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根據國內外之相關文獻進行分析討論，

全章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節隔代教養的定義與現況；第二節

隔代教養祖父母的管教及其影響因素；第三節隔代教養祖孫情

感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第一節  隔代教養的定義與現況  
 

壹、隔代教養的定義  

    關於隔代教養的定義，主要是取決於幾個面向：包含隔代

教養者、隔代教養的時間及監護權的有無、隔代教養的成因等，

以下就根據這幾個面向作分析：  

一、隔代教養者  

根據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2003)之名詞解釋祖孫家庭：指

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女）輩，且第

二代直系親屬（父母輩）不為戶內人口，但可能含有同住之第

二代非直系親屬。而李淑娟 (1999)指出，「隔代家庭」又可稱為

「祖孫家庭」，係指孫子女因故無法與父母親同住，而只有與祖

父母同住；且祖父母代理父母親的角色，對孫子女負起所有養

育管教職責的家庭。另外陳麗欣等人 (2000a)提出隔代教養的種

類眾多，有廣義與狹義之隔代教養。廣義的隔代教養包括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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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輩，甚至是隔代其他親友於任何適當時機，對孫子女的教養

與照顧。而狹義的隔代教養，則指祖父母擔負孫子女大部分的

教養與照顧責任之情形。  

    黃郁婷、紀幸妙與黃佳儀 (2004)以教養者來做區分，實有廣

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隔代教養是指由祖父母或其他親友擔負

起孫子女的主要照顧與教養職責，而狹義的隔代教養，則是指

孫子女大部分的照顧與教養責任是由祖父母擔負起之情形。所

以隔代教養一般是指孩子的父母親因個人或其他因素，無法或

不願履行照顧孩子的職責，而將孩子暫時或長期交托祖父母 (爺

爺、奶奶 )、外祖父母 (外公、外婆 )照顧之教養型態。  

    綜合上述，隔代教養的對象主要分為直系血親的（外）祖

父母及其他親友兩種，而本研究關心的是直系血親（外）祖父

母的隔代教養。但是 Casper 與 Bryson 對於祖父母養育孫子女的

類型又更加細分成五類的家庭結構。  

    Casper與 Bryson(引自 Frantz, 2000)在 1998 年提出五種祖父

母養育孫子女的家庭結構：1.以祖父母為主且父母偶而回家；2.

只有祖父母，沒有父母存在； 3.只有祖母而父母偶而回家； 4.

只有祖母；5.只有祖父等五種家庭結構。在 1998 年，有 6.7%的

家庭 18 以下小孩主要是和祖父母居住，其中 32%是祖父母和一

些時候父母的存在；19%是只有祖父母，沒有父母存在；29%是

只有祖母和一些時候父母的存在；14%是只有祖母；6%是只有

祖父和孫子女。  

    上列五種家庭結構皆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隔代教養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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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本研究中將不再區分祖孫家庭結構的類型。  

二、隔代教養的時間  

    根據隔代教養時間的多少，國內學者將其區分成不同的隔

代教養類型，在台灣就有了下列不同的分類方法：  

朱岑樓 (1983)將隔代教養分成三種類型：  1.完全隔代教

養：夫妻結婚有子女後，將子女完全交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

顧，而父母本身甚少回家；2.局部的隔代教養：白天將子女交由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顧，到了晚上由父母自己照顧；3.間歇式隔

代教養：指的是平常由祖父母或外祖母照顧孫子女，到了假日

則由父母自行照顧。  

而陳麗欣等人 (2000b)將隔代教養的類型廣義的區分，可分

為五大類：1.日夜均由祖父母照顧，父母甚少回家。2.白天由祖

父母照顧，晚上父母照顧。3.平常由祖父母照顧，週末由父母照

顧。4.主要由祖父母照顧，父母不定時回家照顧。5.由其他親友

照顧。  

三、隔代教養的成因  

    依據陳麗欣等人 (2000b)的研究中指出，國中隔代教養主要

原因有以下幾種：父母離異 (62.1%)、父母工作 (30.6%)、父母喪

偶 (3.4%)、父母雙亡 (2.6%)、父母不願 (1.3%)、未婚生子 (1.0%)；

而造成國中隔代教養次要原因為父母工作 (40.8%)、父母離異

(33.3%)、父母喪偶 (22.4%)、父母雙亡 (3.1%)、未婚生子 (1.0%)、

父 母 不 願 (0.4%) 。 而 根 據 美 國 退 休 人 員 協 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在 1998 年 (引自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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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eycutt, 2002)的調查發現，造成祖父母養育孫子女的主要原

因有下列十種：1.小孩的父母親藥物濫用；2.母親未成年懷孕；

3.父母離婚；4.快速成長的單親家戶；5.家庭暴力；6.小孩父母

親生理和心理的疾病；7.愛滋病患者；8.父母犯罪；9.對小孩的

虐待及疏忽；10.父母親遭監禁。另外 Frantz(2000)指出增加祖

父母或其他親屬養育小孩的原因有以下十二種：1.父或母死亡；

2.失業；3.對小孩的虐待及疏忽；4.父母親遭監禁；5.遺棄；6.

父母離婚；7.母親未成年懷孕；8.心理健康問題；9.小孩的父母

親酒精或藥物濫用；10.家庭暴力；11.愛滋病患者；12.貧窮。  

而國外學者 Jendrek(1993)的研究發現：祖父母照顧孫子女

的類型會因為照顧孫子女的原因而有所不同。  

(一 )監護型祖父母：主要是因為孫子女的家庭問題，尤其是

母親方面。照顧孫子女的原因有：1.孫子女的母親有情緒問題

(72.7%)；2.祖父母不希望孫子女被寄養他處 (53.1%)；3.孫子女

的母親有藥物濫用的問題 (52.8%)；4.孫子女的母親有心理上的

問題 (48.3%)； 5.孫子女的母親有酒精濫用（酗酒）的問題

(44.1%)。  

(二 )日間照顧型祖父母：提供照顧主要是想要幫助孫子女的

父母親或是實現自己的需求。照顧孫子女的原因有：1.孫子女的

母親有全職的工作 (70.6%)；2.不希望孫子女被送去其他的日間

照顧機構 (68.6%)；3.希望能在財政上給予孫子女的父母親幫助

(66.7%)；4.孫子女的父親有全職的工作 (51.0%)；5.能使自己有

些事情可以做 (35.4%)。  

    (三 )居住型祖父母：主要在於提供照顧。這類型的祖父母與

孫子女同住通常是來自於孫子女的父母親有問題，祖父母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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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幫助孫子女的父母親。照顧孫子女的原因有：1. 希望給予孫

子女的父母親財政上的幫助 (54.4%)；2.孫子女的母親有全職的

工作 (34.6%)； 3. 不希望孫子女被送去其他的日間照顧機構

(30.8%)；4. 孫子女的母親有情緒問題 (30.8%)；  5.孫子女出生

時其母親為未婚媽媽 (29.6%)。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國內造成隔代教養的主要原因為父母

