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 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情形 

（一）教養內涵 

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對孫子女的照顧在生活層面比起課業督導更能

使得上力，擔心孫子女吃不飽、費心準備孫子女愛吃的食物，把孫子女的身

體「顧乎」健康，是所有受訪祖父母的首要顧念。當祖父母把孫子女從中間

世 代 手 中 接 回 照 顧 時 ， 就 代 表 了 他 們 開 始 扮 演 第 二 度 親 職

（second-time-around parenting）的角色（Minkler& Roe, 1996），其中接送和

陪伴孫子女的活動當然也是非祖父母莫屬。在課業督導方面，接受訪談的祖

父母所採取的多屬口頭上的敦促，較少實際參與。教育或經濟資源足夠的祖

父母必要時會援引親友或是安親班來協助孫子女，而缺乏資源與督導能力的

祖父母則僅能消極的叨念或放任。 

（二）教養方式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所採用的教養方式包括寵愛、說理、支持鼓勵與打

罵等等，會寵愛孫子女的祖父母多半懷抱有彌補的心態，孫子女容易依賴、

缺乏自制力；對孫子女採取說理方式的祖父母多期望孫子女能因體諒祖父母

撫養他們的苦心而更加聽話懂事；能支持鼓勵的祖父母，孫子女多半會給予

正向的回應；採取打罵方式的祖父母通常是在不得已的情況下才會舉起棍

子，希望警惕孫子女改進其行為。而隔代教養家庭的孫子女對祖父母管教方

式的反應可能會因為對祖父母親職角色的不認同而加以頂撞或不予理睬。這

種教養方式與郭俊豪（1998）的發現頗為相近，一是祖父母認為親權還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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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世代負責，自己僅是代為照顧的責任，因此不便對孫子女採取打罵的管

教方式；二是祖父的說理比起祖母的較偏向命令或忠告，其形象較接近教導

者、建議者與監督者的形象。 

（三） 教養問題 

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可能因教育背景、資源有限或是世代差異而無法

有效地督導孫子女的課業，例如祖父母本身不識字或能力不足、忙於工作或

時間不夠、祖孫兩代的教育環境差異或二度親職與祖父母擔任父母時的親職

角色任務有所不同等皆可能是使祖父母無法提供孫子女有效的課業督導的

原因。再者，當祖父母成為孫子女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時，祖父母對孫子女的

身教言教就成為影響孫子女人格成長的重要因素。如果祖父母常在孫子女面

前提起其父母的不是、藉由物質的滿足來彌補孫子女抑或是因管不動而放任

孫子女在外遊蕩等，這些因家庭結構不完整而產生的缺憾，將給予孫子女有

限的支持而導致其人格成長受到限制或扭曲，諸此種種，可能是隔代教養家

庭裡會出現的教養問題。 

二、 隔代教養對祖孫的影響 

（一） 隔代教養對祖父母的影響 

1. 經濟面— 資源貧乏者經濟衝擊大 

祖父母如果工作穩定、有足夠的積蓄或者接受成年子女穩定的經濟支

持，在承接孫子女的照顧責任後，對經濟方面的影響並不大，相對地，如果

祖父母本身工作收入偏低、積蓄不足或者缺少成年子女的經濟支持時，原本

已不夠堅固的經濟支柱將變得更加搖搖欲墜而必須受人資助或尋求政府的

補助。整體來說，呼應了Minkler和 Roe（1993）的發現，照顧責任對中低

收入的女性影響較大，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也較高。並且，對這些祖父母來說，

照顧孫子女所付出的成本不能只用目前的需要及開支來衡量，還必須考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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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責任對他們未來經濟層面的影響－例如獲得更好工作的機會、獲得教育或

進修的機會、以及一份理想的退休收入（Scott, 1984；引自Minkler& Roe, 

1993）。 

2. 生理健康面— 教養工作使祖父母的生理健康受到威脅 

多位受訪的祖母在過去因從事勞力工作或因故受傷，身體已經累積一些

病痛，再加上年紀越大，骨頭關節更形退化，生理健康更容易受到照顧責任

的影響。但經濟狀況較好或教育程度較高的祖母，例如A3GM在得到「奶奶

手」之後，一直積極地在尋找治療的方法，後來誤打誤撞買了一種健康衣服

之後，不僅「奶奶手」好了，長期以來的脹氣也跟著不藥而癒。試想，今天

這樣的情況若是發生在領取低收入戶津貼的B5GM身上或是拖著67歲的瘦

弱身子剖蚵仔養家的C4GM身上時，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將疾病治

癒？無怪乎教育和收入是用來評估非裔美人與歐裔美人生理健康差異的最

佳指標，受過教育者較能獲知預防和治療方面的訊息（Ross & Wu, 1995；引

自Soloman & Marx, 2000），貧窮也與生理健康狀態呈現反比（Soloman & 

Marx, 2000）。因此，經濟狀況不佳的祖父母如果為了支應家庭開銷而必須工

作或省下醫藥費，導致不能獲得足夠的休息或醫療時，長期下來，將使得祖

母的身體狀況更加惡化。 

3. 心理健康面— 教養責任的壓力使祖父母的心理健康難以平衡 

祖父母的情緒可能被不同的原因所牽動，這些原因包括有：經濟壓力、

照顧責任勞累、孫子女的未來不明或中間世代的失能等，除了祖父母本身的

資源不足會牽動祖父母產生負面情緒外，孫子女的數目太多也會影響祖父母

的情緒健康（Soloman & Marx, 2000），進而間接影響其親職角色的扮演。隔

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因為年紀較大，是否能把孫子女照顧長大或者一旦自己

先走，孫子女該如何安置的問題也常在祖父母的心頭惹起煩憂（彭柑綾，

2006）。正符合Minkler和 Roe（1993）對隔代教養黑人祖母所做的研究中發

現的觀點，致使情緒健康變差的原因並不是照顧責任本身，而是必須與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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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的悲劇共存，這才是真正的負擔來源。 

