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在說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問題，以

及對本研究的相關名詞作明確的界定。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

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問題；第四節

為重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人口與家庭結構的改變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6)針對 2004 年及 2000 年的統計比較

資料發現，隨著國人對家庭、社會價值的改變，由父母及子女

所組成的核心家庭及三代同堂家庭隨之減少；相對的，單親家

庭及隔代教養家庭則有增加的趨勢。從人口結構的改變來看，

由於醫療品質的進步與生活環境的改善，國人平均餘命從民

國 50 年男性 62.6 歲，女性 67.2 歲至民國 93 年的男性 73.6

歲，女性 79.4 歲，平均增加 11 歲左右（表 1-1-1），也因此會

有越來越多人有機會成為祖父母（Charlotte, 1998; Hagestad, 

1985），也增加祖孫之間互動的時間。而另一方面女性勞動力

參與不斷成長也是造就隔代教養形成的因素之一，根據行政

院主計處人力運用調查 (2004a)的長期趨勢觀察，有偶婦女勞動

力參與率呈現緩慢提升之趨勢，由民國 73 年之 38.7％，升至

民國 93 年之 47.8％，也因此導致更多雙薪家庭的產生，因為

父母親需要工作無暇照顧子女，祖父母便成為照顧孫子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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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二人選。  

由此顯示，隨著國人平均壽命的延長，有愈來愈多的人有

機會成為祖父母，也因此增加與孫子女互動的時間，所以「祖

孫情感關係」在未來的研究中，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並且

因著社會價值與家庭結構的改變，雙薪家庭的增加，導致隔代

教養家庭的比例上升，也讓隔代教養家庭的祖孫情感關係變得

更加重要。  

表 1-1-1 臺閩地區人口平均餘命（單位：歲）  

 民國 50年民國 60年 民國 70年民國 80年民國 90年民國 91年民國 92年 民國 93年

男平均餘命 62.64 67.19 69.74 71.83 72.87 73.22 73.40 73.60 

女平均餘命 67.18 72.08 74.64 77.15 78.75 78.94 79.31 79.41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 2005）  

貳、祖父母角色的改變  

根據教育部在 1999 年對隔代教養家庭之研究發現，隔代教

養快速增加之原因有下列幾項：雙薪家庭增加、離婚率上生、

未婚生子及單親家庭的增加 (引自黃郁婷、紀幸妙與黃佳儀，

2004)。而就祖父母的角色對隔代教養家庭來看，祖父母在面對

成年子女因為外出工作、死亡、離婚或喪偶等生命重大事件而

無法照顧、管教孫子女時，常常不能跳脫文化對「家族延續」

看法之束縛，為了整個家族的傳承及延續，不忍心看見孫子女

乏人照顧、孤苦無依，或是不放心孫子女給別人帶，有時在未

能充分衡量自身健康或經濟的情況下，仍承擔起教養孫子女的

責任。Hirshorn 在 1998 年提出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角色，包

括了協助者、共同管教者及代理父母三類，而就代理父母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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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言，通常表示孩子幾乎不與父母親同住，祖父母在照顧期

