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本章擬分為三節，第一節、研究緣起，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名

詞釋義，茲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 隔代教養家庭數目逐年增加 

「隔代教養」在台灣雖然不是一個新名詞，但近年來此種替代親職家庭

數目的顯著增加引起了整個社會的高度關切。國內有越來越多的祖父母承擔

起全職照顧孫子女的責任，民國八十四年隔代教養家庭比例為 0.08%，到了

民國九十四年，隔代教養家庭增加為 2.20%，比起民國八十四年多了 2.12%

（內政部，2006)，顯示隔代教養已逐漸成為應予以重視的議題。薛承泰(2002)

分析臺灣地區最近兩次(1990 年與 2000 年)戶口普查之原始資料發現隔代教

養家庭總數由 1990 年 38870戶增至 2000 年 80986戶，足足多了四萬兩千多

戶，顯示越來越多的父母將親職權交給祖父母。 

隔代教養家庭增加的原因與社會變遷有關，因為隔代教養的成因由許多

社會因素形成，例如：雙親死亡或生病、離婚、遺棄、無足夠經濟能力扶養、

外出工作、未婚懷孕、入獄、家庭暴力、或孩子被虐、忽視等（Kornhaber, 

2002）。因此，當前述這些因素發生的機率增加時，隔代教養家庭也可能有

增加的趨勢，例如離婚率逐年增高，十五歲以上人口離婚率從民國 80 年的

2.37%增加到民國 94 年的 5.80%（內政部，2005a），而父母離婚的兒童其主

要照顧者為（外）祖父母者為 23.42%(內政部，2006)；家暴案件增加，根據

內政部(2004)資料顯示，家暴中心服務案件中的兒少保護件數從民國 91 年

4590 件增加為民國 92 年的 5605 件，這些因素使得家庭可能面臨解組或瓦

解，而祖父母經常扮演第二道防線以維繫家庭的完整性，替代中間世代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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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年的子女。近年來，國人平均餘命延長，男性從民國 80 年的 71.83 歲

增加到民國 94 年的 74.5歲，女性從民國 80 年的 77.15歲增加到民國 94 年

的 80.8 歲(內政部，2005b)，可預測將來成為祖父母的年數會增長，因此，

祖父母承擔教養孫子女責任的現象將可能繼續成長。 

二、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逐漸受到關注 

過去研究發現這些替代親職的祖父母比一般的父母承擔更多的親職壓

力（李玉冠，2000；邱珍琬，民 2004；紀幸妙，2004），這樣的情形可能間

接對孩子的身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吳佳蓉（2002）指出非隔代教養家庭的

孩子在「學習適應」、「師生關係」、「同儕關係」上的表現比隔代教養家庭的

孩子來得好，因此呼籲學校及教師多費心瞭解並協助隔代教養家庭。紀幸妙

（2004）指出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健康情形較差，在教育孫子女後，多數

出現生活困擾多、健康走下坡等負面影響。在陳麗欣、翁福元、許維素及林

志忠（2000b）的研究中發現絕大部分的國小老師認為隔代教養的正面影響

相當少，至於負面的影響則包括祖父母年紀大體力差、語言溝通問題、價值

觀差異、管教態度與技巧不理想、文化刺激較弱、環境較封閉等。王鐘和及

郭俊豪（1998）因此建議學校利用輔導相關課程教導學生與祖父母和樂共處

之道，為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提供適當的親職知能，教導他們有效地管教孫

子女。 

在政策推動上，教育部從民國八十八年開始推動學習型家庭方案，促使

許多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開始辦理「隔代教養學習型家庭方案」，其活動方

式包含了讀書會、家庭旅遊、成長團體，活動中融入趣味性以營造出輕鬆而

活潑的氣氛，吸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參與，例如花蓮縣家庭教育中心與

學校合作辦理了「大手牽小手，爺倆好邁步向前走」。從民國八十五年開始

推動的教育部「教育優先區計畫」中亦將隔代教養家庭和其他例如單親、新

移民、親子年齡差距過大等家庭納入首要推動親職教育方案的重點對象(教

育部，2003)，顯見親職教育對隔代教養家庭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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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隔代教養家庭的親職教育需求有待探究 

