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整理、歸納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全章共分三節，第一

節為祖孫互動的研究取向，第二節為祖孫關係類型，第三節為祖孫關

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第一節 祖孫互動的研究取向 
 

本節回顧相關文獻討論祖孫互動不同的研究取向，並進一步說明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策略，及切入探討的祖孫互動面向。 

 
壹、 祖孫互動不同的研究取向 

祖孫關係可視為祖孫互動的結果（Tyszkowa, 1993），回顧有關祖孫互

動的研究可見兩種不同的研究取向：一為描述具體互動行為的研究取

向，另一則是探究祖孫互動面向或稱互動內涵的研究取向。以下針對

此兩種取向加以分析比較。 
 
一、 描述具體互動行為的研究取向 

此研究取向關心的重點為祖孫之間究竟做了哪些事，因此在研究

上盡可能羅列祖孫之間的具體互動行為，並加以歸納、比較祖孫互動

差異。 

以Tyszkowa（1991, 1993）、Kennedy（1992a）的研究為例，Tyszkowa

（1991, 1993）透過分析 12至19 歲青少年的作文內容，統整了 18 項

青少年與祖父母的互動，依序為對話（conversation）、散步、玩遊戲、

烹飪、打掃及家務工作、園藝及田事工作、購物、看家庭照片及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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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嗜好活動（fancy work and tampering）、遊覽旅行、準備及參與宴

會、唱歌聽音樂、閱讀、拜訪親朋好友、釣魚、討論及做重要決策、

照顧寵物、禱告。其更比較了 7 至 19 歲的孫子女與祖父母的互動內

容，發現不同年齡的孫子女與祖父母的互動有所不同。 

Kennedy（1992b）則運用問卷調查大學生與最親近的祖父母共同

從事的活動，並將所得的 29 項活動運用因素分析呈現此些活動的主

要型態為：社交活動（Sociability）、陪伴（Companionship）、協助祖

父母家務事（Helping grandparent-domestic）、團體及社區活動

（Community Events）、祖父母款待（Grandparent entertaining）、協助

祖父母戶外工作（Helping grandparent-outdoors）。 
 
二、 探究祖孫互動行為面向的研究取向 

互動行為面向或稱互動行為內涵，此研究取向主要探究祖孫互動

行為有那些互動面向或內涵，或著重於某一互動面向探討祖孫關係，

而非著重描述詳細的具體互動行為。 

以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的研究為例，其將祖孫互

動的內涵區分為接觸（Contact）、活動（Activities）、親密（Intimacy）、

協助（Helping）、工具性協助（Instrumental assistance）、權威（Authority）

等六個獨立面向，在每一面向中列舉一到三題題目做為代表性題目施

測，並利用此六面向進行祖孫關係類型分析。此外，許多學者也運用

關聯連帶、情感連帶、功能連帶等三面向於探討祖孫關係（Giarrusso, 

Feng, Silverstein, & Bengtson, 2001; Mills, Wakeman, & Fea, 2001）。 
 
三、 祖孫互動研究取向評析 

1. 祖孫具體互動行為可能因文化、家庭而異：雖然具體互動行為的

研究取向可豐富呈現所有的祖孫互動內容，但不同文化、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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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孫，可能不會有相同的活動內容，例如有寵物的家庭祖孫會共

同照顧寵物，但沒有寵物的家庭則否。 

2. 具體互動行為代表的內涵不一定相同：具體互動的行為雖然相

似，但所代表的面向或內涵可能不盡相同，例如以分享心事及看

電視為例，雖兩者皆屬於Kennedy（1992a）所分類的社交活動，

而與祖父母分享心事是親密的互動，但與祖父母一起看電視可能

只是共同生活的緣故。 

3. 具體互動行為的多寡與關係的連結性低：雖然具體互動行為的多

寡可反應祖孫互動的頻率與互動行為的多元性，但祖孫間的活動

愈多不一定代表祖孫親密，活動頻率愈高也不一定代表祖孫給予

彼此的支持協助愈多。而探究祖孫互動行為面向的研究取向，由

於將行為依據內涵而分類，較能詮釋關係的概況如親密、協助等。 
 

因此我們可知，若將關係視為多面向互動，關係類型視為多面向

互動的總和時，雖然具體互動行為的研究取向有其優點，但為避免文

化與家庭的互動差異、混淆行為的內涵，並求得對關係做最佳的詮釋， 

探究祖孫互動行為面向的研究取向是本研究較適合的方法，因此了解

祖孫互動行為所包含的面向更顯重要。 
   
貳、祖孫互動行為的面向 

不同學者於探討祖孫互動面向的主張有所不同，有學者主張運用

不同的連帶面向切入（Miller & Bengtson, 1991;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也有學者主張以人際網絡的面向進行祖孫互動探究（Furman & 

Buhrmester, 1985, 2001）。然而比較此些不同觀點所切入的面向，其

內涵是相似的，比較結果如表 2-1-1 所示。因此研究者綜合歸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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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主張，提出若以孫子女為對象於研究祖孫互動時，共有下列五

個探討面向，茲分述如下。 

 

表2-1-1  祖孫互動面向整併 

面向 面向概述 其他研究相似面向 
親密支持面向 親密（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祖孫情感親密與支持

親密（Furman & Buhrmester, 1985, 2001） 
情感連帶（Miller & Bengtson, 1991;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 
情感（Furman & Buhrmester, 1985, 2001） 
協助（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協助（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接觸頻率面向 祖孫接觸的頻率 祖孫接觸頻率（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接觸頻率（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關聯連帶（Miller & Bengtson, 1991;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

共同活動面向 關聯連帶（Miller & Bengtson, 1991;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

祖孫各類共同活動的

互動行為 
陪伴（Furman & Buhrmester, 1985, 2001） 
活動（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教養權威面向 教養行為（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祖父母扮演權威、訓

誡角色 處罰（Furman & Buhrmester, 1985, 2001）  
權威（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工具協助面向 工具性協助（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祖孫提供彼此工具性

協助，如經濟協助、

工作協助、幫忙做事

等 

工具性援助（Furman & Buhrmester, 1985, 2001）
功能連帶（Miller & Bengtson, 1991;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

 

 

