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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陸台商常需面對工作與家庭的衝突，然而過往研究多針對員工

求職意願及離職傾向居多，有關家庭相關研究相對有限。本研究旨在

針對在中國大陸工作且育有就學子女之台籍父親，探討父職參與與親

子關係之關聯。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樣本為 213 份。 

  本研究發現，在大陸工作之父親參與父職的程度高，並以「生活

供應」之參與程度最高，「讚美與情感」、「支持母親」、「發展才能與

關心未來」及「時間與交談」等亦有高程度的參與。再者，教育程度

越高、大陸工作資歷越長、與子女互動頻率越高的父親，父職參與程

度越高，且家庭發展階段亦影響父親的父職參與情況。就親子關係來

看，在大陸工作父親知覺與子女關係良好，但與子女之交流分享相對

較不足。並且，在大陸工作資歷越低、配偶就業、家庭發展階段為「子

女離家」階段、與子女互動頻率越高之父親，親子關係較為良好。本

研究證實：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有正向影響，就父職參與的不同面向

來看，父親與子女的相處時間與交談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最大，而父親

提供「生活供應」對親子關係則並無顯著影響。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

針對家庭教育、企業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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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ese businessmen and expatriates in Mainland China are often faced 

with a dilemma between getting on at work and fulfilling family commitments. 

Previous studies primarily placed emphasis on willingness to work abroad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the Taiwanese employees in Mainland China, yet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 are relatively limit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the Taiwanese fath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provide a descrip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ir father involvement o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vi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an effective 

sample size of 213 questionnaires.  

 On the ba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 shows that father 

involvement of these Taiwanese fathers is high. Within various aspects of father 

involvement, "Providing," or financial support,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and 

other forms such as "Praise and Affection," "Mother Support," "Developing 

Talents and Future Concerns," and "Time and Talking Together" are salient as 

well. Moreover, fath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seniority, or interaction with 

children have higher level of father involvement. Different family developmental 

stages also influence the degree of father involvement. In regards to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Taiwanese fathers claim they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hildren, while in fact their "Sharing and Attachment" with children is 

inadequate. Furthermore, fathers who develop a better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re those with lower seniority, with a working spouse, with more active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or with children at the family developmental stage of leaving 

home.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father involvement takes on a 

positive role i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aspects of father 

involvement, the time fathers spend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onversations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while the 

influence of father's financial support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hopes to shed 

lights on the influence of father involvement o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provide further insights for family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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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過去以來都是國內華人主流

的社會價值觀，外出工作由家庭中的男性負責，照料家務與養兒育女

則由家庭中的女性擔當，因此就算男性為了工作奔波而無法顧家，並

不會對家庭角色分工造成衝突。然而，隨著平等的意識，以及女性受

高等教育、進入就業市場的比例大幅提升，女性在社會及職場的角色

逐漸受到重視，「女主內」不再是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唯一規範。而近

年來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關注男性的家庭角色，尤其是「父職」角色，

雖然當今社會雖不再固守傳統父職角色，但由於女性的工作角色改變

較快，父親的家庭角色相對卻改變較慢，父職依舊為「選擇性育兒角

色」（王舒芸、余漢儀，1997）。相較於傳統對母職的認定，父職在社

會中的質或量都不成比例，社會對父職的標準明顯較低，甚至認為父

親覺察育兒的重要或是陪伴子女成長就算是「參與的」父親（王大維，

2000）。Lamb (2000) 在美國的研究中也發現父母在親職行為上最大

的差異反應在「責任感」，意即儘管證明父職角色的獨特性與正向性，

父親的參與比例仍與母親差距甚大。其中原因為傳統父權文化觀念仍

是現代社會的主流 (De Silva, 2003) ，因此父親在家務分工上的育兒

勞務或是親子教養參與程度皆不如母親（陳富美、利翠珊，2004）。 

  儘管父職在參與程度上與母職有所落差之外，西方研究仍將父職

認定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建構（fundamentally a social construction）」



 

2 

 

(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 1998)，強調父職在人類歷史與社會上，

有著不同於母職的獨特角色與功能，Lamb (2000) 認為父親在家中扮

演著提供者、照顧者、教育者、心靈導師以及建立與捍衛家庭價值等

多重角色。此外，成為「新好父親（New Father）」的概念也逐漸在社

會中被倡導，而作為一個稱職的父親除了成為子女的供應者，也要同

時扮演家庭生活的照顧者( LaRossa, 1997; Lamb, 2004)。Lamb、Pleck、

Charnov 與  Levine (1985) 認為「父職參與」含括「互動參與

（Engagement）」、「接近參與（Accessibility）」、以及「責任參與

（Responsibility）」三個面向，由此可見父職為多元層面的參與。父職

參與不只是促進子女及家庭的福祉，父親在參與子女的過程中也為自

身帶來許多隱而未現的福祉，且不論幼年或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員

與父親的關係都會因此有更強的連結( Fogarty & Evans, 2011)，Pleck

與 Masciadrelli (2004) 即發現經常參與父職的父親可以享受與子女的

安全依附關係、並且能使父親得以將每日雜事壓力處理更好、敢讓自

己能更多倚賴他人、在職場上感到更舒適而增加工作效率、也可以使

父親對自己工作能力、親職技巧與社交關係付出上更有自信。可是，

家庭與工作的相關政策與福利服務仍以支持女性就業者為多，相對缺

乏因應父職角色的需要提供支持的策略，使得為人父者雖知覺父職之

責任，卻可能難以克服職場環境對其履行家庭角色下的阻礙。 

    自從 1987 年台灣開放外匯管制與兩岸旅行之後，台灣與中國大

陸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1990 年初期以後開啟台灣到中國大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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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時代。這群來自台灣的白領階級──不論是在中國大陸投資創業

的「台商」或是被台資公司長期派遣至中國大陸的「台幹」──為了

更有潛力的市場、更多的獲益機會與工作機會不惜跨海打拼。據中華

電視公司（2008）報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統計約有七十五萬

的台商在中國工作，派遣至中國的台幹人數則已超過四十萬。然而，

為了提供更富裕的家庭生計，這群人與自己的家庭長期分離，在異國

異鄉獨自適應生活環境、文化差異以及工作環境等帶來的壓力。Farley

與 Werkman (1986)發現在海外工作的父親時常面臨到父職及心理健

康的劣化：他們可能在家人不熟悉其工作細節下，過度理想化並對其

過度期待，在家中也會感到生活與話題不同的隔閡，在親職上產生斷

層而在養育上失去把握，時間安排無法與子女生活與親職需要，並且

無法參與許多家庭活動等等。個人則容易因親子關係緊張、中年生涯

議題、失去人生意義的目標、子女在學校的偏差與反社會行為及角色

混淆等因素，造成一些心理症狀。 

  許多已經身為人父的台商及台幹，為了工作生涯與家庭生計不惜

與妻兒長期分離。儘管家人可以各式透過各式通訊科技維持聯繫，卻

終究是一種兩地家庭型態。天下雜誌的報導中，將台商及台幹的家庭

歸為一種「假性單親家庭」（賓靜蓀，2009）。假性單親家庭在親子關

係以及家庭角色任務上，都可能會有別於雙親同住的家庭，除了留在

台灣的配偶將負責家中所有的事務，子女在成長階段也可能因為長期

缺乏父親作為角色楷模及性別認同的對象。國內相關研究發現：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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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家庭必須由母親扮演父親與子女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在父親

缺席的情形下，子女雖然顯示能夠表現出更具獨立的一面以及較高的

責任感，然而他們卻也較容易表現自卑或叛逆的人格，在父子關係的

情感上更可能反映出缺乏父愛以及缺乏安全感等問題（方毓秀，2004；

張智昇，2007；蔡素妙、吳家瑜，2006，2007）。然而，除了父親缺

席可能對子女發展產生的影響之外，對於在中國大陸工作而形成的多

元家庭型態中，父親的父職參與以及親子關係的影響則相對較少研究

探討。目前，國內研究多以企業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的視角切入探討赴

中國大陸工作對員工的影響，其中研究發現：到中國大陸工作的員工

會面臨身在異鄉的生活適應問題以及自身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因此，

研究的討論著重於了解影響員工外派意願的因素以及影響員工選擇

離職的因素（如：吳嘉瑜，2005；黃英忠、董玉娟、林義屏，2001；

董玉娟，2000）。以家庭為主體針對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員工探討父

職參與之研究，目前則僅見關注管教方式以及影響親職實踐的因素

（如：徐麗賢，2004；張智昇，2007）。綜合上述，研究者擬以在大陸

工作之父親為對象，瞭解其中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並進一步分析父

職參與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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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針對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瞭解父職參與與親子關

係及其影響因素，並進一步分析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之影響。茲將本

研究的目的歸納如下： 

一、 了解在中國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情形。 

二、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的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影響。 

三、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的背景變項對親子關係之影響。 

四、 探討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的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之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的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現況為何？ 

二、 不同背景因素對於在中國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所產生的差

異為何？ 

三、 不同背景因素對於在中國大陸工作父親的親子關係所產生的差

異為何？ 

四、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的父職參與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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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 

  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類型包括「大陸台商」：居留在中國大陸一段

時間從事經營之行為的企業負責人（耿曙，2005）、「大陸台幹」：經

由台資公司派遣至中國大陸的分公司進行支援的白領、高級技術人員

（鄧建邦，2006）、以及在中國大陸陸資企業工作者。綜合上述，本研

究的「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係指「長期在中國大陸從事經營、公

司派遣或應徵陸資企業之工作之台籍人員，且育有正在就學子女之已

婚成年男性」。 

 

貳、 父職參與（father involvement） 

  本研究參酌國內外文獻，定義「父職參與」為「父親對子女的情

感、認知道德、以及可觀察的直接與間接行為所形成的多重面向架構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Hawkins 等人 , 2002)。本研究採用

Hawkins 等人 (2002) 的「父職參與普查」（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簡稱 IFI 量表），該量表共包含九個父職參與面向，分別

為「管教責任」、「學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時間與交

談」、「讚美與情感」、「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閱讀與作業指導」、

「生活關注」。受試者在此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於該面向之父職參

與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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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親子關係（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本研究參酌國內外文獻，定義「親子關係」為「父親知覺自己與

子女的關係」。本研究採用黃桂英（2006）的親子關係量表，該量表

共包含三個親子關係面向，分別為「相處的感覺」、「對子女的觀感」、

「分享與依附」。受試者在此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於該面向之親子關

係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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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章將探討相關理論及研究文獻，作

為本研究的依據基礎。全章共分三節呈現：第一節為父職參與，第二

節為父親與子女之親子關係，第三節為父職參與與父子關係之關聯。 

 

第一節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父職參與 

  在國內研究父親的相關研究中有許多名詞的定義與性質容易造

成混淆以及難以界定，根據陳嘉峰（2013）的概念整理，父職參與

(father involvement or paternal involvement) 為重視參與價值的「參與

的父親（involve fathers）一詞的變化」，國內一些研究中也有以「父

親涉入子女」一詞稱呼；另外，關於「父職」的意義在國外有兩種有

種研究取向：一種為身為父親的狀態（fatherhood），一種為父親角色

認同相關的認知、情感、行為（fathering），亦有學者以「父職實踐」、

「父職角色實踐」來研究父職參與的概念，然而王大維（2000）卻認

為父職的實踐層面僅為父職參與面向之一而非相同的意義。綜合上述

名詞釐清，本節擬就父職參與之意涵及影響父職參與之因素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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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父職參與之意涵 

一、國外研究 

  父職一直以來是一個多方面的概念 (Lamb, 2000) ，父職參與的

內涵也持續隨著不同時期社會對父職角色的定位與期待而轉變。

Lamb (2000) 分析美國二十年來對於父職的探討方向，從道德指導或

教育者、負擔家計者，到性別角色楷模、新好父親。父職參與在國外

過去亦以多種不同的研究取向提出不同的父職參與內涵以及不同的

測量方式。以下將分別以 Lamb 等人之觀點、Hawkins 等人之觀點以

及 Palkovitz 等人之觀點探討父職參與的內涵。 

（一）Lamb 等人之觀點 

  早期國外的父職參與研究中，Lamb 等人 (1985) 為了使父職參與

成為能夠檢驗並可測量的概念，將父職參與分為三個面向：父親與子

女實際「互動參與」的程度、父親與子女的「接近參與」程度、以及

父親的對子女的「責任參與」程度 (Lamb, 2000) ： 

1. 「互動參與（engagement）」：是指父親對子女以照顧、遊戲或

休閒方式與子女一對一活動的直接性接觸，例如子女餵食、

在功課上的協助或是在院子裡嬉戲。然而，花時間在孩子相

關的家務事，或是沒有與子女在同一空間則不算為互動參與

的一部份。 

2. 「接近參與（accessibility）」：是指父親互動中的潛在層面，雖

未直接與子女接觸，但仍對子女表現出善意或可親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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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爸爸在煮飯而小孩在隔壁房間玩，或是爸爸在煮飯而小

孩在他的腳邊玩，皆可被稱作父親的接近參與。 

3. 「責任參與（responsibility）」：其關注在父親角色扮演上對子

女的打理關照以及安排子女可獲得的資源，學者舉例如父親

為子女安排保母、預約診所以及為子女決定所要添購的衣物

等。然而，儘管「責任」的概念對父親角色極具重要性，卻

是相較前兩個概念下最少被研究的 (Lamb, Pleck,  Charnov, 

& Levine, 1987)。 

  Lamb 等人以父親在該三面向的參與時數進行測量，並且與母親

的參與時間進行對照分析。許多學者延續此概念進行不同層面的研究

分析，普遍的發現為父職參與在三面向的時數隨著相較過去有逐年增

加，不過與母職參與的時數比較下仍有一段距離 (Pleck, 1997)，然而

由於不同研究者對於父職參與界定不盡相同，導致不同學者的研究結

果彼此間差異甚大（陳嘉峰，2013）。 

（二）Hawkins 等人之觀點 

  傳承創新（generativity）的概念是出自 Erikson (1963) 的心理社

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意思是指「成人為創

造或促成下一代的生命的照顧活動」 (Snarey, 1993, p.14) ，也就是

Erikson 視人類發展到第七階段進入成年期的時候，其基本發展任務

之一為養育後代子孫，發展順利者會表現出關懷與貢獻下一代的特徵

（Hawkins, Cheng, Lanzerotti, & Maclennan, 1995），發展不順利則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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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遲滯不前（stagnation）的發展狀態。 

  傳承創新的觀點認為父職不該是盡責於社會所規範的角色義務，

而是盡責於子女的需求 (Hawkins & Dollahite, 1997) ，並且鼓勵父親

在從事親職的時候須具備責任感，且需要時常留意在養育當中父親的

行動是否配合子女的需求。因此傳承創新父職（generative fathering）

的概念，是指父親透過各式親職工作去貼近子女的需求，以承諾照顧

下一代(Dollahite, Hawkins, & Brotherson, 1997)。Dollahite 等人(1997) 

根據子女每個成長階段所需提出傳承創新的父職架構，子女在七個不

同成長階段的過程中皆有不同的需求，父親則需依據子女的需求提供

七種類型的親職工作（見表 2-1-1）。 

 

 

表 2-1-1 

傳承創新的父職理論架構 

子女發展階段 環境挑戰 子女需求 父職能力與責任 父職期待結果 

嬰兒期 

(infancy) 

依賴： 

脆弱與不定 

安全感 

持續性 

善盡人倫的職責： 

承諾與持續 

父親：參與的 

子女：有安全感的 

幼兒期 

(early childhood) 

缺乏： 

需求與抱負 

資源 

機會 

踐履創新的職責： 

奉獻與創新 

父親：負責任的 

子女：有信心的 

遊戲期 

(play age) 

改變： 

發展與轉變 

注意 

調適 

順應發展的職責： 

關懷與改變 

父親：有回應的 

子女：有目標的 

學齡兒童期 

(school age) 

壓力： 

緊張與要求 

放鬆 

能力 

寓教於樂的職責： 

合作與挑戰 

父親：愛打趣的 

子女：高興的 

青少年期 

(adolescence) 

困惑： 

焦慮與混淆 

鼓勵 

引導 

滋長心靈的職責： 

安定與諮商 

父親：忠實的 

子女：平和的 

成年早期 

(young adulthood) 

孤立： 

寂寞與誤解 

親密 

同理心 

增進親情的職責： 

交心與慰藉 

父親：友愛的 

子女：關懷的 

成年中期 

(middle adulthood) 

義務： 

複雜與負擔 

睿智 

支持 

人生導師的職責： 

諮詢與貢獻 

父親：傳承創新的 

子女：傳承創新的 

資料來源：Fatherwork: A Conceptual Ethic of Fathering as Generative Work, by D. C. 