然而，政策的推動是否能夠成功，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藉由成果的

評估來調整政策的方向。然，在「學習型家庭方案」的成果彙報中僅見執行

單位對執行歷程的描述，在參與者的評估部分，多僅以簡單的滿意度呈現（李

富言，2001）。而教育部在民國九十三年雖然曾經對九十一年及九十二年的

「教育優先區」辦理學校進行一訪視評鑑，但其訪視結果報告亦僅針對學校

是否確實執行計畫進行評估，未對參與者進行訪談或調查（教育部，2005b），

無法知悉這些活動是否能真正符合他們的需要。 

美國自 1980 年代展開第一階段隔代教養家庭支持方案的推行，主要以

社區、非正式團體組織的支持方案設計為主；到了 1990 年代中期第二代支

持方案興起，改以成立較具全國性組織來支持隔代教養家庭方案，且從政策

制訂支持的措施（陳麗欣等，2000b）。努力至今，美國已針對隔代教養家庭

發展許多教育方案，全美亦成立許多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支持團體，並有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協會提供各種活動。雖然中美的隔代教養成因不盡相同，

隔代教養責任對祖父母造成的壓力卻可能是一致的，當愈來愈多的教師發現

校園裡的隔代教養現象逐漸增加時（黃惠娟，2004），站在教育的立場，我

們需要發展一套完整的支持體系，而美國在教育體制內為隔代教養家庭所做

的服務及提供的支持就可以提供很多資訊。國外有一些評估祖父母親職方案

或親職支持團體的研究，肯定了方案帶給祖父母的支持和幫助。例如，Strom

和 Strom(2000)發展的祖父母教育課程，其評估結果顯示，有參加課程的祖

父母其教養技巧得到改善；Lawrence（2002）以接受居家親職教育課程服務

的祖父母作為研究對象，發現祖父母在親職教育之整體技巧獲得改善，尤以

溝通互動、增強並示範適當行為的進步最大。 

反觀國內對隔代教養家庭支持網絡的建構仍屬於萌芽階段，亟待更多元

的人力、物力、財力投入這個領域的同時，也應對目前在教育優先區計畫內

的學校針對含隔代教養家庭在內所推動的親職教育加以研究。國內過去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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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育所做的研究在主題方面可分為兩類，一類為探討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

的態度與需求（陳貞妃，2002；陳曉慧，1998；張淑芬，2002；曾春霞，1998；

楊政勳，2001）；另一類為親職訓練團體之實証研究（林世莉，2002；張子

正，1998；劉姿吟，1992；顏碧慧，1994）；另就對象來看，國內有關親職

教育的研究其研究對象多以國中小學童的父母親為主，僅有陳貞妃（2002）

以 431 位高雄市國小學童的祖父母作為調查對象以瞭解祖父母的親職教育

需求與參與意願的情形，相對於一般父母所需要的親職教育來說，我們對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親職教育需求之理解十分有限。然而，對隔代教養家庭

實施的親職教育必須要符合他們的需求，才能協助他們勝任替代親職的角

色，進而對孫子女產生正面積極的影響。 

四、 學校是提供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有效管道 

學校作為實施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場域最主要的優勢在於

其可及性高與具備辦理親職教育的專業性。傳統上，學校是提供傳道、授業

與解惑的教育場所，學校的主要職務在對學生知識的傳遞與技能的培育，然

時代的變遷使得學校愈來愈無法自外於其所處社會情境，由於學校是提供人

群服務介入最自然的情境，且學校對於有需求的兒童及家庭而言是具有相當

的可近性的，所以將近一百年來，將學校資源與人群服務相連接或整合的努

力工作一直持續在進行著（張英陣、彭淑華，1999）。Morton-Young（1995）

也認為在變動的社會裡，學校是大部分的孩子都必須去的一個地方，且是最

可能縮短遭逢家庭劇變孩子的發展差距的機構。國外有幾個方案研究都指出

學校是實施隔代教養家庭支持方案的合適場所。例如 Burnett（1998）對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所進行的一支持團體研究中就發現，祖父母在前後測的表