間之內負起所有的責任 (引自梁雅舒，2003)。顯示隔代教養家庭

的祖父母的角色也從傳統的「含飴弄孫」、享受天倫之樂，轉變

成「代理父母」、照顧孫子女生活起居的替代性角色。另外

Hirshorn 在 1998 年也指出，大部分擔起臨時性或短期照顧責任

的祖父母較不會干預孩子的管教方式，通常以父母親的管教方

式為主，但是長期照顧孫子女的祖父母就不只如此，他們花比

其他祖父母更多的時間與心力照顧孫子女，對於孫子女的影響

力也遠超過父母親 (引自梁雅舒，2003)。綜合上述，隨著父母到

外地工作甚至到大陸經商比例的增加，或是因為父母離婚、喪

偶、犯罪、母親未婚生子等原因，造成隔代教養家庭的產生，

也讓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角色不再只是過去的「含飴弄孫」，

而轉變成現在「代理父母」的親職角色，而因著祖父母角色的

改變而比傳統祖父母多了管教孫子女的責任。  

參、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孫情感關係  

因著祖父母角色的改變，對於祖父母和孫子女之間的互動

也會造成影響。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2a)台灣地區老人生活狀

況調查中指出，50-64 歲的國民未來的生涯規劃情形，有 8.2%

是以「在家照顧孫子女」做為未來生活規劃。雖然一般家庭的

祖父母在子女家庭遭受危機或困難時大半都願意主動提供協助

與幫忙，但是若要擔任孫子女主要的教養責任、重新負責親職

工作時，不但是角色上的轉換，還要加上親職工作長期累積的

財力與身心體力上的負擔，影響了祖孫之間彼此生活的品質，

甚至造成生活意義的改變，更有祖孫衝突增加的問題，進而影

響祖孫情感關係 (李玉冠，2000；黃淑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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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部分在探討隔代教養的議題時，多認為隔代教養對

孫子女的影響是比較負向 (陳麗欣等，2000)，例如學業成就較

差、人際關係、生活適應、情緒上較有問題，但是也有正向的

影響，例如從祖孫兩代的互動中可達到祖孫情感連結以及代間

傳承，且孫子女對於老年人會有更多的瞭解，以及對老年人持

較正向的態度 (黃郁婷、紀幸妙與黃佳儀，2004)，也有研究指出

在社會變遷、雙薪家庭比率增加之際，祖父母扮演管教的責任，

能藉此得到滿足感 (吳婉慧，2000)，黃佳儀 (2002)以國小高年級

學童為研究對象也發現，隔代教養的學童多數認為讓祖父母照

顧的感覺很好、很快樂。  

綜觀上述，面對家庭結構的改變，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

扮演許多原來父母的工作及角色，包括經濟上、情感上、生活

上及管教等，因此祖孫間的互動會變的更直接與頻繁。對於祖

父母而言，重新負責親職工作、管教孫子女，不只是財力與身

心體力上的負擔，更要面對角色轉變的問題，因此隔代教養的

祖父母比起傳統三代同堂的祖父母多了管教孫子女的問題，也

讓祖孫關係的內涵和傳統的祖孫關係有所不同，研究者想瞭解

隔代教養的祖孫情感關係為何？及哪些因素會影響祖孫情感關

係。  

肆、隔代教養之研究對象  

在測量祖孫情感關係的研究上，綜觀國內外研究隔代教養

家庭多從祖父母的觀點 (Glass & Huneycutt, 2002；Hayslip & 

Kaminski , 2005；Jendrek, 1994；Rodgers & Jones, 1999；李玉

冠，2000；吳佳蓉，2002；紀幸妙，2004；許玉玲，2002；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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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儀，2003；劉怡妏，2002)來探討，較少是從孫子女的觀點來

收集相關資料 (Hayslip, Shore & Henderson, 2000)。所以本研究

希望由孫子女的觀點來看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孫情感關係。  

而研究者藉由閱讀國內相關文獻與自己本身的教學經驗發

現，隔代教養家庭的國中生容易有生活適應及偏差行為的產生

(陳麗欣等，2000)，但大部分隔代教養相關研究的對象多著重在

小學階段  (吳佳蓉，2002；許玉玲，2002；黃佳儀，2003；劉

恆佳 2003)，研究者認為國中階段隔代教養的青少年，會因祖父

母有較佳的管教而有良好的祖孫情感關係，進而影響學校行為

的表現，因此本研究想就處於國中階段的隔代教養孫子女來深

入瞭解祖父母的管教及祖孫情感關係。  

綜觀上述，在整個人口及家庭結構的改變下，隔代教養家

庭比例增加，研究者欲瞭解從隔代教養家庭中國中生孫子女的

觀點，來看因著祖父母角色的改變，祖父母的管教為何及祖孫

之間的情感關係又為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探討影響祖孫情感關係的相關因素上，如祖父母性別、