Dollahite, A. J. Hawkins, & S. E. Brotherson. In Generative fathering: Beyond deficit 

perspectives (p. 17-35), by A. J. Hawkins & D. C. Dollahite (Eds.), 1997, Thousand Oaks, 

C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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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alkovitz 等人之觀點 

  Palkovitz (1997) 延伸了 Lamb 等人的「責任參與」概念，將其擴

充為更具系統性的父職參與認知層面表現。Palkovitz 訂定出更明確的

父職參與 15 個面向，包含交流、教導、監督、思慮過程、差事、照

顧、共同興趣、接近性、計畫、共同活動、供應、情感、保護、情緒

支持以及子女相關的打理（見表 2-1-2）。然而，Parke (2000) 認為

Palkovitz 分類的面向同時混合了參與的元素、程度以及參與的脈絡，

並且認為父職參與就好比一個函數一樣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意即當子

女隨發展進入不同階段時，父親也會隨著經歷每個時間不同發展而改

變 (Allen & Daly, 2007)，不過 Parke 仍肯定 Palkovitz 的研究豐富了關

於不同族群父職經驗的多樣性，並且對未來增加了更多父職參與評估

的細節以及完整性 (Parke, 2000)。 

  綜合上述可發現，不同學者學派觀點對於父職參與的內涵詮釋不

盡相同，反映出父職參與的概念非由單一理論而定義，而為不同時間

環境脈絡下透過各個學術觀點所呈現的內涵。近年來各學術取向的學

者逐漸重視父職參與概念測量的發展：Dick (2004)參考 Lamb 等人提

的父職參與之互動參與、接近參與及責任參與分類，並結合自我心理

學理論（self-psychological theory）及父親角色的概念發展 64 題項之

父職量表（The Fatherhood Scale，簡稱 FS）；Dollahite 與 Hawkins (1998) 

則發展傳承創新父職參與量表（Generative Involvement in Fathering 

Scales，簡稱 GIFS），以七領域的父職工作測量父親對子女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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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Palkovitz 父職參與面向 

面   向 內   容 

交流 (communication) 傾聽交談、電話、傳達愛、關心、傳達價值觀等 

教導 (teaching) 提供建議、問題解決、豎立原則、角色楷模等 

監督 (monitoring) 掌控子女交友、安全、健康、學業、生活習慣等 

思慮過程 (thought process) 為子女擔心、夢想、期許、評估、禱告等 

差事 (errands) 接送子女、為子女挑選東西、打電話給子女等 

照顧 (categiving) 餵食、洗澡、穿衣、哄睡、生病照護等 

共同興趣 (shared interets) 發展子女專長、提供指導、讀故事給子女等 

接近性 (availability) 參加活動、子女活動時陪伴在身邊等 

計畫 (planning) 安排慶生、假期旅遊、教育規劃、為子女存款等 

共同活動(shared activities) 運動、購物、一起工作、嬉戲、用餐、過節慶等 

供應 (providing) 提供經濟、生活所需、居住等 

情感 (affection) 愛、擁抱、親密接觸、微笑、朋友關係、讚美等 

保護 (protection) 佈署環境、檢查安全、提供活動中的安全措施等 

情緒支持  

(supporting emotionally) 
鼓勵、發展子女的興趣等 

子女相關的打理 

(child-related maintenance) 
清潔、修補、洗衣、煮飯、照顧寵物等 

資料來源：Reconstructing “involvement”: Expand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n’s 

caring in contemporary families, by R. Palkovitz. In Generative Fathering: Beyond 

Deficit Perspectives (pp. 200-216), by A. J. Hawkins, & D. C. Dollahite (Eds), 1997,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並針對父親實際參與的程度以及參與的情境（circumstances）難度進

行測量；然而，Hawkins 與 Palkovitz (1999) 卻認為當今以各取向所進

行的父職參與測量在概念上仍舊過於狹隘，皆有其限制，因此重視傳

承創新的 Hawkins 與重視父職參與多面向的 Palkovitz 提出需要一個

更廣泛、更多樣化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父職參與概念與測量。其後

Hawkins、Bradford、Palkovitz、Christiansen、Dayand 與 Call (2002) 

發展出兼顧父職參與情感、認知、直接與間接行為的「父職參與普查」

（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簡稱 IFI 量表，或翻譯為「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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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養」問卷），該量表將父職參與訂定出九個面向：管教責任、

學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時間與交談、情感與讚美、發展才

能與關心未來、閱讀與作業指導以及生活關注，也能符合 Lamb 等人 

(1987) 提出的父職參與內涵，並於信效度測試中證實適用於不同婚

姻狀態以及子女在幼兒至青少年階段的父親。因此在上述的量表比較

下，本研究認為 IFI 量表較能廣泛的運用在不同型態的家庭以及不同

子女發展階段情形下的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然而仍有西方文化與華人

文化在父職參與有所不同之考量，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國內父職參

與相關文獻。 

 

二、國內研究 

  在華人文化對社會的影響之下，父職在國內呈現出不同於西方社

會的樣貌。傳統父母職責信念對父親在工作上的追求是鼓勵的，也使

得父親擔任家中主要的經濟負擔。然而，隨著個人主義與男女平權意

識抬頭，女性投入職場的機會提升，雙薪家庭的型態越來越普遍。女

性開始需要考量生涯成長與工作投入，男性也不再是家庭唯一承擔經

濟的人，因此父親就會被要求一同分擔家務以及參與子女養育，於是

形成趨近平權分工的父母職責信念（王叢桂，2000）。在這種信念中，

父親會參與子女的成長過程，也繼續扮演其養家與供給子女的責任，

甚至也有父親會以擁有一個和樂家庭為願望而願意花時間關心子女、

與扮女共享照顧子女責任。以下將分別以華人文化下的父職參與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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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父親參與內涵測量探討父職參與的內涵。 

（一）華人文化下的父職參與 

  王舒芸與余漢儀（1997）認為華人社會下的父職仍是一種「選擇

性育兒角色」，即父親需要透過較高的誘因才會更有意願投入在育兒

活動上，也就是在父親參與的勞務中含有互動性、休閒性與情感等性

質，讓父親能有選擇性的參與親子互動。造成父職低度參與的影響因

素則包括：文化規範、社會化歷程、勞動市場體制以及社會福利體系

（見圖 2-1-1）。 

  王叢桂（2004）的研究中發現，男性仍較女性支持傳統的父母職

信念，且較重視賺錢養家的角色，然而當與養子女的壓力出現時，追

求自我成長的女性會因重視工作能否顧家以及舒適和諧的工作價值

而拒絕傳統的母職，而重視家庭的男性則會兼顧賺錢與照顧子女的父

親職責。因此，儒家文化與當今兩性平權與個人主義皆會使父親抱持

文化規範的定義與制約 

選擇性父職角色 

社會福利體系的複製 勞動市場體制的強化 

社會化歷程的灌輸與傳遞 

圖 2-1-1 選擇性父職角色之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王舒芸、余漢儀（1997）。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

婦女與兩性學刊，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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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父職角色信念，進而影響其父親參與的情形。 

（二）現代父職參與內涵 

  「父職參與」內涵在國內本土化的研究於近二十年開始萌芽，王

叢桂（1997）年曾對大學生訪談關於理想的父親應盡職責以及失敗父

親的特性，歸納出五個父職內涵的層面，分別為「教育子女」、「生活

照顧」、「子女前途發展」、「經濟支持」、「和諧關愛」（王叢桂，2000）。

然而，王大維（2000）認為此量表所探討的父職內涵多為行為面的觀

察，不足以反映出「父職參與」概念的全貌，只能稱為「有參與教養

工作的父親」。故此，王大維試圖提出的理論性父職參與架構（見表

2-1-3），認為父職參與不只是同等於「有參與親職角色」，而是更全面

性的包含了情感、認知、行為與關係等成份。 

  除了以本土化探究父職參與內涵，亦有學者引用國外之父職參與

概念並考量國內文化環境因素加以嘗試本土化。杜宜展（2004）以

表 2-1-3 

父職參與架構 

成份 向度 內涵 

情感 動機 主動、有意願、有熱誠擔負親職教養 

 正向情感 單父親職時感到正向的情緒（愉快、滿足） 

 父向情緒 疏於親職時感到負向情緒（罪惡感、難過、焦慮） 

認知 正向態度 同意、接受父親擔負親職的觀念 

 角色認定 認定身為父親就必須包含親職角色 

 責任 對於教養孩子願負起責任 

行為 行動 實際執行親職教養任務 

 資源提供 提供物質資源（經濟、環境）協助孩子成長 

 間接支持 對於母親單份親職教養給予情緒與物質支持 

關係 互動頻率 與子女的互動頻率高 

 關懷與愛 與子女之間的正向情感交流 

資料來源：王大維（2000）。「『父職參與』或『參與親職的父親』」。應用心理

研究，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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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 等人 (1987) 提出的互動參與、接近參與與責任參與三個層面

父職參與為基礎，編製父職參與行為量表，以父親回憶與家中三至六

歲指女的照顧活動情形自我填答，計算其在父職參與三層面的行為表

現情形。李淑娟（2004）參考 Dollahite 等人提出的傳承創新父職觀

點，建構適用於國內的父育理論，並根據所提出的父育理論架構編製

適用我國成人父親之父育知覺量表及父職參與量表，並在研究中發現

父育知覺量表及父職參與量表所建構而成的父育理論架構可以作為

篩選稱職父親及評估父職教育方案實施成效之有效評量依據。在父育

理論架構中不論是父育知覺或是父職參與，其七層面的發展特質具彼

此密切的關係。各層面之間同時具有關聯性與獨特性，並且七層面能

共同解釋父育知覺與父職參育的整體概念。 

  綜合上述，由西方不同學派之概念可發現，Lamb 等人為父職參

與劃分出可定義以及可測量的範圍，並且強調了父職參與中屬於責任

層面的行為，Hawkins 等人的傳承創新觀點同時考量以及子女在不同

發展歷程上的親職需求以及其所因應之父職行為，Palkovitz 則從多層

面考量使父職參與受討論的面向更為豐富。國內對於父職參與的內涵

亦皆一致反映出其不同於母職有獨特的角色與親職內涵。而王舒芸與

余漢儀（1997）及王叢桂（2000）對於父職參與內涵的研究是透過質

性訪談方式進行歸納；王大維（2000）的父職概念更為全面的涵蓋父

職參與內涵，然而尚未有後續研究對於王大維所提出的父職參與內涵

進一步進行實徵研究，且尚未見如同 Hawkins 等人 (2002) 涵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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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道德、直接與間接行為的量表進行父職參與的測量。雖然有中

國大陸的學者嘗試將此量表翻譯成中文版並根據因素分析重新分類

為「支持與規劃」、「日常照顧」、「鼓勵與表揚」、「管教約束」四個面

向（尹霞雲、黎志華、楊新華、蘇林雁，2012），然而細看原 IFI 量表

九面向的題目在該四面向中的分佈，發現有些題目由於歸類時過於勉

強而在因素命名時受到忽略，將原有題目重新建構新面向仍有所疑慮。

因此，本研究採用 Hawkins 等人 (2002) 的 IFI 量表為研究工具，並

根據國內用字遣詞自行翻譯該量表，使父職參與測量能兼具理論依據

以及國內研究適用性。 

 

貳、 影響父職參與之因素 

  王大維（2000）認為探討父職參與的影響因素應將各種因素放入

系統的觀點來看不同環節對父職參與的影響性，許多學者也對於影響

父職參與因素都曾嘗試提出系統性架構。王叢桂（2000）發現促使父

親參與育兒工作的因素中，來自父親本身的因素包括「對家庭的承諾」、

「工作體察負面家庭的影響」、「上一代父職的缺乏」、「父親本身成長

與學習經驗」；來自子女與配偶的因素則為「育兒的正面回饋」與「配

偶的溝通與支持」；此外，「意識到家庭危機」亦會促使父親有意願來

學習父職。 

  Parke (1996) 認為影響父職參與的決定是一個多層次、多因素的

架構，並提出影響父職參與決定因素的系統性架構。包括父親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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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家庭的影響、家庭外的影響以及文化的影響。若有一個層次的

影響有任何改變將會牽動影響模型中的其他層次。 

  Doherty 等人(1998) 根據 Levine 與 Pitt (1995) 提出的負責任父

職（responsible fathering）的概念以及生態系統取向的觀點提出影響

負責任的父職的概念性模型。在此模型中，Doherty 等人以父親與子

女的連結為核心，並以系統觀點從父親、母親與子女屬於個人的因素，

到父母關係的因素，以及更大環境脈絡因素，在這些因素中探討如何

創造並維持父親與子女的連結關係。 

  綜合上述，以下擬從父親個人背景因素、配偶因素、子女因素加

以探討。 

 

一、個人的背景因素 

（一）教育程度 

  父親的教育程度為大專及其以上的父親，涉入子女生活總層面及

工作層面較國中者為高、遊樂層面則較國中及國小者為高（陳淑貞，

1993）；較持現代的性別態度（莫藜藜，1997）；涉入子女生活較高的

層面（謝明華，2003）；較常對子女的管教為採寬鬆放任或開明權威

的方式。而若父親的教育程度是在中學以下，使用的管教則多為忽略

冷漠（孫碧蓮，2002）。蕭淑慈（2008）的研究中亦發現父親的教育程

度越高，其父職參與在情緒交流、休閒活動與課業學習層面的程度則

越高。徐麗賢（2004）則發現大陸台商教育程度在大學及以上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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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看重父職實踐中對子女生理上的健康安全照護需求以及子女心理

上的陪伴需求，而學歷在專科以下者則看健康安全照護需求比心理陪

伴重要。 

（二）在大陸工作資歷 

  徐麗賢（2004）發現大陸台商會因派駐時間不同而對於父職實踐

有不同的需求。其中派駐時間在三年以下者對於子女培育、關懷輔導、

及子女照顧會尋求企業主的協助，而派駐在三年以上者則會尋求配偶

的協助；對於子女的生涯發展需求則發現派駐時間在三年以下及五年

以上者會想求助於生涯專家，而派駐三至五年者會尋求配偶的幫助；

在子女生活照顧的部份，派駐五年以上者於需要求助事項以子女讀健

康安全照護為首要，而派駐五年以下者會同時看重子女陪伴以及健康

安全照護。 

 

二、配偶的背景因素 

（一）配偶工作狀況 

  許多研究指出配偶工作與否會影響父職參與，若母親有就業，則

父親的參與程度較高（馬惠芬，2003；謝明華，2003）。黃坤瑛（1989）

針對雙工作家庭與單工作家庭的比較研究中指出，雙工作家庭之父親

會因母親就業的因素在父職參與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子女在嬰兒階段

及幼兒階段時，雙工作家庭的父親認為其父職參與程度較母親認定為

高。徐麗賢（2004）則發現大陸台商父親的配偶有就業的情形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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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職實踐之子女培育的需求對象以企業主為最多，並且對於期待增加

返台假期的需求更高；而配偶無就業的大陸台商父親的求助對象則為

配偶最多。 

（二）配偶國籍 

  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及台幹隨著政策的開放，與大陸當地的女子組

成家庭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然而 Sheridan 曾於 2000 年指出，文

化不同對於事物的詮釋觀點與理解則有所不同，在生活方式也有差異

（引自吳秀照，2004）。因此外籍配偶在子女的教養態度上，也會受到

其成長經驗文化的影響。郭靜晃與薛慧平（2004）提到在管教方式上，

外籍配偶相較台灣配偶在角色調適上會面臨由未婚單身轉變為已婚

承擔家務的身分，以及少女轉為人母的內心衝擊。因此在教養子女上

常需要更多時間自我調適有關教養子女的責任和角色上產生的困擾。 

 

三、子女的背景因素 

（一）家庭發展階段 

  若子女年幼的工作人員接受外派，則其在工作－家庭的衝突會比

未婚、無子女或子女已長大者較明顯（黃英忠等人，2001）。另外徐

麗賢（2004）的研究中發現在家中長子女年齡為 12 歲以上的家庭，

大陸台商父親認為父職實踐中的生活照顧最需要求助的事項為健康

與安全照護；而關於生活照顧的求助方式，則在家中長子女年齡在 12

歲以下者的家庭中，大陸台商父親更需要的求助為增加返台假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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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家中長子女為 6 歲以下的大陸台商父親最需要企業提供關於子女

培育、關懷輔導、生活照顧的父職實踐協助；家中長子女在 6 六歲以

上的大陸台商父親則表示子女培育、關懷輔導、生活照顧的父職實踐

較需要配偶的協助。 

（二）子女數 

  陳淑貞（1993）研究父親涉入子女生活的相關因素當中，發現家

中子女數為一人及二人的父親，在涉入子女生活總層面較三及四人者

為高；在工作層面則一位子女的父親在涉入程度較四人及其以上者為

高。遊樂層面則為二位子女的父親在涉入程度較三人者為高。孫碧蓮

（2002）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當家中子女數多於五人時父親的管教

較常採用忽視冷漠的方式。然而徐麗賢（2004）發現不論子女數多寡

並沒有對於大陸台商父親的父職實踐需求有差異性。 

（三）與子女接觸頻率 

  陳淑貞（1993）的研究中發現父親的工作時數會影響其涉入子女

生活的程度，一週工作時數在 50 小時以下的父親比時數超過 71 小時

的父親其涉入子女生活總層面較高。杜宜展（2004）的研究中發現，

父親每週工作時數愈少（10-40 小時組），父職參與互動行為

（interaction）愈高。上述研究測量父親工作時數是針對下班即能回家

與子女共處的父親，然而台商台幹爸爸儘管下班卻仍與子女相隔兩地，

如此工作型態是否會隨時間影響其父職參與。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了

解父親從事台商台幹工作的資歷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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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台幹在停留大陸的時間都會持續性地跟台灣的家庭保持聯

絡，且不僅透過傳統的電話聯繫，也會透過 Email、MSN、Skype 等

電子通訊方式與台灣的家人保持密切的聯繫為了避免家庭分隔兩地

的種種問題，在大陸工作的父親們仍可以與台灣子女維持遠距離的共

同體。然而他們還是會感受到與現實生活的落差，在鄧建邦（2006）

的田野調查中，台幹自稱自己只是個「Skype 父親」，並認為「與子女

溝通時，只是聽他們的講述而不在他們身旁，那你確實就是不在場」。

因此為避免家庭分隔養地延伸的問題，部份的台幹會選擇攜帶家庭到

中國大陸，以維持家庭的完整性。 

  徐麗賢（2004）發現，父職實踐的需求在大陸台商父親的通訊方

便性、每年返台次數以及每次返台的親子時間有顯著差異，並且父職

實踐程度亦在通訊方便性、交通方便性、返台的次數、每次返台的親

子時間呈現差異，例如通訊較不方便者在父職實踐之關懷愛護與子女

方展上的程度較差、返台的親子時間達 20 小時以上者在在父職實踐

之關懷愛護、生活照顧、子女發展、子女培育與整體實踐上較高，然

而相較於返台交通很方便以及返台次數高於十次者，返台交通方便性

普通級返台次數在五次以下者反而在關懷愛護的父職實踐程度較高。 

 

參、 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的父職參與相關研究 

  職場性質可以同時成為父職參與孩子的支持與障礙。包括工作性

質、工作家庭衝突、支持家庭政策、職場政策 (Lamb et al., 1985)。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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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芸與余漢儀（1997）也認為勞動市場體制中，由於男性在家庭中不

是預設為子女主要照顧者，勞動市場觀就偏向以男性為中心，因此更

加排擠父親參與育兒時間。整個社會結構與思潮仍舊偏向鼓勵男性在

面對家庭與事業衝突時以事業為重，這也使得男性因為工作忙碌而無

法投身育兒勞務時比較容易得到配偶的妥協與諒解。因此若在大陸工

作之父親的妻兒沒有跟著一起在大陸生活，則成為上述之典型結構。 

  在缺席父親的研究中，對非同住的父親而言支持子女需要的費用

最合適的經濟貢獻指標。非同住父親的經濟支持對於子女的福祉呈現

正向的相關，然而非同住父親聯繫頻繁與否對於子女的往後的成長並

沒有關聯 (Amato & Gilbreth, 1999)。父親的缺席不僅造成配偶婚姻的

孤單及困難，同時身為子女的母親也導致親職壓力增加（吳嘉瑜，

2005）。陳靜宜（2008）也認為，留在原來家中的一方平時得負起教

養子女的全責，形同成為功能上的「單親」，因此通勤者需要給予在

家的一方充分的心理支持，並且也要一起配合在家一方的教養子女方

式以及休閒安排。 

  徐麗賢（2004）以父職的關懷愛護、生活照顧、子女培育、經濟

支持與子女發展五個向度研究大陸台商的實踐程度，結果發現以「經

濟支持」及「關懷愛護」的實踐程度最高；另外子女培育與子女發展

則居中，代表父親雖然與子女相隔兩地仍常關心子女的生涯發展與教

育培養；而生活照顧的實踐程度最低，也就是對於子女課業難題、陪

伴聊天、討論新知等互動不多，如此反應在大陸台商父親在需要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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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溝通互動的父職確實較為困難。 

