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擬分為三節：第一節、隔代教養家庭；第二節、隔代教養對祖孫的

影響；第三節、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隔代教養家庭  

ㄧ、 隔代教養家庭的定義與類型 

如同單親家庭是一個異質性的族群一樣 (張英陣、彭淑華，1998)，隔代

教養家庭的定義與分類也有多種不同的說法。在定義方面，傅佩榮（1994）

指出家中缺少中壯代的照顧和督促而由祖父母及孫子女所組成的家庭稱之

「隔代教養家庭」。有些學者描述隔代教養家庭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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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薛承泰（2002）認為隔代教養

家庭必須符合兩個條件：不論「戶長」婚姻狀態為何，必須無「子女」同住；

且「孫子女」當中至少一位未滿十八歲且未婚。綜合前述，以周麗端等人對

「隔代教養家庭」的定義較為清楚完整，故本研究將以此定義作為選取研究

對象的指標之一。 

另就隔代教養家庭類型而言，Bryson 和 Casper(1999)從家庭結構來區

分，將隔代教養家庭分為兩類，一類是以祖父母為主的家庭類型，另一類則

是以孫子女之父母為主的隔代教養家庭。以祖父母為主的隔代教養家庭類型

又可分為五類：（1）祖父母與孫子女及其雙親或任一方同住；（2）僅祖父母

與孫子女同住；（3）祖母與孫子女及雙親或任一方同住（4）僅祖母與孫子

女同住；（5）以祖父為主的家庭。以孫子女之父母為主的隔代教養家庭可再

分為四類：（1）孫子女與其雙親及祖父母同住；（2）孫子女與其雙親及祖母

同住；（3）孫子女與其雙親之一及祖母同住；（4）孫子女與其雙親及祖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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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第一類型的隔代教養家庭由祖父母負責主要的家庭責任，後一類型的隔

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扮演一協助者角色，主要的家庭責任仍由孫子女的父

母負責。 

Jendrek（1994）則是以祖孫相處時間及監護權來區分，將隔代教養家庭

分為三種類型：（1）日間照顧型：祖父母僅負責孫子女白天之照顧責任；（2）

同住型：祖父母無監護權之隔代教養家庭或三代同堂型家庭；（3）監護型：

祖父母成為孫子女合法的監護人（guardian），表示祖父母對孫子女的教育、

醫療和管教有決定權，且需負起全權的養育責任。在國外，祖父母合法保護

孫子女的情形還可分為祖父母獲得監護身份（custody order）及祖父母領養

（adopt）孫子女兩種，獲得保護身份的祖父母大多是因為父母離婚而暫時

獲得孩子的監護權，而當祖父母合法領養孫子女時表示祖父母擁有為人父母

所有的權利與義務。 

將隔代教養家庭分為廣義與狹義二種是另一種分類方式，所謂廣義的隔

代教養家庭指的是祖父母任一方與孫子女有共處的時間、承擔任何教養之責

的家庭，例如日間照顧型的隔代教養家庭。而狹義的隔代教養家庭則指孫子

女之父母完全放棄擔負孩子的教養責任者，例如僅祖父母與孫子女同住、僅

祖母與孫子女同住或以祖父為主的家庭，在這種家庭中，不論祖父母是否具

備合法的保護權都承擔了父母的責任，所謂「Skipped generation families」

就是指這種狹義的隔代教養家庭（ Goldberg-Glen, Sands, Cole, & 

Cristofalo,1998）。 

歸納前述，隔代教養家庭的分類中以狹義型的隔代教養家庭最需要關

注，因為中間世代長期缺位使得祖父母必須擔負起孫子女的管教和養育責

任，孫子女的身心發展受祖父母影響深遠，祖父母所扮演的親職角色也面臨

許多的挑戰。因此，狹義型隔代教養家庭所呈現出的教養困境及親職教育需

求對親職教育的規劃具有重要意義，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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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隔代教養家庭成因 

根據研究顯示，各種社經地位及種族都可能出現隔代教養家庭，但總括

來說，形成隔代教養家庭的原因包括：雙親之一死亡、遺棄、入獄、嗑藥、

失業、漠視或虐待孩子、心理疾病、未婚懷孕、離婚等（Fuller-Thomoson, 

Minkler, & Driver , 1997）。在美國，由祖父母承擔主要照顧責任的隔代教養

家庭多半是因為父母不能或不願照顧孩子，而主動或被迫將親職角色交由自

己的原生家庭親屬照顧。Jendrek(1994)曾經使用封閉式問題調查 36 位隔代

教養家庭祖父母，發現這些祖父母之所以承擔照顧責任是因為孫子女的母親

有情緒問題（72.7%）；祖父母不想讓孩子被安置在其他地方（53.1%）；母親

濫用藥物（52.8%）；孫子女的母親有心理疾病（48.3%）；孫子女的母親有酒

癮（44.1%）。由 Jendrek所呈現的數據，可以發現母系的負面因素在美國是

形成隔代教養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反觀臺灣地區，形成隔代教養家庭的成因有：離婚率高、女性就業人口

增加及社會問題增加等因素（陳麗欣等，2000a）。後來的研究也呼應了陳麗

欣等人的說法，例如吳佳蓉（2002）以 169位花蓮縣國小高年級隔代教養學

童及黃佳儀（2003）以台灣北區國小五、六年級 262位隔代教養學童所做的

調查中都發現，隔代教養成因以父母親工作最多，父母親離婚次之。簡言之，

目前臺灣地區隔代教養家庭的成因大部分歸諸於因為女性就業人口增加而

產生許多雙薪家庭，當夫妻忙於工作無法兼顧孩子教養時，也尋求父母協

助；因為離婚率高使得單親家庭為求家庭功能之健全發展而尋求父母之協

助；受刑人家庭或身心障礙家庭因無法照顧親生子女，祖父母是必然的協助

者；另外，有更多的原住民家庭因工作離鄉背井而將孩子交給祖父母照顧（劉

若蘭，1998）。 

從國內外的研究可以觀察到隔代教養家庭的變化與社會的變遷息息相

關，離婚率、失業率、犯罪率的升高都可能導致隔代教養家庭的形成。當這

些因素持續發生時，隔代教養家庭的數目必然跟著成長，且因著不同成因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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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不同的隔代教養家庭類型。當祖父母是因為負面因素（如：雙親之一死

亡、遺棄、入獄、嗑藥、失業、漠視或虐待孩子、心理疾病、未婚懷孕、離

婚）而提供教養協助時，祖父母本身及孫子女的心理適應比起中間世代長期

在外工作的隔代教養家庭祖孫更為複雜，因此隔代教養成因背後所代表的意

義不容忽視。 

三、隔代教養家庭現況 

陳麗欣等（2000a）指出隔代教養家庭增加的趨勢受到家庭結構改變（如

單親家庭、未婚生子）及經濟情況變動（如父母在外地工作或失業）的影響，

也就是說離婚率、未婚懷孕、女性投入就業市場比例的增加，相對使得隔代

教養家庭越來越多。目前，台灣地區隔代教養家庭戶數的統計資料，以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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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

明確，其研究指出隔代家庭總數由 1990 年 38870戶增至 2000 年 80986戶，

十年之間足足多了四萬兩千戶。薛承泰認為，這是因為人口高齡化使得祖父

母人口增加與單親現象的綜合效果，也就是可能有越來越多單親父母將子女

送回自己的「原生家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來協助扶養。至於台灣地區

的隔代教養學童數，目前沒有完整的推估資料，僅有商業周刊（黃惠娟，2004）

針對全台 1500 所小學進行的「隔代與單親兒趨勢調查」當中指出，隔代兒

加單親兒童的比重超過一成（11.07%）。 

對於隔代教養家庭，我們需要更詳細的統計資料以瞭解隔代教養家庭增

加的趨勢與其家庭結構的組成，例如：隔代教養家庭的人口結構及隔代教養

學童人數等。除此之外，學校在規劃隔代教養親職教育之前也必須以此資料

為依據，因此，學校的隔代教養家庭學童比例也成為本研究要掌握的資料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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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情形 

（一） 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內涵 

在教養內涵方面，祖輩基本上以維護孫兒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生理的

安全與保護為第一考量（邱珍琬，2004）。多數祖父母承襲舊傳統倫理而不

擅表達自己的想法，將慈愛埋藏心底，將對孫子女的關愛停留在食衣住行育

樂的生理需求上，很少會主動跟孫子女聊天做情感表露（李玉冠，2000）。

許玉玲（2000）以七個多月的時間觀察一位偏遠地區的五年級隔代教養小女

孩所生活的學校與家庭世界，她看見這位小女孩的祖父母儘管家境拮据，對

孫女的生活照顧已經盡可能地無微不至，譬如說她們每天還是會給孫女零用

錢，為的是不讓孫女比不上別人；下雨天的時候，捨不得讓孫女奔波勞累、

騎腳踏車上學，而讓她花錢坐公車；天冷的時候，捨不得讓孫女碰冰冷的水，

不讓她洗碗盤，提供了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讓孫女安穩地長大。李玉冠

（2000）訪談十六對祖孫後發現，多數個案祖孫的互動大多集中在日常生活

的瑣事和休閒上，如：看電視、做家務、做功課或偶爾假日做花費少的旅遊

等，尤其是看電視這項活動，是多數祖父母們認為打發孫子女吵鬧或減輕疲

累有利的工具。 

（二） 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方式 

在教養方式上，李玉冠（2000）發現隔代教養祖父母管教方式以不一致、

放任寬鬆最多，有的祖父寬鬆放任，祖母專制嚴厲，或者是喪偶的祖母對不

同孫子女有不同的管教態度，使得孫子女自覺自己是成為爭執、衝突的焦

點，使家庭欠缺凝聚力；有時候祖父母是基於憐憫孫子女無法像一般孩子有

個父母雙全的正常家庭，而以更加溺愛和順應要求的方式彌補孫子女所欠缺

的愛和物資，以降低自己的愧疚心理。有些祖父母即使孫子女有不當行為出

現，在責罰後一想起孫子女的遭遇---無父無母無人疼愛時，會特別順應孫子

女的要求，也容易讓孫子女投其所好學會看祖父母臉色行事或人格上較自

我、為所欲為，使祖父母在「教孫」與「疼孫」之間落入兩難的局面（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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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2000）。王怡又（1999）觀察兩位由祖父母教養的幼兒，發現祖父母照

