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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之研究：以家庭壓力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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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家庭壓力 double ABC-X 理論為架構，檢視 1990 年來國內外教養嬰幼兒家庭壓力之研究，

探討親職壓力產生的來源、影響親職壓力的認知因素、父母的資源、面對壓力的調適等面向。

彙整文獻之研究結果發現：（一）親職壓力來源的變項包含：初任父母的角色緊張、瑣碎壓力、

夫妻衝突、及嬰幼兒特殊需求等。（二）調節親職壓力的變項有：父母個人的經濟、知識和       

健康因素、婚姻關係、社會網絡、托育人力及制度、親職情感經驗、共親職、性別角色分工的

認知、自我效能等。（三）家庭資源和個人認知對親職壓力的調節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四）

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研究多採負向的研究觀點。（五）對父母親職角色仍有刻板化的傾向。     

文末並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親職壓力、家庭壓力理論、嬰幼兒 

 

 

 

 

 

 

 

 

 

 

通訊作者：陳惠茹    Email: denise@mail.cgu.edu.tw 

 
 



 

20    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之研究：以家庭壓力理論分析 20 

壹、前言 

在家庭發生的事件中，「懷孕」和「加入新成員」相較於家人生病、死亡等非意志的、        

突發的變故，屬於可以預期的、正常的事件，然而即便是可以預期，甚至是期待中的生活改變，

仍然是家庭壓力的來源（Mckenry & Price, 2000）。從新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原本由夫妻為主

組成的家庭，就會因為即將有新成員的加入，帶來需要因應、調適的問題，而在孩子呱呱落地

後，家庭結構改變、夫妻個人的角色負擔增加，親職壓力也因運而生。 

    所謂親職壓力（parenting stress）係指父母在履行父母角色，遭遇阻礙時所產生的焦慮、    

挫折與自責等心理感受（陳密桃、陳玲婉，2006），親職壓力的感受和對家庭產生的影響，       

受到父母個人的因素、子女的因素、及外在支持系統的交互影響而不同；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的

推進，每個階段父母親職壓力的主要問題，也因教養子女的需求而有所不同。父母在嬰幼兒    

階段面臨的問題，若能及早獲得協助，調適得當，奠定好的基礎，才能使壓力不致累積，在      

日後產生更大的危機。 

 

一、親職壓力的影響 

    親職壓力是家庭中加入新成員後，整體家庭產生適應、改變的結果，在這調適的歷程中，

所有家庭成員都會受到影響，例如：全職的母親可能為了照顧嬰兒暫時離職；父親可能因為    

半夜孩子的哭鬧而影響到上班時的工作效率，也會影響夫妻關係、其他人際關係，更直接的對

孩子造成影響。因此親職壓力不僅是連結其他系統成分累積壓力的產物，也是父母教養子女及

其他因應行為的催化劑，會對子女產生重要的影響結果（Deater-Deckard, 1998）。若以       

double ABC-X 理論來看，親職壓力本身是家庭的壓力源也是教養子女的整體壓力結果。舉例    

而言，父母因種種的累積壓力事件，如失業、婚姻衝突等，對教養子女感受較高的壓力，而      

他們在高親職壓力下，常會有忽視、虐待、或較專制的管教態度，影響親子關係以及子女的     

社會情緒及認知發展，甚至產生日後學校適應不良或問題行為，進而又形成更大的親職壓力，

長遠地影響家中每一個人及整體家庭的發展。 

    歸納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對家庭成員或彼此關係的影響如下： 

（一）母親的身心問題 

    由於女性是孕育新生命和照顧嬰幼兒的主體，在家庭中受教養嬰幼兒的壓力影響最早、   

最直接的就是母親，在必須和孩子分開時，通常母親也會比父親更容易感受到分離焦慮

（separation anxiety）（Jarvis, & Creasey,1991；Lutz & Hock, 1995），而照顧新生兒的睡眠不足，

以及心理壓力已被醫學研究認為是造成母親產後憂鬱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新手母親對自己

的角色扮演產生矛盾與認同障礙，或因某些因素例如：社會對嬰兒重男輕女的期待等，缺乏    

配偶及親友的扶持，容易與生理因素結合，造成母親憂鬱症的發生（Hock, Schirtzing, & L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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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對母親、孩子和整個家庭都有不利的影響。如前述，家庭系統中任何成員的改變都      

