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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的情形及向

度，並進一步探究向度彼此間的相關。研究對象為家住大台北地區已婚、

有小孩的婦女、且與先生的姐姐或妹妹(大、小姑)、或先生的哥哥或弟弟



的太太(妯娌)有相處經驗的已婚婦女，並使用由質性訪談後，自編「已婚

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量表」為研究工具，得有效問卷數共 400

份。研究資料經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考驗、變異數分

析、以及積差相關，研究結果如下： (一)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之

互動，共分為三個部份，包括成長處境、家人互動、 家務資源三個部

份。 (二)在成長處境部份，包括「成長協助」、「抵制競爭」兩個向度，

在家人互動部份，因 素分析後，包括「家人支持」、「互動爭執」兩個

向度，在家務資源部份，包括「家務協助」、「資源衝突」、「習慣困

擾」三個向度。 (三)已婚婦女在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的正向構面因

素，依次為「成長協助」、「家人 支持」、「家務協助」，其平均數介

於普通到同意之間的程度。 (四)已婚婦女在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的負

向構面因素，依次為「抵制競爭」、「互動 爭執」、「習慣困擾」、

「資源衝突」，其平均數介於普通到不同意之間的程度。 (五)已婚婦女在

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的正向構面因素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就是當 

其中一個構面因素較高時，其他的正向構面因素也會較高。在負向構面因

素間，也存在著顯著正相關，亦即已婚婦女知覺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帶來

某一負向互動越多，另一負向互動的衝突也越多。但在正向構面因素與負

向構面因素之間則呈現顯著負相關。 (六)個人背景變項在已婚婦女與夫家

平輩女性姻親互動差異情形： 1、已婚婦女年齡在 30 歲以下者顯著高於

41 歲以上者，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爭執」方面有差異。 2、已婚婦

女教育程度較低者，在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爭執」及「資源衝突」

方面有差異。 (七)家庭背景變項在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差異

情形如下： 1、已婚婦女結婚在 21 年以上者會比 10 年以下者及 11-20 年

者在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爭執」的方面有差異。 2、已婚婦女在夫

家的媳婦排行，在「資源衝突」方面來看，「中間媳婦」組大於「最小媳

婦」組，「最小媳婦」組大於「長媳」組。 3、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

姻親居住距離，住在一起者大於車程一小時以外者，車程一小時以內者大

於車程一小時以外者在「抵制競爭」、「互動爭執」、「資源衝突」上有

顯著差異。 4、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的「丈夫支持」在已婚

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 動各因素造成差異。  

摘要

(英)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interaction and dimensions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her husband’s female relatives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nd further i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dimensions.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those women who were married and having children, living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and having experience in getting along with their 

husbands’ sisters or spouses of their husband’s brothers. A scale for “Married 

Women and their Husbands’ Female Relatives of the Same Generations” 

compiled by this author after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as used as the tool for 

measurement. A total of four hundred valid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Data of the study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temized 

analysis, factor analyse, confidence test, variables analysis, and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o avail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espectively,interaction among growing situations, family members,and household 



resources. 2.Following the factor analyse, two dimensions of “growing 

assistance” and “resisting competition”, two dimensions, “family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argument”were further produced from the category of 

“interac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were form the category of “growing 

situation”; and three dimensions of“household assistance”, “resources 

conflict”, and “lifestyle disturbance”. 3.Positive aspect factors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are “growing assistance”, were 

form the category of “family support ” and “household assistance” in 

sequence with a mean falling between “no comments”and “agreed”. 