離異、父母工作及父母喪偶佔了絕大部分原因 (約 95%)，而國外

監護權的有無則因為成因而有很大的不同，通常因為父母無能

力或無意願照顧子女的祖父母才會有監護權，而無監護權的祖

父母大部分是因為孫子女的父母工作，或出於給予財政上的幫

助及不願孫子女被其他機構照顧的角度，和台灣隔代教養的原

因在某一些方面 (孫子女的父母工作 )是相同的；但在國外有很多

是因為父母親健康狀況 (包含生理、心理、愛滋病患者 )、對小孩

的虐待或疏忽、家庭暴力、父母親藥物或酒精的濫用、貧窮、

失業、父母遭監禁或犯罪等造成祖父母養育孫子女的原因是國

內隔代教養成因中較少發現的，顯示國內外在隔代教養形成的

原因上有明顯的差異 (紀幸妙，2004)，亦或者是這些原因 (如對

小孩的虐待或疏忽、家庭暴力、父母親藥物或酒精的濫用、父

母遭監禁或犯罪等 )隱藏在某些成因 (如父母離異 )之下，國內研

究只是沒有特別提出而已。綜上所述，所以研究者將國內外隔

代教養的成因歸納成以下四項： (一 )父母工作； (二 )父母離異；

(三 )父母喪偶或雙亡； (四 )父母不願或非自願性的無法照顧。  

    綜觀上列三個面向，研究者將隔代教養的定義面向及內涵

整理成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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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隔代教養的定義面向及內涵  
面向  內涵  

陳麗欣等人 (2000a)-廣義  

 (外 ) 祖父母、其他親戚  

李淑娟 (1999)、陳麗欣等人 (2000a)-狹義  

(外 ) 祖父母  

擔負教養者  

Casper 與 Bryson(1998)(引自 Frantz，2000)定義五種祖父

母養育孫子女的家庭結構：1.祖父母和一些時候父母的存

在；2.只有祖父母，沒有父母存在；3.只有祖母和一些時

候父母的存在；4.只有祖母；5.只有祖父。  

朱岑樓 (1983)隔代教養三種類型：  1.完全隔代教

養；2.局部的隔代教養；3.間歇式隔代教養。  

隔代教養時間  

    陳麗欣等人 (2000b)分為五大類： 1.日夜均由祖父母

照顧，父母甚少回家。2.白天由祖父母照顧，晚上父母照

顧。3.平常由祖父母照顧，週末由父母照顧。4.主要由祖

父母照顧，父母不定時回家照顧。5.由其他親友照顧。

陳麗欣等人(2000b)國中隔代教養主要原因為：父母離異、

父母工作、父母喪偶、父母雙亡、父母不願、未婚生子。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 (引自 Glass&Huneycutt, 2002)在

1998 年調查發現，祖父母養育孫子女的主要原因有十種：1.小

孩父母親藥物濫用；2.母親未成年懷孕；3.父母離婚；4.快速成

長單親家戶；5.家庭暴力；6.小孩父母親生理和心理疾病；

7.AIDS；8.父母犯罪；9.對小孩虐待及疏忽；10.父母親遭監禁。

Frantz(2000)指出祖父母或其他親屬養育小孩的原因有以

下十二種：1.父或母死亡；2.失業；3.對小孩的虐待及疏忽；4.

父母親遭監禁；5.遺棄；6.父母離婚；7.母親未成年懷孕；8.心

理健康問題；9.小孩的父母親酒精或藥物濫用；10.家庭暴力；

11.HIV/AIDS；12.貧窮。 

隔代教養成因  

Jendrek(1993)因成因不同分成三種類型：1.監護型祖

父母；2.日間照顧型祖父母；3.居住型祖父母。  

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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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1 發現，在探討隔代教養的主要照顧者，多是由

小孩的祖父母負起這個責任，比較少由其他親戚來教養小

孩，研究者認為，這應該是因為有血緣關係，而且是直系血

親，祖父母認為自己的子女無法照顧孫子女，所以必須由自

己來幫助子女教養他的下一代。而本研究因考量到研究對象

為國中生，白天在校時間長，且不像嬰幼兒時時需家人照顧，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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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隔代教養的現況  

一、美國隔代教養現況  

1.隔代教養的比例  

Frantz(2000)指出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教養孫子女的現象在現

在是沒什麼特別的，然而二十五年前，小孩的教養不是由父母

而是由其他人照顧數目的增加卻是引人注目，而其中非常主要

的照顧者是小孩的祖父母。1970 年至 1997 年小孩居住在主要由

祖父母及母親組成的家戶增加 118 %，而小孩居住在主要由祖父

母及父親組成的家戶增加 217 %。自從 1990 年後增加最快速的

是沒有父母存在的祖孫戶，在 1990 至 1998 年間，祖孫戶增加

53%。在 1990 年代的調查發現，比起過去十年 (也就是 1980 年

代 )，小孩和他們的祖父母或是其他親戚同住的比例增加接近

44% (Fuller-Thomson & Minkler, 2000)。美國人口普查局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在 1997 年指出有接近一半的祖孫戶是有

包含小孩的母親同住，而在美國大約有百萬戶家庭的祖孫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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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是沒有任何小孩的父母親一起居住的，也就是說大約有二十

分之一的十八歲以下的小孩沒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祖父母

住在一起 (引自 Glass& Huneycutt, 2002)。  

而另外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00 年的調查發現，孩子由他

們的祖父母或其它親戚養育的比例增加。全美約有 450 萬個孩

子居住在祖父母的家 (比 1990 年增加 30%)，也就是有 6.3% 年

齡介於 18 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年在美國是住在祖父母家庭 (包

含有些時候父母可能存在的祖父母家庭 )，而其中大約三分之一

的小孩只有與祖父母同住，比 1997 年約有 400 萬孩子居住在祖

父母的家，也就是約 5.5%年齡介於 18 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年

在美國是住在祖父母家庭 (引自 AARP, 2005)，比起以往有更加上

升的趨勢。且 Hayslip 與  Kaminski(2005)更指出有監護權的祖父

母在現今美國社會中有一個成長的趨勢，在 1997 年大約有 550

萬的祖父母家中住著自己的孫子女，最近的數字更是有提升的

現象，大約有 570 萬個家戶。  

綜觀上述發現，在現在的美國社會中由祖父母或是其他親

戚協助養育小孩的情形是很平常的狀況，尤其是祖父母協助照

顧孫子女更是佔大多數；在 1970 年代至 1990 年代增加的大多

數是小孩居住在由祖父母及一位父母組成的家戶，到了 1990 年

代以後，快速增加的是沒有父母存在的祖孫戶，而為了釐清祖

父母帶孫子女的種種責任與管教問題，有愈來愈多的祖父母積

極的爭取孫子女的監護權。  

2.種族與社經地位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在 1997 年 (引自 Glass& Huneyc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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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的調查發現，有 390 萬的祖父母需要養育他們的孫子女，

