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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桃園市國小六年級共 20 個班級的學童及其父親為對象，以父子

配對方式作問卷調查收集資料，總計收回有效問卷 444 對。旨在瞭解高年

級學童及其父親對父職參與的知覺及親子間的知覺差距，以及父子雙方知



覺的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的相關性及預測力。研究中以「情緒交流」、

「休閒活動」、「課業學習」、「生活監督」四個面向的父職參與，探討

其與「支持」、「衝突」、「負向情感」、「親子關係滿意度」面向的親

子關係之相關性及知覺差異。研究結果如下： 一、父方與子方皆知覺

「生活監督」面向參與程度最高。 二、父子在「情緒交流」及「生活監

督」面向中的知覺有顯著差異。 三、父親知覺參與兒子的「休閒活動」

程度較女兒的多。 四、不同出生序的子女，知覺父親在「課業學習」面

向之參與有顯著差異。 五、父親教育程度相較於其他父親背景變項對父

子雙方知覺父職參與有顯著差異，唯在「生活監督」方面，父親知覺參與

程度並未因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六、子女知覺之父職參與較能預

測親子關係。 七、父職參與越多，孩子能感受到更多的「支持」， 「親

子關係滿意度｣也越佳，包括「生活監督」面向的參與。 本研究根據最後

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父親、親職教育工作者及未來研究者參考。  

摘要

(英)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twenty classe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ity and their fathers were taken a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ed as the pair-way of father-child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Totally, the recovered amounts of available questionnaire were 444 pair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father involvement perception of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and their fathers and the percep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s 

well as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predic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father 

involvement perception of them. Four factors of the fathering involvement including 

“emotional interaction”, “leisure time activity”, “academic learning”, and 

“monitoring” were utilized to study the relative and the perception difference of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in various phases such as “supporting”, “conflict”, 

negative emotion”,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ere shown as follows： 1.Fathers and children tend to show the 

highest level of father involvement in the “monitoring” phase. 2.There i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monitoring” of the 

father-child perception. 3.The level of father involvement perception in the sons’ 

“leisure time activity” is higher than for daughters’. 4.Obvious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academic learning” of the father involvement perception for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birth order. 5.Compared to the other factors of father’s 

background, the education of father has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father 

involvement perception of father-child. But the “monitoring” fact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father involvement perception for the fat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6.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father involvement has more possibility 

to predict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7.With the higher father involvement, 

children can feel more “supporting” and better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cluding the “monitoring” involvement.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as references for fathers, the parenting worker and future researcher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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