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設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本

研究採立意取樣，對研究樣本進行問卷調查，本章依序從研

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及資料處理方法加

以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不同個人變項、家庭背景變項對孫子女

知覺主要照顧者之祖父母的管教、孫子女知覺與主要照顧者

的祖孫情感關係三者之關係。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

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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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教育狀況  
祖父母健康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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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變項  
隔代教養成因  
與父母關係  
與祖父母同住時間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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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問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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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1-1：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及家庭背

景變項對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管教「反應」具有顯

著解釋力。  

    假設 1-2：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及家庭背

景變項對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管教「要求」具有顯

著解釋力。  

問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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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2-1：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家庭背

景變項及祖父母的管教對孫子女知覺祖孫情感關

係具有顯著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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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最大的研究限制在於研究樣本的取得不易。因為本研

究的研究樣本為隔代教養家庭中就讀國中之青少年孫子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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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取得不易，再加上可能會有區域性的

差異，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立意取樣的方式，透過願意協助發

放問卷之台北縣市公立國中的輔導室或任課教師，針對符合資

格的國中生進行施測。  

   最後，以電話方式聯絡台北縣市公立國中及完全中學國中

部的輔導室或任課教師，願意協助發放的學校數為 30 所學校，

共發出 615 份問卷進行調查。回收問卷 369 份，回收率 60%，

剔除資格不符 (藉由「同住家人」此題為瞭解其他同住之家人為

何？藉以剔除不符合資格之樣本，例如三代同堂或單親家庭，

或是最主要照顧生活的人非祖父母等 )、漏答嚴重、亂答、空白

卷等，共得有效問卷 288 份，有效率為 78%，參考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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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正式施測取樣一覽表  

施測學校名稱 發出卷數 回收卷數 可用卷數 回收率(%) 有效率(%)
北縣鶯歌國中 20 20 18 100 90 
北縣柑園國中 2 2 2 100 100 
北縣土城國中 25 18 8 72 44 
北縣八里國中 30 12 11 40 92 
北縣泰山國中 30 13 11 43 85 
北縣五股國中 30 0 0 0 0 
北縣蘆洲國中 10 10 10 100 100 
北縣汐止國中 25 24 18 96 75 
北縣淡水國中 5 0 0 0 0 
北縣三芝國中 20 13 12 65 92 
北縣石門國中 15 13 13 87 100 
北縣萬里國中 20 20 20 100 100 
北縣坪林國中 10 0 0 0 0 
北縣瑞芳國中 25 20 19 80 95 
北縣貢寮國中 40 29 11 73 38 
北縣深坑國中 12 11 11 92 100 
北縣平溪國中 58 0 0 0 0 
北縣烏來國中 40 26 24 65 92 
北縣安溪國中 30 21 20 70 95 
北縣崇林國中 10 0 0 0 0 
北縣樟樹國中 20 17 4 85 24 
北縣板橋國中 10 9 4 90 44 
北縣福和國中 28 0 0 0 0 

北縣金山高中(國中部) 30 28 26 93 93 
北縣雙溪高中(國中部) 12 11 7 92 64 
北縣石碇高中(國中部) 5 5 4 100 80 

北市長安國中 20 14 13 70 93 
北市民族國中 10 10 7 100 70 

北市和平高中(國中部) 3 3 2 100 67 
北市成淵高中(國中部) 20 20 13 100 65 

總計  615 369 288 6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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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作為收集所需之分析資料的方法，依

據國內外之相關研究文獻，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基本

資料、「祖父母管教方式量表」及「祖孫關係量表」等三個部分。

各部分所包含之題項內容，以及量表之計分方式與信、效度分

析，分別說明於下：  

壹、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包括了三大部分，分別是：孫子女基本資料、祖父

母基本資料及家庭背景資料。  

一、孫子女基本資料  

孫子女基本資料包括性別、排行序等。  

(一 )性別  

性別包括「男」與「女」。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將性別

此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  

(二 )排行序  

排行序包括「獨生子女」、「老大」、「中間子女」及「老么」，

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將排行序此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  

二、祖父母基本資料  

祖父母基本資料包括了最主要生活照顧者、年齡、健康狀

況、教育狀況、經濟狀況。  

(一 )主要生活照顧者  

    此項為瞭解隔代教養家庭青少年最主要生活照顧者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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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可看出主要生活照顧者之世系及性別，在進行多元迴歸分

