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分別探討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管教、祖孫情

感關係及解釋因素。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研究對象為台北

縣市 30 所公立國中或高中附設國中部之七、八、九年級的學生

288 名，調查所得之資料視變項性質及所欲回答的問題，分別以

皮爾遜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等統計方式加以處理。茲將結果所

得之結論及具體之建議分節描述如下。  

 

 

第一節  結論與討論  

     

本節旨在綜合討論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本研究所得到的

主要結論。並依隔代教養家庭之現況描述、祖父母管教情形、

祖孫情感關係情形、祖父母管教之影響因素及祖孫情感關係之

影響因素五個方面依序呈現。  

壹、隔代教養家庭之現況描述  

一、孫子女特性描述  

(一 ) 本研究樣本隔代教養家庭中孫子女性別比例大約為

1： 1。與社會上性別比例相同。  

(二 ) 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排行序以老大最多，約佔三分之

一，其次為老么，佔四分之一，中間子女及獨生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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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約佔五分之一。  

二、祖父母特性描述  

(一 ) 孫子女知覺最主要照顧其生活的祖父母，父系多於母

系、女性多於男性。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孫子女知覺最主

要照顧其生活者為奶奶最多佔 60.1%，其次為外婆佔

20.1%，再其次為爺爺佔 16.0%，最少的則為外公佔

3.8%。顯示大部分隔代教養家庭雖然多為父系祖父

母，但孫子女覺得最主要照顧其生活的人是奶奶。  

(二 ) 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孫子女知覺最主要照顧其生活者年

齡大多在 60 到 79 歲，以 60-69 歲佔最多 42.9%，其次

為 70-79 歲，佔 32.6%，而 50-59 歲及 80 歲以上則較

少。  

(三 ) 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教育程度普遍不高，祖父母教

育程度有四分之三在小學以下，國初中以上學歷的佔約

四分之一。  

(四 ) 大部分的祖父母健康狀況都不錯，有五分之四的健康狀

況都在普通以上，只有五分之一的健康狀況在差以下。 

(五 ) 大部分的祖父母經濟狀況還不錯，約有四分之三的經濟

狀況在普通以上，而經濟狀況在有點不好以下的約佔四

分之一。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比較發現：

祖父母的世系與國外研究結果 (Fuller-Thomson & Min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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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Woodworth, 1996)相反，國外研究結果顯示照顧孫子

女的多為母系祖父母，但與國內研究一致，孫子女認為父

系祖父母較重要者多於母系祖父母 (邱珍琬， 2004；郭俊

豪， 1998；黃佳儀， 2003；賈浩妃， 1998)，這主要是因為

文化上的差異，在父權主義之下，父系祖父母總認為孫子

女是延續宗族的命脈，所以較願意積極、主動照顧孫子女。

另外祖父母性別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研究結果一致 (Kennedy, 

1992；Woodworth, 1996；郭俊豪，1998)，孫子女皆認為祖

母的影響力大者多於祖父，而祖母對於孫子女日常生活上

的照顧、協助也比較多，這可能是因為男性較不善於表達

情感，所以讓孫子女較體會不到祖父的關心。另外在祖父

母的健康狀況部分，國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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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祖父母在協助子女照顧孫子女前，

必須先瞭解自己的身體狀況及體力是否可以負荷，才能真正

協助照顧孫子女。  

三、家庭特性描述  

(一 ) 隔代教養成因以父母離婚最多。隔代教養的成因與比

例：1.父母雙方工作忙碌佔 30.9%；2.因為父母離婚的

原因有 39.2%；3.父母喪偶或雙亡的佔 16.7%；4.只有

13.2%是因為其他因素所造成。  

(二 ) 隔代教養家庭大部分親子關係都還不錯，約有 70%的

子女與父親或母親的關係在普通以上，只有大約有

20%的小孩與父親或母親的關係不好或是非常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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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四分之一的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是從出生就開始

由祖父母照顧。隔代教養家庭中孫子女與祖父母同住

10 年以上的佔二分之一，甚至同住 14-15 年的更超過

四分之一。  

在隔代教養的成因研究上，與國內相關研究 (陳麗欣等，

2000b；羅育吟，2006)的結果一致，國中階段隔代教養主要原

因為：父母離異最多、其次為父母工作、父母喪偶、父母雙亡、

父母不願等。而父母離婚是國內隔代教養成因的主要原因。  

 

