒感受，不向父親表達、不讓父親瞭解（反

向題） 

I will hold my feelings to my father. 

1 2 3 4 

   15. 我會壓抑內心的情緒感受，不向母親表達、不讓母親瞭解

（反向題） 

I will hold my feelings to my mot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6. 我會避免跟父親談起我擔心害怕的事情（反向題） 

I will avoid mentioning things that I am afraid to my father. 
1 2 3 4 

   16. 我會避免跟母親談起我擔心害怕的事情（反向題） 

I will avoid mentioning things that I am afraid to my mot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三、問題解決 

   

17. 當我跟父親有衝突時，我會和父親吵架（反向題） 

If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my father and me, I will fight with 

him.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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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當我跟母親有衝突時，我會和母親吵架（反向題） 

If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my mother and me, I will fight with 

her.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8. 當我跟父親意見不同時，我會和父親協商出解決的辦法 

When my father and I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e work out 

together to find the ways to fix it. 

1 2 3 4 

   18. 當我跟母親意見不同時，我會和母親協商出解決的辦法 

When my mother and I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e work out 

together to find the ways to fix it. 

1 2 3 4 

建議 comment： 

   

19. 我跟父親之間有些問題會重複出現，無法解決（反向題） 

Some problems show up repeatedly and can’t be solved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1 2 3 4 

   19. 我跟母親之間有些問題會重複出現，無法解決（反向題） 

Some problems show up repeatedly and can’t be solved between 

my mother and I. 

1 2 3 4 

建議 comment： 

   
20. 我會用冷戰、生悶氣來面對我跟父親之間的衝突（反向題） 

I act cold or sulky to fa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1 2 3 4 

   20. 我會用冷戰、生悶氣來面對我跟母親之間的衝突（反向題） 

I act cold or sulky to fa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my mother and I. 
1 2 3 4 

建議 comment： 

   

21. 我會用忍讓壓抑、盡量拖延的方式來處理我跟父親之間的

衝突（反向題） 

I will hold back or put off when there is conflict going on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1 2 3 4 

   21. 我會用忍讓壓抑、盡量拖延的方式來處理我跟母親之間的

衝突（反向題） 

I will hold back or put off when there is conflict going on between 

my mother and I. 

1 2 3 4 

建議 comment： 

   

22. 當我跟父親之間出現衝突時，我知道如何去應對 

I know how to face the conflicts that show up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1 2 3 4 

   22. 當我跟母親之間出現衝突時，我知道如何去應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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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now how to face the conflicts that show up between my mother 

and I. 

建議 comment： 

   

23. 我跟父親之間的事情，會經過我們討論同意後才決定 

My father and I make the decision after going through discussion 

and agreement. 

1 2 3 4 

   23. 我跟母親之間的事情，會經過我們討論同意後才決定 

My mother and I make the decision after going through discussion 

and agreement. 

1 2 3 4 

建議 comment： 

   

24. 我跟父親之間遇到問題時，我會尋求家人的支援來幫助我們

解決問題 

When there is a problem going on between my father and me, I will 

seek for help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1 2 3 4 

   24. 我跟母親之間遇到問題時，我會尋求家人的支援來幫助我

們解決問題 

When there is a problem going on between my mother and me, I 

will seek for help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1 2 3 4 

建議 comment： 

整體建議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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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本部分將詢問你的個人基本資料。如果你符合以下條件請在打 

 [Part three：General Information] 

For this part, please choose the description which fits for you by putting a check mark into  

  

專家意見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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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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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te 

   一、年級 Grade☐九年級 Gr.9 ☐十年級 Gr.10 ☐十一年級 Gr.11 ☐十二年級 Gr.12 

建議 comment： 

   二、 性別 Gender：☐男 Male (Boy)  ☐女 Female (Girl) 

建議 comment： 

   

三、 族群 Race： 

       ☐父母皆為美國籍華人（美籍華人）Both of parents are Chinese American     

       ☐父母皆為美國籍美國人（美籍美國人）Both of parents are American 

       ☐父母有一方為美國籍華人或美國籍美國人 

      One of the parent is either Chinese American or American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 comment： 

非常謝謝你的協助！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問卷到此結束 the end of the survey----------------------------------- 

非常謝謝您百忙之中所提供的寶貴意見。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s. 