4.Negative aspect factors of the interaction of a married woma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are “resisting ompetition”, “interaction argument”, “lifestyle 

disturbance”, and “resources conflict”with in sequence with a mean falling 

between “disagree” and “no comments”. 5.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among those positive aspect factor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That is,if any aspect factor has a higher extent of 

correlation, all other positive aspect factors get higher extent of corre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imilar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also found among those negative 

aspect factors. That is, more negative interaction of a certain aspect brought from 

the sisters by marriage to married women, more conflicts will take place in another 

negative aspect interaction.However,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indicates 

between the positive aspect factors and the negative aspect factors. 6.Variations of 

the variable of personal background in the iteraction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1)Vari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interaction arguments” 

for the married women aged 30 or younge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und 

with married women aged 41 or older. (2)Variation is found in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 arguments”and “resources conflicts” between married women, 

with low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7.Variations of the 

variable of family backgroun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were listed below： (1)More significant variation under the 

dimension of “interaction arguments” is found with women married for 21 years 

or longer than that with women married for 10 years or shorter, and women married 

for longer than 10 years but less than 20 years. (2)The ranking order as a daughter-

in-law for married women in her husband’s family is found with variation under 

the dimension of “resources conflicts”; wherein, greater variation is found with 

the group of mid ranking daughter-in-law than that with the group of the lowest 

ranking daughter-in-law while the variation in the group of the lowest ranking 

daughter-in-law is found greater than that with the group of the highest ranking 

daughter-in-law. (3)As far as the residential distance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is concerned,mo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are found in 

dimensions of“interaction arguments”,"resisting competition”,and “resources 

conflicts”in the case that the married women and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are“living together”than they are separated by a distance within one-hour driver; 

and in the case that the married woman and her sisters are separated from a distance 

within one-hour drive than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a distance beyond one-hour 



drive. (4)Dimension of “husband’s support” in the interaction for married 

women with her sisters by marriage creates variation in each and all factors of the 

interaction.  

論文

目次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

機…………………………………………01 第二節 研究目

的…………………………………………………06 第三節 研究問

題…………………………………………………07 第四節 名詞釋

義…………………………………………………0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家庭系統理論與角色理論………………………………09 第二節 家族主義

與姻親互動……………………………………15 第三節 家人關係與姻親互

動……………………………………22 第四節 背景變項對已婚婦女與夫家

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探討 3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

構…………………………………………………45 第二節 研究假

設…………………………………………………47 第三節 研究對

象…………………………………………………48 第四節 研究工

具…………………………………………………50 第五節 研究步

驟…………………………………………………66 第六節 資料處

理…………………………………………………67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樣本基本資料描述………………………………………69 第二節 已

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描述分析………72 第三節 已婚婦女與

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因素分析………75 第四節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

女性姻親互動之相關分析………85 第五節 背景變項對已婚婦女與夫家平

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 情

形………………………………………………………88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104 第

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110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116 二、西

文部分………………………………………………………126 附錄 附錄一 

受訪同意書………………………………………………128 附錄二 已婚婦女

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訪談整理………129 附錄三 問卷審查專家學者

名單…………………………………136 附錄四 預試問

卷…………………………………………………137 附錄五 問卷調查量

表……………………………………………143 附錄六 正式問

卷…………………………………………………145 表目次 表 2-2-1 傳統到

現代社會已婚婦女在夫家姻親互動關係比較表…21 表 3-3-1 訪談對象基本

資料…………………………………………48 表 3-3-2 問卷發放及回收情

形………………………………………49 表 3-4-1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

姻親互動量表詳細題項及來源 53 表 3-4-2 第一次專家效度修正量

表…………………………………57 表 3-4-3 第二次專家效度修正量表題目

來源及修正………………59 表 4-1-1 樣本基本資料特

性…………………………………………71 表 4-2-1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

性姻親互動之描述分析…………74 表 4-3-1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

互動項目分析……………80 表 4-3-2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成

長處境因素分析…83 表 4-3-3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家人互動



因素分析…83 表 4-3-4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家務資源因素分

析…84 表 4-4-1 已婚婦女與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相關分析……………87 

表 4-5-1 年齡對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分析………………89 表 4-5-2 

教育程度對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分析…………91 表 4-5-3 婚齡對

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分析………………93 表 4-5-4 家庭居住型態

對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分析…94 表 4-5-5 夫家媳婦排行對夫家平

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分析…96 表 4-5-6 居住距離對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

