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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經濟弱勢家庭的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親職韌性的影響 中文摘要 本研究

主要目的在探討經濟弱勢家庭的親職壓力，並進一步了解背景變項、社會

支持與親職韌性對親職壓力的解釋情形。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低收入戶

家庭或經由民間社福團體審定評估確為經濟弱勢家庭而接受其服務者、育

有小學階段孩童的本國籍父母並居住在台北縣市為本研究對象，並使用

「社會支持量表」、「親職韌性量表」以及「親職壓力量表」等測量工

具，得有效問卷 261 份。 研究結果顯示，經濟弱勢家庭父母的親職壓力在

性別、年齡與子女數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不同家庭型態上則有顯著差

異，「單親家庭」的親職壓力大於「擴展或折衷家庭」。此外，父母的就

業狀況在不同面向親職壓力則有差異情形，「兼職或臨時工」的父母在

「自我能力或資源」與「孩子健康成長」面向上的壓力皆高於「有全職工

作」者。 相關分析顯示，情緒性支持與四面向親職壓力皆呈顯著負相關；

工具性支持和親職韌性與「自我能力或資源」、「外界環境」與「孩子行

為問題」之三面向的親職壓力皆為顯著負相關。 階層迴歸分析顯示，背景

變項、社會支持與親職韌性能顯著預測「自我能力或資源」、「外界環

境」與「孩子行為問題」之三面向的親職壓力。此外，「親職韌性」能有

效顯著負向預測「自我能力或資源」之親職壓力；「情緒性支持」能有效

顯著負向預測「孩子行為問題」之親職壓力。「親職韌性」與「情緒性支

持」的交互作用能顯著負向預測整體親職壓力。  

摘

要

(英) 

Parenting stress in economic disadvantaged families: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parental resilience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arenting stress 

in economic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nd furth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s, 

social support and parental resilience on parenting stress.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Social Support scale, Parental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and Parenting Stress scal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261 individuals of 

economic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dentified by social welfare association. They are 

native parents with children of school age in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ticipant’s gender, age and the numbers of children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arenting stress, but family types did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ingle parent family had higher parenting stress than extended or stem 

family. Besides, work status of parents showed difference on different domains of 

parenting stress. Parents of part-time job or temporary worker had higher parenting 

stress in self-ability or resource and child healthy development than parents of full-

time job. The correlations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support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four domains of parenting stress. Instrumental support and parental resilience were 

both negatively related to domains of parenting stress including self-ability or 

resourc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indicated that backgrounds, social support and parental resilience significantly 



predict self-ability or resourc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 of 

parenting stress. Besides, parental resilienc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self-ability or resource domain of parenting stress. Emotion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child behavior problem domain of parenting stress. The 

interaction of parental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parenting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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