貳、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管教的現況  

一、生活照顧的關懷多於學校活動參與  

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對於學校活動的參與及孫子女

休閒活動的陪伴較少，相對的祖父母對於孫子女在生活上的

照顧付出較多。多數孫子女覺得祖父母從來沒有參與學校的

活動 (如親師懇談會 )或陪伴孫子女做一些喜歡的課外活動，這

可能是因為受限於祖父母的年齡、健康狀況、體力及教育程

度，所以對於孫子女學校或休閒活動的參與較少。相對的孫

子女覺得祖父母當我生病或身體不舒服時，祖父母總是會照

顧我，因為是自己的孫子女，對於日常生活的照顧祖父母較

願意也較懂得如何付出並表示關心。  

二、要求生活習慣多於干涉交友  

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對於孫子女在交友方面較不過

問，但是對於孫子女的生活習慣、節儉、安全、守規矩等要

求較多。本研究中多數孫子女覺得祖父母從來沒有規定我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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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交男女朋友，但卻總是要求我用完東西要物歸原位，不可

隨意亂丟、不可以亂花錢、要準時回家、不准隨便罵人，及

與別人打架、吵架、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等。顯示祖父母對

於孫子女在家中的規定、限制及命令多於要求孫子女在學校

的表現。  

三、祖父母的規定、限制與命令高於支持、鼓勵與接納  

整體而言，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

或行為表現較少呈現支持、鼓勵與接納，但是卻有較高的規

定、限制與命令。這應該是與中國傳統的「打罵教育」、「棒

下出孝子」等觀念有關，覺得對於子女或孫子女應該給予要

求、規範，才不容易犯錯，可是卻吝嗇或不善於表達愛與關

心，致使孫子女感覺不到祖父母的支持、鼓勵與接納。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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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孫子女所知覺的祖父母管教多採

取高要求卻低回應的專制權威，孫子女還是希望祖父母可以多

關心他們。而黃佳儀 (2002)研究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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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祖父母應該

更要多付出一些關心與接納，並給予支持與協助，讓孫子女感

受更深祖父母的良好回應。  

 

參、隔代教養家庭祖孫情感關係的現況  

整體而言，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孫情感關係呈現略佳的

現象。在大部分題目上孫子女對於和祖孫情感關係介於不同

意和同意之間，覺得普通的最多，但在得分與理論中點相比

較之下，根據本研究，隔代教養的祖孫情感關係呈現略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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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而在得分平均數的比較下，在「我覺得我自己很瞭解

祖父母」和「我覺得祖父母很瞭解我」兩項比較之下，孫子

女覺得自己瞭解祖父母甚於祖父母瞭解自己。  

 

 

肆、影響祖父母管教的因素－祖父母健康狀況及與父親關係

會影響祖父母「反應」的管教  

祖父母健康狀況會影響祖父母「反應」的管教，而所謂

的「反應」管教就是指祖父母對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

的支持、鼓勵與接納。換句話說，祖父母的身體健康狀況愈

好，則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就會表示愈多

的支持、鼓勵與接納；相反的，祖父母的身體健康狀況愈差，

則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就愈少表示支持、

鼓勵與接納。本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相同 (Creasey & 

kaliher,1994；王鍾和與郭俊豪， 1998；林娟妃， 2004；紀幸

妙，2004；郭俊豪，1998；蘇慧君，1996 )，祖父母的身體健

康狀況會影響祖孫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與父親關係也會影響祖父母「反應」的管教，

也就是說，孫子女與父親的關係愈好，則他們祖父母對於孫

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就會表示愈多的支持、鼓勵與接

納；相反的，孫子女與父親的關係愈差，則祖父母對於孫子

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就愈少表示支持、鼓勵與接納，顯示

父親的參與對與祖孫情感關係具有影響力。但在其他各變項

部分，因為國內外研究對於各變項對於祖父母管教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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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付之闕如，而在本研究中也未能獲得印證。且本研究並