動之差異分析………98 表 4-5-7 長輩人數對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

分析………99 表 4-5-8 先生支持對夫家平輩女性姻親互動之差異分

析………103 圖目次 圖 3-1-1 研究架構

圖………………………………………………46 圖 3-5-1 研究步驟

圖………………………………………………66  

參考

文獻 

ㄧ、中文部分 內政部(1997)。台灣地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內政部

(1998)。台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提要報告。 王建(n.d.)。唐詩三百首新

嫁娘。 王美惠 1987)。已婚職業婦女之家務分工、性別、角色態度和社會

支援與婚姻滿意的研究。私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孔祥明

(1999a)。婆媳過招為哪樁？婆婆、媳婦與兒子(丈夫)三角關係的探討。應

用心理研究，4，57-96。 孔祥明(1999b)。「婆媳問題」不等於兩個女人的

戰爭！兩性平等教育季刊，6，24-29。 孔祥明(2001)。從性別不平等看婆

媳問題。「生活/社會新視界：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孔祥明(2001)。媳婦？女兒？妳媽？我媽？從誰是「自己人」看婆媳關

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43-87。 伊慶春、熊瑞梅(1994)。擇偶過程之網

路與婚姻關係：對介紹人、婚姻配對、和婚姻滿意度分析，伊慶春主編，

台灣民眾的社會意向，135-177。台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世一標準字

典編輯委會(2000)。教育部公布最新標準字典。台南：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危芷芬(2001)。華人的關係類型與人際義務。國立台灣大學心

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行政院主計處(2002)。老人生活狀

況調查報告。 任寅虎(1998)。中國古代婚姻。台北：商務。 朱岑樓

(1991)。婚姻研究。台北：東大出版社。 朱瑞玲(1993)。親子關係的現代

化。中國現代化研討會，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基金會主辦。台北。 

朱瑞玲、章英華(2001)。華人社會的家庭倫理與家人互動：文化及社會的

變遷效果。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學術研討會。 沈瓊桃(2000)。本土化婚姻

滿意度量表之編製。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書。 沈瓊桃(2002)。多面向婚姻

滿意量表之編製。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5，67-100。 利翠珊(1993)。已婚

婦女代間互動與婚姻滿意度之關係。輔仁學誌，27，81-98。 利翠珊

(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台北地區年輕夫婦為例的一項初探性研

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260-321。 利翠珊(1998)。三代同堂家庭中的代

間關係與婚姻關係。家庭教育，2，1-9。 利翠珊、林麗文(1998)。代間連

結、孝道焦慮與婚姻滿意度—台灣與美國兩市鎮已婚華人女性之比較研

究。中華家政學刊，27，84-101。 利翠珊(1999a)。已婚女性與上一代的互

動關係與情感連結。中華家政學刊，28，31-46。 利翠珊(1999b)。已婚女

性家庭系統的交會：親情與角色的兩難。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1-26。 

利翠珊(1999)。家庭心理學的系統觀點與研究。台北：五南。 李光正

(1996)。光復後台灣已婚婦女家庭角色之變遷。社會科學教育學刊，6，



12-44。 李亦園(1978)。信仰與文化。台北：巨流。 李良哲(2000)。維繫婚

姻關係因素的成人期差異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61-87。 李美枝

(1987)。社會變遷中中國女性角色及性別化特質的蛻變。教育與心理研

究，10，39-59。 車先蕙(1997)。內、外之間：婆媳間的關係與權力。台

北：私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沙依仁(1986)。婚姻與家

庭。台北：隆勝印刷公司印行。 余德慧(1991)。中國社會的人際苦痛及其

分析，見楊中芳、高尚仁合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台北：遠

流出版社。 林子雯(1996)。成人學生多重角色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如萍(2001)。女性代間交換：

婆婆？媽媽？國立空中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生活科學學報，7，181-208。 

林如萍、高淑貴(1999)。台灣農家代間關係：老年父母與其最親密的成年

子女之代間連帶 。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 吳明玨(2005)。雙

薪家庭幼兒父母親的婚姻滿意、親職壓力與共親職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 吳明燁、伊慶春(2003)。婚姻其