可能影響其他成員，研究發現母職的壓力，不僅會導致母親的憂鬱，還會引發夫妻衝突，甚至

影響幼兒的同儕關係（Hipwell, Murray, Ducournau, & Stein, 2005）。 

（二）婚姻滿意和幸福感 

    一般而言，小孩出現後，夫妻的婚姻滿意和幸福感都會降低，但是婚姻滿意度的降低幅度

並不會很劇烈（Cowan & Cowan, 1995）。有些研究則認為，不管有沒有小孩，婚姻滿意度在     

結婚之後都會降低，但是和沒有小孩的夫妻比起來，小孩的出現會大大降低夫妻在休閒及相互

陪伴的時間（MacDermid, Huston, & Mchale, 1990），影響婚姻品質，使夫妻雙方的幸福感下降，

甚而導致婚姻危機。 

（三）兒童虐待 

    有些父母面對繁重的育兒工作時，感到無法勝任和沮喪，在無法適當紓解壓力的情形下，

產生虐待兒童的行為甚至造成兒童的死亡（翁毓秀，1999；Abidin, 1992）。分析母親或父親     

虐待兒童的比率，研究顯示由於母親與子女在一起的時間比父親多，所以媽媽有較多的機會     

虐待或殺害子女（Wolfner & Gelles, 1993），但若在父母親照顧子女責任相當的情形下，男性較

可能虐待兒童，這正顯示：親職壓力是導致兒童虐待的可能因素之一。 

    美國兒童虐待疏忽諮詢委員會估計，一九九五年時，每十萬名四歲以下的兒童有 11.6 名   

死於虐待。雖然虐童的原因很複雜，牽涉各種家庭壓力的累積或父母的個人因素，但仍和教養

嬰幼兒的親職壓力有關，所以兒童才會成為直接的受害者（Mckenry & Price, 2000）。 

（四）兒童的問題行為     

    Jackson & Huang（1998）研究九十三位單親黑人母親身兼父職的角色壓力、憂鬱徵狀等    

對孩子發展的影響，發現母親因為家計外出工作，無法兼顧幼兒的教養，所產生的角色緊張會

造成孩子的問題行為。國內的研究也指出母親的壓力愈高，兒童的利社會行為愈少（徐綺穗，

1998）。陳若琳（2002）以台北縣的幼兒為例，探討母親親職壓力與教養品質對幼兒社會能力

的影響，也發現類似的相關性。 

    綜上，面對教養嬰幼兒的壓力，如果夫妻沒有充分的準備和因應調適的能力，不但會影響

父母個人的身心健康、父母的婚姻滿意，長遠來說，還會影響孩子的發展，造成日後的不良     

適應行為，甚至導致社會問題。 

 

二、家庭壓力 double ABC-X 理論 

    家庭如何因應親職壓力，早在一九四九年 Reuben Hill 即提出 ABC-X 家庭壓力的理論模式

（如圖 1），該理論指出：家庭壓力（X 因素）之概念是複雜的三方互動下之產物，影響壓力的

因素包括：壓力事件（A 因素），家庭用以因應壓力的資源（B 因素），家庭對此壓力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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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釋（C 因素）。因此，壓力或危機並不簡單的被視為是事件本身之直接結果，也視家庭      

如何定義該事件，以及擁有什麼資源來決定。其後，McCubbin 和 Patterson（1982）在此理論     

基礎上，加入壓力累積、危機和調適的概念，修正為 Double ABC-X 模式理論（圖 2），強調       

家庭壓力絕非單一事件所引起的結果，而是 ABC 三種因素在時間序列中累積、交互作用的     

結果，先前的危機形成日後的累積壓力，家庭現有及新開發的資源、家庭成員對於危機和資源

的認知，影響其對壓力的因應，最後調適良好，危機解除，或是適應不良，產生危機，形成        

下一階段的壓力。 

 

 
圖 1  家庭危機 ABC-X 模式 

資料來源：鄭維瑄、楊康臨、黃郁婷 (譯) (2004)。家庭壓力(P. C. McKenry & S. J. Price )(頁 6)，

臺北市:五南。 

 

 
圖 2  家庭危機 Double ABC-X 模式 

資料來源：鄭維瑄、楊康臨、黃郁婷 (譯) (2004)。家庭壓力(P. C. McKenry & S. J. Price )(頁 14)，

臺北市:五南。 

 

    教養嬰幼兒的親職壓力及調節，受個人和家庭所處的文化社會系統影響，文化差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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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不同的研究觀點和結果，因此，本文以家庭壓力 double ABC-X 理論概念為架構，以｢親職

壓力」（parenting stress）為關鍵詞，結合｢嬰幼兒」或｢學前幼兒」（preschool children）搜索        

學術資料庫，搜集自 1990 年來國內外有關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之期刊論文及專書，包含國內

23 篇，國外著作 35 篇，彙整研究結果於以下二節：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來源及親職壓力的     

調節。首先歸納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的來源（A），其次分析家庭現有資源（B）及對壓力事件

界定（C）因素，最後進行綜合討論，分析研究取向和趨勢，提出未來研究和實務的相關建議。 

 

貳、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來源 

    歸納研究中所探討父母教養嬰幼兒時常見的壓力來源如下： 

 

一、 初任父母的角色緊張 

在初為人父母時，家庭中的夫妻，對於擔任新的角色，大多會相當投入，對於如何表現     

父母角色有關的行為，也都會高度的關切，因此新手父母格外容易產生焦慮，擔心自己不能    

扮演好父母親的角色，而有「父母角色緊張（parental role strain）」的現象。當父母愈重視自己

的父母角色時，愈容易產生角色緊張或親職壓力，由於父母親的角色形塑深受社會文化脈絡的

影響，一般來說，由於母親是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初任母親的女性對於母職角色的重視程度，