顧幼兒時，對幼兒的行為有較好的耐性，也有更多憐愛、寬容與順從，但祖

父母習慣幫孫子做事情，所以較容易養成孫子女依賴的習慣。同樣由祖父母

照料的孩子會隨著祖父母的教養方式、個人特質及家庭情境因素的不同，發

展出不一樣的性情與自我。許玉玲（2000）則觀察到祖父母對孫女採取的是

雙重標準的教養態度，嘴裡說的是嚴格管教，但實際卻是無為而治，似乎交

錯著嚴格與放任，養成孫女善於察言觀色，既懂事又叛逆的性格。邱珍琬

（2004）訪談十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歸納出主要的教養方式以說教、懲

處、訓斥居多，但也加上舉例說明、同理、鼓勵、詢問與陪伴等。 

（三） 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問題 

祖父母由於時間的間隔、時代的轉變，在教養過程中，包括語言溝通、

孫子女的身心發展與特殊需要、價值觀念的改變、管教方法與態度、文化刺

激等方面均可能產生問題。隔代教養家庭的祖孫互動最常面臨的挑戰包括：

祖孫語言溝通與價值觀的衝突、管教態度與技巧的不當、文化刺激不足、資

訊封閉等（陳麗欣等，2000b）。尤其當孫子女有特殊需要或面臨特殊情形，

如：父母藥害、HIV/AIDS 等疾病而需要特殊知識時，更會造成祖父母在教

養上的困擾（Joslin, 2000）。黃政吉（2000）以桃園及彰化少年撫育院收容

隔代教養家庭少年為研究對象，發現隔代教養家庭少年之撫養者，其教育程

度多為不識字或國小程度，教育程度普遍不高，對於親職教育似有劣勢的影

響；且受撫養者的課業無法進行輔導及督促，可能造成受撫養者沒有成就感

而失去求學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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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隔代教養對祖孫的影響 

一、 隔代教養對祖父母的影響 

由於文化與立法情況的差異，美國以母系祖父母擔任教養人居多，而我

國則以父系祖父母擔任教養工作居多（邱珍琬，2004）。由於絕大部分為非

自願接下教養工作，因此在心境上較多無奈，若教養原因是因為孩子生活困

阨、不負責任，則容易造成祖父母不願宣揚、向外求助，而阻礙了潛在的協

助資源（Bowers & Myers,1999）。Morrow-Kondos、Weber、Cooper和 Hesser 

(1997)以質性訪談方式訪問了十位中產階級的白人祖父母，他們發現這些擔

負孫子女照顧責任的祖父母最主要的壓力源來自於三方面：與他們的子女接

觸、與照顧孫子女有關的法律議題、與替代親職有關的議題等。此外，這些

受訪者也反映出對子女行為感到失望和罪惡，對照顧工作感到勞累，以及經

濟上的壓力。 

Joslin(2000)指出隔代教養祖父母可能因職責所在而掩飾自己情緒問題

的徵狀，使得身心耗損更大。對於孫子女的學業，祖父母常因本身能力不足

或經濟因素不允許而不能發揮督促或協助功能（Strom＆Strom, 2000）。與一

般不必負責教養責任的祖父母比較，隔代教養祖父母較易產生角色衝突，也

就是管教角色與慈愛祖輩角色的衝突（Johnson, 1988）。隔代教養家庭祖父

母在工具性支持需求（如財務與喘息機會）、社會支持需求、親職角色壓力

程度上，都顯著提高，顯出其角色的複雜性（Musil, 1998）。 

根據Whitelaw和 Liang（1991）的說法，健康的定義被細分為三方面：

生理、心理以及社會健康（引自 Soloman & Marx, 2000）。生理健康的範圍

包括了疾病（慢性與急性），功能性能力（functional ability，如 ADLs），以

及自評健康等。心理健康則包含了抑鬱、焦慮、心理問題和生活滿意度。社

會健康，即「社會關係」，則反映出與他人互動的質量，而這個他人通常指

家庭和朋友。這三種健康面向是相互影響的，社會關係或社會支持同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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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生理和心理健康，社會關係良好的人活得較久且有較好的生理健康。同樣

地，生理和心理健康一樣影響一個人在社會上和他人互動的能力，功能上有

所限制的人可能無法參與社交，而有嚴重抑鬱者一般不喜歡社交（Soloman & 

Marx, 2000）。 

綜合相關文獻，可將隔代教養對祖父母的影響分為經濟問題、生理健

康、心理健康、社會關係等四個方面做討論。 

（一） 經濟問題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為了因應新的責任與任務常需要更多的金錢來源

及支助，但一般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通常收入有限而面臨經濟上的窘境。

Jones(2003)透過訪談 33位親屬照顧者（relative caregiver）以瞭解親屬家庭

(kinship family)的長期需要，照顧者所列出的需求為：經濟協助、對孩子的

醫療協助、喘息照顧、情緒支持、社會支持等，由此可以知道經濟問題仍是

他們最企盼得到解決的部分。再者，研究發現，祖父母必須辭去工作或重新

工作以符合新角色的需要，而是否繼續工作則關乎祖父母的自尊、自我價值

以及經濟上的壓力(Glass & Huneycutt, 2002)。 

當隔代教養祖父母缺乏足夠的財力時，例如無法讓讓孫子女參加補習、

才藝班及寒暑假的營隊活動，也會使得使得孫子女的學習成就受到影響。許

多祖父母儘管遭受經濟上的諸多困難，卻不知道可以提供協助的資源與機構

有哪些，遑論去求助，當然其本身的資源管道不足與面子上的考量也是原因

之一（邱珍琬，2004；Strom & Strom, 2000）。李玉冠（2000）指出隔代教養

家庭中的祖父母及孫子女都屬於依賴人口，不適就業且不易在職場上與人競

爭，較年輕的祖父母大多只能做農事、洗碗、清潔等雜工，年邁的祖父母就

以拾荒為業，若祖父母都無法從事生產而沒有收入時，長孫子女就必須半工

半讀以減輕家計負擔，最後，往往形成祖父母快速老化、孫子女放棄升學提

早就業而阻礙了個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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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隔代教養家庭的經濟狀況影響祖父母與孫子女的身心福祉頗

鉅，當生理需求無法被滿足時，親職教育的吸引力將非常有限。所以幫助隔

代教養家庭提升其經濟能力或減輕其經濟負擔的策略可能是當務之急，如何

透過親職教育的方式傳遞給隔代教養家庭，將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 生理健康問題 

Minkler和 Roe(1993)針對 71位擔任孫子女主要照顧責任的非裔美人祖

母調查其身心健康狀態，他們發現近乎一半的祖母很關心自己現在的健康，

有很多祖母指出在過去六個月曾經經歷過僵硬、腫脹、背痛、胃痛及心臟毛

病等問題；超過三分之一的祖母說他們在照顧孫子女之後健康狀況變得更

差。Minkler 和 Fuller-Thomson (1999)比較有帶孫和沒帶孫的祖父母在自評

健康、功能性健康與對健康滿意度的差異情形，發現帶孫祖父母顯著地在四

種日常生活活動上（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ADLs）受到限制，例如：

在屋內走動、作例行家事、爬樓梯及走六條街，高達五成的機率有日常生活

活動（ADLs）的限制，且明顯地健康滿意度及自評健康較低。在國內也有

研究者發現當祖父母擔負教養責任後，因生活作息被打擾、無法充分運動及

就醫而影響其生理健康，身體健康狀況遠不如昔，心臟病、高血壓、失眠等

症狀接踵而來（吳婉慧，2000），直接影響了祖父母對孫子女照顧或投入的

程度，間接影響了孩子的發展及適應。另外，撫養者人數也直接影響了祖父

母的生理健康，紀幸妙（2004）發現有人協助帶孫的隔代教養祖父母，會有

較良好的健康狀況。 

Minkler 和 Fuller-Thomson (1999)認為造成祖父母在功能健康上受限可

能是因為生活上的壓力及缺乏資源所導致，照顧責任可能加重帶孫祖父母對

日常生活活動受限的感覺，他們一天可能要比非帶孫祖父母爬好幾次樓梯去

照顧孫子女，但祖父母傾向於低估自己的健康狀況，自願照顧孫子女且從照

顧責任中獲得滿足感的祖父母傾向於正向評估自我健康狀況，與實際上的健

康狀況頗有出入，尤其是對年老的祖父母來說，照顧責任使得他們忽視了自

己的健康狀況，可能讓健康情形更加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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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理健康問題 

