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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性別角色態度與夫妻情感對於已婚夫妻家務參與的

影響，並探討家庭背景與個人資源如何影響夫妻的家務參與程度，進一步

檢視資源論、時間可利用論、性別角色論與夫妻情感四大觀點，對於已婚



夫妻家務參與的解釋力。本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高雄縣市同住的夫妻，

有效樣本數為 372 對。本研究發現：（1）現在夫妻的家務參與情況與過

去分工仍一致，妻子依舊負擔較多家務工作；（2）已婚夫妻的家務參與

主要受到工作時間及同住人數的影響，亦即夫妻工作時間越長，其家務參

與越少；同住人數對夫妻的家務參與影響不同，同住人數越多，丈夫參與

越少家務，妻子則反之；（3）丈夫的性別角色態度同時對自己及妻子的

相對家務參與有顯著影響，亦即丈夫抱持較現代的態度，丈夫相對參與較

多家務，而妻子則相反；而丈夫與妻子的性別角色態度存在交互作用，當

妻子抱持較為現代的性別角色態度時，態度較為現代的丈夫比較為傳統丈

夫家務參與較多；（4）情感對家務參與的影響只發生在婚齡較低的夫

妻，丈夫感受到對妻子的親近之情越多，丈夫家務參與越多。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how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couple 

affection for married couples impact of housework.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how 

the family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resources affect the couple's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Fou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sources theory, time availability, 

gender roles, and couples emot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a couple’s housework 

labor. The study examined 372 couples living together in Taipei &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There were a number of findings from the study. One was that the 

couple's housework division of labor participation has not changed much over time. 

The wife still does most of housework. Another finding was that housework done 

by married couple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working hour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together. Therefore the more working hours, the less the participation in 

housework; the more people living together, the less husbands participate in 

housework, while it was the opposite for the wife. A third finding was that the 

husband's gender role attitud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usband holds modern attitudes, he will be 

involved in more housework, while the wife will do less. There is also interaction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gender role attitudes: when the wife holds 

modern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 husband with modern attitudes will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housework than the husband with traditional attitudes. Finally,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only occur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arriage, the husband who feels closer to the wife will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hous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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