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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親子關係因素之探討影響親子關係因素之探討影響親子關係因素之探討影響親子關係因素之探討－－－－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為例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為例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為例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親子關係之相關因素，並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

母為例。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針對「出生於 1956 至 1966 年間者（年約

43-53 歲）」且「有 13 至 18 歲青少年子女」為對象，以立意取樣方式獲得有

效樣本 486 份。本研究工具包含「親子關係量表」及「個人基本資料」，其

中親子關係量表是由「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

及「親子界限」等五個面向構成。所得資料是以 SPSS17.0 統計軟體進行分

析，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

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主要之研究發現如下： 

一、G2↔G3 親子關係，包括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和

親子界限等面向，皆顯著優於 G1↔G2 的親子關係。 

二、G2↔G3 親子關係之分析 

1. 母親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上優於父親，父親則在親子界限面向上優於

母親。 

2. 社經地位愈高者的親子關係在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以及親子

界限等四面向，皆顯著趨於正向。 

三、影響親子關係之多元迴歸分析 

1. 早期親子關係經驗，包括包括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

係和親子界限等面向，都可以有效解釋當前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

係。 

2. 母親相較於父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的策

略是較正向的。 

3. 有配偶者相對於無配偶者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更尊重子女的隱私

與自主空間。 

4. 社經地位愈高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在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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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面向更趨向正向。上有顯著解釋力。 

5. 非標準工作時間型態及無工作者相較於標準工作時間型態與青少年子

女的親子關係，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等面向較為正向。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後續相關

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親子關係、嬰兒潮世代、生命歷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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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影響影響影響親子關係因素親子關係因素親子關係因素親子關係因素之之之之探探探探討討討討－－－－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的的的父母為例父母為例父母為例父母為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當下一代出現與上一代相類似的行為模式及情感互動經驗時，發現代與

代之間，似乎傳遞著相同的行為模式及情感互動經驗。然而，我們也觀察到

下一代也會呈現不同於上一代的行為與情感互動模式，由此可知，並不是所

有的親子關係都會被傳遞下去，個體除了受到過去家庭經驗的影響外，也會

修正或改變過去的經驗。嬰兒潮世代是人口結構及經濟發展變化最顯著的世

代，因戰後的高出生率及經濟重建，改變該世代的人口結構、社會經濟與教

育機會等；也改變了個人與家庭的經濟地位、家庭結構及婚姻狀態，並衝擊

了個人與家庭的關係發展，而這些改變是否也會影響親子關係的改變？本研

究將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為研究對象，藉以瞭解隨著時間推移，過去家

庭經驗如何影響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幫助我

們瞭解家庭重大持續與非持續親子關係的改變；以及經濟發展、教育機會與

婚姻狀態的改變，又如何影響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

關係。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壹壹壹壹、、、、探討親子關係的變與不變探討親子關係的變與不變探討親子關係的變與不變探討親子關係的變與不變 

許多父母在當父母之後才發現，自己在與孩子互動的過程，有種似曾相

似的感覺，有些事好像小時候也曾經發生過，像是小時候領了壓歲錢後，會

被媽媽借走或代為保管，後來好像都沒有還過，如果我們問媽媽：「我的壓

歲錢什麼時候可以還我？」，媽媽的答案永遠都是：「那些錢拿去繳你們的

學費了啊。」，這些話就在很多人成為父母後，也和媽媽一樣重演相同的畫

面，用了同樣的話回答孩子。還有小時候被媽媽打時，曾經想過以後我當了

媽媽，一定不會打小孩，可是當了父母之後，有時候還是會氣到修理孩子。

我們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跟我們的父母一樣，用同樣的方式和孩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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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重複上演相同的畫面。 

另外，近期引起大眾媒體廣泛討論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

是指經常沒事往學校跑，幫孩子看頭顧尾；總是為孩子安排各式各樣「對他

好」的活動，深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點，「過度介入」與「過度焦慮」的

父母親，像極了直升機，在孩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天

下雜誌》，2007）。相較於上一代父母為了讓一家人得以溫飽，每天忙於工作

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和家人互動，以及參與子女的成長歷程，而當代有部分父

母卻願意花更多的時間陪伴與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 

從過去親子關係、互動及教養相關研究，分析親子關係的發展脈絡發

現，早期華人父母並不習慣直接向子女表達感受，而現今父母與子女的互動

除了隱晦不直接表達外，也與子女有正向開放的互動，例如傾聽和接納等。

張兆球和郭黎玉（1998）發現華人的溝通傾向婉轉、隱晦和依賴非語言表達；

趙梅如（2004）指出父母常藉由向別人誇讚子女，間接表達對孩子的讚美；

黃宗堅、謝雨生和周玉慧（2004）發現親子間的訊息交換有兩種情形，其一

是隱晦不直接表達的，另一為親子溝通是正向有回饋的；歐陽儀、吳麗娟與

林世華（2006）發現父母與青少年子女，開始有更多的正向言語表達與溝通。 

當子女遭遇自己無法因應的困境時，過去父母較少提供援助給與子女，

但現今父母在子女面對問題與困境時，願意給予更多的肯定與援助。曾端真

（2004）發現中年世代受訪者表示，當自己遭遇到無法因應的事件或困境，

父母並沒有提供支援和了解；周玉慧、黃宗堅及謝雨生（2004）發現父母願

意提供愈多的支援給子女，也愈多子女願意接受父母的幫助。另在父母與子

女的互動關係中，除了維持權威關係外，父母也與子女建立類手足、朋友的

同等地位關係。李美枝（1998）在華人傳統社會，親情一向有絕對的正當性，

為人父母者在愛子心切驅力下，覺得自己有責任為子女決定並安排人生；葉

光輝（1998）發現父母的權威逐漸式微，子女對父母的畏懼降低；孫頌賢

（2004）發現子女感受到被平等對待與認同；林昭溶（2005）指出父母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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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可以像朋友般共同討論、互相學習，但孩子認為父母仍然具有管教的權威

地位。 

從上述資料來看，隨著時間推移親子關係中有些特質被傳遞，有些特質

則未直接傳遞，也就是說，親子關係除了延續早期的親子互動關係外，也發

展出不同於早期親子互動關係，例如，華人父母從過去到現在，不變的是仍

不善於使用言語表達情感，疏於與子女互動；改變的是願意與子女有更多正

向互動的環境。所以本研究欲了解親子關係中，哪些親子關係被傳遞，以及

哪些親子關係並沒有被傳遞，並了解改變親子關係的可能因素？ 

貳貳貳貳、、、、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影響親子關係因素影響親子關係因素影響親子關係因素影響親子關係因素 

一、代間傳遞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化的第一個場域，父母的教養方式和親子互動關係，對子女

的成長有長期性的影響，小時候經歷的教養方式或互動關係，長大後是否會

採取相同的方式「教養」自己的下一代？是否用相同的互動方式對待子女？

吳齊殷與高美英（1997）發現祖父母採取嚴酷教養方式者，其子女採取嚴酷

教養方式可能性即愈高；歐陽儀和吳麗娟（1998）研究指出外婆與母親的教

養方式有直接代間傳遞的關係，若外婆的教養方式傾向不接納、以及干涉子

女的事務，則母親也會用相同的方式對待子女；曾端真（2003）研究中青兩

代記憶中的家庭經驗發現，兩代在親子互動經驗，對於被處罰、被斥責或疏

遠的，以及被疼愛、或親密的經驗，並沒有因為成長背景時代或人生經驗的

不同而顯出差異，顯示中青兩代對於親子互動的感受，並沒有隨時間更迭；

Yi、Chang 和 Chang（2004）發現父母的價值觀會形塑子女的教養行為。由

此可知，子女在耳濡目染之下接受父母的教養方式與互動關係，也會仿效父

母的教養方式，成為自己教養下一代的典範。 

另外，也有相關研究認為親子互動經驗會受到其它因素影響而沒有被傳

遞，吳齊殷和高美英（1997）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會改變父母親是否採取嚴酷

教養方式，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比較不會使用和上一代父母相同的嚴酷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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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教養子女。我們也在上述親子關係的發展脈絡發現，有些早期經驗至今

仍未改變，也有些經驗則被修正，並沒完全傳承與上一代相同的親子關係。

由此可知，親子關係是存在有代間傳遞的機制，但同時也會受其他因素影響

而改變。藉由探究家庭中變與不變的親子互動關係，了解哪些親子關係是代

代傳遞的，不會隨者時間而改變的？哪些親子關係是改變的？以及其影響因

素為何？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親子關係的變遷歷程。 

二、社會變遷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從親子關係相關研究文獻發現，教育程度、父母社經地位、家庭結構的

完整性等，會影響親子間共處時間、互動的頻率以及情緒感受（朱瑞玲，

1989；侯崇文，2001；鄭麗珍，2001）。而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以及

教育程度又受到經濟發展與教育政策的影響（徐良熙、林忠正，1989；陳寬

政、劉正，2004；陳琬琪，2005）。例如，家庭的經濟收入會受到社會經濟

發展影響的（李淑容，2007），如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所導致經濟的危機，

造成家庭頓時失去經濟來源（如工廠關廠、裁員、減薪、無薪休假、強迫休

假等），也影響整個家庭生活品質的惡化；鄭麗珍（2001）指出單親家庭相

較於雙薪家庭，小孩在課後較多無大人在家陪伴、親子共處時間較少、家庭

經濟狀況較差、以及家人的支持關係也較低。從上述研究發現，處於經濟狀

況較差或非完整性結構的家庭，父母親通常忙於生計而疏於與孩子相處，而

孩子獲得父母親資源相對較少，進而影響親子關係。所以親子關係會受到家

庭結構的影響，而家庭結構又受社會變遷影響，因此，親子關係會隨著社會

變遷而呈現不同的樣貌。 

本研究認為社會變遷對親子關係是直接影響的因素，過去農耕時代的家

庭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從社會發展脈絡發現戰後經濟重建是社會變

遷最顯著的世代，故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為對象，從嬰兒潮世代社會發展脈

絡中，發現該世代所經歷的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與家庭變遷是不同於上一世

代的。嬰兒潮世代所經歷的社會變遷脈絡，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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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結構的改變：嬰兒潮世代是出生於高出生率的世代，但當他

們成為父母其生育率卻大幅下降。從我國人口替代水準數發現，

1950 年平均每位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7 人，至 1983 年總生育率

為 2.06 人低於人口替代水準（2.1 人），2008 年生育率更下降至

1.05 人（行政院統計處，2008）。因此，該世代是台灣社會重大

的人口結構變遷的世代。 

（二）社會經濟的發展：國民黨政府於 38 年戰後迫遷來台後的各項經

濟建設，促使社會流動更趨頻繁。例如，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政

策，讓佃農轉成自耕農，不僅擁有生產工具，也增加了家庭收入；

60 年代輕工業經濟，工廠林立促使許多農村人口外移進入工廠

工作等。 

（三）教育機會的增加：57 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教育政策，

增加了受教育機會，也提升了個人及家庭的社經地位。從父母的

教育程度、職業與下一代的教育、職業取得之關係研究中，發現

教育與經濟是影響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駱明慶，2001；吳慧瑛，

2007）。 

（四）婚姻狀態的改變：婚姻選擇也改變了家庭型態及家庭關係等。 

由此可知，人口結構、經濟發展和教育擴展對當代社會結構有長期性的

影響，也影響個人和婚姻選擇的改變。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展促使社會流動越

趨頻繁，例如家庭收入的增加、教育程度被提升等；以及婚姻的選擇性增加

改變了家庭型態與規模的，因此，本研究欲探究在社會變遷下的人口結構、

經濟發展及教育機會因素，改變了個人或家庭背景，是否也對親子關係造成

影響？ 

綜合上述，親子關係會透過代間傳遞給下一代，也會受到社會變遷的影

響，個人過去與父母互動的經驗，會成為自己未來成為父母與子女互動的典

範，學習如何成為父母及如何與孩子互動。而出生不同世代父母對於家庭生

活經驗有不同的詮釋，是受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影響的，那社會變遷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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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親子關係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那我們必須要問：親子關係中過去經驗及社

會變遷會對於現今的親子關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嬰

兒潮世代的社會發展脈絡，探討親子關係的代間傳遞是否存在、以及影響親

子關係改變的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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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依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過去所經驗的親子關係，以及現階段與青少

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的狀況。 

二、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的親子關係，與其下一代

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的關聯。 

三、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的個人或家庭背景因素、與其下一代青少年

子女親子關係的關聯。 

四、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親子關係、及個人與家庭背景因

素，對其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的解釋力。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過去所經驗的親子關係，以及現階段與青少年子

女的親子關係的狀況為何？ 

二、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是否可

以有效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  

三、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是否因個人與家庭背景因素的不同，其親子

關係有顯著差異？ 

四、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親子關係、及個人與家庭背景因

素，是否可以有效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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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台灣地區以歷年出生嬰兒數與人口成長率來觀

察，較適當的範圍約在於 1949-1966 年之間，人口成長率也是在這段期

間特別突出，1949 為千分之 29.22，然後上升至 1956 年 36.82 的高峰，

1966 年為 26.96，1967 年則更降至 22.63（薛承泰，2003a）。本研究將

採借學者薛承泰論述，以出生於 1949-1966 年間為嬰兒潮世代，並以

Whitbourne 與 Wills 的研究對象的世代區分，以在 2009 年正邁入 43-53

歲（Trailing-edge Boomers）的群體為研究對象。 

二、青少年：法律通常用「少年」為用語，是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本研究採取我國學制，落在國中及高中（職）或專科三年級，年齡在

13-18 歲之間者。 

三、親子關係：指父母與子女互動所構成的一種人際關係，包含父母對子女

的情感關係、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與方式、以及父母與子女間的溝通方

式等。涵蓋訊息交換、情感傳達、解決問題、親子界限與親子權力關係

等共五個面向。本研究之親子關係是指受試者在「親子關係量表」上的

得分來代表，訊息交換得分愈高表示個體趨於正向溝通方式；情感表達

分數愈高表示個體趨於正向；解決問題分數愈高表示個體趨於用正向方

式；親子界限分數愈高表示個體趨於尊重自主空間；與權力關係分數愈

高表示個體趨於平權。 

四、代間傳遞：上一代有目的或無目的影響到下一代的親子關係，自己將過

去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之互動經驗，作為自己與子女互動的典範。本研究

之代間傳遞是指受試者在「親子關係量表」上的得分來代表，自己與青

少年子女、及與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等各分量表，分數越相近表示親

子關係代間傳遞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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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嬰兒潮世代嬰兒潮世代嬰兒潮世代嬰兒潮世代 

壹壹壹壹、、、、嬰兒潮世代定義嬰兒潮世代定義嬰兒潮世代定義嬰兒潮世代定義 

大英簡明百科（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解釋嬰兒潮世代是指

出生在 1946 年至 1964 年的世代。其父母經歷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期，因生活的艱苦及不確定性，導致許多未婚男女延遲婚姻，和許多已婚

男女延遲生子；以及在美國和其他同盟國於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得勝

利，百萬士兵返家。適逢國家在戰爭結束後的經濟重建，促使人民開始定居

生活並且開始生育，而導致人口激增的現象。 

美國葛羅里百科全書（GrolierMultimedia Encyclopedia）解釋嬰兒潮世

代是關於在 1946-1964年期間和緊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發生的現象和世

代。百萬軍人從戰區返鄉，促使一些國家出生率開始暴增，也創了 1910 年

以後新高紀錄。戰後的經濟發展，促使人民可以獲得更多的收入和消費商

品。美國同時推動 G.I. Bill 教育法案，讓退伍軍人回到大專院校接受教育，

相對提高教育程度與就業機會。 

Whitbourne 和 Wills（2006）透過觀察美國於嬰兒潮世代期間的出生率，

從 1946 年開始，出生率急遽上升並穩定增長，持續近二十年之久，在 1957

年達到高峰，並保持穩定，直到 1965 年開始下降。這段期間的人口爆炸增

長，被後來的人稱之嬰兒潮。由上述資料可知，嬰兒潮世代泛指歐美國家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於 1946 年至 1964 年代的人口，除了出生率的驟增

外，也包含文化、社會和經濟的改變，而且是全球性，非單一國家的獨特現

象。 

貳貳貳貳、、、、誰屬於嬰兒潮世代誰屬於嬰兒潮世代誰屬於嬰兒潮世代誰屬於嬰兒潮世代 

「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從字義上來看，是指嬰兒激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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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意指高出生率而有大量的出生人口。觀察台灣地區歷年出生嬰兒數，從

1948 年 26 萬 4 千人上升至 1949 年的 30 萬人，之後 1955 年攀升到 40 萬人，

直到 1967 年才下降至 37 萬 4 千人（行政院主計處，2008），也從歷年來出

生率發現，出生率從 1947 年開始，高出生率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 1966

年才有明顯的下降趨勢（圖 2-1-1）。相較於美國在此時期的出生嬰兒數，

其從 1946 年開始，急遽上升並穩定增長，直到 1965 年下降至萬人

（Whitbourne, & Wills, 2006），因此，台灣嬰兒潮世代相較歐美國家較晚發

生。 

 

 

 

 

 

 

 

圖 2-1-1  1947-1967 年間台灣地區粗出生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8）。歷年人口總增加及自然增加率、粗出生

率、粗死亡率、毛及靜繁殖率暨嬰兒出生時母親平均年齡。

2008 年 12 月 7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 

從出生率的攀升發現台灣較美國晚三年開始，其原因有二： 其一為我

國並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區國家；另一為國民黨政府於 1946-1957 年期間，

由大陸移民來台。在薛承泰（2003a）研究有關台灣地區人口特質與趨勢，

認為從人口學觀點，一般認為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泛指 1946-1964

年之間出生者，而台灣地區以歷年出生嬰兒數與人口成長率來觀察，較適當

的範圍約在於 1949-1966 年之間。因此，從出生率的增減本研究將採用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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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承泰論述，以出生於 1949-1966 年期間為台灣嬰兒潮出生世代。 

参参参参、、、、嬰兒潮世代特徵嬰兒潮世代特徵嬰兒潮世代特徵嬰兒潮世代特徵 

許多研究指出人口、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是促發嬰兒潮世代發生的

主要原因（引自 Whitbourne, & Wills, 2006)。嬰兒潮世代除了經歷一段長時

間人口結構的改變外，戰後的經濟與教育發展也有重大的改變。在台灣嬰兒

潮世代所經歷的是戰爭結束之後的人口驟增，以及社會、教育政策和文化的

變遷，例如自耕農比例從 1946 年 32.7%，至 1974 年增加到 80%；國民義務

教育普及化，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從 1952 年的 8.8%提升到 44.9%

（黃俊傑，2006）。從上述資料發現，經濟發展政策增加擁有生產工具者、

以及教育政策的推行，提高了民眾的教育程度，這些改變也帶動了許多社會

現象變遷，如社會階層的流動趨於活潑、人口成長與遷移、教育擴展、中智

階級的茁壯、以及婦女的興起，這些改變也帶動了家庭結構的轉變。 

盧羿廷（2004）發現嬰兒潮世代的婚姻狀況是不婚、晚婚、同居的伴侶

關係及高離婚率；以及教育機會增加，提高了教育程度及女性就業率。李瑞

金和盧羿廷（2005）提出嬰兒潮世代婦女的特質，包含因個人主義及女權運

動興起，導致婚姻維繫與家庭功能式微；生兒育女是選擇性非必要義務；教

育程度與就業率提高，女性更具有基本經濟能力也更獨立自主等。王順民

（2008）則認為嬰兒潮世代糾結著年齡、性別、身心狀況、家庭結構、社經

水準以及人文區域等等之物理環境改變，以及社會背景、文化脈絡與個人境

遇變遷的複合概念。Whitbourne 和 Wills（2006）指出嬰兒潮世代相較上一

世代的人經驗到更多元的婚姻關係模式，例如離婚率增高、不婚者增多等。 

Whitbourne 和 Wills（2006）研究嬰兒潮中年世代親密關係發展，認為

此世代的家庭角色與關係組成是複雜的，其同時扮演父母與子女的角色，且

也同時扮演祖父母與孫子女的角色，而親子關係在此階段會有發展性的挑

戰，其分析 1960 年至 1980 年有關青少年發展、青少年家庭、約會及友誼的

出版品發現，在親子關係部份家庭結構因素、家庭特質及生活事件會影響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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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間的互動模式，並有長期的影響力。以及 1980 年代後期研究父母與子女

的親子關係相關文獻，發現嬰兒潮世代父母的生活型態是圍繞著子女轉動

的，並願意給與子女更多的協助。也在其研究中發現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

相較於上一世代的人經驗到更多元的婚姻關係模式，如不婚、晚婚或同居

等；教育機會的增加也提高了女性個人的經濟能力不需再依靠男性。由此可

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的生命歷程特質是有別於上一代的，社會的變遷

確實對個人和家庭的發展有持續性的影響力。 

本研究運用 Whitbourne 與 Wills（2006）區分研究對象的方法，該研究

將嬰兒潮世代區分為二個出生組，以年屆 50 歲為分界點，分為 Leading-edge 

Boomers 與 Trailing-edge Boomers，在 2005 年 Leading-edge Boomers 已 50

多歲接近 60 歲，已漸邁入老年，脫離照顧子女，並開始計畫退休後的生活；

而 Trailing-edge Boomers 則大約 40 歲剛進入中年，以養育青少年子女為主

要任務。並且處於青少年階段的子女正處於準備進入社會，脫離對父母的依

賴，開始獨立自主生活的階段（Duvall, 1957；黃德祥，2006），此時期的

親子關係特徵又會影響後期的發展，也被視為家庭生命週期中最為重要的階

段。因為親子雙方正面臨角色轉變的階段，因為父母必須試著接受，子女正

處於開始對外擴展社會關係尋求自主，同時又需要依賴父母的支持和援助，

面對的是「自主」和「依賴」的親子關係。有相關研究指出，成年時期的親

子關係，不論是情感連帶或衝突會受早年的親子關係所影響（Isaaca, 1981；

Simons et al., 1991；吳齊殷、高美英，1997；歐陽儀、吳麗娟，1998）。 

因此，以本研究所界定的嬰兒潮世代（出生於 1949 至 1966 年），至 2009

年其年齡範圍為 43 歲至 60 歲間，而本研究以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與青

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為主要目的，但 Leading-edge Boomers 已脫離照顧子女

階段，所以本研究以 Trailing-edge Boomers 為研究對象。故以出生於 1956

年至 1966 年的嬰兒潮世代父母為本研究對象，在 2009 年這群出生於嬰兒潮

世代的人正邁入 43-5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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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嬰兒潮世代成長的經濟嬰兒潮世代成長的經濟嬰兒潮世代成長的經濟嬰兒潮世代成長的經濟、、、、教育和家庭結構的變遷教育和家庭結構的變遷教育和家庭結構的變遷教育和家庭結構的變遷 

分別就嬰兒潮世代成長的經濟發展、教育機會及家庭結構的變遷脈絡，

以及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論述如下： 

壹壹壹壹、、、、經濟發展的變遷經濟發展的變遷經濟發展的變遷經濟發展的變遷 

一、1956~2009 年的經濟變遷 

（一）貧富差距從縮小到擴大 

從 2008 年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發現，嬰兒潮

世代在 1964 年至 1981 年間所處的經濟環境是貧富差距逐漸縮小，並維

持一段長時間的穩定（見表 2-2-1），觀察 1964 年至 1981 年間最低與最

高所得戶數變化情形，發現最低所得組（最低所得收入 20%的家戶單位）

維持在 7.71-8.80%間，最高所得組（最高所得收入 20%的家戶單位）下

降 4.03%，顯示所得分配的差距縮短，並呈現穩定發展。再者，從所得

分配最高分位組與最低分位組的差距若以五等分組來看，1964 年度為

5.33 倍至 1981 年縮小為 4.40 倍，貧富差距逐漸縮小的事實是存在的。

而到了 2007 年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差距增加至 6.76 倍，發現隨著經濟發

展貧富差距也逐漸被拉大。 

另外，我們也從國際間計算貧富差距的指標之一，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來看家戶所得分配的不均度，比較家戶所得在不同時期的

變化，當係數愈大表示所得愈不均，從 1964 年 0.321 至 1981 年下降

至.0287，逐漸下降的數值，代表家戶的經濟能力被提升，家戶間的所

得差距減小。但至 2007 年係數提升為 0.341，家戶間的所得的不均度再

被提升。另比較 1964 年至 1981 年的吉尼係數，降幅為 0.05，相較 1981

年至 2007 年則增加 0.06。由此可知，嬰兒潮世代所處的經濟環境是從

所得低不均度到所得高不均度，以及貧富差距從穩定到提高。 



 

14 

 

換句話說，在 1964 年至 1981 年代台灣的所得是較為平均化的，但

從 1981 年代後則經濟所得則進入較高的所得不均度。同 Kuznets 於 1980

年也發現台灣 1970 年與 1980 年代台灣所得是較平均化（引自林金源，

1997），以及林金源（1997）發現 1980 年代後期所得不均度則高。 

表 2-2-1  1964 年至 2007 年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差距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  

之所得分配比(%) 

年別 1 

lowest 

20% 

2 

Secon

d 20% 

3 

Third 

20% 

4 

Fourth 

20% 

5 

Highes

t 20% 

第五分位組

為第一分位

組之倍數

（倍） 

吉尼 

係數 

1964 7.71 12.57 16.62 22.03 41.07 5.33 0.321 

1968 7.84 12.22 16.25 22.32 41.37 5.28 0.326 

1970 8.44 13.27 17.09 22.51 38.69 4.58 0.294 

1972 8.60 13.25 17.06 22.48 38.61 4.49 0.291 

1976 8.91 13.64 17.48 22.71 37.26 4.18 0.280 

1981 8.80 13.76 17.62 22.78 37.04 4.21 0.281 

1986 8.30 13.51 17.38 22.65 38.16 4.60 0.296 

1991 7.76 13.25 17.42 22.97 38.60 4.97 0.308 

1996 7.23 13.00 17.50 23.38 38.89 5.38 0.317 

2001 6.43 12.08 17.04 23.33 41.11 6.39 0.350 

2006 6.66 12.37 17.42 23.51 40.03 6.01 0.339 

2007 6.76 12.36 17.31 23.16 40.41 5.98 0.34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二）職業結構趨向多樣化 

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始於 1950 年代農地改革政策、進口替代的經

濟政策。在國民政府未遷台前，家庭主要的經濟型態是以農業為主，大

部份人民都從事農業工作，而戰後所推行的經濟建設，更廣泛影響到社

會各階層，例如個人的市場工作機會增加，以及家庭擁有生產土地與工

具，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也改變了家庭的主要經濟型態（王宏仁，

1999）。黃俊傑（2006）分析經濟發展文獻觀察農業人口的轉換，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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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農業人口從 1952 年的 54%，逐年下降到 1989 年的 18.1%；以及受

到工業化發展影響，從事工業人口比例從 1952 年的 18%，至 1989 年攀

升到 43.5%；另外，女性勞動參與率也從 1978 年女性就業率比例

39.13%，2007 年為 49.44%，有給職女性就業率增加 10.31%。 

除了觀察農業人口與女性勞動參與的變遷外，也可以從比較 1980

年和 2007 年就業者的職業類別比例的變動發現（表 2-2-2），從事農林

漁牧工作人員減少比例最多，27 年來減少約 13.33%，其次是技術工、

機械設備操作工、組裝工及體力工；而人數增加最多的職業類別是服務

性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約增加 12.04%（行政院主計處，2007）。從上述

資料得知，從早期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產業發展為工業化的產業發展，以

及從生產性為主的經濟活動，轉變為以技術性、專業化與服務性的多元

經濟生產結構，這些變遷不僅僅影響社會的結構，也影響個人與家庭的

職業類別選擇及經濟收入的增加，例如農戶家庭獲得土地和生產工具，

以及家庭成員加入工業化勞動市場，促使家庭的經濟來源不再只依靠農

業生產而已，還加入勞動市場的薪資所得，提升了個人和家庭的經濟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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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1980 年和 2007 年就業者職業類別人數分配比例 

職業類別 1980 2007 增減  

 全體就業者 100.00 100.00 -- 

1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

人員 
3.42 4.98 1.56 

2 專業人員 7.17 7.91 0.74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6.11 18.80 2.69 

4 事務工作人員 10.50 11.69 1.19 

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5.95 17.99 12.04 

6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19.24 5.91 -13.33 

7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組裝工及體

力工 
37.61 32.72 -4.8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由此可知，嬰兒潮世代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開放而蓬勃發展的，

個人或家庭可以經由改變職業、以及取得土地，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

也透過這樣的社會流動機制，提升了個人或家庭社會地位、經濟所得，

得以改善生活的劣勢環境，以及提高家庭可利的資源和生活品質。 

二、經濟發展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 

（一）個人與家庭收入所得增加 

家庭經濟所得逐年增加，從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發現，農家與非農

家歷年來（1964-2007 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的成長曲線，發現家戶

所得是逐年增加的，尤其從 1976 年開始直線上升，直到 1996 年上升比

例才逐漸趨緩（圖 2-2-1）。從 1964 年至 2007 年農家與非農家每戶平均

可支配所得中發現，1964 年農家平均每戶所得為 27,995 元，非農家為

28,982 元；2007 年農家每戶平均所得為 768,386 元，非農家為 937,071

元；相較 1964 年與 2007 年農家平均每戶所得增加 27.45 倍，非農家每

戶所得增加 32.33 倍。另從 1980 年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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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 1976 年幣值為定基指數，1964 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金額是

64,177 元，定基指數為 55.18；1980 年所得為 162,592 元，定基指數為

138.95，1980 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相較 1964 年增加 151.79%，指數

增加 83.77。從逐年增加的可支配所得以及倍數可得知，可以證明經濟

發展確實增加家庭經濟收入。 

 

 

 

 

 

 

圖 2-2-1  農家與非農家歷年來（53-96 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隨著經濟成長個人的就業薪資所得不斷被提升，比較 1980 年和 2007 年

