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家庭中的親職壓力與親子衝突
摘

要

由於青少年處於尋求自主的發展階段，親子衝突往往更加明顯。親子衝突在本研究中
被廣義定義為雙方中的任一方因為對方的存在而有任何需求滿足受挫，或是期望落空的
「狀態」。這種狀態可以出於單方的想像或認定，不一定有事實基礎，也不一定會被任何
一方察覺－－被察覺的親子衝突則稱為「衝突知覺」。研究者從個人的觀察指出，親子關
係中，「角色」對於親方行為的影響大於子方，親子衝突在父母的主觀世界中，比較容易
以角色壓力（親職壓力）而非親子衝突的形式被察覺，而在子女的主觀世界中則比較容易
以衝突知覺呈現。因此研究者認為父母的親職壓力是親子衝突的重要指標，也是親子衝突
過程中的關鍵性變數。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對青少年父母的親職壓力內涵作更深入的瞭
解，另一方面也希望初步探究親職壓力與子女衝突知覺間的關聯。研究將分別採用質化與
量化研究方法，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的工作包括文獻及檔案分析，並邀請青少年
的父母舉辦焦點團體，希望能深入瞭解青少年父母的親職壓力內涵，以及它們背後的親職
信念及教養期望。第二個階段則是發展問卷及量表，針對國中青少年及其父母進行調查研
究。針對親方的親職壓力、親職信念、教養期望，以及子方的親子衝突知覺、正面關係知
覺以及孝道信念，分析這些變數之間的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們最明顯而常見的的憂慮是有關社會和教育環境的不安或不滿。父
親們的普遍憂慮和母親們相當相似，不過母親們有各式各樣憂慮的比率普遍比父親們高，
組合也比較多樣化。本研究共發現七種較常見的親職壓力組型，這些常見組型約略顯現家
長對於親職困境的普遍知覺順序：首先是大環境不夠好，其次是自己的教養方法出了狀
況，再其次才是孩子的交友問題和親子關係的問題，最不情願承認或察覺的，則是對子女
的品德或前途的憂慮。父母所感受的壓力的確和他們的期望、管教行為及親子衝突有相當
顯著的關聯，但這些相當常見的「難唸的父母經」多半只反映父母們自己的修練或煎熬，
和子女感受到的親子互動並沒有可預測的必然關係。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關係知覺和父母
的壓力、期望都沒有什麼關聯。父母所報告的教養期望和子女所察覺的期待之間，相關也
很低，倒是父母比較能穩定在家陪伴、子女的學業表現較好可能會使子女認為父母對自己
有較高的期望。青少年對於父母期望的知覺雖然未必正確反映父母真正的期望，但卻和他
們對親子關係的評定有關。整體而言，孩子的學業表現大量決定親子之間的互動品質，這
是親子雙方對親子關係的知覺交集所在。本研究的結果對父親的部份而言，篩選偏差可能
比較大，對母親而言，則代表性稍佳，但整體而言都算是相當選擇性的樣本。
關鍵詞：親子衝突、衝突知覺、親職壓力、親職信念、教養期望、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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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al stress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adolescents' famili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parental stress in
adolescents’ patents, which is regarded a major indicator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from
parents’ viewpoint.

Parent-child conflict is defined as a state wherein the need

satisfaction or expectations of either side are frustrated.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lict’ and ‘perceived conflict’ is critical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assert
that parental behaviors depend more on their perceived ’roles,' and hence parent-child
conflic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erceived as ’parental stress‘ rather than ’perceived
conflic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parental stress be the issue focused on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oth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Qualitatively the study
analysed the literature and two existed research files, which had been done by in-depth
interviews for parental job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Further group interviews of
adolescents’ parents then were conducted as well for this part of study. The purpose of
this part of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parental stress and underlying belief
systems and goals of parenting. Quantitatively the study included a surve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from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tudy.
children answered the questionnaires.

