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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知覺自己的教養守門、父親的

父職能力與父職參與之相關研究，並進一步探究母親的教養守門和父親

的父職能力對於父親的父職參與之解釋情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針

對大台北地區雙薪家庭，家有三到六歲幼兒之母親為研究對象，使用

「母親教養守門?表」、「父職能力?表」和「父職參與?表」等測?工具，



共計發出 505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411 份。研究資?經描述性統計、單因

子變??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線性迴歸分析，得主要發現如下： 

一、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的教養守門分為「主導與高標準」和「優先與不

放手」等兩個項度，且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知覺自己對父親的教養守門行

為傾向有些符合。 二、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知覺父親的父職能力共分為三

個內涵，包括「紀律教導和學校鼓勵」、「學習協助和生活關心」以及

「關懷陪伴和讚美鼓勵」，且其知覺父親的父職能力相當好。 三、雙薪

家庭幼兒母親知覺父親的父職參與，可分為四個內涵，包括「教導與規

劃」、「溫暖和鼓勵」、「提供多元的經驗與刺激」以及「成熟的要

求」，且其知覺父親經常參與子女的教養。 四、父親的不同教育程度和

工作時數，對於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知覺父親的父職參與，均達顯著的差

異情形。 五、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知覺自己對父親的教養守門與父職參與

達顯著負相關，母親的教養守門與父親的父職能力亦是達顯著負相關，

而父親的父職能力、教育程度與父職參與達顯著正相關，即說明雙薪家

庭幼兒母親知覺對父親的守門愈低，父職能力愈高，而父職參與也愈

高。 六、當所有變項一起放入迴歸方程式，雙薪家庭幼兒母親知覺父親

的父職能力與父親的教育程度對父親的父職參與具有顯著解釋力。 本研

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母親、父親以及實務工作者或相關

社會福利、教育機構?考，並提供未?可進行研究之方向。  

摘要

(英) 

The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d on studying the relations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paternal competence and father involvement among mothers in dual-earner 

famili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paternal competence and background factors on father involvement.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questionnaire. The subjects were the full-time career 

mothers of the dual-earner family in Taipei area. They had at least a 3-6 year-old 

child. The instruments included〝Maternal Gatekeeping Scale〞,〝Paternal 

Competence Scale〞, and〝Father Involvement Scale〞. Five hundred and five 

mothers were surveyed and 41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ed： 1.The maternal 

gatekeeping included the 〝leading and high standard〞 and the 〝priority and 

occupying〞. The mothers perceived that they had middle level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for fathers. 2.The paternal competence included〝discipline guidance 

and school encouragement〞, 〝learning assistance and living care〞, and 

〝accompany and praise 〞. The mothers perceived that paternal competence of 

fathers was fine. 3.The father involvement included 〝teaching and planning〞, 

〝warmth and responsivity〞,〝providing experience and stimulation〞, and 

〝requirement of behaving〞. The fathers often involved in parenting. 4.Regard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father involvement based upon educational level and 

working hour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5.The correlations showed 

that maternal gatekeeping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paternal competence and father 

involvement. Paternal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her involvement. 6.Th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aternal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 level did show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father involvement.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the parents, practitioners.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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