就業者的基本所得增加倍數發現，就整體就業者的基本所得增加 3.29 倍，

也從表 2-2-3 可以觀察到每一種職業類別的基本所得都是增加的，專業性工

作者相較製造業及勞動工作者，平均所得增加倍數相較較高（行政院主計

處，2007）。也比較不同年代平均每人所得（NI）發現也有逐年增加趨勢，

平均每人所得 1981 年是 91,470 元、1991 年為 223,697 元、2001 年為 395,319

元、至 2008 年增加至 477,929 元（行政院主計處，2008），從 1981 年至 2008

年平均每人所得共增加 5.22 倍。由此可知，經濟發展的確全面提升各階層

的個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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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1980 年和 2007 年就業者平均每人基本所得增加倍數比  

職業類別 1980 年 2007 年 倍數  

 全體就業者 127,531 547,441 3.29 

1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

主管及經理人員 
278,074 1,185,831 3.26 

2 專業人員 202,367 891,915 3.41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0,468 664,895 3.42 

4 事務工作人員 160,203 464,678 1.90 

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18,949 457,303 2.84 

6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2,748 236,100 2.25 

7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

組裝工及體力工 
110,054 434,975 2.9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二）家庭就業人數影響家庭所得 

林金源（1997）研究發現 1980 年代後期所得不均度的起因，是因

為家庭就業人數減少所致，家庭就業人數會影響家戶所得的多寡，家庭

就業者愈多的家庭其所得分配愈趨向高所得組。相較低所得與高所得的

就業人數發現（表 2-2-4），高所得組從 1981 年至 2007 年都維持在兩個

或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而低所得組則從一個以上或兩個就業者，下

降至單一就業者（或無就業者）的家庭。從低所得的家庭人數與就業者

人數推論，低所得的家庭類型應該為單親家庭、一人家庭或老人家庭

等。因此，家庭結構的改變，是導致家庭間人力資本分配愈趨不均，也

是影響家庭所得高低的因素（林金源，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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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高所得與低所得之平均每戶人數與就業人數 

全體家庭 低所得 高所得 
年別 

每戶 就業 每戶 就業 每戶 就業 

1981 4.79 1.92 3.65 1.45 5.61 2.61 

1986 4.53 1.83 3.09 1.14 5.49 2.62 

1991 4.16 1.76 2.81 1.10 5.00 2.52 

1996 3.92 1.71 2.32 0.84 4.91 2.55 

2001 3.58 1.56 2.01 0.66 4.60 2.35 

2006 3.41 1.52 1.87 0.59 4.37 2.32 

2007 3.38 1.50 1.93 0.60 4.32 2.2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三）女性就業率提高 

隨著教育擴張、經濟發展、及婚姻觀念的快速轉變，不僅促使家庭

型態更趨多元，無疑也對家庭經濟與所得分配造成影響。從就業人口結

構來看，比較 1978 年至 2007 年女性就業率比例從 39.13%提升至

49.44%，增加了 10.31%有給職女性。經濟發展雖然提升了婦女的勞動

參與率，但以就業結構來看，男性仍被期待為家庭主要生產者的角色，

而女性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因此，早期女性的工作較集中於低階層、

低收入、非技術性或半技術性的工作，也因為職業被隔離及薪資不平

等，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仍處於經濟附屬地位（呂玉瑕，1992）。也

有研究指出教育機會提供女性可以提高個人的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例

如王叢桂（1993）發現到年輕女性已逐漸脫離傳統上「配合男性的角

色」，開始要求自己的工作成就；陳玉華、伊慶春與呂玉瑕（2000）指

出婦女透過就業，可以獲得較多經濟資源，也提升夫妻平權及增加參與

家庭決策的比重；黃芳玫、翁任嬋和黃芳雅（2009）發現教育提高了女

性的專業技能，薪資所得相對被提高，勞動參與率也愈高。 

從上述資料發現，經濟發展確實增加家庭經濟收入，促使家庭有更

多的所得收入可以支配。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在孩提時期的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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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均貧、物資匱乏的；當其成為父母後因經濟的蓬勃發展，經濟生活是

穩定而富裕的，從小到大其所經歷的經濟環境是從物資匱乏漸趨富足。

另外，也從持續增加的女性就業率發現，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女性相較

於其母親，經濟能力被提高也更獨立自主，鬆動了傳統以男性主要生計

的角色，女性收入也成為分擔家庭支出的主要來源。 

貳貳貳貳、、、、教育機會變遷教育機會變遷教育機會變遷教育機會變遷 

一、1956 年至 2009 年的教育變遷 

教育政策擴張與推行是增加受高等教育機會的重要因素，依臺灣省政府

主計處、內政部行政院主計處及教育部統計處之統計資料發現，從 1968 年

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回推原義務教育年限，應從 1962 年出生者皆可接

受此教育制度。並從不識字率、受中等以上教育人數、及各級學校數目等因

素，瞭解教育發展的變遷，第一是不識字率逐年降低，由 1952 年的 42.1%，

至 2008 年降低至 2.3%；第二是受中等以上教育比例人數增加，由 1952 年

的 8.8%提升至 2008 年的 67.73%；以及第三是各級學校數目增加，1950 至

1951 學年度，全省各級學校總數為 1,504 所；至 2008 學年度，全省各級學

校總數為 8,096 所。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到教育政策對社會結構的改變有著

巨大的影響，教育是垂直（向上）和水平（代間與代內）社會流動的起始點，

因為教育程度的高低可以決定職業種類選擇、薪資所得多寡，以及各種經濟

社會資源的取得。 

教育機會的增加，讓個人的成就發展不再受個人的性別及出身背景所限

制，個體都透過接受教育提升個人的社經地位。許嘉猷（1989）研究父母與

子女二代職業資料分析，發現代間社會流動比例相當高，地位世襲情形並不

嚴重，階層流動向上流動率是向下流動率的 2.8 倍，子女的教育程度大部份

高於父母。研究台灣的教育發展與教育流動相關文獻，發現家庭背景、個人

條件等因素雖然重要，教育發展相較於家庭背景及個人條件，有更明顯的結

構變遷，證明了教育機會的提升才是促成教育程度提高的重要機制（陳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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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劉正，2004；陳琬琪，2005）。在社會階層中，個人是否能往上流動最

常取決於所受的教育程度高低。從古代科舉制度提供一般男性老百姓往上升

遷的途徑，以及現在義務教育的普及化，大開我們往上升流動的機會，不因

個人的性別、種族、年齡或弱勢環境等，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二、教育機會變遷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 

（一）家庭經濟資源多，教育程度愈高 

隨著經濟成長與教育擴張，家庭有較多的經濟資源投資子女，下一

代也有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更有機會超越上一代

的。江莉莉（2003）比較 1976 年與 2001 年台灣家庭二代間的教育變遷，

發現早期（1976）二代間教育程度有高度的延續性，即兒子和父親的教

育程度是同等的，後期（2001）二代間的教育流動性呈現上升趨勢（許

嘉猷，1989）。相關研究也指出，影響個人教育成就的家庭因素，包括

父母親個人的的背景變項，如父母本身的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省籍

與族群；還有家庭結構因素，如子女的性別、出生排序、與手足數等因

素（林鶴玲、李香潔，1999；陳琬琪，2005；吳慧瑛，2007），其中又

以家庭的社經地位特別受到重視。 

（二）競爭者愈少，教育程度愈高 

以家庭結構來說，高出生率導致家庭規模的擴展，平均每戶四至七

人，手足成為家庭資源的競爭者。李敦仁（2007）研究臺灣教育長期追

蹤資料庫（TEPS）資料，發現家庭資源是教育成就的重要影響因素。

嬰兒潮世代是出生在高出生率的世代，是多手足的世代，相對家庭資源

競爭的人數多，所分得到資源就會相對減少，例如莊奕琦、賴偉文（2008）

發現手足數愈多，對個人教育成就有顯著負向影響，子女數愈多，對子

女教育投資愈不利，與吳慧瑛（2007）研究結果發現手足人數對能獲得

教育資源的多寡有負向影響，有相同的研究結果。因此，當其手足數越

多接受教育資源相對較少，教育程度則較低；手足數少的家庭則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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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資源可以投注給子女，相對獲得教育資源較多，教育程度則較

高。當家庭資源是有限時，手足人數增加對於每個人平均分配到父母親

的投入時間與家庭資源相對就會減少。 

（三）兩性都有均等的受教育機會 

傳統家族主義及父系社會，家庭中的性別與出生序，對家庭資源的

取得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重男輕女的傳統價值觀，認為兒子的教育報

酬率常高於女兒，因為老年是和兒子同住，是要依靠兒子來照顧老年生

活，而且女兒如果沒上學，可以在家幫忙照顧小孩或做其他家事。

Greenhalgh 在 1985 年追蹤 1978-80 年 80 個家庭，探討台灣家庭中子女

性別和家庭教育投資決策之間的關係，發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家庭內

女兒接受教育的機會和兒子均等（引自吳慧瑛，2007）。林鶴玲與李香

潔（1999）及陳琬琪（2005）研究指出在社會轉型、經濟發展、快速社

會變遷的過程中，閩、客族群的女性，因為平等的教育機會，不必再扮

演犧牲自己的角色。吳慧瑛（2007）發現在 1930-1939 到 1940-1949 出

生世代，姊姊可以藉由結婚或工作，提早離家減親家中的負擔，而將家

中的資源留給弟妹用；而 1950-1959 出生世代，姊姊則成為家庭資源競

爭者。 

（四）愈晚出生，教育程度愈高 

也有研究學者主張以家庭生命週期觀點，認為愈晚出生的子女愈有

利，教育成就與出生排序是正相關的。較早出生子女，因為其父母早期

所得較低，通常面臨家庭資源較為不足的情況，對於長子女的教育投資

投入相對較少，在教育成就上較可能受到不利的影響，因此出生序是影

響家庭資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研究者分析相關文獻發現有二種不同的結

果，部分學者認為父母對子女提供教養時間，愈早出生的子女，所或得

到的關注相較於晚出生的子女為多，教育成就與出生排序是負相關的，

例如 Leiboeitz (1974) 認為父母對子女的照顧是有時間限制的，如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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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數愈多，則愈晚出生的子女，所能分配到照顧時間越短，所以長子女

最有利，而越晚出生的子女愈不利（引自莊奕琦、賴偉文，2008）。出

生序較前面的女性，需犧牲自己的婚姻與教育機會，藉由結婚或工作提

早離家，以減輕家中負擔，相對出生序越晚者，就可以獲得較多的家庭

資源，提升自己個人的教育成就。 

（五）教育機會的提高，衝擊華人的文化價值 

中西文化思潮的激盪，如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權威社會與平權社

會、他人取向與自我取向等。逐步開放的社會，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盪下，

社會正處於不同的價值觀彼此抗衡的狀態。近代台灣社會價值的變遷，

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是並存的，且從家族主義趨向個人主義，而個人主

義是由於都市化、工業化與自由主義思潮的帶動（齊力，2003）。也就

是說，隨著社會發展個人越來越重視自由，也重視家人關係的重要性。

而這些覺察不是民眾自覺的，而是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大開門戶所導致

的、以及教育擴張大開我們接觸不同國家的多元文化及思想的機會。傳

統華人的家族主義與現代歐美的個人自由主義，兩種文化思潮並存在我

們的社會文化脈絡，譬如，接受高等教育者，藉由出國留與學術交流，

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歐美社會的價值。 

華人文化重視以父子軸為中心的家族關係，是傳承儒家的觀念、信

念與行為準則；西方則重視以夫妻軸為中心的家庭關係，是猶太人和基

督教所傳承的價值體系（黃國光，1995）。不同東、西文化在華人社會

交融，華人採借西方文化一部份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並沒有放棄自己

的傳統文化，例如西方民主式的教養方式，修正了華人父母的嚴教觀，

但仍重視家庭的階層關係。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中，傳統性和現代性是兩

對立的價值體系，並沒有優劣之分，而嬰兒潮世代就是身處於社會變遷

和多元文化交集的社會文化脈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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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資料，從國民義務教育政策和各級學校的增加比例來看，出生

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相較於上一代父母有更多的教育機會，促使其教育成就更

高於上一代父母；女性受限於父系社會下「重男輕女」的性別態度漸漸鬆動，

促使女性的教育程度也高於母親；以及因高出生率促使其在孩提時期，必須

與手足競爭家庭有限的資源，或努力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家庭資源，但其子女

則因為出生率的下降，可以獲得更多的家庭資源，其教育成就則更有機會超

越上一代。換言之，教育機會的增加，不但加速了社會階層的變動，也提升

個人或家庭的社經地位，改變家庭對子女教育投資的價值觀。不管是在個人

或家庭的改變，都讓社會階層的流動更加活躍，而這些社會結構的改變也帶

動了家庭結構的轉變。 

参参参参、、、、家庭結構的變遷家庭結構的變遷家庭結構的變遷家庭結構的變遷 

家庭結構包含家庭型態、家庭規模、婚姻狀況及消費型態，並分別論述： 

一、1956 年至 2009 年的家庭結構變遷 

（一）家庭型態趨向多元 

從過去研究發現，學者對於台灣的家庭型態有兩種不同的陳述，章

英華與齊力（1991）研究日據到光復後，台灣家庭型態的變遷發現，核

心家庭佔 55.30%、主幹家庭佔 22.43%、擴大家庭 21.18%，核心家庭是

主要的家庭型態；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1986）以及陳寬政、涂肇

慶與林益厚（1989）研究指出 1970 年初台灣仍以主幹家庭（三代家庭）

為主要型態，而核心家庭是主幹家庭分化出來的單位。從台閩地區 79

及 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和 96 年性別調查，發現家庭型態中核心家

庭所佔比例是最多的，79 年核心家庭佔 63.53%，89 年核心家庭佔

55.05%，至 96 年約佔 74.45%，與章英華與齊力（1991）研究結果相同，

核心家庭才是台灣的主要家庭類型。也從數據資料觀察到家庭型態的變

遷並未停止，傳統以父母為主軸的主幹家庭（三代家庭）與擴大家庭所

佔比例則逐漸減少，79 年主幹家庭佔 12.17%、擴大家庭為 6.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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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幹家戶佔 15.98%、擴大家庭為 5.87%（見表 2-2-5 ）；以及新的家

庭型態正在增加，例如單身、單親或隔代家庭。 

表 2-2-5  家庭類型與家庭規模 

家庭類型與規模 79 年普查 89 年普查 96 年 

A 家庭類型    

核心家庭 63.53 55.05 74.45 

夫婦 6.87 7.92 15.92 

夫婦及未婚子女 50.89 41.36 43.16 

夫（或婦）及未婚子女 5.78 5.78 9.47 

主幹家庭（三代家庭） 16.22 15.66 15.98 

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 12.17 15.66 14.66 

父母及已婚子女 3.14 4.18 - 

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 0.92 1.14 1.32 

單身家庭 13.44 21.64 9.60 

其他家庭型態（擴大家庭） 6.80 7.67 5.87 

有親屬關係 6.02 6.45 - 

無親屬關係 0.78 1.22 - 

B 家庭戶規模（平均每戶人

數） 

4.00 3.30 3.38 

總家戶數 4,943,257 6,470,225 7,414,28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0）。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2009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 以及行政院主計處

（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

自 http://win.dgbas.gov.tw/ 

（二）家庭規模從擴大到縮小 

近年來，台灣的家庭型態更趨向核心化，以及家庭人口數逐漸減少

（章英華，1994；齊力，1990），家庭規模的擴大與縮小，亦可從上表

2-2-5 觀察發現，1966 年家庭人口數每戶平均 5.6 人（林萬億，2002），

到 2007 年降為 3.38 人。觀察台灣人口替代水準數發現，1950 年平均每

位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7 人，至 1983 年總生育率為 2.06 人低於人口替

代水準（2.1 人），2008 年生育率更下降至 1.05 人（內政部統計處，2008）。

以及比較不同的家庭主要經濟型態的家戶發現，1964 至 2007 年間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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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戶人數從 7.67 人下降至 3.66 人，非農家則從 5.56 人下降至 3.36

人；並都市化程度觀察家戶人口數的變化，1976 至 2007 年間住在都市

的家庭平均每戶人數從 4.93 人下降至 3.39 人，居住在城鎮的家庭從 5.46

人下降至 3.34 人，以及居住在鄉村的家庭從 5.52 人下降至 3.02 人（表

2-2-6）。從由上述資料發現，從總生育率的下降情形，嬰兒潮世代不管

是處於哪一種家庭經濟型態，或是居住在城市、城鎮或鄉村，其所經歷

的家庭結構變遷是相同的，家庭規模都是從擴大到縮小。 

表 2-2-6  年中戶數與平均每戶人數按農家、非農家及都市化程度分 

平均每戶人數 

按農家、非農家 按都市化程度 年別 
年中戶數

(戶) 
全體 

家庭 農家 非農家 都市 城鎮 鄉村 

1964 2,151,847 5.61 7.67 5.56 － － － 

1971 2,660,587 5.67 6.60 5.39 － － － 

1976 3,117,027 5.24 6.09 4.95 4.93 5.46 5.52 

1981 3,827,971 4.79 5.57 4.57 4.52 5.06 5.13 

1986 4,427,000 4.53 5.13 4.39 4.35 4.77 4.71 

1991 5,159,991 4.16 4.61 4.08 4.06 4.35 4.18 

1996 5,908,262 3.92 4.37 3.86 3.86 4.11 3.79 

2001 6,730,886 3.58 3.93 3.54 3.56 3.80 3.33 

2006 7,307,999 3.41 3.82 3.37 3.38 3.58 3.18 

2007 7,414,281 3.38 3.66 3.36 3.39 3.34 3.0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三）婚姻狀況的改變 

婚姻狀況也是影響家庭結構改變的重要因素，從歷年（1947-2007）

的離婚率發現，1947 年粗離婚率是千分之 0.5，至 2008 年提高至千分

至 2.5，粗離婚率增加五倍之多（行政院主計處，2008）。觀察研究對象

嬰兒潮世代父母（43~53 歲）在 2008 年的婚姻狀態，從內政部現住人

口婚姻狀況資料，年齡介於 40 歲至 54 歲間的婚姻狀態（表 2-2-7），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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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偶婚姻佔 72.86~77.45%、未婚比例介於 6.74~14.31%、離婚比例為

11.29~12.12%、喪偶比例約佔 1.32~4.51%，大部分人口為有偶的婚姻狀

態，也發現較晚出生 40~44 歲的嬰兒潮世代，相較年齡為 50~54 歲較早

出生的世代，有較高的未婚比例，而且男性未婚比率高於女性。 

表 2-2-7  2008 年嬰兒潮世代婚姻狀態的變遷比較 

婚姻狀況 

年齡組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40~44     

小計 14.31 72.86 11.52 1.32 

男 8.01 36.59 5.57 0.19 

女 6.30 37.27 5.95 1.13 

45~49     

小計 9.61 75.76 12.12 2.51 

男 5.34 38.65 5.81 0.36 

女 4.27 37.11 6.31 2.15 

50~54     

小計 6.74 77.45 11.29 4.51 

男 3.58 39.98 5.52 0.64 

女 3.16 37.47 5.77 3.8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8）。人口婚姻狀況。2009 年 6 月 2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四）家庭消費型態改變 

比較 1964 和 2007 年家庭消費的項目比例的增減發現（表 2-2-8），

家庭消費支出在改變，過去最大消費項目是「食品、飲料及菸草」，「房

地租、水費、燃料和動力」次之，現今房租和食品同居第一，「醫療及

保健」、「運輸交通及通訊」和「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次之。家庭消費

項目支出比例下降最多是「食品、飲料及菸草」下降 35.3%，比例增加

最多的有「房地租、水費、燃料和動力」、「醫療及保健」、「運輸交通及

通訊」和「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依序為 6.32%、9%、10.46%、11.32%

（行政院主計處，2007）。潘倩君和陳建勳（1987）研究就業人口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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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型態，發現商業消費支出比率最高，運輸業消費支出成長最多；支出

比例則以食品最為大宗，房地租次之，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居第三位。

其研究結果和 2007 年的家庭消費支出比例是相同的。由此可知，發現

經濟發展除了家庭收入增加外，家庭結構縮小、教育機會增加，都是影

響家庭消費支出分配比例改的因素，增加子女教育的投資比例、滿足更

多個人的需求，家庭消費不再只求一家溫飽。 

表 2-2-8  家庭消費支出按消費型態分 

年 別 合計 

食品飲

料及菸 

草 

衣著鞋

襪類 

房地租

水費燃

料和動

力 

家庭器

具及設

備和家

庭管理 

醫療及

保健 

運輸交

通及通 

訊 

娛樂教

育及文

化服務 

什項 

消費 

1964 100.00 59.70 6.30 17.20 3.40 5.30 2.00 1.20 4.90 

1976 100.00 46.38 6.83 21.45 3.87 4.61 4.99 6.38 5.49 

1981 100.00 39.44 6.80 24.13 4.58 4.50 6.89 8.30 5.36 

1986 100.00 37.42 5.84 23.26 4.30 5.42 8.23 10.03 5.50 

1991 100.00 30.92 5.96 25.70 4.33 5.40 8.92 12.82 5.95 

1996 100.00 26.08 4.49 25.30 4.58 9.84 10.17 12.97 6.57 

2001 100.00 24.34 3.64 24.60 3.91 11.53 11.69 13.32 6.97 

2006 100.00 23.51 3.36 23.24 3.42 13.93 12.35 12.86 7.33 

2007 100.00 24.20 3.27 23.52 3.42 14.30 12.46 12.52 6.3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09 年 4 月 26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 

二、家庭結構變遷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 

（一）家庭型態趨向核心化 

從分析相關文獻發現家庭型態的變遷，大致可以歸類有三種現象，

第一是主幹家瑩為主要家庭型態；第二為核心家庭所佔比例是所有家庭

型態中最多的；第三則為家庭型態日趨多元，如單身家庭及單親家庭的

比例增加。 

對於上述家庭型態的變遷現象，有兩種不同的論述結果，第一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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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核心家庭的增加是人口轉型的過渡現象，伊慶春（1985）從父母觀

點來看，以 1976-1985 年與子女同住的比例，發現仍佔有百分之八十以

上，認為老年父母與子女同住仍是最主要模式；以及因環境衛生條件的

提升，子女存活率增加促使子女數大增，而父母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供所

有子女同住，只能選擇與其中一位子女同住，其餘子女則組成核心家

庭，促使核心家庭比例呈現上升趨勢（陳政寬、涂肇慶、林益厚，1987；

陳寬政、王德睦、陳文玲，1986）。因此，不管是從父母觀點或居住空

間來看，雖然子女有意願與父母同住，隨著子女結婚，但家庭原有空間

無法容納所有的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父母多半只能選擇與一位子女同

住，而其餘子女需自立門戶而導致核心家庭的增加。 

第二種觀點認為教育擴張、工業化、以及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等，是

造成家庭類型趨向核心化的重要因素。章英華（1984）發現有已婚子女

的父母與其子女同住的比例不斷下降；徐良熙和林忠正（1989）研究主

計處勞動力調查資料，發現核心家庭全體家戶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及教

育程度高者有更高比例傾向選擇核心家庭，更提高家庭核心化的趨勢；

簡文吟與伊慶春（2001）研究發現家人互動與權力結構會影響夫妻選擇

自組家庭；也從行政院主計處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資料發現，老年父母

獨居比例從 1976 年 8.8%上升為 2005 年的 38.86%（包含獨居、僅與配

偶或同居人居住），老年父母與子女同住的比例再降低，子女婚後多數

傾向分住或獨立生活（文崇一、章英華、張笠雲、朱瑞玲，1989；章英

華，1994；伊慶春、陳玉華，1998）。 

依上述第一種推論工業化對於家庭核心化並非主要影響因素，而是

人口轉型的過渡，隨著生育率下降，家庭子女數的減少，主幹家庭比例

應隨之增加，然而事實並不然，從數據資料發現（表 2-1-3）核心家庭

的比例並沒有減少，而是持續增加中。因此，主幹家庭為主要家庭型態，

是主觀從老年安養觀點來看的，我們無法否認他的存在事實，但也不能

忽視工業化也是造成家庭類型趨向核心化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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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是促使家庭型態核心化的影響因素，經濟發展改變家庭主要經濟

型態，家庭除了依靠農耕外，家庭成員參與工業工作增加家庭經濟，然

而勞動工作機會大都集中於都市，在經濟生活與居住生活無法與原生家

庭連結，導致家庭型態不得不隨之改變；另教育的擴張促使子女的教育

程度高於父母，父母的權威逐漸式微，與父母同住與否傾向尊重子女的

意願。因此，我們不能忽視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張，對家庭結構的變遷是

有影響力的。 

（二） 離婚改變家戶型態 

婚姻關係在工業社會中，逐漸從家庭中抽離出來，朝向以自己本身

為中心思考。離婚是影響家庭結構改變的重要因素，從台灣地區人口婚

姻狀態的離婚對數來看，1976 年至 2007 年間的離婚對數（表 2-3-3），

在過去三十年間一路飆升，1976 年有 97,796 對夫妻離婚，2007 年離婚

對數竄升高達 1,211,868 對，而且 1976 年的離婚對數與有偶對數的比例

為 1：63，2007 年則為 1：8，從比例中可以發現，離婚對數逐年不斷

增加。離婚已成為單親家庭的主要因素（薛承泰，1996；2003b）單親

家庭和隔代祖孫家庭的比例也隨之增加，婚姻狀態的變遷也改變了家庭

型態，不能忽視離婚對家庭所造成的影響。 

表 2-2-9  台灣地區人口 1976-2007 年間婚姻狀況  

年代 離婚 有偶 比例 

1976 97,796 6,2O4,882 1：63 

1986 228,765 8,206,604 1：36 

1996 530,359 9,535,033 1：18 

2007 1,211,868 10,070,986 1：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09）。歷年結婚、離婚對數、粗結婚率及粗離

婚率。2009 年 5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 

由上述資料發現，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在孩提時期的家庭規模是

擴展的，家庭人口數平均四至七人，當其成為父母後，每對夫妻平均生

育只一至二位子女，家庭規模則漸趨縮小；離婚率也相較於上一世代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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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為高，促使單親家庭、祖孫家庭的比例增加。因此，工業化、出生率

的增減以及離婚率的提高，都是改變家庭結構的影響因素，促使家庭型

態更趨多元，除了仍佔多數的核心家庭外，也促使傳統擴大家庭和主幹

家庭逐漸減少，以及更多新的家庭型態再持續增加。 

綜合上述，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歷的社會發展脈絡是有很大差異

的，在家庭經濟環境是從普遍缺乏到漸漸不虞匱乏，生活則漸趨平穩，相較

於上一代父母有更高的經濟所得；教育機會也從無到有，至今還增加更多高

等教育機會，以及從傳統重男輕女到兩性平等，比其父母親有更多的教育資

源與更高的教育程度；家庭型態則從主幹家庭與核心家庭為主，趨向核心

化、多元型態發展。因此，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呈現的經濟、教育與家

庭結構是有別於上一代父母的，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相較於上一代父母擁

有更多的家庭資源、教育機會等，所經歷的成長軌跡更為豐富與多樣貌。 

總而言之，經濟發展、教育機會與家庭結構的變遷，不僅促使所得平均

化及貧富差距縮小，也提升了家庭社經地位，都直接改變家庭經濟結構；以

及也隨著婚姻自主的意識抬頭，導致單親家庭和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比例的

增加，也改變家庭權力分配與分工；低生育率也是引發家庭人口數遞減、家

戶規模持續縮小以及家庭型態比例改變的因素。由此可知，我們可以發現到

經濟的蓬勃發展、教育機會的增加，對家庭結構的變遷是其影響力的。 

家庭是親子關係發展的重要場域，而個人和家庭的結構又受社會變遷的

影響。教育擴張提升了個人的教育程度、職業、與收入，這些改變也對家庭

帶來的影響，例如家庭型態的改變及家庭社經地位的提升，對親子關係也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父母所處的社會結構是不

相同的，隨著人口變遷、經濟發展與教育政策，增加社會流動的機會，改變

嬰兒潮世代父母的個人與家庭的教育程度、職業、與收入。也從影響親子關

係相關文獻，發現家庭結構的完整性、父母社經因素等，會影響子女與父母

互動的頻率及情緒感受（朱瑞玲，1989；李美枝，1998；侯崇文，2001；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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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珍，2001 ；Thomson, Hanson, & McLanahan, 1994； Dunn, Davies, & 

O’Connor, 2000；O’Connor, Dunn, Jenkins, & Rasbash, 2006）。例如，家庭經

濟狀況是影響親子關係的重要因素，父母有較高的經濟資源對親子關係有正

向的影響（Thomson, Hanson, McLanahan, 1994；Shek, 2008）。因此，我們不

能忽略經濟發展、教育擴展，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以及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父母會展現不同樣貌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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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影響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因素影響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因素影響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因素影響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因素 

探討親子關係的內涵與主題，在過去相關研究發現較多被涵蓋在探討家

人關係的議題中，較少單獨做論述。從家庭系統觀點來看，親子次系統是家

庭系統的一部分，因此，親子關係是包含在家庭關係互動中，故本研究將家

人互動關係的相關文獻也併入探討與分析。 

壹壹壹壹、、、、親子關係的定義親子關係的定義親子關係的定義親子關係的定義 

羅國英（1995）從親密關係觀點看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是指父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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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國（2001）指出從子女所知覺到的父親或母親的行為，是由愛和控制構