實不只是婚姻：家庭因素對於婚姻滿意度的影響。人口學刊，26，74-

78。 吳嘉瑜(2002)。代間矛盾經驗之分析：成年子女婚後與父母之關係研

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 邱文彬(1994)。三代同

住家庭中代間婦女關係之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邱秀貞(1987)。夫妻溝通與婚姻滿足之研究。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

所碩士論文。 邱皓政(2004)。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二版 6 刷)。台北：五

南。 周雅容(1996)。老年婦女的三代同堂支持與依賴。載於胡幼慧主編，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337-353)。台北：巨流。 

周麗端(2001)。夫妻的家庭價值觀與婚姻滿意度之研究。國立空中大學 生

活科學系生活科學學報，7，133-156。 周麗端、吳明燁、唐先梅、李淑娟

編著(1999)。婚姻與家人關係。台北：空大。 胡幼慧(1995)。三代同堂：

迷思與陷阱。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胡幼慧(1991)。性別、社會角色與憂

鬱症狀。婦女與兩性月刊，2，1-18。 胡幼慧、周雅容(1996)。代際的交換

與意涵—台灣老年婦女的家務變遷研究。台灣社會學刊，20，1-48。 胡幼

慧、周雅容(1996)。老年婦女的經濟依賴與居住困境探索。婦女與兩性學

刊，7，27-57。 胡幼慧、周雅容(1996)。婆婆媽媽經。台北：鼎言。 孫得

雄(1991)。社會變遷中的中國家庭：以台灣為例。載於喬健編，中國家庭

及其變遷。香港：中文大學暨香港亞太研究所。 陳光中，秦文力，周愫

嫻譯(1991)。Neil J.Smelser 著。社會學。台北：桂冠出版社。 陳志賢

(1998)。婚姻信念、婚姻溝通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明君(1991)。家庭決策、夫妻溝通之自我開放

程度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私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

弱水(1997)。試探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68，167-248。 陳靜宜(2000)。新婚調適歷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

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瑛玿(1996)。婆媳角色在文化中的意涵。輔導季刊，

2，60-65。 莊慧美(1998)。國小女性教師在工作、家庭及進修角色之衝突

及適應歷程分析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畢恆達(1995)。生活經驗研究的反省：詮釋學的觀點。本土心理學，4,224-

259。 曹中瑋(1984)。自我狀態、夫妻間溝通型態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

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介貞(1988)。已婚婦女就



業與否、家庭型態、生命週期三者與壓力的關係。台北：台灣大學人口研

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黃秀珠(1981)。台北市已婚婦女之婚姻生活研究。私

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莉(1996/1999)。人際和諧與衝突：

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黃?莉(2001)。身心違常：

女性自我 在父權結構網中的「迷」途。本土心理學研究。1，5-47。 彭懷

恩編(1995)。社會學：Q & A。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彭懷真編譯

(1983)。為什麼要結婚(knox,D.原著)。台北：五南。 曾文志(1996)。成年早

期婚姻親密量表之編製及影響婚姻親密之因素探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

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溫純(1986)。已婚職業婦女的角色壓力與婚姻適應

研究。東吳大學社會研究碩士論文。 溫秀珠(1996)。誰成為失能老人的照

顧者？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363-

378)。台北：巨流。 費孝通(1947/1985)。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楊

中芳(1991)。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見楊中芳、高尚

仁編：中國人 .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台北：遠流出版社。 楊中芳

(1993)。試論如何研究中國人的性格。見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

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319-439)。台北：桂冠。 楊宜音(2001)。自己

