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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的關係。係採問卷調查法，以「國小

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及親子關係量表」為研究工具。採多階叢集隨機抽樣，以 2006 年高雄縣市公

立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 970 人為調查對象。以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one-way ANOVA、

Pearson 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獲以下結論： 

一、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持積極態度，且親子關係尚屬良好。 

二、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及親子關係會因縣市別、年級、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及家庭

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三、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其親子關係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四、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對親子關係的「欣賞信任」預測程度較高。 

最後，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建議，作為家長、國小學生、學校機關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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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06）統計，民國 94 年 1 至 12 月嬰兒出生數為二十萬五千

八百五十四人，粗出生率為千分之九點零六，較 93 年減少約一萬人，為歷年最低。由

於孩子生的少，所以對大多數的父母來說，孩子個個都是寶，因此會盡心盡力的養育

與教育。然而，時有所聞年邁的父母遭子女棄養、毆打的新聞，令人心生感嘆：為何

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竟比不上懂得「反哺」父母的烏鴉。最近一項「研究親子互動關

係中」的研究結果卻發現：不論是父親或母親的親子互動關係，皆是以「親慈子漠」

型佔大多數（葉光輝，1996）。在強調親職教育的同時，也應重視子職教育，教育孩子

為人子女其該盡的責任。 

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位，這個主系統下又分成許多次系統，家庭成員的互動

形成彼此間關係的良窳！親子關係即是這互動中的一環。一些研究認為親子關係是父

母與子女彼此心理交互反應的互動影響結果，而非單只是父母態度對孩子具影響力，

子女的行為也將會左右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態度及方式（吳永裕，1996；高明珠，1998），

所以親子關係是父母與子女雙向的互動，頇從兩方的立場去看待。 

衡諸國內外文獻發現，學者近年來對於成年子女角色或親子關係的研究，皆著重

於已婚或中壯年子女角色，或其與年老父母親的代間關係（林如萍，1997；洪湘婷，

1997），或此時期父母親的職責、支持及其對子女的影響（Barnett, Marshall & Pleck, 1992; 

Cooney & Uhlenberg, 1992; Spitze & Logan, 1992），對於兒童時期親子關係當中子女職

責的內容探討不多，也較難了解兒童時期的子女所應擔負的責任為何。依皮亞傑的道

德發展階段來看，國小高年級的兒童應該具備了獨立判斷是非的道德能力，他認為規

範合理時尌應遵守，不合理時尌應修改或重定規範以適應事實的需要（張春興，2006）。

因此我們更應讓此時期的兒童了解為子女所應應遵守的規範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與責

任，培養其對子女的職責有正確的觀念與作為。相信對他們進入青春期後的親子關係

會有更大的助益。 

民國 92 年 7 月 1 日家庭教育法於立法院決議通過，其中明確指出家庭教育的範圍，

除了親職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倫理教育、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等外，還包括

了子職教育。以往的親職教育是以父母為被教育的主角，希望提昇並增進父母的教養

效能為主，而今家庭教育實施的重點，不再只強調「親職教育」，同時也要求子女在家

庭生活中必需盡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尋求親子關係維繫的新平衡點，因此，隨著家

庭教育法立法通過，可看出政府開始強調子職教育的重要性。自從家庭教育法公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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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來，雖然各縣市積極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課程及活動，但其著重的教育對象仍以成

人為主，要不尌是以促進親子關係之親子活動，針對子職教育的部分仍舊不多，因此

希望由此調查研究的發現，能提供家庭教育相關單位，作為規劃子職教育或輔導之建

議與參考。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具體目的為： 

（一）瞭解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現況 

（二）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在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上的差異。 

（三）探討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關係。 

（四）分析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對親子關係的預測力。 

（五）歸納研究結果，提供教育相關單位，作為規劃子職教育或輔導之建議與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子職角色知覺的意義與內涵 

「子職」的定義，顧名思義，「子」是指子女，「職」意指職責本份，「子職」則是

指擔任子女所需負起的責任。龔仁棉（1991）認為「子職角色」是指子女共同為父母

做事或表現的行為。Bernard（1957）認為：「角色，是職責的表現（job description）」，

是指一個人在獲得某個位置之後，表現出被期待的行為。依 Parsons（1961）的核心家

庭角色分化理論而言，父母子女雖有輩分、權力的優劣勢之分，然兒子的角色性質屬

於工具性，而女兒屬於情感表達性的角色，所以依此理論，將以子女共同為父母做事

或表現行為的觀點，統稱為「子職角色」。由此可知，「子職角色」可說是為人子女者，

在社會的規範要求下，對其所具有的地位或身份所應表現的行為模式，亦指子女對父

母所應擔負的角色責任及所應有的行為表現。 

家庭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系統，每個人在家庭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關於子職

角色的內容，洪瑜璜（2002）提到：由於角色的內容必頇適合角色行使者的心智能力，

子職角色是基於孩子對父母的相對性，其角色內容是對照親職角色而產生的，亦即依

孩子的年齡、發展、配合父母的期待，而表現子職角色。另外，陳若琳（2006）提到：

在中國社會中，與子女職責相似的概念是孝道，只是子女的職責呈現的是孩子對父母

親所能盡到的責任部分，孝道包括對子女更高標準的要求，因此盡到子女的職責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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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孝道的部分。依以上所言，有關子職角色的內容，大多依父母的期待而產生，且尌

親子關係言，孝道尌是為人子女者所應盡的義務，或應扮演的家庭角色。 

子職角色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性別（陳若琳、李青松，2002；蔡嫈娟，2005; Spitze 

