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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台灣大台北地區 290 位育有小學年齡子女的父親為對象，由生態

系統理論的觀點，來探討現代華人父親所處工作情境中的友善家庭文化、

婚姻中的親密情感、及其父職信念對父職參與的影響。 主要特色有三：一

是對父職參與的內涵作更進一步的釐清，探討父親在教養、情感與勞務三

方面的父職參與行為；二是將婚姻親密情感中之親近與契合兩個成分，更

細緻地討論不同內涵的婚姻情感如影響父職參與。本研究第三個特色是，

將家庭研究伸入企業管理的領域，探討組織政策、組織文化與父職參與的

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父親皆參與了一些親職勞務、親職教養、和

親職情感工作。在背景變項的部份，父親的月收入、教育程度、及其工作

組織所提供的家庭友善政策，都與父職教養參與和情感參與有關聯；而子

女年級最能預測父職的情感參與，配偶是否就業則可以預測父職的勞務參

與。在情境因素的部份，父親所處工作情境的家庭友善文化無法直接預測

父職參與，但其中「管理者的支持」能夠提升父親對親職角色的重視，也

能增進婚姻親密情感。在關係因素上，婚姻親密情感對父職信念及父職參

與皆有顯著正相關，其中「親近之情」對父職的勞務參與及教養參與皆有

顯著預測力。至於父職信念則與各面向之父職參與皆有顯著正相關。 

摘

要

(英) 

In this research, the factors related to father involvement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re examined. 290 questionnaires of Taiwanese fathers who have their 

children at the stage of primary school are collected. After analyzing, those data 

show how father involvement is effected by the beliefs of fatherhood, marital 

intimacy, and family friendly cul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most fathers sha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ing works, household chores,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of 

parenting. Some factors, as a variable of background part, are related to father’s 

parenting work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such as their monthly incom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provided by their work 

organization.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grade of children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level of emotional involvement of fatherhood, and whether the spouse is employed 

could predict the level of household chores performed by fathers.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family-friendly culture around fathers is 

unable to forecast the paternal involvement directly. However, the “supporting from 

employers” not only helps fathers valuing themselves as father, it also promotes 

their marital intimacy while marital intimacy increases paternal involvement and 

father beliefs. It is worth to be noticed that the higher the “togetherness” of 

marital intimacy fathers have, the higher paternal parenting chores could be 

expected. Also, when a father regards his paternal responsibility more seriously, he 

partakes in the paternal involvemen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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