  綜合上述，在大陸工作父親會因為與家庭分開的緣故導致較少意

識到自己的親職責任，且在直接性的父職參與面向難以執行，僅能在

間接的父職參與面向（提供經濟與關心子女培育及發展）上能有所表

示。不過，從上述可發現給予配偶支持是較少被考量的，然而這部份

卻是在大陸工作父親即使與家庭相隔兩地仍能展現的父職參與面向。

此外，隨著科技進步，除了過去文獻中提到的電話及電腦網路媒介，

智慧型手機的問世以及更多互動性的網路通訊社群與軟體，加上無線

網路覆蓋率越來越高，如此增加了聯繫互動的方便性以及機動性，因

此本研究將會更多關注親子透過通訊媒介聯繫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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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 

  本節擬就親子關係之意義、親子關係之內涵以及在大陸工作父親

之親子關係相關研究加以分析。 

壹、 親子關係之意義 

  華人的親子關係傾向於有較強的情感連結，情感具有愛與喜歡兩

種型態（李美枝，1998；羅國英，1997）。親子關係是種雙向的關係，

同時指父母與子女互動所構成的一種人際關係，父母與子女可以了解、

重視、滿足彼此的需求與感受，並願意靠近與維持的關係（羅國英，

1995），以及父母對子女的情感關係、對待子女的態度與方式、親子

間的溝通方式（林雅莉，2010）。 

  然而，多數研究在探討依附與親子關係時，只看子女對父母的知

覺感受而忽略父母方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感受、父母對子女的觀感以及

父母對子女的依附情形等。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知覺

的親子關係，視為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福祉的一部份。 

 

貳、 親子關係之內涵 

一、親子關係相關理論 

（一）由「依附理論」看親子關係 

  依附是指個體對某個重要他人在情感上強烈且持久的一種附著

現象（Ainsworth, 1989）。台灣對親子間情感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依附與

分離－個體化兩個概念上（歐陽儀、吳麗娟，1998），這些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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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依附的品質在整個青少年時期，對分離－個體化的發展具有持續

且穩定的影響，並且青少年在父母是依附高且人我分化高的情形下適

應較好。（張思嘉，2006） 

  起初依附理論只是一種由兒童去依附照顧者的單向情感連結，後

有些學者認為依附為雙向的連結，兒童與照顧者共同具有的特徵，也

就是說父母經常也會依附自己的小孩。(Erwin, 1998)。在國內的家庭

中，子女與父母相互依附的關係將不隨著子女的長大而有所改變。（張

嘉真、李美枝，2000） 

（二）由「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看親子關係 

1. 家有學齡前、學齡子女階段 

  在此階段的兒童主要的時間都與家人相處，因此父母在人格、認

知發展、性別角色的概念上對子女的影響深遠，並且此階段父母也是

兒童情感依附主要的對象，因此當熟悉的照顧者離開時，起階段的子

女容易產生「分離焦慮」（林翠湄、王雪貞、陳廷嘉與黃俊豪譯，2002）。

幼兒期子女在親子間仍保有表達性情感的特徵，父母會容許自己與幼

兒做某種程度的內在直接表現。然而幼兒離開父母上幼稚園時，父母

與老師協同一致地以負增強的教化歷程引導幼而學會感受他人焦點

情緒，進而壓抑自我焦點情緒的流露。（張嘉真、李美枝，2000） 

  在父親派外的研究中則發現，當子女年齡越小父親的派外對子女

的影響越大，越年幼的子女越依賴家人關係帶來的安全感及情感滿足，

所以當父親不在家時心情上的失落會比較大。（吳嘉瑜、蔡素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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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有青少年子女階段 

    子女進入青少年階段，其父母正面您中年的改變時期，對父

母而言轉變是父母需要放棄兒童期單向的權威管教方式，而與子女站

在較平等的立場來相處，需要學習更少使用權柄，更多使用影響力來

帶領孩子（張華甄，2012）。父母認為自己有任監督並規範子女的行

為，使他們符合道德或社會文化所認定的形象，但青少年在尋求獨立

自主的時候則會將父母的觀點是為一種干涉，因此青少年子女會與父

母在自我管理方面的衝突越來越頻繁，（林翠湄等譯，2002）。然而，

很多文獻指出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有親密度減低、衝突增加的傾向

（羅國英，1995）。 

  在父親派外的研究中，亦發現青春期子女對自主的要求會更明顯，

並且情感滿足的對象也漸漸移轉至同儕身上，因此對於父親派外，親

子關係疏遠，青少年子女反倒感到自在，不過也會開始關心派外父親

在外地的健康與安全狀況。（吳嘉瑜、蔡素妙，2006） 

3. 子女準備離家階段（家有成年子女階段） 

  在成年前期的過渡期（17 歲至 24 歲）階段，子女進大學、入伍

或就讀研究所，正處於「父母的孩子」與「完全的成人」狀態之間，

直到搬出父母的原生家庭，在經濟和情緒上更加獨立，才是這階段的

終點，而正式進入成人世界（22 歲至 28 歲），開始建構屬於自己的第

一個生活架構，包括感情關係、朋友與家人關係、就業與成為社會團

體的一員，通常父親的職業會比較影響兒子的職業選擇，但對於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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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較沒有影響（林翠湄等譯，2002）。 

  成年子女對父母較少有直接的情感表達，而較多保存利他的工具

性及間接性的情感特徵（張嘉真、李美枝，2000）。然而，大學生子女

對父母在經濟生活上有高度的依賴，因此仍然認為自己與父母不應該

處在平等的地位。並且子女對父母都存有孝知、孝行與孝感（李美枝，

1998）。另外，在派外家庭的研究中，子女在成年前期時，更有準備

去面對父親的外派，他們更能在理智上對父親的外派緣由有所體諒，

並且與父母的分離焦慮也比較少。（吳嘉瑜、蔡素妙，2006） 

   

二、父親與子女之親子關係 

  在子女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方面，與母子關係的比較下，華人子女

知覺母親溫暖，父親則嚴厲或溺愛；不論子女或女兒，大部份的孩子

會與父親保持距離，而與母親親近靠攏（周玉慧、黃宗堅、謝雨生，

2004）。可見父親與子女互動的親近性或親密仍舊低於母親，子女與

父親的互動較不敢表達任何意見，子女並不期待與父親有更多的親密

（林昭溶，2005；羅國英，1997）。並且母子間會比父子之間更多的溝

通機會，因此母子間的溝通流暢度高於父子之間，父子保持了一段似

親不親的距離，這雖然有礙相互之間的流暢溝通，卻也醞釀一股遠而

敬之的父子氣氛（李美枝，1998）。 

  李美枝（1998）進一步從情與權的觀點分析華人的親子關係內涵，

發現父子之親雖然建立在權的關係上，但父親若保有一分莊嚴與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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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能產生無為而治的教化功能。而孩子對父親，在屬於能力與性格

之評價的喜歡以及屬於心靈契合交融的親近感上，有比較清晰的區別

感受。 

  在父親對子女的親子關係方面，父親與子女間的情感表達比較少，

然而近年也開始有溫暖而開放的表達方式，但父親與子女互動的親近

性或親密度仍然低於母親（林雅莉，2010）。此外，父親與兒子的關

係、父親與女兒的關係亦有所差異，父親對於兒子的互動，主要責任

會促使其獨立，並且確保他未來在社會和經濟上的基礎，因此兒子的

生涯選擇父親會有較多的意見（吳嘉瑜、蔡素妙，2006）。不少學者

發現父子關係並非親密感情關係，而是一種權威關係，因此父親與成

人兒子之間的互動會呈現趨避關係，甚至會出現某種程度的敵意（李

美枝，1998）。相較於父親與兒子，父親對女兒較少批評，且較會原

諒女兒的錯誤，然而在女兒眼中的父女關係則是一種帶有距離感和雙

方差異的關係。不過父親對成年女兒的方式和兒子相像，會希望保護

女兒的需要、並同時教導女兒社會化、減輕他們生涯發展的困難，然

而也因此父女之間也會有像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吳嘉瑜、蔡素妙，

2006） 

 

參、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相關研究 

  在父親派外期間，父子關係通常較母子疏遠（吳嘉瑜、蔡素妙，

2006）。林群穎（2013）透過深度訪談台商家庭的父母與子女，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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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商父親與子女間的關係普遍生疏，並且台商父親的返台探親頻率、

夫妻親密度與性別分工、且親子互動方式皆會影響親子關係。不過，

陳靜宜（2008）在探討通勤家庭──係指夫妻至少一方因工作或其他

原因，致使兩人分居兩地，選擇定期或不定期相聚，並維持婚姻關係

的家庭型態──的親子關係時，發現雖然家人相遇時間減少，但親子

關係不一定會因此而品質下降。因為在親子互動上，通勤的父母會因

為缺席而生的罪惡感促使其在相聚時更頻繁的與子女互動，然而平時

就得忍受深夜通訊聯繫以及長途旅行往返的家庭生活方式。   

  台商父親因為缺乏陪伴家人自覺與家人間的感情逐漸疏離。然

而也有部份台商父親在子女成長後，親子關係在相處上有所改善，

父親跳脫只是提供經濟支援的角色，可以與子女一起討論未來，並

且像朋友般的互動（林群穎，2013）。蔡素妙與吳嘉瑜（2007）發現

在青少年知覺父親派外前後的親子關係，發現會因為父親派外而影

響關係的部份，知覺關係變好的比例多於知覺關係變不好。 

  綜合上述，在大陸工作父親長期不在子女身邊必然關係親密感減

少而疏離感增加，然而若父親頻繁的聯繫子女與其有更多互動的機會，

則有可能避免親子關係變差的結果。此外隨著子女長大成熟，更能與

父親維持好關係，父親亦能與較大的子女有更多朋友般的互動。因此，

本研究會進一步關注親子聯繫互動頻率以及子女發展階段對親子關

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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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之關聯 

  Russell (1983) 曾提到雙薪共享親職（shared-caregiving）的夫妻

一起參與親職後家人關係會有所改變，而父親在如此共享親職的家庭

中，給家人關係帶來最正向的改變就是親子關係的增進，因為父親在

這樣的家庭中開始參與較多的親職，與孩子的關係因此更加緊密，亦

使得親子關係從中獲得正向的影響。因著父親參與親職，父子之間也

能發展出親密的依附關係。Russell (1983) 提到在針對嬰兒進行親子

依附關係的研究時，發現嬰兒在母親以及在父親身上並沒有太多的差

異，反倒發現父親和母親在嬰兒的依附關係中有相當多的相同之處。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父親參與了較多的親職工作雖然可增進親子關係，

卻也同時在父子關係上增加了壓力與衝突 (Russell, 1986) 。 

  國內亦有許多學者探討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的研究面向，多數以

整體正向或負向的親子滿意度、幸福感等呈現父子關係（如：李沛青，

2007；馬惠芬，2003；莫黎黎，1997）。蕭淑慈（2008）透過 444 對

父子對偶樣本探討父親與子女對於父職參與的知覺情形，並從子女方

測量親子關係以研究親子關係與父職參與之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父

親知覺其參與在情緒交流與生活監督皆比子女知覺較多，其中父職參

與情緒交流向度的父子知覺差異最大。在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的關聯

當中，發現若越多父職參與，則越能讓孩子在親子關係中感受到更多

的「支持」以及更好的「親子關係滿意度」，並減少親子之間的「負向

情感」與「衝突」。馬惠芬（2003）在探討學齡前幼兒父親親職參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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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父職自我效能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之研究中，發現父職參與中有越

多的教養參與向度、勞務參與向度與情感參與向度，則越能提升親子

關係的滿意度，且情感參與向度更可預測父親是否擁有良好親子關係

滿意度。 

  在探討兩地分隔的家庭中，林群穎（2013）訪談台商子女與父母

時發現父親的經濟支持對親子關係有所影響。由於台商父親所表現的

親職容易侷限在經濟面向，因此當台商父親沒辦法定期供給家中經濟

需求時，子女與父親的關係就會劣於負責其開銷的母親；而若父親提

供家裡的經濟支援穩定不中斷，則能帶給子女安全感，並讓子女與父

親為融洽的關係。此外，鍾筱萍（2004）在研究國內通勤家庭中父母

管教方式、親子互動關係與子女憂鬱、焦慮行為表現上的差異。研究

結果在父親通勤的家庭中，父親對青少年子女行為表現的要求會少於

未通勤的家庭；而在未通勤的家庭中，父親在與青少年子女的心理互

動程度會多於通勤家庭的父親。 

  綜合上述，若父親在父職參與越多，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就越好，

不論是一般家庭或兩地分隔的家庭皆顯示一樣的結果。然而過去研究

對於父職參與的面向探討尚不齊全，因此無法充分得知父親在提供經

濟以外的認知、情感或間接行為上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因此本研究

將更充分的探討父職參與面向，進而分析各面向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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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依序從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

序、資料處理方法，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擬定之研究架構如下圖 3-1-1：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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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及文獻探討，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壹、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因個人、配偶及子女背景變項不同，父

職參會有顯著差異 

1-1 不同教育程度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 

1-2 不同大陸工作資歷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 

1-3 配偶不同國籍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 

1-4 配偶不同工作狀況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 

1-5 處於不同家庭發展階段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著

 差異 

1-6 子女數不同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 

1-7 與子女聯繫互動頻率不同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父職參與有顯

 著差異 

貳、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因個人、配偶及子女背景變項不同，親

子關係會有顯著差異 

2-1 不同教育程度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大陸工作資歷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2-3 配偶不同國籍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2-4 配偶不同工作狀況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有顯著差異 

2-5 處於不同家庭發展階段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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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子女數不同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與有顯著差異 

2-7 與子女聯繫互動頻率不同之父親在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有顯

 著差異 

 

參、 在中國大陸工作之父親的整體、各面向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有

顯著預測力 

3-1 整體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2 父職參與之「管教責任」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3 父職參與之「學業鼓勵」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4 父職參與之「支持母親」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5 父職參與之「生活供應」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6 父職參與之「時間與交談」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7 父職參與之「讚美與情感」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8 父職參與之「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

 測力 

3-9 父職參與之「閱讀與作業指導」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3-10 父職參與之「生活關注」面向對整體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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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 母群體範圍 

根據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表示，由於目前對於大陸「台商」

定義尚不明確，而未有關於台商人數之統計（國家圖書館，2009），

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討之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及台幹人口總數沒有官方

公開統計資料，亦無法得知其中為人父者之總數。僅能透過媒體資訊

推知約有七十五萬的台商在中國工作，而派遣至中國的台幹人數則超

過四十萬，總計約 115 萬人在大陸工作（中華電視公司，2008）。本

研究以目前在大陸工作之台籍父親為研究母群。 

貳、 抽樣與樣本數 

由於研究樣本收集不易，本研究之對象包括：在大陸工作之台籍

父親，其家中有任何一位就學中之子女（包含幼兒園、小學、中學、

高中職、大專院校以及研究所等）的父親。本研究之網路問卷透過網

路問卷平台「问卷网」編訂。從 2014 年 5 月 10 日開放填寫到 2014

年 9 月 10 日，為期四個月，為避免填答者重複填寫，網路問卷採取

每個網路 IP 限填答乙次之設定。期間共收到 274 份問卷，經過問卷

題項「請問您目前是否有正在就學的孩子」過濾 52 份不符合研究目

的之樣本，並以主觀信度檢視，剔除信度較低的問卷 9 份（例如電子

信箱亂填、沒有子女卻做答、填答全部集中於極端值者），最終有效

樣本為 213 人（有效率 77.74%）納入分析。本研究透過收集樣本的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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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便利抽樣的方式，研究者透過周遭認識且符合研究條件親友

或台資企業人士填寫網路問卷；另採取滾雪球抽樣的方式，邀請其將

網路問卷連結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通訊軟體（WeChat、LINE）轉發

給其所認識符合研究條件者。 

（二） 以便利抽樣的方式，研究者透過台灣及中國大陸相關的網路社

群及論壇（BBS「work_in_china」版、Facebook「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社團、上海台協「台商太太新天地論壇」）發佈問卷訊息；另採取滾

雪球抽樣的方式，邀請閱讀訊息的人將網路問卷連結透過電子郵件或

手機通訊軟體（WeChat、LINE）轉發給其所認識符合研究條件者。 

（三） 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透過電子郵件、電話聯絡以及親自走訪中

國江蘇省常州市、昆山市、蘇州市之若干台資企業，以及走訪常州台

商婦聯會、蘇州台商協會婦女會、昆山台商協會（或稱台資企業協會），

並以電子郵件聯繫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家長會，邀請其將網路問卷連結

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通訊軟體（WeChat、LINE）轉發給其單位中符

合研究條件者；另採取滾雪球抽樣的方式，邀請閱讀訊息的人將問卷

連結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通訊軟體（WeChat、LINE） 轉發給其所認

識符合研究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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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為達成研究目的，研究者參考國內外學者對於父職參與及親子關

係之相關研究，編擬問卷以蒐集資料。問卷包括「背景資料」、 「父

職參與量表」、「親子關係量表」三部份，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 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包括個人背景變項、配偶背景變項及子女背景變項

共三部份：「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教育程度、大陸工作資歷；「配偶背

景變項」包含配偶國籍、配偶工作狀況；「子女背景變項」包含子女

在學情形、家庭發展階段、子女數、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一、個人背景變項 

（一）教育程度 

  包括「國小以下」、「國中（初中）」、「高中（高職）」、「大學（專

科／技術學院）」、「研究所以上」。進行多元迴歸時，將「國小以下」、

「國中（初中）」、「高中（高職）」合併為「高中職以下」，並將教育程

度處理成虛擬變項，以「研究所以上」為參照組。 

（二）大陸工作資歷 

  本研究以連續變項測量父親在大陸工作資歷，以足年為計算。 

二、配偶背景變項 

（一）配偶國籍 

  本研究將配偶國及分類為「台灣」、「中國大陸」、「其他」。進行

多元迴歸時，將「中國大陸」以及「其他」之樣本合併為「其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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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中華民國籍」，並將配偶國籍處理成虛擬變項，以「中華