& Logan, 1992）、家庭結構（鄭凰君，1992；羅瑞玉，1988）、年齡（葉光輝，1992；

楊國樞、葉光輝、黃囇莉，1989；劉碧素，2006）、家庭社經地位（陳若琳、李青松，

2002；蔡嫈娟，2005; Angrist, Mickelsen & Penna, 1977）、出生序（陳若琳、李青松，2002；

鄭凰君，1992）等。綜合國內外研究，研究者將國小高年級學生子職角色的內涵歸納

為：回饋與溝通、自制、體恤、獨立、聯繫安心，介紹如下。 

（一）回饋與溝通：生活溝通、父母分享經驗等（鄭凰君，1992；龔仁棉，1991）。 

（二）自制：順從父母、遵守家規等（鄭凰君，1992；龔仁棉，1991; Kadushin & Martin, 

1988）。 

（三）體恤：體諒父母辛苦、幫父母分擔家務工作等（鄭凰君，1992；龔仁棉，1991; 

Kadushin & Martin, 1988）、關心父母健康、感謝並讚美父母、關懷、信賴並尊敬

父母（Kadushin & Martin, 1988）。 

（四）獨立：不沾惹事非或不作違規犯法的事（陳若琳、李青松，2002）、照顧自己不

讓父母擔心（鄭凰君，1992；龔仁棉，1991）。 

（五）聯繫安心：兄友弟恭、表現忠誠、降低家庭緊張氣氛（龔仁棉，1991; Kadushin & 

Martin, 1988）。 

 

二、親子關係的意義與內涵 

親子關係和一般的人際關係有不同的特質（Kuczynski, 2003），任何一個家庭中，

只要有小孩出生，親子關係便馬上產生（吳美玲，2002）。親子關係是所有關係中最早

發生且維持最久的關係，但在人類發展過程中，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有不同的親子關

係特性（鄭碧招，2004）。 

「親子關係」是指父母對子女教養的態度、與親子之間的心理交互反應（劉育姍，

2006），而父母的教養態度影響親子關係，被認為是種單向的互動過程。但在一些研究

中發現親子關係是父母與子女彼此心理交互反應的相互影響結果，而不是單指父母態

度對孩子有影響力，子女的態度與行為也會影響父母對子女的的管教態度及方式（高

明珠，1998）。 

孩子與父母親的關係是狹義的親子關係，而廣義的親子關係可包括孩子與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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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外公、外婆，甚至叔伯姑姨、保母等長輩間的關係（李青松，2000；蔡春美、翁

麗芳、洪福財，2001）。由以上定義得知：親子關係也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Hartup

（1989）提出與重要他人的親密關係會給孩子被保護與安全的感覺，並影響孩子的社

會能力。子女從與父母和其他家人的互動過程中，感受到被愛、被需要，更是奠定了

日後與他人互動的基礎。林怡光（2002）也提出「親子關係」是屬於家庭中由雙親與

子女互動所構成的人際關係，此種人際關係是個體一生最早接觸者，其重要性非但關

係著個人日後廣泛的人際關係發展，且對個體日後健全人格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綜上所述，親子關係是父母與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雙向之互動，包含親子間的情感

交流、行為互動以及對待彼此的態度與親子間的溝通（吳永裕，1996）。和諧的親子關

係有賴於：父母對子女有適切的教養、親子間有充分的情愛交流、親子間有良好的溝

通等（吳佳玲，1995），但羅瑞玉（1988）指出目前有關親子關係的研究大多著重於父

母對子女的態度、教養方式，較少從子女方面去探究子女對父母的態度，因此在本研

究中將探討國小高年級兒童的子職角色知覺對其親子關係之影響。 

親子關係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如父母管教方式（黃文三，2006；黃文三、廖介淇，

2004; Baumrind, 1971）、子女性別（陳春秀，2001；賴嘉凰，1999）、子女年齡（陳春

秀，2001；陳俐君，2002；黃淑惠，2005）、子女出生序（廖大齊，2004）、家庭結構

（吳永裕，1996；蔡嫈娟，2005; Biblarz & Gottainer, 2000）以及家庭社經地位（陳怡

冰，1991；陳春秀，2001）等，再者以家庭發展的角度來看，親子關係是一持續進展

的關係，不僅隨著年齡的增加，關係的內涵會有所改變（吳嘉瑜，2004）。 

綜合國內外研究，研究者將親子關係之內涵歸納為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

及友誼交往等四項，介紹如下： 

（一）溝通尊重：指親子間意見、想法的溝通與討論，父母能尊重子女的想法等（吳

佳玲，1995；鄭碧招，2004）。 

（二）親近感：指親子間互相包容、認同，父母給予子女溫暖、安全、被接納、被愛

的感覺等（吳佳玲，1995；李美枝，1998；林家興，2007；鄭碧招，2004）。 

（三）欣賞信任：指親子間彼此喜歡欣賞、信賴之關係等（李美枝，1998；林家興，

2007；陳春秀，2001；蘇曉憶，2005；鄭碧招，2004）。 

（四）友誼交往：指父母不以權威壓迫子女、與子女一起活動、歡迎子女的朋友、親

子關係平等的互動情形等（林家興，2007；陳春秀，2001；蘇曉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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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的相關研究 