4. 社會關係面— 教養任務限制了祖父母參與休閒與社交活動 

友誼對於老年人的福祉有最大的正面效應，而家庭則是情緒支持的主要

來源，當缺乏這方面的支持，或者當家庭人際關係惡劣或欠缺時，其負面效

應是相當深刻的（Antonucci & Akiyama, 1995；引自張慧芝譯）。受訪的祖父

母皆表示照顧責任多少縮減了他們的休閒活動與社交範圍，這樣的改變對於

仍保有穩定內圈支持之老年人影響較小，但對於那些原本在照顧孫子女前就

擁有較少親密朋友與家庭成員的祖父母來說，缺少和人群的接觸，將加深他

們的社會孤立感。這樣的影響與Soloman和Marx（2000）的研究發現相似，

擔任全職照顧責任的祖父母在社會關係方面，不管是關係的質或量，都比沒

有擔任全職照顧責任的祖父母要差。這表示，他們可能缺少可以在照顧上給

予協助、可以在緊急時伸出援手、可以聽其吐露心聲的社會支持力量。 

（二）隔代教養對孫子女的影響 

1. 教育適應面— 課業成就仍是最大的挑戰 

他們可能面對教育適應的挑戰，也就是說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的學業或

學校活動較可能因乏人指導而難有出色表現。然，兒童必須學習學校裡所重

視的技能，例如學習閱讀、寫作、數數以及使用電腦等，個體若能成功解決

危機，則會使個體具有勝任求學、做事、待人的基本能力（張春興，1994）。

因此，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能否順利解決此一危機，將視其是否在教育適應

方面獲得足夠的支持而定。 

2. 心理健康面— 非外顯的情緒較易受到祖父母忽略 

孫子女的情緒容易受到父母間的事影響，祖父母可能未能察覺或不知道

如何尋求診斷和治療的專業管道。有時候祖父母可能會輕忽介入的需要，他

們希望這些行為問題會自己終止。他們可能不知道如何尋求對孫子女行為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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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診斷和治療的專業管道，並且對行為管理技術是一無所悉的（Emick & 

Hayslip, 1996）。Baker（2000）也提到這些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若獨力面

臨這些議題，其生活品質必然下降，孫子女當然也跟著受到影響，因此，讓

這些照顧過動孫子女的祖父母更瞭解其孫子女的病症和治療方式是很需要

的。 

3. 社會關係面— 缺少和同儕互動的機會 

當美國開始將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納入支持團體的需求者時（Smith, 

Savage-Stevens, & Fabian, 2002），表示除了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可以透過支

持團體擴展其社會關係外，孫子女也有必要藉由參與支持團體，增加和同儕

互動與相互支持的機會。本研究在社會關係方面發現，孫子女可能因某些特

殊因素，例如過動或情緒障礙，在人際相處上需要被引導，而和同儕疏於往

來的情形也出現在多位孫子女身上，除了受到祖父母的限制之外，自己也很

少主動和同儕在下課後往來，在祖父母因為親職角色與生命歷程的矛盾而可

能形成的社會孤立之下，孫子女和同儕間的疏於往來，可能使隔代教養家庭

的孤立感更形加重。 

（三）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因應策略 

對照 Minkler和 Roe（1993）所提出的五個因應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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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雖根據

祖父母面對不同層面影響時的因應策略予以歸納和描述，卻屢屢在文本中看

到祖父母運用這五種策略幫助自己適應隔代教養的責任的痕跡。例如當隔代

教養家庭祖父母經濟狀況不佳時，受訪的祖母是採取「樂天順命，減少開支」

與「放下自尊，向人求助」的因應方式，其中 B5GM 就利用「聚焦」策略

中的將焦點放在孫子女身上，即使自己經濟情況不好過也不想讓孫子女知

道，希望他們安安穩穩的唸書不要擔心家裡的事；當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面

對生理健康的威脅時，可能採取「積極面對」或「消極忽略」的因應方式，

其中，B4GM為了兩位孫子女也積極保持運動的習慣，這也算是運用「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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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的例子，這個結果與 Minkler和 Roe（1993）的研究發現相符，他們發

現有四分之一的黑人祖母表示因為照顧孫子女，自己整體的健康比起一年前

更為改善，他們可能為了孫子女的呼吸道疾病而戒掉抽煙的習慣，為了陪伴

孫子女運動、沒有太多時間享受食物而瘦了下來。另一方面，採取消極忽略

的祖父母也與Minkler和 Roe的另一發現相符，他們發現黑人祖母在量表中

所呈現的健康狀況比起開放性的問題中所呈現的，來得過度樂觀，即便黑人

祖母身上已有許多健康問題，大部分的人會選擇不去理會或者不讓那些疾病

影響到他們的照顧責任。 

當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心理健康難以平衡時，可能會在宗教信仰裡尋

求安定的力量，這樣的因應策略呼應了 Minkler和 Roe的發現，受訪的 B5GM

和 B4GM 都在宗教信仰裡找到「重新看待隔代教養這個負荷」的方式；當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社交與休閒活動受到限制時，他們採取的因應策略是