非常的感謝您！I really appreciate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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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家學者名單 

姓名 任職學校 職稱 

何慧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吳明燁 私立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周麗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柯澍馨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所） 副教授 

陳若琳 私立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鄭淑子 私立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副教授 

潘恩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助理教授 

Tara Simeonidis  臺北美國學校 小學部校長 

Rick Rabon 臺北美國學校 小學部副校長 

Ralph Whalen 臺北美國學校 小學部 Counselor 

備註：先依職稱，再依姓名筆劃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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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正式問卷 

【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跨文化比較】問卷 

填答者你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的研究生，由周麗端教授指

導，進行有關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的跨文化研究，希望透過九、十、十一及十二年

級學生的填答，幫助我們對族群、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的關聯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你將

以匿名的方式作答，且你在本問卷上所填答的內容，將只做為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作

答。 

 謝謝你的配合與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黃涵郁              

指導教授：周麗端 博士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Hello participants, 

This is Han-Yu Huang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urrently, I am doing my thesis about Grade 9, 10, 11 and 12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parenting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examine parenting behavior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 

would like you to complete the survey to help us know mo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ethnicity. What you have described in the 

survey will be used for the study only and responses will be anonymou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 Han-Yu Huang 

Advisor: Dr. Li-Tuan Chou  

  

 

http://www.hdfs.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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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前導說明]   

[Before taking the survey] 

 

本問卷的呈現方式為中英文雙語對照。問卷共有三個部分：父母教養行為、親子關係，

以及個人基本資料。請依照你現在的實際情況，分別回答跟你的父親和母親有關的問題，

並且分別在父親和母親的欄位下方都圈選數字來代表你的答案，除非你只有父親就只需

要回答跟父親有關的問題，或是除非你只有母親就只需要回答跟母親有關的問題。在進

行問卷作答之前，請回答下列的問題。 

This survey is in Mandarin-English bilingual. The survey includes three parts: parental 

behavior, relationship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Please answer questions about your dad 

and your mom by circling the number to represent your answer unless you only have a 

dad or only have a mom at home. If you only have your dad, you only answer questions about 

your dad. If you only have your mom, you only answer questions about your mom. Before 

taking the survey,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below. 

 

 

依據上述段落的說明，請依照你的情況，在打 

Refer to the paragraph above, if the description fits for you, please put a check mark in the. 

 

☐ 我會回答跟父親和母親有關的問題 

     I will answer questions about both of my dad and my mom. 

☐ 我只會回答跟父親有關的問題，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I will only answer questions about my dad, because _____________(please describe) 

☐ 我只會回答跟母親有關的問題，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I will only answer questions about my mom, because ____________(please describe)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please describe)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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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由此開始 The beginning of the survey-------------------------- 

 [第一部份：父母教養行為]   

[Part one：Parental behavior] 

下列是父母教養行為的陳述句，我們希望透過下列的句子來瞭解你的父親和你的母

親在教養你的時候所呈現出的行為。請依照實際情形，圈選該事情發生的頻率所代表的

數字；1 是沒有、2 是偶爾、3 是常常、4 是總是。作答方式請參考以下的範例： 

We would like you to describe some of the things your father or mother does to raise you.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y circling the number to represent your answer. 1 

stands for almost never, 2 stands for sometimes, 3 stands for often and 4 stands for almost 

always. Please see the example below: 

 

範例： 

如果「父親__沒有__知道我每天去哪裡」，就在左邊父親的欄位下方圈選數字 1。 

如果「母親  常常  知道我每天去哪裡」，就在右邊母親的欄位下方圈選數字 3。 

Example: 

If my dad __almost never__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circle 1. 

If my mom __often__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cir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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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2. 他／她知道我每天去哪裡 

He/She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1 2 ○3 4 

 



139 

 

父親 My dad  母親 My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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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他／她知道我每天去哪裡 

He/She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1 2 3 4 

1 2 3 4 

2. 他／她知道我出門跟誰在一起 

He/She knows whom I am with when I am away 

from home. 