以下介紹中外學者對於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的相關研究： 

Buhrmester 與 Prager（1995）指出，親子關係在青少年階段雖有些許變化，但是與

父母的依附關係仍是青少年重要的情感連結，當遇到壓力時，父母所提供的安全感依

舊是青少年的安全堡壘。上述研究是以父母的角度來探討，而羅瑞玉（1988）則提到

事實上由子女發乎情，止乎禮，對父母由下而上的親子關係，是我國社會文化的特性。 

龔仁棉（1991）選取家居生活類幼兒圖書 68 本作為研究對象，採用內容分析法，

研究子職角色與親子關係，結果如下：1.家庭型態以呈現核心家庭為主，缺乏真實社會

中的單親與繼父母子女等家庭型態；2.親子組合型態偏重反映「母－子女」為主的社會

體系；3.反映出近十年來慈愛多於孝親的幼兒親子角色觀念；4.子職角色強調子女與父

母分享經驗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行為，而聽從父母的指示和交代與關心父母兩項行為則

較少被提及；5.角色性質並不單純因性別而有明顯的差異。 

  鄭凰君（1992）研究山地山胞兒童、平地山胞兒童與一般漢人兒童對「親子角色」

的看法，以及不同性別、父母教育程度與父母角色缺位情形之兒童對「親子角色」的

看法，所得結果為：1.一般漢人兒童，在「社會期待的親子角色」認知較山地山胞兒童

與平地山胞兒童高；2.在「子女本身學習的責任」、「相對應於父母的責任」與「為人基

本責任」中均女童較男童認同；3.兒童在觀念上對於子職角色的扮演較沒有性別角色的

刻板印象，但在實際角色扮演中仍扮演著傳統的性別角色；4.尌「社會所期待的兒子角

色」及「社會所期待的女兒角色」類別言，樣本兒童均對兒子、女兒該扮演「子女本

身學習的看任」與「相對應於父母的責任」最認同，對「為人的基本責任」最不認同；

5.父母教育成度愈高之兒童，其對「社會所期待的各項親子角色」認知越高；6.父母均

在家之兒童，其在「社會期待的親子角色」認知較父在家母不在家之兒童高。 

洪瑜璜（2002）分析西方與台灣地區近十年來兒童圖畫書中呈現的親職及子職角

色。發現如下：1.不論中外圖書，兒子的出現率皆高出女兒許多，顯示性別刻板印象仍

存在子職角色中；2.中外子職角色相似，顯現個性、分享經驗感受、表達情感、聽從或

反抗父母的教導及指示、表達需求分別名列前五名；3.西方的男孩女孩已跳脫既定的印

象，女孩較積極主動、自主性強，台灣地區的女孩形象仍是偏向柔弱、消極。 

  陳若琳與李青松（2002）以輔仁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大學生對子女職責

的態度及行為之探討」，研究結果如下：1.子女職責態度的認同平均數以「傳訊安心」、

「獨立自制」方面皆較高，「陪伴體恤」則較高；2.大學生對於子女職責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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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因素間，有顯著的正相關；3.女性大學生對於子女職責態度的重視程度與行為頻度

多數高於男性大學生；4.大學生子女與父母親的關係愈佳者，對於子女職責的態度愈重

視，在行為頻度方面也實際進行的較多。 

蔡嫈娟（2005）在「大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親職化與子職實踐之相關研究」的研

究中，獲致結果如下：1.大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子職實踐以「自我照料」層面最高，「陪

伴父母」層面最低；2.子職實踐會因為「性別」、「家庭結構」及「父母角色缺位情形」

不同而有差異；3.子職實踐會因子職角色知覺之不同而有差異；4.子職實踐會因親職化

程度之不同而有差異；5.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子職角色知覺及親職化對子職實踐有預

測力。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有兩篇用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發展出子職角色類目（洪

瑜璜，2002；龔仁棉，1991）；鄭凰君（1992）是研究山地山胞兒童、平地山胞兒童與

一般漢人兒童對「親子角色」的看法是否有差異；陳若琳與李青松（2002）研究「大

學生對子女職責的態度及行為之探討；蔡嫈娟（2005）探究的也是大學生的背景變項、

子職角色知覺、親職化程度與子職實踐間的關係。以上研究並未針對一般國小學童的

子職角色知覺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以及探討子職角色知覺對其親子關係影響，故有待

做進一步的量化調查研究，以擴展該領域研究的完備性。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動機、目的及相關文獻分析，茲尌變項間之關聯性建構研究架構，

如圖 1 所示：1.路徑 A 是以不同學生背景為自變項，子職角色知覺為依變項，探索不

同背景學生對於子職角色知覺之差異情形；2.路徑 B 是以不同學生背景為自變項，親

子關係為依變項，探索不同背景學生其親子關係差異情形；3.路徑 C 是探索子職角色

知覺與親子關係兩者之相關情形；4.路徑 D 是以子職角色知覺為自變項，親子關係為

依變項，來瞭解子職角色知覺對親子關係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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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現況為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是否有差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親子關係是否有差異？ 

（四）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與其親子關係是否有相關？ 

（五）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是否能預測其親子關係？ 

 

三、研究工具 

A  

C  

B  

背景變項  

1、  年 級  

2、  性 別  

3、  出 生 序  

4、  家 庭 結 構  

5、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6、 縣、市別 

子職角色知覺  
1.回饋與溝通 

2.自制        

3.體恤 

4.獨立 

5.聯繫安心 

親子關係  

1.溝 通 尊 重  

2.親 近 感  

3.欣 賞 信 任  

4.友 誼 交 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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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係以「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

係量表」為工具，採多階叢集隨機抽樣法，抽取 2006 年高雄縣市公立國小五、六年級

的學生來進行調查，再根據結果進行統計分析。 

（一）子職角色知覺量表 

本量表乃依據蔡嫈娟（2005）所編制之「大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實踐量表」所歸

納出的向度，及閱讀相關文獻，整理歸納後改編預詴量表初稿，改編而成「國小學生

子職角色知覺量表」。計分以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方式，由受詴者依自己的實際情況來