「配合孫子女作息，調整社交時間」，所應用的則是「聚焦」裡的將焦點放

在自己身上，照顧好自己的內在，藉由暫時脫離教養環境，尋求內心的平靜。 

（四） 隔代教養家庭的優勢 

儘管全職養育孫子女是一種耗時、代價高、疲憊且常難以負荷的工作，

但大部分的祖父母仍然肯定它為生命賦予了意義，這些孩子，也因為有這群

祖父母願意把他們的需要放在自己的之前而找到歸屬，這也是隔代教養家庭

的優勢所在。如同Minkler 和 Roe（1993）所說的，雖然全職養育孫子女是

一種很耗時、高代價、使人疲憊且常難以負荷的工作，但大部分的祖父母仍

然肯定它為生命賦予意義、及重新注入活力的好處，他們因瞭解孫子女是安

全和快樂的而感到釋懷、想要看著他們長大、為他們的成就而驕傲。 

三、 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親職教育之實施現況 

（一）「為家長舉辦研習會與討論會或成立支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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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家長舉辦研習會與討論會或成立支持團體」此類親職教育當中，

教育優先區計畫提供「推展親職教育活動」項目以服務包括隔代教養家庭在

內的目標學生家長，活動的推展以親職教育講座為主，師資來源多為鄰近地

區大專院校的學者，講座的主題以「兒童教育方法」為多，然隔代教養家庭

祖父母對於親職教育講座的參與整體來說並不踴躍。祖父母的年紀、知識水

平低、沒有時間或缺少相似的親職經驗支持等因素，都可能阻礙了隔代教養

家庭祖父母參與的意願，但受訪的祖父母中還是有些會為了孫子女而積極地

參加這些活動甚至進行家長參與（parent involvement）（張鐸嚴等人，2004），

目的就是為了讓孫子女有被重視的感覺，一方面也以行動感恩學校對孫子女

的照顧。為了讓更多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能參與親職教育講座，提供誘因可

以提高其參與動機，然更重要的是，規劃出更貼近祖父母們生活面貌的親職

教育主題或內容才能打動他們的心。 

（二）「針對個別家長的需求提供必要的資訊與服務」 

比起第一種親職教育類型，此類親職教育「針對個別家長的需求提供必

要的資訊與服務」的主動性高，以老師透過家庭訪問、電話聯繫和書面通訊

等方式來建立和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間的溝通橋樑。老師透過家庭訪問有助

於他們瞭解祖父母的需求而給予必要的教養或經濟協助，即便今日電話普

及，家庭訪問相對較不方便且無法達到及時的效果，但不可否認的，家庭訪

問仍然有電話訪問無法替代的功能，例如：幫助老師更瞭解學生的家庭狀

況、和家長進一步建立關係以及獲知家庭所需要的幫助等（黃德祥，1997）；

而透過電話聯繫，老師和祖父母更像教育事業的合夥人；在書面通訊的使用

部分，期刊式的定期刊物較偏向單向的溝通，識字的祖父母可藉此更瞭解孫

子女的學校，另外，作為定期通訊用的聯絡簿則成為老師在非緊急情況下最

常使用的親師溝通管道，老師和祖父母間可以透過聯絡簿共同監督孫子女的

學習成長，只不過，某些祖父母為了省事，而將簽字的責任交給孫子女負責，

抹煞了聯絡簿原本可以發揮的溝通功效，同時降低了親師合作的可能性。 

（三）「協助兒童的發展與學習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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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兩類親職教育的實施對象有所不同，學校在辦理有關「協助兒童的

發展與學習的服務」的親職教育活動時，主要是以隔代教養家庭的孫子女作

為服務對象，其方式包括了：學習輔導、老師的個別指導、夏令營或短期的

學習活動等，這項服務同時也彌補了祖父母在孫子女教育上的有限協助。因

為有來自教育優先區計畫經費的挹注，故三所學校皆以學習輔導為主要實施

項目，參加教育優先區學習輔導的學生都不需要交錢，但其成效卻不見得能

完全彰顯。例如，當學校以原班成班時，雖可消除合班上課可能浪費的時間，

但老師仍然必須面對原來的程度差異問題，且一班二十人才能成班的規定，

使得每位學生只能分配到兩分鐘，老師很難在這種情況下給予足夠的個別指

導來提升其學習成就；再者，由於教育優先區計畫的預算年度與學校學年度

不一致，以致於行政上審核預算的延遲，造成有的學校在實施學習輔導時，

時程太短，有損學生學習的權益。雖然隔代教養家庭學生參與學習輔導的情

形還算踴躍，但就其「提升學生基本學科能力與學習成就」的目的看來，仍

有些經濟能力許可的祖父母寧可將孫子女送到補習班加強學科能力，而那些

資源有限的祖父母就只能繼續無奈地說著「無昧按怎」、「阮ㄚ昧曉教ㄚ」。

所以，面對著學習成就仍然落後的孫子女，老師僅能利用不上課的時間指導

課業落後的學生，也許力有未逮，但這些願意在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生命中

扮演重要他人的老師仍值得我們尊敬。 

綜言之，作這樣的研究，並不是要為隔代教養家庭的祖孫貼上標籤，而

是要瞭解他們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下比較容易受到哪些影響進而給予其需要

的支持，這些支持包括了協助祖父母更瞭解自己的孫子女、讓學校單位更清

楚可以在哪些方面強化這些孩子，更重要的是，社會大眾將因而對隔代教養

家庭有更清晰的圖像，進而在決定社會政策的走向時，能更顧慮這些家庭裡

祖孫的最大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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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茲就研究結果，提出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學校教育、教育政策及未