1 2 3 4 

1 2 3 4 

3. 他／她聽我分享我每天的活動 

He/She listens to me when I share my daily 

activities 

1 2 3 4 

1 2 3 4 
4. 他／她規定我回家的時間 

He/She sets a time for me to come home. 
1 2 3 4 

1 2 3 4 
5. 他／她規定我上床睡覺的時間 

He/She sets a time for me to go to bed. 
1 2 3 4 

1 2 3 4 
6. 他／她知道我回家的時間  

He/She knows the time that I get home. 
1 2 3 4 

1 2 3 4 
7. 他／她知道我上床睡覺的時間 

He/She knows the time that I am in bed. 
1 2 3 4 

1 2 3 4 

8. 當我沒有做好他／她交代的事情，他／她會在

意 

He/She cares if I haven’t done what he/she tells 

me to. 

1 2 3 4 

1 2 3 4 

9. 當我做了不許做的事情，他／她會懲罰我 

He/She will correc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I shouldn’t have done. 

1 2 3 4 

1 2 3 4 

10. 他／她一旦決定要懲罰我，就真的會懲罰我 

Once he/she makes the decision to punish me, 

he/she actually does. 

1 2 3 4 

1 2 3 4 

11. 同樣一件事情，他／她有時候懲罰我，有時候

不懲罰我 

Over the same issue, he/she sometimes punishes 

me but sometimes not.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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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親子關係] 

1 2 3 4 

12.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指導、糾正我 

He/She will guide and correc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1 2 3 4 

1 2 3 4 

13. 他／她會和我一起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Together,  he/she and I figure out ways to solve 

problems. 

1 2 3 4 

1 2 3 4 

14. 在做跟我有關的決定時，他／她會先問我的意

見 Whe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me, he/she asks 

me for my opinion. 

1 2 3 4 

1 2 3 4 
15. 他／她會跟我解釋訂定規矩的理由 

He/She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making rules. 
1 2 3 4 

1 2 3 4 
16. 他／她會用解釋的方式教導我 

He/She teaches me by explaining things to me. 
1 2 3 4 

1 2 3 4 

17. 他／她會用聊天的方式教導我 

He/She teaches me by talking about things with 

me. 

1 2 3 4 

1 2 3 4 

18. 當我的行為符合他／她的期望，他／她會讓我

知道他很滿意He/She shows that he/she is happy 

with me when my behavior meets his/her 

expectations. 

1 2 3 4 

1 2 3 4 

19.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失控地對我大吼大叫 

He/She loses his/her temper and yells a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1 2 3 4 

1 2 3 4 
20.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罵我 He/She curses a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1 2 3 4 

1 2 3 4 

21.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西

打我 He/She hits me with a belt, stick or other 

object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1 2 3 4 

1 2 3 4 

22.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把我趕出去或鎖在門

外 He/She asks me to leave the house or locks me 

out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1 2 3 4 

1 2 3 4 

23.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不給我玩樂時間 

He/She grounds (does not let me do fun things or 

give me any free time)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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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Relationship] 

下列是親子關係的陳述句，我們希望透過下列的句子來瞭解你和父親以及你和母親

的親子關係。請依照實際情形，圈選該事情發生的頻率所代表的數字；1 是完全不符合、

2 是不太符合、3 是還算符合、4 是完全符合。作答方式請參考以下的範例：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sks how you feel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ther or with your mother. We would like you to describ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 

between you and your father or your mother by telling how true each statement is for you.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y circling the number that represents 

your answer. 1 stands for almost never, 2 stands for sometimes, 3 stands for often and 4 

stands for almost always. Please see the example below:  

範例： 

如果題目「我會讓父親知道我所遇到問題或煩惱」，是__完全不符合__你的情形，就在

左邊父親的欄位下方圈選數字 1。 

如果題目「我會讓母親知道我所遇到問題或煩惱」，是__還算符合__你的情形，就在右

邊母親的欄位下方圈選數字 3。 

Example: 

If “I let my dad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is __almost never__ true, circle 1. 