民國籍」為參照組。 

（二）配偶工作狀況 

  本研究將配偶就業狀況分類為「無」、「有，從事兼職」、「有，從

事正職」。進行多元迴歸時，將「無」以及「有，從事兼職」之樣本合

併為「無全職工作」，「有，從事正職」為「有全職工作」，並將配偶工

作狀況處理成虛擬變項，以「有全職工作」為參照組。 

三、子女背景變項 

（一）子女就學情形 

  本研究對象需符合「請問您目前是否有正在就學的孩子」，因此

藉由研究對象填答「否」者予以剔除，針對填答「是」者進行研究分

析。 

（二）家庭發展階段 

  本研究先以連續變項詢問其「長子女年齡」，再根據 Duvall (1977) 

以最大子女年齡為基礎分類成「家有學齡前子女階段」、「家有學齡

子女階段」、「家有青少年子女階段」、「子女準備離家階段」四個

家庭發展階段。進行多元迴歸時，將家庭發展階段處理成虛擬變項，

以「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為參照組。 

（三）子女數 

  本研究以連續變項測量子女數。 

 



 

42 

 

（四）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本研究先問其「目前是否有孩子與您在大陸同住」，選項包括「有，

且自己每日工作都會返回同住處」、「有，且自己平日外出工作，僅休

假返回同住處」、「無同住」。並針對回答「無同住」之樣本，進一步詢

問其「過去一年來，使用任何通訊管道與孩子聯繫的頻率（包括電話、

E-mail、網路社群（Facebook 等）、視訊（Skype 等）、手機通訊軟體

（WeChat、LINE）等）」，選項包括「幾乎每天」、「每週數次」、「每週

一次」、「每月一次」、「數月一次」。進行多元迴歸時，聯繫頻率回答

「數月一次」者為「非常低」；聯繫頻率回答「每月一次」者為「低」；

根據近似值將與子女同住情形回答「有，且自己平日外出工作，僅休

假返回同住處」以及聯繫頻率回答「每週一次」者合併為「普通」；聯

繫頻率回答「每週數次」者為「高」；根據近似值將與子女同住情形

回答「有，且自己每日工作都會返回同住處」以及聯繫頻率回答「幾

乎每天」者合併為「非常高」（如表 3-4-1）。分別編碼 1 至 5，分數越

高，代表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高。 

表 3-4-1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概念說明 

合併前變項 合併後變項 

與子女同住情形 聯繫情形 聯繫互動頻率 

1. 有，且每日工作都會返回同住處  5. 非常高 

2. 有，且平日外出工作，僅休假返回同住處  3. 普通 

3. 無同住 1. 幾乎每天 5. 非常高 

2. 每週數次 4. 高 

3. 每週一次 3. 普通 

4. 每月一次 2. 低 

5. 數月一次 1. 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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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父職參與量表 

  由於研究樣本收集不易，為了不減少正式研究之樣本數量，本研

究僅以專家效度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父職參與量表之效度，而不進

行量表之預試。 

一、原始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採用 Hawkins 等人(2002) 的「父職參與普查」（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簡稱 IFI 量表）。該量表能一併測量

父職參與中的認知層面、情感層面、道德層面以及直接或間接的行為

層面，並且適用於不同婚姻情況以及子女在幼兒至青少年階段的父親。

符合本研究目的，故使用之。IFI 量表原來有長短兩個版本，長版量

表共有 35 題，短版量表共有 26 題，然而 Hawkins 等人發現：短版

IFI 量表的適配度優於長版 IFI 量表，GIF 值達.917，即使減少題項的

三個因素仍保留相當的內部一致性，並且因吳明隆與涂金堂（2010）

提出量表堪用的程度其 Cronbach α 值應至少大於.7，而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達.94，因此本研究參考短版 IFI 量表並翻譯為中文作為

父職參與的測量工具。 

  Hawkins 等人在發展 IFI 量表時透過結構方程式進行因素分析，

共歸納出九個因素，此模型中的九個因素又能表明父親參與的一個單

一、全局的因素（a single global factor of father involvement），故本研

究之「父職參與量表」共有 26 個題項、九個分量表：「管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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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

感」、「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閱讀與作業指導」以及「生活關注」

（如表 3-4-2）。 

 

表 3-4-2 

父職參與原始量表之架構 

量表面向 翻譯說明 題號 

Discipline and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管教責任 1、2、3 

School Encouragement 學業鼓勵 4、5、6 

Mother Support 支持母親 7、8、9 

Providing 生活供應 10、11、12 

Time and Talking Together 時間與交談 13、14 

Praise and Affection 讚美與情感 15、16、17 

Developing Talents and Future Concerns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 18、19、20 

Reading and Homework Support 閱讀與作業指導 21、22、23 

Attentiveness 生活關注 24、25、26 

 

（二）計分方式 

  原 IFI 量表的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計分，根據每題敘述回

應表現「非常不好」、「很不好」、「不好」、「普通」、「好」、「很好」、

「非常好」，計 0 分至 6 分。然而在考量華人環境因素的前提下，若讓

受訪者自評表現好壞（how good a job）易產生道德價值判斷，影響受

訪者回答真實情形的意願，因此本研究將計分方式修改成為 Likert 五

點量表，根據每題敘述回答過去一年參與頻率「未曾如此」、「不常如

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計 1 分至 5 分，計分

各分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個人對此父職參與面向的程度愈高；整體

分數愈高，即表示個人對整體之父職參與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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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表效度與信度 

1. 專家效度 

    在內容效度方面，本研究邀請國內在父職與親子研究領域之學者，

協助建立本量表之內容效度。請專家委員針對量表初稿原文翻譯中文

之語句措辭的流暢性、適切性以及易於理解的程度提出修正建議，加

以審查其表面效度，並進一步檢視各題項是否符合所屬之分量表的內

涵，以建立本量表的內容效度。 

2. 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根據 Hawkins 等人透過結構方程式進行因素分析，共歸納出九個

因素，其因素負荷量（λ 值）介於.69 至.94 之間，而各題項之因素負

荷量介於.53 至.86 之間（見表 3-4-3）。 

  IFI 量表的建構效度，Hawkins 等人透過 IFI 量表的中的九個因素

與其他問卷所包含相關的概念與進行相關考驗，結果發現在九個因素

相關模型中的八個因素與被預測概念的關聯獲得支持，唯「學業鼓勵

（School Encouragement）」在相關預測模型上明顯較弱。 

  另外，Hawkins 等人透過一系列的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完整婚姻

的家庭以及分居或離婚的家庭在 IFI 量表各因素上的差異，並假設與

孩子非同住的父親在花時間陪伴孩子、留意孩子日常瑣事、與母親建

立好的共親職關係、經濟提供、讀故事給孩子聽以及管教孩子層面上

在填答時不會高於與孩子同住的父親。研究結果發現在留意孩子日常

瑣事、經濟提供、與母親建立好的共親職關係上有支持假設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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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管教孩子、花時間陪伴孩子以及讀故事給孩子聽的層面卻未獲

得支持。其原因推測在不完整婚姻中的父親與子女非同住情形下的父

職多以這幾種方式回應，並認為在有困難的情境下已做到最好，因此

才會縮小與孩子同住父親的差異。 

 

表 3-4-3 

IFI 量表因素負荷量 

因素  題項 λ 

管教責任  .81 

 管教您的孩子                           .76 

 鼓勵您的孩子做好自己的家務 .79 

 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 .81 

學業鼓勵  .77 

 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 .79 

 督促您的孩子完成學校作業 .82 

 教導您的孩子要遵守學校的規則 .72 

支持母親  .76 

 給予配偶鼓勵和情感支持 .83 

 告訴孩子們母親的重要與特別 .79 

 與您的配偶協力合作教養孩子 .85 

生活供應  .69 

 提供您孩子基本生活需求(吃、穿、庇護與健康) .67 

 提供您的孩子經濟支持 .81 

時間與交談  .88 

 成為您孩子的夥伴或好朋友 .72 

 當您的孩子想要交談時，能抽出時間與他交談 .79 

 抽出時間陪您的孩子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78 

讚美與情感  .83 

 當您的孩子做善事或正確的事時會讚美他們 .84 

 當您的孩子將事情做得很好時會讚美他們 .86 

 告訴您的孩子「我愛你」 .59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  .81 

 鼓勵您的孩子發展自己的才能 .53 

 鼓勵您的孩子繼續求學 .59 

 規劃您孩子的未來(教育、訓練) .74 

閱讀與作業指導  .71 

 鼓勵您的孩子多閱讀 .70 

 讀故事給您較年幼的孩子聽 .82 

 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 .7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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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關注  .94 

 參與孩子所參加的活動(運動、學校、才藝活動) .56 

 照顧您的孩子的基本需求或活動(餵食、接送) .63 

 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 .70 

註：λ = 因素負荷量 

資料來源：“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A pilot study of a new measure of 

father involvement” by A. J. Hawkins, K. P. Bradford, R. Palkovitz, S. L. Christiansen, R. 

D. Day, & V. R. A. Call, 2002,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0(2), 183-196. 

3. 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信度 

  根據 Hawkins 等人發展的短版 IFI 量表所測量的內部一致性，得

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94，其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如下：「管教

責任」.85、「學業鼓勵」.82、「支持母親」.87、「生活供應」.69、「時

間與交談」.80、「讚美與情感」.79、「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75、「閱

讀與作業指導」.83 以及「生活關注」.69。根據吳明隆及涂金堂（2010）

的說法，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最好在.80 以上，故本研究之父職參

與量表，信度可謂良好。 

 

二、正式量表 

（一）量表效度 

  本研究於「父職參與量表」正式問卷回收後先進行第一次驗證性

因素分析，檢驗量表之建構效度並根據題項適切性評估刪題，經調整

後再進行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下： 

1. 第一次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第一次驗證性因素分析中，正式量表 KMO 值為.882，Bartlett

球形檢定的χ2值為 2883.495，自由度 325，達顯著，表示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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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驗證性因素分析將因子數目固定為 9 個，以主軸法之「直

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行斜交轉軸，分析結果發現九個因素共

可解釋「父職參與」62.627％的變異量，各因素特徵值如下：「管教

責任」.926、「學業鼓勵」1.885、「支持母親」1.025、「生活供應」

1.463、「時間與交談」9.023、「讚美與情感」.795、「發展才能與關

心未來」1.356、「閱讀作業與指導」.853、「生活關注」2.136。根據

陳正昌等人（2011）的解釋，特徵值小於 1 為不該萃取之因素，然而

本研究「管教責任」、「讚美與情感」、「閱讀作業與指導」與「生

活關注」四個因素的特徵值尚接近 1，因素各自的概念分別與原 IFI

量表概念接近，並且在四個因素中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3，因

此本研究仍採納此四因素。 

  進一步觀察原 IFI 量表的各題項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因素負荷

量，發現正式量表中，「學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

「時間與交談」、「生活關注」分量表內的各題項最大因素負荷量的

分佈與原 IFI 量表相同。然而其他四個分量表的題項最大因素負荷量

的分佈與原 IFI 量表有所差異，以下依各分量表說明： 

(1)  在原 IFI 量表之「管教責任」分量表中，「管教您的孩子」及「為

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兩個題項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最高因素

負荷量並未落在當中，進一步了解發現「管教您的孩子」一題於「管

教責任」的因素負荷量小於.3，且在原 IFI 量表中此題於該分量表

中的因素負荷量（λ）為三題之中最低 (.76)，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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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刪除該題；而「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一題於「管教責任」

仍有大於.3 的因素負荷量 (.341)，因此本研究擬保留該題項。 

(2)  在原 IFI 量表之「讚美與情感」分量表中，「告訴您的孩子『我

愛你』」題項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最高因素負荷量並未落在當中，

進一步了解發現其於「讚美與情感」的因素負荷量小於.3，且在原

IFI 量表中此題於該分量表中的因素負荷量（λ）為三題之中最低 

(.59)，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擬刪除該題。 

(3)  在原 IFI 量表之「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分量表中，「鼓勵您的

孩子發展自己的才能」題項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最高因素負荷量

並未落在當中，進一步了解發現其於「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的因

素負荷量小於.3，且在原 IFI 量表中此題於該分量表中的因素負荷

量（λ）為三題之中最低 (.53)，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擬刪除該題。 

(4)  在原 IFI 量表之「閱讀與作業指導」分量表中，「鼓勵您的孩子

多閱讀」及「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兩個題項在驗證性因素分

析的最高因素負荷量並未落在當中，進一步了解發現「鼓勵您的孩

子多閱讀」一題於「閱讀與作業指導」的因素負荷量小於.3，且在

原 IFI 量表中此題於該分量表中的因素負荷量（λ）為三題之中最

低 (.70)，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擬刪除該題；而「協助您較大的孩

子做作業」一題於「閱讀與作業指導」有接近.3 的因素負荷量(.272)，

因此本研究擬保留該題項。 

  綜合上述，本研究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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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原 IFI 量表的因素負荷量，共刪除「管教您的孩子」、「告您的孩

子『我愛你』」、「鼓勵您的孩子發展自己的才能」以及「鼓勵您的

孩子多閱讀」四題，並進行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量表經刪題

後之建構效度並題項適切性。 

2. 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刪題後的正式量表KMO值為.871，

Bartlett 球形檢定的χ2值為 2350.575，自由度 231，達顯著，表示適

合進行因素分析。 

  在因素分析中將因子數目固定為 9 個，以主軸法之「直接斜交法

（direct oblimin）」進行斜交轉軸，共可解釋「父職參與」65.186％的變

異量，並且九個因素皆與第一次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因素相同。各因素

特徵值如下：「管教責任」.640、「學業鼓勵」1.758、「支持母親」.927、

「生活供應」1.309、「時間與交談」7.826、「讚美與情感」.846、「發

展才能與關心未來」1.177、「閱讀作業與指導」.803、「生活關注」

1.996。其中「管教責任」、「支持母親」、「讚美與情感」、「閱讀

作業與指導」與「生活關注」五個因素的特徵值小於 1，然而各自的

概念分別與原 IFI 量表概念接近，並且在五個因素中的題項之因素負

荷量皆大於.3，因此本研究仍採納此五因素。 

  各因素及題項的分佈如表 3-4-4。進一步觀察原 IFI 量表的各題

項是否分佈在與原 IFI 量表相同的因素中，發現三個題項有異，以下

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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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題項 3「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在驗證性因素

分析的最大因素負荷量落在「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因素，但其於

「學業鼓勵」因素亦有大於.3 的負荷量 (.352)，因此本研究基於 IFI

量表發展原理擬將該題仍歸於「學業鼓勵」因素。 

(2)  題項 19「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最大因

素負荷量落在「生活關注」因素，但其於「閱讀與作業指導」因素

亦有大於.3 的負荷量 (.311)，因此本研究基於 IFI 量表發展原理擬

將該題仍歸於「閱讀與作業指導」因素。 

(3)  題項 22「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在驗證性因

素分析的最大因素負荷量落在「時間與交談」因素，但其於「生活

關注」因素亦有大於.3 的負荷量(.302)，因此本研究基於 IFI 量表

發展原理擬將該題仍歸於「生活關注」因素。 

  綜合上述，本研究根據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各題項因素負荷

量，調整「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協助您較大

的孩子做作業」及「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三個

題項的因素分佈，使本研究之父職參與正式量表與 IFI 量表各因素中

題項分佈相同。兩次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題項異動結果如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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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父職參與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刪題後） 

原面向 
題 

號 
量表題項 

直接斜交法斜交轉軸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管教責任 

 

因素 2 

學業鼓勵 

因素 3 

支持母親 

因素 4 

生活供應 

因素 5 

時間與 

交談 

因素 6 

讚美與 

情感 

因素 7 

發展才能與
關心未來 

因素 8 

閱讀與作
業指導 

因素 9 

生活關注 

管教責任 
1 鼓勵您的孩子做好自己的家務 -.509  .143      .218 

2 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 -.690       .119  

學業鼓勵 

3 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 -.189 .352   -.145 .104 .392  -.148 

4 督促您的孩子完成學校作業  .925        

5 教導您的孩子要遵守學校的規則 -.328 .506        

支持母親 

6 給予配偶鼓勵和情感支持   .705  .142 .140    

7 告訴孩子們母親的重要與特別 -.300  .547       

8 與您的配偶協力合作教養孩子  .221 .335  .186  .180  .137 

生活供應 
9 提供您孩子基本生活需求（吃、穿、庇護與健康）    .974 -.157     

10 提供您的孩子經濟支持    .574 .108     

時間與 

交談 

11 成為您孩子的夥伴或好朋友   .123  .682     

12 當您的孩子想要交談時，能抽出時間與他交談     .692 .124    

13 抽出時間陪您的孩子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603   .310  

讚美與 

情感 

14 當您的孩子做善事或正確的事時會讚美他們      .952    

15 當您的孩子將事情做得很好時會讚美他們      .881    

發展才能 

與關心未來 

16 鼓勵您的孩子繼續求學     .103 .135 .794 -.104  

17 規劃您孩子的未來（教育、訓練）   .198    .618 .191  

閱讀與作 

業指導 

18 讀故事給您較年幼的孩子聽      .135  .656 .103 

19 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  .153      .311 .474 

生活關注 

20 參與孩子所參加的活動 (運動、學校、才藝活動 )    -.108    .125 .830 

21 照顧您的孩子的基本需求或活動（餵食、接送）      .102   .566 

22 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 -.179  -.155 .128 .315  .165  .302 

註：僅顯示因素負荷量 < .100。因素負荷量 > .300，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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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父職參與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第一次驗證性因素分析 刪題後進行第二次驗證性因素分析 

與 IFI 量表分佈有異之題項 處理方式 與 IFI 量表分佈有異之題項 處理方式 

1.管教您的孩子 刪除 3.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

好的成就表現 

留在原因素中 

3.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 保留 

17.告訴您的孩子「我愛你」 刪除 
19.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 

留在原因素中 

18.鼓勵您的孩子發展自己的才能 刪除 

20.鼓勵您的孩子多閱讀 刪除 22.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

哪裡，在做什麼 

留在原因素中 

22.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 保留 

 

（二）量表信度 

  本研究於「父職參與量表」正式問卷回收後，以有效樣本 213 人

進行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分析，以瞭解量表之穩定性與

一致性。得刪題後之正式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908，各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管教責任」.736、「學業鼓勵」.789、「支持母

親」.769、「生活供應」.703、「時間與交談」.810、「讚美與情感」.936、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714、「閱讀與作業指導」.697、「生活關注」.675。 

（三）量表內容 

  正式量表包含九個分量表，共 22 個題項（如附錄一）。各分量表

內涵與正式題號如下： 

1. 管教責任：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會鼓勵子女做好自己的家務，

並為子女訂立行為準則。包括 1、2 共二題。 

2. 學業鼓勵：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會鼓勵子女在學業上有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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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表現，以及督促子女完成學校作業，並教導子女要遵守學校規則。