無法回答哪些因素能影響祖父母管教的「要求」，也就是說，

本研究無法回答哪些因素會影響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

的規定、限制與命令。  

 

 

伍、影響祖孫情感關係的因素－「反應」管教及與父親關係  

本研究發現孫子女與父親關係及祖父母的「反應」管教

對於隔代教養祖孫情感關係具有影響力，其中以祖父母「反

應」的管教影響力較大。換句話說，孫子女與父親的關係愈

好，則他們的祖孫情感關係就會愈好；相反的，孫子女與父

親的關係愈差，則他們的祖孫情感關係就會愈差。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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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結果相反，這可能是因為中西文化不同，國外大部分隔代教養

為母系祖父母，所以中間影響者為母親，但反觀國內隔代教養

為多為父系祖父母，所以結果剛好相反，反而是父親的關係對

於祖孫情感關係的影響力較大。  

另外，祖父母「反應」的管教對於隔代教養祖孫情感關

係有影響，也就是說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

的支持、鼓勵與接納愈多，則他們的祖孫情感關係就會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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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的支持、鼓

勵與接納愈少，則他們的祖孫情感關係就會愈差。本研究結

果與郭俊豪 (1998)的研究結果一致，雖然兩個研究工具不一致，

卻有相同的研究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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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祖孫情感關係或是祖孫關係

的確有影響力。  

郭俊豪(1998)的研究發現祖父母年齡對於祖孫關係有顯

著預測力，但在本研究中未得到相關研究結果，可能是因為

研究樣本不同及使用測量工具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結果。而

Creasey與 Kaliher(1994)的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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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關係比較不好，但在本研究卻沒有得到印證，可能是因為

研究工具、研究對象不同，或是必須透過有一些中介因素而

產生影響，而本研究架構未能顯示其結果。但在其他各變項

部分，因為國內外研究對於各變項對於祖孫情感關係的影響

力研究付之闕如，而在本研究中也未能獲得印證。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祖父母健康狀況及與父親關係能

有效影響祖父母對於孫子女支 持 、 鼓 勵 與 接 納 的管教；而

孫子女與父親的關係及祖父母對於孫子女「 反 應 」 的管教，

能影響隔代教養家庭的祖孫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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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期望能對隔代教養家庭

之孫子女、祖父母對孫子女的教育、學校教師對隔代教養家庭

的協助及學生的輔導，以及未來研究者有所助益。  

 

壹、對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的建議  

一、對於祖父母要常懷感恩心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孫子女覺得祖父母管教「要求」比「反

應」來的多，但是身為祖父母也容易陷入「疼孫」與「教孫」

的兩難中，祖父母本來應該是「含飴弄孫」、享受天倫之樂的時

候，但是因為家中子女某些原因，致使祖父母必須重新負擔起

照顧及管教孫子女的責任，對於祖父母在心態上的調整及身體

上、體力上的負荷都是一種很大的壓力，父母有義務要照顧子

女，但是祖父母是沒有義務照顧孫子女的，所以當祖父母願意

提供協助照顧孫子女時，是因為出於愛，出於對自己孫子女的

關愛與照顧，所以孫子女更應該常懷感恩心，感謝祖父母生活

上的照顧、情感上的陪伴及所付出的一切。  

二、祖孫情感關係的互動是雙向的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孫情感關係呈現

略佳的現象。但在每一個內容上，仍有至少十分之一的孫子

女覺得不同意甚至非常不同意，但在孫子女知覺不同意的內

容上，是否孫子女本身也曾主動的與祖父母維持良好情感互

動關係，也許孫子女覺得祖父母不夠瞭解我，但是孫子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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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提供足夠的機會或方式讓祖父母瞭解，尤其祖父母可能

因為年齡較大、體力上較不佳，無法有足夠的時間與精力來

主動關心孫子女，此時，孫子女可以主動的表示關心，或增

加良好互動的機會，陪陪祖父母說說話、做做家事、對祖父

母的生活表示關心等，相信可以增進祖孫之間互動及情感關

係。  

 