來研究的建議，期盼各界為隔代教養家庭的福祉共同努力。 

一、 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建議  

（一） 多照顧自己的身心 

勿讓過去的變故一直影響自己的心情，接受造成隔代教養的原因，因為

那並不是自己的錯；設定一個規律的時間，用來沈澱心情；為自己保留一些

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例如利用孫子女上學的空檔找鄰居泡茶聊天、或參

加廟會、拜拜等都是可以舒緩身心的活動；避免孤立，放寬心胸，和朋友、

其他有類似經驗的祖父母或是學校老師討論自己遇到的問題；找尋一個可以

增強和支持你的宗教團體或個人信仰。認清自己可能是孫子女唯一的照顧

者，此責任重大，需要更加關心自己的健康，避免教養的工作加速衰退老化

的速度。例如發現健康出現問題時，需盡快就醫；保持或培養運動的習慣等

都是幫助身心更加健康的方法。 

（二） 與子孫間保持良好互動 

1. 不在孫子女面前談論與中間世代的恩怨 

受訪的祖父母中有三位曾經在孫子女面前批評或指責其母親的不是，可

能造成孫子女刻意的漠視或仇視其母親，其實，這樣做對孩子的人格成長不

僅無益還可能有相當大的傷害。研究者目前所任教的班級中有一位孩子平時

住在祖父母家，假日去媽媽家，此生平時態度散漫不羈，有時對老師的耳提

面命也不大理會，有一次研究者在電話聯繫其家庭之後，發現此生一年前因

為父母離婚剛成為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然而在他還未適應父母離婚的衝擊

時，祖父卻經常在他不聽話時叫他搬回去和媽媽住，或是要他改從母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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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將孫子的不聽話、忤逆怪罪到媳婦身上，當研究者將這些細節逐一詢問該

生時，沒想到該生的表情突然收起了一貫的嘻皮笑臉，到後來不由自主的流

下淚來，這時，研究者才恍然大悟，原來，嘻皮笑臉只是他的保護色，當這

個孩子背負著父母離異的創傷來到祖父母家，卻又得不到祖父母的疼惜與接

納時，他就只好去學八家將，尋求同儕給予的溫暖。 

受訪的祖父母中僅 A3GM 向孫子解釋父母為何沒有住在一起，讓孫子

瞭解父母不是不愛他，而是必須賺錢養家、不得已才讓他來和阿公阿媽一起

住，因為 A3GM 的引導，孩子不因聚少離多與父母疏遠，也不需面臨忠誠

的兩難。所以，建議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保持和中間世代的友好關係，就

算做不到友好，也不在孫子女面前談論其父母的不是，不強迫孫子女在祖父

母和父母間做出選擇，讓孫子女諒解父母的不得已，學習接受父母不在身邊

的遺憾。 

2. 鼓勵孫子女與其父母往來 

C6GM對兒子的前妻從小到大沒盡到一點教養責任，卻在孫女逐漸長大

後開始密切地聯繫很是埋怨，她不僅不允許孫女和媽媽講電話，也不樂見媳

婦透過老師和孫女聯繫，於是請求老師謊稱孫女已不在該班就讀，百般阻撓

媳婦和孫女的一切聯繫，甚至告知孫女其養女身世的秘密，藉此削弱孫女對

媳婦的濡慕之情。其實，只要媳婦不做出傷害孫女的事，祖母是沒有權利阻

止他們相見的。就像 AE 在回饋單裡所回應的：「隔代教養的父母親，雖然

因工作或種種因素必須由祖父母代為照顧子女，亦能盡量每日以電話與孩子

做親情聯繫，或能於假日回家或到父母處小聚，建立親情溝通之機會」。站

在孫子女的角度想，多一個人愛他（她）有何不好，任何的孩子都有權利被

父母愛著，就像被祖父母疼愛一樣，所以，請別剝奪孫子女和其父母相處的

機會和權利。 

3. 讓孫子女知道自己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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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情形」一節中，可以看到祖孫間因學校課業或

教養方式而緊張，也可以看到祖孫間因相互陪伴與照顧而緊密，在教養方

面，孫子女可能因認為祖父母無法指導課業而不認同聽從其叨念，而必須央

請老師介入；祖父母可能在教孫與疼孫間左右為難；這些現象反應出祖父母

在管教孫子女方面是需要協助或介入的，建議祖父母在遇到相關的管教問題

時可以先向學校老師求助，若有需要，進一步尋求學校輔導人員的協助，這

樣做並不是鼓勵祖父母把管教的問題丟給學校處理，而是透過與有教育輔導

背景的第三者的對話，獲得適當的解決方式或是自我檢視，幫助自己適切地

管教孫子女。 

相對於教養可能帶來的緊張，在生活方面，祖孫都因有彼此的陪伴而相

繫相依，這是隔代教養家庭裡最珍貴的資產，因為它支撐著祖父母勇於承擔

教養的責任，強化了孫子女易受家庭結構不完整影響的心理健康。因此，祖

父母有必要學習愛的表達方式，將對孫子女的疼惜直接地表現出來，但切記

疼惜並非總是物質上的滿足，而是需以情感和行動上的陪伴作為基礎，例如

一起散步、陪伴寫功課、一起做家事等。或是透過支持鼓勵孫子女和同儕互

動、讚賞孫子女好的表現，感恩孫子女的陪伴，且注意到對較大年齡孩子的

關心需由生理的照顧轉變為心理的關懷，讓祖孫間的情感保持在流動的狀

態，當孫子女愛的存款越見龐大時，他（她）就有足夠的能力去愛人愛己。 

（三） 與學校間的互動 

1. 積極參與學校舉辦的活動 

有三位受訪的祖母較常參與學校的活動，其中有兩位還是學校志工團的

團員，對學校單位組織的瞭解比起其他祖父母深入，巧合的是這兩位祖母皆

具高中學歷，雖然她們宣稱參與志工的原因是為了感恩學校對其孫子女的照

顧，但不難理解，或許是她們的學歷給了跨進學校的勇氣。相對地，其他消

極參與學校活動的祖父母，可能因「年紀大了、自覺知識水平低」、「沒有時

間或缺少相似的親職經驗」及「不認同親職教育講座的成效」等因素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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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參與的意願與實際行動。在此，祖父母必須瞭解近年來教育界鼓吹的一句