包括 3、4、5 共三題。 

3. 支持母親：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會給予配偶鼓勵和情感支持，

告訴子女母親的重要和特別，並且總是與配偶協力合作教養子女。包

括 6、7、8 共三題。 

4. 生活供應：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提供子女基本生活需求以及

經濟支持。包括 9、10 共兩題。 

5. 時間與交談：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與子女保持夥伴及好朋友的

關係，可以在子女需要交談時能為子女抽出時間，並且總是陪子女做

他們想做的事情。包括 11、12、13 共三題。 

6. 讚美與情感：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會在子女做善事、正確的事

情以及將事情做得很好時稱讚他們。包括 14、15 共二題。 

7.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鼓勵子女繼續求學，並且總

是會為子女規劃未來。包括 16、17 共二題。 

8. 閱讀與作業指導：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對較年幼的子女讀故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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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較年長的子女做作業。包括 18、19 共二題。 

9. 生活關注：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較高的頻率參與子女參加的活動，總是

照顧子女基本的需求及活動，並且總是知道孩子平常和朋友去那裡做

了些什麼。包括 20、21、22 共三題。 

 

參、 親子關係量表 

  由於研究樣本收集不易，為了不減少正式研究之樣本數量，本研

究僅以專家效度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親子關係量表之效度，而不進

行量表之預試。 

一、 原始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採用黃桂英（2006）對國內父親施測之親子關係量表。 該

量表係參考黃千慈（2004）的「親子關係量表」與張瑛（2004）的「親

子關係調查問卷」編製而成，量表中測量父親與子女之間的相處感覺、

父親對子女的觀感以及親子之間的分享與依附，與本研究與探究之親

子關係內涵相近，且與本研究同為以父親為施測對象，故使用之。 

  黃桂英之親子關係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共歸納出三個因素，故本研

究預式之「親子關係量表」26 個題項、3 個分量表：「相處的感覺」、

「對子女的觀感」以及「分享與依附」（如表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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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親子關係原始量表之架構 

量表面向 內涵說明 題號 

相處的感覺 父親在親子之間相處時的感受 1-10 

對子女的觀感 父親對子女的看法與瞭解 11-16 

分享與依附 父親對子女的互動期許及依附關係 17-26 

 

（二）計分方式 

  親子關係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反應方式為「完全不符合」、

「不符合」、「一半符合」、「符合」以及「完全符合」，計 1 分至 5 分。

各分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個人在此親子關係面向愈佳；整體分數愈

高，即表示個人的整體親子關係愈佳。 

（三）量表效度與信度 

1. 專家效度 

  在內容效度方面，本研究邀請國內在父職與親子研究領域之學者，

協助建立本量表之內容效度。請專家委員針對量表題項之語句措辭流

暢性、適切性以及易於理解的程度提出修正建議，加以審查其表面效

度，並進一步檢視各題項是否符合所屬之分量表的內涵，以建立本量

表的內容效度。 

2. 建構效度 

  黃桂英（2006）透過 182 份樣本以因素分析法進行建構效度分析，

結果發現該量表 KMO 值為.90，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並且以正交轉軸

之最大變異法（varimax）共得三個因素，其中「相處的感覺」可解釋

25％之累計變異樣、「對子女的觀感」可解釋 56％之累計變異量、「分



 

57 

 

享與依附」可解釋 43％之累計變異量；全量表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56

％，可謂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3. 內部一致性信度 

  黃桂英（2006）測量親子關係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得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93，其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如下：「相處的感

覺」.93、「對子女的觀感」.87、「分享與依附」.82。根據吳明隆及涂

金堂（2010）的說法，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最好在.80 以上，故本

研究之父職參與量表，信度可謂良好。 

 

二、正式量表 

（一）量表內容 

  正式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共 26 個題項（如附錄一）。各分量表

內涵與正式題號如下： 

1. 相處的感覺：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能與子女很親密，在讓子女開心時感到

高興，與子女單獨相處感到溫暖，和子女相處時感到新鮮、放鬆、被

重視、有趣、愉快、有成就感，並且子女能帶來幸福感。包括 1 至 10

題共十題。 

2. 對子女的觀感：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可以完全信任子女，認為子女是有責任

心、具判斷力、性格成熟、具備許多優點的人，並相信大多數人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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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自己子女一段時間都會欣賞他們。包括 11 至 16 題共六題。 

3. 分享與依附： 

  該面向得分較高之父親，可以與子女無所不談，且最願意與子女

分享快樂的事，子女是其談心事最的聽眾，會在意子女是否關心我，

也希望瞭解孩子的一切；此外，其子女最喜歡與父親在一起、會與其

分享心事、父親心情不好時給予安慰、充分了解父親、並且在看法不

同時會說出自己的想法。包括 17 至 26 題共 10 題。 

（二）量表效度 

    本研究於「親子關係量表」正式問卷回收後，將原親子關係

量表 26 題以因素分析檢驗量表之建構效度及題項適切性。正式量表

KMO 值為.911，Bartlett 球形檢定的χ2值為 3701.631，自由度 325，

達顯著，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因子數目固定為 3 個，以主軸法之「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行斜交轉軸，發現三個因素共可解釋「父職參與」53.660

％的變異量，特徵值如下：「相處的感覺」2.007、「對子女的觀感」

2.770、「分享與依附」10.456。觀察各題項則發現，本研究之親子關

係量表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各題項最大因素負荷量分佈與黃桂英的

親子關係量表因素分佈結果相同（如表 3-4-7）。 

（三）量表信度 

  本研究於「親子關係量表」正式問卷回收後，以有效樣本 213 人

進行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分析，以瞭解量表之穩定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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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正式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936，各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值

分別為：「相處的感覺」.908、「對子女的觀感」.897、「分享與依附」.888。 

表 3-4-7 

親子關係正式問卷因素分析結果 

原面向 題號 量表題項 

直接斜交法斜交轉軸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分享與 

依附 

因素 2 

對子女的

觀感 

因素 3 

相處的 

感覺 

相處的感覺 1 當我做了一些讓孩子高興的事情時，就會有快樂的感覺   -.538 

相處的感覺 2 單獨跟孩子在一起時，我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101 -.197 -.741 

相處的感覺 3 孩子帶給我幸福的感覺  -.197 -.762 

相處的感覺 4 和孩子在一起的感覺很新鮮   -.581 

相處的感覺 5 和孩子相處時，我的心情很輕鬆 -.216 .245 -.769 

相處的感覺 6 從和孩子的相處中，我有被重視的感覺 .211 .145 -.480 

相處的感覺 7 和孩子的相處讓我覺得很愉快  .128 -.860 

相處的感覺 8 和孩子的相處很有趣  .117 -.790 

相處的感覺 9 和孩子的相處讓我有成就感  .240 -.668 

相處的感覺 10 我和孩子的關係很親密 .363  -.412 

對子女的觀感 11 只要認識我的孩子一段時間，大多數的人都會欣賞他們 .151 .441 -.261 

對子女的觀感 12 我可以完全信任我的孩子 .136 .501 -.226 

對子女的觀感 13 我的孩子是有責任心的人  .807  

對子女的觀感 14 我的孩子是具有判斷力的人 .113 .813  

對子女的觀感 15 我的孩子是性格成熟（懂事）的人  .856  

對子女的觀感 16 我的孩子具備了許多令人欣賞的優點  .779  

分享與依附 17 跟別人相比較，我的孩子最喜歡跟我在一起 .453  -.264 

分享與依附 18 我和孩子之間可以無所不談 .649 .130 -.111 

分享與依附 19 我若有心事，孩子是我最佳的聽眾 .700   

分享與依附 20 我若有快樂的事時，孩子是我最願意分享的人 .776   

分享與依附 21 我會在意孩子是否關心我 .586   

分享與依附 22 我希望瞭解孩子的一切，例如他們的想法、願望等等 .458 .108  

分享與依附 23 我希望孩子能充分地瞭解我，如我的想法、希望、焦慮等 .636   

分享與依附 24 當我的孩子看法與我不同時，他們會說出自己的看法 .538 .208  

分享與依附 25 孩子會告訴我他們的心事 .616 .138  

分享與依附 26 孩子看到我心情不好時會來安慰我 .716  -.538 

註：僅顯示因素負荷量 < .100。各題項因素負荷量最大值以粗體顯示。 



 

60 

 

第五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如下： 

壹、 準備階段 

一、研究主題擬定 

    研究者自民國 102 年 3 月開始參閱相關文獻，聚焦研究方向，確

定研究主題。 

二、資料蒐集與撰寫研究計劃 

    在確定研究主題後，即著手蒐集及整理相關文獻，並在確立研究

架構後，撰寫研究計劃，於民國 103 年 1 月進行論文計劃口試。 

貳、 編製研究工具階段 

一、問卷編製 

    根據研究架構與閱讀相關文獻，以及參酌在論文計劃口試過程中

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給予問卷編製之建議後，於民國 103 年 3 月下旬

完成研究工具之編製及修訂。 

二、專家效度與試訪 

  問卷初稿完成後，於 4 月上旬同時進行專家效度與試訪，再彙整

專家學者及試訪者之建議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加以修改題項語句修

辭並完成正式問卷。 

參、 正式施測階段 

    正式問卷內容確定後，以便利抽樣、立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的方

式於 5 月 10 至 9 月 10 日進行問卷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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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料處理分析與論文撰寫階段 

    正式問卷回收後，先刪除無效卷及具遺漏值之問卷，於 9 月上旬

進行各項統計處理與分析，並撰寫論文。於民國 104 年 1 月上旬進行

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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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壹、 描述性統計 

  針對個人背景、配偶背景及子女背景變項、父職參與、親子關係

三部份，以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呈現研究對象之特性。 

貳、 驗證性因素分析 

  分析「父職參與量表」與「親子關係量表」的建構效度，瞭解各

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以評估量表的適切性。 

參、 多元迴歸分析 

  分別考驗個人背景、配偶背景及子女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以

及「親子關係」之影響。 

肆、 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分析「父職參與」在個人背景、配偶背景及子女背景變項對「親

子關係」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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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依序從樣本之背景描述、在大陸工作父親之父職參與及其影

響因素，以及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及其影響因素等部份，分節

呈現研究結果。 

第一節 樣本之背景描述 

  本節針對在大陸工作父親的基本資料，以描述性統計（次數、

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加以分析。本研究在大陸工作之父親樣

本基本資料包含個人背景變項：教育程度與在大陸工作資歷；配偶

背景變項：國籍與工作狀況；子女背景變項：家庭發展階段、子女

數以及子女與父親的聯繫互動頻率。本研究共取得有效樣本 213

人，以表 4-1-1 及描述統計呈現樣本的分布情形。 

壹、 個人背景變項 

一、教育程度 

  受訪者中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者，包括高中（高職）（5.2％）、

國中（初中）（.5％）及國小以下（.5％），佔 6.1％；大學（專科／技

術學院）佔 62.0％，研究所以上佔 31.9％。 

二、大陸工作資歷 

  受訪者在大陸工作最短為 1 年，最長為 36 年，平均 10.87 年，

標準差為 5.59。 

貳、 配偶背景變項 

一、配偶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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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訪者中，配偶為中華民國籍者佔 81.7％；配偶為其他國籍者，

包括中國大陸籍（16.9％）及其他國籍（1.4％），共計 18.3％。 

二、配偶工作狀況 

  在受訪者中，配偶有全職工作者佔 50.7％；配偶無全職工作者，

包括未工作（42.3％）及兼職工作（7.0％），共計 49.3％。 

參、 子女背景變項 

一、家庭發展階段 

  本研究根據 Duvall (1977)以最大子女作為家庭階段的基礎，透過

訪問受訪者之長子女年齡得知其家庭發展階段。其中家有學齡前子女

階段（長子女年齡介於 3 歲至 5 歲），佔 14.6％；家有學齡子女階段

（長子女年齡介於 6 歲至 11 歲），佔 28.6％；家有青少年子女階段（長

子女年齡介於 12 歲至 19 歲），佔 29.6％；子女準備離家階段（長子

女年齡於 20 歲及以上），佔 27.2％。 

二、子女數 

  受訪者之子女最少為 1 位，最多為 4 位，平均數為 1.90，標準差

為.63。 

三、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受訪者在親子聯繫互動頻率非常低者（無同住且數月聯繫一次），

佔 1.9％；親子聯繫互動頻率低者（無同住且一月聯繫一次），佔 1.9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普通者（同住但是僅休假返回同住處（8.9％）、

無同住且一週聯繫一次（12.7％）），佔 21.6％；親子聯繫互動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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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同住且一週聯繫數次），佔 14.6％；親子聯繫互動頻率非常高

者（同住（38.5％）、無同住且幾乎每天聯繫（21.6％）），佔 60.1％。 

肆、 小結 

  本研究受訪父親教育程度超過九成為大專以上、在大陸工作資歷

平均 10.87 年。受訪者配偶超過八成為中華民國籍、約半數目前有全

職工作。在子女背景上，受訪者的家庭較多為家有青少年階段，整體

來看，超過七成的父親與子女有高頻率的聯繫。 

 

 
表 4-1-1 

受訪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N=213） 

變項 範圍 個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13 6.1 
  

 大學（專科／技術學院）  132 62.0   

 研究所以上  68 31.9   

大陸工作資歷（年） 1-36   10.87 5.59 

配偶國籍 

 中華民國籍 

 

174 81.7 
  

 其他國籍  39 18.3   

配偶工作狀況 

 有全職工作 

 

108 50.7 
  

 無全職工作  105 49.3   

家庭發展階段 

 家有學齡前子女階段 

 

31 14.6 
  

 家有學齡子女階段  61 28.6   

 家有青少年子女階段  63 29.6   

 子女準備離家階段  58 27.2   

子女數 1-4   1.90 .63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非常低 

1-5 

 4 1.9 
  

 低  4 1.9   

 普通  46 21.6   

 高  31 14.6   

 非常高  128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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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父職參與及其影響因素 

  本節針對在大陸工作父親之父職參與，以描述性統計（次數、百

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呈現，並以多元迴歸分析父職參與之影響因

素。 

壹、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父職參與 

一、父職參與整體分析 

  整體父職參與及其九個面向的平均數如表 4-2-1。在最低分為 1

分、最高分為 5 分、理論中點為 3 分的情況下，整體父職參與的平均

數為 3.70，顯示為偏向「經常如此」的程度。在父職參與的九個面向

中，父親在「生活供應」的參與程度最高，平均數為 4.69，此外，父

親亦常參與在「讚美與情感」（4.17）、「支持母親」（3.90）、「發展才能

與關心未來」（3.90）與「時間與交談」（3.85）面向；然而父親在「閱

讀與作業指導」的參與程度最低（2.94）。 

 

表 4-2-1 

在大陸父親之父職參與整體分析（N = 213） 

面向 題數 各題理論中點 各題平均數 

生活供應 2 3 4.69 

讚美與情感 2 3 4.17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 2 3 3.90 

支持母親 3 3 3.90 

時間與交談 3 3 3.85 

學業鼓勵 3 3 3.42 

管教責任 2 3 3.39 

生活關注 3 3 3.24 

閱讀與作業指導 2 3 2.94 

整體父職參與 22 3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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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職參與各面向分析 

  以下根據表 4-2-2 的資料，將各題項之「經常如此」與「總是如

此」百分比加總，並分別從父職參與各面向進行說明。 

（一）「管教責任」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39，標準差為.87，較近於理論中點 3，可

知在大陸工作父親在「管教責任」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較偏向「偶爾

如此」。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則發現填答總是、經常參與

的父親皆未過半數，僅 48.4％的父親經常「鼓勵您的孩子做好自己的

家務」，而 47.4％的父親經常「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 

（二）「學業鼓勵」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42，標準差為.86，較近於理論中點 3，可

知在大陸工作父親在「學業鼓勵」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較偏向「偶爾

如此」。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發現父親最常「鼓勵孩子在

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59.7％），此外，亦有 56.3％的父親經常「教

導孩子要遵守學校的規則」；然而，僅 37.6％的父親會常去「督促孩

子完成學校作業」。 

（三）「支持母親」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90，標準差為.79，為接近「經常如此」之

程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發現經常「給予配偶鼓勵和情

感支持」及「告訴孩子們母親的重要與特別」的父親達到 70.9％，亦

有 70.5％的父親經常「與您的配偶協力合作教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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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供應」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4.69，標準差為.53，偏向「總是如此」的程

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兩題皆有將近九成五的父

親經常「提供孩子經濟支持」（94.8％）以及「提供孩子基本生活需求」

（94.3％）。 

（五）「時間與交談」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85 標準差為.76，為偏向「經常如此」之

程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最多父親經常「成為夥

伴或朋友關係」（75.1％），另外亦有 71.4％的父親常會「當孩子想要

交談時，能抽出時間與他交談」，然而僅 47.4％的父親經常「抽出時

間陪您的孩子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六）「讚美與情感」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4.17，標準差為.80，為偏向「經常如此」之

程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最多父親經常「當孩子

將事情做得很好時會讚美他們」（83.6％），另外亦有超過七成的父親

經常「當孩子做善事或正確的事時會讚美他們」（77.4％）。 

（七）「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90，標準差為.90，為偏向「經常如此」之

程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最多父親經常去「鼓勵

孩子繼續求學」（79.4％），另外亦有 64.3％的父親經常會「規劃孩子

的未來」。 



 

69 

 

（八）「閱讀與作業指導」面向 

  由表 4-2-2 的資料發現，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2.94，標準差為.97，

較近於理論中點 3，可知在大陸工作父親在「閱讀與作業指導」面向

的父職參與程度上較偏向「偶爾如此」。進一步瞭解面向中各題項，

可發現只有三成的父親會經常「協助較大的孩子做作業」（30.0％），

低於三成的父親會經常「讀故事給教年幼的孩子聽」（24.4％）。 

（九）「生活關注」面向 

  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24，標準差為.86，較近於理論中點 3，可

知在大陸工作父親在「生活關注」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較偏向「偶爾

如此」。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僅有近六成的父親經

常「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59.1％），然而不到

四成的父親會經常「照顧孩子基本需求或活動」（38.0％），會經常「參

與孩子所參加的活動」則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父親（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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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父職參與情況之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之分析（N=213）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未曾如此 不常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總是如此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整體父職參與 3.70 .56           

管教責任 3.39 .87           

1. 鼓勵您的孩子做好自己的家務 3.41 .93 3 1.4 33 15.5 74 34.7 79 37.1 24 11.3 

2. 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 3.37 1.03 10 4.7 30 14.1 72 33.8 73 34.3 28 13.1 