成，而愛是情感性成份，控制則為工具性成份；李美枝（1998）認為親子間

的情感是有愛與喜歡兩種型態，愛的本質是親密一體的感覺，對對方的關切

是不計回報的利他、助他、包容、接納、寬恕；喜歡則含有欣賞、敬佩、相

互投合的成分。雖然對於親子關係並沒有一致性的界定，但我們可以藉由分

析以親子關係為研究議題的文獻，來了解親子關係隱含意涵。 

依不同的研究對象探討親子關係的發展或改變，可以區分三個層次，第

一為從父母的角度，探討父母的教養方式與態度，如何影響親子互動的關係

（林文瑛、王震武，1995）；以及第二則從子女的角度，討論子女所知覺與

感受到的親子關係（陳淑美，1981；李美枝，1998；蔡淑鈴、吳麗娟，2003）；

第三是從父母與子女的親子次系統，了解親子所感受到的親子關係差異（陸

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整合上述資料，親子關係是指父母與子女互

動所構成的一種人際關係，親子關係可以是親子之間的情感關係，也是父母

與子女間相互對待的態度與方式，也可以是親子間心理上的互動。 

貳貳貳貳、、、、親子關係的內涵親子關係的內涵親子關係的內涵親子關係的內涵 

探討親子關係內涵的研究觀點亦相當廣泛，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四個趨

向（表 2-3-1），第一是從親子界限討論有關親子互動的重疊與接觸程度（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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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賢，2004；Wood, 1985）；第二是從親密關係討論親子間互相親近的心理

傾向（羅國英，1998；侯崇文，2001；蔡淑鈴、吳麗娟，2003）；第三為親

子間的階層與權力關係（李美枝，1989；Moss & Moss, 1994），父母與子女

之間的關係從單一互動方式，趨於雙向互動的學習（周曉虹，1999）；以及

第四是以家庭系統觀點討論家庭各次系統間的家人互動關係（黃宗堅、謝雨

生、周玉慧，2004； Olson, 1997），而親子關係是在家庭關係互動中三個主

要次系統其中之一。 

羅國英（1997）認為親子關係中的「關係」包含許多成分，可分為「籠

統的整體感覺」與「特定知覺」兩大類，前者包括有對方能夠充分了解自己

的心意或需求的知心感，以及對對方有憤怒、敵意或對雙方關係感到焦慮或

無奈的負向情感；後者則包括有敬佩感、依附感、缺乏自主感、回報壓力、

被重視感、一體感和工具功能。李美枝（1998）則認為親子關係的互動分為

「內涵因素」及「功能因素」，而有九種親子溝通及互動形式，包含有喜歡、

親近、權力關係、順從、認同、利他、心事分享以及生活依賴等。孫頌賢（2004）

則從自我界限觀點，認為親子關係中自我是否經驗到被否定與自主權被侵

犯。 

Olson（1997）提出決定家人關係最重要的向度，包括凝聚力、調適力

及溝通等三個面向：1、凝聚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的情感共繫；2、順應

性是指家庭本身在領導、角色關係、關係規則等的改變；3、溝通則是家庭

凝聚力與順應性的催化向度，包含具有同理心並能專注傾聽彼此、能夠為自

己講話或替別人說話、能分享有關自己與他人關係的感覺、有清楚與一致性

的語言和非語言訊息、尊重彼此的感覺和訊息。葉光輝（2000）主張家人關

係是指家人間如何交換訊息、表達情感、解決問題、執行規範、維持系統。

黃宗堅、周玉慧和張思嘉（1999、2000）提出家庭系統互動歷程包含家庭價

值、訊息交換、情感傳達、角色執行、家庭界限、及問題解決等六個主要向

度。侯崇文（2001）則提出家庭氣氛、親子相處與溝通互動、以及社會行為

表現等面向。黃宗堅、謝雨生和周玉慧（2004）認為家人關係是指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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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如何傳遞訊息、分享與呈現家庭成員的感覺與情緒、以及採取何種策略

面對衝突與困境。 

依上述親子關係與家人關係內涵，可以從親子間的溝通方式、情感表達

方式、權力結構、問題解決，以及父母給予子女的自主空間等向度來觀察親

子的互動關係，並歸納出五個面向，分別為訊息交換包括親子之間如何交換

訊息與傳遞訊息（葉光輝，2000；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情感

傳達則涵蓋親子間彼此的情感共繫與親近，以及傾聽與分享彼此的感覺與情

緒（羅國英，1997；李美枝，1998；葉光輝，2000；侯崇文，2001；蔡淑鈴、

吳麗娟，2003；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Olson，1997）；問題解決

是指當父母或子女在面對問題時採取何種策略面對與解決衝突或困境（葉光

輝，2000；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權力關係則包含父母與子女

間的權力領導關係、角色關係、關係規則以及執行規範、維持系統改變（李

美枝，1998；葉光輝，2000；Olson，1997)；以及親子界限則是規定親子彼

此參與及如何參與某次系統的規則，親子間是否經驗到被否定與自主權被侵

犯（孫頌賢，2004）（表 2-3-1）。 

並以上所歸納之訊息交換、情感傳達、解決問題、親子權力關係及親子

界限等共五個面向，來探討嬰兒潮世代的親子關係的改變。各面向分別說明

如下： 

一、訊息交換 

訊息交換是指父母與子女之間以何種方式（例如說教、命令、打罵、嘮

叨或說理、就事論事、自省、站在對方立場想等途徑），來傳遞及了解彼此

的訊息、認知、想法（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親子之間如何交

換訊息與傳遞訊息的表達形式，藉由這些方式互動，澄清與了解彼此的想法

與期待。 

張兆球和郭黎玉（1998）發現華人的溝通傾向婉轉、隱晦和依賴非語言

表達；趙梅如（2004）藉由向別人誇讚，間接表達對孩子的讚美；黃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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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雨生、周玉慧（2004）研究發現親子間的訊息交換有兩種趨勢，其一是隱

晦不直接表達的，有較多的爭論與批評，父母會用威權脅迫子女服從，彼此

僵化對立及迂迴退讓，另一則是親子間的溝通是正向且有饋的；歐陽儀、吳

麗娟、林世華（2006）發現父母與青少年子女間的語言表達是正向積極的。

由此可知，較早些年父母與子女間的訊息交換行為是隱晦且較少透過語言溝

通的方式，而近年來則是除了有些父母仍不直接向子女表達外，也有些父母

願意與子女有正向且開放的互動。 

二、情感傳達 

情感傳達是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感覺與情緒是如何的呈現與分享，涵蓋

親子間彼此的情感共繫與親近，以及傾聽與分享彼此的感覺與情緒。親子間

是否能夠相互開放，傳達的過程是否常是敵意、爭吵、壓抑或是包容、不苛

責、幽默、鼓勵的；負向情緒是否被允許表達與發洩；親子之間是否願意把

自己的事情說出來讓彼此了解，即使產生情緒衝突也可以獲得溝通與處理

（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 

張春興（1986）發現學生不傾向將交友與心中煩惱的事告訴父母；高淑

貴（1990）指出青少年與父親聊天與談心的頻率最少；羅國英（1997）也說

子女並不期待與父親有更多的親密；李美枝（1998）也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情

感表達是含蓄且間接的，且父親和子女間的親近度低於母親；方紫薇（2003）

發現大多是用隱忍、事後道歉、以及間接示好等方式來結束衝突；趙梅如

（2004）發現情感表達是非常內斂而含蓄的；孫頌賢（2004）指出親子關係

較為疏離的，彼此的溝通缺乏互動與回饋，情感是壓抑而退縮的；黃宗堅等

人（2004）認為親子間的情感傳達是冷漠、間接、及不善於言語表達的，也

有溫暖關懷、自由表露、分享支持和關愛對方；林昭溶（2005）發現子女可

以在父母親面前盡情抒發情緒，並且父親與子女互動的親近性或親密仍舊低

於母親，與父親的互動較不敢表達任何意見。 

從上述相關文獻得知，親子間的情感表達是保守含蓄的和疏離退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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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父親與子女間的情感表達是較少，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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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問題解決 

問題解決是指當父母或子女在面臨衝突與困境時，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及 

支持系統（系統內成員或系統外的資源）。當父母與子女意見不一致或發生

衝突時，父母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因應親子不一致情境，是否採取正向積極

處理衝突，或對外尋求資源，以避免同樣問題一再重演。 

曾端真（2004）訪談 45 至 55 歲中年世代回溯幼年時，表示當自己遭遇

到無法因應的事件或困境，父母並沒有提供的支援和了解；周玉慧、黃宗堅

及謝雨生（2004）發現父母願意提供更多的支援給子女，也指出父母願意理

性協調溝通，但傾向獨力解決問題不尋求外援。由上述研究可知，當子女遭

遇自己無法因應的困境時，過去父母較少提供援助給與子女，但現今父母在

子女面對問題與困境時，願意給予更多的肯定與援助，但自己則傾向獨力解

決較少對外尋求協助。 

四、親子權力關係 

父母與子女以何種階層關係，執行家庭規範與維持家庭系統平衡？父母

與子女間上下的關係，包括上對下的親子關係，父母擁有主導權力與控制，

支配命令或管控孩子的行為；平行的親子關係，父母開放給予子女自主的空

間、合作與分享等。 

楊國樞（1992）認為不需要尊重子女的感受和意見；林文瑛、王震武

（1995）指出親子間的親近度增加，父母對於親子關係轉為「類平輩關係」；

李美枝（1998）認為親子關係是強制性的愛，父母有責任為子女安排「人生」；

葉光輝（1998）發現權威主義逐漸式微，子女對父母的畏懼降低；孫頌賢

（2004）發現子女感受到被平等對待與認同；林昭溶（2005）指出父母和子

女苦已像朋友般共同討論、互相學習；但孩子認為父母在仍然具有管教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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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地位。從相關研究發現，在親子關係中發現早期父母的權威是無所不在

的，但近年來父母與子女的階層關係，也開始使有另一種類平輩的親子關

係，除了維持權威關係外，父母也與子女建立類手足、朋友的同等地位關係。 

五、親子界限關係 

親子界限是指親子間是否知覺個人界域被侵犯、以及過多的情緒涉入，

在親子關係中自我經驗到被否定與自主權被侵犯（孫頌賢，2004），包含父

母隨意侵犯孩子的隱私和個人空間，例如未經同意任意翻動孩子房間的物

品、父母想要知道孩子的所有行蹤或人際關係等；以及父母對孩子有過多的

情緒涉入，影響孩子的情緒，讓孩子有被侵犯或干涉的感受，例如孩子沒有

依照父母的期望走，而父母用情緒化的方式，讓孩子屈服。 

在羅國英（1997）與李美枝（1998）研究指出華人的親子關係傾向於有

較強的情感連結，但界限較不清楚；孫頌賢（2004）發現子女仍認為個人界

限被父母侵犯，而且父母有過多的情緒涉入。由此可知，早些年到近期皆認

為華人父母與子女間的界限是較模糊不清的，彼此間沒有清楚規定各次系統

間的互動規範。 

綜合上述，在不同的時間點父母及與子女的親子關係有相同的部分也有

不同的親子互動方式，在訊息交換部分則從不習慣直接向子女表達感受，到

親子溝通是正向且有饋的；在情感表達方式則除了保守和含蓄的以及缺乏分

享與接納，也加入親子間可以傾聽、表達、及覺察對方的感覺與情緒；在問

題解決部分父母從較少給支援和了解，到願意給予子女更多援助；親子的權

力關係則從權威是無所不在，進入除了維持權威關係外，也發展類平輩的親

子關係；在親子界限部分相同的是界限是模糊，而且有過多的控制與情感涉

入；以及父親願意花更多時間和子女相處，但與子女的親近性或親密性，卻

依然低於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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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家人及親子關係內涵 

編號 年代 作者 家人及親子關係內涵 

1 1981 陳淑美 

1. 父母對子女教養方式，包含父母的信念、習慣、

興趣、價值觀念及一切對子女照顧和訓練 

2. 父母對待子女的行為方式，影響子女對待父母

的態度。 

2 1997 Olson 

環繞模式 (Circumplex Model) 

1. 家庭凝聚力：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的情感共繫。 

2. 家庭順應性：家庭本身在領導、角色關係、關

係規則等改變量。 

3. 家庭溝通：催化的向度，有助於家庭凝聚與順

應。 

3 1998 李美枝 

1. 關係內涵：喜歡、親近、權力。 

2. 功能影響：順從、認同、利他。 

3. 其他：平等、心事分享、生活依賴。 

4 1998 羅國英 

親子親密關係包含「籠統的整體感覺」與「特定知

覺」兩大類： 

（一）籠統的整體感覺，包括： 

1. 知心感：對方能夠充分了解自己的心意或需

求。 

2. 負向情感：對對方有憤怒、敵意或對雙方關係

感到焦慮或無奈。 

（二）「特定知覺」，包括： 

1. 敬佩感：尊敬、佩服對方的感覺。 

2. 依附感：希望維持靠近對方，對方的存在能安

撫情緒，形成個人向外探險的安全保壘。 

3. 缺乏自主感：對方讓自己有不能自己作主、無

法發揮自我的感覺。 

4. 回報壓力：感到有取悅、提供服務或順從對方

心意的必要。 

5. 被重視感：個人趕到在對方心目中有重要地

位。 

6. 一體感：個人感到與對方有禍福相依、榮辱與

共的關係。 

7. 工具功能：對方滿足自己的具體需求（提供照

顧、保護、服務、個人發展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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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家人及親子關係內涵（續上表） 

編號 年代 作者 家人及親子關係內涵 

5 2000 葉光輝 如何交換訊息，表達情感、解決問題、執行規範、

維持系統平衡等互動行為。 

6 2001 侯崇文 1. 家庭溫馨程度：完整的、溫暖的或快樂的。 

2. 親子相處有關問題的解決方法。 

3. 親子溝通互動情形：與父母親相處的情形 

4. 好的行為表現，父母親是否會誇讚子女。 

5. 親子間的親近程度：子女與父母親的關係是否

輕鬆與親近 

7 2004 孫頌賢 採借 Wood 於 1985 年提出用接近性解釋家庭界

限，其用六個領域來解釋親子界限關係，包括時

間、個人、情緒、訊息、談話及決策等的重疊與接

觸程度。提出親子關係－自我界限模式（Parental 

Relation-Self Bonudary Model）： 

1. 關係界限：親子關係的互動樣貌與行為 

2. 自我界限：個體在關係中感受到認同感、否定

感、壓抑感等不同的自我感受 

8 2004 黃宗堅

謝雨生

周玉慧 

1. 訊息交換：不同家庭成員之間以何種方式來傳

遞其訊息，認知、想法。內涵有表達形式、權

力關係、溝通過程。 

2. 情感傳達：家庭成員的感覺與情緒是如何的呈

現與分享。內涵表露性、接納性、覺察性。 

3. 問題解決：家庭成員在面臨衝突與困境時，所

採取的因應策略為何？內涵方式、策略、結果、

外援等。 

参参参参、、、、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 

一、代間傳遞與代間變遷 

（一）從過去實證研究分析 

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探討不同主題的代間傳遞是否會影響代間關

係，討論範圍涵蓋教養方式、婚姻關係、工作信念或價值觀、親子衝突、

偏差行為等議題（王叢桂，1995；吳齊殷、高美英，1997；歐陽儀、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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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娟，1998；周玉慧，2003；孫頌賢、修慧蘭，2005；Amato, 2001；

Yi, C., Chang, C., & Chang, Y., 2004）。相關文獻發現上一代如何影響下

一代的因素，可歸納出以下三種可能因素： 

1.子女藉由觀察父母的行為或互動模式、以及與父母的互動過程，

內化成為自己的一部份。例如，吳齊殷和高美英（1997）與歐陽

儀和吳麗娟（1998）發現嚴酷的教養方式是學習而來的，以及母

女間的親子關係會透過母親的教養方式傳遞給女兒；周玉慧

（2003）探討婚姻互動的代間傳遞，發現上一代夫妻的確會影響

下一代的婚姻價值觀。 

2.親子間若能建立良好的依附關係，對子女的人際適應與互動有正

向的影響。例如，黃淑滿、周麗端和葉明芬（2008）發現母親對

其原生家庭母親的安全依附，與其子女對她的安全依附之間，有

顯著的正向關係，兩代間不安全依附亦同，因此，安全依附和不

安全依附都有顯著的代間傳遞現象。 

3.家庭各次系統會對個體產生影響，即子女的適應是整個家庭系統

及關係交互影響的結果，如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肇因是家庭不好的

互動關係，也強調的是雙向的互動影響。例如孫頌賢和修慧蘭

（2005）探討經驗家庭親子肢體暴力的大學生，會影響約會關係

暴力行為的發生，結果發現親子間關係分化低者，會有約會暴力

行為。 

由上述研究發現上一代對下一代是有影響力的，Bowlby 於 1977 年

也曾指出早年親子的教養態度及互動方式，對於子女性格發展有著極大

的影響，也影響其未來行為的準則（引自徐畢卿、羅文倬、龍佛衛，

1999）。因此，親子互動的早期經驗，會形成子女的內在運作模式，Isaaca

（1981）提早年曾經受到體罰的孩子，在成年之後，通常傾向會用同樣

的方式來對待孩子；Simons 等人（1991）也指出嚴厲管教的父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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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其子女後來也會採取嚴厲管教方式；國內亦有相關研究發現嚴酷的

教養方式是學習而來的，以及母女間的親子關係會透過母親的教養方式

傳遞給女兒，例如接收到外婆拒絕、過度保護、嚴厲懲罰或獨裁式教養

訊息的母親，其自身的教養方式也會傾向於過度保護、嚴厲懲罰或獨裁

等（吳齊殷、高美英，1997；歐陽儀、吳麗娟，1998）。 

亦有少部分研究指出正向管教方式，也有代間傳遞的現象，Olson

（1992）提出親子關係中母親對子女的關懷方式也有相似的現象；

Blsky、Jaffee、 Sligo、Woodward和Silva（2005）指出在學齡前期的成

長過程中，受到較少的權威式的管教方式，在成為父母後，會以比較溫

暖的管教方式來管教子女；Chen 及 Kaplan（2001）指出在過去曾經驗

到好的親子關係（例如快樂、好的親職、親職的接納），可以預測下一

代會傾向正向的親子關係（例如，溝通、參與），即上一代正向的親職

經驗會傳遞給下一代；歐陽儀（1998）也指出外婆的教養方式傾向於關

懷、接納與敏感於子女需求者，則母親的教養方式也會較傾向於關懷、

接納。由上述研究可知，正向、負向管教方式是可以藉由代間傳遞給下

一代，下一代的教養方式會受到上一代的影響，就如同Simons和其同儕

的發現如果父母覺得過去所經驗的懲戒教養方式是合理的，就會反射性

地用相同的方式對待子女，自己並不易察覺這種與子女的互動模式其實

是受自己父母影響而來的。 

另也有少部分學者提出父母對於子女的管教方式不是完全被傳遞

的， Vermulst、 Brock和Van Zutphen（1990）發現外婆的管教方式只有

在關懷的情感支持部分直接傳遞給母親，限制部分則未傳遞（引自孫旻

儀，2008）；Herman（1995）以青少年和母親的配對研究發現，母親知

覺到上一代父母的管教方式，並沒有完全代間傳遞，上一代的管教方式

在生氣、愛與理想化有代間傳遞現象，但在接納、鼓勵等管教方式，則

無代間傳遞的現象。也有相關指出親子關係的代間傳遞會受到其他因素

影響，Kohn、 Slomczynaki和Schoenbach (1986)指出家庭的社會階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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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子女的價值有顯著的關聯，但父母的價值會受社會階層的影響；

Chen和Kaplan（2001）也提出個體的親友關係、社會參與（例如，教育、

組織參與、政策參與）會影響個體改變過去所經驗到的親職方式；吳齊

殷和高美英（1997）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會改變父母親是否採取嚴酷教養

方式，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比較不會使用和上一代父母相同的嚴酷教養

方式教養子女。 

從上述研究發現負向與正向管教方式的都有代間傳遞的現象，也有

些研究發現管教方式在代間傳遞，並不是全部皆可以傳遞給下一代，而

是有些管教特質有傳遞，但有些特質未直接傳遞。我們可以獲知上一代

父母對待下一代子女的管教方式，確實會受到上一代父母的對待方式影

響。因此，本研究認為親子關係是可以透過代間傳承的，代與代之間發

展相同的親子關係樣貌，並不會隨著時間而更迭；以及親子關係也會隨

著時間推移展現不同親子關係的樣貌，雖然並沒有完全修正親子關係的

模式，但他做了部分的修正。 

總而言之，代間傳遞是指上一代有目的或無目的對下一代的親子關

係的影響，自己將過去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之互動經驗，作為自己與子女

互動的典範。我們常不自覺將過去的價值信念做為參考基模，也用與父

母同樣的方式與子女互動，它對我們的影響是內化的，是不需要假以思

索的。1994年Steinberg、Brown和Dornbusch提出父母會依據他們所處社

會的文化價值觀教育孩子，引導孩子能適應將來所處的社會（引自趙梅

如，2004），我們不容忽視過去所經驗的親子關係會影響現階段與青少

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代與代之間是有關聯且相互影響的。因此，上一代

父母的親子關係對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的親子關係是具有影響力

的，親子關係是可以透過代間傳遞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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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理論觀點分析 

家庭生命歷程理論認為分析社會發展與變遷是重要的，它可以提供

我們了解生活事件、個人發展和關係發展的時間歷程（引自Bengtson 

&Allen, 1993）。Elder和他的同事提出歷史和社會結構會相互影響個人和

家庭的發展，例如，上一代父母的問題行為隨之而來的是有問題的家人

關係，進而影響下一代的家人關係，而影響下一世代子女的問題行為（引

自Bengtson & Allen, 1993）。 

Elder、Johnson與Crosnoe（2003）提出生命歷程理論五原則，分別

為生命全程發展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life-span development）、行動

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agency）、時間和空間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time 

andplace）、時機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timing）、生活的連結的原則

（the principle of linked lives），來解釋個體發展軌跡和社會變遷的連

結。時間和空間的原則是指個人的生命歷程是由個人過去生命經驗的歷

史的時間和空間形塑而成。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社會脈絡的改變，每個世

代都會形塑出不同於其他世代的生命軌跡，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

驗到的過去親子關係經驗及所經歷的社會變遷歷程，會形塑該世代與青

少年子女有別於不同世代的親子關係，也就是說，嬰兒潮世代父母過去

所經驗到的親子關係，以及經濟發展、教育擴張和家庭結構的改變，會

改變了個人或家庭結構，也會影響其選擇和行動來建構屬於該世代的親

子關係。因此，本研究以生命歷程理論中「時間和空間」的原則，討論

影響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的因素。 

從嬰兒潮世代父母成長的經歷發現，這世代經歷了戰後的高出生

率、快速的經濟發展與高度的教育擴張等環境變遷，這樣巨大的社會變

遷改變了個人和家庭的結構，包括有出生率的激增與降低，促使家庭規

模與家戶型態的改變；教育擴張增加個人的受教育機會，也提高了個人

的社經地位；從平穩的農業經濟進入快速的工業經濟型態，改變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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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經濟型態，經濟蓬勃發展提高家庭的經濟地位，有更多的財力資

源投資子女教育；以及受西方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改變了個人

對於婚姻、家人關係的價值觀與態度，除了趨向西方夫妻軸的家庭外，

同時也保留了傳統農業社會的父子軸家庭型態（楊國樞，1996）。 

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限制下，會如何建構屬於

他們的親子關係？期能藉由了解嬰兒潮世代父母所處的社會變遷脈絡

與過去生活經驗，解釋是社會變遷是否會改變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子女

的親子關係，以及過去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的正負

向經驗，如何影響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本研究將以Elder、

Johnson 與Crosnoe於2003年所提出的生命歷程理論的核心原則及代間

傳遞觀點，探討嬰兒潮世代父母所遭遇的社會變遷歷程，會如何選擇與

行動來建構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以及嬰兒潮世代父母的過去親

子關係經驗，如何形塑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 

二、個人及家庭因素 

探討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很多，包括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等，會影響子

女與父母互動的頻率、情緒感受及親子關係（朱瑞玲，1989）；家庭結構的

完整性、婚姻狀態、工作時間型態等，會影響親子共處時間，也會影響父母

與子女的親子關係（李美枝，1998；葉光輝，1999；侯崇文，2001；鄭麗珍，

2001；Thomson, Hanson, & McLanahan, 1994；Dunn, Davies, & O’Connor, 

2000；O’Connor, Dunn, Jenkins, & Rasbash, 2006）。分別論述如下： 

（一）性別 

以父母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發現，朱瑞玲（1989）指出子女與母親相

處時間較多，有比較好的情緒感受；李美枝（1998）指出父親和子女間

的親近度低於母親；和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指出，羅國英（1997）

表示青少年感受到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比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更正向；蔡淑

鈴（2003）不同性別與不同親別受到文化規範的影響，會有不同樣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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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例如子女知覺與母親的依附感程度大於對於父親的知覺；歐

陽儀、吳麗娟和林世華（2006）發現男性青少年比女性知覺較多對父親

依附的安全感，父親常對女兒說出正向言語，會對女兒的情緒有正向影

響。不管是從親代或子代的研究發現相同結果，父親與子女互動的親近

性或親密度仍然低於母親，而父母與子女間的正向互動關係，有助於正

向親子關係。 

（二）婚姻狀態 

Amato（1987）提出父母離婚會影響子女的發展，離婚後未與子女

同住的父或母，與子女的接觸品質會下降，也會減少與子女的相處時

間，離婚後與未同住的父或母的相處時間會減少，較少有正向的親子關

係（Amato, 2001）；鄭麗珍（2001）發現單親的離婚婦女會有雙重角色

衝突，要兼顧經濟負擔和教養子女責任，較少有親子共處的時間，與子

女互動較少有正向的親子關係；此外也有研究發現父母再婚重組家庭，

相較於原生家庭與子女的互動較少有正向的親子關係（McLanahan, 

1994；O’Connor, Dunn, Jenkins, & Rasbash, 2006）。由此可知，因離婚造

成角色負擔過重、以及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父或母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

與孩子共處，親子間則較少有正向的親子關係。 

另父母的婚姻狀態是影響家庭結構改變的重要因素，也從不同家庭

結構型態發現親子關係的差異。侯崇文（2001）指出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與家庭結構的完整性是有相關的，家庭結構完整指生活在健全的家庭，

皆與親生父母同住者，與家庭結構不完整指親生父母離異、分居、或父

母一方已逝者，比較兩者發現前者的偏差行為相較後者少，所以家庭結

構不完整的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較多；鄭麗珍（2001）發現單親家庭相較

於雙親家庭，較少有親子共處的時間，親子互動的關係品質較差。

Thomson、Hanson 與 McLanahan（1994）提出原生家庭相較於其他型態

（如繼親、單親）的家庭，與子女互動有較正向的親子關係；O’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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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n、Jenkins 和 Rasbash（2006）以 171 個家庭共計 404 人為研究對象，

近乎一半的成員是血緣家庭，其它成員來自單親母親、繼父和複雜/繼

母、重組家庭等，研究發現繼親家庭相較於其他家庭型態其親子關係品

質較差。具體來說，與血緣家庭同居住者相較於其它家庭類型，父母與

子女的互動較有正向的親子關係。 

（三）家庭社經地位 

鄭麗珍（2001）發現單親家庭中的子女所處的家庭經濟狀況較不

好、也較少有親子共處的時間，都會影響親子互動的關係；葉明芬（2008）

發現家庭經濟資源的增加會提升家庭情感資源；Thomson、Hanson 和 

McLanahan（1994）指出金錢和時間是父母提供子女的兩項重要資源，

發現家庭經濟資源的多寡對兒童的心理福祉是有影響的，經濟資源較多

者相較於經濟資源較少的兒童擁有較正向的覺知；發現處於經濟不利青

少年的對親子關係的覺知是負向的。研究結果支持家庭經濟資源與父母

的情感資源相關的，即父母如果有較高的家庭經濟資源，可以提供更多

的社會支持給與子女，若處於經濟匱乏下的家庭，父母則較難以提供子

女足夠的情感資源。 

朱瑞玲（1989）研究發現父親的職業聲望與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

女的學業成績、與父母的頻率與情緒感受有直接的影響；Davis、Crouter

與 McHale（2006）青少年的負向情緒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是相關的，

當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選擇與子女相處時間越長，青少年的負向情

緒則愈少，而當父母親教育程度低、家庭時間越長則青少年的負向情緒

症狀越多。研究結果發現教育程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高教育程度者相

較於低教育程度的父母擁有較正向的親子關係。 

（四）工作時間型態 

過去農業社會工作時間型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與子女的作息

是相同的，父母與子女的時間並不衝突；而現代有更多元工作時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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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父母因為輪班制度，而改變了與子女相處的時間。Crouter、Bumpus、

Head 及 Mchalf （2001）認為男性長時間工作與家人相處時間相對減

少，也較少有正向親子關係；Strazdins、Clements、 Korda、Broom 和 

D’souza（2006）發現夜間或假日工作的父母相較於在週間工作的父母，

其家庭功能較差及父母效能較低；Davis、Crouter 與 McHale（2006）指

出非標準工時的母親與子女間的親子關係較標準工時母親關係親密，而

非標準工時的父親與青少年子女較不親密，以及與父母的相處時間長，

青少年的負向情緒則愈少。因此，當父母的作息時間與子女相同時，可

以與子女有較多的相處時間，也擁有較正向的親子關係。工作型態的變

遷是受到工業化的影響，而讓工作時間型態更趨向多元，例如，醫療體

系、科技公司、及製造業的輪班制與彈性工時型態，而職業型態會影響

父母的工作時間型態，工作時間型態會影響父母投注親子相處的時間，

進而影響親子關係。 

除了上述因素會影響親子關係外，親子關係過去主要著眼在與家庭生計

有關的部分，而目前則著重在父母的教養行為（曾端真，2003）。因此，親

子關係從過去重視的是經濟互惠的關係，轉至重視彼此間的親子互動，也體

會到親子間情感投資的重要性（Arendell, 1997），尤其父親愈來愈重視家庭

的重要，雖然多數的父親缺乏學習的典範，願意學習如何做好父親，開始與

子女有更多互動（王叢桂，2000）。 

總而言之，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張確實改變個人或家庭結構，例如家戶型

態更趨向多樣化及家庭社經地位被提升等，這些改變也對會親子關係造成影

響。因此，社會變遷導致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歷的社會文化脈絡與上一代父

母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差異性，不同的社會脈絡所展現的親子關係樣貌

也應不盡相同，也就是說，處於不同的個人及家庭背景結構的嬰兒潮世代父

母會展現與上一代父母不同樣貌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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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工