非洲古諺「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這句話所要傳達的觀念即是，整

合社區、學校的資源一起來教育孩子而不要把自己和外界隔離起來，而獲得

這些資源的唯一方式就是「走出去」，不因種種原因限制住為孫子女爭取資

源的動力。 

2. 與孫子女導師多互動 

誠如 AE所強調的，老師對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童具有重要的影響力，因

此讓老師知道家裡的情況是非常必要的，當老師瞭解學生的家庭背景之後，

才得以提供適合的協助資源，例如申請學雜費減免或午餐補助、加強學習的

輔導或是連結到其他的社會資源等。另外，祖父母必須充分瞭解老師扮演的

角色是教育的合夥人，不是唯一的負責人，所以不能把所有教育的責任都推

到老師身上，唯有透過和老師密切合作，例如以聯絡簿或電話聯繫討論，孫

子女的學習才得以步入正常的軌道。 

（四） 與其他資源的連結 

1. 運用家人、鄰里與朋友資源 

A3GM 的女兒很孝順，常招待她出國旅遊，增加了許多社交休閒的機

會；A4T 說還好 A4GF的小女兒負擔起課業督導的角色，她才能藉由積極的

親師合作引導 A4GF 孫子的學校表現；兩位孫子女中有一位是過動兒的

B4GM，儘管常為孫子的過動所擾，卻能藉由和朋友爬山運動發洩壓力並切

磋教養訊息；B5GM因緣際會之下認識一位家扶中心的義工朋友，才在那位

朋友的引介下申請了家扶基金會每月一千七百元的補助；收入不穩定的

C4GM 常接受鄰居好心送來的蔬菜或魚，對 C4GM 來說，鄰居這樣的舉動

或許稱不上減輕生活開銷，但應該會有被雪中送炭的絲絲暖意；C6GM因為

女兒就住在隔壁，所以孫女遇到課業方面的問題時，至少有了可以請教的對

象。光是靠祖父母自己承擔所有的照顧責任或許太過沈重，如果在祖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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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系統裡存在著家人、鄰里與朋友等資源，對減輕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重

擔或是增加其福祉應能有所助益。 

2. 善用福利資源 

（1）耐心地申請福利補助 

C4GM因為不識字再加上申請低收入戶補助的規定繁複且嚴格，老人家

只知道因為兒子的戶口問題而無法申請，卻不清楚如何解決兒子的戶口問題

進而得以具備申請資格。其實，像 C4GM這樣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亟需

要一位熟悉申請程序且能夠幫助她辦理相關手續的協助者，因為對這樣的隔

代教養家庭來說，金錢是非常重要的，每個月領取固定的補助將能減輕許多

祖母肩上的重擔，因此，祖父母不妨詢問多種管道，例如孫子女導師、鄰里

村長、鄉鎮公所社會課、縣市政府社會局、民間慈善機構等，耐心誠懇地請

求他們協助辦理相關程序，「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2）坦然地接受社會福利協助 

接受社會救助能減輕低收入隔代教養家庭的經濟壓力，幫助他們在中間

世代缺位的情況下順利的生活，祖父母不需要覺得羞恥或是尷尬，因為會放

下自尊尋求協助的，是真正考量到孫子女最佳利益的祖父母。 

3. 尋求醫療資源 

為有特殊需求的孫子女尋求協助：有些孩子在來到祖父母家之前，就可

能遭受情緒或生理的創傷，例如 B4GM的孫子因為媳婦疏於照顧而造成他

現在的發展與行為模式和其他同儕大不相同，B4GM曾經上網查詢關於過動

症的資料，心疼孫子的她亟需相關的訊息來告訴她如何幫助孫子女，而可以

提供與特殊需求的孩子有關訊息的，除了無遠弗屆的網路之外，還包括了小

兒科醫生、醫院裡的兒童青少年身心門診或是圖書館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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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受教育資源 

（1） 參與老人教育活動，照顧自己的需求 

熱心助人又好學的 A3GM住家離嘉義縣創新學院不遠，她利用白天時

間常到創新學院裡的老人學苑去上課，一方面增長知識、一方面結交朋友，

雖然名為老人教育，她卻覺得自己心態上一點也不老，反而從中得到成長和

快樂。國內目前雖少有專為隔代教養家庭成立的祖父母支持團體，但藉由參

與老人教育活動開展社會關係，對其心理福祉將有所助益。 

（2） 連結校外的親職教育資源，照顧孫子女的需求 

除了學校內提供親職教育活動之外，各地的家庭教育中心亦針對家庭、

婚姻、親子關係與管教等問題，提供電話或是面談的諮詢服務；另外，兒童

福利聯盟、友緣基金會、張老師中心、觀音線心理協談中心或基督教家庭協

談中心等機構所提供的諮詢服務亦是可以參考的資源。 

二、 對學校教育的建議 

1. 親職教育活動 

（1） 在對象方面 

根據受訪學校表示，現階段的親職教育若不是硬性規定必須專款專用，

大部分的學校在辦理親職教育活動時多以全數家長為邀請對象，這樣的情況

雖不符合教育優先區計畫中目標學生的家長其出席比率必須達到 60%以上

的規定，但這也是迫於「該來的不來」所做的決定。因此，當學校還是以全

部家長作為推展親職教育的對象時，就不會特別在意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走

進校園的比例，自然也不會集思廣益來提高祖父母們參與的動機，很可能教

育優先區計畫實施多年以後，這些目標學生的家長仍舊是與學校疏離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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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校既不知道他們的需求，他們也不認為從學校可以得到什麼受用的訊