而有 375 萬 18 歲以下 (5.4%)的小孩是和他們的祖父、祖母或祖

父母同住，而黑人小孩 (13%)比起白人小孩 (3.9%)或是西班牙裔

小孩 (5.7%)是更有可能和他們的祖父母同住。另外美國人口普查

局在 1990(引自 Fuller-Thomson & Minkler, 2000)及 2000 年調查 (引

自 AARP, 2005)，非裔美國人有 13.5%及 13%住在祖父母為主的

家庭，而西班牙裔的則有 6.5%及 8% 住在祖父母為主的家庭，

所有白種人和亞裔孩子則只有 4.1%及 4%住在祖父母為主的家

庭。另一個大比例由祖父母照顧孫子女的族群為印第安部落，

估計 60% 的孩子是在這個祖父母家庭環境中成長。而幾乎 19% 

隔 代 教 養 的 這 些 祖 父 母 是 生 活 在 貧 窮 的 狀 況 下 。 在

Rodgers(1999)的研究也發現，非裔美國祖母隔代教養照顧孫子

女的家庭中，有 55%是屬於低收入戶情形。  

    但 Frantz(2000)根據 Casper與 Bryson在 1998 年的資料分析

發現祖父母為主的家庭中的種族差異情形，住在祖父母為主的

家庭中有 43.6%為白人；黑人小孩有 35.9%；而西班牙裔小孩則

有 18%。與上列美國人口普查資料結果顯然是非常的不同，這

可能是因在取樣上的限制。  

綜合上述，在國外隔代教養普遍存在各種種族與各種社經

地位之中。雖然研究結果可能因為研究的區域或抽樣限制而沒

有一致的結果認為哪一種種族的隔代教養比例比較高，但是大

部分的調查結果仍舊指出非裔美國人的隔代教養情形比起其他

種族似乎是比較多的，這也顯示隔代教養在各種族之中皆會出

現。雖然各種社經水準皆會有隔代教養的情形發生，但是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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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的社經水準普遍不高 (Burnette, 1999；Woodworth, 1996；黃

郁婷、紀幸妙與黃佳儀，2004)。許多祖父母仍然工作 , 或回到

工作以支持他們的家庭經濟 (Glass& Huneycutt, 2002)，對於需要

獨自照顧孫子女的隔代教養祖父母來說，更是沈重的負擔。  

3.隔代教養祖父母與孫子女年齡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在 1997 年 (引自 Glass& Huneycutt, 

2002)祖孫戶 (以祖父母為主照顧孫子女的家戶 )的祖父母的年紀

年輕的有 35 歲，年老的也有 70 多歲的，甚至於還有曾祖父照

顧曾孫的情形。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00 年 (引自 AARP, 2005)

調查，這些祖父母的年齡 71% 是在 60 歲以下。而美國人口普

查局 (2003)指出大部分擁有監護權的祖父母年齡介於 55 至 64

歲之間，只有接近 20%的祖父母年齡超過 65 歲 (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  

    Frantz(2000)大部分祖父母照顧孫子女的家戶祖父母大多是

年輕的。在 1996 年，只有 19%的祖父母為主家戶的祖父母超過

65 歲，有 48%的祖父母年齡介於 50 至 64 歲，且有 33%的祖父

母是在 50 歲以下。而在孫子女年齡上，有超過一半約 52%的孫

子女與祖父母共住的年齡是在 6 歲以下，孫子女年齡在 6 至 11

歲的兒童階段與祖父母共住的有 28%，而孫子女年齡在青少年

階段 (12 至 17 歲 )的比例為 20%。  

總結上述發現，80%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年齡都在 65 歲

以下，65 歲以上的祖父母約佔 20%，這可能是因為祖父母考量

本身的健康及體力狀況來決定是否能夠教養孫子女。而接受照

顧的孫子女年齡有超過一半是 6 歲以下，這應該是因為這個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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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的兒童未就學，是最需要大人時時照顧的，另一方面是因為

孫子女年紀與祖父母年齡也有關，孫子女年齡小時祖父母年齡

也較輕，在體力上較能勝任照顧的責任。  

二、國內隔代教養現況  

在 2000 年時，行政院主計處之統計資料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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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教育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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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3)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之名詞解

釋：1.祖孫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

子（女）輩，且第二代直系親屬（父母輩）不為戶內人口，但

可能含有同住之第二代非直系親屬。2.單親家庭：指該戶成員為

父或母親其中一人，以及至少一位未婚子女所組成，但可能含

有同住之已婚子女，或其他非直系親屬，如兄弟姊妹。而根據

此兩個名詞定義，單親家戶與祖孫家戶是不會有重複計算現象

發生，也就是說一個家戶只能有一種歸類方式。依此名詞定義

來看 2001 年至 2004 年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料發現單

親戶與祖孫戶變遷情形如表 2-1-2。  

此祖孫戶調查與社會趨勢調查 (2002)祖孫家庭約佔台灣家

庭的 0.98%結果有 0.3%的差異，換算起來約有兩萬多戶的誤

差，這可能是因為全國戶數有包含個體戶，所以可能會影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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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也顯示兩項調查結果顯示祖孫戶在台灣戶數的比率約在

1%上下。  

表 2-1-2  單親戶與祖孫戶變遷情形     (單位：戶 ) 

年代 全國戶數 單親戶數 單親戶比例 祖孫戶數 祖孫戶比例

2004 7,083,445 548,302 7.74% 81,799 1.15% 

2003 6,961,560 573,455 8.24% 75,240 1.08% 

2002 6,839,390 552,971 8.09% 87,997 1.29% 

2001 6,730,886 520,336 7.73% 75,175 1.12% 

研究者整理自行政院主計處 (2004b)。  

由上表可發現一個的現象，那就是 2001 年與 2004 年的單

親戶比例與祖孫戶比例差異性不大，可是 2002 年與 2003 年之

間卻產生很不同的變化，2002 年至 2003 年的單親戶比例增加而

祖孫戶比例卻下降，似乎祖孫戶與單親戶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

的關係，是否如薛承泰 (2002)所提，單親家長將子女送回自己的

「原生家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來協助撫養的情形有關。這

也有可能是因為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是按都市化程度分層兩

段隨機抽樣，第一抽樣單位為村里，村里內之「戶」為第二抽

樣單位。這段時間該調查的抽樣架構並沒有更動，且樣本數也

維持在一萬四千戶左右，因為並非是普查的結果，所以可能會

有抽樣誤差所導致。  

薛承泰 (2002)的研究中也指出，由於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乃是隨機樣本，每年抽取約一萬四千戶，其中的單親戶因絕對

數量不多，無法進一步針對地區來分析或比較。所以針對 1990

與 2000 年戶口普查祖孫戶 (即 18 歲以下未婚者和祖父母一起生

活者 )情形詳列如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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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1990 與 2000 年祖孫戶戶口普查情形 (單位：戶 ) 
 1990 年  2000 年  