具的選用、研究實施程序集資料處理的方法。全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

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

為資料分析處理。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在與上一代親子關係、及個人

與家庭背景因素，對其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是否存在關係？依據研究目的

與研究問題，研究架構如下圖 3-1-1：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G1↔G2 親子關係 

1.訊息交換 

2.情感表達 

3.問題解決 

4.權力關係 

5.親子界限 

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 

1.性別 

2.婚姻狀態 

3.社經地位 

4.工作時間型態 

G2↔G3 親子關係 

1.訊息交換 

2.情感表達 

3.問題解決 

4.權力關係 

5.親子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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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G1↔G2），），），），以及與以及與以及與以及與

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有顯著性差異的親子關係有顯著性差異的親子關係有顯著性差異的親子關係有顯著性差異。。。。 

1-1.在訊息交換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1-2.在情感傳達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1-3.在解決問題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1-4.在親子權力關係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1-5.在親子界限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G2↔G3），），），），會因會因會因會因

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而有顯著性差異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而有顯著性差異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而有顯著性差異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而有顯著性差異。。。。 

2-1.不同的性別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2-2.不同的婚姻狀態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2-3.不同的社經地位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2-4.不同的工作時間型態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上一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上一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上一代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上一代（（（（G1↔G2））））的親子關係的親子關係的親子關係的親子關係、、、、及個及個及個及個

人及家庭背景人及家庭背景人及家庭背景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因素因素因素，，，，能顯著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能顯著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能顯著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能顯著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的親的親的親

子關係子關係子關係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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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以台灣地區的嬰兒潮世代出生於 1956 至 1966 年間者（年

約 43-53 歲），並且有 13 至 18 歲青少年子女為受試者。因受試者很難在特

定的機構、組織中，直接隨機抽取樣本，故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樣本，

立意的標準為「出生於 1956 至 1966 年間者（年約 43-53 歲）」且「有 13

至 18 歲青少年子女」二項條件皆具足者。主要透過縣市社區大學、國立空

中大學、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國（高）中學校、縣市社團法人與研究者的人

際網絡，選取符合立意條件的研究對象（表 3-1-1）。問卷施測方法為兩種

形式，一為研究者親自至現場進行施測，另一為委託該組織或學校人員協助

進行施測。 

表 3-3-1  研究正式樣本來源 

研究樣本來源 

機構名稱 縣市社 

區大學 

國立空 

中大學 

縣市家庭

教育中心

各級 

學校 

縣市社 

團法人 

人際 

網絡 
總計 

發出份數 30 45 150 300 300 100 925 

回收問卷數 14 20 97 165 245 100 641 

有效問卷數 14 18 85 91 183 95 486 

預試問卷發出 140 份，回收 135 份，回收率為 96.4％；回收問卷精挑選

符合研究對象資格及刪除廢卷之有效問卷，為 112 份，回收問卷之有效率為

82.96％（表 3-3-2）。正式問卷共計發放 925 份，回收 641 份，回收率為 69.30

％；經挑選符合研究對象資格及刪除廢卷之有效問卷，為 486 份，回收問卷

之有效率為 75.82％（表 3-3-2） 

表 3-3-2  回收問卷之有效率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回收有效率 
樣本 

計 計 百分比 男 女 計 百分比 

預式樣本 140 135 96.43 23 87 112 82.97 

正式樣本 925 641 69.30 137 349 486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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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依據本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親子關係內涵構面做為本問卷的架構，並

採借本國相關研究問卷作為編寫本研究問卷之參考依據。本問卷內容問卷內

容包括二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父母及其青少

年子女親子關係量表；第二部份是受試者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本節茲就問

卷的內容、發展過程、信效度考驗及計分方式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 

受試者個人或家庭背景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經地位、

工作時間型態、家庭結構、及婚姻狀態等變項。 因需進行多元迴歸，故將

類別變項處理成虛擬變項之轉換方式，詳列表於表 3-4-2。變項說明如下： 

一、年齡：以資料分析年（98 年）減去個人出生年為其實際年齡。 

二、性別：性別包括男性與女性，在進行階層迴歸分析時，將性別處理成虛

擬變項，分別編碼男為 1、女為 0。 

三、教育程度：按照現行學制區分為國小以下（包含未上學但識字、不識字）、

國小、國（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或學院、研究所及以上。 

四、職業類別：依據 Hollingshed 於 1957 年所提出之職業各類別（見正式問

卷）。 

五、社經地位：以個人的社經地位來代表，根據 Hollingshed 與 Redlich 於

1958 年提出「兩因素的社會地位指數」區分法，用職業等級與教育程

度加權合併，將職業等級高低指數乘以「7」加教育程度乘以「4」所得

和數做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計算方式如下表（表 3-4-2）所示。其決

定程序為（引自陳小英，2005）： 

（一）以職業類別區分社經地位：依職業各類別依序為�高級專業人

員，高級行政人員；�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半專業，一

般公務人員；�技術性工人；以及�半技術、非技術工人以及無

業者與家庭主婦等五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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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教育程度區分社經地位：依正式教育年數，並按照現行學制由

高至低區分為五等級，即�研究所以上，得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大學校院、技術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者；�大學肄業、專科

畢業者及高中（職）畢業者；�國中畢業者及�小學及其他（包

含未上學但識字、不識字）。 

（三）加權合併職業類別教育程度以區分社會經濟地位。 

表 3-4-1  社經地位計算方式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數 
加權值 

教育

程度 

教育 

指數 
加權值 社經地位指數 等級 

5 5×7 5 5×4 5×7＋5×4＝55 (52-55) 

4 4×7 4 4×4 4×7＋4×4＝44 41-51) 

3 3×7 3 3×4 3×7＋3×4＝33 (30-40) 

2 2×7 2 2×4 2×7＋2×4＝22 (19-29) 

1 1×7 1 1×4 1×7＋1×4＝11 (11-18) 

六、工作時間型態：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就業、失業統計」指標，依就業者

工作時數之多寡區分為全時工作者與部分時間工作者二類等。 

（一）全日時間工作者（全職工作，full-time employment）：�每週工作

時數達到場所規定之正常上班時數者；或�以農事工作為主業之

經常性從事農事工作者；或�平均每週工時超過 40 小時之無固

定雇主與廠外按件計酬受雇者及自營作業者。並區分為輪班工作

及非輪班工作兩種。 

（二）部分時間工作者（兼職工作，part-time employment）：非全日時

間工作者。並區分為輪班工作及非輪班工作兩種。 

本研究在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時，以輪班為條件再進行分類，將兼職

輪班工作和全職輪班工作歸為非標準工時，以及兼職非輪班工作和全職

非輪班工作併為標準工時。在將工作時間形態以無工作為參照組，而分

別編碼 0 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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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婚姻狀態：分為已婚、再婚、同居、離婚、分居、喪偶等。本研究在進

行多元迴歸分析時，將婚姻狀態轉換為虛擬變項，已婚、再婚、同居視

為有偶，且編碼為 1；離婚、分居與喪偶視為無偶，且編碼為 0。 

表 3-4-2  類別變項處理成虛擬變項之轉換方式 

類別變項名稱（變項＝1） 虛擬變項計分方式 

性別（男性） 男性＝1 

女性（參照組）＝0 

工作時間型態（標準工時） 標準工時＝1 

無工作者（參照組）＝0 

工作時間型態（非標準工時） 非標準工時＝1 

無工作者（參照組）＝0 

婚姻狀態（有偶） 有偶（已婚、再婚和同居）＝1 

無偶（離婚、分居和喪偶；參照組）＝0 

貳貳貳貳、、、、親子關係量表親子關係量表親子關係量表親子關係量表 

本研究量表採用黃宗堅、謝雨生與周玉慧（2004）所提出的家人關係量

表，量測有關本研究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以及親子權力關係等

面向的測量，其以高中生為對象共計 579 人，進行信、效度分析，各量表在

信度部份 Cronbach α係數為 0.59 至 0.86 之間，以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所有題目在其所屬因素上因素負荷量皆達到顯著性水準，故此量表信、效度

佳。另孫頌賢、修慧蘭（2004）所提出的親子關係界限量表，量測有關本研

究親子界限面向的測量，此量表以大學生為對象共計 634 人，進行信、效度

分析，得知各分量表各因素信效度達到 0.85 至 0.93，此量表亦有好的信、

效度；以及參考李美枝（1998）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測量親子關係的內涵與

功能量表。 

本問卷「親子關係量表」內容設計，由研究者參考上述親子關係相關量

表編寫而成，計有五個面向，包括訊息交換（8 題）、情感傳達（9 題）、問

題解決（8 題）、權力關係（8 題）、親子界限關係（6 題）來量測，由受試

者分別填寫與上一代父母、及自己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問卷中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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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皆詢問「您於青少年時期（國、高中時期）與父母親子關係的狀況

（G1↔G2）」，以及「目前您與您青少年（國、高中）子女親子關係的狀

況（G2↔G3）」二個問題，每一部分各 39 題，共計 78 題。 

本研究量表計分方式，皆採取 Likert-type scale 四點量表，計分時採「從

未如此」為 1 分、「偶爾如此」為 2 分、「有時如此」為 3 分、「經常如此」

為 4 分。受試者者作答時，依自己的真實感受圈選與自己最符合的答案。量

表中有反向計分題項，包括訊息交換面向第 1 至 6 題；情感傳達面向有第 3

至 5 及 9 題；問題解決面向則為第 1、3、4、6 題；權力關係有第 1 至 4、8

題；以及親子界限部分除第 3 題外，皆為反向計分題。正向題採「從未如此」

到「經常如此」以 1 至 4 分編碼，反向題則反之，表示各分量在加總後得分

愈高者，表其親子關係傾向於正向關係，例如將訊息交換面向 8 題項加總

後，會得到 8~32 分，分數愈高代表親子關係傾向於正向互動。 

参参参参、、、、專家效度專家效度專家效度專家效度 

問卷初稿擬定後，邀請國內親子關係領域專家學者九位（附錄一），逐

一就問卷題項之代表性、適切性及可閱讀性，進行「適當」、「修改」、和「刪

除」之意見提供。彙整專家學者之意見與指導教授之建議後，問卷內容修改

如下： 

一、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原為：受試者目前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經地位、

工作時間型態、家庭結構、及婚姻狀態等變項。在參考專家意見後，增加受

訪者在青少年時期的家庭狀況三題，分別為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和手足性

別人數等。另有關受試者的婚姻狀態題項，專家提出當受試者為再婚者，一

開始看到選項已婚，可能不會再注意到再婚的選項；同樣地，若為離婚但同

居者，可能先選離婚，而忽略同居的答項，本題項修正為「再婚」為已婚答

項的次子題，「離婚但仍同居」為離婚答項的次子題，並加入「其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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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關係量表 

彙整專家學者之意見，親子關係問卷之架構仍維持原五大面向。但認為

問卷格式應做修正，專家提出問卷形式若以題項居中，左右分別為勾選為

之，應考量對填答者的暗示和比較反應的影響，建議應修改問卷格式。因此，

親子關係量表部分，將分成「我青少年時期，父母對我」以及「我對我青少

年子女」兩題分別進行詢問；計分方式仍維持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 

至於各題項經專家審核，建議應將題項方向性更清楚描述及一致性，以

及應有具體的正負向行為關係。本問卷是請受試者就其親子關係的各議題，

分別檢視自己目前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狀態，以及回溯青少年時期與父

母的親子關係概況。因此，本問卷各題目詢問方式，將修正一致為「父母對

子女」，並修改缺乏正負向親子關係之題項，有更明確正負向行為關係。經

專家建議，本問卷修改為 G1↔G2 與 G2↔G3 各 39 題，共計 78 題。並依各

題目之建議修改，以下將就修改狀況進行說明： 

（一）訊息交換面向：原題項有 8 題，參酌專家意見後，依改變後問卷

格式修改題目撰寫方式。經修改此面向的題項維持原 8 題。 

（二）情感傳達面向：原題項有 8 題，彙整專家意見後，調整各題項的

敘述方式，原題項 1 包含多個概念，故拆開為「會鼓勵我把話說

出來」、「會傾聽我把心裡的感受」二題；題項 2、5 則加入更具

體的互動行為，題項 2 修改為「會用打人的方式，表達對我的不

滿情緒」，題項 5 則為「不允許用暴力的方式表達我的憤怒情

緒」。修改後此面向的題目為 9 題。 

（三）問題解決面向：原題項有 8 題，依據專家建議修改缺乏正負向互

動關係題項，原題項 4 修改較口語化方式詢問「會用逃避的方式

面對和我的衝突」，題項 6 因缺乏正負向行為關係，則修正為「當

我遇到困難時，會沒問過我就直接幫我解決」，題項修改為「親

子間有衝突時，會經過討論，找出都同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經過修改維持為 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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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力關係面向，專家認為應為單一方向性問法，例如，父母做決

定會讓子女知道，或子女做決定要讓父母知道。依專家建議修正

每題項方向性一致外，例如，原題項 2 修改為「當我做重要決定

時（如選擇科系或學校），一定要要參照他的建議」。經過修改，

本面向的題目為原 8 題。 

（五）親子界限關係面向：經過專家建議，題項 4、5 無法明確點出親

子界域的意涵，故予以刪除。題項 6 則修正為「會干涉我所交往

的朋友」，題項語意不夠清楚修改為「當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時，

會用情緒化的表現方式，讓我屈服」，以及題項 8 修改為「會盤

問我生活中，不管是在學校或校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本面向

的題數由 8 題縮減為 6 題。 

肆肆肆肆、、、、預試分析預試分析預試分析預試分析 

預式樣本施測後共得有效問卷 112 份，將預施測的有效問卷進行電腦編

碼後，進行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項目分析進行題目之篩選，以預試樣本 112 份為對象，預試工

作除瞭解研究對象的問卷填寫情形、施測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和應注意事項

外，並以 SPSS17.0 統計軟體進行項目分析，進行親子關係題目之適合度檢

定，採用項目分析中極端組檢驗法（Critical Ratio，簡稱 CR）及相關分析法。

以增加問卷的信度和效度，以下是預試結果（附錄三）： 

本研究針對親子關係量表進行項目分析，目的是為瞭解預試題目的適切

性。為求題目之嚴謹，本研究採取極端組檢驗法（CR）以及單一組法的方

式進行檢測，前者是將各題項之答題狀況，分別以前、後 27％者為臨界值，

區分為高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高低分組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即該題項是否具備鑑別力；後者是計算各題項與各分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

表示該題項與各分量表的相關程度，上述兩種分析方法均以 p 值小於.05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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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顯著的評斷依據。極端組檢驗法（CR）作為篩選題目的依據，若 t 值月高

代表題目的鑑別度越好，所以題目簡定後為達顯著或 CR 值小於 3.0 將予以

刪除或做修正。 

根據分析結果，極端組法顯示在 G2↔G3 部分各題項之高低分組皆達顯

著，表示各題項均有鑑別度。而 G1↔G2 部分在情感傳達面向之第 6 題「不

允許用暴力的方式表達我的憤怒情緒」、問題解決面向之第 5 題「當我遇到

困難時，會讓我自己先想辦法解決」、以及權力關係面向之第 5 題「會清楚

讓我知道他的要求與期望」等 3 題考驗的 p 值未達顯著及 t 值小於.30 外，

其餘各題目在高低分組平均數考驗的 t 檢定均達到.01 的顯著水準。單一組

法顯示除 G1↔G2 部分之權力關係面向的第 5題與該分量表未達顯著相關性

外，其餘於各題項與各分量表皆呈現顯著相關性。因本問卷是為了解親子關

係代間傳遞的關係，而在 G2↔G3 部分各題項皆達顯著性，故保留 G1↔G2

部分未達顯著之題目。 

二、信度分析 

親子關係量表問項以預式樣本 112 人為對象，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採

取題目刪除後信度係數 Alpha 值會提升為原則。例如，當刪除該題後的 α係

數較原先分量表的 α係數為高，則表示該題目的內部不一致性較低；反之，

當刪除該題後的 α係數較原先分量表的 α係數為低，則表示該題目的內部不

一致性較高。依吳明龍和涂金唐（2006）提出因素的係數最好在.70 以上，

若在.60 以上則勉強可接受。本研究在預試樣本各分量表求得 Cronbach’s α

值介於.48~.82 之間（表 3-4-4），除問題解決量表為.48，雖偏低但仍可接受，

其餘各分量表皆介.70~.82 間，顯示各分量表的作答情形具有內部一致性。 

三、修正 

根據施測狀況及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修改問卷各題目詢問方式，讓主從

關係更為清楚，例如在父母對我（G1↔G2）部分，將「會用沉默不說話來

表達對我的不滿」修正為「父母會用沉默不說話來表達對我的不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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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對子女（G2↔G3）部分，將「會常常對他抱怨、嘮叨或碎碎念」修正

為「會常常對子女抱怨、嘮叨或碎碎念」。預試後本問卷仍維持原題數。 

伍伍伍伍、、、、正式施測分析正式施測分析正式施測分析正式施測分析 

本研究最後再以正式樣本 486 人為對象，再次進行內部一致行分析，求

得 Cronbach’s α值如下表（表 3-4-4）。根據下表，正式樣本中 G1↔G2 和

G2↔G3 之問題解決面向 Cronbach’s α值雖未達.60，但其 Cronbach’s α值相

較於預試樣本有提高，顯示各分量表的各題項測量是相同的概念。 

表 3-4-3  親子關係量表之信度係數（預式樣本，n=112 與正式樣本，n=486） 

預式樣本 正式樣本 
 面向 題數 總題數 

分量表 整體 分量表 整體 

G1↔G2 訊息交換 8 .82 .80 

 情感傳達 9 .78 .73 

 問題解決 8 .48 .49 

 權力關係 8 .73 .70 

 親子界限 6 

39 

.70 

.91 

.74 

.90 

G2↔G3 訊息交換 8 .70 .69 

 情感傳達 9 .57 .65 

 問題解決 8 .49 .53 

 權力關係 8 .64 .62 

 親子界限 6 

39 

.56 

.85 

.6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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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可以劃分為四個步驟，首先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編製

「親子關係量表」，內含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嬰兒潮世代與青少年子女親

子關係量表、以及嬰兒潮世代與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量表；第二步驟是進

行問卷預試，檢驗問卷的信效度；第三步驟是進行問卷正式施測，以取得有

效樣本；第四步驟資料處理分析與論文撰寫。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問卷編製 

測量工具將依本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內容，採借相關「親子關係量表」

進行問卷的編擬，並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專家效度檢測，檢視問卷的表

面效度，審視問卷題目語句的通順性、流暢性、表達性，以及各題目表達意

涵的適切性，建立本量表的內容效度。初稿編製完成即於 98 年 10 月上旬進

行專家效度檢測，並彙集與統整專家學者意見完成預試問卷之編製。 

二、問卷預試 

為檢視研究者採借修訂之「親子關係量表」對於施測對象的適用性，本

研究將隨機選取台北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國中、高中學校、社區公民大學與

研究者的人際網絡為預試對象，檢視問卷的語意、文字措辭、作答時間及量

表的適用性。預試問卷編製完成後，並於 98 年 11 月中旬完成問卷之預試，

刪除填答不全與資格不符之無效問卷，對預試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並進行問

卷修正，確定正式問卷題項。 

三、正式施測 

正式問卷確定後，於 98 年 11 月下旬進行問卷的施測與回收，為符合本

研究立意抽樣標準，以及獲得有效樣本數，須要有足夠的樣本數，藉以獲取

足夠樣本數，除了透過國（高）中學校外，也委請縣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

公民大學與社福團體，協助發放與回收問。問卷施測方法為兩種形式，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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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親自至現場進行施測，另一為委託該組織或學校人員協助進行施測。 

四、資料處理分析與論文撰寫階段 

本研究於 98 年 12 月中旬回收全部問卷，根據回收的有效問卷，將之編

碼後輸入電腦。並以 SPSS17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的統計與分析處理，並

進行論文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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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資料處理方法資料處理方法資料處理方法資料處理方法 

本研究目的是透過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歷的過去親子關係

經驗，以及所處的社會變遷歷程，對於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可能產生的

影響，瞭解代間傳遞與社會變遷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7.0」進行資料分析，因有些變項為類別資料，會使用

虛擬變項做轉換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技術主要

有： 

一、描述性統計：將所蒐集的資料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

方式呈現，藉以瞭解受試者之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整體分佈情形，以及

G1↔G2 親子關係、G2↔G3 親子關係的概況。 

二、t 考驗： 

（一）獨立樣本 t 考驗，探討不同性別變項的 G2↔G3 親子關係是否有

顯著差異存在； 

（二）相依樣本 t 考驗，探討 G1↔G2 與 G2↔G3 的親子關係是否有顯

著差異存在。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用以考驗不同婚姻狀態及工作時間型態等變項，在

G2↔G3 親子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社經地位在 G2↔G3 親子關係是否有顯著相關。 

五、多元迴歸分析：本研究將以 G2 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G1↔G2 親子關

係為自變項，G2↔G3 親子關係依變項，探討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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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研究目的進行研究結果分析，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為樣

本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節為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其父母及與其青

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差異；第三節為分析影響親子關係之因素。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樣本基本資料分析樣本基本資料分析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節針對受訪者之個人與家庭背景資料以及親子關係量表概況，以描述

性統計（次數、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分別描述與分析。 

壹壹壹壹、、、、樣本個人基本資料樣本個人基本資料樣本個人基本資料樣本個人基本資料 

在分析 486 份有效問卷中，受訪者之個人基本資料，如表 4-1-2 所示，

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父母 

本樣本中計有父親為 137 人，佔全體樣本 28.2％；母親有 349 人約佔

71.8％，男女比約為 3：7。 

二、年齡 

本研究對象是依立意取樣以「出生於 1956 至 1966 年間者」，年齡範圍

介於 43-53 歲間，平均年齡為 51.24 歲，標準差為 2.65，表示受訪者主要介

於 48 至 53 歲之間。此外，父親樣本平均為 50.42 歲(SD=2.85)，母親樣本為

平均 51.57 歲(SD=2.50)。 

三、工作時間型態 

工作時間型態以標準工時工作者最多，計有 301 人佔 63.2％；其次為無

工作者 136 人佔 28.6％；以及標準工時工作者 39 人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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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社經地位 

（一）教育程度 

以大學院校畢業，獲學士學位者最多，約佔 32.7％；其次為高中（職）

畢業佔 26.3％；其他依序分別為專科畢業者 23.3％、研究所以上者 12.1

％、國（初）中畢業及其他佔 5.3％。本研究樣本平均教育程度為

3.21(SD=1.12)，若換算為教育年數，則平均受教育年數介於 14 至 16 年

間。此外，父親樣本平均 3.51(SD=1.15)、母親樣本平均 3.09(SD=1.09)，

兩者的平均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P＜.001)，則表示父親平均教育程度相

較母親高。 

（二）職業類別 

在受訪者中，以家庭主婦所佔比例最多，計有 136 人為家庭主婦，

佔整體樣本 28.2％；再來是半專業及一般公務人員有 122 人，佔 25.3

％；其次是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有 112 人，佔 23.2％；其他職業類

別皆未超過 10％，依序分別為技術性工人 48 人(9.9％)、高級專業人員

及高級行政人員 43人(8.9％)、半技術或非技術工人以及無業者 12人(2.0

％)。若依 Hollingshed 於 1957 年提出「兩因素的社會地位指數」區分

法，將家庭主婦歸入半技術或非技術工人及無業者的職業類別，發現父

親男性樣本平均職業地位指數為 3.42(SD=1.06)，母親則為

2.66(SD=1.36)，兩者的平均職業地位指數達顯著差異(P＜.001)，則表示

父親的平均職業地位比母親高。 

依照 Hollingshed 與 Redlich 於 1958 年提出「兩因素的社會地位指數」

區分法，將教育與職業指數加權後兩數合計的社經地位指數為代表。理論最

低分為 11 分，最高分為 55 分，理論中點為 33 分。在本研究受試者的社經

地位平均數為 31.41(SD=12.19)，低於理論中點，表示個人的社經地位略低。

此外，父親樣本個人社經地位平均 37.96(SD=10.59)、母親樣本平均

28.85(SD=11.83)，兩者的平均社經地位達顯著差異(P＜.001)，則表示父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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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個人社經地位高。 

表 4-1-1  受試者個人社經地位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人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整體 
483 11 55 31.41

a 
12.19 -2.86

＊＊
 

父親樣本 136 11 55 37.96 10.59 -8.23
＊＊＊

 社經地位 

母親樣本 347 11 55 28.85 11.83  

P＜.01
＊＊
；P＜.01

＊＊＊ 

a：平均每題得分：理論最低為 11 分，最高分為 55 分，理論中點為 33 分。 

五、婚姻狀態 

受試者為有偶者（已婚者）計有 466 人，約佔 95.1％的比例最多；受試

者為無偶者（包括，分居 4 人、離婚 12 人、喪偶 4 人）有 20 人佔整體比例

4.1％。 

表 4-1-2  受試者個人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父親 137 28.2 性別 

母親 349 71.8 

無工作 136 28.6 

輪班工作 39 8.2 

工作時間型態 

非輪班工作 301 63.2 

國（初）中 26 5.3 

高中職畢業者 128 26.3 

專科畢業者 113 23.3 

大學校院、技術學院畢業 159 32.7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60 12.1 

職業類別 家庭主婦 136 28.2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以及無業者 12 2.0 

 技術性工人 48 9.9 

 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 122 25.3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112 23.2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43 8.9 

婚姻狀態 有偶 466 95.1 

 無偶 2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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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受試者者父母親背景資料受試者者父母親背景資料受試者者父母親背景資料受試者者父母親背景資料 

在分析 486 份有效問卷中，受訪者之家庭基本資料，如表 4-1-4 所示，

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受試者父母親之社經地位 

在正式樣本中，受試者父親的社經地位平均為 23.14(SD=12.05)，受試

者母親則為 14.12(SD=7.11)，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之原生家庭

的社經地位偏低。相較父母親社經地位發現，受試者母親的社經地位又顯著

低於受試者父親。再將受訪者的社經地位相較於其受試者父親，受訪者的社

經地位平均為 31.46(SD=12.16)，顯著高於受試者父親的平均社經地位，表

示受訪者的社經地位高於受試者父母親。 

表 4-1-3  受試者父母親社經地位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人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a 

受試者父親 474 11 51 23.15 12.09 -17.66
＊＊＊ 

受試者母親 478 11 51 14.15 7.14 -57.52
＊＊＊

 

P＜.001
＊＊＊

 

a：平均每題得分：理論最低為 11 分，最高為 55 分，理論中點為 33 分。 

二、受試者父母親職業類別 

在受訪者填答中，有關受試者父親的部分，以半技術、非技術工人以及

無業者比例最多有 153 人，佔整體樣本 32.6％；再來是技術性工人有 132 人

（28.1％）；其次是半專業及一般公務人員有 77 人（16.4％）；其餘依序分別

為高級專業人員及高級行政人員 60 人(12.8％)、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 48

人(10.2％)。 

受試者母親的部分，有超過整體樣本一半是家庭主婦，有 275 人佔 57.9

％；其次是半技術、非技術工人以及無業者有 106 人（22.3％）；其餘依序

為技術性工人有 54 人（11.4％）；半專業及一般公務人員有 19 人（4.0％）；

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有 13 人（2.7％）；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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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7％）。 

三、受試者父母親教育程度 

有關受試者父親的部分，小學畢業所佔比例最多，有 170 人，佔 35.1

％；其次為小學以下（含不識字）有 88 人佔 18.1％；其餘依序為高中職畢

業者有 80 人（16.5％）；國（初）中畢業者有 75 人（15.5％）；大學校院

畢業，獲學士學位者 38 人（7.8％）；專科畢業者 33 人（6.8％）；以及得

有碩士、博士學位者有 1 人（0.2％）。 

受試者母親部分，小學畢業最多有 187 人，佔 38.3％；再來是小學以下

（含不識字）所佔比例居次，有 185 人，佔 38.4％；其次依序為國（初）中

畢業者有 58 人（11.9％）；高中職畢業者有 34 人（7.0％）；專科畢業者有

12 人（2.5％）；大學校院畢業，獲學士學位者有 9 人（1.9％）；得有碩士、

博士學位者有 1 人（.2％）。 

此外，受試者父親的教育程度平均為 2.83(SD=1.45)、受試者母親的教

育程度平均為 2.05(SD=1.19)，兩者的平均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P＜.01)，則

表示受試者父親比受試者母親的教育程度高。並將受試者的平均教育程度與

其父親等級較高者相比，受試者的教育程度平均為 3.20(SD=1.12)，相較於

受試者父親的平均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P＜.001)，表示受試者的教育程度高

於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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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受試者父母親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以及無業者 153 32.6 

技術性工人 132 28.1 

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 77 16.4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48 10.2 

父親 

職業類別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60 12.8 

家庭主婦 275 57.9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以及無業者 106 22.3 

技術性工人 54 11.4 

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 19 4.0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13 2.7 

母親 

職業類別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8 1.7 

小學以下（含不識字） 88 18.1 

小學 170 35.1 

國（初）中 75 15.5 

高中職畢業者 80 16.5 

專科畢業者 33 6.8 

大學校院、技術學院畢業 38 7.8 

父親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1 .2 

小學以下（含不識字） 185 38.4 

小學 187 38.3 

國（初）中 58 11.9 

高中職畢業者 34 7.0 

專科畢業者 12 2.5 

大學校院、技術學院畢業 9 1.9 

母親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1 .2 

此外，除了母親仍以家庭主婦居多外，相較受試者與其父母親的職業類

別比例，受試者父親以技術性、半技術性或非技術性工人所佔比例最多高達

60％，而受試者則以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約

佔 50％，與比較 1980 年和 2007 年就業者的職業類別比例的變動發現，從

事技術性、半技術性或非技術性工人所佔比例減少最多，也與相關文獻分析

獲得相同的結果（王宏仁，1999；黃俊傑，2006）。受訪者的平均教育程度

亦高於父親或母親的教育程度，最低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與江莉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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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許嘉猷（1989）研究結果相同，二代間的教育階層流動呈現上升趨勢。也