貳、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及父母的建議  

一、就祖孫情感關係來看，祖父母不要只是規定、控制與命

令，更要支持、鼓勵與接納  

    由研究結果得知，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對於子女生活

作息或行為表現較少呈現支持、鼓勵與接納，但是卻有較高

的規定、限制與命令。這可能是因為東方人對於愛比較吝於

表現，所以建議祖父母對於孫子女要再多一些關懷、讚美、

獎勵與接納，並給予良好行為表現適度的回應。因為研究結

果也發現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的支持、鼓

勵與接納愈多，則他們的祖孫情感關係就會愈好；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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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少，則他們的祖孫情感關係就會愈差。所以祖父母在管教孫

子女時，應該多給予適當的回應、鼓勵與接納，例如孫子女有

良好的表現時給予讚美，功課進步時給予獎勵，或是陪伴孫子

女一起做一些活動等。祖父母還是要能適度的建立一些合宜規

則讓孫子女來遵守，而不是過度的溺愛或只是一味以祖父母的

威權來打罵孫子女，如此才能有良好的祖孫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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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父母要保持健康的身體  

    隨著年紀的增長，老年人的身體會漸漸衰老，許多疾病也

跟著產生，不佳的身體狀況會影響祖父母與孫子女的互動、管

教及祖孫情感關係。研究中發現祖父母的健康狀況會影響祖父

母對於孫子女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的支持、鼓勵與接納。也

就是說，祖父母的身體健康狀況愈好，則祖父母對於孫子女

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就會表示愈多的支持、鼓勵與接納；相

反的，祖父母的身體健康狀況愈差，則祖父母對於孫子女生

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就愈少表示支持、鼓勵與接納。 

所以祖父母身體的狀況如果不好、疾病纏身，而不能給予

孫子女較多的接納、關懷與鼓勵，甚至會影響祖孫情感關係；

祖父母身體健康的惡化，會讓祖孫情感關係產生較負向的影

響，因為祖父母的疾病通常會影響祖孫之間的互動，包括談心、

幫助、支持等，所以祖父母要先學會更加愛自己、照顧自己的

身體，才能有能力去愛別人及照顧別人。另外祖父母在選擇照

顧自己孫子女之前，也必須先評估自己的健康狀況，必須行

有餘力才能對孫子女有較好的管教及照顧，千萬不要勉強而

行。  

三、中間世代的參與會影響祖孫關係的良窳，對子女應多關心  

    本研究發現，孫子女與父親的關係能影響祖父母「反應」

的管教及祖孫情感關係，顯示中間世代對於隔代教養家庭的重

要。也就是說，父母雖然因為某些因素必須將子女委託給自己

的父母親照顧，但是仍然應該與子女保持良好的互動與關係，

定時的打電話、見面，瞭解及關心子女的生活狀況，建立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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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子關係，對於祖父母的管教及祖孫情感關係能有所幫助，

讓孩子瞭解不管因為什麼原因必須由祖父母照顧自己，但是父

母仍是愛他的，他不只有父母的愛，還比別人多了祖父母的愛。 

 

參、對學校的建議  

一、利用學校相關課程教導學生與祖父母之相處之道  

    學校可以利用綜合活動課程中融入祖孫情感關係相關內

容，增加對老人的認識與瞭解，包括生理、心理、行為、情

緒等；可以設計一些課程內容或作業，增加孫子女與祖父母

的互動；並讓學生進一步瞭解與老人的相處之道，讓學生運

用同理心設身處地的站在別人的立場看事情，並瞭解自己有

一天也會老，學會如何與老人或祖父母溝通及相處，進一步

學會能如何幫助、支持自己的祖父母。  

二、學校應建立隔代教養支持網絡，提供合宜的相關服務  

    學校對於隔代教養的祖父母可以提供生活上的諮詢，例

如：如何增進祖孫關係、管教孫子女，如何尋求社會資源等。

或是協助成立家長小團體，讓同樣是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有可

以一起見面討論的機會，可以輪流發表自己的經驗或是困

難，讓有同樣背景的祖父母有一個溝通的平台，也讓自己扶

養孫子女的過程中不孤單。  

另外，對於學校給家長的通知單或訊息等，應考量到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教育程度而改變方式或方法，讓祖父母