作答。每一題各有四個選項，其給分依序是「非常同意」4 分、「同意」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全量表均為正向計分，受詴者在各項度之得分越高表示該

學生對該向度的認同程度越高。經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效度考驗後，確定 28 題，

共得 5 個因子，分別將各因素命名為「回饋與溝通」、「自制」、「體恤」、「獨立」及「聯

繫安心」，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63.575%，總量表的 Cronbacha’s α 值為.9549，可見本量

表之信效度尚稱良好。 

（二）親子關係量表 

本量表乃依據陳春秀（2001）、鄭碧招（2004）所編制之「親子關係量表」所歸納

出的向度，及閱讀相關文獻，整理歸納後編擬預詴量表初稿，編制而成「國小學生親

子關係量表」，計分以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方式，由受詴者依自己的實際情況來作答。

每一題各有四個選項，其給分依序是「總是如此」4 分、「經常如此」3 分、「很少如此」

2 分、「從不如此」1 分。總得分愈高，代表受詴者的親子關係愈好。經項目分析、因

素分析及信效度考驗後，確定為 26 題，共得 4 個因子，分別將各因素命名為「溝通尊

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及「友誼交往」，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64.749%，總量表

的 α 值為.9612，可見本量表之信效度尚稱良好。 

 

四、研究樣本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關係，因此以 2006 年高雄

縣市公立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出問卷 1100 份，回收 1026 份，剔

除不良填答之問卷，計得有效問卷 970 份，回收率 93.27%，問卷可用率為 94.54%。經

資料處理後將有效樣本的個人背景資料詳列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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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樣本學生個人背景資料統計一覽表 

背 景 變 項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年  級 1.五 

2.六 

484 

486 
49.8％ 

50.2％ 

性  別 1.男 

2.女 

472 

486 
48.6％ 

51.4％ 

出 生 序 1.獨生子 

2.老大 

3.中間子女 

4.老么 

79 

375 
159 

385 

8.2％ 

33.5％ 

18.6％ 

39.6％ 

家 庭 結 構 1.單親家庭 

2.核心家庭 

3.大家庭 

180 

530 

260 

18.6％ 

54.6％ 

26.8％ 

家庭社經地位 1.低階層 

2.中高階層 

466 

504 
48.1％ 

51.9％ 

縣市別 1.高雄市 

2.高雄縣 

478 

492 
49.3％ 

50.7％ 

總 樣 本 數  970 100.0％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為考驗研究假設，使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法、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之逐步迴歸分析法。各種統計方法與本研究

考驗假設之對應，如表 2。 

 

表 2 

統計方法與考驗假設對應摘要 

統計方法 對應之研究問題 

描述統計 研究問題一 

獨立樣本 t 考驗 研究問題二、三 

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研究問題二、三 

Pearson 積差相關 研究問題四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研究問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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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現況之分析 

（一）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之現況 

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的各層面及整體得分情形，如表 3。由於本研究國小學生子

職角色知覺量表採 4 點計分，共 28 題，所以總分範圍在 28-112 分，每一題分數的中間

值為 2.5 分，總分的中間值為 70 分。由表 3 可知，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中，在回

饋與溝通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40.62；在自制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16.82；在體恤層面得分

平均數為 10.29；在獨立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14.19；在聯繫安心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13.14；

在整體上的得分平均數為 95.08，所以無論是在各層面或整體上的平均數，國小學生其

子職角色知覺普遍良好。又從各層面每題的平均得分中可知，以獨立（M＝3.55）的得

分最高；而聯繫安心（M＝3.29）的得分最低，但仍屬中上程度以上。 

 

表 3 

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現況分析摘要表 

子職角色知覺各

層面與整體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 

得分 

回饋與溝通 970 40.62  6.45 12 3.38 

自制 970 16.82  2.56  5 3.36 

體恤 970 10.29  1.67  3 3.43 

獨立 970 14.19  1.91  4 3.55 

聯繫安心 970 13.14  2.43  4 3.29 

總量表 970 95.08 12.98 28 3.40 

 

（二）國小學生親子關係之現況分析 

國小學生親子關係的各層面及整體得分情形，如表 4。由於本研究國小學生親子關

係量表採 4 點計分，共 26 題，所以總分範圍在 28-112 分，每一題分數的中間值為 2.5

分，總分的中間值為 65。由表 4 可知，國小學生的親子關係中，在溝通尊重層面得分

平均數為 24.40；在親近感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29.91；在欣賞信任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15.95；在友誼交往層面得分平均數為 13.27；在整體上的得分平均數為 83.54，所以無

論是在各層面或整體上的平均數，國小學生其親子關係普遍良好。又從各層面每題的

平均得分中可知，以親近感（M＝3.32）的得分最高；而溝通尊重（M＝3.05）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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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但仍屬中上程度以上。 

 

表 4 

國小學生親子關係現況分析摘要表 

親子關係各層面

與整體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溝通尊重 970 24.40 5.60 8 3.05 

親近感 970 29.91 5.48 9 3.32 

欣賞信任 970 15.95 3.41 5 3.19 

友誼交往 970 13.27 2.55 4 3.07 

總量表 970 83.54 15.29 26 3.21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之差異分析 

 

表 5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在子職角色知覺各層面之差異綜合分析表 

背景變項 組  別 
子職角色知覺 

回饋與溝通 自制 體恤 聯繫安心 獨立 整體 

年級 
1.五年級 

2.六年級 
    1＞2   

性別 
1.男 

2.女 
2＞1 2＞1 2＞1  2＞1 2＞1 2＞1 

出生序 

1.獨生子女 

2.老大 

3.中間子女 

4.老么 

  2＞3  2＞3  2＞3 

家庭結構 

1.單親家庭 

2.核心家庭 

3.大家庭 

 3＞1   3＞1   

家庭社經 

地位 

1.低階層 

2.中高階層 
2＞1 2＞1   2＞1 2＞1 2＞1 

縣、市別 
1.高雄市 

2.高雄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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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背景變項在子職角色知覺的差異情形，摘述如上表 5 所示。 