學業鼓勵 3.42 .86           

3. 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 3.62 .91 5 2.3 17 8.0 64 30.0 96 45.1 31 14.6 

4. 督促您的孩子完成學校作業 3.17 1.06 13 6.1 42 19.7 78 36.3 56 26.3 24 11.3 

5. 教導您的孩子要遵守學校的規則 3.48 1.07 8 3.8 36 16.9 49 23.0 85 39.9 35 16.4 

支持母親 3.90 .79           

6. 給予配偶鼓勵和情感支持 3.91 .91 0  18 8.5 44 20.7 91 42.7 60 28.2 

7. 告訴孩子們母親的重要與特別 3.90 1.05 7 3.3 16 7.5 39 18.3 80 37.6 71 33.3 

8. 與您的配偶協力合作教養孩子 3.89 .91 2 .9 14 6.6 47 22.1 93 43.7 57 26.8 

生活供應 4.69 .53           

9. 提供您孩子基本生活需求(吃、穿、庇護與健康) 4.69 .61 0  2 .9 10 4.7 41 19.2 160 75.1 

10. 提供您的孩子經濟支持 4.69 .60 0  2 .9 9 4.2 42 19.7 160 75.1 

時間與交談 3.85 .76           

11. 成為您孩子的夥伴或好朋友 4.06 .81 0  5 2.3 48 22.5 89 41.8 71 33.3 

12. 當您的孩子想要交談時，能抽出時間與他交談 3.98 .89 0  12 5.6 49 23.0 83 39.0 69 32.4 

13. 抽出時間陪您的孩子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3.51 .97 5 2.3 20 9.4 87 40.8 63 29.6 38 17.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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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與情感 4.17 .80           

14. 當您的孩子做善事或正確的事時會讚美他們 4.14 .87 1 .5 7 3.3 40 18.8 78 36.6 87 40.8 

15. 當您的孩子將事情做得很好時會讚美他們 4.20 .78 0  6 2.8 29 13.6 95 44.6 83 39.0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 3.90 .90           

16. 鼓勵您的孩子繼續求學 4.08 1.02 9 4.2 7 3.3 28 13.1 83 39.0 86 40.4 

17. 規劃您孩子的未來(教育、訓練) 3.72 1.03 5 2.3 24 11.3 47 22.1 86 40.4 51 23.9 

閱讀與作業指導 2.94 .97           

18. 讀故事給您較年幼的孩子聽 2.84 1.14 26 12.2 57 26.8 78 36.6 29 13.6 23 10.8 

19. 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 3.03 1.07 17 8.0 45 21.1 87 40.8 42 19.7 22 10.3 

生活關注 3.24 .87           

20. 參與孩子所參加的活動(運動、學校、才藝活動) 2.95 1.07 21 9.9 42 19.7 97 45.5 32 15.0 21 9.9 

21. 照顧您的孩子的基本需求或活動(餵食、接送) 3.18 1.14 13 6.1 50 23.5 69 32.4 48 22.5 33 15.5 

22. 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 3.59 1.12 10 4.7 29 13.6 48 22.5 78 36.6 48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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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父職參與影響因素 

  本研究將預測變項中的非連續變項先轉換為虛擬變項，再進行多

元迴歸分析。在多元共線性檢定的結果發現：在所有樣本中的背景變

項（N=213），容忍度（tolerance）在.465 至.949 之間均大於.1，變異

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在 1.053 至 2.150 之間均小

於 10，最大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 CI）為 18.768 小於 30，顯示

無共線性問題（陳正昌等人，2011）。 

  本研究以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為預測變項，整體及各面向

父職參與之平均數為校標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檢驗在大陸工作

父親的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父職參與。多元迴歸分

析結果如表 4-2-3，整體父職參與而言，發現背景變項對整體父職參

與之預測力達顯著（F(10,202) = 2.428，p < .01），校正後決定係數為.063，

表示背景變項能預測父親整體父職參與 6.3％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

各自變項對父親整體父職參與的預測力時，發現僅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β=.285，p<.001）可有效預測父親整體父職參與，意即親子聯繫互動

頻率越高者，父親整體父職參與的程度就會越高。 

  進一步觀察父職參與各面向，發現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支持

母親」（F(10,202) = 1.458，N.S.）、「生活供應」（F(10,202) = 1.366，N.S.）

與「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F(10,202) = .812，N.S.）之預測力不顯著，

意即父親在「支持母親」、「生活供應」與「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面

向的父職參與程度不受父親之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影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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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背景變項分別對其它具有顯著預測力的父職參與面向之影響進行

說明。 

一、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管教責任」之 

影響 

  由表 4-2-3 可知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管教責任之預測力接近顯

著（F(10,202) = 1.770，p < .1），校正後決定係數為.035，表示背景變項

能預測父親管教責任 3.5％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父親管

教責任的預測力時，發現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199，p < .01）可有

效預測父親管教責任，意即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高者，父親在管教責

任的父職參與程度就會越高。 

二、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學業鼓勵」之 

影響 

  由表 4-2-3 可知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學業鼓勵之預測力接近顯

著（F(10,202) = 1.644，p < .1），校正後決定係數為.029，表示背景變項

能預測父親學業鼓勵 2.9％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父親學

業鼓勵的預測力時，發現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β=.153，p <.05）與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154，p <.05）可有效預測父親學業鼓勵，另

外家庭發展階段之家有青少年子女（β=.166，p < .1）亦勉強可預測父

親學業鼓勵，意即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相較於研究所以上、家有親少

年子女階段相較於子女準備離家階段、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高者，父

親在學業鼓勵的父職參與程度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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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時間與交談」之 

影響 

  由表 4-2-3 可知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時間與交談之預測力達顯

著（F(10,202) = 2.371，p < .05），校正後決定係數為.061，表示背景變項

能預測父親時間與交談 6.1％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父親

時間與交談的預測力時，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 = .264，p < .001）可

有效預測父親管教責任，另外發現家庭發展階段之家有學齡子女（β 

= -.187，p < .1）、家有青少年子女（β = -.149，p < .1）亦勉強可預測

父親時間與交談，意即家庭發展階段為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相較於家有

學齡前子女及學齡子女階段、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高者，父親在時間

與交談的父職參與程度就會越高。 

四、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讚美與情感」之 

影響 

  由表 4-2-3 可知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讚美與情感之預測力達顯

著（F(10,202) = 2.129，p < .05），校正後決定係數為.051，表示背景變項

能預測父親讚美與情感 5.1％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父親

讚美與情感的預測力時，發現教育程度之高中職以下（β= -.174，p 

< .05）、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204，p < .01）可有效預測父親管教責

任，另外大陸工作資歷（β= .133，p < .1）亦勉強可預測父親讚美與

情感，意即教育程度越高、大陸工作資歷越高、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

高者，父親在讚美與情感的父職參與程度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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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閱讀與作業指導」

之影響 

  由表 4-2-3 可知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閱讀與作業指導之預測力

達顯著（F(10,202) = 4.643，p < .001），校正後決定係數為.147，表示背

景變項能預測父親閱讀與作業指導 14.7％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自

變項對父親閱讀與作業指導的預測力時，發現家庭發展階段之家有學

齡前子女（β = .293，p < .01）、家有學齡子女（β = .199，p < .05）及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 = .264，p < .001）可有效預測父親閱讀與作業

指導，意即家庭發展階段為家有學齡前子女及學齡子女相較於子女準

備離家階段、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高者，父親在閱讀與作業指導的父

職參與程度就會越高。 

六、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生活關注」之 

影響 

  由表 4-2-3 可知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生活關注之預測力達顯著

（F(10,202) = 2.161，p < .05），校正後決定係數為.052，表示背景變項能

預測父親生活關注 5.2％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父親生活

關注的預測力時，發現僅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 = .280，p < .001）可

有效預測父親生活關注，意即親子聯繫互動頻率越高者，父親在生活

關注的父職參與程度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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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之多元迴歸分析（N=213） 

校標變項 

預測變項 

整體父職 

參與 
管教責任 學業鼓勵 支持母親 生活供應 時間與交談 

讚美與 

情感 

發展才能與

關心未來 

閱讀與作業 

指導 
生活關注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教育程度 a 

 －高中職以下 -.009 .178 .078 .282 .016 .277 -.033 .259 .024 .171 .002 .240 -.174* .255 -.029 .298 -.012 .294 .045 .277 

 －大專院校 .057 .085 .110 .134 .153* .131 .027 .123 -.107 .081 .019 .114 -.071 .121 .004 .142 .006 .140 .086 .132 

大陸工作資歷 .067 .008 .033 .012 .066 .012 -.035 .011 .112 .007 .056 .010 .133+ .011 -.033 .013 .032 .013 .085 .012 

配偶國籍 

 －其他國籍 b 
-.045 .107 -.039 .168 -.053 .166 -.095 .155 -.071 .102 -.037 .144 .031 .153 -.027 .178 .023 .176 -.006 .166 

配偶工作狀況 

 －無全職工作 c 
.019 .076 .050 .121 .026 .119 -.048 .111 .107 .073 .053 .103 .005 .109 -.118+ .128 .039 .126 .035 .119 

家庭發展階段 d 

 －家有學齡前子女 .114 .147 .148 .231 .055 .227 .089 .213 .054 .141 .034 .198 .127 .210 -.087 .245 .293** .242 .019 .228 

 －家有學齡子女 .075 .121 .107 .191 .159 .187 .032 .175 .019 .116 -.187+ .163 .080 .173 .036 .202 .199* .199 .029 .187 

 －家有青少年子女 .069 .110 .079 .173 .166+ .170 .097 .160 .069 .105 -.154+ .148 .041 .157 .044 .184 .093 .181 .003 .171 

子女數 .021 .065 .093 .102 .034 .100 .000 .094 .074 .062 -.071 .087 .005 .093 -.021 .108 .057 .107 .002 .100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285*** .041 .199** .065 .154* .064 .169* .060 .120 .039 .264*** .055 .204** .059 .050 .069 .264*** .068 .280*** .064 

F 值 

R 

R2 

Adj．R2 

2.428** 

.328 

.107 

.063 

1.770+ 

.284 

.081 

.035 

1.644+ 

.274 

.075 

.029 

1.247 

.241 

058 

.012 

1.366 

.252 

.063 

.017 

2.371* 

.324 

.105 

.061 

2.129* 

.309 

.095 

.051 

.721 

.186 

.034 

-.013 

4.643*** 

.432 

.187 

.147 

2.161* 

.311 

.097 

.052 

註：各類別之參照組為 a研究所以上、b中華民國籍、c有全職工作、d子女準備離家階段。β 為標準化之迴歸係數值 
+p<.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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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可知父親整體父職參與程度偏向「經常」，

進一步研究其九面向，發現最多父親經常參與「生活供應」；並且也

經常參與「讚美與情感」、「支持母親」、「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及「時

間與交談」；最不常參與的面向則為「閱讀與作業指導」。另外父職參

與的各題項在加總「經常如此」與「總是如此」的百分比之下，本研

究發現最多父親經常「提供孩子經濟支持」以及「提供孩子基本生活

需求（吃、穿、庇護與健康）」，佔九成四的百分比；然而僅不到四分

之一的父親會經常「讀故事給教年幼的孩子聽」及「參與孩子所參加

的活動（運動、學校、才藝活動）」。 

  在背景變項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發現背景變項對整體父職參與

有影響，且父親在親子互動頻率越高則整體父職參與程度愈高。進一

步觀察背景變項對各面向父職參與的影響，發現除了「支持母親」、

「生活供應」與「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背景變項對其它面向之父職

參與皆有影響：在教育程度上，父親為大專院校則較常參與「學業鼓

勵」，且父親教育程度越高越常參與「讚美與情感」；在大陸工作資歷

上，資歷越高的父親越常參與「讚美與情感」；在家庭發展階段上，

家有學齡前、學齡子女的父親較常參與「閱讀與作業指導」，家有青

少年子女的父親較常參與「學業鼓勵」，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的父親則

相較家有學齡、青少年子女的父親更常參與「時間與交談」；在親子

聯繫互動頻率上，父親聯繫互動頻率越高則在「管教責任」、「學業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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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感」、「閱讀與作業指導」、「生活關注」

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皆會越高。在配偶國籍、配偶工作狀況以及子女

數背景變項則不會影響整體及各層面的父職參與。故可知本研究假設

1-1、1-2、1-5 以及 1-7 獲得部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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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本節針對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以描述性統計（次數、百

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呈現，並以多元迴歸、多元階層迴歸分析親

子關係之影響因素。 

壹、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 

一、整體親子關係分析 

  整體親子關係及其三個面向的平均數如表 4-3-1，在最低分為 1

分、最高分為 5 分、理論中點為 3 分的情況下，本研究在大陸父親的

整體親子關係平均數為 4.08，顯示為偏向「正向」描述的親子關係。

在親子關係的三個面向中，所有面向都高於理論中點，並且父親與子

女在「相處的感覺」最好，平均數為 4.40，此外，父親與子女在「對

子女的觀感」（4.10）及「分享與依附」（3.75）亦皆為正向描述的親子

關係。 

 

三、 各面向親子關係分析 

  以下根據表 4-3-2 的資料，將各題項之「符合」與「完全符合」

百分比加總，並分別從親子關係各面向進行說明。 

表 4-3-1 

在大陸父親之親子關係整體分析（N = 213） 

面向 題數 各題理論中點 各題平均數 

相處的感覺 10 3 4.40 

對子女的觀感 6 3 4.10 

分享與依附 10 3 3.75 

整體親子關係 26 3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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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處的感覺」面向 

  由表 4-3-2 的資料發現，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4.40，標準差為.57，

較偏向「符合」於「完全符合」程度之間。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

題項，發現父親對幾乎所有題項正向描述的符合程度都在八成以上，

其中最多父親認同「孩子帶給我幸福的感覺」，佔 95.6％，另外其它

高於九成的父親所認同的相處感覺正向描述依序為：「從和孩子的相

處中，我有被重視的感覺」（93.5％）、「和孩子的相處讓我覺得很愉快」

（92.5％）、「和孩子相處時，我的心情很輕鬆」（92.5％）以及「單獨跟

孩子在一起時，我有一種溫暖的感覺」（90.6％）；而最少父親認同的

正向描述為「和孩子在覺很新鮮」（79.4％）。可知絕多數父親與子女

相處上的各層面感覺都很好，其中與子女互動所獲得的幸福感、被重

視的感覺、愉快感、輕鬆感、溫暖的感覺最多。 

（二）「對子女的觀感」面向 

  由表 4-3-2 的資料發現，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4.10，標準差為.61，

較偏向「符合」的程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父親

對大部份題項正向描述的符合程度都在八成以上，其中最多父親認同

「只要認識我的孩子一段時間，大多數的人都會欣賞他們」，佔 87.3％，

另外其它高於八成父親所認同對子女觀感的正向描述依序為：「我可

以完全信任我的孩子」（86.4％）、「我的孩子具備了許多令人欣賞的優

點」（80.3％）；而最少父親認同的正向描述為「我的孩子是性格成熟

（懂事）的人」（66.7％）。可知大部份的父親對自己子女的觀感良好，



 

81 

 

尤其認為其子女具備許多優點能受他人欣賞，並能對子女完全信任。 

（三）「分享與依附」面向 

  由表 4-3-2 的資料發現，該面向整體平均數為 3.75，標準差為.71，

較偏向「符合」的程度。進一步瞭解該面向中的各題項，可發現父親

對多數正向描述的符合程度都超過五成，其中最多父親認同「我希望

瞭解孩子的一切，例如他們的想法、願望等等」，佔 85.9％，另外其

它高於七成父親所認同在分享與依附上的正向描述依序為：「當的孩

子看法與我不同時，他們會說出自己的看法」（78.4％）及「我和孩子

之間可以無所不談」（70.9％）；而最少父親認同「我若有心事，孩子

是我最佳的聽眾」（37.1％）。可知大部份的父親與子女可以無所不談，

並會希望瞭解子女，也希望子女能在意見不同時表達想法，然而若父

親有心事時，很少會向子女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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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親子關係情況之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之分析（N=213） 

 
平均

數 

標準

差 

完全不符合 不符合 一半符合 符合 完全符合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整體親子關係 4.08 .54           

相處的感覺 4.40 .57           

1. 當我做了一些讓孩子高興的事情時，就會有快

樂的感覺 

4.49 .78 2 .9 2 .9 20 9.4 55 25.8 134 62.9 

2. 單獨跟孩子在一起時，我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4.53 .78 2 .9 4 1.9 14 6.6 53 24.9 140 65.7 

3. 孩子帶給我幸福的感覺 4.65 .66 2 .9 1 .5 7 3.3 49 23.0 154 72.6 

4. 和孩子在一起的感覺很新鮮 4.10 .90 4 1.9 6 2.8 34 16.0 89 41.8 80 37.6 

5. 和孩子相處時，我的心情很輕鬆 4.52 .65 0  1 .5 15 7.0 70 32.9 127 59.6 

6. 從和孩子的相處中，我有被重視的感覺 4.25 .84 2 .9 5 2.3 28 13.1 81 38.0 97 45.5 

7. 和孩子的相處讓我覺得很愉快 4.52 .71 1 .5 3 1.4 12 5.6 65 30.5 132 62.0 

8. 和孩子的相處很有趣 4.37 .78 2 .9 4 1.9 16 7.5 82 38.5 109 51.2 

9. 和孩子的相處讓我有成就感 4.32 .75 0  5 2.3 21 9.9 87 40.8 100 46.9 

10. 我和孩子的關係很親密 4.30 .82 4 1.9 2 .9 19 8.9 90 42.3 98 46.0 

對子女的觀感 4.10 .61           

11. 只要認識我的孩子一段時間，大多數的人都會

欣賞他們 

4.26 .72 0  4 1.9 23 10.8 100 46.9 86 40.4 

12. 我可以完全信任我的孩子 4.30 .77 1 .5 3 1.4 25 11.7 86 40.4 98 46.0 

13. 我的孩子是有責任心的人 4.11 .83 1 .5 7 3.3 35 16.4 94 44.1 76 35.7 

14. 我的孩子是具有判斷力的人 3.98 .84 2 .9 9 4.2 38 17.8 106 49,8 58 27.2 

15. 我的孩子是性格成熟（懂事）的人 3.80 .90 3 1.4 12 5.6 56 26.3 95 44.6 47 22.1 

16. 我的孩子具備了許多令人欣賞的優點 4.06 .74 0  5 2.3 37 17.4 111 52.1 60 28.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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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依附 3.75 .71           