證明了教育機會的提升，也相對提高教育程度（陳寬政、劉正，2004；陳琬

琪，2005）。 

参参参参、、、、樣本於各量表得分情樣本於各量表得分情樣本於各量表得分情樣本於各量表得分情形形形形 

本研究包含「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父母(G1↔G2)」及「出生

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等二個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五

個分量表，分別為訊息交換、情感傳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和親子界限

等面向。並以分量表及各題項之題平均數進行 t 考驗檢定，題平均數顯著高

於理論中點 2.5，表示親子關係趨於正向，題平均顯著高於 3 及接近 4，則

表示親子關係是非常正向的；反之，題平均數顯著低於理論中點 2.5，代表

親子關係較為負向，題平均顯著低於 2 及接近 1，則表示親子關係是非常負

向的。 

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父母(G1↔G2)」親子關係部分 

本量表共計 39 題，包括訊息交換 8 題、情感傳達 9 題、問題解決 8 題、

權力關係 8 題、和親子界限 6 題等面向，其得分分佈情形如表 4-1-3。在親

子關係量表五個面向中，若依平均數高低排列順序，樣本在「親子界限」的

平均得分是 2.97，為五個構面中分數最高的，顯著高於理論中點 2.5 分，表

示親子關係中，父母傾向於尊重孩子個人的自主、空間及情緒。 

其次分別依序為「訊息交換」的得分是 2.69、「問題解決」是 2.66 等 2

面向題平均數，顯著高於理論中點 2.5 分，但在「情感傳達」為 2.51、以及

「權力關係」2.5 等二個面向的考驗結果未達顯著差異。表示親子間不管是

在傳遞訊息的表達方式較為不夠正向，較少的感覺與情緒的呈現與分享，缺

乏較好的親子衝突與問題解決的方式，以及傾向上對下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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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樣本在 G1↔G2 親子關係各面向的得分分布情形 

面向名稱 題數 人數 最低分 最高分 題平均數 標準差 t
a 

訊息交換 8 486 1 4 2.69 .63 7.02
＊＊＊＊＊＊＊＊＊＊＊＊ 

情感傳達 9 486 1 4 2.51 .55 .48 

問題解決 8 486 1 4 2.66 .43 8.15
＊＊＊＊＊＊＊＊＊＊＊＊

 

權力關係 8 486 1 4 2.50 .58 -.01 

親子界限 6 486 1 4 2.97 .67 15.76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 2.5 之統計考驗。 

依序就各題項得分情形（見附錄五）分述如下： 

（一）訊息交換 

訊息交換面向計有 8 題，從每題的題平均得分來看，除了「父母會

用沉默不說話來表達對我的不滿」、「父母會用暗示的，不直接說清楚」

等 2 題，平均得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並接近 3，其餘題項的考驗結果有

達顯著差異，有的得分接近 2.5 理論中點，但其中有「父母會用命令或

要求的方式和我講話」、「父母會常常對我抱怨、嘮叨或碎碎念」、及「父

母可以和我坦然的交換意見」等 3 題顯著低於理論中點。也就是說，受

試者父母與受試者間在訊息交換上，並不會使用沉默、不直接說清楚的

互動方式，但會用命令或要求、抱怨或嘮叨、責備或打罵、不能坦然或

不讓人把話說完的方式與孩子互動。 

（二）情感表達 

情感表達面向計有 9 題，只有「父母會用打我的方式，表達對我的

不滿情緒」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及高於 3，其餘題項的考驗結

果有達顯著差異，但得分接近理論中點。由此可知，受試者父母與受試

者間在情感表達方式，較不傾向鼓勵子女把話說出來、傾聽與分享、直

接說出心中的感受、直接表達關愛、或用暴力的方式表達憤怒情緒，並

較少注意到子女情緒與感受，以及會對子女隱藏情緒，但不會用打罵的

方式，表達不滿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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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解決 

問題解決面向計有 8 題，其中有「父母不批評好壞對錯，會從客觀

角度給予我建議」、「親子間有衝突時，會經過討論，找出雙方都同意的

方法來解決問題」、和「親子間發生衝突或困難時，父母會尋求家人以

外的資源來解決（如親友、報章雜誌或專家）」等 3 題的題平均數顯著

低於理論中點，其餘題項則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也就是說，受試者父母

與受試者間，較不傾向用爭吵、壓抑或逃避的方式處理親子衝突；遇到

困難時會讓對方自己先想辦法解決；但較難維持中立給予建議，也不會

對外尋求協助等問題解決的方式。 

（四）權力關係 

親子權力關係面向計有 8 題，其中有「當我做錯事時，會被父母指

責或批評」、「當我晚歸，會被父母責備」、「父母在解決家庭問題時，會

採納我的意見」、以及「我對家中重要決策也有影響力」等 4 題的題平

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其餘題項則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且題平均數接

近 3。發現受試者父母與受試者間的權力關係，父母會用指責、批評和

控制方式、會要求子女參照建議，而且子女對家庭的影響力低，及子女

的意見不易被採納。 

（五）親子界限 

親子界限面向計有 6 題，只有「父母會在敲門後，才打開我的房門」

顯著低於理論中點，其餘各題項與理論中點的考驗結果有達顯著差異，

得分亦高於 3。即受試者父母與受試者間在親子界限上，父母並不會偷

翻或偷聽孩子隱私，及干涉或盤問孩子所有的事，也不會用情緒化的方

式讓孩子屈服；但在孩子的個人空間上是較不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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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親子關係部分 

本量表共計 39 題，包括訊息交換 8 題、情感傳達 9 題、問題解決 8 題、

權力關係 8 題、和親子界限 6 題等面向。其得分分佈情形如表 4-1-4。在親

子關係量表五個面向題平均分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 2.5 或接近 3 分，表示

親子關係是傾向於正向互動。若依平均數高低排列順序，樣本在「情感表達」

的題平均得分是 3.35，為五個構面中分數最高的，並高於理論中點 2.5 分，

表示親子關係中，父母傾向與子女有較多正向的情感表達。 

其次分別依序為「親子界限」的得分是 3.14、「問題解決」為 3.13、「訊

息交換」為 3.07、以及「權力關係」為 2.96 等四個面向的得分皆顯著高於

理論中點 2.5 分，表示親子關係也傾向於正向行為居多。與相關文獻有相同

的發現，父母與青少年子女開始有更多的正向言語表達與溝通（歐陽儀、吳

麗娟、林世華，2006）；親子間的溝通是正向且有饋的（黃宗堅、謝雨生、

周玉慧，2004），本研究結果反應出受試者與子女間確實有更正向的親子互

動關係。 

表 4-1-6  樣本在 G2↔G3 親子關係的得分分布情形 

面向名稱 題數 人數 最低分 最高分 題平均數 標準差 t
a
 

訊息交換 8 486 1 4 3.08 .42 30.14
＊＊＊＊＊＊＊＊＊＊＊＊

情感傳達 9 486 1 4 3.35 .39 47.77
＊＊＊＊＊＊＊＊＊＊＊＊

問題解決 8 486 1 4 3.13 .39 35.59
＊＊＊＊＊＊＊＊＊＊＊＊

權力關係 8 486 1 4 2.96 .43 23.63
＊＊＊＊＊＊＊＊＊＊＊＊

親子界限 6 486 1 4 3.14 .48 29.53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之統計考驗。 

依序就各題項得分情形（見附錄五）分述如下： 

（一）訊息交換 

訊息交換面向計有 8 題，各題平均得分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只有

「我會用命令或要求的方式和子女講話」和「我會常常對子女抱怨、嘮

叨或碎碎念」等 2 題，與理論中點的考驗結果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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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其青少年子女之間的訊息交換方式，不會用沉默不語、暗示、責備

或打罵、和不讓人把話說完的方式互動，而且彼此可以心平氣和且坦然

的交換意見；但還是會用抱怨或嘮叨、以及命令或要求的方式講話。 

（二）情感表達 

情感表達面向計有 9 題項，其中有「我不允許子女用暴力的方式表

達憤怒情緒」、「我對子女會隱藏真正的情緒」等 2 題與理論中點的考驗

結果未達顯著差異，其餘各題平均數均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並高於 3，表

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較趨向用正向積極的方式，包括鼓勵子

女把話說出來、傾聽子女心裡的感受、注意到子女的情緒與感受、直接

表達對子女的關愛、和子女分享生活上快樂的事、以及會直接說出心中

的感受，但不會用打的方式，表達對子女的不滿情緒。 

（三）問題解決 

問題解決面向計有 8 題，每題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並高

於 3。也就是說，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間，不會用爭吵、壓抑和逃避

的方式處理親子衝突；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讓子女自己先想辦法解

決；會用討論方式及尋求外援來解決親子間的衝突；也會從客觀角度給

予建議。 

（四）權力關係 

權力關係面向計有 8 題，其中有「當子女做錯事時，會被我指責或

批評」和「當子女晚歸，會被我責備」等 2 題顯著低於理論中點，其餘

題項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並接近 3。表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權力

關係，不傾向於控制子女所做的每一件事、要求子女一定要參照建議、

對子女有不合理的要求等，但會清楚讓子女知道自己的要求和期望，會

讓子女參與家庭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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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親子界限 

親子界限面向計有 6 題，除了「我會盤問子女生活中，不管是在學

校或校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題平均數與理論中點的考驗結果未達顯

著差異，其餘各題項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並高於 3。表示受試者與其青

少年子女在親子界限上是較為尊重的，受試者認為自己不會偷翻或偷聽

子女的隱私，也不會干涉子女的友誼互動，以及不會用情緒化的方式讓

子女屈服，而且會尊重孩子個人的空間，但會想要知道子女在學校或校

外所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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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及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及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及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及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

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 

壹壹壹壹、、、、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差異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差異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差異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其父母親子關係之差異 

本段落旨在考驗本研究假設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

代(G1↔G2)親子關係，以及與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在各面向是

有顯著性差異（表 4-2-1）。並以描述性統計（標準差與平均數）和相依樣本

t 檢定，呈現受試者於青少年時期的親子關係經驗，以及目前與其青少年子

女的互動之現況與差異。首先，以受試者回溯於青少年時期的親子關係經驗

和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和親

子界限等五面向各分量間的差異考驗，例如，G1↔G2（訊息交換）對 G2↔G3

（訊息交換）；再將各分量表之各題項進行題目間的差異考驗的（附錄 4）。 

表 4-2-1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各分量表之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面向 個數 題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G1↔G2 486 2.70 .63 -12.99
＊＊＊＊＊＊＊＊＊＊＊＊ 訊息交換 

G2↔G3 486 3.08 .42  

G1↔G2 486 2.51 .55 -29.57
＊＊＊＊＊＊＊＊＊＊＊＊

 情感表達 

G2↔G3 486 3.35 .39  

G1↔G2 486 2.66 .43 -22.14
＊＊＊＊＊＊＊＊＊＊＊＊

 問題解決 

G2↔G3 486 3.13 .39  

G1↔G2 486 2.50 .58 -16.20
＊＊＊＊＊＊＊＊＊＊＊＊

 權力關係 

G2↔G3 486 2.96 .43  

G1↔G2 486 2.97 .66 -5.29
＊＊＊＊＊＊＊＊＊＊＊＊

 親子界限 

G2↔G3 486 3.14 .48  

P＜.001
＊＊＊ 

一、訊息交換 

本研究受試者在 G1↔G2 的平均數得分是 2.70(SD=.63)、G2↔G3 是

3.08(SD=.42)，前者接近理論中點 2.5，後者則高於理論中點，即 G2↔G3 部

分的平均分數大於 G1↔G2，表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的表達方式相較於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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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期所經驗到的親子關係較為正向。並進行差異考驗結果後發現，在

訊息交換面向 t=-12.99(P＜.001)有顯著性差異，表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

親子關係相較於過去經驗是有顯著性差異的。換句話說，受試者與青少年子

女(G2↔G3)的親子關係相較過去經驗(G1↔G2)有較正向積極的溝通方式。

與歐陽儀、吳麗娟、林世華（2006）發現父母與青少年子女，開始有更多的

正向言語表達與溝通，亦有相同的結果。 

再以各題項進行差異性考驗發現，其中有 2 個題目未達顯著性差異，分

別為「父母會用沉默不說話來表達對我的不滿 vs.我會用沉默不說話來表達

對子女的不滿(t=1.46，P＞.05)」、以及「父母會用暗示的，不直接說清楚 vs. 

會用暗示的，不直接說清楚(t=.43＞.05)」。也就是說，用沉默不說話、暗示

的、不直接說清楚的親子溝通方式，過去經驗和目前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沒

有顯著性差異。過去經驗和目前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中，會用沉默不說話、

暗示的、不直接說清楚的親子溝通方式是相同的。此結果與相關研究也有相

同的發現，父母對子女會用隱晦不直接表達的方式（張兆球、郭黎玉，1998；

趙梅如，2004 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 

其餘題項的差異性考驗結果皆達到顯著性差異（P＜.05），表示受試者

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相較於受試者父母(G1↔G2)更不會

使用責備或打罵方式，也會讓子女把話說完，以及可以心平氣和且能坦然的

和子女交換意見。而在「會用命令或要求的方式講話」、「會抱怨、嘮叨或碎

碎念」等 2 題，雖然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但其題平均得分接近理論中點，表

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的互動，仍傾向用命令或要求、抱怨、嘮

叨或碎碎念等方式，但還不夠正向。 

二、情感表達 

統計結果受試者在 G1↔G2 的平均數得分是 2.51(SD=.55)、G2↔G3 是

3.35(SD=.39)，前者得分接近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青少年時期經驗到的

親子關係是趨於負向的；後者得分高於理論中點，表示當前與其青少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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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達方式較趨於正向的親子關係。在 G2↔G3 部分的平均分數又大於

G1↔G2，並進行差異考驗，得知在情感表達部分 t=-29.57(P＜.001)有達到顯

著性差異，即受試者認為其與青少年子女 (G2↔G3)在情感表達部分，相較

於過去經驗(G1↔G2)有顯著性差異。也就是說，受試者其個人的親子關係相

較過去經驗更為正向，更願意分享與傾聽子女的感覺與情緒。與黃宗堅、謝

雨生、周玉慧（2004）及林昭溶（2005）研究結果雷同，親子關係是溫暖關

懷，可以彼此自由表露、關愛對方，子女可以在父母親面前盡情抒發情緒。 

再將各題項進行差異性考驗發現，只有 1 個題目未達顯著性差異，為「父

母不允許我用暴力的方式表達憤怒情緒 vs. 不允許子女用暴力的方式表達

憤怒情緒(t=-1.80，P＞.05)」，表示受試者的過去經驗和目前與青少年子女在

不允許用暴力方式表達憤怒情緒並沒有顯著性不同。 

其餘題項的差異性考驗結果皆達到顯著性差異（P＜.05），表示受試者

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相較於受試者父母(G1↔G2)會鼓勵

子女把話說出來，並傾聽子女心裡的感受，也會注意到子女的情緒與感受，

會直接表達對子女的關愛並說出心中的感受，以及和子女分享生活上快樂的

事，但不會用打的方式，表達對子女的不滿情緒。在「對子女會隱藏真正的

情緒」雖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但題平均數接近理論中點，所以受試者對子女

(G1↔G2) 仍傾向會隱藏自己真正的情緒不夠開放。 

三、問題解決 

從研究中發現，受試者在 G1↔G2 的平均數得分是 2.66 (SD=.43)、

G2↔G3 是 3.13(SD=.39)，G1↔G2 的平均數得分接近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

在青少年時期經驗到的親子關係是缺乏較為正向的處理親子衝突或問題的

方式；而在 G2↔G3 的平均數得分高於理論中點，表示當前與其青少年子女

解決問題與衝突的方式是趨於正向的。在 G2↔G3 部分的平均分數又大於

G1↔G2，將之進行差異考驗分析，發現在問題解決面向(t=-22.14，P＜.001)

有達到顯著性差異，即受試者認為其與青少年子女在問題解決部分，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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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經驗有顯著性不同。也就是說，受試者其個人的親子關係相較過去經

驗，會採取正向積極的方式處理親子間的衝突與問題。與相關研究有雷同的

發現，父母願意給予子女更多的支援與協助（周玉慧、黃宗堅、謝雨生，2004；

孫頌賢，2004）。 

再將各題項進行差異性考驗發現，其中有 3 個題目未達到顯著性差異，

分別為「父母會用壓抑的方式處理和我的衝突 vs.我會用壓抑的方式處理和

子女的衝突(t=-.96，P＞.05)」、「當我遇到困難時，父母會讓我自己先想辦

法解決 vs. 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讓他自己先想辦法解決(t=.13，P＞.05)」

以及「當我遇到困難時，父母會沒問過我就直接幫我解決 Vs. 當子女遇到困

難時，會沒問過他就直接幫他解決(t=-.75，P＞.05)」。也就是說，受試者在

面對處理親子間衝突部分，用壓抑方式、會讓對方自己先嘗試及直接幫對方

解決問題等方式，並沒有顯著性差異。與曾端真（2004）研究結果相同，當

子女遭遇到無法因應的事件或困境，父母並沒有提供的支援和了解。 

其餘題項的差異性考驗結果皆達到顯著性（P＜.05），表示受試者與其

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相較於受試者父母(G1↔G2)更不會用爭

吵和逃避的方式處理親子衝突；會用討論方式及尋求外援來解決親子間的衝

突；也會從客觀角度給予建議。 

四、權力關係 

本研究受試者在 G1↔G2 的平均數得分是 2.50(SD=.58)、G2↔G3 是

2.96(SD=.43)，在 G1↔G2 部分的平均數低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青少

年時期經驗到的親子權力關係，父母擁有主導權力與控制，支配命令或管控

孩子的行為；在 G2↔G3 的平均數得分高於理論中點，表示當前與其青少年

願意開放給予子女更多自主的機會。而且 G2↔G3 的平均分數又大於

G1↔G2，在進行差異考驗後，在權力關係面向獲得的結果是 t=-16.2(P＜.001)

有達到顯著性差異。與林文瑛、王震武（1995）、葉光輝（1998）與林昭溶

（2005）獲得相同的結果，父母與子女間的權力關係轉為類平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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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各題項進行差異性考驗發現，在權力關係部分 8 題項皆達到顯

著性差異，表示受試者認為其與青少年子女(G2↔G3)在親子權力關係上，相

較於過去經驗(G1↔G2)更不傾向於控制子女所做的每一件事、要求子女一定

要參照建議、對子女有不合理的要求等，但會清楚讓子女知道自己的要求和

期望，會讓子女參與家庭決策。但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的權力關

係中，其中「做錯事時，會指責或批評」及「晚歸會被責備」的題平均數接

近和低於理論中點，表示當子女做錯事或晚歸時，父母還是較傾向會用指責

或批評的方式來處理親子間的衝突。換句話說，受試者其個人的親子關係相

較過去經驗，更願意與子女共同分享與合作，但在部分互動上，仍期待子女

要尊重父母的建議。 

五、親子界限 

本研究受試者在 G1↔G2 的平均數得分是 2.97(SD=.66)、G2↔G3 是

3.14(SD=.48)，兩部分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青少年時期的經

及當前與其青少年子女在親子界限上，會尊重子女的自主權，及與子女的互

動不會有過多的介入。在 G2↔G3 部分的平均分數大於 G1↔G2，並進行差

異考驗分析，發現親子界限 (t=-5.29，P＜.001)兩者有達到顯著性差異，即

受試者認為其與青少年子女在親子界限部分，相較於過去經驗又更尊重子女

的自主權。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不同，羅國英（1997）、李美枝（1998）與

孫頌賢（2004）指出華人的親子關係界限較不清楚、個人界限會被父母侵犯、

並且且父母有過多的情緒涉入等。 

進一步以各題項進行差異性考驗發現，其中有 1 個題目未達顯著性差

異，為「父母會偷翻我的東西 vs. 會偷翻子女的東西(t=-1.28，P＞.05)」，

表示受試者其個人的親子關係相較過去經驗並沒有顯著性差異。其餘題項的

差異性考驗結果皆達到顯著性（P＜.05），表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

(G2↔G3)的親子關係，相較於受試者父母(G1↔G2)傾向不會偷聽子女的隱

私，也不會干涉子女的友誼互動，以及不會用情緒化的方式讓子女屈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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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會尊重孩子個人的空間。但受試者在「會盤問子女生活中，不管是在學校

或校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題平均數接近理論中點且低於受試者父母，表

示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傾向會想要知道子女所有的事。 

由研究結果得知，G2↔G3 親子關係的各面向題平均數皆大於 G1↔G2

親子關係，表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相較其過去青少年時期親子

互動經驗，不管是在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和親子界限

都更傾向正向的親子關係。並將各面向進行差異考驗，在訊息交換 t=-12.99(P

＜.001)、情感表達 t=-29.57(P＜.001)、問題解決 t=-22.14(P＜.001)、權力關

係 t=-16.20(P＜.001)、以及親子界限 t=-5.29(P＜.001)等五個面向，皆有達

到顯著性差異，表示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與過去經驗是有顯著

性差異的。也就是說，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相較其過去青少年時

期親子互動經驗，不管是在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和親

子界限都更趨向正向的親子關係。從生命歷程理論之時間和空間的原則，假

設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驗到的過去親子關係經驗，會形塑該世代與青

少年子女有別於不同世代的親子關係，從本研究結果來看是獲得到支持，也

就是說，嬰兒潮世代父母會改變過去所經驗到的親子關係。 

除了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外，也從各面向的題項分析發現，並非是所有的

親子關係都有顯著性改變，有些部分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例如父

母仍會用沉默、暗示、不直接說清楚的親子溝通方式；不允許用暴力方式表

達憤怒情緒；用壓抑方式處理親子衝突；會讓對方自己先嘗試以及直接幫對

方解決問題；以及不會偷翻子女的東西，會尊重子女的個人隱私等。在達到

顯著性差異的親子關係皆趨向正向發展，其中只有「父母會盤問子女生活

中，不管是在學校或校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發展是趨於負向的，也就是

說，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會想要知道子女所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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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不同個人與家庭背景的受試者與其不同個人與家庭背景的受試者與其不同個人與家庭背景的受試者與其不同個人與家庭背景的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差異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差異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差異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差異 

本段落旨在考驗本研究假設二，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

子關係（G2↔G3），會因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而有顯著性差異。並以、獨立

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呈現受試者目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

係，在不同的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及工作時間型態等變項上，是否有

顯著性的差異？  

一、性別 

由研究結果得知（表 4-2-2），此變項在各分量表的題平均顯著高於理論

中點，亦即不管是父親或母親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是傾向於

正向的。雖然不管在任何面向的得分均高於理論中點，在差異考驗下發現，

只有在情感表達 t=-4.12(P＜.001)、問題解決 t=-2.06(P＜.05)、及親子界限

t=2.20(P＜.05)等三面向有達到顯著性不同，表示不同性別在與其青少年子女

互動皆採取正向親子互動行為，但並不包含全部面向。 

從不同性別在情感表達面向的題平均數得分發現，受試者中父親得分為

3.24(SD=.32)、母親為 3.40(SD=.39)，表示母親在情感表達上的平均分數顯

著高於父親；在問題解決面向上，父親得分為 3.07(SD=.38)、母親為

3.16(SD=.39)，表示母親在問題解決上的平均分數顯著高於父親。也就是說，

母親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上相較於父親更為正向。而在親子界限面向上，

父親得分為 3.22(SD=.43)、母親為 3.11(SD=.50)，表示父親在親子界限上的

平均分數顯著高於母親，也就是說父親在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界限上，相較

於母親更尊重子女的隱私及自主空間。換言之，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在情

感表達、問題解決和親子界限等親子關係，會因性別而有顯著性差異。 

研究結果與朱瑞玲（1989）、李美枝（1998）與羅國英（1997）相同，

指出子女與母親相處時間較多，有比較好的情緒感受。從各面向的題平均分

數發現，父親得分皆超過理論中點，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愈趨正向，父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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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重視家庭生活，願意與孩子有更多更正向親子互動策略，與王叢桂

（2000）研究結果相同。  

表 4-2-2  不同親別在 G2↔G3 親子關係各面向之差異比較 

面向 親別 個數 題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父親 137 3.08 .45 訊息交換 

母親 349 3.08 .41 

.26 

父親 137 3.24 .38 情感表達 

母親 349 3.40 .39 

-4.12
＊＊＊＊＊＊＊＊＊＊＊＊ 

父親 137 3.07 .38 問題解決 

母親 349 3.16 .39 

-2.06
＊＊＊＊ 

父親 137 2.92 .41 權力關係 

母親 349 2.97 .44 

-1.32 

父親 137 3.22 .43 親子界限 

母親 349 3.11 .50 

2.20
＊＊＊＊ 

P＜.05
＊
；P＜.001

＊＊＊ 

二、婚姻狀態 

從研究結果發現（表 4-2-3），在此變項在各分量表的題平均數均高於理

論中點，表示任何一種的婚姻狀態，包括有偶或無偶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

關係皆趨向正向。因各組的樣本數差異較大及婚姻狀態為「無偶」者樣本數

少於 30，因此在進行差異性考驗前，先進行變異數同質性的檢定，結果發

現並未違反變異數的同質性假設（P＞.05）。雖然在各種面向的得分均高於

理論中點，但相較各面向發現，均未達到顯著性差異，即受試者不會因為婚

姻狀態不同，在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而有顯著性差異。 

本結果不同於相關研究發現，因離婚造成角色負擔過重、以及時間有限

的情況下，父或母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與孩子共處，親子間則較少有正向的

親子關係（McLanahan, 1994；Amato, 2001；O’Connor, Dunn, Jenkins, & 

Rasbash, 2006；鄭麗珍，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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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婚姻狀態在 G2↔G3 親子關係各面向之差異比較 

面向 變項 個數 題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有偶 466 3.07 .42 訊息交換 

無偶 20 3.19 .38 

-1.24n.s. 

有偶 466 3.35 .39 情感表達 

無偶 20 3.43 .35 

-.94 n.s. 

有偶 466 3.13 .39 問題解決 

無偶 20 3.24 .42 

-1.23n.s. 

有偶 466 2.96 .43 權力關係 

無偶 20 2.99 .45 

-.30 n.s. 

有偶 466 3.13 .48 親子界限 

無偶 20 3.35 .44 

-1.96n.s. 