也能確實知道孫子女在學校的狀況，或是需要參與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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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研究發現孫子女覺得祖父母很少參與學校的活動，原

因是因為祖父母不參與或是祖父母不知道，所以需要學校多

費些心思以不同的方式通知祖父母相關活動及訊息。  

三、同儕伙伴的課業協助  

    隔代教養家庭主要照顧者為祖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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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祖父母無法

指導學生的課業問題 (92%)，而本研究也發現隔代教養家庭祖

父母的教育程度普遍不高，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因

素導致祖父母不能受良好的教育，但在對於教導孫子女課業

上可能就會產生一些問題，所以無法勝任孫子女課業的問題。

因此學校應該主動提供學生一些課業上的協助或是經由導師

可從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所在班級中，挑選同學中功課不

錯、品行良好、個性較佳、人際關係良好的同學一兩位，作

為他的「學伴」，協助孫子女的課業。  

 

參、對未來研究者的建議  

一、樣本  

(一 )樣本代表性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力，僅以台北縣市公立國中隔代教

養家庭的國中生為對象，且因為是立意取樣，故無法推論涵蓋

此時期的隔代教養所有學生，建議未來研究能以隨機取樣並將

樣本擴及全台，使樣本更能代表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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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慮城鄉差異  

本研究是以立意取樣的方式，調查台北縣市公立國中隔代

教養家庭的國中生，因為受限於人脈、研究時間及研究費用，

故大部分樣本來自於台北縣的國中生，而台北市國中生的樣本

則較少，且無法廣發各個學校或進行抽樣做調查，所以樣本較

不具代表性，可能會有城鄉兩地的差異，建議未來研究者在研

究對象的選擇上能多考量城鄉平衡，亦或是可做城鄉差異的比

較。  

(三 )樣本數  

另外，本研究的最大限制其實是研究樣本的取得不易，且

問卷回收率不高，只有 60%，有效率為 78%，所以建議未來研

究者若要對相同的研究對象施測，考量回收率及有效率，則需

多發二倍以上的人數才可；另外也可以放大地域範圍來取得樣

本，例如以台灣北區、中區等來取得所需樣本數。  

(四 )不同角度的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的是隔代教養家庭之孫子女進行研究，日後如

能針對祖父母，或是以配對方式進行研究，將更有助於瞭解隔

代教養家庭的管教方式及祖孫關係。  

(五 )不同年齡階段的孫子女  

    本研究對象為隔代教養家庭國中階段的孫子女，建議未來

研究對象的選取可以針對不同年齡之孫子女，如國小、國中、

高中等，進一步分析不同求學階段的孫子女與其祖父母的關係

及所知覺得的管教方式是否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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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進行調查，雖然能較快速獲得大量的資

料，卻無法獲得深一步的瞭解祖孫關係，而且管教方式與祖孫

關係是一連續性互動的過程，若能針對特定對象輔以質性研究

做深度訪問或是長期的追蹤研究，將有助於瞭解隔代教養家庭。 

三、研究工具  

     國內對於管教方式的研究工具，大致上皆修訂自王鍾和

(1993)之「父母管教方式」量表而成，但在祖孫關係的研究工具

上，則較無符合台灣文化的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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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祖孫關係量表的修

訂應考量國情文化之差異性，建立一套符合台灣文化的工具。  

五、研究主題  

國內有關於隔代教養祖孫關係的研究實在不多，而本篇以

影響祖父母管教方式及祖孫關係相關因素之探討為主，在未來

的研究上，可以更深入瞭解祖父母的管教方式及祖孫關係對於

孫子女在學業成就、情緒發展、人際關係或是偏差行為等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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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過程，因受限於人力、物力及時間等因素，呈現研究

限制如下： 

 

壹、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僅以台北縣市公立國中或是高中附設國中部七、八、九

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且在台北縣市上的分配亦不平均，且為

考量城鄉平均，故本研究無法推論到所有隔代教養家庭中的情況。 

 

貳、抽樣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為顧及樣本施測的時間及問卷回收的有效性，所以以研

究者本身的人脈及透過電話聯絡願意協助的學校輔導室發放問

卷，而非隨機取樣，故本研究樣本不具代表性，亦不能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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