地區  祖孫戶  總兒少戶 比例 祖孫戶 總兒少戶  比例

台北縣  4,082 1,051,432 0.39% 9,739 956,274 1.02%
宜蘭縣  1,072 138,093 0.78% 2,255 114,847 1.96%
桃園縣  2,232 463,402 0.48% 5,061 483,363 1.05%
新竹縣  777 117,100 0.66% 1,583 121,401 1.30%
苗栗縣  1,196 168,300 0.71% 2,573 138,844 1.85%
台中縣  1,782 448,513 0.40% 4,132 418,739 0.99%
彰化縣  2,257 415,842 0.54% 4,806 336,731 1.43%
南投縣  1,234 160,168 0.77% 2,627 123,928 2.12%
雲林縣  1,994 220,506 0.90% 3,370 166,504 2.02%
嘉義縣  1,277 153,559 0.83% 2,536 127,700 1.99%
台南縣  2,165 303,988 0.71% 4,327 266,511 1.62%
高雄縣  1,919 353,385 0.54% 4,674 302,117 1.55%
屏東縣  1,670 266,293 0.63% 3,847 218,066 1.76%
台東縣  717 72,407 0.99% 1,607 49,334 3.26%
花蓮縣  985 100,023 0.98% 2,041 77,109 2.65%
澎湖縣  203 27,503 0.74% 519 17,525 2.96%
合計  25,562 4,460,514 0.57% 55,697 3,012,733 1.85%
基隆市  775 105,502 0.73% 1,540 94,666 1.63%
新竹市  802 105,951 0.76% 1,421 97,989 1.45%
台中市  1,435 255,553 0.56% 3,043 264,798 1.15%
嘉義市  784 79,484 0.99% 1,257 69,226 1.82%
台南市  1,466 221,173 0.66% 2,564 182,848 1.40%
合計  5,263 767,663 0.69% 9,825 709,527 1.38%
台北市  5,352 802,156 0.67% 10,021 590,286 1.70%
高雄市  2,693 446,409 0.60% 5,443 359,801 1.51%
合計  8,045 1,248,565 0.64% 15,464 950,087 1.63%

台灣地區 38,870 6,476,742 0.60% 80,986 5,572,347 1.45%
研究者整理自薛承泰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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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1-3 可發現十年間普查的結果在祖孫戶比例上有非

常明顯的上升趨勢，而在一些比較未都市化的縣市 (苗栗縣、南

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等 )

更有高達 1.9%以上的兒少戶是祖孫戶，而十年間比例增加最快

速的是澎湖縣，十年間增加有四倍之多，所以隔代教養的問題

在台灣現代社會中的確是值得重視與研究。  

根據薛承泰 (2002)的分析研究發現：十年間隔代家庭明顯增

加，總數由 1990 年 38,870 戶增加至 2000 年 80,986 戶，足足多

了四萬兩千戶，薛承泰認為這是因為人口高齡化 (祖父母人口增

加 )與單親現象的綜合效果，也就是說可能有愈來愈多單親將子

女送回自己的「原生家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來協助撫養。 

另外根據陳麗欣等 (2000b)對全國各縣市中小學隔代教養學

生所做的普查結果 (可惜問卷回收率只有 40.1%，所以能否呈現

台灣全國隔代教養面貌，仍值得商榷 )，發現如下：  

1.隔代教養學生的比率約 5.4%，其中國小的平均比率約在

7.1%，高於國中平均比率 3.6%，若以各縣市分析，除花蓮

縣外，所有縣市均是國小比率高於國中比率。  

2.按都市化程度區分，顯示都市化程度愈高的地區，隔代教

養的比率明顯較低，反之，都市化程度愈低的地區，不論

哪一類型的隔代教養比率均明顯偏高。  

3.在族群上，原住民族群的隔代教養情況高於客家、閩南族群。 

4.以家長職業分析，大多數隔代教養家庭的家長以工人階段

最多佔 63.5%，其次為農佔 21.3%，公教家庭與軍人家庭比

率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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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造成隔代教養的原因，在國中階段最主要的原因是父母離

異其次才是工作關係，也有部分是因為父母喪偶所造成的

隔代教養。  

由上述研究發現，陳麗欣等人在 2000 年的隔代教養研究

結果比 2000 年的普查資料結果比例還要高，為何同一年所做

的研究結果差異甚大，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二：一、這可

能是因為普查資料為戶籍資料，所以會低估子女戶籍在父母戶

籍下，可是卻由祖父母照顧孫子女的隔代教養家庭；第二個原

因，可能是因為 2000 年的普查資料和陳麗欣等人 2000 年的統

計樣本界定有所不同，所以在統計上也會影響結果；最後一個

原因可能是是因為陳麗欣等人在 2000 年調查結果的問卷回收

率只有 40.1%，所以能否呈現台灣全國隔代教養面貌還值得商

榷。  

另外比較國內外的孫子女照顧者研究，Fuller-Thomson 與  

Minkler(2000)研究結果顯示：有接近三分之二的祖父母是協助

女兒帶孫子女，另外三分之一是協助兒子照顧孫子女，這與

Woodworth(1996)針對隔代教養祖父母的研究發現：這群隔代教

養中有三分之二是母系祖父母，有三分之一是父系祖父母的結

果是相同的，研究中更指出超過四分之三 (77%)的照顧者是祖

母。中外的隔代教養家庭由父系或是母系的祖父母來協助照顧

是有所不同的。台灣的隔代教養大多是透過父系的祖父母來協

助居多；而美國則是透過母系之祖父母來擔任主要照顧者角色

協助照顧孫子女，主要是立法情況與文化的差異 (邱珍琬，

2004；黃佳儀，2003；賈浩妃，1998) ，因為在美國夫妻離婚

後孩子的監護權多半是歸屬於母親 (Gratton& Haber, 1996)，而

單親母親可能會將子女帶回給原生家庭的祖父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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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隔代教養祖父母的管教  

 

壹、隔代教養祖父母的管教  

    國內外文獻中最缺乏的就是對於隔代教養中親職工作的進
一步探究，包括管教模式 (或型態 )、管教方式與內容 (邱珍琬，

2004)，所以在隔代教養相關文獻探討中，會以父母親管教做為

文獻上之補足。  

一、隔代教養的管教  

    王怡又 (2000)針對祖父母照顧嬰幼兒孫子女 (九個月至兩歲 )

的祖父母與孫子女間的情緒互動所做的研究發現，祖父母的情

緒及情緒教導與孫子女的反應是雙向影響，可是卻未對祖父母

的管教作更進一步的探討。而邱珍琬 (2003)的半結構式訪談調查

發現，孫兒在國小階段的隔代管教可分照顧 (提供生活必需與照

顧、陪伴與玩耍 )、提供工具性協助 (接送上下學與協助課業 )、

與控制 (限制要求、勸導說明等 )三方面，而在管教內容上，對於

學業、人際關係與行為要求較多 (引自邱珍琬，2004)。  

另外李玉冠 (2000)發現祖父母的管教方式以不一致、寬鬆放

任最多，且祖父母容易陷入「疼孫」與「教孫」雙重角色兩難

的矛盾中。而林娟妃 (2004) 針對國小學童知覺祖父母的管教方

式的研究結果顯示：孫子女所知覺的祖父母管教中，孫子女對

於祖父母在管教上多半表示滿意，而「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

在管教方式上多採取高要求卻低回應的專制權威，孫子女最希

望祖父母採取溫和、民主的管教方式，會希望祖父母放任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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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仍是少數比例的，顯示孫子女還是希望祖父母可以多關心他