這類問題常發生在祖父母必須擔任孫子女的替代父母時，他們會因為不

熟悉未來即將擔任的角色、擔心失去自我實現的機會而感到悲傷、沮喪、生

氣、挫折、失望、焦慮、有壓力、疲累等。Burton(1992)針對 60位因子女使

用古柯鹼而擔負孫子女照顧責任的非裔美人祖父母及曾祖父母進行質性研

究，發現祖父母的壓力來自於三個層面：脈絡（如危險的鄰近地區）、家庭

（如擴展家庭成員的需求）及個人（如工作或金錢問題、或缺乏自己的時

間），有 86%的祖父母認為自己變得更焦慮、更沮喪，61%變得更常使用煙

草，36%變得更常喝酒。 

Hayslip、Shore、Henderson 和 Lambert(1998)對 193 位祖父母作研究，

他們發現隔代教養祖父母比一般的祖父母會經歷較多沮喪、對孫子女關係及

祖父母角色的滿意度較低、以及從親職教養中獲得較少的正向意義，當孫子

女有問題時這些負向的影響又更加遽。Sands 和 Goldberg-Glen(2000)針對

129位隔代教養祖父母所做的研究發現祖父母的年齡、孫子女是否有身心問

題、家庭凝聚力、資源、照顧年數，與祖父母的壓力有關，也就是說當祖父

母越年輕、照顧有身心問題的孫子女、低家庭凝聚力、資源少、照顧年數越

長時，祖父母的心理焦慮越高。Musil(1998)試圖比較擔負主要照顧責任及部

分照顧責任的祖父母在健康、壓力、因應技巧及支持上是否有差異存在，結

果發現擔負主要照顧責任及部分照顧責任的祖父母焦慮及沮喪程度都高但

未出現差異，唯前者呈現出較高的親職壓力、與孩子互動有較多困難、工具

性及社會支持較少等等，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的數目越多其所感受的壓力及

對健康的影響也越大。 

綜合上述，祖父母通常會有複雜的情緒，對自己子女的所作所為感到哀

傷及羞愧、喜愛孫子女卻又擔心自己的健康與經濟能力不能負荷照顧責任

等，而這些矛盾的情緒所引起的情緒起伏會導致祖父母的不安定感及混亂

（DeToldeo & Brown, 1995)，然而祖父母若表現出持續的負面情緒可能會造

成孫子女的罪惡感，且影響到自己的身心健康及親職角色的扮演。不過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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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的是，雖然替代親職的工作對祖父母來說相當辛苦，但大部分的祖父母

仍然願意承擔這個責任，除非有更好的替代照顧方案，否則他們願意一直照

顧孫子女(Burton, 1992)。 

（四） 社會關係問題 

在 Duvall（1977）對家庭生活週期的定義中，「中年父母期」（middle-aged 

parent）及「年老的家庭成員期」（aging family members）是與老年家庭有關

的，前者是指空巢期到退休期的階段，後者則是退休期到配偶死亡的階段（引

自劉秀娟譯，1997）。在這兩個階段的老年人所擁有的社會接觸對他們的福

祉而言，比過去年輕時更重要（Lansford, Sherman, & Antonucci, 1998；引自

張慧芝譯，2001）。因為老年人即依賴著這些人提供持續的社會支援，同時

這些人也強烈地影響著老年人的福祉是變得更好、還是更惡劣（Antonucci & 

Akiyama, 1995；Kahn& Antonucci, 1980；引自張慧芝譯，2001）。 

隔代教養祖父母原本期望在孩子長大後可以有自己的時間去作想做的

事，例如旅行、參與同儕活動等，但這樣的角色不僅使他們不能完成這些夢

想，相對地，他們還得因付出更多的金錢、精力和時間而倍感壓力(Jendrek, 

1994; Kornhaber, 1996)。一個角色出現的時機與其勝任感有關，祖父母照顧

孫子女即被視為非適時 (off time)的角色（ Burton＆ Bengtson, 1985; 

Fuller-Thomson et al., 1997; Jendrek, 1993），因而缺乏一關切其角色期望的結

構，對其角色規範缺乏社會共識。在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由於承擔了大

部分的照顧責任，與成年子女間容易有角色倒置的關係，而形成了祖父母是

設定規則的父母角色，父母反倒成了寵愛孩子的祖父母角色。 

第二次擔任親職的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必須再重複一次家庭發展階段

（Hill, 1986），而延長了擔任親職角色及進入空巢期的時間。這種生命週期

事件的改變可能使祖父母產生角色衝突並且對他們的社會支持有負向的影

響（Burton & Bengtson, 1985; Jendrek, 1994）。所謂的社會支持乃是指個體周

圍的人所能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及情感性支持，扮演著壓力及其症候群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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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角色。由於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之生涯發展及角色扮演不一致，常導

致無法融入他們同儕團體之中，又無法參加年輕父母團體，這些祖父母會因

為責任，改變原有的工作、休閒與朋友的關係，而減少與親密朋友的接觸造

成自己的社會孤立（吳婉慧，2000；林志忠，2000）。對於學校的親師活動，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會因顏面尊嚴的考慮而較少參加，除非孫子女闖禍或出

現問題，多數的祖父母較少與學校有積極活躍的互動（張鐸嚴等人，2004）。 

Burton(1992)發現大部分的祖父母獲得極少的親屬支持，且沒有機會去

衍生和維持一個友誼支持團體，缺乏社會支持會使這些祖父母感到有壓力而

進一步形成沮喪、焦慮、抽煙或喝酒更為嚴重、身體健康較差等情形。

Minkler、Roe和 Robertson-Beckley(1994)以 71位非裔美人祖母為研究對象，

探究其在照顧孫子女後對其家庭及友誼聯繫的影響，這些被調查的祖母也反

映出與朋友因為照顧責任而減少接觸，有些甚至因為照顧責任而辭去工作進

而失去和同事、朋友的連結，受訪者中有 12 個祖母因此參加了支持團體結

交了新的朋友，重新建立支持網絡。因此Minkler等人建議以支持團體的方

式提供協助，除了能使祖父母們維繫先前的社會連結之外，還能幫助他們發

展新的社會連結。     

祖父母擔任父母的角色干擾了祖父母個人的支持網絡，因為同輩也許沒

有人像他們一樣，並且因為年輕父母的生命週期議題與經驗與祖父母的不

同，故阻礙了他們和年輕父母的互動（Landry-Meyer, 1999）。隔代教養祖父

母常因為照顧責任而漸漸與社會脫離，這樣的情形對需要社會協助與支持的

祖父母來說特別不利，因為缺乏與社會的連結，將使他們更無從得知獲取資

源及服務的管道，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了本身及其孫子女的身心福祉。另

外，照顧特殊孫子女也可能影響祖父母的社會關係，Hayslip 等人（1998）

指出，隔代教養正常孫子女的祖父母會因為一些和孫子女的特質不直接相關

的因素而感到有壓力，然而，當孫子女有行為問題時，這個因素所造成的壓

力則是最大的。照顧過動的孫子女對祖父母來說是一種孤立的經驗。過動孩

子的特質在教育、休閒和社會機構常會製造衝突，這樣的情形久而久之會使

得照顧者易從和這些機構的接觸中撤離，而更強化其社會孤立—照顧者不希

 22



望孩子在公開出現，同時，其他人也不希望過動孩子的參與（Baker, 2000）。

Emick 和 Hayslip（1999）也發現照顧有問題行為孫子女的祖父母比起傳統

的祖父母或是教養無問題行為孫子女的祖父母擁有較少可行的社會支持。 

綜上，隔代教養祖父母可能會面臨經濟法律、生理健康、心理健康、社

會關係等問題，這代表他們有解決以上問題的需求，因此隔代教養家庭祖父

母親職教育的規劃必須要注意到這些議題所產生的影響，才能吸引隔代教養

祖父母參與。 

二、 隔代教養對孫子女的影響 

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場所，它協助個人學習社會角色、發展人格、

引發個人學習動機及形成自我與價值觀（黎麗貞、劉惠美，1990）。在隔代

教養家庭中，祖父母成了兒童的主要教養者，其祖孫關係的好壞會直接影響

學童人格發展、自尊、認知、生活適應、學業及行為表現（黃佳儀，2003）。

隔代教養家庭中存在著某種程度的相互決定論，也就是，祖父母的適應困難

會影響孫子女的適應，而孫子女的適應困難也會影響祖父母的，最常被影響

的就是孫子女的學校功能，他們較容易在學校顯示出行為、情緒及學業上的

問題。Pruchno(1999)對 398位白人及 319位黑人祖母所做的研究指出，超過

一半的祖母指出他們的孫子女表現出緊張、在情緒或感覺上的突然改變、專

心或注意力的困難、衝動或過動、需要很多注意、反抗及固執等情形。 

一般學者在探討隔代教養兒童所面臨的問題時，多著重在隔代教養成因

對他們的影響，且多集中在情感、生理健康、行為及教育適應等方面的探討

（李玉冠，2000；許玉玲，2000；張耐，2002；DeToldeo & Brown, 1995; 

Dubowitz & Sawyer, 1994; Landry-Meyer, 1999; Minkler & Roe, 1993; 

Soloman & Marx, 1995）。造成這些孩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可能是曾經被

虐、貧窮、與父母分離、受到親屬的次等對待等，這些傷痛的經驗都會讓孩

子產生壓力。Blackburn（2000）亦指出隔代教養孫子女多成長於社會不利且

本身還有情緒與學習等障礙。綜合上述，以下將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可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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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的各種挑戰做更深入的討論： 

