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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了解幼兒母親婚姻調適、家庭休閒品質與家庭生活幸福感的

現況，並探討幼兒母親婚姻調適、家庭休閒品質的相關性及幼兒母親婚

姻調適、家庭休閒品質對家庭生活幸福感的預測力。 本研究對象為桃園

縣公立幼稚園幼兒母親，採問卷調查的方式，使用「婚姻調適量表」、

「家庭休閒品質量表」、「家庭生活幸福感量表」等測量工具進行調

查，共計發出 600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361 份。研究資料以描述性統

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檢定以及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

分析，其主要發現如下： 一、幼兒母親對其目前婚姻調適、家庭休閒品

質與家庭生活幸福感到滿意。 二、不同之「年齡」、「教育程度」、



「家中子女數」的幼兒母親，均對婚姻調適有顯著之差異。 三、不同之

「教育程度」的幼兒母親對家庭休閒品質有顯著之差異。 四、不同之

「年齡」、「教育程度」的幼兒母親，均對家庭生活幸福感有顯著之差

異。 五、幼兒母親的婚姻調適、家庭休閒品質有中度相關。 六、幼兒母

親的婚姻調適、家庭休閒品質對家庭生活幸福感有預測力。 根據本研究

結果，對幼兒父母、企業、政府相關單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摘要

(英) 

This study main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kindergarten mothers’ martial 

adjustment, family leisure quality and family life well-being present situa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kindergarten mothers’ martial adjustment, family leisure quality 

and to prob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mothers’ martial adjustment, family leisure 

quality on the family life well-being. This study object is the mothers of the public 

kindergarten in Taoyuan . The study used the questionnaires survey to collect data. 

The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Martial Adjustment Scale」、the「Family 

Leisure Quality Scale」and the「Family Life Well-being Scale」. 600 surveys 

were distributed and 361 effectiv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main results as follows: 

1.Kindergarten mothers generally feel satisfied with its present martial adjustment, 

family leisure quality and family life well-being 2.Different of 

“age”, ”education”, ”family children count ” have apparent differences to 

the kindergarten mothers’ martial adjustment. 3.Different educations have 

apparent differences to the kindergarten mothers’ family leisure quality. 

4.Different of “age” ,”education” have apparent differences to the 

kindergarten mothers’ family life well-being. 5.Martial adjustment, family 

leisur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mothers influence each other. 6.Kindergarten 

mothers’ martial adjustment, family leisure quality have power of predicting to 

the family life well-being.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abov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kindergarten parents, the government, related Industries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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