一、 親密支持面向 

此面向於國外文獻中分為親密、支持兩面向進行探討，然而就探

討行為內涵而言，可發現此二面向均指祖孫之間親密的情感支持行

為。例如：祖父母像知己、顧問，祖孫間可以傾訴、討論並相互協助

解決問題等，與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的親密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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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和 Bengtson （1991）的情感連帶、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

提及的協助，與 Furman 和 Buhrmester（1985, 2001）親密、情感等面

向有相近意涵。 

 

二、 接觸頻率面向 

指祖孫接觸的頻率。與Mueller、Wilhelm和Elder（2002）及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提及的接觸頻率、Miller 和 Bengtson （1991） 

及Giarrusso和 Silverstein（2001）的關聯連帶為相同意涵。接觸頻率

是祖孫互動、關係發展與維持的基礎（Tyszkowa, 1993），許多研究

亦發現接觸頻率與祖孫關係有正相關（Hodgson, 1992），Silverstein 和 

Marenco（2001）祖孫接觸頻率較高、祖孫關係好的祖父母喜歡與孫

子女從事共同休閒活動。Kennedy（1992b）針對大學生的調查也發現，

接觸頻率在每星期一次者，相較於其他較低接觸頻率者，其祖孫關係

品質是較好的。接觸頻率又分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兩種，直接接觸指

面對面的接觸，間接接觸指透過電話或信件接觸。 
 
三、 共同活動面向 

指祖孫之間各類共同活動的互動，例如：購物、家庭聚會、休閒、

宗教活動……等等，與Miller和Bengtson（1991）及Giarrusso和 

Silverstein（2001）的關聯連帶、Furman 和Buhrmester（1985, 2001）

的陪伴、Mueller、Wilhelm和Elder（2002）所提及的活動（Activities）

為相同的意涵。Holladay等人（1998）亦發現當祖孫有共同活動時，

孫子女與外祖母關係變佳。Elder和Conger （2000）亦有相似的發現，

40％的青少年最喜歡的祖孫關係為「與祖父母能分享相似的興趣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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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養權威面向 

指祖父母教養孫子女的權威行為，例如做錯事加以懲罰，與

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提及的教養行為、Furman 和 Buhrmester

（1985, 2001）的處罰、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權威面向

等意涵相似。 

五、 工具協助面向 

指祖孫之間提供彼此的工具性協助，如經濟協助、工作協助、幫

忙做事等，與Mueller、Wilhelm和Elder（2002）工具性協助（Instrumental 

assistance）為相同的意涵、Furman和Buhrmester（1985, 2001）的工

具性援助（Instrumental aid）、Miller和Bengtson（1991） 及Giarrusso

和Silverstein（2001）所提及的功能連帶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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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祖孫關係類型 

  

    由於多數的祖孫互動研究僅使用接觸頻率與關係親密度來代表

祖孫關係，但單一面向的測量關係只能瞭解一個層面的互動，因此有

學者提出依據多面向的互動行為區分為祖孫關係類型，以求對祖孫關

係有更整體性的描述與瞭解（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壹、祖孫關係類型的定義 

由 於 西 文 文 獻 中 未 有 使 用 祖 孫 關 係 類 型 （ styles of 

grandparent-grandchild relationship）一詞，而是使用祖父母角色類型

（Grandparenting role-types）、祖父母類型（Grandparenting style）兩

種用語，並在相關研究中時被常相互混用使人感到困惑，例如

Robertson（1977）、Henry和Ceglian（2001）運用祖孫互動及祖父母

角色期待與滿意區分出祖父母角色類型（Role type），又稱此角色類

型為祖父母類型（Types of Grandparenting）。雖然有些學者比較依據

祖孫互動或祖父母角色此二不同取向所區分而得的類型部分是相似

的（林美珍， 1983；Phillippi-Immel, 1991），但此祖父母類型

（Grandparenting style）與祖父母角色類型（Grandparenting role-types）

於探討層級及內容上仍有差異，需要對此二名詞加以釐清，以瞭解最

適合代表祖孫關係類型的名詞使用及定義。 

 

一、 探討層級與內容的差異 

Szinovacz（1998）將祖孫研究區分為個人（Individual level）、雙

人（Dyadic level）、家庭（Family level）、社會或鉅視（Societal or macro 

level）層級，而研究「祖父母角色」屬於個人層級，主要面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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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任務（Role assignment）、角色的定義特徵（Role-defining 

characteristics）、角色期待、角色認同、角色運作（Role enactment）、

角色滿意度等，因此相關研究依據回答者對於祖父母此角色的概念、

態度、執行、期待及滿意度等面向進行祖父母角色類型分析（Wood & 

Robertson, 1976; Robertson, 1977; Kornhaber & Woodward, 1981），雖然

探討祖父母角色類型時，亦會分析祖孫間的互動關係，但其被視為是

祖父母執行角色的行為。 

 

而祖孫關係依據 Szinovacz（1998）的分析則屬於雙人層級（Dyadic 

level），主要探討兩人之間的關係，其研究內容包括祖孫接觸頻率與

互動、連帶關係、祖孫價值的一致性、對彼此的感受、彼此的影響或

衝突等。因此，檢視祖父母類型（Grandparenting style）的相關研究，

即為運用祖孫間的互動面向進行分類，並未提及祖父母的角色概念

（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二、 研究的趨勢 

回顧相關文獻，早期傾向於探討祖父母角色類型（Wood & 

Robertson, 1976; Robertson, 1977; Kornhaber & Woodward, 1981），然而

實證研究發現，祖孫關係因接觸頻率、關係品質與祖父母個人特質等

而存有許多差異，無法以概念化的角色來形容祖孫關係之間的連結

（Matheews & Sprey, 1985），且祖父母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多重的，而

非一個祖父母只有一種固定的類型（Giarrusso, Silverstein, & Bengtson, 

1996）。因此 1985 年之後於探討祖孫關係類型時，運用祖孫互動關係

內涵來進行類型分析的研究開始出現（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16



此外，亦因祖父母角色不論從於文化、法律的觀點來看，皆未有

明確的社會規範、責任及角色期待（Hill, 2001），因此於探討祖父母

類型（Grandparenting style）時，不似親職類型（Parenting style）著

重於教養行為、態度與信念（Smetana & Campione, 2003），而是採用

祖孫間各面向的互動作為區分關係類型的依據（Giarrusso, Silverstein, 

& Bengtson, 1996; Kamo & Wakabayashi, 2003），因此，祖父母類型

（ Grandparenting style ） 又 等 同 於 祖 孫 關 係 類 型 （ styles of 

grandparent-grandchild relationship）。 

 