較父親對父職角色為高，因此所感受的角色緊張也較高（Simon, 1992）。 

 

二、 瑣碎壓力 

除了角色緊張之外，另一項讓嬰幼兒階段父母感受深刻的壓力源，是日常生活中的瑣碎   

壓力（hassles）。夫妻共組家庭後，家事的分擔本來就是一項壓力來源，對於家有幼兒的家庭

而言，還有很多因養育幼兒而增加的瑣碎家務，隱含在每日的生活當中，例如：餵食、帶孩子

洗澡、睡覺、看醫生、到托兒所接送孩子等，對於夫妻都是額外的負擔，往往會讓父母感到      

身心疲憊。 

典型的瑣碎壓力包含：收拾玩具、換尿布、孩子突然的哭鬧等等，特別是父母和孩子相處

的時間愈多，愈容易有教養的瑣碎壓力，而且感受的強度也愈強（Crnic & Booth, 1991）。隨著

嬰兒長大到二、三歲，行動能力擴大時，父母親的瑣碎壓力也增強，瑣碎壓力雖不會像重大     

壓力事件一樣，對家庭和家人關係產生立即、重大的衝擊，但卻是長期累積的，若是和角色     

緊張、過度勞累、社會隔離感結合，會使父母倍覺困擾，影響整個家庭的正常運作。 

 

三、 夫妻衝突 

研究發現小孩出生後，夫妻的衝突也會增多，因此對婚姻的滿意度及幸福感也都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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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如果夫妻在孩子出生前就常有衝突，而且對婚姻品質不滿意，在孩子加入後，因為新的

生活作息、新的責任，新手父母通常會因為缺乏睡眠而非常疲憊，加上角色的緊張，配偶的     

相處會更困難（Crohan, 1996；Heinicke, 1995）。夫妻雙方教養孩子的哲學或是照顧孩子的方式

的差異，也會引起夫妻的衝突，帶來更多親職的壓力（Mckenry & Price, 2000）。 

Heinicke（1995）指出，夫妻對孩子情感的投入，在小孩剛出生前幾個月時，配偶間可能     

產生嫉妒、競爭以及被忽略的感覺，如果在孩子出生前夫妻關係是親近、信任的，這種由孩子

加入帶來的負面情感只會短暫出現，不會產生破壞性的衝突，影響夫妻的感情，反而會使婚姻

品質上升。可見夫妻間的感情連結，是決定親職壓力帶來的夫妻衝突是否會造成家庭危機的    

因素。 

 

四、 特殊兒童的需求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研究將焦點轉移至特殊嬰幼兒的家庭，探討患有慢性疾病或身心障礙

特殊需求孩子家庭的親職壓力。研究發現：孩子被診斷為唐氏症（Norizan & Shamsuddin, 2010)、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Theule, Wiener, Rogers,& Marton, 2011）、智能障礙（Hassall, Rose, & 

McDonald, 2005; Dempsey, Keen, Pennell, O’Reilly, & Neilands, 2009）、自閉症（曹純瓊、       

章玉玲，2007；Hall & Graff, 2011；Tomanik, Harris, & Hawkins, 2004；Estes et al., 2009）、發展

遲緩（郭孟瑜、余季容，2006；Baker, Blacher, & Olsson, 2005；Estes et al., 2009）、或聽覺障礙

（梅心潔、蔡昆瀛、陳若琳，2008；Pipp-Siegel, Sedey, & Yoshinaga-Itano, 2002；Quittner et al., 

2010）等身心障礙兒童，家長除了對子女這些特質感到困擾或擔心外，在親子互動中，也因     

較少感受到子女的回饋而感到失望或產生距離感，因此親職壓力感受會比普通家長深刻     

（張子嫺、曹純瓊，2013；Abidin, 1990），生活品質也較差（蕭小青、羅鈞令，2006；Aunos, Feldman, 

& Goupil, 2008; Xiang, Luk, & Lai, 2009），且會因身心障礙子女的障礙程度與行為問題的     

複雜性而加深，甚至會導致父母親身心健康問題，研究對照患有過動症幼兒和一般幼兒父母親，

發現過動症孩子的行為問題，會增加父母親的教養壓力，而引發較高的酗酒行為（Pelham & Lang, 

1999）。 

    上述角色緊張、瑣碎壓力、夫妻衝突等為眾所熟知教養嬰幼兒壓力，在現代工商社會中，

如缺乏資源和因應協助，在擔心影響個人工作、生活品質的情形下，的確會使年輕夫妻對於    

生兒育女，望之怯步，而特殊兒童的高出現率、擔心孩子是否健康、正常的不確定感，也會讓

這樣的情形惡化。 

 

參、親職壓力的調節 

    在教養嬰幼兒遭逢親職壓力的危機時，父母親如何因應和調適，將決定家庭能否安然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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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累積壓力造成的問題，成為下一階段更大的危機。縱觀國內外有關家庭因應教養嬰幼兒    