三、社經地位 

從研究結果發現（表 4-2-4），社經地位與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

係以及親子界限的相關係數分別為.16（P＜.01）、.16（P＜.01）、.10（P

＜.05）、.11（P＜.05），皆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社經地位與情感表

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以及親子界限有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受試者的

社經地位愈高，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愈趨向正向。與相關研究結果相

同，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的則擁有較好的親子關係（Thomson, Hanson, 

McLanahan, 1994；葉明芬，2008）。 

表 4-2-4  社經地位與 G2↔G3 親子關係之相關係數矩陣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1 483 31.41 12.19 1      

2 486  3.08   .42 .08 1     

3 486  3.35   .39 .16
＊＊ 

.48
＊＊

 1    

4 486  3.13   .39 .16
＊＊

 .47
＊＊

 .56
＊＊

 1   

5 486  2.96   .43 .10
＊＊

 .46
＊＊

 .41
＊＊

 .50
＊＊

 1  

6 486  3.14   .48 .11
＊＊

 .35
＊＊

 .22
＊＊

 .35
＊＊

 .46
＊＊

 1 

P＜.01
＊＊

 

註：1 社經地位、2 訊息交換 G2↔G3、3 情感表達 G2↔G3、4 問題解決

G2↔G3、5 權力關係 G2↔G3、6 親子界限 G2↔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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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再以社經地位指標中教育程度，進行差異考驗，由研究結果發現

（表 4-2-5），此變項在各面向的題平均數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在不同教

育程度（包括國中畢業者及其他、高中（職）畢業者、專科畢業者、大學校

院畢業者和研究所以上獲有碩博士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是正向的。

雖然各平均數均高於平均分數，在進行差異考驗後，發現在情感表達

F=10.59(P＜.001)、問題解決 F=5.35(P＜.001)、權力關係 F=3.36(P＜.01)及親

子界限 F=4.98(P＜.01)等四個面向有達到顯著性差異，表示在不同教育程度

上，受試者在不同教育程度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是正向的，並在部分面

向上會因教育程度不同有顯著性差異。 

並從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情感表達面向上，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和

大學院校畢業兩者間並沒有顯著性差異，但兩者皆與專科畢業者、高中（職）

畢業者、和國中畢業及其他，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並且教育程度層級愈高其

情感表達愈正向；在問題解決面向上，研究所以上和大學院校畢業兩者皆與

專科畢業者和國中畢業及其他有達到顯著性差異，而且前者高於後者；在權

力關係上，雖在差異考驗有達到顯著性，但在事後檢定結果並沒有達到顯著

性差異；在親子界限面向上，在研究所以上和大學院校畢業兩者間並沒有顯

著性差異，但兩者皆與國中畢業及其他，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並且前者高於

後者。也就是說，受試者在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與親子界限面向

上，會因教育程度的不同在親子關係上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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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同教育程度在 G2↔G3 親子關係各面向之差異比較 

面

向 

項

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scheffe 

1 26 2.98 .51 組間 1.32 4 .33  

2 128 3.11 .42 組內 85.61 481 .18 1.85 

3 113 3.01 .40 總和 86.93 485  

4 159 3.09 .42    

訊

息

交

換 
5 60 3.16 .42    

1 26 3.00 .51 組間 6.28 4 1.57 10.98
＊＊＊＊＊＊＊＊＊＊＊＊

2 128 3.35 .34 組內 68.72 481 .14

 5,4＞3＞2

＞1 

3 113 3.26 .42 總和 75.00 485  

4 159 3.42 .37    

情

感

表

達 
5 60 3.50 .31    

1 26 2.92 .39 組間 3.17 4 .79 5.35
＊＊＊＊＊＊＊＊＊＊＊＊

 5,4＞3,1 

2 128 3.12 .40 組內 71.21 481 .15  

3 113 3.06 .41 總和 74.38 485  

4 159 3.18 .38    

問

題

解

決 
5 60 3.26 .33    

1 26 2.88 .54 組間 2.42 4 .61 3.36
＊＊＊＊
 

2 128 2.91 .39 組內 86.74 481 .18  

3 113 2.91 .46 總和 89.16 485  

4 159 3.11 .39    

權

力

關

係 
5 60 2.95 .40    

1 26 2.85 .52 組間 4.44 4 1.11 4.98
＊＊＊＊＊＊＊＊

 5,4＞1 

2 128 3.12 .43 組內 107.31 481 .22  

3 113 3.07 .54 總和 111.76 485  

4 159 3.21 .45    

親

子

界

限 
5 60 3.26 .47    

P＜.01
＊＊；P＜.001

＊＊＊ 

註：1 國中畢業者及其他；2 高中、職畢業者；3 專科畢業者；4 大學校院、

技術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者；5 研究所以上，得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本研究結果與朱瑞玲（1989）及 Davis、Crouter 與 McHale（2006）研

究結果相同，發現教育程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高教育程度者相較於低教育

程度的父母擁有較正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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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時間型態 

依統計結果發現（表 4-2-6），此變項在各分量表的題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理論中點，表示任何一種的工作時間型態，包括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兼

職輪班和全職輪班工作）、及標準工時（兼職非輪班和全職非輪班工作）等，

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關係皆趨向正向。雖然在不同的工作時間型態

的題平均分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但將各面向進行差異考驗分析發現，在

訊息交換面向（F=3.18，P＜.05）雖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但再進行事後比較

結果發現在其餘面向上均未達到顯著性差異，即受試者不會因為工作時間型

態的不同，在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而有顯著性不同。 

表 4-2-6 不同工作時間型態在 G2↔G3 親子關係各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面向 
項

目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scheffe 

1 136 3.01 .45 組間 1.13 2 .56 3.18
＊ 

 

2 39 3.19 .38 組內 84.01 473 .18   
訊息

交換 
3 301 3.10 .42 總和 85.14 475    

1 136 3.34 .42 組間 .09 2 .04 .29  

2 39 3.39 .39 組內 73.14 473 .16   
情感

表達 
3 301 3.34 .38 總和 73.22 475    

1 136 3.11 .40 組間 .21 2 .10 .68  

2 39 3.19 .45 組內 71.93 473 .15   
問題

解決 
3 301 3.13 .39 總和 72.14 475    

1 136 2.94 .42 組間 .10 2 .05 .28  

2 39 2.99 .44 組內 86.52 473 .18   
權力

關係 
3 301 2.97 .43 總和 86.62 475    

1 136 3.11 .45 組間 .34 2 .17 .73  

2 39 3.14 .44 組內 109.06 473 .23   
親子

界限 
3 301 3.17 .50 總和 109.39 475    

P＜.05
＊ 

註：1無工作；2輪班工作；3非輪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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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不管是訊息交換、情感

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及親子界限等面向的題平均分數皆高於或接近 3

分，表示親子關係是非常正向的。經差異考驗後發現，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

女的親子關係，會因性別、社經地位而有顯著性差異。在性別變項上，在情

感表達、問題解決、及親子界限等三面向有達到顯著性差異。而母親在情感

表達和問題解決上相較於父親更為正向，父親則在親子界限面向上相較於母

親更為正向。在社經地位上，有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及親子界限

等四面向有達到顯著性相關，並且社經地位者愈高親子關係更趨於為正向。 

從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成長的歷程發現，教育擴張增加個人的受教育

機會，以及經濟蓬勃發展提高個人的經濟地位，都確實提高了其個人的社經

地位。本研究以生命歷程理論之時間和空間的原則提出，出生於嬰兒潮世代

父母所經歷的社會變遷脈絡（例如，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張），會影響其選擇

和行動來建構屬於該世代的親子關係，也就是說，社會變遷是影響出生於嬰

兒潮世代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的因素，獲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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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因素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節旨在考驗本研究假設三，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G1↔G2)

的親子關係、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能顯著解釋其與青少年(G2↔G3)的親

子關係。並以多元迴歸分析呈現受試者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G1↔G2 親子

關係為自變項，G2↔G3 親子關係依變項，探討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預測情

形。 

在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之前，應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多元性共線性診

斷可從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是否超過.80、各變項的膨脹係數（VIF）是否超過

10、容忍度（tolerance）應大於.10 與條件指標（CI）應低於 30 做為檢驗的

指標（吳明隆、涂金堂，2005；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劉子鍵，2004）。 

表 4-3-1 得知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數（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

地位、標準工時、非標準工時、G1↔G2 訊息交換、G1↔G2 情感表達、G1↔G2

問題解決、G1↔G2 權力關係、G1↔G2 親子界限）並無＞.80，表示所有預

測變項間無共線性關係。本研究目的是為瞭解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以及受試

者過去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的經驗，是否能有效解釋目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

親子關係？將以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

題解決、權力關係和親子界限等五面向為效標變項，分別與預測變項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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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個人、家庭背景變項與 G1↔G2 親子關係各面向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1 1       

2 .01 1      

3 -.06 .08 1     

4 -.04 .14
＊＊ 

.48
**

 1    

5 -.06 .14
**

 .47
**

 .54
**

 1   

6 -.02 .10
*
 .43

**
 .40

**
 .50

**
 1  

7 -.09
*
 .13

**
 .33

**
 .21

**
 .37

**
 .46

**
 1 

P＜.05
＊
；P＜.01

＊＊
；P＜.001

＊＊＊
 

註：1 婚姻狀態、2 社經地位、3 訊息交換 G1↔G2、4 情感表達 G1↔G2、5

問題解決 G1↔G2、6 權力關係 G1↔G2、7 親子界限 G1↔G2 

壹壹壹壹、、、、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訊息交換訊息交換訊息交換訊息交換」」」」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 

在進行多元迴歸之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得知各預測變項間共線

性之診斷結果皆符合檢驗標準（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工作時

間型態和 G1↔G2 訊息交換），其容忍度（介於.43 至 98）、膨脹係數（介於

1.02 至 2.30）及 CI 值＜30 都在指標範圍內，並且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數

並無＞.80，表示沒有共線性問題。 

再以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標準工

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和 G1↔G2 訊息交換為預

測變項，G2↔G3 親子關係之訊息交換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由表 4-3-2

得知，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和 G1↔G2 親子關係（訊息交換）對 G2↔G3 親

子關係（訊息交換）的預測力達到顯著性（F=8.97，P＜.001），決定係數為.10，

表示六個預測變項能有效解釋 G2↔G3 親子關係（訊息交換）變異量為 10

％。其中有「非標準工時者相較於無工作者」（β=.08，P＜.05）、G1↔G2 親

子關係（訊息交換）（β=.03，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其他變項如

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等，則不具顯

著的解釋力。 

依據結果呈現，受試者中非標準工時相對於無工作者與其青少年子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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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交換上是較為正向的；過去與父母的互動經驗愈正向，受試者與其青少

年子女的互動也會趨向正向。也就是說，受試者工作時間愈彈性、以及過去

青少年時期與父母在訊息交換上的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

會有更正向的訊息交換的互動關係。 

表 4-3-2  G2↔G3 親子關係（訊息交換）之多元迴歸分析(N=486) 

變項名稱 B β t 

性別（對照組：女性） -.03 -.03 - .71 

婚姻狀態（對照組：無偶） -.14 -.06 -1.39 

社經地位  .00  .05 .83 

工作時間型態（對照組：無工作者）    

標準工時   .05  .05 .81 

非標準工時  .15  .10 1.98
＊ 

G1↔G2（訊息交換）  .20  .30 6.74
＊＊＊ 

R
2
  .10 

F 值   8.97
＊＊＊ 

P＜.05
＊
； P＜.001

＊＊＊ 

貳貳貳貳、、、、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情感表達情感表達情感表達情感表達」」」」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 

在進行多元迴歸之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得知各預測變項間的共

線性之診斷結果皆符合檢驗標準（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工作

時間型態和 G1↔G2 情感表達），容忍度、膨脹係數及 CI 值都在指標範圍內，

並且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數並無＞.80，即沒有共線性問題。 

再以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標準工

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和 G1↔G2 親子關係之情

感表達為預測變項，G2↔G3 親子關係之情感表達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

由表 4-3-3 分析結果發現，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和 G1↔G2 親子關係（情感

表達）對 G2↔G3 親子關係（情感表達）的預測力有達到顯著性（F=11.34，

P＜.001），決定係數為.12，表示六個預測變項能有效解釋 G2↔G3 親子關係

（情感表達）變異量為 12％。其中有性別（β=-.24，P＜.001）、社經地位

（β=.33，P＜.001）、「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β=-.15，P＜.05）、G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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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情感表達）（β=.17，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其他變項

如包括，婚姻狀態、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等，則不具顯著的解釋力。 

依據結果呈現，受試者中母親相較於父親在情感表達上較為正向；社經

地位愈高，與其青少年子女的情感表情感表達上趨於正向；標準工時相對於

無工作者對其青少年子女的情感表達是較為負向的；過去與父母的互動經驗

愈正向，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也會趨向正向。也就是說，受試者為

母親、社經地位愈高、無工作者、以及受試者早年青少年時期感受到父母的

情感表達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年子女的情感表達也會有更正向積極的策

略。 

表 4-3-3  G2↔G3 親子關係（情感表達）之多元迴歸分析(N=486) 

變項名稱 B β t 

性別（對照組：女性） -.21 -.24 -5.08
＊＊＊ 

婚姻狀態（對照組：無偶） -.08 -.04 -.87 

社經地位  .01  .33 5.54
＊＊＊

 

工作時間型態（對照組：無工作者）    

標準工時  -.12 -.15 -2.31
＊
 

非標準工時 -.01 -.01 -.10 

G1↔G2（情感表達）  .12  .17 3.91
＊＊＊

 

R
2
  .13 

F 值  11.34
＊＊＊ 

P＜.05
＊
； P＜.001

＊＊＊
 

参参参参、、、、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 

在進行多元迴歸之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得知各預測變項間的共

線性之診斷結果皆符合檢驗標準（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工作

時間型態和 G1↔G2（問題解決），容忍度、膨脹係數及 CI 值都在指標範圍

內，並且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數並無＞.80，即沒有共線性問題。 

再以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標準工

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和 G1↔G2 親子關係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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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為預測變項，G2↔G3 親子關係之問題解決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

由表 4-3-4 分析結果發現，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和 G1↔G2 親子關係（問題

解決）對 G2↔G3 親子關係（問題解決）的預測力有達到顯著性（F=15.71，

P＜.001），決定係數為.16，表示六個預測變項能有效解釋 G2↔G3 親子關係

（情感表達）變異量為 16％。其中有性別（β=-.13，P＜.01）、社經地位（β=.27，

P＜.001）、「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β=-.14，P＜.05）、G1↔G 親子關係

（情感表達）（β=.33，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其他變項如包括，

婚姻狀態、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等，則不具顯著的解釋力。 

依據結果呈現，受試者中母親相較於父親在問題解決上較為正向；社經

地位愈高，與其青少年子女的情感表情感表達上趨於正向；標準工時相對於

無工作者對其青少年子女的情感表達是較為負向的；過去與父母的互動經驗

愈正向，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也會趨向正向。也就是說，受試者為

母親、社經地位愈高、無工作者、以及受試者早年青少年時期感受到父母的

情感表達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年子女的情感表達也會有更正向的互動策

略。換句話說，受試者為女性、社經地位越高者、無業者與早年青少年時期

感受到父母的問題解決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年子女在問題解決面向上，會

有更趨向正向的方式。 

表 4-3-4  G2↔G3 親子關係（問題解決）之多元迴歸分析(N=486) 

變項名稱 B β t 

性別（對照組：女性） -.11 -.13 -2.71
＊＊ 

婚姻狀態（對照組：無偶） -.11 -.05 -1.25 

社經地位  .01  .27 4.69
＊＊＊

 

工作時間型態（對照組：無工作者）    

標準工時  -.11 -.14 -2.21
＊
 

非標準工時  .02  .02 .31 

G1↔G2（問題解決）  .30  .33 7.77
＊＊＊

 

R
2
  .17 

F 值  15.71
＊＊＊

 

P＜.05
＊
；P＜.01

＊＊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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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權力關係權力關係權力關係權力關係」」」」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 

在進行多元迴歸之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得知各預測變項間的共

線性之診斷結果皆符合檢驗標準（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工作

時間型態和 G1↔G2（權力關係），容忍度、膨脹係數及 CI 值都在指標範圍

內，並且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數並無＞.80，表示沒有共線性問題。 

再以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標準工

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和 G1↔G2 親子關係之權

力關係為預測變項，G2↔G3 親子關係之權力關係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

由表 4-3-5 結果發現，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和 G1↔G2 親子關係（權力關係）

對 G2↔G3 親子關係（權力關係）的預測力有達到顯著性（F=7.17，P＜.001），

決定係數為.07，表示六個預測變項能有效解釋 G2↔G3 親子關係（權力關係）

變異量為 7％。其中有社經地位（β=.01，P＜.05）、G1↔G 親子關係（權力

關係）（β=.19，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其他變項包括，性別、婚

姻狀態、「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等，

皆不具顯著的解釋力。 

依據結果顯示，社經地位愈高者 G2↔G3 親子關係之權力關係面向趨於

平權；以及當 G1↔G2 親子關係（權力關係）愈平權，其 G2↔G3 親子關係

之權力關係面向也趨於平權。也就是說，受試者社經地位愈高者和在過去青

少年時期與父母間的權力關係經驗愈平權，其與青少年子女間的權力關係會

更趨向於平權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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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G2↔G3 親子關係（權力關係）之多元迴歸分析(N=486) 

變項名稱 B β t 

性別（對照組：女性） -.08  .09  -1.83 

婚姻狀態（對照組：無偶） -.08  .04 -.78 

社經地位  .01  .15 2.49
＊ 

工作時間型態（對照組：無工作者）    

標準工時  -.04 -.04 -.63 

非標準工時  .05  .03 .62 

G1↔G2（權力關係）  .19  .25 5.65
＊＊＊ 

R
2
  .08 

F 值 7.17
＊＊＊ 

P＜.05
＊
； P＜.001

＊＊＊
 

伍伍伍伍、、、、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關係中「「「「親子界限親子界限親子界限親子界限」」」」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之影響因素 

在進行多元迴歸之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得知各預測變項間的共

線性之診斷結果皆符合檢驗標準（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工作

時間型態和 G1↔G2（親子界限），容忍度、膨脹係數及 CI 值都在指標範圍

內，並且各預測變項間之相關係數並無＞.80，表示沒有共線性問題。 

再以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位、標準工

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和 G1↔G2 親子關係之親

子界限為預測變項，G2↔G3 親子關係之親子界限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

由表 4-3-6 結果發現，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和 G1↔G2 親子關係（親子界限）

對 G2↔G3 親子關係（親子界限）的預測力達到顯著性（F=9.05，P＜.001），

決定係數為.09，表示六個預測變項能有效解釋 G2↔G3 親子關係（親子界限）

變異量為 9％。其中有婚姻狀態（β=-.13，P＜.01）、G1↔G 親子關係（親子

界限）（β=.28，P＜.001）為顯著有效的解釋變項。其他變項包括，性別、社

經地位、「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非標準工時相較於無工作者」等，

則不具顯著的解釋力。 

依據分析結果，無偶者相較於有偶者與 G2↔G3 親子關係在親子界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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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較趨於尊重子女個人隱私與自主，以及當 G1↔G2 親子關係（親子界限）

愈正向，其 G2↔G3 親子關係之親子界限面向也趨於尊重子女個人隱私與自

主。也就是說，受試者若為無偶者和早年青少年時期與經驗到父母會尊重其

個人的隱私與自主，其也會尊重青少年子女的個人隱私與自主空間。 

表 4-3-6  G2↔G3 親子關係（親子界限）之多元迴歸分析(N=486) 

變項名稱 B β t 

性別（對照組：女性）   .09 .09 1.78 

婚姻狀態（對照組：無偶） -.31 -.13 -2.86
＊＊ 

社經地位 .00 .09 1.48 

工作時間型態（對照組：無工作者）    

標準工時  -.05 -.05 -.73 

非標準工時 -.07 -.04 -.76 

G1↔G2（親子界限）  .20  .28   6.20
＊＊＊ 

R
2
  .10 

F 值 9.05
＊＊＊ 

P＜.01
＊＊
；P＜.001

＊＊＊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表 4-3-7），受試者於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的過去經

驗，對於目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不管是在訊息交換、情感表達、

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及親子界限面向的影響均達顯著性解釋力，其標準迴歸

係數分別為.30、.17、.33、.25、.28，均達到 P＜.001 的顯著水準，五個預測

變項的 β值均為正數，表示對效標變項的影響為正向的，即受試者於青少年

時期親子關係的過去經驗愈正向，當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也愈正

向。 

與 Blsky、Jaffee、Sligo、Woodward 和 Silva（2005）研究發現成長過程

中，受到較少的權威式的管教方式，在成為父母後，會以比較溫暖的管教方

式來管教子女；Chen 及 Kaplan（2001）指出在過去曾經驗到好的親子關係

（例如快樂、好的親職、親職的接納），可以預測下一代會傾向正向的親子

關係（例如，溝通、參與）；歐陽儀（1998）也指出外婆的教養方式傾向於

關懷、接納與敏感於子女需求者，則母親的教養方式也會較傾向於關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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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由上述研究可知，下一代的親子關係確實會受到上一代的影響。 

另有關於受試者個人與家庭變項對於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之影

響，分別簡述於下： 

一、性別對於受試者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中，在情感表達、問題解決面

向上是有顯著性解釋力的，其標準迴歸係數分別為-.24、-.13，均達到 P

＜.05 的顯著水準，β值均為負數，表示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是負向的。

換句話說，母親相較於父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互動，在情感表達和問

題解決的策略是較正向的。 

二、婚姻狀態對於受試者與青少年子女在親子界限面向有顯著性解釋力，其

標準迴歸係數分別為-.13，並有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β值為負數，

表示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是負向的。也就是說，婚姻狀態為無偶者與其青

少年子女的親子界限相較於有偶者，較不尊重尊重其個人的自主與空

間。與 Amato 的相關研究結果相同，無配偶者與其青少年子女間較少

有正向的親子關係（McLanahan, 1994；O’Connor, Dunn, Jenkins, & 

Rasbash, 2006；鄭麗珍，2001）。 

三、社經地位對於受試者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中，在情感表達、問題解

決、權力關係面向上是有顯著性解釋力的，其標準迴歸係數分別

為.33、.27、.15，均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β值均為正數，表示對效

標變項的影響是正向的。換句話說，社經地位愈高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

親子關係愈正向。與 Kohn、 Slomczynaki 和 Schoenbach (1986)指出家

庭的社會階層對青少年子女的價值有顯著的關聯；吳齊殷和高美英

（1997）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會改變父母親是否採取嚴酷教養方式，教育

程度較高的父母比較不會使用和上一代父母相同的嚴酷教養方式教養

子女，在社經地位變項獲得相同的結果，表示社經地位對於親子關係是

有解釋力的。 

四、工作時間型態對於受試者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在訊息交換、情感表達

和問題解決等面向，有達到顯著性解釋力，其標準迴歸係數分別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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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均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在訊息交換面向的 β值為正數，

表示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是正向，而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等面向，β值

均為負數，表示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是負向。也就是說，工作時間型態中，

非標準工時者（輪班者）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相較於無工作者，在

訊息交換面向上是較為正向的；無工作者則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面向

上相較於標準工時者（非輪班者）是較為正向的。有研究指出，非標準

工時的母親與子女間的親子關係相較於標準工時母親關係親密（Davis, 

Crouter, McHale, 2006）與研究結果相同，非標準工時者和無工作者，

有更多或彈性時間可以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因此，也擁有較正向的親子

關係。 

表 4-3-7  G2↔G3 親子關係之多元迴歸分析彙整表(N=486) 

           依變項 

自變項 

訊息 

交換 

情感 

表達 

問題 

解決 

權力 

關係 

親子 

界限 

性別（對照組：女性） - .71 -5.08
＊＊＊ 

-2.71
＊＊ 

-1.83 1.78 

婚姻狀態（對照組：無偶） -1.39 -.87 -1.25 -.78 -2.86
＊＊ 

社經地位 .83 5.54
＊＊＊

 4.69
＊＊＊

 2.49
＊ 

1.48 

工作時間型態（對照組：無工作者）      

標準工時  .81 -2.31
＊

 -2.21
＊

 -.63 -.73 

非標準工時 1.98
＊ 

-.10 .31 .62 -.76 

G1↔G2（訊息交換） 6.74
＊＊＊ 

  
  

G1↔G2（情感表達）  3.91
＊＊＊

    

G1↔G2（問題解決）   7.77
＊＊＊

   

G1↔G2（權力關係）    5.65
＊＊＊

  

G1↔G2（親子界限）     6.20
＊＊＊

 

R
2
  .10 .13 .17 .08 .10 

F 值 8.97
＊＊＊

 11.34
＊＊＊

 15.71
＊＊＊

7.17
＊＊＊

 9.05
＊＊＊

 

P＜.05
＊
；P＜.01

＊＊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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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各檢定結果如下表 

表 4-3-8  研究假設與檢定結果對照表 

研究假設 檢定結果 是否支持 

假設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代（G1↔G2），以及與

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有顯著性差異。 

1-1.在訊息交換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

上有顯著差異。 
顯著 是 

1-2.在情感傳達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

上有顯著差異。 
顯著 是 

1-3.在解決問題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

上有顯著差異。 
顯著 是 

1-4.在親子權力關係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

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顯著 是 

1-5.在親子界限面向 G1↔G2 與 G2↔G3 親子關係

上有顯著差異。 
顯著 是 

假設二：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G2↔G3），會

因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而有顯著性差異。 

2-1.不同的性別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差異。 顯著 是 

2-2.不同的婚姻狀態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

差異。 
沒有顯著 否 

2-3.不同的社經地位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顯著

差異。 
顯著 是 

2-4.不同的工作時間型態在 G2↔G3 親子關係上有

顯著差異。 
沒有顯著 否 

假設三：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上一代

（G1↔G2）的親子關係、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

素，能顯著解釋其與青少年子女（G2↔G3）的

親子關係。 

顯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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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果，第二節針對結果提出相關之

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個人和家庭背景變項、與上一代

父母親子關係以及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三者間的關係。研究對象以縣市

社區大學、國立空中大學、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國（高）中學校、縣市社團

法人與研究者的人際網絡為媒介，經立意取樣的方式，取得有效樣本 486

份。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所使用的工具為「親子關係」問卷。調查

所得之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包括，獨立樣本 t 考驗、相依樣

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等統

計方法進行處理。 

主要結果發現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一為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社會發展

脈絡與上一代父母是有差異的；二為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經驗到與上一

代(G1↔G2)，以及與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之差異；三為出生於

嬰兒潮世代父母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對於其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

(G2↔G3)之差異；最後為歸納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與上一代(G1↔G2)的

親子關係、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對於能其與青少年子女(G2↔G3)親子關

係的影響因素。 

壹壹壹壹、、、、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社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社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社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社會發展脈絡會發展脈絡會發展脈絡會發展脈絡與上一代父母之差異與上一代父母之差異與上一代父母之差異與上一代父母之差異 

本研究受試者的教育程度多以大學院校、專科佔多數，而其父母親以小

學畢業所占比例最多。在職業類別上，除了女性仍以家庭主婦居多外，相較

受試者與其父母親的職業類別比例，父親以技術性、半技術性或非技術性工

人所佔比例最多高達 60％，而受試者則以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以及專業

人員、中級行政人員約佔 50％。由此可知，本研究樣本的個人和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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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個人社經地位相對高於父母，包括職業階層、教育程度等。受試者相

較於上一代父母擁有更好經濟環境和教育機會，因此，社會變遷確實改變嬰

兒潮世代的個人和家庭條件。 

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開放而蓬勃發展的，經濟

發展不但增加個人的經濟收入，也提高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的職業階

層。個人可以經由職業的改變，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出生於嬰兒潮世

代父母在孩提時期的經濟生活是均貧且匱乏的；而當其成為父母後因經

濟的蓬勃發展，促使經濟生活更趨於穩定與富足。 

二、教育政策與機會增多相對提高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的教育程度，從國

民義務教育政策和各級學校的增加比例來看，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相

較於上一代父母有更多的教育機會，促使其教育成就更高於上一代父

母。換言之，教育機會的增加，不但加速了社會階層的變動，讓社會階

層的流動更加活躍，也提升了出生於嬰兒潮世代個人的教育程度。 

因此，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父母的過去農耕時代的家庭生活是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從社會發展脈絡發現戰後經濟重建是社會變遷最顯著的世代，故

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社會發展脈絡，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與家庭變遷是

不同於上一世代的。 

貳貳貳貳、、、、G1↔G2 與與與與 G2↔G3 的親子關係之差異的親子關係之差異的親子關係之差異的親子關係之差異 

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不管在是訊息交

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和親子界限等面向的得分，皆高於與上

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並在差異性考驗中獲得顯著性的結果。表示在親子關

係中各面向，受試者相較於上一代父母與子女間的互動，有更好的且正向的

親子互動行為與關係。換句話說，受試者與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相較於

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不管是在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

關係和親子界限都更趨向正向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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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2↔G3 在訊息交換的技巧相較於 G1↔G2（訊息交換）更為正向 

受試者在青少年時期經驗到父母在訊息交換的親子關係是不夠正向

的，並認為自己與青少年子女的表達方式，比上一代父母更趨於正向。受試

者與青少年子女間，有更多的正向言語表達與正向積極的溝通方式。 

再以各題平均數來看，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 的題平均數大

部分皆顯著高於受試者父母(G1↔G2)，以及理論中點亦有達到顯著性差異。

從分析中發現： 

（一）部分交換訊息方式的題平均數顯著高於理論中點得分亦高於 3，

表示受試者與子女間的訊息交換行為更積極正向。即受試者相較

於受試者父母不傾向用責備或打罵方式與子女溝通，而是會讓子

女把話說完，以及可以心平氣和且坦然的和子女交換意見。 

（二）部分行為雖然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但題平均接近理論中點 2.5，

表示受試者仍有改變的空間。即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

相較於受試者父母雖然不傾向用命令或要求、會抱怨、嘮叨或碎

碎念等方式，但還有努力空間。 

（三）其中亦有一些行為並沒有達到顯著性差異，現在和過去經驗是沒

有差異的，過去經驗和目前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中，仍會用沉默

不說話、暗示的、不直接說清楚的親子溝通方式。 

（四）在各題項中，其中有「父母會用命令或要求的方式和我講話」、「父

母會對我抱怨、嘮叨或碎碎念」以及「父母可以和我坦然交換意

見」等題項，在 G1↔G2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而在 

G2↔G3 中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上述

親子間的交換行為是從負向轉為正向的。 

二、G2↔G3 的情感表達相較於 G1↔G2（情感表達）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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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在青少年時期經驗到父母在情感表達的親子關係是趨於負向

的，並認為自己與青少年子女的表達方式，比上一代父母更趨於正向的親子

關係。也從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與青少年子女在情感表達上，相較於過去

經驗更趨向正向的親子關係。也就是說，受試者其個人的親子關係相較過去

經驗更願意分享與傾聽子女的感覺與情緒。 

再以各題平均數來看，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與受

試者父母(G1↔G2)之間，G2↔G3 的題平均數大部分皆顯著高於 G1↔G2，

其理論中點也獲得顯著性差異。從分析中發現： 

（一）大部分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並高於 3，表示受試者與青

少年子女的情感表達更積極正向。即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更

趨向鼓勵子女把話說出來、傾聽子女心裡的感受、會注意到子女

的情緒與感受、直接表達對子女的關愛、和子女分享生活上快樂

的事、以及會直接說出心中的感受，且不會用打的方式，表達對

子女的不滿情緒。 

（二）有些行為雖然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但題平均接近理論中點 2.5，

表示受試者仍不夠正向。即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雖然較不

會對子女隱藏自己真正的情緒，但仍不夠開放。 

（三）只有在「不允許用暴力方式表達情緒」沒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也

就是說現在和過去經驗是沒有差異的。表示受試者和受試者父母

皆不允許子女用暴力方式表達憤怒情緒。  

（四）在各題項中，除了「父母不會用打的方式表達對孩子的不滿」以

及「不允許子女用暴力方式表達情緒」外，其他情感表達方式，

包括「鼓勵子女把話說出來」、「傾聽子女心裡的感受」、「很少注

意子女的情緒」、「不會直接表達對子女的關愛」、「會和子女分享

快樂的事」、「會直接說出感受讓子女瞭解」、以及「對子女會隱

藏真正的情緒」，在 G1↔G2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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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G2↔G3 中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

上述親子間的情感表達是從負向轉為正向的。 

三、G2↔G3 面對親子問題的解決策略相較於 G1↔G2（問題解決）正向 

受試者認為其與青少年子女的在面對衝突或問題時，相較於過去經驗更

為正向，其個人會採取正向積極的方式處理親子間的衝突與問題。再以各題

項的平均數來看，可以發現到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G2↔G3)的親子關係與

受試者父母(G1↔G2)之間，在問題解決的方式大部分皆顯著高於 G1↔G2，

理論中點也獲得顯著性差異。從分析中發現， 

（一）其中有 5 個題項的題平均數顯著與受試者父母有達到顯著性差

異，平均得分也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與青少年子女間

面對親子衝突的解決方式較為正向。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更

不會用爭吵、和逃避的方式處理親子衝突；會用討論方式及尋求

外援來解決親子間的衝突。 

（二）其中有 3 題項未達到顯著性差異，也就是說現在和過去經驗是沒

有差異的。受試者與受試者父母在面對處理親子衝突上，一樣會

用壓抑方式、不會讓對方自己先嘗試或會直接幫對方解決問題等

方式，並沒有改變的。 

（三）在各題項中，其中有「不批評好壞對錯，會從客觀角度給予子女

建議」、「討論方式解決親子間的衝突」、及「會尋求外援來解決

親子間的衝突」等題項，在 G1↔G2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

中點，而在 G2↔G3 中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受

試者在上述親子間的交換行為是從負向轉為正向的。 

四、G2↔G3 的親子間的權力關係相較於 G1↔G2（權力關係）趨於平權 

受試者在青少年時期所經驗到親子間的權力關係，與其個人與青少年子

女的權力關係有很大的差異。子女應服從上一代父母的意志，及遵從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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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而其改變了這樣的關係，願意更尊重孩子的感受與意見，親子關係中