人：從中國人情感格局看婆媳關係。朱瑞玲主編，婆媳之間—自己人乎？

外人乎？(3-41)。台北：桂冠。 楊淑君(2004)。新婚階段個人角色轉換之

經驗與調適。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楊國樞

(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見楊國樞、余安邦主編。

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87-175)。台北：桂冠。 楊國樞

(1994)。父子軸家庭與夫妻軸家庭的運作特徵與變遷方向。本土心理學研

討會研究計畫草案。 楊國樞、葉明華(2005)。孝道的心理與行為。載於楊

國樞、黃光國、楊忠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 249-292。台北：遠

流。 楊琳(1997)。已婚職業婦女個人特質與婚姻調適、婚姻滿意之質性研

究。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光輝(1998)。家庭中

的循環性衝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小型專題研討會系列(四)。 葉明

華、楊國樞(1997)。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3，169-225。 葉肅科(2000)。一樣的婚姻，多樣的

家庭。台北：學富文化。 詹火生(1989)。台北都會地區老人福利需求與家

庭結構間關係之研究。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57-88。中央研究院三民主

義研究所。 熊瑞梅(1994)。影響情感與財務支持聯繫的因素。中央研究院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6，2。 蔡沛婕(2001)。初為人媳角色轉換

經驗之探討。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易霖(2003)。夾

心餅乾—婆媳關係中男性的態度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 蔡晶晶(2003)。雙薪家庭幼兒母親對婆婆參與教養感受之研究。

私立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玉秀(2004)。從婆媳互

動看台灣中產階層婦女覺知的家庭圖像。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劉惠琴(1999)。女性主義與心理學。載於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上)性別

與社會建構(137-175)。台北：桂冠。 歐宇帥(2001)。台北都會區年輕高學

歷女性居住處境以及家的認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

士論文。 應敏貞(1990)。夫妻休閒活動的安排與婚姻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秀芬(1998)。婆媳關係衝

突的本質與因應模式之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 謝坤鐘(1993)。職業婦女、婚姻角色衝突、婚姻調適與婚姻滿足之研

究。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采風(1983)。生活的壓力與適

應。台北：幼獅出版社。 藍采風(1996)。婚姻與家庭。台北：幼獅出版

社。 蘇芳瑩(1999)。由報紙內容分析家庭概念之變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鑒塘、顧鳴塘(1994)。中國歷代婚姻與家

庭。台北：商務。 二、西文部份 Bertalanffy,L.von(1968).Genaral system 

theory.New York:George Braziller. Biddle,B.J.(1979).Role 

theory:Expectations,identities,and behaviors. NY:Academic Press. 

Boss,P.G.(1980).Normative Family Stress:Family Boundary Changes Across the 

Life Span.Family Relations,29,445-450. Duvall.E.M.(1954).In-laws:Pro and 

Con.NY: Association Press. Kivett,V,R.,& Atkinson,M.P.(1984). Filial 

expectations,association and helping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of children among 

older rural-transitional paren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39,499-503. 

Lee,G.R.(1980).kinship in the seventies:A decade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42,923-934. 

Li,T.S.(1993).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married 

women.Fu Jen Studies,27,81-96.Taipei：Fu Jen Univ. Locksley,A.(1982).Social 

class and mari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44,427-440. Marotz-Baden,R.,& Cowan,D.(1987).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s-in-law: The effects of proximity on conflict and dtress.Family Relations, 

36, 385-390. Marotz-Baden,R.,& Mattheis,C.(1994).Daughter-in-law and stress in 

two-generation farm families. Family Relations , 43, 132-137. 

Mercier,M.J.,Paulson,L.,& Morrus,W.E.(1989).Proximity as a mediating influence 

on the perceived aging parent-adult child relationship. The Gerontology, 29, 785-

791. Merrill,D.M.(1993).Daughters-in-Law as caregivers to the elderly. Research on 

Aging, 15(1), 70-91. Whitchurch,G.G.,& Constantine,L.L(1993).Systems theory.In 

P.G. Boss,W.J.Doherty,R.L.LaRossa,W.R.Schumm,& S .K.Steinmetz 

(Eds.),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A contextual approach,325-

352.New York:Plenum Press.  

論文

頁數 
14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1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