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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性別角色教養態度、家務分工、性別角色態度 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探討國中生知覺父母的性別角色教養態度、家務分工與其性別角色態度

之相關，並進一步探究父母的性別角色教養態度、家務分工對國中生性別

角色態度之解釋情形。 本研究之對象為台北縣新莊市丹鳳、頭前、新

莊、中平、新泰、福營等六所國中的八、九年級學生，共 560 名，採立意

取樣，並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工具計有：國中生知

覺父母的性別角色教養態度量表、父母的家務分工情形調查表、國中生的

性別角色態度量表等測量工具，共計發出 694 份問卷，去除單親家庭子女

因無法同時觀察父母家務分工情形 110 份，廢卷 24 份，得有效問卷 560

份。研究資料經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線性

迴歸分析，得到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中生知覺父母的性別角色教養態

度有較高的兩性平權態度。 二、國中生知覺父母的家務分工情形，在傳

統女性家務工作方面，趨向於「母親多於父親」；在傳統男性家務工作方

面，則趨向於「父親多於母親」。 三、國中生的性別角色態度傾向於兩

性平權。 四、國中生的性別角色態度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女生較男生

具有更平等的性別角色態度。 五、國中生的兩性平權態度因家庭社經地

位高低不同而有差異，高社經地位的國中子女比低社經地位者具有較高的

兩性平權態度。 六、國中生的兩性平權態度因母親的就業與否而有差

異，母親為職業婦女，其國中生子女的兩性平權態度較母親為家庭主婦者

來得高。 七、國中生知覺父母的性別角色教養態度、學生性別，對國中

生性別角色態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以供父母親、國中學生、學校教育工作者參考，並提出未來相關研究者可

進行的研究方向。  

摘要

(英) 

The relations among parent’s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 role attitudes Abstract The research 

was primarily focused on studying the relations among parents’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 role attitud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domestic labor and background factor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was 

through questionnaire. The subjects wer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injhuang 

city area. These students being researched were in the eighth, ninth grade. The 

instruments include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parents’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scale”, “questionnaire for the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between 

parents”,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 role attitudes scale”. Six 

hundred and ninety four students were surveyed and 56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ll those data had been dealt and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es,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Following were the summaries of the 

findings: 1.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that their parents had higher 

gender equal-rights in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2.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that mothers did more than fathers in traditional female domestic labor, 

while fathers did more than mothers in traditional male domestic labor. 3.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nded to have higher gender equal-rights in their gender role 



attitudes. 4.The gender role attitudes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differed; female 

students had better equal-rights attitudes than those of male students. 5.The equal-

rights attitud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scale varied on family socioeconomic levels. 

Students whose families were higher at socioeconomic levels had better equal-rights 

attitudes. 6.Basically, if mothers held jobs, students had better attitudes on equal- 

rights than those mothers as house keeping wives. 7.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parents’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students’ gender 

did show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 role attitudes. We hereby mad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s such, 

parent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school 

education, could take them for references as well as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der-role rearing attitudes,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role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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