因本研究主要探討青少年與祖父母之間的關係類型，而由探討層

級、內容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之下，是以祖父母類型（Grandparenting 

style）與祖孫關係類型的定義較為相近，因此於搜尋文獻時，雖以

「Grandparenting style」為搜尋關鍵字，但刪除探討祖父母角色意義、

態度等相關文獻，僅選擇符合運用上述面向進行分析之文獻，根據本

研究目的，針對祖孫關係類型相關研究進行分析討論。 

 

 

貳、 祖孫關係的類型 

著重祖孫互動而進行祖孫關係類型分析的文獻並不多，只有

Neugarten 和 Weinstein （1964）、林美珍（1983）、Cherlin 和 Furstenberg 

（1985）、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等四篇，了解此四篇在

研究結果上的發現及研究對象、內容、方法、類型結果上的差異，可

給予本研究進一步修正研究方式的參考。 

雖然此四個研究針對的對象、施測的內容不同，但發現的類型

卻有相似性。茲先將各研究發現的類型做一說明，再統整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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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祖孫關係類型的研究發現 

 

(一) 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的五種祖孫關係類型 

其訪談 140 位未與孫子女同住的祖父母與孫子女的互動情形，並

依據祖父母敘述，將祖孫關係歸納成五類型： 

1. 傳統型（Formal）：對於孫子女十分關心，雖有時會代替父母照

顧孫子女，但遵循傳統的祖父母模式，在祖父母與父母的角色劃

分上十分清楚，不會干涉父母的教養。大約有 33％的祖父及 31

％的祖母屬於此類型。 

2. 充滿樂趣型（Fun-seeking）：此類型視祖孫互動為一種休閒，常

與孫子女遊戲且較少扮演權威角色。大約有 24％的祖父及 29％

的祖母屬於此類型。 

3. 代理父母型（Parent surrogate）：祖父母擔任父母的角色，為孫子

女的主要照顧者。大約有 14％的祖母屬於此類型。 

4. 家庭智者型（Reservoir of family wisdom）：祖父母對於孫子女而

言具有特殊的技能或知識，且於家庭中具有高度的權威。大約有

6％的祖父及 1％的祖母屬於此類型。 

5. 疏遠型（Distant figure）：與孫子女甚少接觸。大約有 29％的祖

父及 19％的祖母屬於此類型。 

 

(二) 林美珍（1983）的五種祖孫關係類型 

其調查台北縣市 307 位三代同住祖父母類型，依據 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的關係類型及 Carford（1981）的角色類型加以調

整成充滿樂趣型、放縱寵溺型、替代父母型、經驗傳遞型、長者權威

型、關係疏遠型，請其勾選自己的類型。研究發現選比例最高者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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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樂趣型，約佔四成，其次分別為替代父母型、經驗傳遞型、長者權

威型、放縱寵溺型、最少則為關係疏遠型。 

 

(三) 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的五種關係類型 

其訪談離婚家庭中，510 位擁有 13 至 18 歲處於青少年階段之孫

子女的祖父母，依據代間協助（exchange）、教養行為（parent-like 

behavior）及祖孫接觸頻率等三互動面向，將祖孫關係類型分為下列

五種： 

1. 疏離型（Detached）：26%的祖孫見面頻率、代間協助、教養行為

等互動上都很少。的祖孫關係屬於此類型。 

2. 冷漠型（Passive）：29%的祖孫代間協助、教養行為等互動少，

但見面次數高。 

3. 支持型（Supportive）：17%的祖孫彼此在代間協助上扮演重要的

支持角色，但祖父母未有教養行為。 

4. 權威型（Authoritative）：9%的祖孫代間協助低，但祖父母在教養

上扮演重要、權威的角色。 

5. 影響型（Influential）：19%的祖孫代間協助、祖父母的教養行為

皆高。 

 

(四)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的五種關係類型 

其運用 IYFP、ISPP 兩個大型調查的資料中 897 位未與青少年孫

子女同住的祖父母之祖孫接觸（Contact）、活動（Activities）、親密

（Intimacy）、協助（Helping）、工具性協助（Instrumental assistance）、

權威（Authority）等六面向資料，發現祖孫關係的五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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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疏離型（Detached）：祖父母在各面向的分數皆低，祖孫間缺乏

互動，不僅少與孫子女接觸，也很少涉入孫子女的生活，五成在

一年內未與孫子女有共同的活動，祖孫之間情感疏離，但有些祖

父母仍會給予孫子女經濟上的協助。雖然此類型 2/3 的祖父母認

為自己是孫子女的朋友，但不到 1/10 會與孫子女討論問題。此

類型祖父母佔 28%。 

2. 權威型（Authority-oriented）：祖父母經常扮演權威、訓誡孫子女

的角色，雖然此類型祖父母亦會參與孫子女的活動或協助孫子

女，但祖孫的互動以間接的形式較多，且提供給孫子女的協助少

於影響型（Influential）及支持型（Supportive）的祖父母。此類

型祖父母佔 13%。 

3. 冷漠型（Passive）：祖孫雖然經常見面，但祖父母甚少與孫子女

有共同的活動、扮演訓誡孫子女的權威角色及提供孫子女工具性

協助。有半數此類型的祖父母認為孫子女有機會向他們學習技

能，且認為自己像孫子女的知己。此類型祖父母佔 19%。 

4. 支持型（Supportive）：祖孫互動頻率高，但較影響型（Influential）

低，祖父母經常參與孫子女的活動，且祖孫情感親密，但甚少扮

演權威、訓誡的角色。孫子女向祖父母學習技能，祖父母也會鼓

勵孫子女發展他的才能。此類型祖父母佔 23%。 

5. 影響型（Influential）：祖父母不論在哪一個面向皆高度涉入孫子

女的生活，雖然未同住，但六成此類型的祖父母與孫子女每天一

起生活，其他至少一星期見一次面，祖孫互動次數頻繁且經常參

與共同的活動。祖孫情感親密，祖父母不僅是孫子女的知己，也

是孫子女的智者，提供孫子女意見、討論他們的問題及未來規

劃，並適時提供孫子女經濟上的協助及扮演教導、訓誡的權威角

色。此類型祖父母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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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祖孫關係類型統整分析 