祖父母世系及祖父母身體健康情況等皆會為祖孫情感關係帶來

影響，但研究多是以「三代同堂」之家庭結構為主來進行對祖

孫情感關係的探討 (Creasey & Kaliher, 1994； Jaskowski ＆

Dellasega, 1993；Whitbeck, Hoyt & Huck, 1993)。然而在隔代教

養家庭中，祖父母直接管教孫子女，祖父母肩負起父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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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角色，而他們所使用的管教策略為何？對祖孫情感關係是否

有影響？都是本研究亟欲探討的。  

根據研究動機，研究者欲從國中生觀點來切入，檢視祖

父母的管教策略及管教策略對祖孫情感關係的影響力，另

外，孫子女與祖父母的個人變項與家庭背景變項對於祖父母

的管教策略與國中生的祖孫情感關係是否有影響。具體而

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的管教及祖孫情感關

係。  

二、探討個人變項及家庭背景變項對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知覺

祖父母管教的影響。  

三、探討個人變項、家庭背景變項及祖父母管教對隔代教養家

庭孫子女知覺祖孫情感關係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的管教為何？  

二、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知覺的祖孫情感關係為何？  

三、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及家庭背景變項是否影響隔代教

養家庭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的管教？  

四、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家庭背景變項及祖父母的管教

是否影響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知覺的祖孫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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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一、祖父母  

    本研究所指的祖父母包括父系祖父母及母系外祖父母，為

隔代教養家庭中國中生孫子女所知覺其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照

顧者。父系之祖父母就是爺爺、奶奶，而母系之外祖父母指的

是外公、外婆。  

二、隔代教養  

    根據文獻探討中李淑娟 (1999)、陳麗欣等人 (2000a,b)、朱岑

樓 (1983)及  Jendrek(1993,1994)等人依照隔代教養的對象、隔代

教養的時間及監護權的有無、隔代教養的成因等面向所做的不

同分類方式，經研究者分析歸納，隔代教養指平常大部分時間

主要是 (外 )祖父母與 (外 )孫子女同住，且 (外 )孫子女大部分由 (外 )

祖父母照顧，父母不定時回家或甚少回家照顧子女，祖父母擔

負 (外 )孫子女大部分的教養與照顧責任。而本研究所指之隔代教

養係指 (外 )祖父母與 (外 )孫子女至少週間需每天同住，且由 (外 )

祖父母擔負 (外 )孫子女教養與照顧責任。  

三、管教  

    所謂管教，本研究指的是隔代教養家庭中孫子女知覺祖父

母的管教，意指孫子女知覺其祖父母對於管教日常生活作息及

行為表現所使用的策略。  

本研究採用 Maccoby 與  Martin (1983)整理以「回應」及「要

求」兩向度來探討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的管教。參考王鍾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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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管教方式量表」、林娟妃 (2004)及郭俊豪 (2003)之「祖父

母管教方式量表」改編而成，即以兩個向度－祖父母反應

(response)與祖父母要求 (demand)作為評量的依據，而「反應」

所指的是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的支持、鼓勵

與接納；而「要求」所指的是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

為表現的規定、控制與命令。管教「反應」量表中所得的分數

愈高者，為祖父母愈常使用「反應」管教，管教「要求」量表

中所得的分數愈高者，為祖父母愈常使用「要求」管教。  

四、祖孫情感關係  

本研究所指的祖孫情感關係，係指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外）

祖父母和（外）孫子女情感互動所構成的一種親密關係，由孫

子女所知覺包括（外）祖父母與自己之間的情感親密的程度。

本研究以 Mills(2001)的「情感連帶 (affectual solidarity)」及 Bloom 

(1985) 家 庭 功 能 中 的 「 凝 聚 力 (cohesion) 」、「 表 達

(expressiveness)」作為主要修訂祖孫情感關係量表的依據，而量

表中所得分數的高低為祖孫情感關係好壞的依據，分數高者為

祖孫情感關係良好者，分數低為祖孫情感關係不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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