息。所以，建議隔代教養家庭學生比例偏高的學校積極邀請祖父母們或祖孫

一起參與學校的親職教育活動，鼓勵祖父母主動參與學校事務，給祖父母們

認識現代教育實務的機會，只有透過大量地互動，學校才能清楚地聽見他們

的聲音。 

（2） 在主題方面 

從研究結果「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問題」和「隔代教養對祖孫的影響」

中所反應出的議題，與受訪學校現階段實施的親職教育講座主題作一比較

（表 5-2-1），發現「家庭資源管理」、「祖父母教養」與「代間課程」等是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非常需要卻未見於學校親職教育講座的主題。隔代教養家

庭祖父母可能面臨經濟方面的影響，如何連結社會福利資源對他們來說是相

當實用的課程，而在生理健康方面受到影響的祖父母則需要學習管理精力與

時間，「家庭資源管理」正好可以提供管道幫助祖父母因應這些。另外，從

祖父母的教養方式上可以觀察到，親職角色的定位不明容易造成祖父母溺愛

或是孫子女不服管教，因此學校若能提供協助祖父母適應親職角色與正確教

養的訊息，亦即「祖父母教養」之相關主題，將有助於祖父母導正孫子女行

為的能力。最後，研究者提出「代間課程」主題的原因在於學校一般在規劃

親職教育活動時，通常是以問題導向來考慮家長的需求，很少見到親職教育

的主題是以強化其優勢為目的，然而，在隔代教養家庭裡，就是祖孫間的親

情才讓祖父母伸出援手、孫子女找到依靠。因此對祖孫進行代間課程、強化

其情感交流與相互瞭解，不僅能讓祖父母這片盡力養育孫子女的老化土地重

新獲得養分，也會使得孫子女在成長的過程中懂得知足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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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隔代教養家庭議題與學校親職教育講座主題之對照 
 研究結果 相關議題 學校親職教育講

座主題 

相關議題（陳

貞妃 2002） 
隔

代

教

養

家

庭

的

教

養

問

題 

課業指導 

1. 因時間不夠而無法有效

地督導孫子女的課業 

2. 因能力不足而無法有效

地督導孫子女的課業 

3. 因教育環境的差異而無

法有效地督導孫子女的

課業 

4. 因親職角色任務的演變
而無法有效地督導孫子

女的課業 

孫子女人格成長 

因家庭結構的缺憾可能影響

其人格成長 

 

時間資源管理 

 

社會資源連結 

 

代間課程 

 

 

祖父母教養 

 

 

 

祖父母教養 

代間課程 

隔

代

教

養

對

祖

孫

的

影

響 

隔代教養對祖父母的影響 

1. 資源貧乏者經濟衝擊大 
2. 教養工作使祖父母的生

理健康受到威脅 

3. 教養責任的壓力使祖父

母的心理健康難以平衡 

4. 教養任務限制了祖父母

參與休閒與社交活動 

隔代教養對孫子女的影響 

1. 課業成就仍是最大的挑
戰 

2. 非外顯的情緒較易受到

祖父母忽略 

3. 缺少和同儕互動的機會 

 

社會資源連結 

精力資源管理 

 

壓力管理 

 

時間與生活資訊

管理 

 

社會資源連結 

 

祖父母教養 

代間課程 

祖父母教養 

社會資源連結 

 如何激發孩子

潛能 

 遊戲的天空—

與孩子玩藝術 

 建立孩子的自

信與魅力 

 生命教育—關

愛您、疼惜您 

 兒童讀經教

育、兒童發展與

讀經 

 如何培養孩子

自動自發的精

神 

 性別平等教

育—吾家兒女

初長成 

 心情感冒談憂

鬱與跟上科技

的脈動 

 孩子該讀什麼

好 

 與孩子溝通的

態度與技巧 

 生活教育的新

挑戰 

 如何說故事給

孩子聽 

 談有效的親子

溝通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照顧 

 

 

自我保健 

 

 

兒童教育方法 

 

溝通技巧 

 

兒童教育方法 

 

兒童教育方法 

 

溝通技巧 

 

（3） 在實施方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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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參與動機的方式才能真正吸引祖父母前來