壓力研究，主要仍建構在上述的 ABC-X 或 Double ABC-X 模式之上，有些從 A-B-X 的路徑，

強調家庭資源的重要性，分析家庭如何運用個人或家庭以外的資源來因應壓力；有些則以 A-C-X

為研究路徑，探討父母認知差異對家庭壓力的調適。 

 

一、現有資源 

許多研究關注資源的重要性，特別強調 doubleABC-X 模型中 B 的作用，探討家庭資源在   

親職壓力中的角色，研究者多希望能針對家庭教育實務工作，提供資源介入及社會支持策略的

參考建議。研究的焦點如下： 

（一）個人資源 

依據 Peterson & Hann （1999）的研究，父母的個人資源和構成其個人能力的因素息息相關，

若父母的經濟、知識、健康、自我效能較佳，在面對教養壓力時，這些個人能力將成為潛在的

資源，使父母可以整合運用，以應付壓力情境。相反的，如果父母經濟狀況欠佳、有個人心理

或情緒問題，例如：焦慮、憂鬱等情形，其個人問題將影響親子關係，使其在面臨親職壓力時

更為脆弱。國內的研究也發現母親的親職韌性、教育程度、就業情形、和子女溝通方式與部分

親職壓力有顯著的負相關（吳佳玲，2008；梅心潔、蔡昆瀛、陳若琳，2008），當身心障礙         

幼兒母親擁有的資源較多時，較能因應照顧孩子親職壓力的耗竭。 

（一） 家庭及社會資源 

許多國外研究發現婚姻關係及配偶間彼此的支持，為家庭資源的主要來源。就婚姻關係   

而言，因為母親多半承擔教養子女的主要責任，感受的親職壓力較父親高（Parke,1995），若     

母親獲得父親的支持低、父親缺乏分擔教養的行為，或在婚姻關係中彼此有較多的衝突、婚姻

滿意度差，其教養壓力也隨之升高（Deater-Deckard & Scarr,1996；Parke,1995）。 

    國內學者陳若琳（2003）以雙薪家庭中母親的婚姻情感、配偶共同育兒以及教養幼兒品質

為變項，經由徑路分析發現：母親的婚姻情感間接透過配偶共同育兒，而對教養幼兒品質產生

正向影響。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母親有配偶的支持、共同分擔與解決育兒問題，也就是說     

父母能有效的「共親職」，有助於幼兒的教養品質和行為。 

    社會網絡的支持也可以減低親職壓力，嬰幼兒的托育安置是現代雙薪家庭生活中很大的  

壓力來源，如何獲得高品質、收費合理的嬰幼兒照護，常是為人父母迫切的需求，研究發現有

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職業婦女，比高中畢業的婦女，更容易在小孩年紀小時，使用家庭以外的

照護系統（Mckenry & Price, 2000），家庭擁有較充足的社會支持有助於減低父母的親職壓力，

提高父母的生活品質，尤其對於弱勢家庭如身心障礙者家長，社會資源網絡的支持更為重要  

（陳瑋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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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現今台灣家有幼兒的家庭而言，祖父母負擔部分教養責任的情形十分常見，成為減輕

家庭親職壓力的重要支持，有趣的是這種來自祖父母的支援，有時也會成為另一種壓力來源，

在婆媳的衝突中，婆婆過度干涉子女的教養，是許多為人媳婦者的最大困擾（孔祥明，1999）。

祖父母對於親職教養雖然提供支持，但也有介入的現象（利翠珊，1999），而當配偶一方與      

祖父母在教養上有所歧異，另一半的反應與態度則成為解決衝突的資源。 

    在美國隔代教養的情況也不少，近期，美國一項有關祖父母教養孫子女的壓力研究，調查

133 位身為孫子女的主要照顧者之祖父母，其中四分之一的祖父母照顧的孩子為嬰幼兒，結果

發現由社會機構提供的正式支持方案，可以緩衝祖父母每天生活的瑣碎壓力，也可以減低孩子

健康問題，增進其生活滿意。研究同時發現非正式社會支持對減緩祖父母親職壓力的效果，    

因此強調應由專業人員提供協助以及社區服務，減低祖父母照顧孫子女的負面衝擊並增進其   

福祉（Gerard, Landry-Meyer, & Roe, 2006）。 

    由政府提供家庭以外的照顧系統，對提升父母的親職認知、自我效能也都有所幫助，如    

美國的 Head Start 方案，不但幫助低社經地位家庭與其他社會資源結合，也針對父母提供親職

教育、招募父母擔任義工、並讓父母參與方案的設計、增進父母與照顧機構的彼此溝通與瞭解，

產生信任與尊重的互動關係，對於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與孩子的相處，有正向的幫助