（一） 教育適應問題 

由於祖父母年紀大，無法有效協助孩童的課業，這將影響隔代教養孩童

在校的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而成為人際關係差的被拒絕兒童（許玉玲，

2000）。小學生對父母的缺席會出現自責且恐懼祖父母也會離開的情形，對

父母的敵視可能轉移到同學身上，他們對這些事情的注意力降低了他們對課

程的專心程度，因此他們在成績上遠遠落後是很平常的事（Wallerstein & 

Kelly, 1996; 引自 Strom & Strom, 2000）。Soloman與Marx(1995)發現由祖父

母獨力教養的孩子，除了在學業上的表現不及一般家庭中的孩子外，其他面

向則無顯著差異。隔代教養家庭中的孩子比起雙親家庭中的孩子易被留級；

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母比起其他家庭形式中的母親更容易評估孫子女的成

就表現是在中下階段。很多由親屬照顧的孩子被發現有較低的認知、閱讀及

數學能力，其顯著的學習失能、心理障礙及情緒困擾都會影響學校表現，所

以這些孩子的成績通常不好，且大部分有留級的現象（Sawyer & Dubowitz, 

1994）。Sawyer 和Dubowitz還發現在一年級以前就由親屬照顧（kinship care）

的孩子比青少年期才由親屬照顧的孩子在數學及閱讀上表現較差，且家中的

孩子數目越少者因為得到較多照顧者的社會及學業支持所以學業上表現得

比家中有四、五個孩子的好；但學校適應與目前的居住安排是否有絕對關係

還不能遽下定論，因為孩子可能在與父母居住時就已出現學業問題。 

雖然隔代教養孫子女普遍被認為會有教育適應上的問題，但如果祖父母

能多關心孫子女的學業成就，他們在學業上也能有優異表現。劉恆佳（2003）

所觀察的兩位高學業成就的隔代教養兒童，一位因為阿媽的用心殷切，期望

孫子女能以讀書方式提升不好的家境，所以訂定許多明確的規定，讓孫子女

能日復一日規律的學習；另一位則體會到阿媽的深切關懷及媽媽在外辛苦的

工作，希望努力讀書來安慰她們，在這種強烈動機下，養成了自動學習的習

慣。 

 24



（二） 生理健康問題 

隔代教養家庭可能受到先天與後天因素的影響。在先天因素方面，當祖

父母是因為女兒用藥、吸毒、酗酒等因素而承擔替代親職的角色時，孫子女

很有可能在胎兒期就受到毒害或酒精的影響，而先天具有身心障礙（Minkler 

& Roe, 1993）。 

在後天因素上，由於隔代教養家庭普遍經濟狀況不佳，在醫療、食物營

養與衣物上經常不能滿足孩子的需要，而影響孫子女的生理健康。當生理需

求不能充分被滿足時，便容易出現明顯的健康問題，例如呼吸系統、免疫系

統、飲食習慣、睡眠、身體障礙、注意力缺乏等。當健康狀況不佳時，自然

會對學習適應產生影響，這可以部分解釋這些孩子在學校為何有高比例的曠

課。 Dubowitz等人 (1994)指出由親屬照顧的孩子比起由雙親照顧的孩子會

有較嚴重的醫療需要，缺乏預防及主要的醫療照顧，且較可能出現貧血、氣

喘及牙齒問題。在美國，隔代教養家庭可以藉由獲取社會資源，如 TANF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在 1997 年開始實施的社會福利

政策，主要在資助有依賴兒童人口的家庭）、Medicare（為 65歲以上老人所

提供的健康保險方案）、Foodstamp（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購買食物的補助）等

福利措施來彌補家庭中所缺乏的經濟、醫療、食物等資源，滿足成長中孫子

女的基本生理需要。 

歸納前述，不管是先天具有生理健康問題或後天造成生理健康問題，隔

代教養家庭都有得到醫療資訊或健康教育的需要，且必須根據不同的生理健

康問題提供不同的服務，否則，在生理健康上的障礙，可能會使隔代教養家

庭孫子女的學習更為困難。 

（三） 心理健康與行為問題 

孫子女從原本跟爸媽在一起的核心小家庭變成和祖父母在一起的隔代

教養家庭，會覺得自己被拋棄、被背叛，而在情緒上感到失落、拒絕、憤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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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害怕。孫子女明知道祖父母為他們的種種犧牲，卻仍難免陷入情緒的深

淵，難與祖父母建立健康良好的關係。有的孫子女擔心或思念父母而沮喪氣

餒；有些孫子女在缺乏適當教養下，在認知、社交、人格發展上較容易挫敗；

有些孫子女則接受祖父母的關愛，而拚命努力上進，以免祖父母失望（張耐，

2002）。在 Pruchno（1999）針對 398位白人與 319位黑人隔代教養家庭祖母

的研究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其目標孫子女有緊張、情緒或感受的突

然變化、專心或注意力困難、衝動或過動、需要額外的注意、反抗和頑固等

問題。Soloman 和 Marx（1995）指出被父母以外的人所照顧的孩子可能會

有情緒方面的問題，他們可能因感覺被父母遺棄或拒絕而有沮喪感，有時候

他們會把這種怒氣發洩在祖父母的身上，但照顧者常忽略孩子可能需要專業

的諮商來處理這樣的情緒。 

有些父母經常消失或很長的時間沒回來看看孩子，他們對祖父母與孫子

女的關係依舊會產生影響。這些消失的父母會與祖父母成為競爭的權威形

象，當他們真的消失時，孫子女會因而自責或責怪祖父母，而逐漸產生焦慮、

不安全感、無法信任他人等情緒（DeToldeo & Brown, 1995)。孩子所表現出

情緒問題的嚴重性及類型將取決於孩子所經歷過的遭遇（如虐待或忽視），

以及他們搬到祖父母家的發展階段與年紀，研究發現，十二個月大之前被安

置的孩子比起十二個月大之後被安置的孩子容易與安置照顧者發展出安全

的依附關係（Stovall& Dozier, 2000；引自 Poehlmann, 2003）。有些被父母遺

棄的孩子在行為或口頭上具有侵略性，只為了獲得負面的注意；有些孩子很

沒有安全感，他們認為祖父母也會背叛他們，只是早晚的問題罷了。李玉冠

（2000）的研究中就提到，隔代教養家庭的孫子女容易因為父母缺位而產生

「父母化小孩」，這些小孩表面上看起來沒有多大的偏差行為，但時間久了，

也會影響心理社會發展。 

孩子所出現的情感或情緒問題與其過去的家庭經驗及成長脈絡有很深

的關聯，當孩子的情感或情緒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很可能反應在生活適應與

行為表現上，Dubowitz 和 Sawyer(1994)請教師評估親屬照顧(kinship care)

的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他們發現在 275位孩子當中，幾近一半的孩子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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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不足的問題、超過一半有不好的學習習慣，主要的行為問題有過動、需要

被注意、具攻擊性等。他們還發現由年輕（35 歲以下）親屬照顧的孩子比

起年老親屬照顧的孩子有好的學校表現。Brown-Strandridge 和 Floyd(2000)

則指出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在家庭中會遭遇強烈的適應問題，例如試圖抗拒

權威及緊張有限制的環境、因為被遺棄而拒絕祖父母的接近。

Landry-Meyer(1999)在對 186 位隔代教養祖父母進行的研究中發現，有七成

的祖父母關心孫子女的行為問題，超過三分之二認為諮商對孫子女來說是很

重要的。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大部分孫子女的偏差行為多半是心

理現象的外顯，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若具備處理孫子女行為問題的能力，將

可減低孩子行為上的偏差。 

因此，學校的老師、輔導室、孩子的祖父母應共同合作來瞭解出現情感

或情緒問題孩子背後的因素，並共商解決之道，使隔代教養家庭的孫子女身

心發展得以健全。 

（四） 社會關係問題 

同儕團體在兒童期中期開始發揮其作用，這時期的孩子會將他們自己與

同年齡的兒童相比較，而得出一個較為真實的能力衡量標準以及較清晰的自

我效能感（Bandura, 1994；引自張慧芝譯，2002）。同儕團體幫助了兒童學

習如何在社會中與人相處，但也容易被團體的價值觀與行為規範所左右，包

括其自尊心，都容易受到同儕看法的影響。Masten和 Coatsworth（1998）指

出兒童經常是在家庭裡習得影響其人緣的行為，且兒童期中期的同儕關係將

是兒童日後之調適能力的一個強力的預測指標（引自張慧芝譯，2002）。在

兒童期中期遭受同儕的拒斥或沒有朋友可能會影響長期的調適，一項縱貫研

究就發現，沒有朋友的五年級小學生比他們的同班同學更可能在成人期前期

出現抑鬱症候群，在兒童期時擁有朋友的青年人有較高的自尊心（Bagwell, 

Newcomb, & Bukowski, 1998；引自張慧芝譯，2002）。 

在隔代教養家庭中，有些祖父母考量孫子女行為和自身環境，會規定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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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不准外出、不可交友、不可帶朋友來家裡，因而限制了孫子女同儕關係

的發展。同時，孫子女可能因為過去被父母虐待、忽視、拒絕或遺棄的經驗，

影響其自我價值與對人的信任（Cox, 2000），不僅難以對祖父母建立安全信

任的關係，在人際關係上，這些孫子女也可能表現出退縮與焦慮，而成為不

受歡迎的兒童（引自張慧芝譯，2002）。 

由於兒童可能面臨以上幾種狀況，於是，兒童支持團體應運而生。兒童

支持團體（child support group）是由相似有壓力的經驗或處境的兒童所組成

的小團體，目的在透過相互的支持與因應策略、資訊與信心的分享減低其壓

力，討論議題可以包括兒童虐待、忽略、父母失能或死亡、貧窮、害怕被遺

棄、被捉弄或覺得自己和別人不一樣等（O’Rourke & Worzbyt, 1996；引自

Smith, Savage-Stevens, & Fabian , 2002）。這樣的支持團體並非為了改善孩子

們心理上或人際間的困難，而是為這些缺乏支持資源或不適當支持的孩子提

供一個替代性的支持系統（Pearson, 1983；引自 Smith, Savage-Stevens, & 

Fabian , 2002）。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可以發現，隔代教養中的祖孫的確面臨很多的挑

戰，有些可以透過教育方式直接解決，例如提供課後輔導、管教孫子女的方

法等，有些可能要透過教育方式間接提供，例如醫療照顧、心理諮商、法律

服務資訊等。不論採取哪一種教育策略，對隔代教養家庭的理解是最基本的

工作，理解其教養困境、理解其親職教育需求，才能對症下藥，預防或處理

隔代教養家庭所面臨的議題。 

三、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因應策略 

Kessler、 Price和Wortman（1985）指出因應策略最主要作用在三個面

向：（a）問題本身（b）個人對問題或困難的看法（c）由問題所引起的壓力

（引自Minkler& Roe, 1993）。Minkler和 Roe回顧過去關於非裔美人的因應

策略與資源的相關文獻，歸納出兩個主要探討的重點：家庭/親屬的交換型

態與宗教信仰的角色，不論是藉由禱告或是家庭支持網絡都可以對問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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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個人對問題或困難的看法及由問題所引起的壓力產生作用。然而，