析時，將主要照顧者之世系及性別此二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  

且在祖父母基本資料中皆以此「主要生活照顧者」回答。

藉由此篩選由祖父母為主要照顧者的隔代教養家庭，剔除非由

祖父母為主要照顧者的隔代教養家庭。  

(二 )祖父母年齡  

為能確實瞭解祖父母年齡，故請填答者直接填寫祖父母年

齡。  

(三 )祖父母教育程度  

祖父母教育程度分為「不識字」、「識字但未就學」、「小學」、

「國 (初 )中」、「高中職」、「五專」、「大學」、「其他」等選項供青

少年作答，依序編碼為 1 至 8，本研究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

將教育程度此一變項轉換成教育年數。  

(四 )祖父母健康狀況  

祖父母健康狀況分為「很差」、「差」、「普通」、「健康」、「很

健康」。  

(五 )祖父母經濟狀況  

祖父母經濟狀況分為「非常不好」、「有點不好」、「普通」、「有

點好」、「非常好」。  

三、家庭背景資料  

家庭背景資料包括了隔代教養成因、與父母接觸頻率、與

父母關係及與祖父母同住時間等。  

(一 )隔代教養成因 (與祖父母同住原因 ) 

研究者將隔代教養成因分為「父母工作忙碌」、「父母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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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父母過世」、「父母生重病無法照顧」、「父母不願照顧」、

「失業」、「服刑」、「其他」等八項，並讓受試者將「父親」

與「母親」分別填答，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將隔代教養成

因分為「工作忙碌」、「父母離婚」、「父母喪偶」、「其他因素」

四類，將此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  

(二 )與父母關係  

    此項主要是要瞭解隔代教養家庭之孫子女與中間世代父

或母的關係，分為「非常不好」、「不好」、「普通」、「好」、「非

常好」等五項，請受試者分別就父親、母親來回答。  

(三 )與祖父母同住時間  

    此項請受試者直接填寫與祖父母同住年數。  

貳、祖父母管教  

一、量表內容  

為了測量青少年知覺祖父母的管教，本量表係修訂王鍾和

(1993)之「父母管教」量表而成，本量表原本是由子女作答，反

應的是子女知覺父母所採用的管教，因考量到本研究對象是孫

子女回答自己知覺祖父母的管教，所以修訂量表內容以適合孫

子女回答，並參考林娟妃 (2004)及郭俊豪 (2003)之「祖父母管教

量表」而成。  

本研究之所以使用王鍾和 (1993)父母管教量表改編取代祖

父母的管教量表，是因為研究者認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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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後來的研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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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管教量表也都是延用或修訂該量表而來 (林娟妃，2004；郭

俊豪，1998)。  

本量表共 32 題，其中包含二個層面，分述如下：  

(一 )反應層面  

    包括祖父母傾聽、支持、分享及順從孫子女的要求或需要，

且能熱心參與孫子女學業及生活活動，並能對孫子女的行為給

予適時適當的情感回應或獎勵。為本量表第 1-16 題，共 16 題。 

(二 )要求層面  

    包含祖父母依據孫子女的能力所給予的期望、規範或監

督，而對孫子女日常生活上所做的要求。為本量表第 17-32 題，

共 16 題。  

    量表初稿完成後，函請國內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 (如附錄

一 )，針對內容效度 (content validity)加以審核。繼而依據專家及

指導教授之建議，修改題目語句、增刪題項，並形成預試使用

量表。  

二、計分方式  

此量表採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包括「從來沒有」、「很少」、

「有時」、「經常」、「總是」五個選項，依序計分以 1 分至 5 分。

前 16 個問項加總後的總分即為青少年知覺祖父母的管教之「反

應」向度；後 16 個問項加總後的總分即為青少年知覺祖父母的

管教之「要求」向度。管教即以「反應」及「要求」向度上的

得分來作為依據，即受試者在「回應」層面的得分總和愈高，

表示祖父母愈常採用「回應」的管教方式，而在「要求」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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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總和愈高，表示祖父母愈常採用「要求」的管教方式。  

在進行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時，以「要求」、「反應」兩

面向之分數做為依據。  

三、預試分析  

本研究選取台北縣公立國中 5 所 (見附錄三 )進行預試，共

發放 153 份預試問卷，回收 117份，回收率 76%。剔除填答者

資格不符，及漏答嚴重之問卷，得有效問卷共 80 份，有效率

為 68%。  

在項目分析方面，參考表 3-4-1 及表 3-4-2，首先以 t-test

進行極端組比較法，顯示每一個題目都具有良好的鑑別度。

其次，各題之項目－總分相關係數 R 值 (item-total correlation)