（Woolfson,1999； Zigler,1999），也間接減低教養的壓力。 

    國內有關親職壓力的研究，因應近來「新台灣之子」增加的社會現象，也將研究對象轉移，

除繼續關注一般父母所需的資源，也開始探討新住民配偶的親職壓力及親職需求，研究顯示   

新住民女性來台後不僅面臨婚姻及文化適應壓力，加上為人母的壓力，教育環境的隔閡，將    

衍生對下一代教養的問題，因此呼籲應加強輔導「新台灣之子」的家庭，提供親職教育等協助，

將有助於減緩其親職壓力（黃森泉、張雯雁，2003）。 

    聘僱外籍幫傭分擔家務及教養工作，也是台灣社會因應親職壓力的新現象，汪俐君（2002）

以學前身心障礙子女的母親為研究對象，了解母親在僱用外籍看護工後，獲得社會支持增加的

情形和親職壓力的關係。發現有僱用外籍監護工的家庭，母親所感受到關於親職愁苦方面及   

困難兒童方面的壓力明顯比沒有僱用外籍監護工的母親低；母親未就業、未僱用外籍監護工、

感受到情緒性支持較少的母親，其親職壓力愈大。也有研究指出家庭在運用外籍幫傭來照顧   

兒童、紓解親職壓力時，雇主的家庭親職角色以及與子女的親子關係都會受到影響，甚至會    

產生一些兒童難以管教等負面效果（吳蘭若、薛家欣，2005），建議在以外傭協助照料兒童時，

不應忽略親子關係的培養。 

    上述這些研究都以為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提供建議為主要的研究目的，強調家庭及社會  

資源對於家庭因應壓力的重要性，不論是來自家庭系統內、外部的社會支持對減低親職壓力都

很重要。所探討的資源包含：父母本身擁有個人資源如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等、父母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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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共親職感受，還有來自家庭以外的資源如：祖父母、外傭、及福利服務介入、親職教育

方案等，當資源缺乏或某種資源運用不當，都可能產生其他問題，為教養孩子增添壓力。 

    足見，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家庭需要不同資源支持，來因應親職壓力，家庭需要何種

資源來因應親職壓力，與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息息相關；不同的父母族群，在尋求社會支持時，

會有不同的限制，而造成資源取得的困難，衍生其它的壓力，或是會發生某種資源的介入，     

不但沒有減輕壓力，反而增加負擔的情形。涂妙如（2003）研究影響台灣家庭嬰幼兒照顧方式

決策之因素，建議應從生態系統理論來加以了解：微系統包括家庭經濟因素、母親的就業情形

以及家庭子女人數與子女性別等因素；中間系統包括家庭與原生家庭間的協商以及家庭與就業

機構間的協商等因素；外系統包括托育人力資源的可得性、就業機會、國家托育相關政策如    

保母證照制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等因素；大系統則包括社會治安與社會風氣、母親的育兒信念

與價值觀等因素。強調資源對因應照顧嬰幼兒壓力的重要性，在幫助父母取得資源時，應考量

每個家庭所處的社會生態環境，做一個全面性的規畫。 

 

二、對壓力事件的界定 

    在另一方面，研究 ABC-X 理論中 A-C-X 的部分，則將研究重點放在影響父母對壓力事件

界定之相關因素。父母的信念、價值、態度、對父母角色的認定等主觀的評價，會影響他們對

壓力事件的認知感受，以及對子女教養問題的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並且導致不同的親職壓力    

結果。這些主觀的認知，從初為人父母、孩子嬰幼兒階段即出現，對家庭發生影響，也會伴隨

著家庭生命週期的發展改變，經過調整、適應，產生持續、動態的作用。 

（一）親職情感經驗 

為人父母會經歷無可避免的情感經驗，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投入，使父母感受和孩子相處的

快樂、親密、及成就感等正向的情緒，但當回應孩子的需求和自己的生活需要產生衝突時，     

擔心、焦慮、挫折等負向情緒也隨之而生，形成心理壓力（Berry & Jones,1995），父母的親職

情感經驗，是個人內在認知的主觀感受，即便是類似的教養問題，在不同父母的身上，也可能

因父母感受不同，產生不同的情感經驗，而成為不同的壓力感受。 

有關父母和孩子的情感聯結以及與親職壓力的關係，早期研究多以嬰幼兒對父母的依附  

關係（即 John Bowlby 提出的依附系統理論）為焦點取向，探討嬰幼兒與父母分離時的分離     

焦慮，對孩子及親子關係的影響，進一步研究嬰幼兒的不安全依附的產生因素，則發現和父母

的高親職壓力有關，Jarvis 和 Creasey（1991）認為父母親的高親職壓力，會使父母沒有足夠的

心理能量與嬰幼兒互動，導致父母與孩子的心理距離。 

近年來，有些研究將研究對象焦點轉移，探討父母親與嬰幼兒分離時產生的分離焦慮。    

尤其是擔任主要照顧者角色的母親，在每天因為工作被迫與孩子分開、站在托育機構門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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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道別時，所產生的擔心、焦慮、操煩、罪惡感等負面情緒，對整體家庭系統都會產生影響。

研究指出母親的分離焦慮和憂鬱症有關（Hock, Schirtzinger, & Lutz, 1992），高度分離焦慮的   

母親通常在自己童年時有較負面的依附歷史，而影響她們親職角色的行使（Lutz & Hock, 

1995）。陳若琳和李青松（2001）研究台北縣雙工作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喜悅與壓力情形，發現

