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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旨在探討居家式系統保母的工作對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家庭生活

滿意度的關係，首先探討居家式系統保母的工作對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

家庭生活滿意度的情形，接著探討居家式系統保母的工作對家庭衝突、社

會支持與家庭生活滿意度的差異情形，最後分析居家式系統保母的工作對

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背景變項對家庭生活滿意度的關連情形以及解釋

力。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係以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的社區保母，

共 601 人為研究對象，得有效問卷 561 份，並以「工作對家庭衝突量

表」、「社會支持量表」以及「家庭生活滿意度量表」為研究工具，所得

資料經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

以及階層迴歸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居家式系統保母的

工作對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家庭生活滿意度為中等以上程度。 二、以皮

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保母的家務工作時數與整體家庭生活滿意度

呈現顯著負相關。保母的時間衝突、壓力/緊張衝突和行為衝突與整體家庭

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負相關。保母的情緒支持、工具支持和訊息支持與整

體家庭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三、從階層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居家

式系統保母的家務工作時數、教育程度、工作對家庭衝突中的時間衝突及

社會支持中的情緒支持對於整體家庭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預測力;從研究分析

結果發現，所有變項對居家式系統保母的家庭生活滿意度具有 12%的解釋

量。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居家式系統保母、各縣市

社區系統及政府相關機關做為參考，並提供保母相關議題往後研究方向之

建議。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ork-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for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in community child care 

scheme. First, it explores the situa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Secondly, it explores how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varies based upon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analysis goes 

finally to how work-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and background variables affect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The study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research method. Participants were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from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and Keelung City. In total, 601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s and 561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Work to Family Conflict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 1.Work-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tended to show average or above 

average level. 2.Household working hours, time conflict, stress/tension conflict, and 

behavioral conflict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 

with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emotional support, instrument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support of child care providers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3.Household working hours, education levels, time conflict, 

and emotional support predicte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and total variables accounted 

for 12% of variance of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community child care scheme 

of cities and counties , and relevant governments for reference. They also led to 

possible areas for further studies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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