們。黃佳儀 (2002)研究發現孫子女認為祖父母管教過於專制，以

及與祖父母有互動及溝通的問題。  

    由上述資料顯示，祖父母在對於孫子女的管教上的確有些

問題值得探究，不是太寬鬆放任就是太過專制權威，而且容易

陷入角色上的兩難，可是國內外對於探討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

管教相關的研究卻很少。根據陳麗欣等 (2000b)的研究顯示，隔

代教養的負面影響最主要的兩個問題是祖父母無法指導學生的

課業問題 (92%)及祖父母管教不當 (89%)，顯示管教孫子女對於

祖父母而言是一件很重要卻不知如何下手的棘手問題。黃政吉

(2000)也認為隔代教養三代間之價值觀、心理態度、行為模式、

生活方式與思想習慣，有相當顯著之不同或完全相左之情況，

是社會變遷的自然結果，事實上亦無法避免。但究竟祖父母的

管教對祖孫情感關係之間的影響為何，是值得研究與關心的。  

二、親代教養的管教  

關於管教的研究，王鍾和 (1995)研究結果發現：隨著父母採

用管教方式類型的不同，則子女感到滿意的程度會有顯著性差

異。在父母管教方式上，子女感到最滿意的為父母均採用「開

明權威」(高反應、高要求 )的方式，而感到最不滿意的，則為「忽

視冷漠」 (低反應、低要求 )的方式，與「不一致」的方式 (引自

李玉冠，2000)。  

由以上研究，可知子女對於父母管教與孫子女希望祖父母

管教大多數是希望採取「開明權威」(高反應、高要求 )的方式，

雖然有研究指出隔代教養家庭和一般親代教養方式存在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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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一樣又不太一樣的狀況，卻是目前社會的一種趨勢及型態

(黃淑蓉，2004)。但在尚未發展出專屬於隔代教養管教的量表

前，還是需藉由親職管教的內涵來作為量表內容參考。  

在親職教育相關文獻中，討論最多的就是管教。而管教又

有分單向度、雙向度與多向度等分類。簡述如下：  

(一 )單相度的管教  

黃德祥 (2000)指出 Elder 在 1962 年最早以研究青少年知覺

父母對於其行為的支配程度，將父母管教方式分成七個類型：

1.獨斷 (autocratic)、2.權威 (authoritarian)、3.民主 (democratic)、

4.公平 (equalitarian)、5.寬容 (permissive)、6.放任 (laissez-faire)、

7.忽視 (ignoring)。在其之後 Baumrind(1967)研究指出影響父母

管教方式只有一個向度就是父母的權威傾向，並以此將父母管

教方式區分為專制權威型、開明權威型及溺愛型三種。  

    單向度取向間每一類別彼此獨立不重疊，但是若僅就單一

向度來描述父母管教，無法符合目前實際狀況，於是就衍生出

雙向度或多向度的管教。  

(二 )雙向度的管教  

Maccoby 與 Martin(1983)以綜合方式將 Baumrind 父母的管

教延伸分成四個管教方式，簡述如下：開明權威型 (authoritarive 

parenting)即「高反應」、「高要求」、寬鬆放任型 (permissive 

indulgent parenting) 即「高反應」、「低要求」、專制權威型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即「低反應」、「高要求」、忽視冷漠型

(permissive indifferent parenting) 即「低反應」、「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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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Maccoby 與 Martin(1983)主要是根據「父母接納與反

應」(回應 )及「父母要求與控制」(要求 )兩個面向的交互作用來

作為區分四類的依據。Maccoby 與 Martin(1983)的分類方式後來

獲得很多人在作為父母管教方式分類上的引用，主要是針對父

母對子女日常生活行為所做的「要求」與「反應」來作為評量

的指標。「反應」所指的是父母對於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的

支持、鼓勵與接納；而「要求」所指的是父母對於子女生活作

息或行為表現的規定、控制與命令。  

(三 )多向度的管教方式  

    黃德祥 (2000)另外指出 Becker 也是另外一位甚早 (1964)就

探討父母管教行為對子女影響的人，其所建構的父母管教行為

的概念至今仍被廣泛引用。他將教養行為區分成三個層面：1.

限制與寬容 (restrictive & permissive)；2.溫暖與敵對 (warmth & 

hostility)； 3.焦 慮 情 緒 投 入 對 冷 靜 疏 離 (anxious emotional 

involvement & calm detachment)。並依層級高低交織而成，縱

容、民主、神經質焦慮、忽視、嚴格控制、權威、有效組織、

過度保護等八種類型。此方式雖然因為加入父母本身的情緒狀

態使之較為完整，但卻因為內涵過度複雜，因此實用性較低，

所以較少被採用。  

    綜合上述，若僅就單一向度來描述父母管教方式，無法符

合目前實際狀況；多向度分類過於繁瑣，主張學者也不多；雙

向度的分類較適合目前的父母管教  (吳美玲，2000；林娟妃，

2004；羅樊妮，2004)。而張曉萍 (2004)也綜合國內外的一些研

究中發現，以「回應」和「要求」為分類標準的父母管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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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女的行為表現的確有差異。故本研究也以此兩面向作為

分析祖父母管教的依據。  

    而在國內自編或是改編管教方式量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王鍾和 (1993)依據 Maccoby 與  Martin (1983)的理論，將管教方

式區分成「專制權威」、「開明權威」、「寬鬆放任」與「忽視冷

漠」四種類型，全量表共有 30 題。研究者認為以「回應」與「要

求」雙向度觀點符合祖孫間互動的模式，其所編定的量表也具

備詮釋祖父母管教的內涵，且具有良好之信效度，許多後來的

研究管教方式量表也都是延用或修訂該量表而來（吳承珊，

2000；林娟妃，2004；孫碧蓮，2002；郭俊豪，1997；黃玉臻，

1997；羅樊妮，2004），其中林娟妃 (2004)及郭俊豪 (1997)測量

祖父母管教也是依據此量表改編而成，故本研究會參考相關之

父母管教與祖父母管教量表後，進行改編以符合本研究之測

量，而本研究也以此兩面向作為分析祖父母管教的依據。本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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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與命令。  

 

貳、影響祖父母管教的因素  

在探討隔代教養祖父母管教影響因素上，因為相關文獻付

之闕如，故會以部分父母親管教相關文獻做為文獻上之補足。  

一、孫子女因素  

1.孫子女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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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娟妃 (2004)針對國小學童知覺祖父母的教養方式的

研究結果顯示：祖父母的管教「要求」層面會因為孫子女

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祖父母在管教上對於孫子的「要求」

顯著高於孫女。而 Tomlin 與 Passman(1991)調查祖父母對

男孩與女孩的獎懲態度，研究結果顯示當孫子女有犯過錯

時，祖母通常會對孫女比對孫子提出重一點的懲罰建議，

但是當表現優良時，則會要求給予孫子和孫女一樣的獎

勵。針對不同性別國中生所知覺隔代教養祖父母管教之情

形如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2.排行序  

         林娟妃 (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祖父母的管教方面，孫

子女所知覺其祖父母的管教不因排行而有所差別。但親子

管教相關研究則發現不同出生序兒童在知覺「父母親管教」

上均達到顯著差異，而且老大所知覺「父親回應」、「父親

要求」上高於中間子女，而老么所知覺的「父親回應」也

高於中間子女 (陳彥穎， 2001)。吳承珊 (2000)研究結果發

現，母親對於老大的要求較高，對於老么的要求較低。而

徐百儀 (2002)的研究也發現，母親對於排行中間的子女，

採取「忽視型」(低反應、低要求 )管教態度顯著高於老大，

但是父親對於不同子女排行採取「忽視型」管教態度則無

顯著差異。莊千慧 (1994)出生序理論認為父母對於不同出

生序的子女有著不一樣的期待，進而影響父母對於子女的

管教。然而對於祖父母管教孫子女，排行序是否也具有相

同的影響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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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父母因素  