參與，而其方式包括了主動聯繫活動訊息與增加活動的多元性等。所謂主動

聯繫活動訊息是指學校主動以書面、電話或面訪方式邀請祖父母前來參與學

校的活動，由於孫子女導師平日便以這些方式和祖父母保持聯繫，因此由已

和祖父母建立關係的導師來負責聯繫最為恰當，且以電話或面訪親自邀約最

能表示邀請者的誠意，祖父母多半不會拒絕。另外，盡可能避免讓祖父母從

頭到尾坐在講台下接受單向的知識傳遞，活動的規劃應寓教於樂，例如以烹

飪或手工藝製作為誘因，將教育訊息夾帶進來；或在活動最後辦理問答贈獎

活動；也可搭配社區健康檢查活動辦理保健知識講座。學校也可以準備相關

書面資料，例如協助祖父母扮演親職角色的手冊，內容可以包括：兒童發展、

健康與安全需求；兒童照顧、學校與教育需求；今日孩子所面臨的挑戰；可

以獲得的經濟、法律資源或協助；適用於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社會資源等。 

（4） 在時間方面 

根據受訪學校表示，親職教育講座通常會和班親會或親師座談會一起合

辦，所以要挑選一個老師和家長都能參與的時間實在很不容易，且另一方面

又必須顧及參與人數呈現出的場面，因此常見到學校把親職教育活動的時間

訂在週三下午、晚上或週末。這樣的時間安排很難定奪其是否合適，且有些

祖父母沒有替代的人手可以看顧孫子女，所以如果學校能特別為孫子女安排

課程，便可以讓不放心孫子女單獨在家或認為帶孫子女一起來參加也是不方

便的祖父母無後顧之憂的前來參與活動。 

2. 老師的在職進修 

（1） 在認知方面 

許多受訪老師都表示去過隔代教養家庭訪問之後，才比較瞭解祖父母帶

孫的甘苦，也比較能夠同理祖父母與孫子女的處境，也由於這份瞭解，使得

老師們主動為孫子女申請補助、指導功課，進而成為他們生命中的貴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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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AE提到的，老師對隔代教養家庭學童來說是個很有影響力的人，如果他

們能更瞭解隔代教養家庭，才能在對的地方施展其重要的影響力。所以學校

在安排教師的在職進修時，可以聘請對隔代教養家庭有深入瞭解與研究的學

者專家與第一線的老師們進行研究討論，提升教師對祖父母需求與關心事項

的敏感度，讓更多的老師不只是看到問題，而是看到造成問題的真正原因，

進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2） 在態度方面 

受訪的老師中有一位，他的教育愛很令人感動，聽 C6GM 說孫女要升

國中時，C6T主動聯絡該國中，討論其孫女必須繼續辦理學費及午餐費補助

的情況，這樣的舉動不僅感動了 C6GM，也感動了電話另一頭的研究者。我

們的教育就是需要像這樣能站在學生及其家庭角度設想的老師，不太在意自

己多付出的時間和精力，卻在意學生的福祉是否相對得到滿足。研究者自己

從事教職多年，看到一些老師有意無意地將孩子的問題歸咎於其家庭結構，

然後兩手一攤，表示自己也無法介入，其實只要多一點關心、多一點同理，

就可以發現為人師者可以著力之處，如同 AE 所回應的：「多一份誠摯的祝

福，或許也能多挽救一個孤單的靈魂，一切唯有”愛”而已！」（文件 AE）。

因此建議學校在辦理與學生輔導有關的教師研習時，可以加入與家庭教育相

關的主題，讓老師可以從家庭的角度同理孩子的行為，進而願意將教育的觸

角延伸到孩子的家庭裡。即便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們不能像一般家長那樣配

合或者回應，學校也應對他們採取友善、鼓勵的策略，例如老師需認同祖父

母為孫子女的主要照顧者，並肯定他們為重要的家庭成員，因為這樣做不只

能拉近親師間的關係，同時也可安撫隔代教養家庭孩子對於自身家庭背景的

疑慮與不安。 

3. 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的需求 

（1） 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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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小階段的孩子來說，解決 Erickson所謂的「勤勉對自卑」（industry 

verse inferiority）危機是最主要的課題。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如果不能從祖