父母的親職喜悅感受越多，在親職壓力的困擾程度越低，反之，如果父母對於親職喜悅感受低，

則在親職壓力的困擾程度越高。親職喜悅和分離焦慮均為父母的主觀感受，但卻是影響親職    

壓力的重要因素。 

（二）共親職 

    父母親對「共親職」（coparenting）的認知感受，也是研究父母親親職壓力的另一項焦點。

所謂共親職所探討的是夫妻對於彼此教養所表現的支持或抵制行為，葉光輝（2000）以父母在

教養信念上的共識及彼此在教養行為上的合作情形，建構出四種共親職的互動類型，分別為   

「共識合作」、「共識極化」、「歧異極化」及「歧異競爭」四種類型，而共識合作型的父母，

在教養的信念和行為上都較能互相合作，減低家庭壓力及孩子的問題行為。 

    陳富美和利翠珊（2004）研究夫妻在育兒時的親職分工或「共親職」對家庭的影響，認為

親職分工不均或共親職不協調產生的負面壓力，不在於客觀的分工均等，例如：先生或妻子    

各自花多少時間來照顧孩子，而在於主觀的公平感受，當夫妻一方自認分擔了許多教養責任，

而另一方卻未知覺，可能讓自覺做很多的一方產生「不值得」的感受，不再願意分擔親職工作，

而產生夫妻衝突，夫妻親職分工的主觀認知差異，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若認定對方「共親職」

的程度較高時，親職壓力也會降低。探討新手媽媽親職壓力的研究（劉百純、陳若琳，2010）

也發現類似的結果：新手媽媽知覺到的整體配偶支持與親職壓力感受有中等偏高程度的負相關。 

（三）性別角色分工的認知 

    照顧和教養孩子的責任，一般而言，主要落在母親，在孩子加入之後，新手父母對於照顧

嬰兒和家事角色的分工，多半趨向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倘若夫妻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和實際

的角色分工有衝突時，會引起雙方更多的不滿。調查發現：當了爸爸之後，大多數先生做家事

的時數都沒有改變，但母親的每天做家事的時間會明顯增加，工作的時數因此減少，使太太對

先生產生更大的經濟依賴，進而導致先生工作時數的增加，造成傳統的家庭性別角色分工更為

深化（Sanchez & Thomson, 1997），母親也因此感受更大的親職壓力。 

有些研究意圖探究造成親職分工刻板化的主要原因，王舒芸和余漢儀（1997）以質化研究

的紮根理論研究方法，訪談六對夫妻，探討育有六歲以下孩子之雙薪家庭中父親所扮演的角色，

發現在都會區、雙薪核心家庭中，母親即使外出就業，仍是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父親則扮演

「選擇性育兒角色」，足見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是造成母親親職壓力的重要原因。黃怡瑾（2002）

同樣以質性研究方式，訪談八位父親，了解雙薪家庭中男性參與親職的主觀經驗，認為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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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父親對家庭遙控卻缺席的形象，是造成現代父親的父職實踐困難的主因。另一方面，現代

父親因為對家庭的重視，使他們願意調整工作為先的傳統父職角色，不過由於在生育子女前，

上一代忙碌於工作或疏離，多數父親缺乏父職的認知概念，也沒有可以學習的模範，導致對    

父職角色實踐的無所適從（王叢桂，2000）。可見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分工，仍干擾著父母親

