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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雙薪家庭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感受之研

究 ，進而探討一般雙薪家庭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正向與衝突感

受，並分析不同的幼兒母親及婆婆的基本資料變項，對正向與衝突感受

之差異，期待研究結果提供相關研究者、親職教育和家庭工作者的參

考。 本研究的工具為「雙薪家庭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感受之研究量

表」，先以深入訪談方式，訪問五位雙薪家庭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

的感受，並將訪談內容，分析出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不同面向與感

受，加上文獻所提供資料，再擬定量表題目，請專家修定，以建構研究

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北縣幼兒園所之幼兒母親為研究對



象，經立意取樣，共抽取包括板橋、新莊、三重、蘆洲….等十二處的鄉

鎮區域之幼兒園所，實得 237 份有效樣本。 施測所得之資料，使用因素

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t 檢定、雪費事後檢定等

統計方式加以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

正向感受，包括「家人關係的增進」、「教養的協助」、「生活品質的

提升」、「代間共養」、「感激之情」以及「代間傳承」等六個因素。 

(二)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衝突感受，包括「教養介入」、「母親

對婆婆的愧疚感」以及「婆媳互動中的母職壓力」等三個因素。 (三)幼

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正向與衝突感受構面因素間，大多存在著顯著

的負相關，就是當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正向感受越多，衝突感受

也就越少；但母親對婆婆的愧疚感則是衝突感受中較特別的因素，愧疚

感則與正向感受成正相關。 (四)幼兒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婆婆的教育程

度，對幼兒母親知覺婆婆參與教養的衝突感受有差異，幼兒母親教育程

度「專科」組與「大學」組相比，感受到婆婆的教養介入較多。婆婆教

育程度「國中小」組比「高中以上」組，幼兒母親感受到婆婆的教養介

入較多。 (五)婆媳的居住距離，對幼兒母親知覺婆婆參與教養的衝突感

受有差異，婆媳同住者比起未同住者，幼兒母親感受到婆婆的教養介入

較多。 (六)婆媳關係會影響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的正向與衝突感

受，婆媳關係越好，幼兒母親的正向感受越多，衝突感受越少。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ve and 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 about mothers towards their mother-in-laws involving co-rearing young 

children in dual-earner families. By analyzing the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mothers, this study also tried to find out the links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s of mothers, Finally,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ositive and 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s vary by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mothers and their 

mother-in-laws was tested. The measures of this study were developed by two 

steps . First, by in-depth interviewing five mothers of dual-earner families, this 

study sorted out the diverse perceptions of the mothers towards the mother-in-laws 

participating in children-rearing and developed into measurements. Then, the 

measurements was mailed to a panel of judges to indicate the validity and clarity 

of each item. The designed questionnaires were then mailed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preschools in Taipei country .The interested mothers of dual-earner families were 

give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asked to fill them out. Totally there were 237 

participants from 12 preschools deliberately chosen to represent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one-way ANOVA, t-test and Scheffe method.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ed： 1.The positive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mothers towards 

mother-in-laws participating in child-rearing,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relationship,” “parenting assistance,”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in parenting,” “appreciation and 

gratefulnes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xperiences.” 2.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mothers towards mother-in-laws 

participating in child-rearing, including “child-rearing intrusion,” “guiltiness 

of children’s mothers towards mother-in-laws,” and “the motherhood stress 



among the interactions with mother-in-laws. 3.This study indicated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conflicting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mothers 

towards mother-in-laws participating in child-rearing On the one hand, the more 

positive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mothers felt towards mother-in-laws, the less 

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uiltiness of children’s 

mothers towards mother-in-laws was a special factor among 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s. Specially, there were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uiltiness and the 

other positive perceptions. 4.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t educational 

groups of children’s mothers and mother-in-laws vary in 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mothers. Compared with the“university” group, 

children’s mothers of the “junior college” group perceived more child-rearing 

intrusion from their mother-in-laws. Besides, the children’s mothers perceived 

more child-rearing intrusion from their mother-in-laws whose education were in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group . 5.The conflicting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mothers were found 

to be different between the residing distance of children’s mothers and mother-

in-laws.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of mothers not living with their mother-in-laws, 

the group of mothers who lived with their mother-in-laws perceived more child-

rearing intrusion from their mother-in-laws. 6.In-law relationship was found to 

influence the positive and conflicting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mothers. The 

better the in-law relationship, the more positive perception and the less conflicting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mothers woul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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