Minkler和 Roe卻發現受訪的祖母皆採取禱告作為因應的方式，並未發現有

祖母將家庭支持系統作為主要的因應策略。此外Minkler和 Roe還發現隔代

教養祖母最常用來幫助她們解決問題、困難及壓力的策略有五種，分別為：

禱告或個人的宗教信仰、比較、聚焦、找樂趣與重新看待隔代教養這個負荷，

以下分別敘述之。 

1. 因應策略一：禱告或個人的宗教信仰（prayer） 

幾乎每一位受訪的祖母都提到藉由聖經或祈禱使得她們的力量、勇氣、

毅力、耐心或看法獲得了更新，上帝就像是知己一樣傾聽、接受、理解和支

持她們，幫助她們理解生命中的失落和悲劇，幫助她們找到答案，幫助她們

繼續活下去。 

2. 因應策略二：聚焦 （focusing） 

所謂的聚焦（focusing）是指一種到達深度內在（deep inside）、找到內

在平靜（inner peace）或焦點（focus）的方式。有些祖母表示走向自我（going 

to myself）或者自我對話（ talking to myself）是幫助自己冷靜或重整

（regrouping）以繼續往下走的重要方式。對許多祖母來說，要完全地獨處

幾乎是不可能的，能藉由進臥室、關上門然後安靜地坐幾分鐘，或者在燙衣

服時想想問題，抑或是一段時間都不去煩惱等方式都是屬於這類型的因應策

略。另外，也有部分的祖母表示她們試著將焦點放在孫子女的身上，例如考

慮孫子女的安置問題；想到自己必須給孫子女示範正向的角色楷模，而改變

過去那種不正確的壓力處理方式；因為不想讓孫子女知道家裡有什麼問題而

保持冷靜；或者想想孫子女對自己的正向貢獻或是祖孫間相處的情形，她們

就能找到走下去的勇氣。 

3. 因應策略三：找樂趣（having fun） 

有許多的祖母透過讓生活變得有趣來減少與教養責任相關的壓力，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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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孫子女玩球、一起旅行、辦生日派對等。 

4. 因應策略四：比較（comparison） 

祖母透過比較，例如和自己生命中的其他事件比較、和其他的隔代教養

家庭比較、或者和自己想像裡更糟的情況作比較，而獲得更巨大的力量

（strength）、寬恕（generosity）或是善意（goodwill）。而用來比較的標準卻

是相異其趣的，有人拿孩子古柯鹼問題的嚴重程度來做比較，有人則是拿經

濟或是健康狀況來相互比較。 

5. 因應策略五：重新看待隔代教養這個負荷（reframing the burden） 

這種因應策略是對問題或與問題間的關係獲得一種新的觀點或看法，前

面幾種因應策略皆能幫助祖母們重新看待隔代教養這個負荷（reframing the 

burden）。有的祖母認為隔代教養責任給她們第二次機會把孩子教對，因此

當他們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就會多一點的管教和正確的價值觀。有的祖母從

小就是祖父母帶大的，於是他們看待隔代教養角色時分外多了一種認命和熟

悉的感覺。透過祈禱得到力量的祖母，會認為這個責任是上帝特別挑選的，

照顧這些孩子是上帝的旨意。 

然而，Minkler和 Roe也強調這些策略僅能讓祖母的心理好受一點，並

不能幫助隔代教養祖母們解決屬於社區層級或社會層級才能解決的問題，比

方說經濟困窘的問題還是得要政府的補助介入才能顯著地改善隔代教養家

庭的生活。 

在國內部分，李玉冠（2000）從訪談個案中整理出三種低收入的隔代教

養祖父母最常使用的自我調適減輕壓力模式：情緒宣洩、逃避及正向內言

等。祖父母們直接用來撫平傷痛與緩和身體不適的共同情緒反應是「哭泣」，

哭泣可以幫助祖父母們減輕心中非理性的罪惡感、憤怒、無助等，並增加他

們面對事實的能力；有的祖父母會採取「逃避」的方式，刻意不去回想事實

經過以免觸景傷情；有的祖父母則懂得修正悲觀的想法並以正向建設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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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面對事實。李玉冠指出正向內言的祖父母會較為理性地面對問題；而用情

緒宣洩來抒解心理壓抑及逃避再度觸碰傷痛，反而延緩對問題處理的能力。 

四、 隔代教養家庭的優勢 

雖然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孫面臨許多挑戰，其不完整的家庭結構也確實

引發許多關注與討論，但我們卻也不能忽視隔代教養家庭中存在的正向意

義。祖父母對孫子女有直接及間接的正向影響，間接的影響例如祖父母提供

了根源（roots）及守護者（watchdogs）的象徵角色(Conroy & Fahey, 1985；

Troll, 1983；引自 Hagestad, 1985)。直接的影響譬如祖父母提供了替代照顧，

直接影響了孫子女的發展。Kornhaber(1985)稱祖父母為「家庭的第二道防

線」—當父母不能照顧孩子時，他們能提供一安全的窩。照顧孫子女對祖父

母來說固然是非適時的角色，但也可能填補因老化而產生的失落感進而對生

命產生新的意義（Burton, 1992）。Jones(1993)發現不是由父母照顧的孩子會

有較高的行為與情緒問題，而由祖父母照顧的孩子比起安置在家庭外的孩子

表現得更好，因為被祖父母照顧可以緩和孫子女被遺棄所產生的影響。 

Jendrek (1993)發現祖父母在面臨教養責任時展現了堅韌的性格，當認為

照顧孫子女是他們的責任時，祖父母會想辦法處理這種與時間序列不合的角

色與關係。也因此孩子雖然與親生父母有所聯繫，但大部分的孩子都希望能

繼續與親屬住在一起直到長大。他們對未來的規劃充滿希望，例如上大學、

成為某方面的專家等（Jones, 2003）。在邱珍琬（2004）研究中指出，隔代

教養家庭中的祖孫也許是共體時艱、彼此諒解協調而產生「革命情感」，祖

孫情誼更加緊密，孫子女對祖父母懷有感激之情，而在學業或行為上表現出

正向積極或體諒。他們彼此為對方設想、為家庭盡力，構築出一種生命共同

體的氣氛（許玉玲，2000）。尤其是祖父母能多對孫子女做出反應其關係越

佳（王鐘和、郭俊豪，1998），孫子女除了物質及生理上的需求需要被滿足

之外，其情緒與心理上的需求（如陪伴玩耍、被聽到、被瞭解或被擁抱關愛）

也需要受到關注，這對祖父母來說也許是額外的負擔，但的確有助於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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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與親近。 

另外，隔代教養祖父母會因為分擔了父母的親職工作負擔、作孫子女的

角色模範、因提供孫子女安全穩定的持續照顧而感到滿足、生命有目標等。

在邱珍琬（2004）的研究中發現接受過高等教育且經濟無虞的祖父母可以透

過照顧孫子女得到第二次親職的機會，將自己的教養方式再做修正，並且因

照顧孫子女而與社區重新聯繫（如學校、補習班），還能充分利用既有資源

（包括社區與延伸家庭），不讓自己與周圍環境或資訊脫節。而有配偶的祖

父母，在養育孫子女的過程若能獲得配偶的支持，也會相對增加其婚姻、生

活的滿意度，如劉怡妏（2001）發現部分的祖母認為帶孫後夫妻關係變好，

也是因為共同養育孫子女、話題變多而使得感情變得更好。 

從以上分析來看，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亦應考量隔代教養祖父

母的優勢（strengths），協助祖父母克服或補強其弱勢之處，促進祖父母有效

扮演親職角色、發揮親職功能，為自己及孫子女的身心福祉謀求最大利益。 

 

 

 

 

 

 

 

 

 

 32



第三節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 

一、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定義 

何謂「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國內外文獻鮮少對此做出明確的定

義，因此擬先陳述「親職教育」的定義，再綜合國內外學者的說法定義「隔

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 

Fine(1980)認為親職教育是一種有系統且以概念為基礎的方案，目的是

在提供教育子女的知識與技巧。Kaiser 等人(1999)將親職教育定義為「為父

母提供系統化的資訊以支持父母對子女發展所做的努力」。而國內學者林家

興（1997）認為，「親職教育」為成人教育的一部份，以父母為對象，以增

進父母管教孫子女的知識能力、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學

校親職專家所開設的終生學習課程。黃德祥（1997）亦指出親職教育就是指

為父母提供子女成長、適應與發展有關的知識，增強父母教養子女的技巧與

能力，使之成為有效能父母的歷程。 

Chenoweth(2000)指出祖父母職教育（Grandparent Education）是一種使

祖父母的角色較不挫折、產生較多回報的策略。因為親職角色本身相當複

雜，而透過教育可以幫助人們有效地扮演該角色（Wandersman, 1987;引自

Chenoweth, 2000）。Fine和 Henry(1989)提到親職教育比起諮商或治療來說較

不具侵入性，但並不代表親職教育沒有治療效果或沒有幫助。因此Chenoweth

認為一個有效的親職教育和祖父母職教育都可以為對象有效賦權，且扮演一

支持的角色。 

綜上，本研究對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定義擬應用 Chenoweth 的概

念，簡單將「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定義為「使隔代教養家庭祖父

母角色有效賦權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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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隔代教養家庭之祖父母雖有意願養育孫子女，但愛孩子並不能完全符合