1.祖父母世系  

     Fuller-Thomson 與  Minkler(2000)研究結果顯示：有接

近三分之二的祖父母是協助女兒帶孫子女，另外三分之一

是協助兒子照顧孫子女，這與 Woodworth(1996)針對隔代教

養祖父母的研究發現：這群隔代教養中有三分之二是母系

祖父母，有三分之一是父系祖父母的結果是相同的，研究

中更指出超過四分之三 (77%)的照顧者是祖母。中外的隔代

教養家庭由父系或是母系的祖父母來協助照顧是有所不同

的。台灣的大多是透過父系的祖父母來協助居多；而美國

則是透過母系之祖父母來協助照顧孫子女 (邱珍琬，2004；

賈浩妃，1998)，可是研究中卻未提到不同世系的祖父母對

於孫子女的管教是否有影響，這也是本研究所欲瞭解的。  

2.祖父母性別  

Kivett(1991)研究發現：祖母通常是比較情感性的也善

於表達，對於孫女在家庭及朋友方面的影響也比較大，而

祖父則是比較功能性的。Hayslip, Shore 與  Henderson(2000)

也指出，相較於祖父，祖母被孫子所知覺承擔較多的親職

工作，對於教養孫子女的工作也有較多直接的參與，對於

孫子女也有較大的正向影響。郭俊豪 (1998)的研究指出：在

隔代教養家庭中，最具影響力的祖父母類型為「父系祖

母」，其次為「母系祖母」，再其次是「父系祖父」，最少的

則為「母系祖父」。但研究未指出不同性別對於祖父母管教

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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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祖父母年齡  

        Frantz(2000)發現大部分由祖父母照顧孫子女的家戶，

祖父母大多是年輕的。在 1996 年，只有 19%的祖父母為主

家戶的祖父母超過 65 歲，有 48%的祖父母年齡介於 50 至

64 歲，且有 33%的祖父母是在 50 歲以下。且孫子女年齡

在青少年階段 (12 至 17 歲 )的比例為 20%。Johnson(1988)

的研究發現，較年輕的祖母 (65 歲以下 )比年老的祖母在與

孫子女的接觸頻率會比較多，而且比較樂於參與照顧孫子

女的事務。這與 Cherlin 與 Furstenberg(1985)比較有相似的

看法，隨著祖父母年齡的增長，身體的老化，生理疾病的

增加，都會影響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的照顧或是投入的程

度。且與孫子女共同參與活動的類型也會有所差異 (林娟

妃，2004)。  

4.祖父母教育程度  

    林娟妃 (2004)針對國小學童知覺祖父母的管教的研究

結果顯示：管教的「回應」層面會因為祖父母教育程度不

同而有所差異，祖父母教育程度較高則較有回應。另外在

親代的研究部分，父母教育程度對管教的相關研究，陳彥

穎 (2001)研究發現兒童知覺其大專程度的父親在「父親回

應」方面顯著大於國中程度父親；孫碧蓮 (2002)針對雙親家

庭父親管教方式的研究發現，父親年齡大於四十歲且為高

等教育程度，對青少年子女較常採用「開明權威」(高反應、

高要求 )的管教方式，且較少採用「忽視冷漠」(低反應、低

要求 )的管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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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祖父母健康狀況  

Creasey 與 Kaliher(1994)研究發現祖父母的身體健康狀

況會影響孫子女對祖父母的看法。祖父母的健康狀況非常

良好或良好者，其對孫子女管教情形會比祖父母健康狀況

非常不好或不好者為佳  (林娟妃，2004)。其他國內相關研

究也指出祖父母健康狀況不佳時，則無法勝任教導的責任

(王鍾和與郭俊豪，1998；紀幸妙，2004；蘇慧君，1996)。 

6.祖父母經濟狀況  

    黃政吉 (2000)針對少年輔育院國中生的調查研究發

現，隔代教養之祖父母或撫養者，因教育程度較低且年紀較

高，多已無法從事工作，無業情形佔多數，就經濟層面而言，

對撫養青少年確實不利。另外林娟妃 (2004)針對國小學童知

覺祖父母的管教研究結果顯示：在管教「回應」層面會因為

祖父母的經濟狀況不同而有所差異，祖父母的經濟狀況愈

佳，則愈有回應。  

三、家庭因素  

1.隔代教養成因  

父母工作對於祖父母的管教負擔是否較輕，而讓祖父母

的管教較高反應或低要求？而父母離婚或雙亡的成因對於

祖父母管教是否會有影響？Nancy, Karine 與  Alfons (1995)

指出，若父母是在不願或非自願性不能照顧 (如物質濫用、

愛滋病患者、監禁等 )之情形下，孫子女較容易會有行為問

題。顯示隔代教養成因對於祖父母的管教有著不可忽視的重

要性，但在國內外相關研究卻極少提及，故本研究將此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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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入作為分析依據。  

  2.與父母關係  

        Holladay 等在 1977 年提出，父母親在祖父母及孫子女

之間有時會扮演「調停者」 (mediators)、「社會化者」

(socializers)、「橋樑」 (bridges)、「媒介」 (intermediatories)

等角色，而女性在這方面的功能比男性更為顯著，他們可以

幫助祖父母及孫子女之間的社會化，使他們表現出適當的互

動行為 (引自郭俊豪，1998)。所以，研究者想瞭解孫子女與

父母的關係是否會影響祖父母的管教。  

3.與祖父母居住時間的長短  

     國內外文獻對於孫子女與祖父母居住時間長短與祖父

母的管教的探討付之闕如，因此研究者將此變項列入探索性

的討論。  

 

 

第三節   隔代教養祖孫情感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壹、隔代教養之祖孫情感關係  

一、祖孫情感關係的內涵  

    祖孫情感關係是隔代教養家庭中極重要的部分，一般涉及

祖孫情感關係的定義可藉由廣義的親子關係來衍生，則所謂的

祖孫情感關係即為祖父母對於孫子女親情之間心理交互反應，

是一種互動及持續的過程 (李玉冠，2000)。可是祖父母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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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責任又不及父母的清楚確定，祖父母有時擔任父母代理者的

角色，給予孫子女照顧並負擔責任；有時卻又是孫子女情感的

支持者，給予孫子女關懷、依賴與安全感。而且在法律上，對

於祖父母也沒有明確的義務、權利規範 (如祖父母不需負擔孫子

女的生活照顧，而孫子女對於年老祖父母亦然；可是對於父母，

則有照顧子女的義務，而子女亦有照顧年老父母的義務 )。  

黃佳儀 (2002) 以國小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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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部