介於 .48 至 .85 之間，且全數達到 p<.001 的顯著水準。  

除了以各題之項目－總分相關係數檢驗子量表中各題的

同質性外，亦可利用因素分析，將因素設定為一主成分，檢

驗各題項是否具有一定水準之因素負荷量 (邱皓政，2002)。結

果顯示兩個分量表之各題項的因素負荷量介於 .44 至 .77 之

間。故兩分量表中的各題同質性高，所測量之概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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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祖父母管教量表項目分析－反應  

分量表  題目  t 值  
相關係數  

R 
因素  
負荷量

反應  1.  若我的意見與祖父母不同時，

他會聽聽我的意見。  8.27*** .67*** .63 

 2.  當我在生活或學習中遇到挫折
時，祖父母會安慰我。  11.55*** .78*** .70 

 3.  當我生日時，祖父母會記得並
幫我慶生。  6.57*** .69*** .45 

 4.  祖父母會找時間陪伴我，與我
談談生活中的點滴與樂趣。  9.11*** .74*** .62 

 5.  考試若考不好，祖父母會諒解

我，且要我努力用功。  9.87*** .73*** .53 

 6.  祖父母常會和我做一些我喜歡
的課外活動。  7.12*** .65*** .72 

 7.  我如果做錯事，祖父母會勸我
且會原諒我。  12.07*** .80*** .66 

 8.  當我有問題向祖父母請教時，
他會指導我或與我一起討論。

13.55*** .83*** .72 

 9.  當我表現良好的生活習慣時，

祖父母會獎勵我。  7.51*** .72*** .52 

 10.當我做錯事時，祖父母會先瞭
解原因，再決定處罰的輕重。

8.47*** .77*** .60 

 11.當我有需要，祖父母會幫我準
備上課需要的物品。  3.95*** .55*** .64 

 12.當我生病或身體不舒服時，祖

父母會照顧我。  5.82*** .70*** .62 

 13.只要和我有關的事物，祖父母
在做決定時，會先詢問我的意

見。  
9.76*** .77*** .63 

 14.當我待人有禮貌時，祖父母會

稱讚我。  11.75*** .85*** .73 

 15.當我用功讀書時，祖父母會鼓

勵我。  8.22*** .76*** .68 

 16.祖父母會參與學校的活動 (如
親師懇談會 )。  4.83*** .55*** .44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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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祖父母管教量表項目分析－要求  

分量表  題目  t 值  
相關係數  

R 
因素  
負荷量

要求  17.祖父母要求我放學後，要馬上
回家，不可在路上逗留。  5.  31*** .72*** .66 

 18.祖父母不准我說謊，否則會被

處罰。  7.38*** .67*** .51 

 19. 祖 父 母 不 准 我 對 別 人 不 禮

貌，否則會被處罰。  5.76*** .63*** .60 

 20.祖父母會要求我幫忙做家事。 5.40*** .57*** .44 
 21.祖父母要求我用完東西要物

歸原位，不可隨意亂丟。  6.15*** .68*** .64 

 22.祖父母要求我上課要守秩序
專心聽講，不可與他人講話。

5.97*** .61*** .50 

 23.祖父母要求我不能隨便拿別

人的東西，否則會受到處罰。
8.76*** .70*** .58 

 24. 祖 父 母 要 求 我 要 先 做 完 功
課，才可看電視或玩耍。  6.25*** .68*** .70 

 25.祖父母要求我考試要努力有

好成績。  4.63*** .58*** .76 

 26.祖父母要求我不可以亂花錢。 4.26*** .60*** .49 
 27.祖父母要求我要服從他說的

話，不能頂嘴或插嘴。  6.27*** .65*** .46 

 28.放學或假日，和同學一起出去
玩，一定要先徵求祖父母同

意，並說清楚時間及地點，且

要準時回家。  

7.19*** .78*** .66 

 29.祖父母要求我待人接物的禮

貌 (如打電話 )。  10.41*** .76*** .62 

 30.祖父母規定我不准交男女朋

友。  4.74*** .48*** .47 

 31. 祖 父 母 規 定 我 不 准 隨 便 罵

人，及與別人打架、吵架。  6.26*** .65*** .77 

 32.祖父母會要求我養成良好的

生活習慣。  5.54*** .67*** .54 

***p≦ .001 

由表 3-4-3 可知，在預試信度方面，進行內部一致性檢定。

整體而言，「反應」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9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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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94，兩個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頗