這個角色的需要，瞭解孩子可能會面臨的困難以及幫助他們因應才是這個角

色更需要具備的能力，因此針對祖父母所設計的課程就成為一重要角色。

Szinovacz 和  Roberts(1998)將以祖父母為對象的課程或方案分為三種類

型：(1)針對所有祖父母增進祖父母職技巧的一般教育性課程；(2)針對有特

殊需要的祖父母提供支持或資訊，例如，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3)提供機會

讓幼者或青少年與老者有機會互動的代間課程。祖父母藉由課程可以學習現

代教養孩子的目標、管教孩子的方法、小學及中學課程裡的行為規範、以及

老師期望從家庭裡得到的幫助，增進對孩子及青少年的瞭解，改善實際引導

的技巧等。 

在美國，有些祖父母參加特別為祖父母設計的親職教育課程，以更新他

們的親職知能，他們藉由參加支持團體，在每月或每週聚會時針對相關議題

的討論，如法律、經濟、醫療、孩童照顧、親職技巧、娛樂、壓力與學校等，

使自己更能勝任教養孫子女的工作。由於有些孩子曾經遭遇過毒害或家庭暴

力，所以在教育上幫助祖父母瞭解孩子可能遭受的影響也是一種支持孩子的

途徑。另外，接觸隔代教養家庭的工作者，如社工、社會學家、諮商師、牧

師、律師、教育人員等也需要接受在職教育以使他們更能敏銳地瞭解這些家

庭的需要(Glass& Huneycutt, 2002)。Dannison和 Smith(2002)主持了一針對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學前階段孫子女及 Head Start工作人員的服務方案，方

案中為這三個族群作了不同的課程設計，其中在祖父母的部分主要以支持團

體的形式進行，內容包括了個人福祉、親職技能、法律議題、經濟議題、與

學校社區的合作等，八週之後發現所有三個族群在接受方案後都有顯著的正

向變化。在祖父母的部分，透過課程的參與增加了對兒童發展及親職技能的

知識、自信及可用資源的知識，並降低了孤立及沮喪感。 

就國內教育政策的推動方向也可以看出親職教育對於隔代教養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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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教育部自八十五年度起擴大辦理「教育優先區計畫」，擬定十項教

育優先區指標以達成「教育資源分配合理化」與「教育機會實質均等」之目

標，其第三項指標乃針對隔代教養及單（寄）親家庭及外籍配偶子女等學生

比例偏高的學校進行改善策略：（一）關懷每一位學生，輔導其學習成就，

促進自我成長；（二）導正父母及社會民眾的價值觀念與教育態度，發揮學

校教育效能；（三）協助學習條件不利學生，克服就學及學習障礙，維護學

生受教權益。其計畫內容包含對目標學生的家長作親職教育活動的推展及目

標學生的學習輔導，在親職教育的推展上鼓勵辦理個案家庭巡迴輔導及創意

有效之方案以強化親職教育之功效（教育部，2005a）。由此可見，隔代教養

家庭的需求受到重視，針對隔代教養家庭提供符合所需的親職教育更是刻不

容緩的事。 

綜上所述，隔代教養家庭在臺灣現今社會越見普遍，最大的影響是孩子

產生失落感，面臨了家庭溫暖的不足，因此在學校方面如何擴大功能以彌補

家庭教育的不足是一大挑戰。教育部將與隔代教養家庭學童相關的教育與輔

導工作列為最重要、優先的項目，對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推動亦將是學

校單位努力的重點。另外，每天與隔代教養家庭學童直接接觸的教師們，除

了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的能力外，若具有親職教育的知能且瞭解隔代教養家

庭的需要，將成為協助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學習與發展的重要資源。 

三、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親職教育需求 

親職教育雖然必要，但臺灣的親職教育現況卻常以「專題演講」或「家

長教學參觀」等活動為主，對父母親實施短暫、且沒有完整規劃的親職教育，

也難怪總是出現「該來的沒有來」的尷尬情形。學校必須清楚在辦理親職教

育時所面對的對象是不同性質的家長，因此，學校瞭解不同類型家長的需

求，並針對不同的父母特質及家庭結構設計內容，才能有效提升家長的參與

率。然而隔代教養家庭所涉及的議題廣泛，到底要從哪裡著手？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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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需求多半為「協助兒童發展與學習的服務」 

從國外的一些研究可以看出，在支持方案進行前，對接受服務對象做需

求評估是相當重要的。Landry-Meyer (1999)對俄亥俄州 186位隔代教養家庭

祖父母做電話深度訪談以瞭解祖父母的需求及關心的議題，結果發現超過

75％的祖父母相當關心孫子女的教育、安全及健康，他指出俄亥俄州隔代教

養家庭祖父母的需求依序為：孫子女的娛樂及社交活動、祖孫一起參加娛樂

及社交活動、孫子女的諮商服務、可利用的服務及方案資訊、孫子女的家教

服務、醫療補助、法律資訊及建議、祖父母之減輕壓力之課程、祖父母的喘

息協助、祖父母的諮商服務、祖父母的支持團體、孫子女的交通協助、臨時

褓姆服務等。從以上俄亥俄州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需求可以看出，孫子女

的學校適應與身心健康是他們很關切的議題，關切的程度甚至超過他們自己

本身的需要，當地學校或教育機構可以將這些意見作為規劃隔代教養家庭親

職教育的重要依據。 

Henderson (2001)針對 48位非裔美人隔代教養家庭祖母調查其問題與需

求時發現，合適的親職技巧、處理青少年孫子女的行為問題、瞭解孫子女的

發展階段、瞭解孫子女心中對父母的複雜感受等內容，能幫助祖父母瞭解孫

子女的經驗及想法，有助於幫助孫子女解決他們的問題，改善孩童照顧（child 

care）的資源也是這些祖母關心的，例如課後照顧及喘息服務等，這樣的服

務可以填補祖孫之間的代溝並教導孫子女正向價值觀，例如大哥哥大姊姊

(Big Brother Big Sister)擔任其學業或心靈上的導師，不僅能代替祖父母陪伴

孫子女作他們的活動，也可以陪他們討論一些不敢和祖父母談論的話題，如

性和毒品等。Blackburn（2000）在 1995及 1996 年分別對 98位與 121位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進行調查，其中關於支持需求方面，98位祖父母中有 87%

表示他們需要兒童照顧、管教、與青少年相處、解釋父母的缺席與協助功課

等支持，121位祖父母全都認為工作坊和研討會是他們最需要的支持。 

當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支持團體愈見普遍之後，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成立

孫子女支持團體亦是支持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方式。Smith、Savage-Ste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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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abian (2002)曾針對 42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蒐集他們對孫子女支持團

體的看法，他們發現有 88%的祖父母認為這種支持團體對孫子女將非常有幫

助，祖父母反映出孫子女最需要受到支持的議題有：幫助孫子女處理個人情

緒，幫助孫子女與祖父母好好相處，幫助孫子女與他人建立良好關係，幫助

孫子女與其父母和諧相處。而祖父母最期待看到孫子女在參加支持團體之後

能有以下的改善：能管理自己的情緒、與手足和諧相處、尊重他人、有合適

的行為、在學校有更好的成績、正向情感的表達、自尊的強化。 

（二）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還需要提供與生理保健及社會資源有關的服務 

有許多國內的實證研究亦指出，在進行親職教育之前，對教育對象進行

需求評估是相當重要的（王以仁、楊如蒼、王聲偉，2004；李惠瑩、廖永靜，

2004；林平烘，2001；林世莉，2002；林淑玲等，2004；郭佳華，2001）。

但國內過去少有涉及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需求的研究，僅有陳貞妃

（2002）針對高雄市 431位國小學童的祖父母作問卷調查發現隔代教養型祖

父母在「自我成長與社會接觸」、「兒童照顧」層面的需求高於非同居型及三

代同堂型的祖父母，也就是說他們對於「如何獲得有關社區或機構所提供服

務的資訊」、「與兒童相關的法律知識」、「兒童的安全與保護」、「醫療保健與

意外急救常識」、「食品營養與均衡飲食」、「兒童與青少年心理發展」、「兒童

與青少年生理發展」等資訊的需求比一般祖父母還高，因為這些資訊能幫助

他們扮演好教養的角色。 

綜上，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規劃必須建立在隔代教養家庭的需求

上，亦即，有必要深入隔代教養家庭去瞭解他們的需求，亦是本研究要探討

的課題之一。 

四、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類型 

親職教育的類型很多，Kroth和 Otteni(1983)認為親職教育的類型可以涵

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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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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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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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合以上兩位學者對親職

教育方式的看法，將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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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家長找尋社區的資源與學校提供協助兒童發展和學習的服務等四類作進

一步探討。 

（一） 為家長舉辦研習會與討論會或成立支持性團體 

這種方式包括「親職講座方式」、「讀書會」、「父母成長團體」及「支持

團體」（support group）等。傳遞親職教育內容的方式是目前國內最常使用的

親職教育傳遞方式（張鐸嚴等人，2004），但因單方面的資訊傳遞，家長在

當中的直接參與性較低，所以演講者與講題往往成為決定親職講座成功與否

的重要因素，而較不容易吸引家長參加。「讀書會」以共同閱讀書籍為基礎，

進而延伸討論。「父母成長團體」則是透過領導者與小團體的力量，使父母

獲得親職教育相關的概念與知識，主題的範圍可包括家庭議題、父母婚姻議

題、子女教養議題等，常見到國內研究以幾種較為普遍應用的親職教育模式

作為父母成長團體的基本內涵，例如父母效能訓練、反映式親子溝通、有效

親職系統訓練、溝通分析法及行為改變技術等親職教育模式(許月雲，1990；

張子正，1998；劉姿吟，1992；鄭玉英 1984；顏碧慧，1994），由於參與人

數不多，故參與者較能積極地參與課程學習。 

在支持團體部分，在國內仍少見以隔代教養家庭為對象成立的支持團

體，但美國的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支持團體卻多得不勝枚舉。以美國為例，

有一些以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為其服務對象的全國性組織，像是

ROCKING(Raising Our Children’s Kids: An Intergenerational Network of 

Grandparenting, Inc.)，提供祖父母相關訊息及支持團體的連結；或是由地區

分會的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及各學科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祖父母全國聯盟