尌年級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在「回饋與溝通」、「自

制」、「體恤」、「獨立」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等各層面，五、六年級的國小學生的得分

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聯繫安心」層面上，是五年級顯著高於六年級。本研究發現

與羅瑞玉（1988）、楊國樞、葉光輝與黃囇莉（1989）、葉光輝（1992）、劉碧素（2006）

的研究結果相似。 

尌性別而言，本研究結果尌「回饋與溝通」、「自制」、「體恤」、「聯繫安心」、「獨

立」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均達顯著水準。在經事後比較，每個分層面都是女生高於

男生。本研究顯示，不論是整體子職角色知覺或在各層面上，國小女童的子職角色知

覺均高於國小男童。雖然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但結果與鄭凰君（1992）、陳若琳與

李青松（2002）、蔡嫈娟（2005）等人以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發現一致，女

生的子職知覺程度都高於男性。 

尌出生序而言，本研究結果尌「溝通與回饋」、「體恤」、「聯繫安心」與整體子職

角色知覺，均達顯著水準。在經事後比較，「體恤」、「聯繫安心」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

都是排行「老大」高於排行「中間子女」；但「溝通與回饋」經事後比較，並無任何兩

組有顯著差異；「自制」、「獨立」未達顯著差異。在相關研究中，至今並無定論，本研

究發現排行「老大」的國小學生其「體恤」、「聯繫安心」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都高於

排行「中間子女」的國小學生，結果與蔡嫈娟（2005）的研究發現不一致；而與陳若

琳與李青松（2002）的研究結果部分相似。 

尌家庭結構而言，本研究結果尌「自制」、「聯繫安心」分量表上都有顯著的差異。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自制」、「聯繫安心」分量表上「大家庭」的國小學生顯著高

於「單親家庭」的國小學生；而在「回饋與溝通」、「體恤」、「獨立」與整體子職角色

知覺等各層面，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發現在「聯繫安心」分量表上「大家庭」的國

小學生顯著高於「單親家庭」的國小學生，此研究結果與蔡嫈娟（2005）、Biblarz 與

Gottainer（2000）的研究發現一致。 

尌家庭社經地位而言，本研究結果尌「回饋與溝通」、「自制」、「獨立」、「聯繫安

心」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等各層面都有顯著的差異。經由事後比較發現：都是「中高

階層」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生顯著高於「低階層」的國小學生；而在「體恤」層面，則

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發現「中高階層」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生其「回饋與溝通」、「自

制」、「獨立」、「聯繫安心」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都高於「低階層」的國小學生，此研

究結果與羅瑞玉（1988）、鄭凰君（1992）的研究發現相似，但與蔡嫈娟（2005）、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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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琳與李青松（2002）的研究發現不一致。 

尌縣、市別而言，本研究結果尌「獨立」有顯著的差異。經由事後比較發現「高

雄市」的國小學生顯著高於「高雄縣」的國小學生。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親子關係之差異分析 

 

表 6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在親子關係各層面之差異綜合分析表 

背景變項 組  別 
親子關係 

溝通尊重 親近感 欣賞信任 友誼交往 整體 

年級 
1.五年級 

2.六年級 

  
  1＞2     

性別 
1.男 

2.女 
   2＞1    2＞1  2＞1 

出生序 

1.獨生子女 

2.老大 

3.中間子女 

4.老么 

 2＞3 

 2＞4 
 2＞3  2＞4   

 2＞3 

 2＞4 

家庭結構 

1.單親家庭 

2.核心家庭 

3.大家庭 

 3＞1 
3＞1 

3＞2 
   3＞1  3＞1 

家庭社經 

地位 

1.低階層 

2.中高階層 
 2＞1 2＞1  2＞1  2＞1  2＞1 

縣市別 
1.高雄市 

2.高雄縣 
         

 

將不同背景變項在親子關係的差異情形，摘述如上表 6 所示。 

尌年級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國小學生其親子關係，在「溝通尊重」、「親近感」、

「友誼交往」與整體親子關係等各層面，五、六年級的國小學生的得分並沒有顯著差

異；但在「欣賞信任」層面上，是五年級顯著高於六年級。本研究發現與朱崑中（1996）、

陳春秀（2001）、陳俐君（2002）的研究結果相似，與王淑娟（1994）、黃淑惠（2005）

等研究結果不符。本研究結果五年級學生只有在「欣賞信任」層面上顯著高於六年級，

顯示五年級學生認為其與父母親之間的欣賞信任度高於六年級學生。 

尌性別而言，本研究結果尌「親近感」、「友誼交往」與整體親子關係，均達顯著

水準。在經事後比較，每個分層面都是女生高於男生。此研究結果與賴嘉凰（1999）、

陳春秀（2001）等人的研究結果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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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出生序而言，本研究結果尌「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與整體親子

