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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國小資源班學童父親的教養信念、親職壓力對

其教養行為傾向的情形。為達研究目地，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北

市國小資源班學童父親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樣本為 229 份，以「教養信

念量表」、「國小資源班學童父母親職壓力量表」及「教養行為量表」三

種研究工具進行施測，並採用描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皮爾森

積差相關、多元迴歸的統計方法來分析，經統計分析發現國小資源班學童

父親的教養行為傾向，受到教養信念、親職壓力的影響，當民主關懷教養

信念越高，獨斷專權的教養信念越低，人際關係、親子互動、經濟負擔三

方面的壓力越低，國小資源班學童父親的教養行為呈現民主關懷的傾向越

高。當民主關懷教養信念越低，獨斷專權的教養信念越高，孩子發展、人

際關係、親子互動、經濟負擔四方面的壓力越高，國小資源班學童父親的

教養行為呈現獨斷專權的傾向越高。當寬鬆溺愛教養信念越高，孩子發

展、人際關係二方面的壓力越高，國小資源班學童父親的教養行為呈現寬

鬆溺愛的傾向越高。此外，父親的教養行為傾向也因平均收入多寡而有所

不同。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arenting beliefs, parenting pressure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of fathers with children 

in resource room at primary school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re 229 fathers, whose 

children receive primary education in resource room. Three major indicators include 

the scale of the parenting beliefs, parenting pressure and the scale of parenting 

behaviors, resulting in 22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quantitative data has been 

analyzed by frequency statistics,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the following: the parenting beliefs and 

parenting pressure with children in resource room at primary schools influence the 

fathers’ parenting behaviors. First, when the fathers have more democratic concern 

for their children, less arbitrary despotism, their pressure of interaction with child,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economical burden would decrease, and therefore 

their behaviors would be more democratic. Second, when the fathers have less 

democratic concern for their children and more arbitrary despotism, their pressure of 

child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economical burden would increase, 

and their behaviors would be more despotically. Third, when the children were much 

loosely spoiled by their fathers, the pressure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ould increase, which result in the fathers’ tending 

topsoil their childre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fathers’ parenting behaviors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averag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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