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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親職適應」長程研究的第
二階段的第二年研究計畫，第一階段的兩
年研究為「初為人父母過程中的性格和態
度之改變」，其研究樣本為五十對初生子
女的父親和母親，研究時期從母親初知懷
孕至子女一週歲。

承續前三年的研究，研究目的在於探
討同一樣本的三十六對父母親在他們子女
二歲至三歲成長之間的親職角色的心理發
展，包括自我知覺、個人效能、情感狀態、
個人成熟、價值觀等。資料的收集採用半
結構式問卷和結構式量表，並隨子女成長
時期每隔四個月訓練訪員前往他們的家中
進行連續性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結果發
現：大多數父母親視子女 2-3 歲為管教開
始的時期；持續發展自我概念和漸趨一致
的親職角色和認同；在情感狀態仍是憂喜
參半的發展；在個人成熟方面仍是自我中
心降低和責任感增加的傾向；認為教養子
女不易，且多從孩子安全角度來關心教育
和生活環境品質問題。本研究結果對未來
長程的追蹤研究和親職教育及訓練提供相
當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親職適應、親職角色、幼兒期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he second year of second
stage of the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the
Adjustment to Parenthood". The first stage
was a two-year projec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ty and attitudinal changes of fifty
couples from the pregnancy of their first
child to the child's first birthday.

Follow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focu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arental role
during their first born's early childhood (two
to three years old), including the self-
perception, personal efficacy, affective states,
personal maturity, and values. Th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thirty-six couples of the same
sample as the last three years by the semi-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and structured scales
through home interview at four months
interval over a three years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that most of the parents
had taken it as the beginning of discipline
while their children were in the age of 2-3
year-old; had improved their ongoing
evolution of parental role and identity; had
found both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feelings
in the affective states; had realized the



3

parenthood was not an easy job, and an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concern for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the
children. The study was provide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ollow-up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ractice.

Keywords：  adjustment to parenthood、
parental role、early childhood

二、緣起與目的

    在成人發展中，親職角色扮演著一個
非常重要且非常難處理的角色。綜合相關
研究發現當為人父母者對其親職角色感
到勝任、合宜或滿意時，他們也會經驗到
隨著子女誕生後帶來的個人成長和教養
上的困擾。因此，為人父母的過程中存有
危機調適和角色轉換的發展任務，如果適
應良好則感到自我實現和擁有價值感，而
使其成人發展趨向健全發展之途；反之，
若適應不良則會產生壓力，導致自我功能
失常和困難。
    本研究承第一階段「初為人父母過程
中的性格和態度改變」的兩年研究結果，
持續探討親職適應的第二階段三年計畫的
第二年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父母在子
女二歲至三歲成長之間的親職角色的心理
發展，包括自我知覺、個人效能、情感狀
態、個人成熟、價值觀等，期以在長程親
職適應的研究主軸上提供承先啟後的貢
獻。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分別敘述和討

論如下：
    1.大多數父母親視子女 2-3 歲為管教
開始的時期，但仍多為採統的說理、警告
等方式，處罰比起過去較少，也顯得較有
耐性。
    2.大 多 數 父 母 的 親 職 角 色 ， 如
Elson(1984)所言：持續發展為人父母的自
我概念，雖然仍根據傳統的信念和過去的
經驗，但逐漸發展如 Fein（1978）謂之漸
趨一致的親職角色和認同。其次，亦呈現
Cowan 等人（1985）發現之較多的家庭生活
投入和減少社交生活的參與，尤其是身為
母親者的現象更為明顯。同時，大多數父
母親眼見孩子的成長而有成就感和自我價
值感，如 Sirifnan 和 Lachman（1985）研
究發現的自尊和自信心提昇之傾向。
    3.大多數的父母會因子女年齡增長、
活動量和範圍加大，一方面欣喜孩子的好
奇心和學習成果，另一方面則擔心孩子的
安全或意外發生。因此，當孩子出現危險
行為時，父母較易有情緒失控的情形。此
與 Coleman & Coleman(1971) 及
Gallinsky(1981)所言：出生後到一歲左右
因照顧子女導致的睡眠不足，生活作息較
亂的失控感不同。
    4.延續子女出生以來的發現，大多數
父母對於孩子成長的情感狀態之變化不大
且頗一致，所陳述的都是憂喜參半，甚至
有的說是五味雜陳，有著喜悅、高興、滿
足等正向情緒，也有著擔憂、煩惱、焦慮
等負向情感。

5.大多數父母認為教養子女的工作不
容易，亦如 Hoffman(1978)研究發現有降低
自我中心和增加責任感的趨勢。除了增加
與孩子相處時間外，也極力對孩子付出愛
和關心，並且嘗試從各方面管道獲得教養
子女的資訊，努力成長學習。

6.少數父母會歸因於子女性別和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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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同，認為自己的孩子不易管教而有較
多的情緒失控情形，並且有不知從何教育
和獲得有效方法之困擾，此方面值得日後
親職教育工作重視。

7.隨著孩子的成長，大多數父母如
Michaels(1981)之研究發現，從關心子女
福祉和避免子女受傷害的角度，對於教育
問題和生活環境品質有愈來愈多的擔憂和
期許。

四、成果自評

    1.持續四年的研究成果累積，對於為
人父母者在成人發展的親職角色轉換過程
之心理發展，已有清楚的了解，研究者將
據此研究結果，並參考國外文獻，撰寫幼
兒前期的親職角色和適應之文章。

2.基於對為人父母者認知、情感、行
為的了解，將在親職教育課程和父母成長
團體中，設計父母信念、情緒、期望等溝
通討論之單元和活動，以增進父母學習意
願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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