的權力關係更趨於平權。  

再以各題平均數來看，G2↔G3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 G1↔G2，理論

中點也獲得顯著性差異。從分析中發現： 

（一）其中「當我做錯事會被指責與批評」雖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但兩

代的題平均數皆低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與受試者父母皆趨於

負向；當子女做錯事或晚歸時，父母還是較傾向會用指責或批評

的方式來處理親子間的衝突。 

（二）其他行為的題平均數皆有達到顯著性差異，得分也顯著高於理論

中點，表示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更為正向。即受試者相較於

受試者父母更不傾向於控制子女所做的每一件事、要求子女一定

要參照建議、對子女有不合理的要求等，但會清楚讓子女知道自

己的要求和期望，會讓子女參與家庭決策。 

（三）在各題項中，其中「解決家庭問題時，會採納子女的意見」和「子

女對於家中的重要決策也有影響力」等題項，在 G1↔G2 的題平

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而在 G2↔G3 中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

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上述親子間的交換行為是從負向轉為

正向的。 

五、受試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尊重子女的自主，以及不會有過多的介入 

受試者青少年時期的經驗及當前與其青少年子女在親子界限上，會尊重

子女的自主權，及不會有過多的介入子女的空間。而且其與青少年子女的親

子界限相較於過去經驗又更尊重子女的自主權。 

再以各題平均數來看，G2↔G3 的題平均數與 G1↔G2 有達到顯著性差

異，理論中點也獲得顯著性差異。從分析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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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有「偷翻東西」未達到顯著性差異，受試者與受試者父母都會

尊重子女的個人隱私。 

（二）其中「父母會盤問我生活中，不管是在學校或校外所發生的一切

事情」雖然達到顯著性差異，但 G2↔G3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低於

G1↔G2，表示受試者相較受試者父母更為負向。受試者相較於

受試者父母傾向會盤問知道子女所有的事。 

（三）其餘各題項 G2↔G3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 G1↔G2，表示受試

者相較於受試者父母傾向不會偷聽子女的隱私，也不會干涉子女

的友誼互動，以及不會用情緒化的方式讓子女屈服，並且會尊重

孩子個人的空間。 

（四）在各題項中，只有「會在敲門後，才打開子女的房門」在 G1↔G2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而在 G2↔G3 中的題平均數皆

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上述親子間的交換行為是從負

向轉為正向的。 

（五）另「父母會盤問我生活中，不管是在學校或校外所發生的一切事

情」在 G1↔G2 的題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理論中點，而在 G2↔G3

中的題平均數皆顯著低於理論中點，表示受試者在上述親子間的

互動行為是從正向轉為負向的。 

参参参参、、、、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對於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對於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對於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對於 G2↔G3 親子關係之差異親子關係之差異親子關係之差異親子關係之差異 

一、母親在情感表達和問題解決上優於父親 

本研究樣本大多以女性居多，大多數亦為家庭主婦與子女有較多的相處

與互動時間。也反應出母親是家庭主要照顧者，父親是賺錢養家的角色，因

而影響父親投入親子關係的經營相較母親少，而顯現出父親可能較不善於對

子女表達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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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關係不會因婚姻狀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在分析不同婚姻狀態的親子關係中，並沒有獲得顯著性結果，也就是

說，婚姻狀態不是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但從平均數來看，各面向的題平均

數均高於理論中點，表示任何一種的婚姻狀態與其青少年子女的互動關係皆

趨向正向。 

三、 社經地位愈高者的親子關係愈趨於正向 

本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在情感表達、問

題解決及權力關係更趨於為正向。換句話說，擁有較高的家庭經濟資源者，

可以提供子女足夠的情感和支持資源。 

四、親子關係不會因工作時間型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雖在分析結果並沒有獲得顯著性差異，並且各種工作時間型態在各面向

的題平均數相近，並高於理論中點，表示任何一種的工作時間型態，包括無

工作者、非標準工時（兼職輪班和全職輪班工作）、及標準工時（兼職非輪

班和全職非輪班工作）等，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皆趨向正向。 

肆肆肆肆、、、、G1↔G2 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對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對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對及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對 G2↔G3 親子關係之影響親子關係之影響親子關係之影響親子關係之影響 

一、 早期親子關係經驗可以有效解釋當前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 

受試者於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的過去經驗，對於目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

親子關係，不管是在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及親子界限

等面向，均有顯著性解釋力，並且受試者於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的過去經驗

愈正向，當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也愈正向。 

（一）過去於青少年時期與父母在訊息交換上的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

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會有更正向的訊息交換的互動關係。 

（二）過去於青少年時期感受到父母的情感表達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

年子女的情感表達也會有更正向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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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於青少年時期感受到父母的問題解決經驗愈正向，其與青少

年子女在問題解決面向上，會有更趨向正向的方式。 

（四）過去於青少年時期與父母間的權力關係經驗愈趨向平權，其與青

少年子女間的權力關係，會更趨向於平權的互動關係。 

（五）過去於青少年時期與父母間在親子界限的經驗，感受到被尊重

者，其會愈尊重青少年子女的隱私與自主空間。 

二、個人背景變項 

本研究在個人和背景變項中，具有解釋力的有性別、婚姻狀態、社經地

位、及工作時間型態，但並非對所有的面向都具有預測力。 

（一）母親相較於父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更趨向正向 

性別是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母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優於父

親。研究結果顯示母親相較於父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互動，在情感表

達和問題解決的策略是較正向的。與相關研究獲得相同的結果，認為母

親多數為家庭主婦有較多與子女互動時間，因此母親與子女間有正向互

動關係，會有比較正向親子關係的感受。性別是從過去研究至今仍沒有

改變的，父親與子女的正向親子互動低於母親。 

（二）有偶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較為正向 

研究結果發現婚姻狀態對親子關係中親子界限有影響力，有配偶者

相對於無配偶者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更傾向正向。無配偶的父母親

需身兼數職缺乏協助者，而有配偶的父母親彼此可以相互合作與分工，

共親職的父母親可以彼此支持與分擔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互動關係，有

助於建立正向積極的親子關係。 

（三）社經地位愈高有利於與青少年子女建立正向的親子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社經地位會影響親子關係的情感表達、問題解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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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關係等面向，並且社經地位愈高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更趨向正

向。社經地位愈高的父母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優於社經地位低者，

處於經濟不利的父母因為忙於生計，相對會減少與子女的共處時間，進

而影響親子互動的關係；而社經地位愈高者的父母會施行有益親子關係

發展的策略。 

（四）工作時間型態愈彈性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愈正向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時間形態會影響親子關係的情感表達和問題解

決等面向，並且非標準工作時間型態及無工作者相較於標準工作時間型

態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較為正向。無工作者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

係是較為正向的，工作時間愈少或固定工作時間愈能配合子女的時間，

也與青少年子女間有更有正向的親子互動。 

總結而言，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相較

於其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在許多面向上都有顯著性差異，並且相較於上一

代確實更為正向，但也有部分行為和過去經驗是相同的，並沒有改變。也就

是說，親子關係除了發展出不同於早期親子互動關係，也延續部分早期與受

試者父母親的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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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分別針對實務應用及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

下列建議： 

壹壹壹壹、、、、對實務應用之建議對實務應用之建議對實務應用之建議對實務應用之建議 

本研究以不同的背景變項，瞭解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之差

異，發現性別、社經地位、工作時間型態、以及早期青少年時期的親子關係

經驗等變項，的確能有效解釋受試者與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換言之，

不同親別、社經地位的高低、工作時間是否彈性、以及過去的經驗和當前與

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是有關聯和影響的。依據本研究結果親子關係隨著時

間推移是有差異的，但也有部分特質是沒有被改變。研究結果整體而言，世

代的親子關係在經驗上是有差異的，也有著成長的共同性，是動態的變化歷

程。 

一、對於父母親 

（一）父親可以更積極參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 

父母親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相同，大多數認為母親是家中主

要照顧者、提供子女關懷與慰藉；父親則是家庭經濟資源者或休閒時間

陪伴的角色。從研究結果發現，當代父母與青少年子女間確實有更正向

的親子關係，父親也愈來愈重視親子關係，願意與孩子有更多更正向親

子互動。這些正向經驗是有助於強化父親與子女間的正向親子關係，以

及維持良好的親子互動關係。 

社會對父母親的角色期許不同，父親似乎比較不被鼓勵情感的表

達，或許是因為賺錢養家而限制父親對親子關係所投注的時間，但本研

究中顯示父親與子女的互動愈趨正向，顯示父親不在只是扮演家庭經濟

來源的角色，而且愈來愈重視與孩子間的互動，可以發現到父親在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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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上所做的努力。因此，對於父親在親子關係中所使用的策略、參與

孩子的生活、以及給予子女的時間，都是值得被鼓勵的。 

（二）建立與子女定期的共處的時間與正向積極的互動關係 

處於經濟不利的父母因為忙於家庭生計，以及非標準工作時間型態

的父母，相對會減少與子女的共處時間，如果父母能夠每天定時與子女

有共處的時間，子女能獲得父母溫馨、積極及可信任的關懷關係，不管

是一起吃飯、參與子女的學校活動或安排家庭活動，都可以增進彼此之

間的了解和溝通。 

（三）掌握溝通技巧，親子關係更親密 

受試者相較於其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在許多面向上確實更為正

向，更願意和子女有更多正向親子互動，也願意對孩子有更多的情感表

達。但在部分行為可以更正向積極，例如仍會使用命令或要求、會抱怨、

嘮叨或碎碎念等方式。現代父母常因為忙碌而缺乏時間與孩子溝通，而

不自覺批評、或對孩子說洩氣的話，而傷害親子關係。由此可知，當代

父母親應試著學習用不同的說話方式，培養正向親子溝通模式，以建立

更正向積極的親子互動關係。 

（四）適度給予子女個人隱私與空間 

隨著社會變遷與少子化現象，在本研究發現受試者相較於上一代父

母對子女的關注更多，對於子女生活上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學校或校外

都會詳細詢問，把所有的關注都放在孩子身上。上一代父母為生活操勞

與忙碌，以及子女數較多，生活圍繞在家庭生計之上，沒有較多的時間

可以關係家庭的每一個子女。現今父母願意給予多的關注，而忽略孩子

需要屬於自己的隱私與自由的空間，忽略父母是孩子成長過程的協助者

而非決定者，應給予孩子一些屬於自己自主的機會，建議父母可以試著

用較輕鬆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享受生活和成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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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教重於言教」是最具說服力的親子關係 

也從研究發現，過去經驗是會影響後期親子關係的發展，因此，不

是只有父母管教子女，或是直接與孩子接觸才發生的，並不侷限在親子

雙方配對的互動關係上。我們的學習是從孩童時期就開始的，因此，親

子關係應該是從孩子為主體，多關心孩子所體驗的家庭生活，而非用父

母親的立場來設定孩子的需求，就如「身教重於言教」雖為老生常談的

教養方式，其實是最具說服力的親子關係。 

二、對於家庭生活教育者 

親職教育主要目的是為了重塑父母與子女間的親子關係，父母是影響我

們做深遠且時間最長的人，父母對子女的表達能夠用字正確、語氣溫和、鼓

勵讚美，是有助於正向親子關係的建立，也從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父母受到

原生家庭、性別及社經地位的影響，因此，依本研究結果給予家活生活教育

者以下的建議： 

（一）增進父親與子女的親子互動的正向策略 

家庭生活教育者可以試者思考如何增進父親與子女間的親子關係

教育方案，降低社會對父母親不同的親職角色期待，協助父親在親子關

係上知道如何與子女溝通、表達情感、建立類平輩的關係等，幫助父親

在親子關係中，能有更具質與量的表現。 

（二）引導檢視與探索早期經驗如何影響自己，融入親職教育課程 

將父母親檢視自己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如何受到早期經驗的

影響融入教育課程或親職團體。本研究發現當前的親子關係與過去青少

年時期的經驗是有差異的，以及過去經驗又可以有效解釋現代父母與青

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藉由課程規劃協助父母親覺察自己與父母親的親

子關係樣貌，與當前與子女的互動的樣貌，兩者之間的差異與相似為

何？上一代的親子關係又如何影響下一代的親子關係，引導成員重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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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探索過去經驗如何影響自己。 

（三）建立多元的管道及提供更多元的親職訊息 

鑒於低社經地位者，在面臨社經環境變動時，不管是在經濟或親子

關係上，都會直接受衝擊的。父母親為解決最基本的生活問題，需要花

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準，或因失業的經濟或情

緒壓力，都相對減少親子間的互動的質與量，因此，我們應建立更多元

的管道，包括學校、政府、職場、社區及大眾媒體，並提供多元的親職

教育資訊。其中又以學校最為重要，因為學校教育的成功與否，也需要

父母的參與，因為父母的教養態度與價值觀念，都會影響孩子的學習。

因此，學校推行家庭教育確實是有其必要與重要性的，學校是推行家庭

教育的必要途徑。 

貳貳貳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描繪出過去與上一代父母的親子關係經驗，是否會影響自己與

其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與分析其影響因素，故將親子關係區分為五個面

向－訊息交換、情感表達、問題解決、權力關係及親子界限，分別探討各面

向的差異與改變。研究結果發現，世代的親子關係是有差異的，而且與上一

代的親子互動經驗會影響自己與下一代的親子關係；以及發現從一個時間點

到另一時間點的親子關係，其改變是趨向一致、穩定或是順應的改變。因此，

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世代的個人或家庭背景差異做為調解變項，藉以了

解家庭內的改變，是否為改變親子關係的調解因素，例如，社經地位的改變，

當子女的社經地位高於或低於父母時，是否為調解親子關係改變的因素？ 

另外，由受試者回溯過去經驗，不容易獲得真實性資料。每一個人會隨

著生命經驗與個人覺察而改變個人認知，重新詮釋自己的過去經驗對自己的

影響，而失去其真實性。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以家庭生命歷程理論，探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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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命歷程的原則，強調個人生命歷程的發生、時間點、角色的順序安排的

轉變，和這些轉換會如何影響親子關係的改變，未來可進一步研究家庭中所

發生的特殊事件，例如家庭暴力或虐待、意外事件等，探討這些事件帶給親

子關係的改變，更深入了解事件和經驗對個人的不同影響。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限於瞭解社會變遷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也會影響個人與子女的

親子關係發展，所以選擇社會變遷最大的嬰兒潮世代為研究對象，但也侷限

了研究母群體，在發放問卷過程發現，不易在特定的場域尋得研究對象，只

能採取非隨機抽樣方式收集到足夠的有效樣本數，相對也可能降低樣本的代

表性，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採用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以增加樣

本的代表性。 

本研究受試者只以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為對象，在同一時間點回溯

與呈現不同世代的親子關係，也從相關文獻發現，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個

人覺察都是不同的，易因個人認知的改變，重新詮釋自己的事件對生命的影

響，而失去其真實性；也會因為親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親子關係。對未來

研究建議可以採用相關國家長期研究資料庫資料，藉以瞭解在不同時間點的

轉換對行為的影響做比較，以及觀察到親子關係的轉變歷程。亦可加入性別

議題（例如，父子、母女或三代）討論，藉以瞭解不同親別與不同性別子女

的親子關係差異與轉變。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是採借相關親子關係量表而來的，從受試者填寫問卷的回饋

發現，在親子關係中部分互動是有時代的差異，例如，受試者表示過去是不

敢與父母有衝突，而不像當前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有許多的衝突發生；以

及過去在家裡並沒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等等。不管是在教養策略、親子關係都

有其差異性，故未來研究可利用質性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編制問卷，建

立能涵蓋世代各面向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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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抽樣方式 

本研究對象不易在特定的場域覓得，只能採取非隨機抽樣方式收集到足

夠的有效樣本數，相對也可能降低樣本的代表性。 

二、研究工具 

本問卷的施測方式是由受試者回溯過去經驗，是由受試者所陳述是自己

主觀知覺的經驗，都會賦予自己主觀的經驗，而不容易獲得真實性資料。每

一個人會隨著生命經驗與個人覺察而改變個人認知，重新詮釋自己的過去經

驗對自己的影響，而降低其真實性。另受試者填答本問卷時，必須同時扮演

親代與子代的角色，親代與子代的角度是有差異的，也會影響本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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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專家效度名單專家效度名單專家效度名單專家效度名單 

專家姓名專家姓名專家姓名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何慧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周玉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周麗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林如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唐先梅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應用科系 副教授 

黃郁婷 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 助理教授 

黃馨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葉明芬 致遠管理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潘恩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助理教授 

註：依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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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預試問卷預試問卷預試問卷預試問卷 

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預試預試預試預試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作答說明作答說明作答說明作答說明 

1.這份問卷共包括二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您於青少年時期（國、高中時期）與

父母的親子關係狀況，以及目前您與您青少年（國、高中）子女的親子關係狀

況；第二部份是關於您個人及家庭的基本資料。本問卷作答時間並無限制，請

不必對每一題思考太久，僅就您自己覺得最真實的狀況直覺作答即可。 

2.請您不要漏答任何一個題目，每個題目都非常重要。請在回答完該頁全部題項之

後，再翻到背面或下一頁繼續作答。 

3.請您在完成這份問卷後，直接交還給施測者，或是用施測者所付回郵信封寄還給

研究者，再次謝謝您的協助。 

壹壹壹壹、、、、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狀況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狀況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狀況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狀況 

以下是一些父母與您以及您與子女相處情形的敘述句，請以「父親」或「母

親」中與您日常互動較頻繁的人為對象（請在“�”內打勾），回答以下的問題： 

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沒沒沒沒有什麼差別有什麼差別有什麼差別有什麼差別 

親愛的朋友： 

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答此份問卷！本問卷主要是進行關於嬰兒潮世代（45-55

年出生）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的研究，非常感謝您願意提供您的寶貴意見！

您所回答的內容都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料，有助於了解現代人親子關係與家庭，亦

讓本研究更加完整與充實。因此，希望您能夠依您的真實情況，填寫下確實的答

案。 

您所回答任何的資料，在處理的過程中，是以「全體」而非「個人」資料來

進行統計分析，您的資料絕對保密不會對外公布有關您家庭的任何隱私，請您放

心填答。請您逐題閱讀，並完全瞭解題意之後，再行作答。 

謝謝您！ 

順祝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研 究 生：林雅莉  

                       指導教授：周麗端  博士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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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請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一、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通常以什麼樣的溝通方式與您互動，請圈選左邊「我我我我

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通常會以什

麼樣的溝通方式，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會用沉默不說話來

表達對我的不滿。 

1 2 3 4 �會用沉默不說話來表

達對他的不滿。 

1 2 3 4 

�會用暗示的，不直接

說清楚。 

1 2 3 4 �會用暗示的，不直接說

清楚。 

1 2 3 4 

�會用命令或要求的

方式和我講話。 

1 2 3 4 �會用命令或要求的方

式和他講話。 

1 2 3 4 

�會常常對我抱怨、嘮

叨或碎碎念。 

1 2 3 4 �會常常對他抱怨、嘮叨

或碎碎念。 

1 2 3 4 

�會用責備或打罵的

方式，表達我的不

是。 

1 2 3 4 �會用責備或打罵的方

式，表達他的不是。 

1 2 3 4 

�會不讓我把話說完。 1 2 3 4 �會不讓他把話說完。 1 2 3 4 

�可以和我坦然的交

換意見。 

1 2 3 4 �可以和他坦然的交換

意見。 

1 2 3 4 

	可以和我心平氣和

商量事情。 

1 2 3 4 	可以和他心平氣和商

量事情。 

1 2 3 4 

二、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通常如何傳達自己的感覺與情緒，請圈選左邊「我青我青我青我青

少年時期少年時期少年時期少年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通常會如何傳

達自己的感覺與情緒，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會鼓勵我把話說出

來。 

1 2 3 4 �會鼓勵他把話說出來。 1 2 3 4 

�會傾聽我心裡的感 1 2 3 4 �會傾聽他心裡的感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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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會用打我的方式，表

達對我的不滿情緒。 

1 2 3 4 �會用打他的方式，表達

對他的不滿情緒。 

1 2 3 4 

�很少注意到我的情

緒與感受。 

1 2 3 4 �很少注意到他的情緒

與感受。 

1 2 3 4 

�不會直接表達對我

的關愛。 

1 2 3 4 �不會直接表達對他的

關愛。 

1 2 3 4 

�不允許用暴力的方

式表達我的憤怒情

緒。 

1 2 3 4 �不允許用暴力的方式

表達他的憤怒情緒。 

1 2 3 4 

�會和我分享生活上

快樂的事。 

1 2 3 4 �會和他分享生活上快

樂的事。 

1 2 3 4 

	會直接說出心中的

感受，讓我瞭解。 

1 2 3 4 	會直接說出心中的感

受，讓他瞭解。 

1 2 3 4 


對我會隱藏真正的

情緒。 

1 2 3 4 
對他會隱藏真正的情

緒。 

1 2 3 4 

三三三三、、、、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與您發生衝突或您需要父母協助時，父母通常會以什

麼方式處理問題，請圈選左邊「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

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發生衝突或需要協助時，您通常會用什麼方式處理問

題，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我對我青少年我對我青少年我對我青少年子女子女子女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會用爭吵的方式處

理和我的衝突。 

1 2 3 4 �會用爭吵的方式處理

和他的衝突 

1 2 3 4 

�不批評好壞對錯，會

從客觀角度給予我

建議。 

1 2 3 4 �不批評好壞對錯，會從

客觀角度給予他建議。 

1 2 3 4 

�會用壓抑的方式處

理和我的衝突。 

1 2 3 4 �會用壓抑的方式處理

和他的衝突。 

1 2 3 4 

�會用逃避的方式面

對和我的衝突。 

1 2 3 4 �會用逃避的方式面對

和他的衝突。 

1 2 3 4 

�當我遇到困難時，會

讓我自己先想辦法

1 2 3 4 �當他遇到困難時，會讓

他自己先想辦法解決。 

1 2 3 4 



 

 130 

解決。 

�當我遇到困難時，會

沒問過我就直接幫

我解決。 

1 2 3 4 �當他遇到困難時，會沒

問過他就直接幫他解

決。 

1 2 3 4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

經過討論，找出雙方

都同意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 

1 2 3 4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經

過討論，找出雙方都同

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1 2 3 4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

困難時，他會尋求家

人以外的資源來解

決（如親友、報章雜

誌或專家）。 

1 2 3 4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困

難時，我會尋求家人以

外的資源來解決（如親

友、報章雜誌或專

家）。 

1 2 3 4 

四、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是如何維持或執行家庭規則，請圈選左邊「我青少年我青少年我青少年我青少年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是如何維持或執行家

庭規則，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會控制我所做的每

一件事。 

1 2 3 4 �會控制他所做的每一

件事。 

1 2 3 4 

�當我做重要決定時

（如選擇科系或學

校），一定要參照他

的建議。 

1 2 3 4 �當他做重要決定時（如

選擇科系或學校），一

定要要參照我的建議。 

1 2 3 4 

�當我做錯事時，會被

指責或批評。 

1 2 3 4 �當他做錯事時，我會指

責或批評他。 

1 2 3 4 

�當我晚歸，會被責

備。 

1 2 3 4 �當他晚歸，會被我責

備。 

1 2 3 4 

�會清楚讓我知道他

的要求與期望。 

1 2 3 4 �會清楚讓他知道我的

要求與期望。 

1 2 3 4 

�解決家庭問題時，會

採納我的意見。 

1 2 3 4 �解決家庭問題時，會採

納他的意見。 

1 2 3 4 

�我對於家中的重要 1 2 3 4 �子女對於家中的重要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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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也有影響力。 決策也有影響力。 

	即使要求不合理，我

也要照著做。 

1 2 3 4 	即使要求不合理，他也

要照著做。 

1 2 3 4 

五、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是否會有下列行為，請圈選左邊「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父父父父

母對我母對我母對我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是否會有下列行為，請圈選右

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會偷翻我的東西。 1 2 3 4 �會偷翻他的東西。 1 2 3 4 

�會偷聽我講電話。 1 2 3 4 �會偷聽他講電話。 1 2 3 4 

�會在敲門後，才打開

我的房門。 

1 2 3 4 �會在敲門後，才打開他

的房門。 

1 2 3 4 

�會干涉我所交往的

朋友。 

1 2 3 4 �會干涉他所交往的朋

友。 

1 2 3 4 

�當我做自己想做的

事時，會用情緒化的

表現方式，讓我屈

服。 

1 2 3 4 �當他做自己想做的事

時，我會用情緒化的表

現方式，讓他屈服。 

1 2 3 4 

�會盤問我生活中，不

管是在學校或校外

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1 2 3 4 �會盤問他生活中，不管

是在學校或校外所發

生的一切事情。 

1 2 3 4 

貳貳貳貳、、、、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在“�”內打勾，或在“___”處填寫。 

一、請問您在青少年期時，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為何？ 

父親：□�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或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	其他_______ 

母親：□�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

大學或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	其他_______ 

二、請問您個人的兄弟姊妹人數：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 

三、請問您個人的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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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的年齡：民國      年出生 

3.您的教育程度：□�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

專科  □�大學或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	其他_______ 

4.工作情形：□�無  □�有，兼職輪班工作 □�有，兼職非輪班工作       □�

有，全職輪班工作 □�有，全職非輪班工作 □�其他_______ 

5.請問現在與您同住的家人有哪些人？□�配偶 □�未婚子女 □�已婚子女 

□�父母 □�祖父母 □�未婚孫子女 □�兄弟姐妹 □	其他         

6.請問您的婚姻狀態：□�已婚（□a 再婚） □�同居 □�分居             □�

離婚（□a 離婚但仍同居）□�喪偶 □�其他         

7.請問您目前的子女數概況： 

出生序 性別 出生年（民國） 出生序 性別 出生年（民國） 

1 □�男□�女         4 □�男□�女         

2 □�男□�女         5 □�男□�女         

3 □�男□�女         6 □�男□�女         



 

133 

四、請問您和家人的職業（請勾選“�”最相近的答案） 

我青少年時期 目前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職業分類職業分類職業分類職業分類 

   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雇主與總經理、主管、校長、民意代表 

   2.專業人員 

   大專教師與研究人員、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專業

人員（醫師、護理、法律、語文、文物管理、藝術、娛

樂、宗教、藥師、會計師及商業）、工程師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助教、研究助理、補習班、訓練班教師、半專業人員（法

律、行政、社工員、輔導員、宗教、醫療、娛樂、運動、

會計、計算）、技術員（醫療、農業、生物、工程、航空、

航海）、商業半專業服務人員、辦公室監督 

   4.事務工作人員 

   辦公室、顧客服務、旅運服務生、會計事務、出納事務 

   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餐飲服務生、家事管理員、廚師、理容整潔、個人照顧、

保安工作、商店或固定攤販與市場售貨 

   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技術工（營建採礦、金屬機械、其他）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車輛駕駛及移運、半技術工（農機操作、工業操作、組

裝）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工友、小妹、看管、售貨小販、清潔工、生產體力非技

術工、搬送非技術工 

   10.軍人，煩請您寫下軍階（            ）  

   11.家庭主婦 

   12.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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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 

親子關係正式問卷親子關係正式問卷親子關係正式問卷親子關係正式問卷 

 

 

 

 

 

 

 

 

 

 

作答說明作答說明作答說明作答說明 

1.這份問卷共包括二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您於青少年時期（國、高中時期）與

父母的親子關係狀況，以及目前您與您青少年（國、高中）子女的親子關係狀

況；第二部份是關於您個人及家庭的基本資料。本問卷作答時間並無限制，請

不必對每一題思考太久，僅就您自己覺得最真實的狀況直覺作答即可。 

2.請您不要漏答任何一個題目，每個題目都非常重要。請在回答完該頁全部題項之

後，再翻到背面或下一頁繼續作答。 

3.請您在完成這份問卷後，直接交還給施測者，或是用施測者所付回郵信封寄還給

研究者，再次謝謝您的協助。 

壹壹壹壹、、、、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關於您與您父母親以及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狀況的親子關係狀況的親子關係狀況的親子關係狀況 

以下是一些父母與您以及您與子女相處情形的敘述句，請以「父親」或「母

親」中與您日常互動較頻繁的人為對象（請在“�”內打勾），回答以下的問題： 

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與您互動較頻繁的是：：：：□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沒有什麼差別沒有什麼差別沒有什麼差別沒有什麼差別 

【填答說明】：請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親愛的朋友： 

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答此份問卷！本問卷主要是進行關於嬰兒潮世代（45-55

年出生）父母與青少年子女親子關係的研究，非常感謝您願意提供您的寶貴意見！

您所回答的內容都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料，有助於了解現代人親子關係與家庭，亦

讓本研究更加完整與充實。因此，希望您能夠依您的真實情況，填寫下確實的答

案。 

您所回答任何的資料，在處理的過程中，是以「全體」而非「個人」資料來

進行統計分析，您的資料絕對保密不會對外公布有關您家庭的任何隱私，請您放

心填答。請您逐題閱讀，並完全瞭解題意之後，再行作答。 

謝謝您！ 

順祝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研 究 生：林雅莉  

                       指導教授：周麗端  博士  敬上 



 

 135 

一、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通常以什麼樣的溝通方式與您互動，請圈選左邊「我我我我

