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青少年研究计划
2003 年秋季, 第三期
首席研究员 Su Yeong Kim 致辞：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分享更多「戴维斯青少
年研究计画」的研究结果。本期通讯的内容包括青
少年的反叛行为与家庭观念等有趣的研究报告。
我们正筹备一项跟进研究计划，在此恳请您继续支
持并参与本研究计划。若您的住址或电话有任何更
改，请致电 (415) 271-0390，1-866-7-FAMILY (免
费号码)，或致电子邮件kimsu@hawaii.edu，您也
可以在我们的网页内更新您的联络资料。

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别
在参与研究计划的父母当中，大约 80%是全职或兼
职工作的。虽然父母因为要出外工作而减少陪伴子
女的时间，但是子女依然得到父母充分的关爱。然
而，青少年是否感到父母亲的教养方式有所不同呢?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青少年对父母的看法，并找出他

(http://www2.hawaii.edu/~kimsu/ucdavis/)

们是否觉得父母的教养方式有所不同。

我们希望本期通讯能为您提供宝贵及实用的资讯，
在调查问卷中，青少年被问及他们对父母教养方式

在此衷心感谢您对本计划的支持！

的看法，而他们的答复由 1「从不」，2「几乎从
未」，3「偶然」，4「大约一半时间」，5「经
常」，6「几乎总是」，至 7「总是」。一般来说，
本期通讯目录

大部分参与研究计划的青少年向我们表示父母「经

p1 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别

常」至「几乎总是」疼爱和亲切地对待他们，除此

「虽然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有所差别，参与研究计
划的青少年均感到被疼爱与关怀。」

p1 亚裔青年是不是经常违法犯纪呢?

之外，很多青少年认为父母「经常」参与一些对他
们意义重大的事情，他们亦觉得父母「经常」关
心、了解，和支持他们。

转第二页

「参与研究计画的青少年绝不是社会的害群之马。」

亚裔青年是不是经常违法犯纪呢?

p2 财政困难与家庭关系
「虽然有部分父母没有一份全职工作来维持家计，但
是家人并没有因此而忧虑或互相埋怨。」

在「明日好运到」(Better Luck Tomorrow) 这部电影
中，亚裔青年被描述成学业成绩好但经常违法犯纪

p3 家庭观念的转变

的坏分子。电影中的主角在人前是少数族裔的典

「参与研究计画的家庭在传统和西方思想中取得适当
的平衡。」

范，暗地里却是惹事生非，违法犯纪的一群。这部
电影亦指出亚裔青年违背社会规范，并做出反社会

p3 和睦的婚姻关系

的举动，可是它是否有夸大之嫌呢? 究竟参与研究计

「参与研究计划的青少年不但成长于健康稳固的家庭
之中，而且父母的婚姻都非常美满。」

划的青少年是否有如电影所描述的举止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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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第二页

续第一页「父母教养方式…」

续第一页「亚裔青少年…」

根据青少年的报告，父母的支持和关心使亲子之间

当我们分析研究结果时，我们发现参与研究计划的

的关系良好，可是他们也感到父亲与母亲的教养方

青少年绝少做出违法行为或滥用药物。大约 98%

式有些不同。从以下的图表可见，青少年普遍觉得

的青少年从未蓄意破坏公物或偷窃，虽然有小部分

母亲比父亲更疼爱他们。这大概是因为传统上母亲

青少年 (36%) 有时与不良少年为伍，但是他们从

担任着主要养育者的角色，而父亲则是家中的经济

未加入任何帮派，实际上超过 96%的青少年从未

支柱，所以母亲比父亲投入更多精力照顾孩子。

参与任何帮会活动。此外，只有 1%参与研究计划
的青少年曾经喝酒和滥用药物。由此可见，参与研

总括而言，虽然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有所差别，

究计划的青少年绝不是社会的害群之马。

参与研究计划的青少年均感到被疼爱与关怀。
「明日好运到」这部电影揭示了生长于城市近郊的
少数族裔青年犯罪问题的研究来拍摄此片，因此这

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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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青年的不良行为，但是
我们绝不能将所有亚裔青年相提并论，大部分参与
值观和信念，就如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

支持及了解子女

关心子女

研究计划的青少年都奉公守法，他们拥有正面的价
协助子女做一些对他
们意义重大的事情

父亲
母亲

部电影既写实又有相当的震撼力。虽然本片揭露了

疼爱和亲切地对待子
女

平均指数 (1=从不 至 7=总是)