Both parents and their

Parental stresses, parental belief systems,

parenting goals were the major variables for parents, and perceptions about parent-child
relations hip and beliefs about children’s roles for children, respectively. The purpose
of the surve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variables.
About 1100 adolescents (aged 13 to 14), along with 324 mothers and 271 fathers of
them, answered the questionnaire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idea that parental stresses
are good indices for the perceived conflict as well as other perceived relationships of
children are not well connected to their parents’ perceptions. They hardly predict one
another. Instead, the common predictors for children’s and parents’ perceptions are
children’s performance in school, the time parents spent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parents.

Key words: parent-child conflict, perceived conflict, parental stress, parenting goals,
parental belief system, parent-child relations,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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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家庭中的親職壓力與親子衝突

背景目的
青 少 年 階 段 經 常 是 親 子 衝 突 變 得 比 較 明 顯 的 一 個 階 段 （ 參 見 Paikoff &
Brooks-Gunn，1991之文獻探討），西方文獻的這項發現和一般人的經驗相當一致。
伴隨著這項親子關係的變化，我們經常發現青少年的父母也變得備受壓力。在研
究者與青少年父母的接觸經驗中，發現這些父母的壓力包括擔心自己是不是已經
善盡了父母的職責，思慮或憂慮子女會不會有光明的前程或竟然走上歧路，或者
是對於自己的教養方法或教養期望是否適當感到困惑，甚至於對於教養子女的身
心負擔感到疲憊或倦怠。研究者將這些困惑、焦急或自責、疲憊的感受通稱為「親
職壓力」。我們目前還不清楚這種壓力感受和親子衝突間的因果關係，但研究者
相信它們是親子互動的重要環節：它可能是各種親子行為（包括親子衝突行為或
非衝突行為）的後果，也可能是引發親子衝突的原因，有時壓力本身也成為一個
需要處理或治療的症狀。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它都是親子關係中值得重視的現
象。耐人尋味的是，親職教育專家的建議或主張，常常也會引發父母們的壓力：
也許是因為這些建議或主張仍然流於抽象，使得他們困惑於究竟該如何在生活中
實踐；也許是因為這些建議或主張有點強人所難，使他們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也許是這些建議或主張與他們原本的行為或信念相衝突，使他們面臨重大的認知
失調。因此，從親職教育工作的觀點來看，我們也應該更加瞭解為人父母者的焦
慮和困境，使提出的建議或主張真的能協助他們扮演父母的角色，而不是徒然造
成更多壓力。
基於上述觀察，研究者產生了探究親職壓力內涵，以及它與親子衝突間如何
關聯的興趣。為什麼研究者相信親職壓力在親子衝突互動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呢？這要從「親子互動和一般的人際互動有什麼不同」說起。在一般人際互動過
程中，除了人際溝通技巧之外，雙方的自我概念、角色期待及關係知覺是最明顯
的組成因素：關係中缺乏信賴、角色期待模糊、期待過高或缺乏彈性、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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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人際衝突的基本原因，在親子之間應該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研究者
注意到親子互動體系比較不對稱：對子女而言，親子互動中的這些因素除「內容」
與一般人際關係有差異外，各個組成因素的重要性或甚至互動規則都與一般人際
關係相似，但就父母而言，「角色」的重要性往往掩蓋了「自我」的重要性，使
父母們比較容易忽略互動行為所造成的人際知覺－－他們忙著扮演保護、監督、
評價甚至雕塑子女的角色，而比較容易忽略子女以及自己在這種人際互動中產生
的感受。這或許是父母與子女在有關家庭的知覺上相關很低的原因（例如Krohn，
Stern，Thornberry & Jang，1992）。另外，父母對親子衝突的察覺常常低於子女的
察覺（參見Smetana，1989），也很可能是因為父母容易把某些互動行為（例如糾
正、限制）視為單純角色行為的行使，但是子女卻容易在父母的這些行為中感受
到「衝突」，而相對地，子女的抗議、抗爭行為在父母眼中，也常常會因為角色
的概念而不以為意，或是把這種行為視為父母的教養失誤，而發展成為對管教方
法的焦慮或壓力感。換言之，父母親在親子關係中由於受到角色信念的影響，關