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通常會以什

麼樣的溝通方式，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父母會用沉默不說話

來表達對我的不滿。 

1 2 3 4 �會用沉默不說話來表達

對子女的不滿。 

1 2 3 4 

�父母會用暗示的，不直

接說清楚。 

1 2 3 4 �會用暗示的，不直接說清

楚。 

1 2 3 4 

�父母會用命令或要求

的方式和我講話。 

1 2 3 4 �會用命令或要求的方式

和子女講話。 

1 2 3 4 

�父母會常常對我抱

怨、嘮叨或碎碎念。 

1 2 3 4 �會常常對子女抱怨、嘮叨

或碎碎念。 

1 2 3 4 

�父母會用責備或打罵

的方式，表達我的不

是。 

1 2 3 4 �會用責備或打罵的方

式，表達子女的不是。 

1 2 3 4 

�父母會不讓我把話說

完。 

1 2 3 4 �會不讓子女把話說完。 1 2 3 4 

�父母可以和我坦然的

交換意見。 

1 2 3 4 �可以和子女坦然的交換

意見。 

1 2 3 4 

	父母可以和我心平氣

和商量事情。 

1 2 3 4 	可以和子女心平氣和商

量事情。 

1 2 3 4 

二、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通常如何傳達自己的感覺與情緒，請圈選左邊「我青我青我青我青

少年時期少年時期少年時期少年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通常會如何傳

達自己的感覺與情緒，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父母會鼓勵我把話

說出來。 

1 2 3 4 �會鼓勵子女把話說出

來。 

1 2 3 4 

�父母會傾聽我心裡

的感受。 

1 2 3 4 �會傾聽子女心裡的感

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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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會用打我的方

式，表達對我的不滿

情緒。 

1 2 3 4 �會用打的方式，表達對

子女的不滿情緒。 

1 2 3 4 

�父母很少注意到我

的情緒與感受。 

1 2 3 4 �很少注意到子女的情

緒與感受。 

1 2 3 4 

�父母不會直接表達

對我的關愛。 

1 2 3 4 �不會直接表達對子女

的關愛。 

1 2 3 4 

�父母不允許我用暴

力的方式表達憤怒

情緒。 

1 2 3 4 �不允許子女用暴力的

方式表達憤怒情緒。 

1 2 3 4 

�父母會和我分享生

活上快樂的事。 

1 2 3 4 �會和子女分享生活上

快樂的事。 

1 2 3 4 

	父母會直接說出心

中的感受，讓我瞭

解。 

1 2 3 4 	會直接說出心中的感

受，讓子女瞭解。 

1 2 3 4 


父母對我會隱藏真

正的情緒。 

1 2 3 4 
會對子女會隱藏真正

的情緒。 

1 2 3 4 

三三三三、、、、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與您發生衝突或您需要父母協助時，父母通常會以什

麼方式處理問題，請圈選左邊「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

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發生衝突或需要協助時，您通常會用什麼方式處理問

題，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父母會用爭吵的方

式處理和我的衝突。 

1 2 3 4 �會用爭吵的方式處理

和子女的衝突 

1 2 3 4 

�父母不批評好壞對

錯，會從客觀角度給

予我建議。 

1 2 3 4 �不批評好壞對錯，會從

客觀角度給予子女建

議。 

1 2 3 4 

�父母會用壓抑的方

式處理和我的衝突。 

1 2 3 4 �會用壓抑的方式處理

和子女的衝突。 

1 2 3 4 

�父母會用逃避的方

式面對和我的衝突。 

1 2 3 4 �會用逃避的方式面對

和子女的衝突。 

1 2 3 4 

�當我遇到困難時，父 1 2 3 4 �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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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會讓我自己先想

辦法解決。 

讓他自己先想辦法解

決。 

�當我遇到困難時，父

母會沒問過我就直

接幫我解決。 

1 2 3 4 �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

沒問過他就直接幫他

解決。 

1 2 3 4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

經過討論，找出雙方

都同意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 

1 2 3 4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經

過討論，找出雙方都同

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1 2 3 4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

困難時，父母會尋求

家人以外的資源來

解決（如親友、報章

雜誌或專家）。 

1 2 3 4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困

難時，我會尋求家人以

外的資源來解決（如親

友、報章雜誌或專

家）。 

1 2 3 4 

四、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是如何維持或執行家庭規則，請圈選左邊「我青少年我青少年我青少年我青少年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是如何維持或執行家

庭規則，請圈選右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父母會控制我所做

的每一件事。 

1 2 3 4 �會控制子女所做的每

一件事。 

1 2 3 4 

�當我做重要決定時

（如選擇科系或學

校），一定要參照父

母的建議。 

1 2 3 4 �當子女做重要決定時

（如選擇科系或學

校），一定要要參照我

的建議。 

1 2 3 4 

�當我做錯事時，會被

父母指責或批評。 

1 2 3 4 �當子女做錯事時，我會

指責或批評他。 

1 2 3 4 

�當我晚歸，會被父母

責備。 

1 2 3 4 �當子女晚歸，會被我責

備。 

1 2 3 4 

�父母會清楚讓我知

道他的要求與期望。 

1 2 3 4 �會清楚讓子女知道我

的要求與期望。 

1 2 3 4 

�父母在解決家庭問

題時，會採納我的意

1 2 3 4 �解決家庭問題時，會採

納子女的意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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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我對於家中的重要

決策也有影響力。 

1 2 3 4 �子女對於家中的重要

決策也有影響力。 

1 2 3 4 

	父母要求即使不合

理，我也要照著做。 

1 2 3 4 	即使要求不合理，子女

也要照著做。 

1 2 3 4 

五、您父母在您青少年時期是否會有下列行為，請圈選左邊「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我青少年時期，，，，父父父父

母對我母對我母對我母對我」部分；以及您目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是否會有下列行為，請圈選右

邊「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部分？ 

我青少年時期， 

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父母對我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我對我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青少年子女 

從

未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父母會偷翻我的東

西。 

1 2 3 4 �會偷翻子女的東西。 1 2 3 4 

�父母會偷聽我講電

話。 

1 2 3 4 �會偷聽子女講電話。 1 2 3 4 

�父母會在敲門後，才

打開我的房門。 

1 2 3 4 �會在敲門後，才打開子

女的房門。 

1 2 3 4 

�父母會干涉我所交

往的朋友。 

1 2 3 4 �會干涉子女所交往的

朋友。 

1 2 3 4 

�當我做自己想做的

事時，父母會用情緒

化的表現方式，讓我

屈服。 

1 2 3 4 �當子女做自己想做的

事時，我會用情緒化的

表現方式，讓他屈服。 

1 2 3 4 

�父母會盤問我生活

中，不管是在學校或

校外所發生的一切

事情。 

1 2 3 4 �會盤問子女生活中，不

管是在學校或校外所

發生的一切事情。 

1 2 3 4 

貳貳貳貳、、、、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在“�”內打勾，或在“___”處填寫。 

一、請問您在青少年期時，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為何？ 

父親：□�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或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	其他_______ 

母親：□�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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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或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	其他_______ 

二、請問您個人的兄弟姊妹人數：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 

三、請問您個人的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男  □�女 

2.您的年齡：民國      年出生 

3.您的教育程度：□�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

專科  □�大學或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	其他_______ 

4.工作情形：□�無 □�有，兼職輪班工作 □�有，兼職非輪班工作 □�有，

全職輪班工作 □�有，全職非輪班工作 □�其他_______ 

5.請問現在與您同住的家人有哪些人？□�配偶 □�未婚子女 □�已婚子女 

□�父母 □�祖父母 □�未婚孫子女   □�兄弟姐妹□	其他       

6.請問您的婚姻狀態：□�已婚 □�再婚 □�同居 □�分居 □�離婚      □�

離婚但仍同居 □�喪偶 □	其他         

7.請問您目前的子女數概況： 

出生序 性別 出生年（民國） 出生序 性別 出生年（民國） 

1 □�男□�女         4 □�男□�女         

2 □�男□�女         5 □�男□�女         

3 □�男□�女         6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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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您和家人的職業（請勾選“�”最相近的答案） 

我青少年時期 目前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職業分類職業分類職業分類職業分類 

   1.工廠工人、小販、農夫、漁夫、建築工、清潔工、雜工、臨

時工、工友、門房、建築看管人、傭工、女傭、服務生、

學徒、雇工、總機、作業員、無業 

   2.技工、水電工、店員、雜貨店老闆、零售員、自耕農、司機、

裁縫、廚師、美容師、美髮師、郵差、乙等職員、士兵、

官兵、打字員、領班、監工、保母、保全業務、油漆工、

業務、保險、托兒所行政人員、自營業 

   3.技術員、技佐、委任級公務員、科員、金融機構行員、出納

員、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批發商、代理商、包商、尉級

軍官、警察、消防隊員、甲等職員、船員、秘書、代書、

演藝人員、助理、教會傳道、家教、導遊、才藝老師、股

票操盤手、台商、會計、社工、自營小工廠、特聘僱人員、

護士、服裝設計師、幼稚園老師、村里長、藥師 

   4.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律師、工

程師、建築師、薦任級公務員、公司行號科長、院轄市議

員、經理、襄理、協理、副理、校級軍官、警官、作家、

畫家、音樂家、船長、新聞或電視記者 

   5.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大法官、特任或簡任級公務員、

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董事長、總

經理、將級軍官、外交官 

   6.家庭主婦 

   7.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協助，，，，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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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預試預試預試預試-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彙整表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彙整表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彙整表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彙整表 

表 4-1  G1� G2 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彙整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數數數數 Cronbach's Alpha 值值值值 

39 .907 

訊息交換 8 .824 

情感表達 9 .776 

問題解決 8 .479 

權力關係 8 .729 

G1� G2 

親子界限 6 .690 

 

同質性檢驗同質性檢驗同質性檢驗同質性檢驗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 CR 題目與總分題目與總分題目與總分題目與總分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校正題目與校正題目與校正題目與校正題目與

總分相關總分相關總分相關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後題項刪除後題項刪除後題項刪除後

的的的的 α係數係數係數係數 

訊息交換訊息交換訊息交換訊息交換 

父母會用沉默不說話

來表達對我的不滿。 
6.278

＊＊＊ 
.524

**
 .391 .822 

父母會用暗示的，不直

接說清楚。 
3.991

＊＊＊
 .377

**
 .228 .840 

父母會用命令或要求

的方式和我講話。 
11.952

＊＊＊
 .742

**
 .631 .791 

父母會常常對我抱

怨、嘮叨或碎碎念。 
8.785

＊＊＊
 .657

**
 .531 .806 

父母會用責備或打罵

的方式，表達我的不

是。 

12.544
＊＊＊

 .785
**

 .685 .783 

父母會不讓我把話說

完。 
9.660

＊＊＊
 .778

**
 .685 .784 

父母可以和我坦然的

交換意見。 
9.523

＊＊＊
 .710

**
 .589 .797 

父母可以和我心平氣

和商量事情。 
11.082

＊＊＊
 .718

**
 .600 .796 

情感表達情感表達情感表達情感表達 

父母會鼓勵我把話說

出來。 
9.058

＊＊＊
 .735

**
 .629 .730 

父母會傾聽我心裡的

感受。 
11.284

＊＊＊
 .781

**
 .689 .720 

父母會用打我的方

式，表達對我的不滿情
6.240

＊＊＊
 .579

**
 .451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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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父母很少注意到我的

情緒與感受。 
9.045

＊＊＊
 .695

**
 .576 .737 

父母不會直接表達對

我的關愛。 
10.431

＊＊＊
 .750

**
 .633 .726 

父母不允許我用暴力

的方式表達憤怒情緒。 
.303 .066 -.133 .838 

父母會和我分享生活

上快樂的事。 
8.647

＊＊＊
 .722

**
 .619 .732 

父母會直接說出心中

的感受，讓我瞭解。 
10.328

＊＊＊
 .731

**
 .628 .731 

父母對我會隱藏真正

的情緒。 
3.033

＊＊
 .350

**
 .187 .790 

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 

父母會用爭吵的方式

處理和我的衝突。 
8.820

＊＊＊
 .621

**
 .405 .364 

父母不批評好壞對

錯，會從客觀角度給予

我建議。 

9.170
＊＊＊

 .708
**

 .493 .306 

父母會用壓抑的方式

處理和我的衝突。 
4.860

＊＊＊
 .411

**
 .168 .463 

父母會用逃避的方式

面對和我的衝突。 
5.360

＊＊＊
 .528

**
 .315 .409 

當我遇到困難時，父母

會讓我自己先想辦法

解決。 

1.630 .239
*
 -.054 .555 

當我遇到困難時，父母

會沒問過我就直接幫

我解決。 

2.319
＊

 .217
*
 -.052 .545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經

過討論，找出雙方都同

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4.808
＊＊＊

 .533
**

 .292 .413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困

難時，父母會尋求家人

以外的資源來解決（如

親友、報章雜誌或專

家）。 

4.587
＊＊＊

 .448
**

 .236 .439 

權力關係權力關係權力關係權力關係 

父母會控制我所做的

每一件事。 
7.840

＊＊＊
 .680

**
 .545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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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做重要決定時（如

選擇科系或學校），一

定要參照父母的建議。 

5.693
＊＊＊

 .506
**

 .309 .725 

當我做錯事時，會被父

母指責或批評。 
10.818

＊＊＊
 .709

**
 .588 .669 

當我晚歸，會被父母責

備。 
8.942

＊＊＊
 .631

**
 .461 .693 

父母會清楚讓我知道

他的要求與期望。 
.815 .161 -.055 .789 

父母在解決家庭問題

時，會採納我的意見。 
8.401

＊＊＊
 .687

**
 .551 .675 

我對於家中的重要決

策也有影響力。 
10.208

＊＊＊
 .700

**
 .566 .672 

父母要求即使不合

理，我也要照著做。 
7.256

＊＊＊
 .654

**
 .501 .684 

親子界限親子界限親子界限親子界限 

父母會偷翻我的東西。 14.000
＊＊＊

 .830
**

 .724 .552 

父母會偷聽我講電話。 10.815
＊＊＊

 .751
**

 .618 .593 

父母會在敲門後，才打

開我的房門。 
3.311

＊＊
 .357

**
 .032 .795 

父母會干涉我所交往

的朋友。 
7.540

＊＊＊
 .684

**
 .478 .630 

當我做自己想做的事

時，父母會用情緒化的

表現方式，讓我屈服。 

7.638
＊＊＊

 .692
**

 .517 .619 

父母會盤問我生活

中，不管是在學校或校

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6.032
＊＊＊

 .561
**

 .363 .668 

P＜.001
＊＊＊

，P＜.01
＊＊
，P＜.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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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G2� G3 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彙整表 

項目數項目數項目數項目數 Cronbach's Alpha 值值值值 

39 .847 

訊息交換 8 .691 

情感表達 9 .570 

問題解決 8 .487 

權力關係 8 .640 

G1� G2 

親子界限 6 .562 

 

同質性檢驗同質性檢驗同質性檢驗同質性檢驗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 CR 題目與總分題目與總分題目與總分題目與總分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校正題目與校正題目與校正題目與校正題目與

總分相關總分相關總分相關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後題項刪除後題項刪除後題項刪除後

的的的的 α係數係數係數係數 

訊息交換訊息交換訊息交換訊息交換 

會用沉默不說話來表

達對子女的不滿。 
3.515

＊＊
 .342

**
 .146 .709 

會用暗示的，不直接說

清楚。 
4.850

＊＊＊
 511

**
 .304 .680 

會用命令或要求的方

式和子女講話。 
7.327

＊＊＊
 .631

**
 .472 .641 

會常常對子女抱怨、嘮

叨或碎碎念。 
7.404

＊＊＊
 .675

**
 .521 .628 

會用責備或打罵的方

式，表達子女的不是。 
4.735

＊＊＊
 .582

**
 .428 .653 

會不讓子女把話說完。 7.751
＊＊＊

 .738
**

 .602 .607 

可以和子女坦然的交

換意見。 
5.279

＊＊＊
 .501

**
 .286 .685 

可以和子女心平氣和

商量事情。 
5.104

＊＊＊
 .516

**
 .321 .675 

情感表達情感表達情感表達情感表達 

會鼓勵子女把話說出

來。 
5.951

＊＊＊
 .591

**
 .457 .501 

會傾聽子女心裡的感

受。 
7.285

＊＊＊
 .611

**
 .459 .492 

會用打的方式，表達對

子女的不滿情緒。 
3.079

＊＊
 .361

**
 .193 .559 

很少注意到子女的情 5.200
＊＊＊

 .470
**

 .248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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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與感受。 

不會直接表達對子女

的關愛。 
5.974

＊＊＊
 .581

**
 .434 .503 

不允許子女用暴力的

方式表達憤怒情緒。 
3.780

＊＊＊
 .426

**
 .046 .662 

會和子女分享生活上

快樂的事。 
4.581

＊＊＊
 .451

**
 .286 .538 

會直接說出心中的感

受，讓子女瞭解。 
5.943

＊＊＊
 .532

**
 .377 .517 

會對子女會隱藏真正

的情緒。 
5.822

＊＊＊
 .494

**
 .242 .551 

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 

會用爭吵的方式處理

和子女的衝突 
4.934

＊＊＊
 .507

**
 .287 .428 

不批評好壞對錯，會從

客觀角度給予子女建

議。 

5.206
＊＊＊

 .403
**

 .195 .463 

會用壓抑的方式處理

和子女的衝突。 
5.240

＊＊＊
 .514

**
 .272 .432 

會用逃避的方式面對

和子女的衝突。 
5.671

＊＊＊
 .495

**
 .289 .430 

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

讓他自己先想辦法解

決。 

3.897
＊＊＊

 .423
**

 .152 .482 

當子女遇到困難時，會

沒問過他就直接幫他

解決。 

6.226
＊＊＊

 .570
**

 .357 .400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經

過討論，找出雙方都同

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5.967
＊＊＊

 .539
**

 .308 .418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困

難時，我會尋求家人以

外的資源來解決（如親

友、報章雜誌或專

家）。 

 

3.067
＊＊

 .351
**

 .007 .561 



 

146 

 

權力關係權力關係權力關係權力關係 

會控制子女所做的每

一件事。 
5.810

＊＊＊
 .594

**
 .436 .586 

當子女做重要決定時

（如選擇科系或學

校），一定要要參照我

的建議。 

5.636
＊＊＊

 .568
**

 .349 .605 

當子女做錯事時，我會

指責或批評他。 
8.059

＊＊＊
 .675

**
 .520 .559 

當子女晚歸，會被我責

備。 
9.513

＊＊＊
 .665

**
 .446 .574 

會清楚讓子女知道我

的要求與期望。 
2.668

＊＊
 .234

*
 .018 .682 

解決家庭問題時，會採

納子女的意見。 
6.096

＊＊＊
 .521

**
 .338 .608 

子女對於家中的重要

決策也有影響力。 
6.942

＊＊＊
 .480

**
 .269 .626 

即使要求不合理，子女

也要照著做。 
5.280

＊＊＊
 .509

**
 .328 .611 

親子界限親子界限親子界限親子界限 

會偷翻子女的東西。 8.401
＊＊＊

 .602
**

 .421 .479 

會偷聽子女講電話。 5.190
＊＊＊

 .564
**

 .390 .495 

會在敲門後，才打開子

女的房門。 
5.548

＊＊＊
 .484

**
 .116 .629 

會干涉子女所交往的

朋友。 
7.476

＊＊＊
 .636

**
 .388 .475 

當子女做自己想做的

事時，我會用情緒化的

表現方式，讓他屈服。 

5.624
＊＊＊

 .536
**

 .336 .509 

會盤問子女生活中，不

管是在學校或校外所

發生的一切事情。 

9.181
＊＊＊

 .630
**

 .322 .511 

P＜.001
＊＊＊

，P＜.01
＊＊
，P＜.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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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5  G1↔G2 與與與與G2↔G3 親子關係各題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親子關係各題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親子關係各題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親子關係各題項之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表表表表 1  G1↔G2 與與與與 G2↔G3 訊息交換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訊息交換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訊息交換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訊息交換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數數數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a t 值值值值 

G1↔G2 486 3.08 .90 14.23
＊＊＊ 

1.46 
1 

父母會用沉默不說話

來表達對我的不滿。 G2↔G3 486 3.01 .78 14.51
＊＊＊

  

G1↔G2 486 3.10 .89 14.96
＊＊＊

 .43 
2 

父母會用暗示的，不直

接說清楚。 G2↔G3 486 3.08 .80 16.06
＊＊＊

  

G1↔G2 486 2.27 1.02 -4.93
＊＊＊

 -6.69
＊＊＊ 

3 
父母會用命令或要求

的方式和我講話 G2↔G3 486 2.61 .75 3.35
＊＊

  

G1↔G2 486 2.40 1.00 -2.18
＊

 -5.06
＊＊＊

 
4 

父母 會常 常對 我抱

怨、嘮叨或碎碎念。 G2↔G3 486 2.67 .76 4.82
＊＊＊

  

G1↔G2 486 2.74 .97 5.54
＊＊＊

 -7.84
＊＊＊

 
5 

父母會用責備或打罵

方式，表達我的不是。 G2↔G3 486 3.12 .67 20.19
＊＊＊

  

G1↔G2 486 2.90 .96 8.89
＊＊＊

 -7.18
＊＊＊

 
6 

父母會不讓我把話說

完。 G2↔G3 486 3.25 .75 21.93
＊＊＊

  

G1↔G2 486 2.40 .99 -2.30
＊

 -20.98
＊＊＊

 
7 

父母可以和我坦然的

交換意見。 G2↔G3 486 3.45 .78 26.72
＊＊＊

  

G1↔G2 486 2.70 .96 4.57
＊＊＊

 -15.57
＊＊＊

 
8 

父母可以和我心平氣

和商量事情。 G2↔G3 486 3.44 .77 27.01
＊＊＊

  

P＜.05
＊
；P＜.01

＊＊
；P＜.001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 2.5 之統計考驗。 

 

表表表表 2  G1↔G2 與與與與 G2↔G3 情感表達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情感表達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情感表達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情感表達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數數數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a
 t 值值值值 

G1↔G2 486 2.01 .96 -11.28
＊＊＊

-35.48
＊＊＊

 
1 

父母會鼓勵我把話說

出來。 G2↔G3 486 3.69 .58 45.22
＊＊＊

 

G1↔G2 486 2.15 .99 -7.89
＊＊＊

 -29.19
＊＊＊

 
2 

父母會傾聽我心裡的

感受。 G2↔G3 486 3.62 .62 39.59
＊＊＊

  

G1↔G2 486 3.22 .90 17.46
＊＊＊

 -5.94
＊＊＊

 

3 

父母 會用 打我 的方

式，表達對我的不滿情

緒。 

G2↔G3 486 3.47 .65 33.02
＊＊＊

  

4 G1↔G2 486 2.42 .98 -1.89 -1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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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很少注意到我的

情緒與感受。 

G2↔G3 486 3.15 .83 17.31
＊＊＊

  

G1↔G2 486 2.56 1.07 1.31 -16.92
＊＊＊

 
5 

父母不會直接表達對

我的關愛。 G2↔G3 486 3.46 .74 28.67
＊＊＊

  

G1↔G2 486 2.85 1.16 6.70
＊＊＊

 -1.80 
6 

父母不允許我用暴力

的方式表達憤怒情緒。 G2↔G3 486 2.94 1.17 8.32
＊＊＊

  

G1↔G2 486 2.51 .94 .34 -22.92
＊＊＊

 
7 

父母會和我分享生活

上快樂的事。 G2↔G3 486 3.58 .66 36.33
＊＊＊

  

G1↔G2 486 2.39 .98 -2.51
＊

 -22.06
＊＊＊

 
8 

父母會直接說出心中

的感受，讓我瞭解。 G2↔G3 486 3.51 .72 31.19
＊＊＊

  

G1↔G2 486 2.50 .91 .10 -5.05
＊＊＊

 
9 

父母對我會隱藏真正

的情緒。 G2↔G3 486 2.75 .82 6.64
＊＊＊

  

P＜.05
＊
；P＜.01

＊＊
；P＜.001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 2.5 之統計考驗。 

 

表表表表 3  G1↔G2 與與與與 G2↔G3 問題解決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問題解決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問題解決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問題解決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數數數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a
 t 值值值值 

G1↔G2 486 3.06 .94 13.15
＊＊＊

 -2.59
＊＊＊

 
1 

父母會用爭吵的方式

處理和我的衝突。 G2↔G3 486 3.18 .70 21.43
＊＊＊

  

G1↔G2 486 2.35 .94 -3.58
＊＊＊

 -21.46
＊＊＊

 

2 

父母 不批 評好 壞對

錯，會從客觀角度給予

我建議。 

G2↔G3 486 3.32 .73 24.83
＊＊＊

  

G1↔G2 486 2.96 .86 11.75
＊＊＊

 -.96 
3 

父母會用壓抑的方式

處理和我的衝突。 G2↔G3 486 3.01 .80 14.03
＊＊＊

  

G1↔G2 486 3.23 .87 18.51
＊＊＊

 -5.20
＊＊＊

 
4 

父母會用逃避的方式

面對和我的衝突。 G2↔G3 486 3.45 .69 30.47
＊＊＊

  

G1↔G2 486 3.01 .95 11.83
＊＊＊

 .13 

5 

當我遇到困難時，父母

會讓我自己先想辦法

解決。 

G2↔G3 486 3.00 .85 13.12
＊＊＊

  

G1↔G2 486 3.07 .94 13.38
＊＊＊

 -.75 

6 

當我遇到困難時，父母

會沒問過我就直接幫

我解決。 

G2↔G3 486 3.10 .79 16.78
＊＊＊

  

G1↔G2 486 1.94 .96 -12.97
＊＊＊

 -26.15
＊＊＊

 

7 

親子間有衝突時，會經

過討論，找出雙方都同

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G2↔G3 486 3.27 .82 2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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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G2 486 1.65 .85 -22.12
＊＊＊

 -19.76
＊＊＊

 

8 

親子間發生衝突或困

難時，父母會尋求家人

以外的資源來解決（如

親友、報章雜誌或專

家）。 

G2↔G3 486 2.73 1.07 4.76
＊＊＊

  

P＜.05
＊
；P＜.01

＊＊
；P＜.001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 2.5 之統計考驗。 

 

表表表表 4  G1↔G2 與與與與 G2↔G3 權力關係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權力關係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權力關係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權力關係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數數數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a
 t 值值值值 

G1↔G2 486 2.68 1.00 3.90
＊＊＊

 -6.21
＊＊＊

 
1 

父母會控制我所做的

每一件事。 G2↔G3 486 2.98 .76 13.83
＊＊＊

  

G1↔G2 486 2.82 1.10 6.34
＊＊＊

 -2.61
＊＊

 

2 

當我做重要決定時（如

選擇科系或學校），一

定要參照父母的建議。 

G2↔G3 486 2.96 .88 11.53
＊＊＊

  

G1↔G2 486 2.14 .94 -8.40
＊＊＊

 -6.86
＊＊＊

 
3 

當我做錯事時，會被父

母指責或批評。 G2↔G3 486 2.47 .81 -.73  

G1↔G2 486 2.29 1.09 -4.29
＊＊＊

 -5.03
＊＊＊

 
4 

當我晚歸，會被父母責

備。 G2↔G3 486 2.56 1.00 1.23  

G1↔G2 486 2.83 1.04 7.01
＊＊＊

 -10.70
＊＊＊

 
5 

父母會清楚讓我知道

他的要求與期望。 G2↔G3 486 3.35 .77 24.41
＊＊＊

  

G1↔G2 486 2.31 .93 -4.61
＊＊＊

 -15.84
＊＊＊

 
6 

父母在解決家庭問題

時，會採納我的意見。 G2↔G3 486 3.07 .79 15.79
＊＊＊

  

G1↔G2 486 2.32 1.01 -3.95
＊＊＊

 -13.18
＊＊＊

 
7 

我對於家中的重要決

策也有影響力。 G2↔G3 486 3.05 .83 14.58
＊＊＊

  

G1↔G2 486 2.62 1.00 2.68
＊＊

 -12.79
＊＊＊

 
8 

父母要求即使不合

理，我也要照著做。 G2↔G3 486 3.25 .71 23.20
＊＊＊

  

P＜.05
＊
；P＜.01

＊＊
；P＜.001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 2.5 之統計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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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G1↔G2 與與與與 G2↔G3 親子界限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親子界限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親子界限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親子界限之題平均數差異分析摘要表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數數數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a
 t 值值值值 

G1↔G2 486 3.26 .94 17.75
＊＊＊

 -1.08 
1 父母會偷翻我的東西。 

G2↔G3 486 3.31 .69 25.95
＊＊＊

  

G1↔G2 486 3.31 .91 19.58
＊＊＊

 -5.27
＊

 
2 父母會偷聽我講電話。 

G2↔G3 486 3.55 .66 35.46
＊＊＊

  

G1↔G2 486 2.35 1.18 -2.77
＊＊＊

 -15.06
＊＊＊

 
3 

父母會在敲門後，才打

開我的房門。 G2↔G3 486 3.22 1.02 15.62
＊＊＊

  

G1↔G2 486 2.81 1.07 6.34
＊＊＊

 -2.11
＊＊＊

 
4 

父母會干涉我所交往

的朋友。 G2↔G3 486 2.92 .84 10.95
＊＊＊

  

G1↔G2 486 3.10 .98 13.42
＊＊＊

 -4.38
＊＊＊

 

5 

當我做自己想做的事

時，父母會用情緒化的

表現方式，讓我屈服。 

G2↔G3 486 3.31 .73 24.41
＊＊＊

  

G1↔G2 486 3.02 .97 11.57
＊＊＊

 9.12
＊＊＊

 

6 

父母 會盤 問我 生活

中，不管是在學校或校

外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G2↔G3 486 2.55 .99 1.01  

P＜.05
＊
；P＜.01

＊＊
；P＜.001

＊＊＊ 

a：平均數與理論中點 2.5 之統計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