亚裔青年鲜为人知的一面。本片的导演是根据他对

相关图表于第四页

财政困难与家庭关系
虽然富贵并不等如一切，但是它对于创造和维持较

「从不」至「几乎从未」因零用钱不够而跟父母吵

高的生活水平却非常重要。作为美国国内的少数族

架。由此看来，家中的财政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家人

裔，华侨比白人较难找到白领工作，这使他们的收

互相争执，实际上大约 81%的青少年表示家人

入较低，除了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之外，家中成员亦

「从不」至「几乎从未」因钱而感到忧虑。除此之

可能会因而感到不安或不满。然而，家中的财政困

外，超过 60%的父母「不太」忧虑不够钱支付生

难会为家庭关系带来多少不利的影响呢？接下来我

活开销。

们将以参与研究计划的家庭来探讨这个问题。
虽然有部分父母 (大约 34%) 没有一份全职工作来
当参与研究计划的青少年被问及家人有否因钱财而

维持家计，但是家人并没有因此而忧虑或互相埋

发生争执时，超过 80%回答「从不」至「几乎从

怨。这显示着纵使遇上财政困难，家中各人都会互

未」，这实在是出乎意料，而且 86%的青少年

相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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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观念的转变

和睦的婚姻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辈分是非常重要的。家中长

一段互相关怀和爱护的婚姻是维系健康家庭的基

辈被认为具有权威和充满智慧，所以晚辈必须尊从

础，倘若夫妇能做到互相扶持和关心对方，他们能

长辈的意见，因此子女不应质疑父母，他们必须顺
从父母，重视父母的意见。除此之外，子女肩负着

创造并维持温馨的家庭气氛。此外，藉着良好的沟
通，父母就能达成共识，从而加强夫妻，亲子和子
女间的关系。

照顾父母的责任，并必须为家庭牺牲付出。对于家
中事务，他们只有少许决定权。根据研究结果显

参与研究计划的父母都维持着和睦的婚姻关系，他

示，家长和子女都觉得尊敬父母是「非常重要」

们不但很重视对方的想法和感受，而且会跟对方坦

的，可是在听从父母对选择朋友和将来的意见方

诚相对。大约 77%的父母经常尊重对方的意见和

面，青少年和家长则各持己见，也就是说，大部分

行为。在作重要决定前，超过 83%的父母总会先

家长认为子女听从他们的指引是「重要」的，青少
年却认为听从父母的指引只是「颇重要」。除此之
外，家长和青少年对子女的家庭责任亦各持不同的

征求对方的意见。当需要做一些重要事情时，大部
分 (84%) 父母会从旁协助对方。此外，当他们遇
到一些趣事时，81%的父母常会与对方分享，一起
开怀大笑。由此可见，参与研究计划的父母都很享

意见，青少年比家长更认为子女应为家庭作出牺

受与伴侣在一起的时光，而且还真心支持，关怀和

牲，这实在是出乎意料，而且他们觉得日后在经济

爱护对方。

上援助父母是「重要」的，反观家长们则认为这
参与研究计划的青少年不但成长于健康稳固的家庭

「不太重要」至「颇重要」。

之中，而且父母的婚姻都非常美满。在父母关系和
睦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彼此关系更为密切，家庭气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见参与研究计划的家庭在传统和

氛更见和谐融洽。

西方思想中取得适当的平衡。家长和子女均认同父
母的权威和尊重父母意见的重要性，尊守辈分仍然

牲，但是子女却视之为本份。由此可见，参与研究
计划的青少年都很成熟，并已作好分担家庭责任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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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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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青少年

为家庭作出牺牲并
在经济上援助父母

意见。虽然父母并不认为子女应为家庭作个人的牺

5

听从父母的意见

定。在子女的责任方面，家长和青少年则有不同的

家庭观念的重要性

尊敬父母

知，而父母也抱持较民主的态度，让子女自己作决

平均指数 (1=不重要 至 5=非常重要)

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青少年对自主权有相当的认

续第一页「亚裔青少年…」的相关图表

青少年的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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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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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破坏公物
经常
有时
从未

0.0%
1.8%
98.2%

Sze Yan Leung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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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
经常
有时
从未

0.7%
2.0%
97.3%

您打算搬家吗？
如果您打算搬家，请更新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

与不良少年为伍
经常
有时
从未

们希望跟您保持联络，以便日后进行跟进研究。

5.3%
29.5%
65.2%

以下是一些简易的更新资料方法:

加入帮派
经常
有时
从未

致电: (415) 271-0390

0.0%
3.1%
96.9%

或: (866) 7-FAMILY （免费号码）
致电子邮件: kimsu@hawaii.edu

喝酒或吸毒
经常
有时
从未

0.4%
0.4%
99.1%

浏览网址: http://www2.hawaii.edu/~kimsu/ucdavis/

Su Yeong Kim, Ph.D.
UC Davis Teenagers Project
Center on the Famil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515 Campus Road, Miller Hall 103
Honolulu, HI 96822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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