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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半結構訪談，探討高中教育程度並育有學齡或學前孩童

母親之教養想法與親情樣貌的展現。研究結果顯示受訪母親認為母職包括

能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提供孩子學習的機會、尊重孩子的個別差異

與學習意願、對孩子的要求要能選擇、規範孩子的品格教育、選擇適合的

管教方式等方向，進而衍生對子女共呈現身心健康、獨立自主、自我控

制、樂於學習、涵養品德及知錯能改之六項教養主題；同時自這些主題中

梳理出四種親情展現的樣貌: 養育之情—保護與疼愛、期望之情—尊重與

放心、天倫之情—重視與關心以及領悟之情—深情與誠意。從這些教養想

法中表達的親情，說明高中教育程度母親對子女的教養情感是豐富且多樣

呈現。值得一提的是她們對教養想法、親情展現與教育程度的關聯，有著

來自生活經驗中的觀察與反思，不再只是順應社會學習壓力。這群高中教

育程度母親在配合自己與孩子之下，努力地調適自己，成為一個「稱職媽

媽」，並自其中展現為人母親情深意濃的情感意涵展現。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investigate 

parenting ideas and love expression of high school educated mothers with pre-school 

and school-age children at hom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mothers perceived 

their duties as follows: care for children’s daily life and activities, provid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d their desire for learning, 

make decision among children’s requests, set standard for children’s character, 

select appropriate discipline method. Then, six parenting ideas derived from their 

perceive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Healthy Body and Mind, Independence and 

Initiative, Self-control, Willingness to Learn, Patience and Morality, Ability of 

Repentance. There were four types of love expression obtained from the above-

mentioned six parenting subjects: Love of childcare — protect and fondness; Love of 

expectation — respect and relieved; Love of family —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Love of realization — affection and sincerity. The various types of love expression 

from six parenting ideas illustrated the parenting love from mothers with high-school 

education is abundant and diversely presented. It is important to mention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ir parenting ideas, love expression and level of education 

comes from their observation and introspection from life experiences, except from 

the learned adjustment of social pressure. These high school educated mothers adapt 

themselves to their surroundings and become a group of “fit m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ey express strong and deep maternal af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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