現突顯出藉由為期八週的支持團體活動可以減緩其沮喪症候群（depressive 

symptoms）、增加祖父母們尋求社會支持與計畫性問題解決的能力等，而這

項研究比較特別的是支持團體舉辦的場所位在一所小學裡，Burnett 指出學

校和其他如小兒健康照護提供者、老人中心、教堂等都是比較正式的社會組

織，對祖父母來說可及性（accessibility）較高，好處是祖父母送孫子女到學

校後就可以直接參與，其出席率與參與的興致都相對地提高了。另外 E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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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所提出的「隔代教養家庭學校支持網絡」（the Grandfamily School 

Support Network）對隔代教養家庭來說是一結構化的社會與學業支持系統，

目的在提供隔代教養家庭一個減少壓力與壓力症候群的機制，及改善隔代教

養家庭學童的學校表現，這個方案所執行的場域也是學校。而 Rogers 和

Henkin（2000）選擇在學校場域實施”Grandma’s Kids”方案，主要的原因也

是因為學校在處理被親戚所照顧的孩子之需要時是一待開發且自然的資

源。國內雖然沒有相關的方案研究佐證學校是實施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

教育的適當場域，但在周麗端（2004）以全國六百四十餘萬戶為對象，採分

層隨機叢集抽樣方式進行的「國人家庭教育需求」分析中顯示，民眾所參加

過的家庭教育活動主辦單位大多是學校或社區/村里辦公室，當問到「願意

參加哪些單位辦理的家庭活動」時，也是以社區/村里辦公室所舉辦的家庭

教育活動願意參加的人最多，其次是學校及文化中心，由此可見，學校在一

般民眾心中是一可親近的機構。 

近年來「社區學校化」及「學校社區化」的概念興起，使得學校不再是

兒童、青少年及少數菁英份子的學習場域，學校所舉辦的親職教育講座，不

但學校家長可以參加，一般社區民眾也可以參與，學校也漸漸從封閉的型態

轉為社區型的學校（張鐸嚴、何慧敏、陳富美、連心瑜，2004）。親職教育

的推廣機構主要有學校與社區兩大類，根據伯格（Berger, 1995）的分析，學

校就是親職教育的推廣中心，透過相關的親職教育方案、資源與支持系統，

而形成一個擴散體系，直接影響父母、兒童及社區（引自黃德祥，1997）。

由一份威斯康新州 Polk與 Burnett 兩郡所發行的季報標題「Schools Support 

Grandparents」可以看出學校在隔代教養家庭所需要的支持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Polk / Burnett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newsletter, 2002）。

Rothenberg（1996）也認為學校可以幫助祖父母處理第二次親職所帶來的壓

力。另外，在實施已逾十年的教育優先區計畫中，亦針對符合指標三，亦即

隔代教養在內的特殊家庭型態學生比例偏高之學校，鼓勵其辦理「推展親職

教育活動」等項目，藉此增加家長對子女的教養觀念，加強家長與學生的親

子關係，足見學校具備實施親職教育的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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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論述，由於研究者任教於嘉義縣，又發現隔代教養的情形在國小比

在國中普遍（陳麗欣等，2000b），本研究擬透過個案訪談及文件分析，針對

三所嘉義縣實施教育優先區計畫的國民小學進行研究，希望能夠對學校實施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相關問題有一個深入的瞭解，同時提供未來

可能的實施途徑，作為相關單位實施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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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研究目的 

綜合第一節之論述，本研究擬以嘉義縣國民小學為對象，探討學校實施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現況。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探討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情形。 

（二） 分析隔代教養對祖孫的影響。 

（三） 瞭解學校推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與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

參與的情形。 

二、 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為： 

（一）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對孫子女的教養內涵為何？ 

（二）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對孫子女的教養方式為何？ 

（三）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在教養孫子女遇到的問題為何？ 

（四） 隔代教養對祖父母的影響為何？ 

（五） 隔代教養對孫子女的影響為何？ 

（六）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因應策略為何？ 

（七） 隔代教養家庭的優勢為何？ 

（八） 學校實施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情形為何？ 

（九）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參與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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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隔代教養家庭 

