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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親子雙方在子職角色知覺及子職角色實踐程度與評估上

之差異情形。採問卷調查法，以 100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國中二年級學生及

其家長共 434 對為研究對象，使用「子職角色知覺與實踐量表」為研究工

具，成對資料經描述統計、平均數變異數分析、t 考驗、重覆量數變異數分

析等統計方法進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親子雙方的子職角色知覺、

子職角色實踐與對實踐程度的評估均屬良好。 二、 不同的背景變項分別在

子方的子職角色知覺與實踐及親方對子女子職角色實踐程度的評估有差

異。 三、 子方「子職角色知覺與實踐」及親方「子職角色知覺與對子女子

職角色實踐程度的評估」在各面向上皆有顯著差異。 四、 親子雙方在子職

角色知覺各面向上皆具有顯著差異，且親方高於子方。 五、 親子雙方在子

職角色實踐與實踐程度的評估在「主動溝通」、「聯繫安心」及「新知反

哺」面向上具有顯著差異，且親方高於子方。   研究者依上述結果提出

建議，以供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日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國中生、子

職角色、親子觀點差異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differences in the filial role perception, conduct and assessment. In this 

study, 434 pairs of the New Taipei Junior High School second grad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Conduct Scale”.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average variance analysis, t test and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it g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filial role perception, conduct and assessment of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was 

generally good 2.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n “children’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conduct” and “parent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assessment” in the terms of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children’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conduct” and “parent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assessment”.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children’s and their 

parent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Moreover, there were 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parents’. 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s 

filial role conduct and assessment in the terms of "active communication", 

"associates for confidence," and " gaining new knowledge ". Besides, there were 

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parents’. Based on abov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fami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chools and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 Adolescent, filial role, Parent-child 

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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