由於Mueller、Wilhelm和Elder（2002）的祖孫關係類型的分類依

據的互動面向最周延、分類方式最嚴謹，且對每一關係類型有最詳細

的敘述，因此以其研究所得之類型為主，對應於其他研究之類型敘述

及特徵，可發現此四個研究所得之關係類型相似，然而有些類型由於

敘述不足，則無法對應於Mueller、Wilhelm和Elder（2002）的研究類

型中，如表2-2-1說明如下。 

 

 

表2-2-1  祖孫關係類型比較 

祖孫關係類型 類型概述 其他研究相似類型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疏遠型（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接觸頻率、代間協助、情感親

密、權威教養皆低 疏離型 關係疏遠型（林美珍，1983） 
疏離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家庭智者型（Neugarten & Weinstein,1964）祖父母經常管教、訓誡孫子女

權威型 
協助較少 長者權威型（林美珍，1983） 

 
間接互動多 權威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祖孫見面頻率高 冷漠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冷漠型 共同活動、代間協助、權威教

養皆低 
祖孫關係好、關心孫子女 傳統型（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支持型  
甚少教養行為 支持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家庭智者型（Neugarten & Weinstein,1964）祖孫關係好、祖父母高度涉入

孫子女生活、接觸頻率高、傳

授孫子女經驗、協助解決問題

影響型 經驗傳遞型（林美珍，1983） 
影響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充滿樂趣型（Neugarten & Weinstein,1964）
充滿樂趣型（林美珍，1983） 

其他 放縱寵溺型（林美珍，1983）  
代理父母型（Neugarten & Weinstein,1964）
替代父母型（林美珍，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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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疏離型：此類型的祖孫關係是不論在接觸頻率、代間協助、情感

親密、權威教養的面向上表現皆低。相似的類型有 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的疏遠型、林美珍（1983）的關係疏遠型、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的疏離型。而有約三成的祖孫關係屬於此

類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但祖母、與孫子女同住者的比例

較低（林美珍；1983；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2. 權威型：指祖父母在祖孫互動上具有高度的權威，經常管教、訓

誡孫子女。相似類型有 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的家庭智

者型、林美珍（1983）的長者權威型、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

的權威型。約一成的祖父母屬於此類型（Cherlin & Furstenberg,1985; 

Neugarten & Weinstein,1964;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3. 冷漠型：此類型的祖孫之間雖然常見面，但彼此共同互動少、代

間協助低，祖父母也甚少扮演管教角色，相似類型有 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冷漠型，約有二到三成的祖父母屬於此類型

（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4. 支持型：此類型祖孫關係親密，彼此相互支持與協助，但祖父母

甚少干涉父母對孫子女的教養行為。相似類型有 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的傳統型、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的支

持型，約二到三成祖父母屬於此類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5. 影響型：此類型祖孫關係好，祖父母高度涉入孫子女生活，不僅

接觸頻率高，常傳授孫子女經驗、協助解決問題，在管教孫子女

的程度上較支持型高。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的家庭智者

型、林美珍（1983）的經驗傳遞型、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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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型，為相似類型，約兩成祖父母屬於此類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6. 其他：無法對應的類型分別為充滿樂趣型、放縱寵溺型、替代父

母型，此三者無法對應的原因因為僅描述了祖父母對祖孫互動的

感受、對孫子女的教養態度或是涉入孫子女生活的狀態，但無法

瞭解其各面向互動的程度，例如替代父母除了生活照顧外，是否

有教養的權威行為？因此也顯現了多面向的分析是必要的。 

 

三、 祖孫關係類型研究評析 

雖然此些研究發現的祖孫關類型相似，然而在研究對象、研究方

法上有所差異，可做為研究改善的參考。 

 

(一) 研究對象對祖孫關係類型推論性的影響 

     Cherlin 和 Furstenberg （1985）指出，祖孫關係類型可能因祖

父母及孫子女的生命階段、文化、社經、父母婚姻狀況、不同的孫子

女等而有所不同，比較此四篇研究，雖然其主要研究對象均為祖父

母，但祖父母在居住安排、孫子女父母婚姻狀況、孫子女年齡有所不

同，且祖父母高估祖孫的互動並缺乏孫子女觀點，因此對一般祖孫關

係類型的推論性有所限制。 

1. 未有研究包含所有型態之家庭：有研究探討對象僅針對三代同堂

的祖父母（林美珍，1983），有研究則以未同住的祖父母為對象

（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Mueller, Wilhelm, & Elder , 2002），有的僅限於離婚家庭（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未有研究將所有居住類型及父母婚姻狀況均列

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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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數研究未考慮孫子女發展階段：雖然多數研究鎖定孫子女為青

少年的祖父母進行研究（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但 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及林

美珍（1983）之研究則未針對孫子女的年齡進行分析。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則指出襁褓時期的孫子女，祖孫的互動可能傾

向於充滿樂趣型，但此關係類型對於青少年時期的形容可能就不

太適合。因此可能此二人的研究對象之孫子女年齡偏低，使得充

滿樂趣型的比例偏高。  

3. 祖父母高估與孫子女的互動：有些研究發現祖父母會高估與孫子

女的關係及自己對孫子女的協助與影響（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而此可能是因為社會期許

導致有此現象產生。 

4. 缺乏孫子女的觀點：未有研究以孫子女觀點切入進行類型探討。

因此本研究將從青少年的角度來評估祖孫間的互動關係。 

 

(二) 研究方法對祖孫關係類型推論性的影響 

此四個研究的研究方法有所差異，而有些研究方法也限制了推論

性，茲分述如下： 

1. 開放問答、指定類型勾選所區分的類型較無法嚴謹互斥：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僅用互動概況所區分類型僅能說明某一方面

的祖孫關係，且類型非周延互斥。另外林美珍（1983）的研究也

發現有 9%的祖父及 19%的祖母選擇「其他」類型，顯示分類勾選

可能無法完整詮釋所有的祖父母類型，亦有可能是因為生活中的

多元角色使祖父母無法確定所屬的單一類型因而勾選其他。因此

以面向分類的施測方式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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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多寡與具體描述祖孫互動類型的詳細程度有關：雖然 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均依