指孫子女因故無法與父母親同住，而只與祖父母同住；且祖父母代理父

母親角色，對孫子女負起所有的養育管教職責的家庭（李淑娟，1999）。這

裡所指的祖父母包含：父系祖父、祖母（又稱爺爺、奶奶）及母系之外祖父、

外祖母（又稱為外公、外婆）。具體而言，本研究所指的隔代教養家庭為狹

義隔代教養家庭，乃是父母雙方因為監禁、棄養、死亡、生病、長期外出工

作、吸毒、虐待、離婚等原因無法履行照顧孩子職責，而長期將孩子交給祖

父母照顧長達三年以上的家庭。 

二、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 

在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定義上，採用 Chenoweth（2000）的

概念，將之稱為「使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有效賦權的策略」，而其類型則融

合了 Kroth和 Otteni(1983)、Kaiser等人 (1999)對親職教育活動的看法。Kroth

和 Otteni認為親職教育可涵蓋三方面的活動，例如：協助家長找尋社區的資

源、為家長舉辦研習會與討論會並成立支持性團體、針對個別家長的需求提

供必要的資訊與協談服務等。而 Kaiser等人則認為，親職教育包括提供家庭

可能的服務及支持，提供父母親特殊的技能和策略以協助兒童的發展和學習

等方式。Kroth和 Otteni對親職教育方式的定義較具體，但 Kaiser等人所提

出的定義則較為廣泛，因此本研究融合以上兩位學者的看法，將隔代教養家

庭祖父母親職教育之實施方式分為以下四類： 

1. 為家長舉辦研習會與討論會或成立支持性團體 

包括透過親職講座、座談會、讀書會、父母成長團體、支持團體（support 

group）等方式，使家長獲得親職教育相關觀念、資訊或技巧，以增進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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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能力，進而改善親子關係。 

2. 針對個別家長的需求提供必要的資訊與協談服務 

包括書面與電子通訊、家庭訪問、諮詢等。所謂書面與電子通訊包括學

校所發行的簡訊、聯絡簿、電子郵件等；而家庭訪問也包括電話訪問或親師

約至公共場合面談等多元形式；諮詢則是針對有特殊需要的家長提供的個別

方式，包含面談或電話熱線（hot line）。 

3. 協助家長找尋社區的資源 

包括學校協助有特殊需求（如低收入、照顧其他孫子女而有托育需要等）

的家長連結到其他可行資源的方式，例如：轉介到社福單位、社區機構或醫

療單位等。 

4. 學校提供協助兒童發展和學習的服務 

包括學校所提供可以協助隔代教養家庭學童克服家庭文化弱勢的課後

輔導、夏令營或其他生活學習課程。 

三、 教育優先區 

教育部從民國八十三年起，提出了「教育優先區」的概念，於八十四年

度進行試辦，針對「地震震源區或地層滑動區」、「地層下陷地區」、「山地及

離島地區需要特別建造」、「試辦國中技藝教育中心」及「降低班級人數急需

增建教室」等五項指標之學校予以專款補助。繼八十四年度教育優先區的試

辦經驗，教育部於八十五年度起擴大辦理「教育優先區計畫」，並擬定十項

教育優先區指標，至今教育優先區計畫實施已逾十年，其間亦經過多次的修

正，其中指標三在九十三年度與九十四年度的內涵稍有不同，九十三年度的

教育優先區計畫中指標三是指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學生及外籍、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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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子女合計人數佔全校學生總數 20%以上或達三十五人以上（教育部，

2004），在九十四年度則是指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學生、

親子年齡差距過大及及外籍、大陸配偶子女合計人數佔全校學生總數 20%以

上或達三十五人以上（教育部，2005a），值得一提的是，到了九十五年度，

指標三變成了指標二，外籍與大陸配偶子女不包含在指標二中。不論是九十

三或九十四年度，符合指標三的學校可以申請的補助項目皆相同，包括有：

「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辦理學習弱勢學生之學習輔導」、「補助文化資源不

足學校發展教育特色」、「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與「充實學童午餐設施」等

（詳附錄一），而前兩項補助項目需要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孫直接參與，因

此本研究便以學校是否申請此兩項補助項目作為選擇個案學校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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