If “I let my mom knows that I encounter problems” is __often__ true, cir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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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我會讓他／她知道我所遇到的問題或煩惱 

I let him/her know when I encounter problems.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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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我會讓他／她知道我所遇到的問題或煩惱  

I let him/her know when I encounter problems. 
1 2 3 4 

1 2 3 4 
2. 我會對他／她說我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I tell him/her what my real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e. 
1 2 3 4 

1 2 3 4 
3. 我命令他／她 

I give him/her commands to tell him/her what to do. 
1 2 3 4 

1 2 3 4 
4. 我會和他／她交換對事情的看法 

He/She and I exchange ideas. 
1 2 3 4 

1 2 3 4 
5. 我會和他／她商量事情 I have discussions with him/her. 

1 2 3 4 

1 2 3 4 

6. 在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時，我會跟他／她分享 

I share my feelings or emotions with him/her if I don’t feel 

all right. 

1 2 3 4 

1 2 3 4 
7. 我會跟他／她分享快樂的事 

I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him/her. 
1 2 3 4 

1 2 3 4 
8. 我會鼓勵與讚美他／她  

I encourage and compliment him/her. 
1 2 3 4 

1 2 3 4 
9. 我會對他／她表達關懷 I show that I care for him/her. 

1 2 3 4 

1 2 3 4 
10. 我會留意他／她的感受 I am aware of his/her feelings. 

1 2 3 4 

1 2 3 4 
11. 我不會跟他／她表達我內心的情緒感受 

I won’t tell him/her about my feelings. 
1 2 3 4 

1 2 3 4 
12. 我不會跟他／她談起我擔心害怕的事情 

I won’t tell him/her things that I am afraid of.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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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3. 當我跟他／她有衝突時，我會和他／她吵架 

If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him/her and me, I will argue 

with him/her. 

1 2 3 4 

1 2 3 4 

14. 當我跟他／她意見不同時，我會和他／她協商出解決的辦

法  

When he/she and I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e work it out 

together to find a way to fix it. 

1 2 3 4 

1 2 3 4 

15. 我跟他／她之間有些問題會重複出現，無法解決 

Some problems show up repeatedly and can’t be solved 

between him/her and me. 

1 2 3 4 

1 2 3 4 

16. 我會用冷戰、生悶氣來面對我跟他／她之間的衝突 

I sulk or act distant when facing conflicts between him/her 

and me. 

1 2 3 4 

1 2 3 4 

17. 我會用忍讓壓抑的方式來處理我跟他／她之間的衝突 

I keep it to myself when there is conflict between him/her 

and me. 

1 2 3 4 

1 2 3 4 

18. 我跟他／她之間遇到問題時，我會尋求其他家人來幫助我

們解決問題 When there is a problem between him/her and 

me, I will seek help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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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Part three：General Information] 

本部分將詢問你的個人基本資料。如果你符合以下條件，請在打 

For this part, please choose the description which fits for you by putting a check mark in the  

 

一、 請問你現在讀幾年級？What grade are you in right now? 

☐九年級 9
th

 Grade  ☐十年級 10
th

 Grade  ☐十一年級 11
th

 Grade  ☐十二年級 12
th

 Grade 

二、請問你的性別是？Are you a boy or a girl? ☐男 Male (Boy)  ☐女 Female (Girl) 

三、請圈選你父母的國籍。Please mark your parents’ nationality. 

1. 請圈選你父親的國籍。Please mark the country of your dad’s nationality. 

 

2. 請圈選你母親的國籍。Please mark the country of your mom’s nationality. 
 

☐美國 America ☐法國 France ☐日本 Japan ☐新加坡 Singapore 

☐澳洲 Australia ☐德國 Germany ☐韓國 Korea ☐ 西班牙 Spain 

☐加拿大 Canada ☐印度 India ☐紐西蘭 New Zealand ☐臺灣 Taiwan 

☐英國 England ☐義大利 Italy ☐菲律賓 Philippines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please describe) 

___________________ 

☐美國 America ☐法國 France ☐日本 Japan ☐新加坡 Singapore 

☐澳洲 Australia ☐德國 Germany ☐韓國 Korea ☐ 西班牙 Spain 

☐加拿大 Canada ☐印度 India ☐紐西蘭 New Zealand ☐臺灣 Taiwan 

☐英國 England ☐義大利 Italy ☐菲律賓 Philippines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please describe)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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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圈選你父母所屬的族群。Please mark your parents’ ethnicity. 