據祖孫互動面向區分出嚴謹的類型，但因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運用的面向較多，因此在類型描述上較為詳盡。因

此愈多元的面向更能對類型做豐富完整的描述。 

 

統整上述研究評析，可知祖孫關係類型相關研究之研究對象與

研究方法的限制如表 2-2-2： 

 
表 2-2-2 祖孫關係類型相關研究結果與限制－依研究年代排列 
研究者 年代 分類依據 祖孫關係類型 研究限制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開放式問題－祖孫互動 1. 傳統型（Formal） 1. 祖孫關係過於概化 
2. 充滿樂趣型

（Fun-seeking） 
2. 類型非周延互斥 
3. 未考慮孫子女發展階段

3. 代理父母型（Parent 
surrogate） 

4. 僅探討祖孫未同住之祖
父母 

4. 家庭智者型（Reservoir 
of family wisdom） 

5. 疏遠型（Distant figure）
1983 1. Neugarten & 

Weinstein （1964） 
林美珍 1. 充滿樂趣型 1. 未運用具體互動進行分

類 2. 放縱寵溺型 
2. Carford （1981） 3. 替代父母型 2. 類型非周延互斥 

4. 經驗傳遞型 3. 未考慮孫子女發展階段
5. 長者權威型 4. 僅探討三代同住之祖父

母 6. 關係疏遠型 
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1. 代間協助（exchange）

2. 教養行為（parent-like 
behavior） 

1. 疏離型（Detached） 1. 面向未周全 
2. 冷漠型（Passive） 2. 僅能推論於離婚家庭 
3. 支持型（Supportive） 3. 祖父母高估關係與協助

3. 祖孫接觸頻率 4. 權威型（Authoritative）
5. 影響型（Influential）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1. 接觸（Contact） 1. 疏離型（Detached） 1. 祖父母高估關係與協助
2. 活動（Activities） 2. 權威型

（Authority-oriented） 
2. 僅探討祖孫未同住之祖

父母 3. 親密（Intimacy） 
4. 協助（Helping） 3. 冷漠型（Passive） 
5. 工具性協助

（Instrumental 
assistance） 

4. 支持型（Supportive） 
5. 影響型（Influential） 

6. 權威（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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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祖孫關係類型的研究結果，由於孫子女不同發展階段的

祖孫互動關係不同（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Strom et al., 1995），

祖父母評估祖孫互動時因社會期待而使祖父母高估關係及其所提供

的協助（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而多面向的關係內涵分析更能具體詮釋祖孫關係的全貌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且缺乏包含所有家庭型態的祖孫

關係類型研究，因此本研究擬採青少年的觀點，從多面向的祖孫互動

進行祖孫關係類型分析，以求對台灣地區祖孫關係有更具體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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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祖孫關係類型影響因素 
 

  影響祖孫關係與類型的因素甚為多元，歸納相關研究結果，可將

此影響因素分為個人、家庭因素等三部分。個人因素指青少年或祖父

母個人的結構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健康狀況、就業型

態、出生序、孫子女數等。家庭因素指家庭內的關係及家庭結構，如：

血緣、父母的中介角色、父母的婚姻狀況、祖孫居住地理距離等。茲

統整過去研究發現說明如下。 
  
壹、個人因素 
  
一、青少年部分 
 
1. 性別 

Strom等人（1995）研究日本的祖孫關係，發現祖父母與孫女的

關係會比祖父母與孫子的關係好，而其他研究也發現，相較於孫子，

孫女在養育（Nurturance）、情感（Affection）、讚賞（Admiration）、

親密（Intimacy）等不同面向上，會展現較好的祖孫關係（Creasey 

& Koblewski, 1991; Creasey & Kaliher, 1994）。然而蘇慧君（1996）比

較國內三代同堂的青少年祖孫關係，孫子女性別不同在祖孫關係表現

上未有顯著差異。我們可知，不同性別的孫子女在知覺祖孫關係的感

受上有差異，研究多支持孫女對祖孫關係的正向感受高於孫子，然而

亦有研究未支持此結果。

比較孫子女性別的祖孫關係類型差異，與權威型的祖父母相較之

下，影響型的祖父母之孫子女多為男性、支持型的祖父母之孫子女多

為女性（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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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傳統的中國父系家庭觀念中，生育子女的主要意義為「傳宗接代」，

特別是生育男孩子（楊懋春，1981），而社會化的影響，女性多扮演

溝通、照顧的角色，在關係上較為依賴且情感表達能力較強（彭懷真，

1998；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2），因此可能因孫子女的

性別期待、性別角色不同而影響祖孫關係。 

 

2. 年齡   

祖父母與年紀較小的孫子女接觸頻率較高、有較多的互動

（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而互動的面向也有所不同，Strom 等

人（1995）研究發現祖父母與不同年齡的孫子女在互動關係的面向上

有顯著差異，祖父母的孫子女年紀較小者，在教導的面向上得分較

高，而有年紀較大的孫子女者，在挫折的面向上得分較高，且希望得

到更多有關孫子女的資訊。 

而祖孫關係也因孫子女的年齡而有不同的差異，祖孫關係 Kivett 

（1985）針對祖父進行的調查發現，孫子女年齡與祖孫親密關係呈負

相關。Ranst、Verschueren 和 Marcoen （1995）比較處於三個不同

年齡層的青少年，發現處於青少年前期的孫子女相較於處於中期、晚

期者，在評估祖父母的重要性上顯著高於其他兩組。Creasey 和 

Kaliher（1994）控制了接觸頻率與祖父母健康狀況後，比較不同年級

的孫子女之祖孫關係差異，發現較年長的孫子女在關係滿意度、工具

性協助、親密、讚賞等面向評估上較年幼的孫子女差。上述研究多支

持孫子女年齡愈大，祖孫關係會變得較差。但亦有研究獲得相反的結

果，King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青少年的年齡與獲得祖父母的

協助呈正相關，年紀愈大獲得祖父母的協助愈多，而與母系祖父母的

衝突則隨著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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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探討我們可知，隨著孫子女的年齡不同，不僅在互動面向、