係知覺容易變得不像一般人際關係中那麼敏銳，自我也比較不會在互動關係中突
顯出來，而人際衝突的知覺容易轉換成親職壓力的形式出現。另外，由於父母的
角色，也使得父母們容易在互動中大量投注對子女未來的期望，而這些期望常常
是親子衝突或是親職壓力的重要原因。總之，親職壓力可能是父母知覺親子衝突
的方式，也可能是親子衝突的結果，親子衝突與親職壓力又有角色信念與教養期
望作為它們共同的成因。此外，親職壓力又可能進一步影響親子互動行為，成為
親子衝突的原因。所以，它應該是瞭解親子衝突的重要指標變數。
親職壓力在一般親子關係中究竟有多普遍、多重要呢？目前文獻中所討論的
親職壓力（parental stress）通常是指家庭中所遭受到的壓力事件，造成照顧或教養
子女時較大的負擔，例如子女有身心疾病或行為困擾，像是智障或過動兒的父母
常有較多的困擾與親子衝突（例如Johnston，1996）。另外，父母婚姻失和或離異
等事件，也經常會引致教養上的重大負擔或困境。然而會造成負擔感或焦慮感的
情境其實不止是這些重大的事件，大多數「正常」的家庭其實也面對生活中瑣碎
的壓力來源，有許多情況可能會使得身為父母的人在其中感到焦急、困惑、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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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責，這些都是研究者所謂的「親職壓力」。「壓力」在文獻中的定義包括壓
力源（事件）或是壓力知覺兩大類。本研究所定義的親職壓力，屬於後者，也就
是主觀的壓力知覺，它們的來源包括各種影響教養工作的重大事件，也包括日常
教養過程可能遇到的各式情境。所以研究者認為這些壓力感受應該是相當普遍
的，只是由於每一個家庭的壓力來源不同，組合各異，不同的壓力形態也許會對
親子互動產生不一樣的作用。
社會心理學文獻已經一再的指出，壓力對各種表現的影響並不相同，其影響
力也往往不是線性的。親職壓力如果過於強烈，有可能使親子互動惡質化，因而
產生Pickering（1991）所謂的親職罪惡感，繼而引致一連串親子衝突與罪惡感的惡
性循環，所以在一些親職教育方案中，降低父母的焦慮感或對孩子的行為問題的
情緒反應，經常是重點項目（例如Fox，Fox，& Anderson的親職教育方案，1991）。
但是親職壓力也可能是父母改善親子互動的動力，沒有壓力感的父母也可能是不
負責任的父母。除了壓力強度之外，壓力內涵的差異也可能決定它們是否會對親
子互動力有惡質的影響力。那麼，有哪些親職壓力最能代表一般父母在親子關係
中的感受？這些壓力感受為什麼不容易消失？有哪些信念或期望在背後撐持著它
們？我們能不能依據這些信念和壓力分出類型？而這些信念、期望或壓力類型對
親子互動會有那些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怎樣的親職壓力算是過度，又如何算是不
及？本研究希望能對這些問題作更細緻的描述。
由於親子衝突行為不容易測量，看來相同的行為在不同家庭中又常有不同的
意義，因此，研究者決定用子女對親子關係的主觀知覺，包括正面關係知覺以及
衝突知覺作為父母親職壓力的依變項，來探討這些問題。總之，本研究的目的是
在探討親職壓力的內涵及其背後的信念或教養期望，並初步分析親方的親職壓力
與子方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如何相互關聯。藉著這樣的探討，希望能使我們更加
瞭解親子衝突歷程，以及父母們在這種互動過程中的感受和想法，作為發展親職
教育方案的參考資料。研究者從文獻探討中，對與親子衝突有關的親子互動歷程
提出了一個初步概念架構，在其中定義了親職壓力、親職信念、教養期望作為親
方的衝突指標，另外以子女的正面關係知覺、衝突知覺以及孝道信念作為子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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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指標，探討這些現象以及其間的關聯。為什麼把正面關係知覺及信念、期望
等變數也視為衝突指標，是因為研究者將親子衝突作了比較廣義的定義（請參見
附錄）。具體的研究問題包括下列六項：
1. 親職壓力有哪些重要類型和內涵？
2. 各種親職壓力的背後有哪些親職信念或教養期望？這些信念和期望可歸
納為哪些類型？
3. 親職信念、教養期望與親職壓力之間的關係如何？
4. 哪些親職壓力和親子衝突知覺或正面親子關係知覺有關？這些關係是線
性的嗎？
5. 子女孝道信念是否會對親子衝突知覺有緩衝作用(buffering effects)？
6. 「親職壓力」與「親職信念與教養期望」相比，何者和親子關係（包括正
面關係知覺和衝突知覺）的關聯較強？兩者對親子關係，有沒有各自的獨
特預測力或交互作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兩階段進行，首先採用文獻分析及訪談的方式深入了解父母們的壓
力來源及內涵，據以編製問卷。第二階段則採用調查的方式，抽選台北縣市共四
所國中共 1123 名國一或國二的學生（男女約各半），以及他們的家長，接受自陳
式問卷調查。學生的部份在學校用團體施測方式進行，家長的部份則由學生帶問
卷回家，請父母分別回答同樣的問卷，再用郵寄的方式回收，結果共收回 271 位
父親以及 324 位母親填答問卷。青少年的問卷和家長的問卷有一部份問項是相同
的，目的在比較親子互動過程中，雙方知覺的一致性或差異。除了傳統孝道信念
的題目是參考葉光輝、楊國樞（1991）的孝道量表加以簡化編定之外，其他的主
要測量都由研究者自行編製。有關親子關係的測量（包括正面親子關係及兩種親
子衝突知覺：敬佩感、知心感、缺乏自主感、負向情感等）已經有一部份的效度
研究成果（羅國英，1997），而另三種親子衝突知覺（虧欠感或罪惡感、抱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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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行為）以及親職信念、教養期望、親職壓力等變數的測量則為本研究中新編（參
閱「親子關係問卷」及「親職壓力問卷」，見附件一及附件二）。