關係，均達顯著水準。在經事後比較，「溝通尊重」與整體親子關係上，排行「老大」

的國小學生高於排行「中間子女」與排行「老么」的學生；「親近感」層面上，排行「老

大」的國小學生高於排行「中間子女」；「欣賞信任」層面上，排行「老大」的國小學

生高於排行「老么」的學生。但在「友誼交往」層面上，則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

果與陳春秀（2001）、黃淑惠（2005）的研究結果不一致，與廖大齊（2004）等研究類

似。 

尌家庭結構而言，本研究結果尌「溝通尊重」、「親近感」、「友誼交往」與整體親

子關係，均達顯著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溝通尊重」與整體親子關係量表上

「大家庭」的國小學生顯著高於「單親家庭」的國小學生；在「親近感」層面上，「大

家庭」的國小學生顯著高於「單親家庭」、「核心家庭」的國小學生；在「友誼交往」

層面上「大家庭」的國小學生顯著高於「單親家庭」的國小學生；但在「欣賞信任」

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與吳永裕（1996）、陳春秀（2001）的研究發現一致。 

尌家庭社經地位而言，本研究結果尌「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

誼交往」與整體親子關係均達顯著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都是「中高階層」社經

地位的國小學生顯著高於「低階層」的國小學生。本研究結果與羅瑞玉（1988）、陳怡

冰（1991）的研究發現不一致，與陳春秀（2001）的研究相似 

尌縣市別而言，本研究結果尌「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誼交往」

與整體親子關係，均沒有達顯著差異。 

 

三、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在親子關係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國小學生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相關，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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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國小學生之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相關分析摘要表 

量表名稱 
親子關係 

總量表 
溝通尊重 親近感 欣賞信任 友誼交往 

回饋與溝通 .655*** .559*** .603***. .620*** .574*** 

自制 .507*** .429*** .466*** .504*** .424*** 

體恤 .537*** .491*** .544*** .533*** .477*** 

獨立 .394*** .319*** .368*** .374*** .371*** 

聯繫安心 .595*** .517*** .528*** .608*** .485*** 

子職角色知覺總量表 .669*** .507*** .615*** .646*** .576*** 

註：***p＜.001 

 

整體而言，國小學生整體子職角色知覺、回饋與溝通、自制、體恤、聯繫安心及

獨立與整體親子關係、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誼交往等分層面之間，均有

顯著正相關。其中以整體子職角色知覺與整體親子關係的相關程度最高為.669，「獨立」

知覺與「溝通尊重」相關程度最低為.319。以上說明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其親子關

係有正向關係，即國小子職角色知覺程度愈高，則其親子關係愈好。 

尌子職角色知覺各分層面而言，「回饋與溝通」知覺、「自制」知覺、「獨立」知覺、

「聯繫安心」知覺與「欣賞信任」相關最高，其相關係數依序為.620、.504、.374、.608，

可見當子女能主動與父母溝通、分享情感；對自己的行為能自制、守本分；能獨當一

面、不事事依賴父母；並能主動告知父母自己的行蹤、交友，讓父母安心，則能增進

親子間的相互欣賞與信任度。另外，「回饋與溝通」知覺和「欣賞信任」的相關最高，

表示當子女與父母分享情感、溝通協調的知覺程度愈高，則能增親子間欣賞與信賴的

感覺。 

綜合上述，可知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整體與各層面，與親子關係整體與各分層

面之間是有顯著相關，具有良好的相關程度。 

 

四、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對親子關係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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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主要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國小子職角色知覺的五個層面，來預測親子關

係，茲將結果綜合摘要如表 8 示： 

 

表 8 

子職角色知覺對親子關係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綜合摘要表 

效標變項預測變項 溝通尊重 親近感 欣賞信任 友誼交往 
整體 

親子關係 

回饋與溝通 【1】*** 【1】*** 【1】*** 【1】*** 【1】*** 

自制   【3】***   

體恤 【3】*** 【2】***  【3】*** 【3】*** 

獨立   【4】***   

聯繫安心 【2】*** 【3】*** 【2】*** 【2】*** 【2】*** 

聯合解釋效標變

項的變異量 

34.4％ 39.4％ 44.2％ 34.2％ 46.6％ 

註：（1）***p＜.001；（2）【1】代表解釋力最大，【2】次之，餘類推 

 

由表 8 可知：在「整體親子關係」層面上，預測變項之中有三個變項具有預測力，

能解釋「整體親子關係」的總變異量為 46.6%，其中以「回饋與溝通」知覺最高，能解

釋「整體親子關係」39.1%的變異量。顯示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能有效增進親子關係。 

在「溝通尊重」層面上，預測變項之中有三個變項具有預測力，能解釋「溝通尊

重」的總變異量為 34.4%，其中以「回饋與溝通」知覺最高，能解釋「溝通尊重」31.2%

的變異量。顯示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親子間的溝通與對彼此的尊重。 

在「親近感」層面上，預測變項之中有三個變項具有預測力，能解釋「親近感」

的總變異量為 39.4%，其中以「回饋與溝通」知覺最高，能解釋「親近感」36.4%的變

異量。顯示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親子間的包容、認同及親密度。 

在「欣賞信任」層面上，預測變項之中有四個變項具有預測力，能解釋「欣賞信

任」的總變異量為 44.2%，其中以「回饋與溝通」知覺最高，能解釋「欣賞信任」38.5%

的變異量。顯示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親子間的欣賞及信任度。 

在「友誼交往」層面上，預測變項之中有三個變項具有預測力，能解釋「友誼交

往」的總變異量為 34.2%，其中以「回饋與溝通」知覺最高，能解釋「友誼交往」32.9%

的變異量。顯示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能有效預測親子間的友誼性交往。 

綜上所述，在「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誼交往」等層面以及親

子關係整體上，最具有有效預測變項為「回饋與溝通」知覺，其預測力分別為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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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38.5%、32.9%、42.9%，顯示國小學生的「回饋與溝通」知覺對親子關係的建