接觸頻率上有所改變，祖孫關係的滿意與衝突程度也有所變化，但正

向或負向的影響未有定論，有些研究認為孫子女年紀愈大，獲得的支

持與協助較多、祖孫衝突減少（King, Silverstein, Elder, Bengtson, & 

Conger, 2003），有些研究則支持孫子女年紀愈大，祖孫關係的重要性

下降、祖孫關係變差（Creasey & Kaliher, 1994; Kivett, 1985; Ranst, 

Verschueren, & Marcoen, 1995）。 

    雖未有針對是否孫子女年齡不同而祖孫關係類型亦有差異的研

究，但由於隨著孫子女年齡不同在互動面向與接觸頻率上的改變

（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 Strom et al., 1995）及祖孫關係的親密

與滿意變化（Creasey & Kaliher, 1994; King et al., 2003; Kivett, 1985; 

Ranst, Verschueren, & Marcoen, 1995），祖孫關係類型應會有所不同

（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3. 長孫子女 

Kennedy（1992a, 1992b）針對大學生與祖父母的互動及關係品質

進行研究，發現長孫與祖父母的互動較多、關係品質較好。 

雖未有研究探討長孫子女對祖孫關係類型的影響，但因著長孫與

祖父母互動較多、關係較好，研究者認為是否為長孫子女對祖孫關係

類型有著重要的影響。 

 

4. 照顧經驗 

雖未有研究直接驗證孫子女曾受祖父母照顧的經驗與祖孫關係

類型有關，但林如萍、蘇美鳳（2004）研究發現曾受祖父母照顧的孫

子女對老人的態度較正向，亦即照顧經驗可能影響青少年對祖父母的

態度與行為，而照顧的經驗可能增加祖孫間的互動與情感，因此本研

究假設祖孫關係類型因照顧經驗而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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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祖父母交談流利程度 

國外針對非英語系的美國移民家庭，比較移民世代的祖父母與祖

孫關係的研究發現，當代間語言、溝通有困難時，將會降低彼此的互

動，並容易產生衝突進而影響祖孫關係（Silverstein & Chen, 1999）。

雖然台灣有統一使用之語言，但年長一輩使用閩南語、客語等方言的

比例高，而孫子女是否能使用相同或不同的語言與祖父母流利交談可

能會影響祖孫關係類型。 
   
二、祖父母部分 
 
1. 性別 

比較祖父母性別上的差異在祖孫互動與關係上的表現，我們可發

現祖母與孫子女接觸的頻率較高（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與祖

母的互動較多（Roberto & Stores, 1992），且青少年所知覺的祖孫互動

也因祖父母性別有所不同，祖母多為親密、照顧，祖父則多為給建議、

教導（Ranst, Verschueren, & Marcoen, 1995）而孫子女與祖母的關係

較好（Roberto & Stores, 1992）。國內研究也發現青少年與祖母、外祖

母的親密關係明顯高於祖父及外祖父（林如萍、蘇美鳳，2004）。 

祖孫關係類型與祖父母性別亦有關聯，與疏離型、權威型的祖父

母性別相較，冷漠型較多為祖母（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由上探討我們可知，研究支持女性與孫子女的關係較好、較親

近，此可能因女性多扮演溝通、照顧的角色，且情感表達能力較強的

社會化影響（彭懷真，1998；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2）

而類型的研究也發現祖母與孫子女的關係較易成為接觸頻率、互動較

多的冷漠型及較少成為高度權威的權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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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系或母系 

國外的研究一致支持孫子女與母系祖父母的關係較親近，與父系

祖父母的關係較疏離。Ranst、Verschueren和Marcoen（1995）針對青

少年進行調查，認為母系祖父母是較親近且較重要的。然而比較四個

祖父母，以母系祖母與孫子女的情感、一致連帶最高（Mills, Wakeman, 

& Fea, 2001），即使比較同一性別，亦發現孫子女與外祖母的關係較

祖母的關係親近（Creasey & Koblewski, 1991; Matheews & Sprey, 

1985），國內的研究也發現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較祖母來得親密（林

如萍、蘇美鳳，2004）。Hoffman認為父系或母系的親屬結構比祖父母

性別的影響更為重要（引自Matheews & Sprey, 1985），林如萍、蘇美

鳳（2004）的研究發現青少年與祖父母的見面頻率高於與外祖父母見

面的頻率，可知祖孫互動以父系為主。 

    而祖孫關係類型的研究支持上述論點，支持型及權威型多為母系

（Mueller、Wilhelm & Elder , 2002），即使控制了祖父母性別、孫子

女性別的影響，母系祖父母傾向於支持型及權威型（Mueller & Elder, 

2003）。 

但因我國屬於父系社會，文化的差異使祖孫互動偏向於父系，而

是否會有不同於上述的研究發現，仍有待研究進行驗證。而考量性別

與血緣的影響力，本研究認為青少年與不同性別、世系的祖父母之關

係類型可能有所不同，因此將青少年與四個祖父母視為四種不同雙人

關係進行類型分析。 

2. 年齡 

祖父母年齡在孫子女互動頻率、支持協助面向上有所差異。年紀

較輕的祖父母，傾向與孫子女住得較近、祖孫活動較多，且與年紀較

大的祖父母相較，提供較多的孫子女照顧，而年紀較大的祖父母則傾

向於提供經濟上的支持（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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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祖父母年齡在祖孫關係類型上的不同，Neugarten 和 

Weinstein（1964）發現 65 歲以上者多為傳統型，含飴弄孫型及 65 歲

以下的祖父母較為疏遠型，而此現象與性別無太大關係。 

Cherlin 和 Furstenberg（1985）發現祖孫間的互動關係因祖父母

年齡而有所差異。影響型比疏離型及冷漠型的祖父母年紀較輕，顯示

老化影響了部分祖孫互動的程度。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的研究則發現影響型、支持

型的祖父母相較於疏離型的祖父母年紀大，換言之，愈年輕的祖父母

愈容易成為疏離型的祖父母。而影響型的祖父母年紀也較權威型的祖

父母來得高。 

    綜合上述發現，祖父母年紀在祖孫關係類型上有所不同，但究竟

年紀大傾向於疏離型或影響型未有定論，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驗證。 

 