17. 跟別人相比較，我的孩子最喜歡跟我在一起 3.91 .88 2 .9 9 4.2 54 25.4 90 42.3 58 27.2 

18. 我和孩子之間可以無所不談 3.87 .99 4 1.9 18 8.5 40 18.8 90 42.3 61 28.6 

19. 我若有心事，孩子是我最佳的聽眾 2.97 1.25 36 16.9 37 17.4 61 28.6 56 26.3 23 10.8 

20. 我若有快樂的事時，孩子是我最願意分享的人 3.63 1.13 14 6.6 18 8.5 51 23.9 79 37.1 51 23.9 

21. 我會在意孩子是否關心我 3.92 .95 5 2.3 6 2.8 57 26.8 78 36.6 67 31.5 

22. 我希望瞭解孩子的一切，例如他們的想法、願

望等等 

4.29 .81 1 .5 6 2.8 23 10.8 84 39.4 99 46.5 

23. 我希望孩子能充分地瞭解我，如我的想法、希

望、焦慮等 

3.71 1.07 9 4.2 17 8.0 57 26.8 74 34.7 56 26.3 

24. 當我的孩子看法與我不同時，他們會說出自己

的看法 

4.03 .88 3 1.4 9 4.2 34 16.0 100 46.9 67 31.5 

25. 孩子會告訴我他們的心事 3.62 .95 7 3.3 16 7.5 60 28.2 97 45.5 33 15.5 

26. 孩子看到我心情不好時會來安慰我 3.51 1.08 11 5.2 26 12.2 57 26.8 82 38.5 37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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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在大陸工作父親之親子關係影響因素 

  本研究將預測變項中的非連續變項先轉換為虛擬變項，並進行多

元共線性檢定，結果發現：在所有樣本中的背景變項（N=213），容忍

度（tolerance）在.465 至.949 之間均大於.1，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在 1.053 至 2.150 之間均小於 10，最大條件指數

（conditional index, CI）為 18.768 小於 30，顯示無共線性問題（陳正

昌等人，2011）。 

  本研究進一步以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教育程度、大陸工

作資歷、配偶國籍、配偶工作狀況、家庭發展階段、子女總數、親子

聯繫互動頻率）為預測變項，整體及各面向親子關係之平均數為校標

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檢驗在大陸工作父親的個人、配偶與子女

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親子關係。經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3-3，整

體親子關係而言，發現背景變項對整體親子關係之預測力未達顯著

（F(10,202) = .684，N.S.），意即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不受父親之個人、配

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影響。 

  進一步觀察親子關係各面向，發現背景變項只有對親子關係之

「對子女的觀感」預測力達顯著（F(10,202) = 2.197，p < .05），在「相處

的感覺」（F(10,202) = 1.052，N.S.）與「分享與依附」（F(10,202) = .493，N.S.）

的親子關係面向皆不受父親之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影響。在「對

子女的觀感」面向中發現，校正後的決定係數為.053，表示背景變項

能預測父親對子女的觀感 5.3％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各背景變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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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子女的觀感的預測力時，發現僅有親子聯繫互動頻率（β=.256，

p<.001）可有效預測父親對子女的觀感，意即父親與子女聯繫互動頻

率越高，父親對子女的觀感就會越好。 

 

 

 

 

 

 

表 4-3-3 

背景變項對親子關係之多元迴歸分析（N=213） 

校標變項 

預測變項 

整體親子關係 相處的感覺 對子女的觀感 分享與依附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教育程度 a 

 －高中職以下 -.027 .180 -.025 .187 -.073 .195 -.032 .236 

 －大專院校 -.039 .086 -.048 .089 -.047 .093 -.014 .112 

大陸工作資歷 -.063 .008 -.007 .008 .104 .008 -.062 .010 

配偶國籍 

 ─其他國籍 b 
.073 .108 .085 .112 -.033 .117 .034 .141 

配偶工作狀況 

 ─無全職工作 c 
-.074 .077 -.048 .080 .049 .084 -.059 .101 

家庭發展階段 d 

 －家有學齡前子女 .043 .148 .154 .154 .082 .161 .045 .194 

 －家有學齡子女 -.100 .122 -.001 .127 -.086 .132 -.049 .160 

 －家有青少年子女 -.068 .111 .061 .115 -.080 .120 -.056 .145 

子女數 -.032 .065 .059 .068 -.041 .071 -.057 .086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086 .041 .088 .043 .256*** .045 .064 .054 

F 值 

R 

R2 

Adj．R2 

.739 

.181 

.033 

-.015 

1.052 

.222 

.050 

.002 

2.197* 

.313 

.098 

.053 

.493 

.154 

.024 

-.024 

註：各類別之參照組為 a研究所以上、b 中華民國籍、c有全職工作、d 子女準備離

家。β 為標準化之迴歸係數值。 
+p<.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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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在大陸工作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並

父職參與對於整體親子關係之影響，並且將「父職參與」分為「管教

責任」、「學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時間與交談」、「讚

美與情感」、「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閱讀與作業指導」及「生活關

注」九面向，分別觀察各面向對整體親子關係的解釋力。 

  本研究先將預測變項中的非連續變項先轉換為虛擬變項，並進行

多元共線性檢定，結果發現：在所有模型中，容忍度（tolerance）介

於.455 至.966 之間均大於.1，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在 1.036 至 2.198 之間均小於 10，最大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 CI）除了在模式五為 35.050 介於 30 至 100 之間有中度共線性

疑慮，其他介於 18.768 至 26.507 之間均小於 30，顯示無共線性問題

（陳正昌等人，2011）。 

  為了瞭解各變項是否能有效預測親子關係，進一步以個人、配偶

與子女背景變項及整體、各面向之親子關係平均數為預測變項，分次

投入多元迴歸方程式中，並以整體親子關係之平均數為效標變項，進

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以檢驗父親的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以及

整體、各面向之父職參與是否影響整體親子關係，並各面向之父職參

與對親子關係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如表 4-3-4，以下就背景變項及整

體、各面向之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之影響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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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親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對「整體親子關係」 

之影響 

  在表 4-3-4 的模式一中，背景變項對父親整體親子關係之預測力

並不顯著（F(10,202) = .684，N.S.），意即父親的整體親子關係不受父親

之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影響。本研究進一步以整體及各面向父

職參與為預測變項，分次進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如表 4-3-4 的模式二

至模式十一，結果發現模式九中加入「閱讀與作業指導」時，家庭發

展階段之家有學齡子女階段（β = -.185，p < .1）可勉強預測整體親子

關係，另外模式十一中加入「整體父職參與」時，同樣發現家庭發展

階段之家有學齡子女階段（β = -.145，p < .1）可勉強預測整體親子關

係，表示在考慮整體親子關係或閱讀與作業指導面向的父職參與時，

家庭發展階段為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相較家有學齡子女階段的父親與

子女關係較好；模式七中加入「讚美與情感」時，大陸工作資歷（β = 

-.125，p < .1）可勉強預測整體親子關係，表示父親在大陸工作資歷

越低，則親子關係越好；模式六中加入「時間與交談」時，配偶工作

狀況（β = -.102，p < .1）可勉強預測整體親子關係，表示配偶有全職

工作的父親與子女關係較好。 

二、父親「整體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以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及整體父職參與為預測變項

進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3-4 的模式十一：背景變項與整

體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的預測力達顯著（F(11,201)= 9.81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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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校正後決定係數為.314，表示模型十一能預測整體親子關係

31.4％的變異量。進一步檢視在控制背景變項時的整體父職參與對整

體親子關係的預測力，發現整體父職參與（β = .596，p< .001）可有

效預測整體親子關係，表示父親的整體父職參與程度越高，則親子關

係越好。 

三、父親在各面向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的影響 

  由表 4-3-4 的模式十一可知整體父職參與會影響整體親子關係，

為了進一步了解控制背景變項之後各父職參與面向對親子關係的影

響有何不同，因此本研究以個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及父職參與各

面向為預測變項，將九個父職參與面向分次進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結果如表 4-3-4 的模式二至模式十：觀察背景變項及各面向父職參與

對整體親子關係的預測力，發現僅有模式五未達顯著（F(11,201)= .641，

N.S.），表示父親在父職參與之「生活供應」面向對於整體親子關係沒

有影響。在預測力達顯著的模式中，進一步檢視在控制住背景變項的

情況下，各面向之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的解釋力大小，結果發現

解釋力最大的面向為模式六的「時間與交談」（β = .532，p < .001），

可知在控制背景變項之後，父職參與各面向之中以「時間與交談」的

方式對整體親子關係的影響最大。此外模式八的「發展才能與關心未

來」（β = .493，p < .001）、模式七的「讚美與情感」（β = .468，p < .001）、

模式十的「生活關注」（β = .453，p < .001）、模式九的「閱讀與作業

指導」（β = .425，p < .001）、模式四的「支持母親」（β = .417，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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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不錯的解釋力。 

肆、 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可知父親與子女呈現良好關係，進一步探究

其三面向，發現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中：以親子關係中的「相處的感覺」

最好。在題項上，本研究發現高達九成五的父親認同「孩子帶給我幸

福的感覺」，而「我若有心事，孩子是我最佳的聽眾」則各約有三成

五的父親表示符合與不符合，意見較為分歧。 

  在父親背景變項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上，僅發現父親在親子聯繫互

動頻率越高時，他們對子女的觀感會越好，其他背景變項則對於整體

及各面向親子關係沒有影響。然而，在考量「整體父職參與」及「閱

讀與作業指導」面向之父職參與時，發現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的父親相

較家有學齡子女的父親有更好的整體親子關係；在考量「讚美與情感」

面向之父職參與時，父親在大陸工作資歷越低則整體親子關係越好；

在考量「時間與交談」面向之父職參與時，父親的配偶若有全職工作，

則親子關係較好，因此本研究假設 2-2、2-3、2-5、2-7 獲得部份支持。 

  另外，在整體及各面向之父職參與於父親背景變項對親子關係的

影響上，發現整體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有所影響，並且在父職參

與各面向之中，除了「生活供應」對整體親子關係沒有影響，其它面

向皆會影響整體親子關係，其中又以「時間與交談」面向影響最大。

因此本研究假設 3-1、3-2、3-3、3-4、3-6、3-7、3-8、3-9、3-10 獲得

部份支持。  



 

90 

 

 

表 4-3-4 

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N=213） 

校標變項 

預測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六 模式七 模式八 模式九 模式十 模式十一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教育程度 a 

 －高中職以下 -.027 .180 -.053 .171 -.031 .173 -.013 .165 -.028 .181 -.028 .155 .055 .163 -.012 .157 -.022 .166 -.047 .163 -.022 .148 

 －大專院校 -.039 .086 -.076 .081 -.085 .083 -.051 .078 -.036 .086 -.049 .074 -.006 .077 -.041 .075 -.042 .079 -.078 .077 -.073 .070 

大陸工作資歷 -.063 .008 -.074 .007 -.082 .007 -.048 .007 -.067 .008 -.093 .007 -.125+ .007 -.046 .007 -.076 .007 -.101 .007 -.102 .006 

配偶國籍 

 －其他國籍 b 
.073 .108 .087 .102 .089 .103 .113 .099 .076 .108 .093 .093 .059 .096 .087 .094 .064 .100 .076 .097 .100 .089 

配偶工作狀況 

 －無全職工作 c 
-.074 .077 -.090 .073 -.081 .074 -.054 .071 -.078 .078 -.102+ .067 -.076 .069 -.015 .068 -.090 .071 -.090 .070 -.085 .063 

家庭發展階段 d 

 －家有學齡前子女 .043 .148 -.007 .141 .027 .142 .006 .136 .041 .148 .025 .128 -.016 .133 .086 .129 -.081 .140 .035 .133 -.025 .122 

 －家有學齡子女 -.100 .122 -.136 .116 -.148 .118 -.113 .111 -.101 .122 -.001 .106 -.138 .109 -.118 .106 -.185+ .114 -.114 .110 -.145+ .100 

 －家有青少年子女 -.068 .111 -.095 .105 -.118 .107 -.109 .102 -.071 .111 .013 .096 -.088 .099 -.090 .097 -.108 .103 -.070 .100 -.109 .091 

子女數 -.032 .065 -.064 .062 -.042 .063 -.032 .060 -.035 .066 .006 .056 -.035 .058 -.022 .057 -.057 .060 -.033 .059 -.045 .054 

親子聯繫互動頻率 
.086 .041 .019 .040 .040 .040 .015 .038 .082 .042 -.055 .037 -.010 .038 .061 .036 -.026 .040 -.041 .039 -.084 .035 

管教責任   .336*** .043                   

學業鼓勵     .299*** .044                 

支持母親       .417*** .045               

生活供應         .035 .074             

時間與交談           .532*** .045           

讚美與情感             .468*** .044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               .493*** .037       

閱讀與作業指導                 .425*** .040     

生活關注                   .453*** .041   

整體父職參與                     .596*** .058 

F 值 

R 

R2 

Adj．R2 

Δ R2 

.684 

.181 

.033 

-.015 

.033 

2.896** 

.370 

.137 

.090 

.104 

2.378** 

.339 

.115 

.067 

.082 

4.472*** 

.443 

.197 

.153 

.164 

.641 

.184 

.034 

-.019 

.001 

7.308*** 

.534 

.286 

.247 

.253 

5.498*** 

.481 

.231 

.189 

.199 

6.682*** 

.517 

.268 

.228 

.235 

3.999*** 

.424 

.180 

.135 

.147 

5.090*** 

.467 

.218 

.175 

.185 

9.814*** 

.591 

.349 

.314 

.317 

註：各類別之參照組為 a研究所以上、b中華民國籍、c有全職工作、d子女準備離家階段。β 為標準化之迴歸係數值。  
+p<.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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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兩節呈現：第一節為研究結論與討論，第二節為研究建

議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在中國大陸工作且育有就學子女之父親為研究對象，

探討：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的關係。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

集，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網路問卷」，包含：「個

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父職參與量表」包含「管教責任」、「學

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感」、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閱讀與作業指導」及「生活關注」九個面

向以及「親子關係量表」包含「相處的感覺」、「對子女的觀感」、「分

享與依附」三個面向，研究採便利抽樣與立意抽樣之方式，共計取得

有效樣本 213 份。所蒐集的問卷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驗證性因

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多元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 

  本研究結果可分為兩方面：一為大陸工作之父親的父職參與及影

響其參與程度的因素；另一為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的親子關係及影響親

子關係的因素，以下分別敘述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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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及影響其參與程度的因素 

一、 在大陸工作父親參與父職的程度高，其中「生活供應」、

「讚美與情感」、「支持母親」、「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及

「時間與交談」參與程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的整體父職參與偏向「經常」

的程度。而進一步探究各面向之父職參與程度時，發現在大陸工作父

親最常展現的父職參與面向為「生活供應」，此與王叢桂（2004）提

出的論點一致，並與徐麗賢（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維持家計的「供

應者」角色為華人父親最主要的任務。此外在「讚美與情感」、「發展

才能與關心未來」、「支持母親」及「時間與交談」面向的父職參與為

偏向「經常」的程度，而父親最少參與的面向則為「閱讀與作業指導」。

從中可發現相較於「閱讀與作業指導」面向受限於需要面對面或實質

的互動，「讚美與情感」、「支持母親」及「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面向

則為不受空間與距離影響的間接方式參與子女，並且由於通訊科技的

進步，使父親能高頻率的參與「時間與交談」，儘管父親與子女在不

同住的情況也能保持隨時的聯繫。由此亦可見當今在大陸工作的父親

不再是過去只負責維持家計的提供者角色，而能成為一位同時扮演家

庭生活的照顧者「新好父親（New Father）」( LaRossa, 1997)，並且以

情感、認知、行為與關係等多元面向參與子女（王大維，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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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個人與子女背景因素對父職參與程

度有所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父親在親子互動頻率越高則父職參

與程度愈高。而在不同面向的父職參與上，又有不一樣的背景變項影

響情形。 

  在父親教育程度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父親為大專院

校則較常參與「學業鼓勵」，且教育程度越高的父親越常參與「讚美

與情感」，此與蕭淑慈（2008）研究發現相似，認為父親的教育程度

越高則父職參與在情緒交流、休閒活動與課業學習層面的程度則越高。

如此現象可能由於大專院校教育程度的父親比較看重升學教育，因此

特別會關切子女在學校的課業與學校表現；另外，高教育程度之父親

可能較容易脫離在外打拼、與子女保持距離的傳統父親形象，因而更

多願意對子女表達情感與讚美。 

  在父親大陸工作資歷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父親在大

陸工作資歷越高，則越常參與「讚美與情感」。尚未有研究於此面向

上有所發現，研究者認為父親在大陸工作時間越久則父親越久不在子

女身邊，因此父親看到較多部份為子女的優點而非缺點，因此較容易

更多去讚美子女。 

  在家庭發展階段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家有學齡前、

學齡子女的父親較常參與「閱讀與作業指導」，家有青少年子女的父

親較常參與「學業鼓勵」，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的父親則相較家有學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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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子女的父親更常參與「時間與交談」。研究者認為學齡前、學

齡子女在閱讀與作業上較需要協助，而國內青少年子女升學壓力增加，

因此家長更多關切子女在學校課業表現與紀律，當進入準備離家階段

時，成年早期的子女邁向獨立並且開始能體諒父親的外派，並且與父

母的分離焦慮也比較少（吳嘉瑜、蔡素妙，2006），因此在這種成人

與成人的互動中更能建立友伴關係與交談的機會。 

  在父親與子女聯繫互動頻率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父

親聯繫互動頻率越高則在「管教責任」、「學業鼓勵」、「生活供應」、

「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感」、「閱讀與作業指導」、「生活關注」面

向的父職參與程度皆會越高。此與徐麗賢（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

其中親子聯繫互動頻率對各面向的解釋力最大者為「生活關注」，其

次依序為「時間與交談」、「閱讀與作業指導」、「管教責任」，這些面

向的父職參與皆較受限於需要面對面或直接實質的互動，因此親子聯

繫互動對於這些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影響較大，而「生活供應」則較

為間接式的參與，因此親子聯繫互動頻率對其的解釋力最低。 

  然而在本研究結果中，配偶背景變項──包括配偶國籍與配偶

工作狀況──對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與過去研究的結果有所差異。本研究推測除了研究樣本數不足導致

結果不明顯，亦有可能為父親在大陸工作的背景影響力遠大於配偶

不同背景所帶來的影響，意即在大陸工作的父親其父職參與程度如

何與其配偶為台籍或其他國籍、是否有工作並無關。此外，子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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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項中的子女數對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也沒有顯著的影

響，與孫碧蓮（2002）對國內雙親家庭的研究有異，然而與徐麗賢

（2004）對父親為大陸台商的家庭研究結果相同，可知當父親在同個

屋簷下的情況，家中子女人數對於會影響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然

而當父親在大陸工作則不會因為子女人數多寡有不同程度的參與。 

 