父母那裡獲得足夠的課業支持，其解決此危機的過程將受到阻礙，可能影響

孩子將來的自我價值感。所以學校辦理的學習輔導必須給予孩子足夠的個別

指導，以目前教育優先區計畫的學習輔導項目實施情形看來，一週四堂課顯

然還是不足以改善孩子遭遇的學習困難，因此建議協同社區或民間團體的力

量一起幫助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走出學習弱勢。 

（2） 生活適應輔導 

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在心理健康方面可能受到家庭傷痛，例如父母分居

或離婚的影響，在社會關係方面可能較為退縮而孤立，建議學校可以為這些

孫子女辦理相關的小團體輔導，幫助他們處理因家庭傷痛而引發的各種情

緒，包括生氣、失落、擔心等等，並且藉由小團體的支持力量或者與其他社

會、教育或健康資源的連接，增加孫子女們和同儕的互動，協助建立他們自

己的社會支持系統，進而促使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在人格發展上能有更健全

的支持力量。 

三、 對教育優先區計畫的建議 

1. 鼓勵活潑多元的親職教育活動 

在教育優先區計畫裡的推展親職教育活動包含了親職教育活動與家庭

訪視輔導兩種。其中在親職教育活動部分，從教育局提供的文件（文件 E）

與 BE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教育部在初審各校所規劃的親職教育活動時，多

半以親職教育講座通過審核的機率較高，其他比較活潑的形式，例如融入親

子拔河、親子共讀、親子電腦的活動便不在補助之列。這樣的審核標準讓學

校只好繼續保守地辦理單向傳遞式的講座，而那些該來的家長也依舊不來。

建議審核親職教育活動的標準可以適度做調整，以提高活動對隔代教養家庭

祖父母的吸引力為目的，鼓勵多元活潑的活動規劃，跳脫單一的讓家長坐在

 169



台下吸收教養新知的模式，摒棄僅有專家學者才能讓家長滿載而歸的思想，

開放多一點的空間讓各個學校盡其力，規劃出符合該校目標學生家長的親職

教育活動。 

2. 延長學習輔導的時數與期程 

教育優先區中的課後輔導時間短，難以對學生提供持續性或個別性的協

助。為了提升隔代教養家庭孫子女的學業成就，學習輔導應盡力降低班級人

數以及延長辦裡的期程與時數，根據教育部今年的教育優先區規定（教育

部，民 95），學習輔導需要二十人才能成班的規定已下降至十人，每個學生

平均分到的個別指導時間從原本的兩分鐘進步到四分鐘，表示小班制對於學

習較為弱勢的孩子來說有其必要性。另外，A3T與 BE皆提到學習輔導期程

太短的問題，其原因乃來自於學校的年度與會計年度不一致，導致預算核准

下來的時間延遲，進而壓縮到學習輔導的辦理期程。因此建議在規劃學習輔

導項目時，若能輔以相關的社會資源，辦理時數較長或人數更少的課後陪

讀，相信參加的人會更多，效果也會更好。另，會計年度算法不一致的問題

必須透過行政體系解決，讓學校在等經費的過程中少一點擔心，多一點安心。 

3. 成效評估指標多元化 

在研究結果中，我們看到學校為了讓出現在教育優先區成果彙報中的照

片好看一點，可能把活動時間訂為星期三下午老師共同不排課時間，或者安

排一些誘因吸引家長來參加，似乎活動的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參與人數，而

參加後家長的評語、口碑等則不被重視。建議教育主管單位在往後評估教育

優先區學校執行情況時，能加入一些非量化的指標作為評鑑標準，一方面提

醒辦理學校不要只是將心力放在參與人數的考量上，以免流於形式，另一方

面，也讓參與的家長或祖父母有表達意見的機會，促進親職教育的真正落實。 

四、 對未來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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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為了更清楚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親職教育需求，並進一步瞭解現階段

實施的親職教育活動是否符合祖父母的需要，建議往後的研究可以加入焦點

團體法或是參與觀察法來蒐集資料，前者透過邀請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學

校老師與輔導主任各自對話或相互對話，後者則藉著觀察祖父母參與學校活

動的實際情形進入親職教育現場，發掘更豐富多元的資料。 

2. 研究對象 

在學校部分，由於本研究僅針對三所有申請教育優先區推展親職教育與

學習輔導經費的學校進行訪談，且其中兩所有輔導室編制，一所是由教導主

任兼任輔導業務，有輔導室編制的因為人力資源也較為豐富，所以還申請了

家庭訪視輔導項目、來服務目標學生家庭，因為嘉義縣大部分的國民小學都

沒有輔導室編制，所以本研究絕大部分所呈現的都是由輔導室專門辦理親職

教育活動的情況，從結果衍生而來的建議多數適合有編制的學校來執行，因

此建議未來的研究者可以延伸研究沒有輔導室編制的學校辦理隔代教養家

庭祖父母親職教育的情況。另，在教育局提供的文件中發現有些山區的學校

其隔代教養家庭學童的比例非常高，本研究因為研究者本身的交通方便性，

未考慮以山區學校作為訪談對象，文中也缺少對原住民隔代教養家庭的描

寫，因此再建議往後研究可以選取山區或原住民家庭較多的學校。 

在隔代教養家庭部分，本研究六位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皆屬於長期代

理型的祖父母，因此呈現的隔代教養家庭面貌與教養情形僅反映出此類型隔

代教養家庭的特質，不能概括其他如長期共同管教、長期協助、短期代理、

短期共同管教、短期協助、臨時代理父母、臨時共同管教、臨時協助型

（Hirshorn, 1998）等的隔代教養家庭。但廣義的祖父母親職教育應包括這些

類型的祖父母，故建議將來的研究能將他們納入其中，探究其教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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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議題 

本研究結果中有一些議題是研究者認為值得再加以探究的，例如支持團

體行動研究、親師互動、家庭訪視輔導、教育優先區計畫成效評估指標研究

等。過去關於祖父母親職教育的研究雖然不多，但不少研究提出辦理祖父母

親職教育的構想，近幾年，雖然隔代教養家庭議題漸受重視，卻未見任何方

案研究是以隔代教養家庭為實施對象的，相對地，在美國因為有專門辦理隔

代教養家庭祖父母支持團體的組織，所以不難見到探討方案或是支持團體本

身對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影響的論文。因此，因應著逐漸增加的隔代教養家

庭數目，是該有先驅者在國內開辦隔代教養家庭祖父母的支持團體，並以行

動研究留下先驅的腳步。 

另，祖父母們世代還留有尊師重道的規範，但由於本身家庭結構的特殊

性，是否會使得祖父母在與導師互動時更加退縮、更加依賴、還是更加積極，

其不同的互動方式對於孫子女的生活適應或學業表現是否有所影響等，上述

問題皆凸顯出祖父母與孫子女級任導師的互動也是相當值得深入探究的議

題。再者，受訪的三所學校僅兩所有辦理教育優先區計畫裡家庭訪視輔導的

經驗，但限於研究目的未能再深入探討，故建議針對接受家庭訪視輔導的隔

代教養家庭進行個案或行動研究，討論此一親職教育項目對隔代教養家庭本

身及其親師互動產生何種影響。最後，建議未來研究者也可對「教育優先區

計畫成效評估指標」進行探討，因為指標的客觀與準確性關係著學校在承辦

親職教育活動時的因應態度，太過量化的指標容易使實施成效過於重視參與

人數，忽略了目標學生家庭實際參與的心得以及目標學生在學習輔導中真正

獲得的協助，而失去了原本計畫裡想要彰顯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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