3. 健康狀況 

祖父母的健康狀況可能影響涉入孫子女生活的程度及關係。研究

發現健康狀況佳的祖父母喜歡與孫子女從事有趣、娛樂活動

（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Kivett （1985）針對祖父進行的調查

發現，祖父的健康狀況與祖孫間的關聯連帶呈正相關，即健康狀況愈

好的祖父，祖孫間的關聯互動愈多。國內研究亦有相同發現，蘇慧君

（1996）比較國內三代同堂的青少年祖孫關係，亦發現祖父健康狀況

好者的祖孫關係優於祖父健康狀況尚可者。 

祖父母健康狀況與祖孫關係類型的研究甚少，Mueller 和 Elder

（2003）的研究發現祖父母健康狀況對祖孫關係類型未有顯著的影

響，此與文獻發現祖父母的健康狀況與祖孫互動有關的結果有所不

同，需要進一步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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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婚姻狀況 

   林美珍（1983）的研究雖然發現喪偶的祖父母與配偶健在的祖父

母在祖孫關係類型上沒有差異，但 Troll、Miller 和 Atchley（1979）

的研究指出喪偶的祖父母較配偶健在的祖父母參與更多孫子女的活

動，因此本研究認為喪偶與配偶健在的祖父母在祖孫關係類型上可能

有所不同。 

 
5. 教育程度 

大學畢業的祖父母喜歡與孫子女從事有趣、娛樂活動（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Crosnoe 和 Elder（2002）的研究發現高教育程度

的祖父母對就讀大學的孫子女給予較多的協助。綜而言之，教育程度

高的祖父母涉入孫子女生活的程度較高。 

祖孫關係類型相關的研究亦支持上述論點，與疏離型的祖父母相

較，影響型、支持型的祖父母的教育程度較高（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Mueller & Elder, 2003）。 

 
6. 就業狀態 

祖父母就業狀態會影響祖父母對孫子女的涉入程度及祖孫關係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Mueller & Elder, 2003），然國內的

研究卻發現比較國內三代同堂的青少年祖孫關係，祖父母就業與否在

祖孫關係表現上未有顯著差異（蘇慧君，1996）。 

Mueller 和 Elder（2003）的研究發現，若與疏離型相較，影響

型及權威型的祖父母多為未就業的狀態，祖父母就業則涉入孫子女生

活的程度較少，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的研究則發現，

與權威型的祖父母相較，影響型的祖父母多為全職工作者，雖此二類

型皆為涉入孫子女生活程度高，但在祖父母就業狀態仍有差異，而形

成差異的原因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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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孫子女數目 

Kennedy（1992a, 1992b）針對大學生與祖父母的互動及關係品質

進行研究，家中只有一個孫子女者，與祖父母的互動較多，且祖孫關

係品質甚於在家中排行第一個孫子女者。 

祖父母的孫子女數目會限制他們涉入每個孫子女生活的程度

（Elder & Conger, 2000），也影響了祖孫互動關係類型，Mueller、

Wilhelm 和 Elder（2002）發現支持型、影響型的祖父母孫子女數量均

較疏離型、冷漠型少。 

 

貳、家庭因素 
 
1. 父母婚姻狀況 

父母離婚對祖孫關係的影響未有定論。有研究認為，父母離婚促

使祖孫關係變佳、互動增多。Holladay 等人（1998）的研究發現，家

庭解組時，孫女與外祖母的關係變佳。Roberto、Allen 和 Blieszner

（2001）也發現，祖父母因成人子女離婚後需協助照顧孫子女，進而

涉入孫子女的生活程度變高。Clingempeel、Colyar、Brand 和 

Hetherington（1992）針對不同家庭結構進行祖孫關係調查，發現單

親家庭的祖孫關係皆高於完整、繼親家庭。 

亦有研究認為父母離婚對祖孫關係有負向影響。King 等人

（2003）的研究發現，離婚家庭的青少年減少與父系祖父母的接觸與

支持，但與母系的接觸與支持未受影響。Creasey（1993）針對離婚

家庭青少年與祖孫關係進行研究，發現離婚家庭的孫子女對父系祖父

母的祖孫關係滿意度低於完整家庭的孫子女。而離婚也帶來祖孫互動

的改變，離婚家庭的祖孫主要依賴訪視及電話聯絡維繫彼此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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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亦有研究發現父母婚姻狀況對祖孫關係未有影響。蘇慧君

（1996）比較國內三代同堂的青少年祖孫關係，父母婚姻狀況在祖孫

關係表現上未有顯著差異。 

離婚對祖孫關係類型的影響也甚為多元，Cherlin 和 Furstenberg 

（1985）針對離婚家庭的青少年所區分的祖孫關係類型就有疏離型、

冷漠型、支持型、權威型、影響型等五種，也呼應了文獻的發現，離

婚對祖孫關係的影響是有正、負向的。 

2. 父母（G2）的中介角色 

許多研究均驗證父母是祖孫關係的守門員（Hodgson, 1992; 

Holladay et al., 1997; Kennedy, 1992b; King & Elder, 1995; Matthews & 

Sprey, 1985; Thompson & Walker, 1987; Tyszkowa, 1991; Whitbeck, 

Hoyt, & Huck, 1993）。父母影響祖孫關係的中介角色可從兩個方向獲

得印證，一為父母與祖父母的關係，二為父母對祖孫互動的態度。 

研究支持父母與祖父母關係好者，祖孫關係愈佳。Matthews 和 

Sprey（1985）研究青少年的祖孫關係，與父母與祖父母之關係的關

聯性，發現父母與（外）祖母關係好者，孫子女與（外）祖母亦親密。

然而，若單獨看父母單一方面與祖母的關係，父親與外祖母（父親的

丈母娘）的關係對祖孫關係未有影響力，而母親與祖母（即母親的婆

婆）的關係好者祖孫關係佳。換言之，孫子女對祖孫關係的評價，不

論對於祖母或外祖母，受母親的影響大於父親。由於西方為偏母系的

社會，此現象並不意外，而在父系社會的台灣，是否有相同現象仍有

待研究驗證。而即使考慮環境等其他因素，父母與祖父母的關係仍是

很重要的中介因素，King 和 Elder（1995）的研究可佐證此觀點，其

認為同處於鄉村的家庭中，是否從農的經濟背景脈絡的差異，會影響

家庭內的互動與交換，進而使親屬關係呈現不同的面貌，然而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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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地區從農與非從農家庭的青少年祖孫關係是否有差異時，雖然發