貳、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親子關係及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 

一、 在大陸工作父親知覺與子女關係良好，但與子女之交流

分享相對不足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與子女的關係良好。進一步探

究其三面向，發現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中，以與子女「相處的感覺」最

好，本研究推測父親在大陸工作與子女儘管相處機會少，然而也能避

免親子生活在一起時常會出現的摩擦，因此較多知覺正面的感受。另

外，本研究也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知覺「分享與依附」面向親子關係

分數最低，研究者認為縱使父親對子女依附的存在 (Erwin, 1998)，然

而父親對子女的依附需求與母親有別，因此父親不一定會認為好的親

子關係是能與子女相互依附以及彼此分享。 

 

二、 親子聯繫互動程度顯著影響在大陸工作父親對親子關

係的感受 

  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背景變項對父親在大陸工作的親子



 

96 

 

關係沒有影響。而在不同面向的親子關係上，發現背景變項僅對「對

子女的觀感」面向有影響。研究者認為「相處的感覺」及「分享與依

附」面向皆為測量父親主觀認知中的關係，因此較不會受到背景變項

的影響。在「對子女的觀感」面向的親子關係中，在大陸工作父親與

子女聯繫互動頻率越高，則父親對子女的觀感越好。研究者認為父親

對子女的觀感除了透過主觀的認知，也會透過與子女實質互動過程進

而影響父親對子女的認識與印象，因此父親在大陸工作透過返台、眷

探或使用通訊科技與子女聯繫，並且在互動過程中增加對子女的好觀

感。 

 

三、 在大陸工作資歷、配偶工作狀況與家庭發展階段，對在

大陸工作父親對於整體親子關係之評價有所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考量整體及不同面向的父職參與情況下，有不一

樣的背景變項影響情形。本研究發現父親在大陸工作資歷越低，則整

體親子關係越好。此與吳嘉瑜與蔡素妙（2006）所提及「父親派外期

間，父子關係較疏遠」相互呼應。本研究推測由於父親在大陸工作的

情況下會疏遠親子關係，因此資歷較低者所受的影響會低於資歷高者，

使資歷較低的父親相較資歷高的父親有更好的親子關係。 

  本研究發現父親的配偶若有全職工作，則整體親子關係比配偶無

全職工作者較好。徐麗賢（2004）亦發現配偶無就業的大陸台商父親

在父職實踐之子女培育的需求上最多求助配偶，並且許多研究指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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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有就業，則父親的參與程度較高（馬惠芬，2003；謝明華，2003），

如此更有可能促進父親與子女之間的良好關係。本研究推測在配偶全

職工作的情況下，父親較有機會多分擔親職上的任務而更多投入父職

參與，進而促進與子女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子女準備離家的父親相較家有學齡子女的父親有更

好的親子關係。此與林群穎（2013）、吳嘉瑜與蔡素妙（2006）的發現

一致。子女在成長後，父親可以跳脫只是提供經濟支援的角色，與子

女一起討論未來，並且像朋友般的互動，使親子關係有所改善。並且

成年子女更有準備去面對父親的外派，更能在理智上對父親的外派緣

由有所體諒，並且與父母的分離焦慮也比較少。 

 

四、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影響其與子女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父職參與對整體親子關係有正向的

影響，此與過去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李沛青，2007；馬惠芬，2003；

莫黎黎，1997）。父親越常參與父職，勢必使自己的生活與子女有更

多連結，進而影響自己知覺與子女的關係。在父職參與各面向之中，

除了父職參與之「生活供應」對整體親子關係沒有顯著的影響，其它

面向皆對整體親子關係有正向的影響。本研究推測相較於其它面向的

父職參與，將近九成五的父親都經常供應子女經濟及生活所需，對於

外出工作供應家庭生計為角色任務的父親，並不會僅思考供應經濟與

資源給子女，再加上生活供應屬於間接性的父職參與，較無法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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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生活的當下觀察到親子關係的變化，使得生活供應對親子關係不

具影響。然而，也有可能受限於本研究的樣本數量不夠、樣本同質性

高或是在此迴歸模型有中度共線等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各面向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力，結果發

現「時間與交談」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最大，即父親在大陸工作若能抽

出時間與子女交談、陪他們做事情、並建立夥伴朋友關係，則更能知

覺良好的親子關係。其它對親子關係影響力較大的面向如「發展才能

與關心未來」、「讚美與情感」、「生活關注」與「支持母親」，發現四面

向中除了「生活關注」以外，「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讚美與情感」、

與「支持母親」皆屬於不需面對面的間接性參與，且具有高度的父親

主動性以及實質上或情感上的支持，因此可知儘管父親在大陸工作較

難盡到管教責任、學業鼓勵、閱讀與作業指導以及生活關注，不過只

要父親在保持足夠的時間與交談，並在「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讚

美與情感」、與「支持母親」的父職參與上有所表現，則仍使親子關

係更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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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以下分別對研究學術與研究實務兩方面提出下列研究貢獻： 

壹、 研究學術貢獻 

一、 針對在大陸工作的父親，進行家庭相關議題之探究 

  過去有關大陸工作的研究較多從工作－家庭的衝突探討員工求

職意願以及離職傾向，仍較偏向工作領域的探討，對家庭領域的研究

較不足，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其中為人父者在父職參與上的表現情

形；此外，親子關係同為子女與父母雙方的福祉，然而許多研究單從

子女知覺親子關係，忽略父母知覺親子關係對於自身與家庭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在大陸工作父親在親子關係上獲得的福祉。 

 

二、 以多面向的概念，呈現父親的親職參與之完整樣貌 

  本研究有別於過去偏重關注教養及照顧責任的親職研究，以認知、

情感、道德以及直接、間接的行為等多元層面探討父職參與，致力完

整呈現在大陸工作父親有形、無形的父職參與全貌。 

 

貳、 研究實務貢獻 

一、 嘗試以量化研究，提供有關在大陸工作者之家人關係相

關訊息 

  自 1990 年初期該放後至今二十餘年，有關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

政策、投資產業類型、企業外派策略以及在當地的生活環境變化極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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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相關量化研究距今已超過五年之久，因此本研究透過量化的方式

再度了解當今在大陸工作的台籍員工其中為人父者的家庭背景。 

 

二、 提供企業針對在大陸工作員工之相關福利規劃參考 

  企業福利不僅考量員工在工作崗位上帶來的效率以及增加就職

意願、減低離職傾向等利於企業的因素，而需要確實了解員工的考量

與需求，其中育有子女者又較單身者有更多的家庭需求，因此本研究

透過了解在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幫助企業了

解為人父者在家庭中父職參與的情形、促進親子關係的需求以及影響

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的因素，促使企業的員工福利政策規劃出同時利

於企業與員工家庭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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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分別對家庭教育、企業以及未來研究

三方面，提出下列建議： 

壹、 對家庭教育之建議 

一、 鼓勵父親積極與子女聯繫，並把握返台的親子互動機會 

  本研究發現有將近四分之三的在大陸工作父親平常有高頻率的

親子聯繫互動，包括與子女同住且每日返回同住處的親以及未與子女

同住但會使用通訊科技聯繫的父親。並且本研究發現父親與子女的聯

繫互動頻率越高，則參與子女管教責任、學業鼓勵、時間與交談、讚

美與情感、閱讀與作業指導及生活關注等面向的程度都會增加，而這

些面向的父職參與也會進一步促進親子間的關係；並且關係方面父親

對子女的觀感也因為聯繫互動頻率越高而越好。故此，建議家庭教育

需同時在大陸工作父親與子女互動之間的「量」與「質」雙管齊下，

喚起父親及子女對彼此互動與聯繫的動機與需求，並讓父親了解供應

子女之外還有什麼方式的參與更能有效促進親子關係。 

 

二、 鼓勵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由多元面向思考父職參與，以

期提升親職參與增進親子關係 

  本研究發現除了「生活供應」，父親在各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越

高則其知覺與子女的關係就會越好，然而「生活供應」在本研究中發

現為最多父親參與的父職面向，與徐麗賢（2004）的研究發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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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若期望在大陸工作父親能在父職參與之中與子女獲得更好的關

係，進而增進父親福祉，則父親除了以供應子女生活與經濟為主要任

務，建議能更多嘗試以其他更具直接性的父職參與面向，尤其是能夠

抽出時間與子女交談、陪伴子女做事情、並願意與子女建立朋友及夥

伴的關係，則對自身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最有影響。 

 

貳、 對企業之建議 

一、 友善家庭政策：以增加親子互動機會為策略 

  本研究發現父親與子女的聯繫互動頻率越高，則會越常參與管教

責任、學業鼓勵、生活供應、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感、閱讀與作業

指導及生活關注等面向的父職；並且父親對子女的觀感也因為聯繫互

動頻率越高而越好。擁有良好的親子關係為在大陸工作員工所重視的

福祉之一，故此本研究建議在中國的台資企業若以增加親子互動機會

為考量，則可以為員工開放一定的返台次數，以及提供返台交通補助；

另外，可以為員工在就學子女的寒、暑假期間安排眷探的請假額度，

並提供妻兒眷探的交通、生活補助，如此可提升子女眷探的意願；員

工在與子女透過通訊媒介的聯繫上，企業可以為員工於宿舍提供免費

網路，或是配給免費的專線提供，以減少員工與家人聯繫的負擔，並

增加父親與子女互動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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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員工家庭福利：考量處於不同家庭發展階段的父親之需

求 

  本研究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不同的家庭發展階段會影響父職參

與面向的參與程度，如子女為幼兒園至小學階段的父親較常陪子女讀

故事以及指導子女的作業，子女為青少年的父親會較常關注其學校的

成就與表現，而父親則較常與成年早期的子女建立朋友關係並陪伴與

交談。徐麗賢（2004）的研究中也曾發現不同家庭發展階段的大陸台

商父親在父職上有不同的需求。故此，企業在為育有子女的員工提供

子女福利時，需要考量不同發展階段的子女需求以及員工需要企業協

助之處，提供客製化的福利與服務。 

 

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獲得多元的父親資料，其所面臨的家庭生活樣貌不盡相同，

例如台籍配偶或陸籍配偶的家庭、家中子女發展階段、維持兩地家庭

或全家舉遷至中國等，未來研究能克服取樣困難則可以針對不同配偶

國籍、不同子女年齡層或不同居住情形等特定背景的父親進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對象排除子女尚未就學或是已完成學業的子女，然而近

年外派對象有年輕化的趨勢，因此未來研究若能克服取樣及研究工具

設計的困難則可以針對家有嬰幼兒子女的大陸工作父親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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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議題 

  本研究僅探討父親與子女的正向關係，故建議未來可以針對父親

與子女的關係的疏離、衝突等負向的關係以及衝突因應策略等進行分

析。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測量之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為父親所知覺的主觀判斷，若

欲了解其家庭中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的真實情形，建議未來能增加子

女或配偶知覺的測量，以提供不同角度的觀察。此外，中國大陸快速

發展下工作環境變化大，相隔三五年可能又是不同的政策與境遇，因

此未來研究可以加入「時間脈絡」，透過父親在大陸的這段期間探討

父職參與以及親子關係的歷程，如此同時可了解父親對於不同年齡階

段的子女在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有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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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分別對研究樣本、抽樣方法兩方面，

提出研究限制： 

壹、 研究樣本 

  由於研究樣本取得不易，本研究的樣本為在大陸工作父親且育有

就學子女（包含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中職、大專院校以及研究所

等），所涵蓋的子女年齡層較廣，可能在研究工具的與用字敘述上無

法適切所有子女發展階段的受試者，故推論時應注意。另外，本研究

的樣本數少於 384 份，未達 5％的抽樣誤差及 95％的信賴水準，故推

論時應注意。 

 

貳、 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便利抽樣、立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因此樣本代表性受限，且可能會有樣本同質性的情形，故推論時應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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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正式問卷 

「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網路問卷內文 

 

 

 

 
 

  

各位在大陸工作的父親，您好： 

非常感謝您協助填寫這份問卷！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在大陸工作父親的親職參

與及親子關係的關聯，您的填答對本研究來說非常重要！您的熱心協助將使本

研究得更加順利，在此致上萬分謝意。如果您收到此問卷但尚未為人父，邀請

您繼續將這份調研轉貼至您所認識且滿足調研條件的人，感謝您的支持。     

問卷並無標準答案，請依據您生活經驗與真實感受，直覺反應作答。填寫問

卷時請詳細閱讀完每一部份最前面的說明，依序並確實做完全部題目，避免漏

答任何一題。另外，請勿在作答前或作答中與其他人討論，這將是對本研究最

大的協助！如果您對本研究的結果有興趣，待研究完成後，將致贈給您研究結

果。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過程大約需要 10 分鐘的時間，所填答的資料僅供學

術研究之用，您的個人資料與回答將絕對保密，並將於研究結束後予以銷毀，

請您放心作答！ 

敬祝  事業順利，闔家安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如萍 博 士 

研 究 生：曹先豪 敬 上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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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國小以下  □(2)國中（初中） □(3)高中（高職）  

□(4)大學（專科/技術學院）    □(5)研究所以上  

2. 請問您在大陸工作的資歷（包含常駐與常態出差）：共滿  年 

3. 請問您配偶的國籍： 

（若為再婚依現任配偶作答，若為離婚、喪偶請填「不適用」）  

□(1)台灣 □(2)中國大陸  □(3)其他     □(4)不適用 

4. 請問您配偶的工作狀況： 

（若為再婚依現任配偶作答，若為離婚、喪偶請填「不適用」） 

□(1)無  □(2)有，兼職工作□(3)有，正職工作 □(4)不適用 

5. 請問您目前是否有正在就學的孩子： 

（包含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中職、大專院校以及研究所等） 

□(1)有  □(2)無 

6. 請問您最大的孩子年齡：  歲 

7. 請問您的孩子數：  位 

8. 請問目前是否有孩子與您在大陸同住： 

□(1)有，且自己每日工作都會返回同住處 

□(2)有，且自己平日外出工作，僅休假返回同住處 

□(3)無（請接續填答第 9題） 

9. 過去一年來，您使用任何通訊管道與孩子聯繫的頻率（包括電話、

E-mail、網路社群、視訊、聊天 APP 等）： 

□(1)幾乎每天   □(2)一週數次  □(3)約一週一次  

□(4)約一個月一次□(5)約數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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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父職參與情形 

【填答說明】 

  下面各題，主要是想瞭解您在對孩子親職參與的情形。請您回想過去一

年來的親職參與，根據實際展現的頻率評估下列問題，並在五個等級中圈選

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未

曾

如

此 

不

常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鼓勵您的孩子做好自己的家務 □ □ □ □ □ 

2. 為您的孩子訂立行為準則 □ □ □ □ □ 

3. 鼓勵您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好的成就表現 □ □ □ □ □ 

4. 督促您的孩子完成學校作業 □ □ □ □ □ 

5. 教導您的孩子要遵守學校的規則 □ □ □ □ □ 

6. 給予配偶鼓勵和情感支持 □ □ □ □ □ 

7. 告訴孩子們母親的重要與特別 □ □ □ □ □ 

8. 與您的配偶協力合作教養孩子 □ □ □ □ □ 

9. 提供您孩子基本生活需求(吃、穿、庇護與健康) □ □ □ □ □ 

10. 提供您的孩子經濟支持 □ □ □ □ □ 

11. 成為您孩子的夥伴或好朋友 □ □ □ □ □ 

12. 當您的孩子想要交談時，能抽出時間與他交談 □ □ □ □ □ 

13. 抽出時間陪您的孩子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 □ □ □ □ 

14. 當您的孩子做善事或正確的事時會讚美他們 □ □ □ □ □ 

15. 當您的孩子將事情做得很好時會讚美他們 □ □ □ □ □ 

16. 鼓勵您的孩子繼續求學 □ □ □ □ □ 

17. 規劃您孩子的未來(教育、訓練) □ □ □ □ □ 

18. 讀故事給您較年幼的孩子聽 □ □ □ □ □ 

19. 協助您較大的孩子做作業 □ □ □ □ □ 

20. 參與孩子所參加的活動(運動、學校、才藝活動) □ □ □ □ □ 

21. 照顧您的孩子的基本需求或活動(餵食、接送) □ □ □ □ □ 

22. 知道您的孩子跟朋友去了哪裡，在做什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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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知覺親子關係 

【填答說明】 

  下面各題，主要是想瞭解您與子女的關係。請您回想過去一年來與孩子的

相處，根據實際感受評估下列問題，並在五個等級中圈選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當我做了一些讓孩子高興的事情時，就會有快樂的感覺 □ □ □ □ □ 

2. 單獨跟孩子在一起時，我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 □ □ □ □ 

3. 孩子帶給我幸福的感覺 □ □ □ □ □ 

4. 和孩子在一起的感覺很新鮮 □ □ □ □ □ 

5. 和孩子相處時，我的心情很輕鬆 □ □ □ □ □ 

6. 從和孩子的相處中，我有被重視的感覺 □ □ □ □ □ 

7. 和孩子的相處讓我覺得很愉快 □ □ □ □ □ 

8. 和孩子的相處很有趣 □ □ □ □ □ 

9. 和孩子的相處讓我有成就感 □ □ □ □ □ 

10. 我和孩子的關係很親密 □ □ □ □ □ 

11. 只要認識我的孩子一段時間，大多數的人都會欣賞他們 □ □ □ □ □ 

12. 我可以完全信任我的孩子 □ □ □ □ □ 

13. 我的孩子是有責任心的人 □ □ □ □ □ 

14. 我的孩子是具有判斷力的人 □ □ □ □ □ 

15. 我的孩子是性格成熟（懂事）的人 □ □ □ □ □ 

16. 我的孩子具備了許多令人欣賞的優點 □ □ □ □ □ 

17. 跟別人相比較，我的孩子最喜歡跟我在一起 □ □ □ □ □ 

18. 我和孩子之間可以無所不談 □ □ □ □ □ 

19. 我若有心事，孩子是我最佳的聽眾 □ □ □ □ □ 

20. 我若有快樂的事時，孩子是我最願意分享的人 □ □ □ □ □ 

21. 我會在意孩子是否關心我 □ □ □ □ □ 

22. 我希望瞭解孩子的一切，例如他們的想法、願望等等 □ □ □ □ □ 

23. 我希望孩子能充分地瞭解我，如我的想法、希望、焦慮等 □ □ □ □ □ 

24. 當我的孩子看法與我不同時，他們會說出自己的看法 □ □ □ □ □ 

25. 孩子會告訴我他們的心事 □ □ □ □ □ 

26. 孩子看到我心情不好時會來安慰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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