佳。  

表 3-4-3 祖父母管教兩分量表之信度係數  

 反應  要求  

 預試    (N=80) .91 .94 

正式施測 (N=288) .90 .90 

四、正式施測信度分析  

    由表 3-4-3 可知，正式施測問卷回收後，再次進行內部一

致性檢定。整體而言，「反應」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90，

「要求」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90，兩個分量表的內部

一致性頗佳。  

參、隔代教養家庭的祖孫情感關係  

一、量表內容  

綜合國內外研究 (Hayslip, Shore & Henderson, 2000；

Kennedy, 1992b；Mills, 2001) 祖孫關係影響面向包括情緒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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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量表主要係參考

Mills(2001)的「祖孫情感連帶」量表內容及 Bloom (1985) 家庭

功能中的「凝聚力 (cohesion)」、「表達 (expressiveness)」作為主

要修訂「隔代教養家庭祖孫關係」量表的參考依據。另外考慮

國中生的語文理解程度，故將量表內容敘述做一些修改，本量

表共 8 題，其中包含 1 題整體性的題目。  

量表初稿完成後，函請國內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 (如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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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內容效度 (content validity)加以審核。繼而依據專家及

指導教授之建議，修改題目語句、增刪題項，並形成預試使用

量表。  

二、計分方式  

此量表採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包括「非常不同意」、「不同

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選項，分別以 1 至 5

分計分。量表中所得總分數的高低為依據，分數高者為祖孫關

係良好者，分數低為祖孫關係不良者，共計 7 題，得分最高 35

分，最低 7 分。研究者將前七題分數總和與第八題做積差相關，

發現相關係數為 .76(P≦ .001)，顯示兩者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故以前七題分數總和作為祖孫關係量表的分數。  

三、預試分析  

由表 3-4-4 可知，在項目分析方面，首先以 t-test 進行極

端組比較法，顯示每一個題目都具有良好的鑑別度。其次，

各題之項目－總分相關係數 R 值 (item-total correlation)介

於 .78 至 .89 之間，且全數達到 p≦ .001 的顯著水準。至於各

題目之因素負荷量介於 .61 至 .80 之間。顯示量表中各題同質

性高，所測量之概念相同。  

在信度方面，進行內部一致性檢定。整體而言，預試時

以 80 個有效樣本進行分析，求得全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

為 .93，顯示整體量表的內部一致性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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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祖孫情感關係量表之項目分析  

題目  t 值  
相關係數  

R 

因素  

負荷量

1. 我覺得我和祖父母的關係很親密。  8.32*** .83*** .71 

2. 我覺得我和祖父母之間的溝通良好。  10.57*** .88*** .79 

3. 我會和祖父母互相分享心事或交換想法。10.78*** .83*** .68 

4. 我覺得祖父母很瞭解我。  9.41*** .84*** .70 

5. 我覺得我自己很瞭解祖父母。  7.85*** .78*** .61 

6. 我覺得我和祖父母會互相幫忙與支持。  9.62*** .89*** .80 

7. 我覺得我和祖父母感覺是「一體」的。  8.48*** .80*** .62 
***p≦ .001 

四、正式施測信度分析  

正式施測問卷回收後，再次進行內部一致性檢定。整體

而言，全量表的同質性極高，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90，整個量

表的內部一致性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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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方法  

本研究所施測之問卷以電腦進行問卷之編碼與資料之登

錄，然後以 SPSS for Window 11.5 軟體程式進行統計分析。本

研究資料分析主要使用之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及平均數描述研究對象之個人變項、

祖父母個人變項、家庭背景變項、祖父母管教「反應」、「要求」

及「祖孫情感關係」，以描述性的資料來呈現研究對象的特性。 

 

貳、積差相關（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本研究以積差相關來瞭解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及家庭

背景變項與孫子女知覺祖父母的管教及孫子女知覺祖孫情感關

係的線性關係，當預測變項與校標變項間有線性關係時，再進

行多元迴歸分析。  

 

參、多元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以多元迴歸分析孫子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及家庭背景變項

中，哪些背景變項能顯著解釋「祖父母管教」情形；以及孫子

女、祖父母個人變項、家庭背景變項及祖父母的管教中，哪些

變項能顯著解釋孫子女知覺「祖孫情感關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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