的親職任務，也對父母親產生不同的親職壓力。 

（四）父母信念與自我效能 

    Baker, Blacher, & Olsson（2005）比較 3-4 歲發展遲緩與正常發展二組幼兒父母的幸福感，

發現二組父母並沒有顯著差異，而孩子的問題行為則明顯和父母的幸福感相關。不論是發展    

遲緩或正常發展的孩子，當他們出現比較多的問題行為時，會提高母親婚姻的不良適應和憂鬱

程度；但是當母親有較樂觀的態度時，這種負面的影響力就會降低，由此可見父母的主觀信念

對親職壓力結果的影響力。 

當父母自覺自己在擔任父職或母職時，有照顧孩子的知識、完成任務的信心、並且認為    

自己可以獲得他人的支持時，他們的親職自我效能感便因此產生，而能更積極的幫助孩子成長，

也在面對孩子成長各階段的挑戰時，表現較高的自信心，認為自己的能力足以勝任，使他們在

角色轉換間有較成功的適應（Reece & Harkless, 1998）。來自配偶的鼓勵和肯定，可幫助對方    

提升其親職效能感（郭美娟、陳若琳，2012），相反地，若父母對於教養孩子的能力產生質疑，

或感覺力不從心時，在行為上也會表現消極。 

    父母自我效能感高低的差異，會反應在日常教養子女及參與子女教育活動的行為表現，   

對孩子造成直接的影響；自我效能高的父母相信他們有能力有效且積極或正向地影響孩子的   

發展和行為，並表現積極的親職行為面對親職壓力帶來的危機（Pelletier & Brent, 2002）。國內

的研究（劉百純、陳若琳，2010）也發現，母親在面對親職困境時，如能保持自我激勵、正向

思考以及坦然面對之信念，發展出「為母則強」親職韌性有助於降低親職壓力，尤其是母親若

具有較高的正向思考時，其知覺的親子互動壓力也會減輕。 

    綜合上述的討論，調節親職壓力的變項包含：父母個人的經濟、知識和健康因素、婚姻     

關係、社會網絡、托育人力及制度等家庭及社會資源都是因應壓力的要件，此外，父母主觀的

認知感受，包含：親職情感經驗、共親職、性別角色分工的認知、父母的自我效能等，也能       

決定家庭是否有能力面對壓力事件帶來的轉變與挑戰。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總結上述文獻之研究結果發現親職壓力來源的變項包含：初任父母的角色緊張、瑣碎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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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衝突、及嬰幼兒特殊需求等；調節親職壓力的變項包含：父母的經濟、知識、健康、婚姻

關係、社會網絡、托育制度、親職情感經驗、性別角色分工的認知、自我效能、共親職等。        

研究者選取的路徑，各自反應其內在對於親職壓力的看法的立場，選擇由 A-B-X 為研究路徑者，

會將重點置於父母外在資源取得的部分；選擇 A-C-X 的路徑，則強調某些父母個人的主觀感受，

將影響整體親職壓力。儘管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代表研究者各自的主張，也共同反應了對    

研究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議題的價值認定。從上述文獻回顧中，歸納出自 1990 年來嬰幼兒家庭

壓力研究之三種現象： 

（一）家庭資源和個人認知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家庭是一結構複雜的有機體，即使家庭成員、家庭的經濟收入、父母職業、教育程度、      

居家環境、年齡等外在條件相當，仍然有很多複雜的內在因素，如家人的關係、情感維繫的     

程度，或是個人主觀的感受等，環環相扣交互影響父母的親職壓力。就家庭資源的部分來說，

上述有關聘請外傭與祖父母協助照顧幼兒，能否減輕父母的親職壓力，從不同的研究結果顯示：

某項資源的介入，對某個家庭來說可以舒緩親職壓力；但在另一個家庭，卻是新的壓力源，     

這種「別人家的資源竟成為我們家的負擔」的情形，正顯現家庭問題的複雜性。  

再以國內「共親職」對親職壓力影響的研究為例，陳若琳（2003）將共親職視為家庭的      

資源，從 A-B-X 的角度，來檢測共親職對於親職壓力的影響，採用婚姻量表中「子女教養」      

分量表，由父母親一方就其主觀認定配偶是否共同參與教養子女工作來填答，將配偶的實際    

參與育兒行動和對配偶是否有表現共親職行為的感受，視為親職教養的資源。另一篇利翠珊的

研究，則以夫妻的育兒經驗來檢視親職分工和共親職，以對偶的方式分別測量夫妻參與育兒    

勞務和教養行動、以及夫妻對對方是否「共親職」的主觀感受，結果發現：共親職是一種夫妻

互為影響的雙向感受，對於家有幼兒的夫妻而言，雖然夫妻在親職分工上較不均等，先生無論

在育兒勞務或親職教養的參與程度皆顯著低於太太，但夫妻的共親職差異並不大。在配偶婚姻

滿意度高的狀況下，即使自己在分工上做的不多，配偶也會給予較高的評估；相反的，如果     

婚姻關係不佳，自身在分工上承擔再多，配偶所知覺得的可能大打折扣，因此主張：對於親職

分工、共親職的討論，應超越在參與上量的評估，同時包含個人主觀認知的討論。 

因此，若要協助父母減輕親職壓力，只由資源或認知其中一種角度切入，都可能會顧此    

失彼。在各界關切少子化情形，擬提供家庭資源協助時，不能忽略個人對該項資源主觀的認知；

而在加強父母的認知能力訓練時，也不應忘記其他資源的配合。 

（二）負向的研究觀點 

    上述每一項研究所關注的親職壓力影響也各不相同，有些擔憂親職壓力對夫妻婚姻關係的

影響，如有關婚姻滿意、婚姻衝突的研究；有些關注親職壓力對兒童或青少年的副作用；如：

幼兒的教養品質、青少年身心健康等；也有對父母身心健康、幸福感的關切。雖然研究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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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結果（即 X 變項）各不相同，但研究幾乎均由負面的取向出發，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    

「病態」、「缺乏」的角度來看待家庭，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這些家庭缺少什麼，需要什麼幫助

才能對抗親職壓力，才不會對家庭成員造成不良的影響，較少從正面的態度探討家庭擁有的    

優勢，以及提供如何成功克服親職壓力的實例。 

（三）親職角色的刻板化 

        近年來社會較過去已逐漸趨向兩性平權，但從近二十五年來國內外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  

研究看來，社會普遍仍存有許多對於「父職」和「母職」的迷思。雖然越來越多親職壓力的       

研究是以父親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探究研究背後的概念，仍可看出很典型的父母親角色分工的

