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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職業類別、工作壓力、工作時間、父職效能感及父職參

與上的現況，並探討父親背景（教育背景、子女性別、妻子工作狀

況）、工作壓力、工作時間、父職效能感及父職參與之間的關係。本研

究使用「工作壓力量表」、「父職效能感量表」、「父職參與量表」為

研究工具，以桃園縣國小男性教師及不同職業類別的父親為研究對象進



行調查，共得有效樣本 495 位。調查所得資料透過 SPSS 統計套裝軟體，

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迴歸等統計

方法加以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一、不同職業類別的父親，在工作相關

因素當中，工作壓力的差異未達顯著，而在工作時數、週間晚上及週末

工作狀況上，國小男性教師顯著低於其他職業類別的父親，在父職效能

感、父職參與上則顯著高於其他職業類別的父親;父親之工作壓力愈高，

工作時數愈長，週間晚上及週末愈需要工作狀況下，其父職效能感及父

職參與愈低 二、不同背景變項中，不同教育背景的父親，其父職效能

感、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擁有男孩的父親，其父職效能感及父職參與

均比擁有女孩之父親高；妻子有無工作的父親，其父職效能感及父職參

與未達顯著差異 三、父職效能感愈高，父職參與也愈高，父職效能感之

「綜合性」的評估不能預測「課業學習活動」之參與，但是對「關懷陪

伴」及「休閒活動」的參與有良好的預測力 四、在同時檢測所有預測變

項的情況下，父職效能感對父職參與的預測力十分突顯 本研究針對以上

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據以提出若干建議，以供為人父親者、學校輔導

工作者、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摘要

(英) 

This study intends to understand current occupational status, work stress, working 

time,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and correlations among paternal 

geographical variables (education level, child’s gender, whether the wife had 

employment or not), work stress, working time,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This study uses “ Work Stress Scale”, “Paternal Efficacy Scale”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Scale” as measurements, which are conducted on 

fathers of Taoyuan county’s elementary school male teachers and those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totally with a valid sample size of 495 fathers. Data collected 

from survey are analyzed by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analysis,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 SPSS statistic softwar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listed as below: 1. For work 

stress leve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ather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status 

is found. For work hours: Fat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male teachers have less 

working hours than those of other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1) Fathers with higher work stress, longer working 

hours have lower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2) Fathers 

working overtime during week days and weekend have lower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3) Fat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male teachers have 

higher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than those of other 

occupational status. 2. Fathers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differ in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significantly. Fathers with sons have higher 

paternal efficacy and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than those with daughter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uld be found between spouses with and without 

employment. 3. The higher paternal efficacy, the higher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could be expected. The global evaluation of paternal efficacy could predict 

father’s involvement of “accompanying” and ”leisure time activity”, but 

not the participating of “academic learning”. 4. For all variables, paternal 

efficacy could make the best prediction to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Further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from 

which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for fathers, researcher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relat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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