（the National Coalition on Grandparents），主要在提供祖父母相關的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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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其中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幫助最大的當然是地區性的支持團體，光

是列在 AARP（American Associate of Retired Persons）祖父母資訊中心通訊

上的支持團體就多達 800多個，有的是由地區機構或專業人員所主持，有些

則由祖父母們個別成立 (林志忠，2000)。 

Strom 和 Strom(2000)指出祖父母支持團體的目標在於提供釋放但要避

免流於訴苦，它能提供相互支持、減少孤立及增加積極態度。綜此，隔代教

養家庭祖父母可以透過參與「親職講座方式」、「讀書會」、「父母成長團體」

及「支持團體」等活動，針對不同議題的討論，增進其親職能力。 

（二） 針對個別家長的需求提供必要的資訊與協談服務 

張鐸嚴等人（2004）指出國內學校較常透過書面與電子通訊、家庭訪問

等方式提供給隔代教養家庭資訊及與之對談。書面通訊可分為期刊式的定期

刊物和定期或非定期的簡訊、通訊等。國內學校最常使用的通訊除了「家庭

聯絡簿」外，還包括以定期或不定期的簡訊增進父母對學校的瞭解。近年來

網路的普遍與發達，許多學校充分利用網路的優點，透過電子信件與父母快

速聯絡，許多親職教育相關訊息有可透過網路廣為傳遞。家庭訪問是學校與

家庭間的傳統聯繫方式，主要是在開學時，對入學的新生家庭所做的單次家

庭訪問。但家庭訪問在執行時也會受到一些因素影響：例如時間耗費頗多、

多數父母工作不易配合家庭訪問的時間、某些家庭對教師而言有安全上的顧

慮，因此有些學校因而減少此種方式，改為電話訪問或親師約到公共場合面

談。 

比起國內為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所做的服務，美國確實有許多值得學習

的地方。例如，美國有許多全國性的組織為隔代教養家庭提供服務與支持，

像 Brookdale基金會。它除了成立祖父母資訊中心外，還發行通訊，並為地

方課程及服務作種子培訓、研究和推廣的工作(Strom & Strom, 2000)。「祖父

母資訊中心」（the Grandparent Information Center）由 Brookdale基金會成立，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ARP 經營管理。這個中心所發行的 ”Tip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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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parents”中為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可能面臨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法，例如

照顧孫子女的健康、獲得社會福利補助、成立一個支持團體等。隨著時間累

積經驗，「祖父母資訊中心」所發行的通訊內容越形豐富，除了中心相關活

動訊息外，還包括連結資源以及弱勢族群中的隔代教養家庭等內容。 

另外，像伊利諾州（Illinois）的老人部（Department of Aging）制訂了

一本資源手冊－「Starting Points for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A 

Resource Guide with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for Grandparent Caregiver」

（Blagojevich & Johnson, 2003），手冊中將所有適用於伊利諾州隔代教養家

庭的資源都羅列其中，其資源種類包含了兒童發展、健康及安全需求、兒童

照顧、學校與教育需求、現今孩童面臨的挑戰、取得文件與一般協助、監護

與法律議題、因應策略、祖父母照顧者的資源等。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可以

按圖索驥尋求資源，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而言是一本非常實用的手冊。 

除此之外，Kelley、Yorker、Whitley 和 Sipe(2001)介紹了一種以護理、

社工、法律顧問組成到家戶主動服務的介入模式，目的在降低隔代教養家庭

照顧者的心理壓力、改善身體及心理健康、加強其社會支持及資源；社工人

員至少每個月會拜訪一次隔代教養家庭，且頻繁地使用電話聯繫，將祖父母

解決家庭議題的過程詳細記錄下來，另外也組成每月一次的支持團體，共六

次聚會，討論不同的議題，例如管教孩子、辨認孩子的教育及社會需要、減

低壓力等。我們看到國外在推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上不遺餘力，

比較起來，國內提供給隔代教養家庭的資源明顯不足，因此，對於資源的整

合與擴展亟需更多人力、物力的投入。 

（三） 協助家長找尋社區的資源 

由於家庭結構的變化，其分解與重組造成了家庭關係的複雜性（馮建

華，1998）。由祖父母所照顧的孩子比起由父母照顧的孩子來說在親子的情

感關係、管教的動機、態度和方式上都存在許多侷限性。且現代婚姻和家庭

結構的不穩定性及高度流動性，也削弱了家庭與社區的聯繫，使人與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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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變得冷淡，父母和兒童都會不同程度地感到孤獨、失落和沮喪。因著

社會問題的增多，越來越多的兒童帶著由貧窮、家庭破裂、毒品氾濫和未婚

懷孕等引起的問題來到學校，雖然學校的目標在於使每一位兒童在身心方面

都得到良好的發展，但單靠學校的力量是無法完成這個艱鉅任務的，因此馮

建華指出利用家庭和社會的資源、力量來協助學校教育才是明智的作法。 

學校可通過與社區內各種政府或民間的社會、文化團體、服務機構及工

商企業等建立廣泛友好的聯繫，充分開發及利用社區內豐富的人力、物力、

財力和自然資源，為學校、家長和學生服務，達到提高家庭教育、社會教育

和學校教育質量的共同目的。因此有的支持團體透過課程讓隔代教養家庭祖

父母更知道如何去尋求資源。例如紐約西奈山醫學中心執行了一個學校健康

方案，因為例行性的支援 East Harlem小學學童的全身健康檢查、治療、追

蹤、疫苗注射時，小兒科醫生發現這群隔代教養家庭學童的身體健康特別需

要關注。所以醫學中心結合了社工員、衛教人員、醫療助理（雙語）、醫療

提供者等，邀請學童的祖父母組成一個 24 人的小團體，一開始的課程以健

康教育為主，幫助他們關心自己及孫子女的健康議題。這樣的服務使得祖父

母們更能善加利用社區的醫療服務，他們因為這個方案而對醫療服務系統有

了信心、減少其壓力和疏離感，進而減少其在急診的使用率（Grant, Gordon, 

& Cohen, 1997)。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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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算是一種廣義的親職教育。 

（四） 協助兒童的發展和學習的服務 

學校為隔代教養家庭學童提供的一些服務，可以在幫助孩子適應學校環

境的同時，減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親職壓力。Edwards(1998)以依附及社

會支持理論的觀點上，建構了一個縱向橫向連結的緊密網絡「隔代教養家庭

學校支持網絡」（the Grandfamily School Support Network）。當隔代教養家庭

的孩子入學時，學校的註冊人員會通知負責學生服務事務的人員，而這些人

員會和祖父母及教師聯繫以確定是否有需要協助之處，孫子女必須有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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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函才能加入這個方案。當孩子加入這個方案時，他們會有一個陪伴學

習的同儕，這個同儕所扮演的角色是模範，通常由教師所推薦並自願參加，

具有樂於助人、值得信賴、成熟等特質，他們的工作在幫助這些隔代教養家

庭的孩子適應學校的環境，像座位在附近、陪他們回家、交換電話、相互切

磋功課等都是他們會做的事。這樣的方法在幫助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形成一

水平的支持對體。 

Edward 提到學校也會提供一位老師、輔導人員或學生服務人員擔任隔

代教養家庭孩子替代父母的角色，給予他們正向增強，與他們討論任何與學

校有關的問題，讓這些孩子感覺到處都有父母在，這樣的方法幫助孩子在學

校裡建立一個垂直的關係。另外，方案中還包括了孫子女的團體諮商及祖父

母效能訓練。祖父母學會善用家庭成員、朋友或教堂成員來協助功課、交通、

照顧孩子等工作及做為他們的後盾。從老師、祖父母及孫子女的報告來看，

隔代教養的壓力已明顯減少，學校也發現問題行為的轉介件數減少了 20%。 

Rothenberg（1996)認為學校應認識隔代教養家庭中的孫子女會面臨的議

題並使用下策略來幫助他們：1、預期轉變性或適應上的困難，並以行動使

他們的影響減至最小：例如當孩子剛到祖父母家中時，他們需要時間來適應

新的生活作息，有可能會影響他們在出席及學校功課上的表現；2、看見孩

子的優點並強化它：在困苦環境中長大的孩子較具有彈性及恢復力，只要教

師能多給些支持及多體諒他們的需要，這些孩子一定能符合教師的需要；3、

讓較穩定且較有經驗的老師來引導這些孩子：因為家庭環境的不穩定或剛遭

受創傷，這些孩子很需要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4、不要因為孩子的家庭狀

態而在其同儕或其他教師面前將他們特殊化。 

美國在發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支持方案已有一段時間，其方案多元而

豐富，有的方案規劃雖以孫子女為主，卻納入祖父母及學校老師的課程訓

練，以更為有效地協助孫子女的生活適應，例如 Temple University的代間學

習中心（Cent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一項針對親屬照顧的孩子所做

的藥物濫用預防方案「“Grandma’s  Kids”」 （Rogers ＆ Henk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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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案每學年選擇三所低收入地區的小學，並對孩子、老年親屬照顧者、

學校人員列為方案進行的對象。對孫子女的課程內容包含：(1)生活技能/藥

物教育(2)課業指導(3)團體諮商或輔導。另外，還有兩週的夏令營提供娛樂、

文化活動及代間社區服務等活動。對祖父母的課程內容則包含：(1)資源及轉

介方面的協助(2)照顧者工作坊及特別事件。方案中還為學校人員設計了(1)