1. 請圈選你父親所屬的族群。Please mark your dads’ ethnicity. 

 

2. 請圈選你母親所屬的族群。Please mark your moms’ ethnicity. 
 

Asian- White-  

☐華人 Chinese ☐美國人 American ☐拉美人 Hispanic or Latino 

☐菲律賓人 Filipino ☐英國人 British ☐非裔美國人 African American 

☐印度人 Indian ☐加拿大人 Canadian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Other (please describe)  _______ 

☐日本人 Japanese ☐法國人 French 

☐韓國人 Korean ☐德國人 German 

☐新加坡人 Singaporean ☐義大利人 Italian 

  

Asian- White-  

☐華人 Chinese ☐美國人 American ☐拉美人 Hispanic or Latino 

☐菲律賓人 Filipino ☐英國人 British ☐非裔美國人 African American 

☐印度人 Indian ☐加拿大人 Canadian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Other (please describe)_________ 

☐日本人 Japanese ☐法國人 French 

☐韓國人 Korean ☐德國人 German 

☐新加坡人 Singaporean ☐義大利人 Italian 

  

五、請問你有幾個兄弟姊妹？（請填數字）   我有____________個兄弟姊妹 

How many siblings do you have? (please fill in numbers)     I have ___________ siblings 

非常謝謝你的協助！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問卷到此結束 The end of th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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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教養行為的項目分析 

題項 

父親的教養行為 母親的教養行為 保留

/ 

刪除 

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 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 

決斷值 

（CR 值） 

題目與總

分相關 

決斷值 

（CR 值） 

題目與總

分相關 

1. 他／她知道我每天去哪裡 

He/She knows where I am going every day. 

10.035*** .876** 6.322*** .823** 保留 

2. 他／她知道我出門跟誰在一起 He/She knows 

whom I am with when I am away from home. 

10.425*** .875** 7.027*** .818** 保留 

3. 他／她聽我分享我每天的活動 He/She listens 

to me when I share my daily activities 

10.055*** .865** 8.790*** .821** 保留 

4. 他／她規定我回家的時間 

He/She sets a time for me to come home. 

9.812*** .839** 7.356*** .731** 保留 

5. 他／她規定我上床睡覺的時間 

He/She sets a time for me to go to bed. 
7.221*** .857** 8.033*** .761** 保留 

6. 他／她知道我回家的時間  

He/She knows the time that I get home. 
9.582*** .872** 6.834*** .802** 保留 

7. 他／她知道我上床睡覺的時間 

He/She knows the time that I am in bed. 
9.748*** .872** 9.217*** .783** 保留 

8. 當我沒有做好他／她交代的事情，他／她會

在意 He/She cares if I haven’t done what he/she 

tells me to. 

8.595*** .874** 6.879*** .791** 保留 

9. 當我做了不許做的事情，他／她會懲罰我 

He/She will correc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I shouldn’t have done. 

9.192*** .863** 8.163*** .803** 保留 

10. 他／她一旦決定要懲罰我，就真的會懲罰我 

Once he/she makes the decision to punish me, 

he/she actually does. 

9.362*** .830** 8.726*** .751** 保留 

11. 同樣一件事情，他／她有時候懲罰我，有時

候不懲罰我 Over the same issue, he/she 

sometimes punishes me but sometimes not. 

-4.582*** -.281** -1.519 -.129 刪除 

12.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指導、糾正我 

He/She will guide and correc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8.676*** .908** 7.570*** .849**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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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她會和我一起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Together, he/she and I figure out ways to solve 

problems. 

10.410*** .886** 7.529*** .789** 保留 

14. 在做跟我有關的決定時，他／她會先問我的

意見 Whe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me, he/she 

asks me for my opinion. 

7.512*** .834** 6.065*** .734** 保留 

15. 他／她會跟我解釋訂定規矩的理由 

He/She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making rules. 
9.796*** .858** 9.100*** .774** 保留 

16. 他／她會用解釋的方式教導我 

He/She teaches me by explaining things to me. 
7.965*** .861** 6.741*** .775** 保留 

17. 他／她會用聊天的方式教導我 

He/She teaches me by talking about things with me. 
9.582*** .865** 8.094*** .784** 保留 

18. 當我的行為符合他／她的期望，他／她會讓

我知道他很滿意 He/She shows that he/she is 

happy with me when my behavior meets his/her 

expectations. 

