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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父母對學齡前幼兒參與才藝活動動機及考量因素對親職

喜悅與壓力的影響。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使用「父母對幼兒參與才藝活

動動機量表」、「父母對幼兒參與才藝活動考量因素量表」 、「親職喜

悅量表」、「親職壓力量表」為研究工具。以台北市學齡前參加才藝活

動幼兒父母為研究樣本，總計發出 400 份，得有效問卷為 310 份。所得

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分析、t 考驗、Scheffé 事後比較、

Pearson 積差相關以及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 研究發現如下： 1.參

與才藝活動幼兒其父母多屬中、高社經地位者。 2.父母讓幼兒參與才藝

活動動機主要希望能增廣孩子見聞；考量因素 則以孩子本身興趣、能力



及父母所能提供資源如：金錢、時間為最 大考量；父母對幼兒參與才藝

活動所帶來的親職感受普遍存有喜悅 感之處。 3.父母性別不同對幼兒參

與才藝活動動機、考量因素及親職喜悅、壓 力無顯著差異。 4.父母對幼

兒參與才藝活動動機對親職壓力、考量因素對親職喜悅皆 呈正相關；親

職喜悅與親職壓力呈負相關。 5.父母對幼兒參與才藝活動動機、考量因

素對親職喜悅、壓力有影響。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

家長、政府相關單位、產業界及未來研究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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