同理心工作坊(2)持續和老師交換孩子所面臨議題的訊息(3)邀請參與方案的

家庭一起活動等課程。 

Dannison和 Smith( 2002)主持的服務方案中，孫子女和祖父母分別在同

一時間參加不同的支持團體，活動的主題包括加強自尊、尊重不同的家庭型

態、及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會面臨的情緒議題。活動的領域跨及文學、戲劇、

音樂、身體律動及藝術。孫子女在課程結束後在社交技巧、自信方面顯著地

進步。在孫子女的部分則顯示出透過課程可以提高與同儕互動的能力、自尊

程度、知覺與祖父母的關係。學校對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所提供的協助大多

是課業、生活技能、情緒方面的輔導，這些支持能彌補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

的不足，在改善孫子女身心福祉的同時，亦提升了祖父母的。 

上述方案裡都提到課業方面的協助，在美國，課後課程（afetr-school 

programs）是一種包括了課業、社交與娛樂性活動、由公立、私立機構或是

教會組織在放學後立即提供給年輕孩子的服務（Morton-Young, 1995）。由於

投入的機構組織越來越多元，所以他們所提供的課後服務也不盡相同。像

BCDI（the National Black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c.）籌畫的「Each One, 

Reach One」即透過招募、訓練與運用志工來為年輕孩子服務或個別指導，

是一種強調自尊與獲得基本學習技能的方案。而 NAACP（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所提供的「Back to 

School-Stay in School」除了提供個別指導與課業的諮詢外，還有親職教育課

程的服務。學校本身也可以利用教育經費對貧困的家庭孩子提供這些課程，

或者透過和民間組織簽約讓該組織來提供服務。舉辦課後課程的地點包括了

學校、教會、社區活動中心、俱樂部等等，其服務的對象包含有嚴重學業、

社交或人際問題的孩子。在 Morton-Young（1995）所描述的課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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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etr-school programs）裡，我們看到這些孩子從週一到週五每天的下午，

會被安置在一個像家一般溫暖安全的場所，學習基礎的學習技巧、學習的要

訣、做功課以及使用學習工具等；除了與課業有關的學習，讓孩子瞭解自己

的文化根源進而建立自尊，與同儕、老人、如同導師和家教班的志工互動也

是孩子會學習到的課題。而課程裡所包含的親職教育則要求孩子的父母或是

主要照顧者能一起參與探討父母議題的研討會、利用與家庭事務有關的諮商

或忠告、獲取如何參與孩子在校成長的提示與建議等。 

近年來，在臺灣，除了教育優先區計畫賦予學校提供學習輔導的服務之

外，也有一些民間團體在課後照顧上漸漸做出成績，例如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與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前者透過招募高中職、大專以上學歷且有意從事課

後照顧的婦女，給予職前 360小時的培訓，及之後持續地在職訓練，成立社

區課後照顧支持系統，利用學校的設施，由社區媽媽、學校老師及各類專業

人才，給予學童生活與課業輔導，該基金會自 1997 年開始，已與全省 72所

小學合作，共照顧了 5781名學童（彭婉如文教基金會，2006）。而後者則是

透過「弱勢兒童課後陪讀計畫」，經由全台 63個地區的 1919服務中心與社

區學校合作，服務所在社區內的貧困、弱勢單親、外籍新娘等家庭的兒童，

讓無法得到父母妥善教養，或無力負擔一般安親班、才藝教室或補習班費用

的孩子，獲得兩個月一次的家庭關懷訪視、每週四到五天兩小時的課業輔導

與每週一次的品格教育、生命教育或兒童保護教育等，該協會自 2004 年起

至今，已資助 63班 910位兒童，預計 2007 年將增至 80班 1200位（中華基

督教救助協會，2006）。這些社會團體，都是學校可以向外延伸來協助兒童

提高學習成就的重要資源，。 

綜上，本研究將協助兒童的發展與學習的服務列為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

育項目之一，是因為孫子女的教養問題的確是祖父母很關心的議題，所以當

學校提供了課後輔導、生活輔導等類似的方案時，無形中彌補了祖父母在協

助孫子女教育上的不足，這也是一種增強隔代教養家庭親職功能的一種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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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困境 

實施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困境可分為兩部分探討，一為家長參與的

困境，二為學校實施的困境。 

（一） 家長參與的困境 

Jones(2003)透過訪談 33 位親屬照顧者（kinship caregiver）以確認這些

家庭的支持系統之現況及亟待開發的資源，發現照顧者所獲得的支持中以學

校最少，兒童福利機構最多。可能是因為現在的學校與他們的孩子在唸書時

已有顯著不同，而大多數的祖父母並不清楚學校的資源，且學校人員與隔代

教養祖父母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阻礙了他們將學校視為提供孫子女心理

需要的資源，再者，還可能因為監護權的歸屬使得學校人員在和家長聯絡時

不將祖父母視為聯繫的對象等（Smith, Savage-Stevens, & Fabian, 2002）。實

際上，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很少參加班親會，一方面因為聽不懂主流社

會所使用的語彙，另一方面似乎是基於對學校的信任，對學校抱持正面的態

度，認為老師是專家，把教育權交給學校，而與學校維持一種若即若離的關

係，因此未能關注孫子女在學校的人際關係、學業成就及行為表現，無法發

揮親師合作的功能，多少影響了孫子女在人格及人際方面的發展（許玉玲，

2000）。 

一份全美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簡稱

AARP）在 2003針對非裔美人、西班牙裔美人與印地安人的隔代教養家庭祖

父母所做的調查顯示，影響祖父母不參與支持團體的原因包括有：不知道支

持團體的訊息、自己目前沒有法律或經濟方面的問題、認為自己是孫子女的

父母而不是祖父母、不認為隔代教養的責任對自己的生涯產生多大的改變、

不希望和外人分享自己家庭的隱私或傷痛、沒有時間參與、交通不方便、不

希望自己的管教方式受到質疑、不喜歡與團體互動或者不喜歡容易聚焦在負

向情緒的活動以及本身擁有充足的親友支持系統等。有受訪的祖父母表示，

支持團體對他們來說只不過是發牢騷的集會（whine-feast）或者博取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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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pity party），此外，他們認為支持團體主要在教導（teach）或再教導

（reteach）祖父母育兒技巧，而那些技巧他們早就經驗過，自然沒有參與的

必要。 

張淑芬(2002)對嘉義市國小學童家長所做的調查發現：家長參與親職教

育最主要的阻礙因素為情境和訊息的阻礙，親職教育活動的參與阻礙與一般

成人教育的參與阻礙最大的不同在於缺乏實際的報酬，如學位、升遷等誘

因，無法吸引民眾的參與，且中國人的觀念認為家醜不可外揚、家家有本難

唸的經等，也會造成親職問題的累積。卓紋君（2001）為方便探討親職教育

的推廣將親職教育對象依其時間多寡及意願高低分為時間與意願皆高的家

長、時間多但意願低的家長、時間少但意願高的家長及時間少意願少的家長

等四類。其中意願和時間皆低的家長，通常是學校推廣教育活動最感困難與

挫折的主因，此類家庭可能兩極化，其中可能包含雙薪、高教育或高社經地

位的家長，也可能是低社經、忙於維持基本生存需求的弱勢家庭。前者通常

自認為教子有方，不需要學校親職教育；後者則通常無心顧及子女教育。學

校面對這些弱勢家庭宜以主動關懷的策略較易收效，一方面提出優惠措施，

如提供餐盒、學童可享有免費營養午餐等；一方面需改變單一而制式的親職

教育實施方式，改以較具彈性且便利家長的措施如到家服務、發行刊物等方

式來實施。 

由於隔代教養家庭中有很多是屬於低社經家庭，或地處文化不利地區，

祖父母教育程度不高，大多以務農或打零工為生，為了生活，較無能力參與

學校活動。通常社經地位較低的家長在與學校的互動上經常會有價值觀念差

異大導致孩子對學校懷有抗拒心理、不常參加學校活動以致於子女也不重視

學校的表現、家長與孩子看電視的時間遠超過親子互動、較要求孩子服從其

權威等現象；家長與教師互動時較缺乏自信，甚至逃避與教師會面而「自我

淘汰」（self-elimination），養成孩子對自己的學業及未來較不關心（石玲惠，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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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實施的困境 

目前親職教育的實施仍以學校價值與文化為主，對於家庭的價值與文化

則有所忽略，因為學校單向式要求父母接受學校某些特定的價值與文化而造

成一些與學校不同價值與文化的家庭不得不接受學校價值，有些父母甚而產

生自卑感而影響對學校活動的參與意願（石明原，2002）。 

鐘思嘉（1998）指出學校目前實施親職教育的效果常受到限制，在學校

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了：工作人員的素質與訓練不足、普遍缺乏有系統的親

職教育知能訓練；目前中小學辦理親職教育的方式雖然繁多但目標模糊，較

不注重個別的特殊需要，亦缺乏雙向溝通，常導致「給的非其所需，其所需

的卻未給」的現象；全校教師未能充分配合；實施親職教育的人力、經費不

足；缺乏適用於國內的理論根據；缺乏成效評鑑等。 

綜上所述，實施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的困境在家長部分有缺乏互信、

缺乏誘因等因素，而學校部分則集中在資源不足、缺乏需求與成效評鑑等原

因，本研究欲探討學校在實施隔代教養家庭親職教育時遇到的困難，以分析

將來可以改善和增強的具體建議。 

成功的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必須聚焦在家庭的歷程與脈絡

中，瞭解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面貌與挑戰並整合隔代教養家庭的需求，檢視

現有的親職教育課程，評估未來的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之親職教育模式。在

國內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開始獲得重視時，本研究期望透過對現有

學校體制實施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現況的檢視，與探討其中隔代教

養家庭的教養面貌與親職教參與求，幫助我們探索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對親

職教育的需求，為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之親職教育模式的發展跨出成功的第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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