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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子職角色之父母期望、子職角色實踐

與幸福感的關係。係採問卷調查法，以 99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國小五、六

年級學童共 709 人為研究對象，並以「知覺子職角色之父母期望量表」、

「子職角色實踐量表」及「國小學童幸福感量表」為研究工具，所得資料

經描述性統計、驗證性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考驗、Pearson 積差相關及階

層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ㄧ、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

子職角色之父母期望、子職角色實踐及幸福 感程度均屬中上程度。 二、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子職角色之父母期望，與學童子職角色實踐 有顯著相

關。 三、 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知覺子職角色之父母期望」之「主動溝

通」、「新知反哺」構面均能顯著影響學童幸福感。 四、 國小高年級學

童在「子職角色實踐」之「主動溝通」、「獨立自制」 及「新知反哺」構

面能顯著影響學童幸福感，其中「主動溝通」 構面能顯著影響學童幸福感

的所有分項及整體層面。 五、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子職角色實踐」比

「知覺子職角色之父母期 望」更能顯著影響學童幸福感。 研究者依據上

述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未來研究作為參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among perceived parental 

filial expectations, filial conduct and well-being of seni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used cluster sampling and investigated 709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from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0.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e study were “ Perceived Parental Filial 

Expectations Scale”, “Filial Conduct Scale” and “Well-being Scal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 CFA,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fter analyzing data,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Perceived parental filial expectations, filial conduct and well-being of seni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above middle degree. 2.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perceived parental filial expectations and filial conduct of seni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3. The aspects of “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new 

knowledge to teach parents” in perceived parental filial expectation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seni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4. The 

aspect of “active communication” in filial conduc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seni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5. “Filial conduct” effect the 

well-being of seni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much than “perceived parental 

filial expectations”. Based on abov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fami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chools and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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