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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探究原生家庭因素對新婚夫妻家務參與的影響，進一步檢視原生

家庭因素(父母婚姻狀況、父母教育程度、父母工作狀況及原生家庭的家

務分工)是否透過性別角色態度而影響新婚夫妻的家務參與，並檢視社會

學習論、相對資源論、時間可利用論、性別角色論四大論點，對新婚夫

妻家務參與的影響力。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是採自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之「台灣婚姻初期發展歷程之研究」第一波的資料(NSC 89-2412-H-

158-001)，有效樣本數為 182 對新婚夫妻。研究結果如下： 一、新婚夫妻

家務參與情況與過去分工模式一致，家務工作仍多由妻子負責。 二、父

母婚姻狀況及原生家庭家務分工情況影響新婚丈夫的家務參與情況，顯 

示單親家庭的新婚丈夫參與較多的家務，而當原生家庭女性參與家務越 

多，新婚丈夫參與家務越少。 三、新婚丈夫的性別角色態度直接影響其

個人家務參與，而原生家庭因素不會 透過性別角色態度而影響其新婚家

務參與，顯示丈夫性別角色態度越趨於 平等，其家務參與情況越多。 

四、在個人變項方面，每月收入、工作時數影響新婚丈夫的家務參與，

表示收 入越高的丈夫參與較多的家務，而工作時數越長的丈夫參與較少

的家務； 教育程度則影響新婚妻子家務的參與，表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妻

子，參與家 務越少。 五、時間可利用論點對新婚丈夫家務參與情況較具

解釋力，其次為社會學習 論；而相對資源論則對新婚妻子家務參與較具

解釋力；時間可利用論則對 新婚夫妻相對家務參與情況較具解釋力。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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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20.139.42.233 M 496586121 Y2010.M3.D19 20:09 220.139.42.233 M 

496586121 Y2010.M3.D19 20:12 220.139.42.233 M 496586121 Y2010.M3.D19 

20:13 220.139.42.233 M 496586121 Y2010.M3.D19 20:14 220.139.42.233 M 

496586121 Y2010.M3.D19 20:16 220.139.42.233 M 496586121 Y2010.M3.D23 

22:11 220.139.47.150 M 496586121 Y2010.M3.D23 22:11 220.139.47.150 M 

496586121 Y2010.M3.D23 22:13 220.139.47.150 M 496586121 Y2010.M3.D23 

22:20 220.139.47.150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22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22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25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27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28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29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31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31 140.136.186.38 M chfa2502 Y2010.M3.D24 9:33 

140.136.186.38 M 496586121 Y2010.M3.D24 9:49 140.136.186.38 M chfa2502 

Y2010.M3.D24 10:23 140.136.186.67 M chfa2502 Y2010.M3.D24 10:23 

140.136.186.67 I 030540 Y2010.M3.D24 10:43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20 10:48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20 10:48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