分認為因父母親無法經常探望而感覺缺少家庭溫暖或是孤獨感

之類的情緒問題。此外黃郁婷、紀幸妙在 2003 年 (引自黃郁婷、

紀幸妙與黃佳儀，2004)針對台灣地區隔代教養祖父母與孫子女

所做的調查也發現，孫子女讓祖父母教養後之感受方面，學童

多表示感謝祖父母的照顧與養育之恩，並體諒祖父母之辛勞。

而在祖父母方面，祖父母對於教養孫子女後之感受主要包含：

生活有伴不孤單，喜悅與負荷皆有，以及覺得疲勞有壓力等三

方面。另外郭俊豪 (1998)的研究指出：比起「三代同堂」或不與

祖父母同住的孫子女，在「隔代教養型」祖孫家庭中，比非同

住或三代同堂的祖孫一起從事清潔打掃做家事、購物、下廚、

爭執吵架、照顧小寵物的機會較高，且特別是在爭執吵架方面。 

顯示隔代教養家庭是一種有多樣面貌的家庭，有苦、有樂，

祖父母對於教養孫子女之感受可能覺得很辛苦，可是卻也在年

老的生活中多了可以陪伴的人；對於孫子女而言，多半表示感

謝祖父母的照顧與養育之恩，卻也因為接觸的頻率增加，而與

祖父母容易有爭吵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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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國外對於有監護權的祖父母而言，提升傳承正向觀點

給孫子女是重要值得注意的，例如家庭價值、文化約束的傳統、

實踐、行為、對職業的期待，就像是促進孩子自我發展一樣重

要 (Hayslip, Shore & Henderson, 2000) 。Jaskowski與 Dellasega(1993)

研究結果顯示，具有監護權的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的付出較多，

且祖父母對於與孫子女的關係滿意度也會比較大。Solomon 與

Marx(1995)也提出相同的研究結果，許多祖父母狂熱於養育孫

子女，且會提供較為穩定的愛及生活環境，甚至會比先前原生

父母親所提供的還要多，以補償他們失去父母親的關愛及照

顧。由此顯示監護權的有無對於祖孫關係的影響是很大的，換

句話說孫子女通常會與有監護權的祖父母維持較佳的祖孫關

係。  

二、祖孫情感關係的測量面向  

    Hayslip, Shore 與  Henderson(2000)針對 69位青少年孫子女

(14-18 歲 )及 112 位成年孫子女 (19-24 歲 )所做的調查，由五個面

向來看祖孫關係：  

一、祖父母似父母般的行為：指參與孫子女行為的程度，如給

建議、定規則等。  

二、祖父母和孫子女接觸頻率與功能：主要測量祖父母和孫子

女接觸的頻率及家庭功能的程度。  

三、祖父母幫父母教養小孩的程度：主要測量祖父母幫父母照

顧小孩的程度，如煮飯、照顧小孩等。  

四、祖父母對孫子女生活直接或正向的影響：例如教育、職業

的選擇等。  

五、反應祖父母影響家庭的程度：例如祖父母在家中的權威、

 35



孫子女做決定的詢問等。  

    另外 Kennedy (1992b)針對 212 位女性及 179 位男性大學的

成年孫子女所做的研究，由五個面向來看祖孫關係：  

一、孫子女經驗與祖父母親密的感覺。  

二、孫子女覺得被祖父母知道與瞭解的程度。  

三、孫子女瞭解或知道祖父母的程度。  

四、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上的影響。  

五、孫子女與祖父母是一種可靠的友誼關係，透過父母當祖孫

間的調停者。  

    研究發現，成功的祖孫關係有賴於祖孫高度的親近感、孫

子女強烈地覺得被祖父母瞭解、孫子女十分瞭解祖父母、祖父

母對於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力，以及一種真實或獨立不受

父母世代影響與支配 (但父母是可以支持的 )的祖孫關係等五個

因素 (Kennedy , 1992a)。  

    而 Mills(2001)對於 300 位大學年紀之年輕成年孫子女所做

的研究，在測量祖父母與孫子女之間的情感連帶 (affectual 

solidarity)面上，則是以六道題目來測量其祖孫關係，題目如下： 

一、考慮所有的事物，你覺得你和你的祖父母關係有多親密？  

二、你自己和你的祖父母之間的溝通如何？  

三、你可以如何交換想法或談論有關你的事物？  

四、你覺得你的祖父母有多瞭解你？  

五、你覺得你有多瞭解你的祖父母？  

六、一般而言，你和你的祖父母相處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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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 Bloom (1985) 家庭功能因素分析研究中，情感方面

包括「凝聚力」與「表達」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而研究者

認為「家庭凝聚力」與「表達」的內涵與祖孫關係內涵有相似

之處，都有讓祖父母與孫子女之間感覺及互動更親密、更緊密

的意義。該量表中分量表「家庭凝聚力」的題目有：  

一、家庭成員會互相幫助與支持；  

二、有一種家人是一體的感覺；  

三、我們不會在一起做任何事 (負向題 )；  

四、和彼此在一起覺得孤單；  

五、家庭成員間在家裡彼此避免接觸 (負向題 )；  

 而在「表達」的題目有：  

一、家庭成員間彼此互吐心事是很自在的；  

二、我們家庭不會討論問題 (負向題 )；  

三、家庭成員會討論問題且通常獲得良好解決方法；  

四、每一個家庭成員能發表自己的看法是重要的；  

五、我們不會告訴彼此個人的問題 (負向題 )。  

在祖孫關係中，到底孫子女認為祖父母吸引他們的地方在

哪些？Kennedy (1991)研究發現和祖父母親近且關係良好的孫

子女，主要是喜歡祖父母的人格特質、喜歡和他們一起活動、

分享彼此的感受，以及能獲得祖父母的肯定、注意、關懷及支

持，認為祖父母常是自己學習的楷模以及心靈鼓舞士氣的來

源。也就是說「情緒」支持是孫子女評量與祖父母關係的重要

依據 (Nancy, Karine & Alfons, 1995)。  

    綜上所述，雖然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的關係影響面向包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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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上的支持、工具上的支持、認知上的協助，但是「情緒」支

持卻是孫子女評量與祖父母關係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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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ills(2001)對

於年輕成年孫子女所做的研究，在測量祖父母與孫子女之間的

祖孫關係則是以情感連帶 (affectual solidarity)面作為其測量的

內容，且具有良好之信效度，而 Bloom (1985)則認為家庭功能

的重要因素在情感方面包括「凝聚力 (cohesion)」、「表達

(expressiveness)」，故本研究在測量祖孫關係內涵上，將以

Mills(2001) 的情感連帶及 Bloom (1985)的凝聚力、表達做為祖

孫情感關係主要修改依據。  

貳、影響隔代教養祖孫情感關係之因素  

一、孫子女因素  

1.孫子女性別  

     孫子比孫女知覺到較多祖父母對管教的參與，並且得到

較多生活上的寬容 (Hayslip, Shore & Henderson, 2000)。

Kennedy(1991)曾以年齡達成年早期的 212 為女性及 179 位

男性 (85%為白人，13%為黑人 )孫子女為研究對象，結果發

現孫女與祖父母間的互動關係較孫子多。  

      Creasey 與 Koblewski(1991)以 142 為美國中西部白人

大 學 生 做 研 究 ， 填 寫 「 關 係 網 絡 問 卷 」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NRI)，結果發現孫女比起孫子較喜