價值規範，即使標明父職研究，以父親為研究對象，但父職仍被視為輔助母職的補充角色，     

研究多站在母職為主的觀點上，強調瞭解阻礙父親參與教養子女工作的重要性，主要的論述    

還是著眼於「參與親職的父親」該怎麼做，所討論的「父職」概念，相較於對「母職」要求的

標準，似乎降低許多（王大維，2000），研究重視的是促進父職參與對母職的補充效果，而並

未以整合性的角度來看負責任的父職該是什麼。 

    基於以上的討論，對於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的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二、 建議 

（一）於情境脈絡下探討親職壓力 

    為人父母所面臨的壓力，牽涉個人和所處的文化社會結構，層面非常廣泛（如圖 3），由

生態系統的觀點來看，從父母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經地位、自我效能，子女的多寡、

特質、行為，等個人因素，到父母親的關係、精神或實質上的相互支持、情感經驗，到家庭內

外提供的支持、甚至社會大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這些主、客觀的因素交互影響作用，任一

因素的變化，都足以對家庭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變（Abidin, 1992）。在以各種理論角度研

究親職壓力議題時，不應忽略家庭所處的情境脈絡。 

    本文同時分析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東西方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有許多共通性，然而社會

文化差異，也產生一些屬於本土的獨特議題例如：新台灣之子家庭以及聘僱外籍幫傭等。在探

討以祖父母為家庭資源協助教養嬰幼兒時，國內的研究結果發現：祖父母對於親職教養雖然提

供支持，但也有介入的現象，甚至成為壓力的來源（如：孔祥明，1999；利翠珊，1999），與

國外研究有差異。顯示親職壓力於不同的文化情境脈絡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研究觀點和結果。

在目前社會少子化的同時，虐童、家庭教養問題情形卻也相對惡化，親職壓力在大環境的改變

下，也產生某些變化，研究教養嬰幼兒的親職壓力，必須將家庭外部生態系統的改變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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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親職壓力理論模式（Abidin & Burke, 1978；引自任文香，1995） 

 

（二）正向的研究角度 

    過去以家庭壓力理論所做的研究，多半檢驗家庭面對突發的危機情況、驟變的事件引起的

阻礙及失能情形，之後逐漸用來討論家庭中一般的、累積的、長期的影響，如子女人生週期中

一些正常的轉變，從嬰幼兒、青少年到成年，父母面對一些外在環境和情況的壓力累積，不斷

的調整適應的能力。 

    如上述討論，大部分有關教養嬰幼兒壓力的研究，也都是以「病態」、「缺乏」的角度來

看待家有嬰幼兒所產生的影響，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這些家庭缺少什麼，需要什麼幫助才能對抗

親職壓力，才不會對家庭成員造成不良的影響，較少探討家庭擁有那些可以因應親職壓力的資

源，如此可能強化了現代夫妻對教養嬰幼兒壓力的恐懼。在台灣已成為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的

當下，或許從正面觀點來探討教養嬰幼兒喜悅、成就感，以及家庭所擁有克服親職壓力的能力

之研究，應更能契合社會需要。 

    近年來國內外家庭壓力的研究，逐漸出現對家庭韌性（resilience）議題的關注，以家庭的

凝聚力、家人的溝通、互動、解決問題能力為出發點來研究家庭壓力，值得日後研究親職壓力

問題時參考，進一步從家庭優勢的角度來探討家庭調適壓力的歷程，或許能對親職壓力產生不

同的理解。本研究以親職壓力為關鍵詞，搜集學術文獻資料，故探討之研究仍著重在「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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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未來研究若以「家庭韌性」為關鍵詞搜尋，可以增加正向觀點的探討。 

 

（三）親職觀念的重建 

    「親職＝母職＝天職」這樣的意識形態，隨著社會逐漸多元開放，女性育兒階段的就業率 

增高，女性性別意識抬頭，女性主義對性別角色刻板化的省察，使傳統的性別分工受到挑戰。

以父職壓力為研究主題，反映了性別平權的社會趨勢，對於突破性別刻板印象下的親職壓力，

應有助益。 

        建議日後探究親職壓力議題，對親職角色的定位應打破性別窠臼，並擺脫對親職壓力病理

的思考角度，改以家庭韌性為出發點，或許可以幫助研究者重新構念「親職」的意義，不再       

強調壓力的負面效應，也不再強化分割的「父職」與「母職」的概念，造成更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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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literature review summaries research findings on parenting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nd social 

supports in families of young children reported by researchers from 1990 to 2013, and aims to 

integrate findings of researches by the Double ABC-X model. Results showed: (1) Parenting stressor 

of young children’s families included parental role strain, hassles of parenting, spouse conflicts, and 

children’s special needs , etc. (2) The variables of adaptation to parenting stress included parental 

personal resources, social support, family-centered support, parenting competence,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sex-role attitudes, and coparenting quality, etc. (3) Family resource and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stress were correlated variables in family’s coping of parenting stress. (4) 

Researches tended to study parenting stress from a pathological viewpoint. (5) Sex-role stereotype 

influenced the study of parenting stres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parenting stress in families 

of young children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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