6.610*** .817** 5.383*** .722** 保留 

19.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失控地對我大吼大

叫 He/She loses his/her temper and yells a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4.580*** .793** 3.146** .665** 保留 

20.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罵我 

He/She curses at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3.605*** .765** 3.339*** .660** 保留 

21.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用皮帶或類似的東

西打我 He/She hits me with a belt, stick or 

other object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3.536*** .882** 3.436*** .820** 保留 

22.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把我趕出去或鎖在

門外He/She asks me to leave the house or locks 

me out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3.474*** .887** 3.539*** .824** 保留 

23. 當我做錯事情，他／她會不給我玩樂時間 

He/She grounds (does not let me do fun things or 

give me any free time) m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6.066*** .845** 4.596*** .72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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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附錄七 親子關係的項目分析 

題項 

與父親的親子關係 與母親的親子關係 保留

/ 

刪除 

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 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 

決斷值 

（CR 值） 

題目與總

分相關 

決斷值 

（CR 值） 

題目與總

分相關 

1. 我會讓他／她知道我所遇到的問題或煩惱  

I let him/her know when I encounter problems. 

10.936*** .875** 10.660*** .818** 
保留 

2. 我會對他／她說我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I tell him/her what my real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e. 

10.005*** .845** 12.191*** .826** 
保留 

3. 我命令他／她 

I give him/her commands to tell him/her what to do. 
-1.056 -.085 1.141 .063 刪除 

4. 我會和他／她交換對事情的看法 

He/She and I exchange ideas. 
12.364*** .899** 11.912*** .836** 保留 

5. 我會和他／她商量事情 

I have discussions with him/her. 
11.455*** .878** 10.528*** .809** 保留 

6. 在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時，我會跟他／她分

享 

I share my feelings or emotions with him/her if I 

don’t feel all right. 

13.021*** .904** 12.203*** .843** 

保留 

7. 我會跟他／她分享快樂的事 

I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him/her. 
11.743*** .882** 11.401*** .838** 保留 

8. 我會鼓勵與讚美他／她  

I encourage and compliment him/her. 
10.288*** .850** 9.775*** .780** 保留 

9. 我會對他／她表達關懷 

I show that I care for him/her. 
10.210*** .867** 9.977*** .781** 保留 

10. 我會留意他／她的感受 

I am aware of his/her feelings. 
8.860*** .830** 8.623*** .753** 保留 

11. 我不會跟他／她表達我內心的情緒感受 

I won’t tell him/her about my feelings. 
4.632*** .442** 5.194*** .430** 保留 

12. 我不會跟他／她談起我擔心害怕的事情 

I won’t tell him/her things that I am afraid of. 
5.442*** .468** 6.813*** .487** 保留 

13. 當我跟他／她有衝突時，我會和他／她吵架 

If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him/her and me, I will 

argue with him/her. 

4.079*** .292** 5.901*** .408**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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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當我跟他／她意見不同時，我會和他／她協

商出解決的辦法  

When he/she and I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e work 

it out together to find a way to fix it. 

10.829*** .858** 10.188*** .780** 

保留 

15. 我跟他／她之間有些問題會重複出現，無法

解決 

Some problems show up repeatedly and can’t be 

solved between him/her and me. 

6.363*** .461** 5.993*** .396** 

保留 

16. 我會用冷戰、生悶氣來面對我跟他／她之間

的衝突 

I sulk or act distant when facing conflicts between 

him/her and me. 

4.907*** .462** 6.111*** .426** 

保留 

17. 我會用忍讓壓抑的方式來處理我跟他／她之

間的衝突 

I keep it to myself when there is conflict between 

him/her and me. 

3.477*** .309** 4.604*** .371** 

保留 

18. 我跟他／她之間遇到問題時，我會尋求其他

家人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When there is a problem between him/her and me, I 

will seek help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5.335*** .633** 4.012*** .508**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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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