歡和祖父母在一起，或得較多祖父母的協助，得到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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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美 ， 而 且 覺 得 祖 父 母 較 喜 歡 她 們 。 而 Creasey 與  

Kaliher(1994)的研究也發現孫女覺得與祖父母的情感關係

較親密，較會照顧養育祖父母。  

      上述研究大部分顯示孫女與祖父母的互動較孫子頻

繁，且祖孫情感關係較良好，但不知在台灣文化中男性是

傳宗接代的背景下，是否會有相同的結果。  

2.孫子女排行  

      孫子女的排行是否會影響到祖孫之間的情感關係，國

內外相關的研究幾乎沒有，但在中國人的文化之下，長孫子

女在家中的地位與其他排行應該是有所不同，所以本研究亟

欲探討的。  

二、祖父母因素  

1.祖父母世系  

      Creasey 與 Koblewski(1991)的研究發現孫子女與母系

祖父母的見面頻率最低，但是卻與母系祖母的電話聯繫最

多，與母系祖父最少。Creasey 與 Kaliher(1994)的研究顯示

認為與母系祖母比較親近者最多，其次為父系祖母及母系祖

父，最後才是父系祖父，另外，孫子女也比較願意花時間與

母系祖父母在一起，而母系祖父母也比較願意提供工具性協

助給孫子女。孫子女覺得父系祖父得的讚美及愛最少，卻最

常起衝突，所以對於父系祖父的滿意度最低。  

     雖然國外研究皆顯示母系祖父母與孫子女情感關係較

為密切，但在中國文化是以父系為主的社會中，確有不同的

研究結果，郭俊豪 (1998)的研究結果顯示，孫子女認為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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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較重要者多於母系祖父母。  

2.祖父母性別  

一般來說，祖父跟孫子有比較親密的關係，而祖母則

會跟孫女有比較親密的關係 (Kivett, 1991)。但是 Kennedy 

(1991)以 212 位女性與 179 位男性成年早期的孫子女為對

象，研究結果發現孫子女比較願意花時間與祖母相處，而

較不喜歡與祖父在一起，而且也花比較少的時間與祖父相

處。而在隔年 (1992)的研究中顯示：有 66%的青少年孫子女

認為與他們比較親近的是祖母，只有 31%認為是祖父

(Kennedy, 1992)，且研究中也指出祖母比祖父讓人覺得親

近，較善解人意；而祖父則較會差遣、命令孫子女，顯示

青少年孫子女與祖母的關係較為親近。國內研究郭俊豪

(1998)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孫子女認為祖母的影響力大者多

於祖父。  

3.祖父母年齡  

       Cherlin 與 Furstenberg在 1986 年指出較年輕的祖父母會

對他們的孫子女投入較年 老的祖父母多 (引自郭俊豪

1988)。隨著年齡的增長，伴隨而來的是身體的健康與體力

的衰退，雖然和孫子女在一起的時候仍可以和他們說說故

事，給些忠告或建言，而且如果自己的財力較豐餘時，也可

以買些東西或禮物送給孫子女或給他們一些零用錢。相對於

年輕的祖父母，年老的祖父母可能就顯得較心有餘而力不足

了，而且和孫子女的溝通也會有比較多的困難 (Troll, 1985)。 

       由此可見隨著祖父母年齡的增加、身體的老化、生理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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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問題，都會影響祖父母對孫子女照顧或投入的程度

(Cherlin ＆Furstenberg, 1985)，而且也會導致祖孫情感關係

的變化，所以祖孫情感關係是會受到祖父母年齡的影響的。 

4.祖父母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較高的祖父母擁有較多的資源，可能在經濟

狀況、健康、帶孫資訊等需求部分會有較良好的情形，相反

的如果教育程度較低者，也可能會有教養的困難和調適的問

題 (Jendrek, 1994)。另外根據陳麗欣等 (2000)的研究顯示，

隔代教養的負面影響最主要的兩個問題是祖父母無法指導

學生的課業問題 (92%)及祖父母管教不當 (89%)，在祖父母無

法指導學生的課業問題上，因為受限於祖父母的知識與教育

程度無法指導孫子女課業或學習上無法提供輔導，導致孩子

的學業成就表現低落 (張鐸嚴，2004；黃政吉，2000)，進而

影響負向祖孫情感關係的產生。  

5.祖父母健康狀況  

      Creasey 與  Kaliher(1994)的研究發現祖父母的身體健

康狀況會影響孫子女對於祖父母的看法，且孫子女與有病在

身的祖父母情感關係比較不好。而王鍾和、郭俊豪 (1998)指

出如果祖父母健康狀況好的，跟孫子女互動就愈好，祖孫關

係較佳。  

6.祖父母經濟狀況  

   雖然各種社經水準皆會有隔代教養的情形發生，但是

隔代教養的社經水準普遍不高 (Burnette, 1999； Emick & 

Hayslip, 1996；Woodworth, 1996；黃郁婷、紀幸妙與黃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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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許多祖父母仍然工作 , 或回到工作以支持他們的家

庭經濟 (Glass& Huneycutt, 2002)，對於需要獨自照顧孫子女

的隔代教養祖父母來說，更是沈重的負擔，所以是否會因此

而影響祖孫情感關係值得探討。  

三、家庭因素  

1.隔代教養成因  

        Smith 等人 (1998)指出，若祖父母是不得已才負起照顧

孫子女的責任，由於祖父母失落與沮喪的情緒，孫子女將很

難與祖父母發展出信任關係。隔代教養成因對於祖孫情感關

係的影響為何？是本研究亟欲瞭解的。  

2.與父母關係  

     國外大部分研究都是針對祖父母與父母親關係對祖孫

關係的影響，研究指出祖父母與孫子女關係的親密與否，取

決於父母親與祖父母關係的良窳 (Denham & Smith, 1989)。

Whitbeck, Hoyt 與 Huck(1993)指出父母親是影響祖孫關係

的中介變項，父母親與祖父母間的不良關係對祖孫間的互

動及關係品質會有負面的影響。父母親與祖父母接觸愈頻

繁，且情感愈緊密，祖孫關係愈好 (Whitbeck, Hoyt & Huck, 

1993)。卻很少文獻提到孫子女與父母的關係是否會影響祖

孫情感關係，所以，研究者想瞭解孫子女與父母的關係是否

會影響祖孫情感關係。  

  3.與祖父母居住時間的長短  

        國內外文獻對於孫子女與祖父母居住時間長短與祖孫

情感關係的探討付之闕如，因此研究者將此變項列入探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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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論。  

四、祖父母管教因素  

    在郭俊豪 (1998)的研究中發現：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管教－

「反應」可以有效的解釋「祖孫關係」，顯示祖父母在管教上採

用「反應」愈多，其祖孫關係的整體表現會愈佳。研究中亦同

時指出，管教－「反應」可以有效解釋祖父母潛能表現、祖父

母滿意度、祖父母成功、祖父母教導及祖父母訊息需求；而管

教－「要求」則可以有效解釋祖父母潛能表現、祖父母滿意度。

到底祖父母管教對於祖孫情感關係的影響為何？是本研究亟欲

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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