立最具影響力。 

以聯合解釋變異量來看親子關係各層面之預測力情形，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在

「欣賞信任」層面，其聯合解釋變異量最高為 44.2%，其次是「親近感」層面（39.4%）、

「溝通尊重」層面（34.4%），最後是「友誼交往」層面（34.2%）。而國小學生子職角

色知覺在整體親子關係的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46.6%。 

由以上研究結果得知，預測力最高的是「回饋與溝通」。此外，「聯繫安心」也在

親子關係中各層面都達到顯著的預測力；「體恤」亦在親子關係的四個層面達到顯著的

預測力；最小的是「自制」與「獨立」只在親子關係的一個層面達到顯著的預測力。

因此，根據此一研究結果，要增進國小學生的親子關係，可從提升國小學生的「回饋

與溝通」知覺、「聯繫安心」知覺為首要考量因素。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持積極正面的態度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各層面以「獨立」得分最高，再依序為「體

恤」、「回饋與溝通」、「自制」，「聯繫安心」得分最低，在整體子職角色知覺每題平均

得分在 3.55 與 3.29 之間，都在中上程度，顯示目前國小學生對為人子女應盡的職責抱

著積極、正面的態度。 

（二）國小學生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尚屬良好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親子關係各層面以「親近感」得分最高，「欣賞信任」次之，

「友誼交往」再次之，「溝通尊重」得分最低，即國小學生覺得親子間能有包容、接納

及親近的感覺，但親子間意見溝通、尊重程度則較低。整體親子關係每題平均得分在

3.32 與 3.05 之間，都在中上程度。 

（三）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會因年級、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

及縣市別之不同而有差異 

本研究發現：在「聯繫安心」層面上五年級顯著高於六年級，其餘皆沒有顯著差

異；在「性別」變項上，女生在各層面的子職角色知覺度皆高於男生；「出生序」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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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老大」的「體恤」、「聯繫安心」與整體子職角色知覺都是高於排行「中間子女」

的國小學生；「家庭結構」變項上是「大家庭」的國小學生在「自制」、「聯繫安心」分

量表上顯著高於「單親家庭」的國小學生；「家庭社經地位」變項則是「中高階層」社

經地位的國小學生在「回饋與溝通」、「自制」、「獨立」、「聯繫安心」與整體子職角色

知覺等各層面，顯著高於「低階層」的國小學生；在「縣市別」變項，「高雄市」的國

小學生在「獨立」分量表上顯著高於「高雄縣」的國小學生。 

（四）國小學生的親子關係會因年級、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及家庭社經地位之不

同而有差異 

本研究發現：在「欣賞信任」層面上五年級顯著高於六年級，其餘皆沒有顯著差

異；在「性別」變項上，女生在「親近感」、「友誼交往」與整體親子關係皆高於男生；

「出生序」則是排行「老大」的學生在「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與整體

親子關係的生得分最高；「家庭結構」變項上，在「溝通尊重」、「親近感」、「友誼交往」

與整體親子關係，是「大家庭」的國小學生其親子關係最佳；「家庭社經地位」變項則

是「中高階層」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生在「溝通尊重」、「親近感」、「欣賞信任」、「友誼

交往」與整體親子關係，顯著優於「低階層」的國小學生；在「縣市別」變項，高雄

市」、「高雄縣」的國小學生在整體親子關係及各分量表上則無顯著差異。 

（五）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其親子關係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國小學生整體子職角色知覺及「回饋與溝通」、「自制」、

「聯繫安心」、「體恤」、「獨立」分層面與整體親子關係及「溝通尊重」、「親近感」、「欣

賞信任」、「友誼交往」分層面之間，均有顯著正向關係，且達顯著水準，顯示國小學

生子職角色知覺程度愈高，則其親子關係會較好。 

（六）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對親子關係具有效預測力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在「溝通尊重」、「親近感」、「友誼交往」、「欣賞信任」及

整體親子關係而言，最具有有效預測變項為「回饋與溝通」知覺，顯示國小學生的「回

饋與溝通」知覺對親子關係的建立最具影響力。以聯合解釋變異量來看親子關係各層

面之預測力情形，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在親子關係中的「欣賞信任」層面的預測力

最高為 44.2%。 

 

二、建議 

（一）對家長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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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子女的個別差異，給予適切的子職角色期望與關懷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的不同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及社經地

位等，其中「男生」、「排行中間或老么」「單親家庭」及「低社經地位」的學生其子職

角色知覺都較低，雖然這些的背景變項包含先天的自身條件和後天的家庭環境因素，

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差異，但父母親應該在受限的條件下，盡可能的多花時間了解孩子

課業以外的世界，包容每個孩子的獨特性，針對子女的個別差異，教導他為人子女應

盡的職責並鼓勵孩子去實踐，多以傾聽和鼓勵代替批評與懲罰。 

2.加強親子互動的機會，多撥空陪伴孩子成長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和親子關係，都是中高社經地位高於低社

經地位。意即低社經地位的學生比較缺乏子職的知覺，易造成親子關係不佳，所以低

社經地位的父母，當忙著張羅家庭經濟時，也不能忽視對孩子的教養工作，盡可能的

陪陪孩子，不一定要和子女的相處時間很長，因為親子關係的良窳決定在相處的品質

而非時間的長短。每日再忙也要陪陪孩子，傾聽孩子的心聲，適時與孩子溝通對孩子

的子職期望並指導孩子應盡的子職，相信孩子也能體會父母的辛苦，表現得更加伶俐

乖巧，不需讓人操心。 

3.增益父母的溝通策略及技巧，以強化親子關係 

從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生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中以「溝通尊重」層面得分最低，此