現家中從農的祖孫關係品質較好，但是不論從農與否，祖父母與孫子

女之父母的關係均對祖孫關係有中介作用。 

然而也有研究認為父母的中介影響與接觸頻率有關，Thompson 

和 Walker（1987）針對 126 對祖母、母親、大學階段的孫女進行三

代關係調查，發現祖孫接觸頻率低時，母親對祖孫關係具有中介的效

果，而當祖孫接觸頻率高時，母親中介效果則未顯著。

亦有研究從另一角度分析，發現父母與祖父母的負向關係影響祖

孫的互動頻率與關係。Tyszkowa（1991）針對青少年作文進行內容分

析佐證此觀點，青少年提及與祖父母未接觸的原因是「祖母與母親每

次見面都吵架」、「祖母與父母有衝突」。Whitbeck、Hoyt 和 Huck（1993）

依據 1130 對父母與青少年的調查資料，控制了祖父母年齡、健康狀

況、地理接近性等可能影響祖孫關係的變項後，仍發現父母與祖父母

早年不佳的親子關係經驗，對現在的祖孫關係及互動頻率有負向的影

響。 

而父母是否促進祖孫互動亦是影響祖孫關係的重要指標。

Holladay 等人（1997）發現父母對祖孫互動的態度與作法影響祖孫關

係的親密度。Kennedy（1992b）針對大學生的調查也發現，父母積極

促進祖孫互動者，相較於父母有意促進或保持中立者之祖孫關係品質

是最好的。 

 

祖孫關係類型也因父母的中介角色而有不同。Mueller 和 Elder

（2003）的針對 655 位祖父母調查其與青少年孫子女的關係，並比較

不同祖孫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祖父母感受其子女（即青少

年的父母）涉入生活較多者，其祖孫關係類型多為支持型及影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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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青少年的父母涉入青少年的祖父母生活較多者，祖父母涉入

孫子女生活亦較多，祖孫關係較佳。而青少年的祖父母與青少年的父

母之間關係緊張或教養觀念不一致者，則愈容易形成權威型的祖孫關

係。支持型的祖父母與疏離型的祖父母相較，青少年的父母涉入青少

年的祖父母生活之程度雖然較高，但祖父母與父母的關係有較多的緊

張與衝突。 

綜而言之，即使控制了環境、祖父母年齡、健康狀況、地理接近

性等影響祖孫關係的因素，父母仍是影響祖孫關係重要的中介因素。

青少年的父母童年與其父母所建立的互動模式與情感，會影響成年後

的青少年的父母對其父母的生活涉入程度、接觸頻率及彼此之間的親

子關係，或青少年的父母與青少年之祖父母的親子衝突及涉入生活的

程度，進而影響青少年與祖父母的頻率與關係的建立。而祖孫關係類

型也因此而不同，父母涉入祖父母生活較多者，祖孫關係類型則傾向

為影響型、權威型、支持型，也就是高度涉入孫子女的生活，祖孫情

感也較佳。 
  
3. 家庭社經地位 

社會階級影響家庭的型態、家庭生命週期與生活。一般常用的社

會階級常以家庭社經地位表示，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較早成為祖

父母且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女、擔任替代親職角色的比例較高，而社

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傾向僱請保母協助家庭照顧（Kliman & William, 

1999）。 

    雖未有針對家庭社經地位對祖孫關係類型的影響之研究，但因不

同社經地位的影響，成為祖父母的年齡及代間照顧安排的差異，可能

使祖孫關係類型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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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地城鄉等級 

King 等人（2003）運用 IYFP、ISPP、LSOG 等三個代間關係縱

貫研究的資料，比較愛荷華州（Iowa）與南加州（South California）

兩個都市化程度不同的地區之青少年祖孫關係差異，結果發現不論父

系或母系，鄉村的祖父母提供的協助均高於都市的祖父母，而與外祖

母與孫子女的衝突則是都市高於鄉村，與父系的祖父母接觸頻率鄉村

高於城市。而形成此差異的原因為都市與鄉村的經濟、生活型態不

同，鄉村從農的家庭，祖孫間的互動與協助較頻繁，特別是與父系的

祖父母（Mueller & Elder, 2003）。 

雖未有研究比較是否地區差異影響不同的祖孫關係類型，但於文

獻探討我們可知在協助、接觸等面向上城市與鄉村的祖孫關係有所不

同，而台灣的城鄉生活型態亦有所不同，因此研究者認為祖孫關係類

型在不同城鄉區域上會呈現不同的面貌。 
    
5. 居住地理距離 

 許多研究均支持居住地理距離影響祖孫關係。研究支持地理距

離近者，祖孫關係也較好（Hodgson, 1992）。Kennedy（1992b）針對

大學生的調查也發現，居住在同一城鎮的祖孫關係，相較於其他較遠

距離的祖父母，其關係品質是較好的。Holladay 等人（1998）訪問 42

位大學生，回溯他們與祖母關係產生變化的轉捩點為何，發現當與外

祖母的距離變遠時，使關係變疏離，而當地理距離變近時，祖孫關係

則變佳。 

而地理距離與祖孫間的協助、支持亦有關聯，研究支持祖孫地理

接近性與關聯連帶呈正相關，即與孫子女愈接近者，關聯互動愈多。

地（Kennedy, 1992b; Kivett, 1985）。與青少年孫子女住得愈遠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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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其與孫子女接觸頻率愈低，且提供愈少協助（King et al., 2003）。

然亦有研究發現，地理距離雖影響祖孫間的互動與協助，但未影響祖

孫關係的好壞（Roberto, Allen, & Blieszner, 2001）。 

比較祖孫地理距離對祖孫關係的影響，影響型的祖父母與孫子女

有較高的接觸頻率且居住距離近，甚至是祖孫同住（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的研究發現，

疏離型相較於其他類型，與孫子女的居住距離相距較遠，冷漠型亦較

影響型住得遠，影響型、支持型均較疏離型、權威型的祖父母住得近。 

由上討論我們可知，祖孫地理距離愈近者，祖孫間的互動較多、

關係品質較好，而祖父母對孫子女涉入生活的程度較高，因而在祖孫

關係類型上傾向於影響型、支持型。 

 

 39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三節祖孫關係類型影響因素
	第二節祖孫關係類型
	第一節祖孫互動的研究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