結果摘要
研究問題

結果摘要

1. 親 職 壓 力 有 哪 些 重 要 類 型 和 內 ＊發現七種常見類型（在五種主要憂慮向度上的
涵？
組合）
2. 各種親職壓力的背後有哪些親職 ＊研究者歸納出四種期望向度，然而與實際調
信念或教養期望？這些信念和期
查的因素分析結果並不一致。從調查結果看
望可歸納為哪些類型？
來，父母們對子女的期望其實相當相似，極
難分類，只能以總量或兩個因素上得分的高
低來大致區分為高期望或低期望類。
3. 「親職信念與教養期望」與「親 ＊對母親而言，期望是比較明顯的壓力源。
職壓力」之間的關係如何？
（相對於父親）
＊教養期望與親職壓力的關聯比親職信念來得
大，但其實線性關係都不強。
＊期望如果作分類處理（高、低），反而和壓力
的關聯較明顯。
＊父母的期望和子女知覺的期望並不一致
4. 哪些親職壓力和親子衝突知覺或 ＊親子衝突知覺和各種親職壓力都有顯著關
正面親子關係知覺有關？這些關
聯，但此衝突知覺限於父母的知覺，子方的
係是線性的嗎？
親子關係知覺，無論是正面的關係知覺或是
衝突知覺，都和父母的壓力知覺沒有什麼關
聯。父親的親職壓力與衝突知覺有比較明顯
的非線性關聯。
5. 子女孝道信念是否會對親子衝突 ＊有明顯緩衝效果（尤其是對外顯的反抗行
為）。
知 覺 有 緩 衝 作 用 (buffering
effect)？
6. 「親職壓力」與「親職信念與教 ＊親職壓力和親子關係的關聯較強，但僅限於
養期望」相比，何者和親子關係
父母本身的知覺 （有關 父母的親子關係知
覺，我們只測量了親子衝突）。
的關聯較強？兩者對親子關係，
有沒有各自的獨特預測力或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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