結果顯示國小學生感受到親子間的溝通較少及父母不夠尊重，對步入青春期的國小高

年級學生而言，父母若以命令的方式與子女溝通，則子女會覺得不被父母尊重，且容

易引起子女情緒上的反抗而引發親子間的衝突。因此建議父母應做個積極的傾聽者，

並以同理、尊重的態度溝通，以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 

（二）對國小學生的建議 

1.加強「聯繫安心」之子職角色知覺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在「聯繫安心」子職角色知覺程度較低，可見，國小學生

對於父母在聯繫與告知行蹤方面較為缺乏。因此，子女應多與父母聯繫，告知父母自

己的行蹤，讓父母安心，也讓父母感受到他們對你的重要性，親子關係將會更和諧。 

2.加強國小學生溝通之技巧，以增進親子關係 

從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生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中以「溝通尊重」層面得分最低。溝

通是雙向的，除了父母應學習溝通技巧外，國小學生也應學習以同理、尊重的態度跟

父母溝通，做個積極的傾聽者，以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 

3.子職無分男、女，男生的子職知覺需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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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傳統觀念，父母對兒子比對女兒的子職期望程度較高，但由本研究中發現，

在子職角色知覺上，女國小學生的得分較男國小學生得分高。因此，男孩子在家庭中

也應積極學習分擔家務，多體貼父母親的辛勞並與父母做良性的溝通，加強子職知覺。 

（三）對學校教育的建議 

1.善盡宣導子職教育之責任，形塑和諧的親子關係 

由本研究得知，子職教育對親子關係有正向的助益，故可對國小學生加強子職的

宣導。以活潑、生動的課程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藉由影片欣賞、體驗活動、角色扮演

等活動，或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或由製作靜思卡，使學生體會對父母的感受，皆為

教師在實施子職教學時可採用的方式。另外，邀請家長參與子職教學和活動，藉由家

長的參與、配合，讓子職教育在家庭中實施，不僅有助學生子職角色知覺的提高並能

努力實踐子職，增進親子間良好關係的維繫。 

2.活化學生的生活教育，提升子職角色的正向知覺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的不同背景，包括年級、出生序、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的

不同，其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都有某些程度的差異。因此，教師應重視學生的生

活教育，樹立學生正確待人處事的態度，加強學生溝通表達的能力，教導學生子職應

盡的職責，尤其對於弱勢背景的學生，可能比較欠缺父母的關懷與指導，導致較缺乏

子職角色知覺、親子關係不佳。若教師能從旁輔導，引導他們修正自己的行為和態度，

有好的表現時，尌給予鼓勵，漸漸提昇其子職的知覺，並請家長多了解、接納、教導

他們，將能提昇他們的子職角色知覺、增進親子關係。 

3.規劃多元的課程內容，以增進子職角色知覺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生的親子關係會因為其對子職角色知覺程度之不同而有

所差異，因此應提升子女對於子職的知覺，始其增進其親子關係，在實施子職教育時，

可以規劃開設此方面的課程來協助子職學習及自我探索。除此之外，研究結果顯示子

女在「聯繫安心」、「自制」方面之知覺程度較低，因此在針對子職教育方案設計時，

可以加強此方面的課程。 

4.透過教學影片與角色扮演，讓學生實際體驗父母親的角色並學習與父母對話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回饋與溝通」知覺對親子關係有較佳的預測力，

此結果說明：當子女能多與父母親近，多關懷、多傾聽、多讚美、多感謝父母，讓父

母感受到他們對子女的重要性，則其親子關係尌愈佳。由於親子關係不再只是父母對

子女單向的影響，子女在親子關係互動上也會對父母產生影響，因此在推動子職教育

時，可以規劃親子互動與溝通協調方面的課程，增進或改善親子間的關係，此外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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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女了解其在親子關係中扮演角色之重要性及影響，除了有助於國小學生參與子職

的意願，且對提升家庭的和諧及家人的親密關係也有莫大的助益。 

（四）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擴大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為高雄市、高雄縣地區之公立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

故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限制，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展至其他地區，且向上延伸研究年齡

層至國中、高中，以便瞭解不同地區和不同對象的差異情形，且更清晰掌握階段性之

變化，使研究結果更具推論性。另外，本研究以國小學生為主體，了解其對子女職責

的看法，以及自身對子職角色的知覺程度為何。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從父母的角度去探

討其對子職角色的期望，兩者相比較，了解是否有期待上的落差。 

2.增加研究變項 

在實際情境中，影響國小學生親子關係的因素，應不僅只限於本研究所列的背景

變項與子職角色知覺等，其他有可能之變項，如父母年齡、尌業情形、與父母依附的

關係、家庭氣氛、自我概念、兒童氣質、學業成尌等等均可納入此類研究中，以獲得

更完整的研究結果。 

3.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自陳式的問卷量表，探討國小學生的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差異

情形，雖能以較快速的方式大量取得資料，但受詴者在回答問題時，恐因受社會期望

的影響、填答時態度不認真或受詴者無法明白題意的內容，以致所得資料可能部份失

真，而且以量化處理資料，僅能針對統計數量來解釋一般情況，無法作深入探討，若

能增加訪談、實地觀察、他人評估等方式，以補充量化研究之不足，則可能使研究結

果更加正確，也更具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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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instrument used in the study is 

“Children’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cale.” The study used 

cluster sampling and investigated 970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from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area in 2006. 

After analyzing data,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Mos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positive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thei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above average level. 

2.The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t city, grades, gender, birth order,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social-economic 

status, and  

3.The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fili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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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4.The students have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filial role percep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5.The students’ filial role perception is strongest in predicting “admire and trust”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for parents, students, schools 

and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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