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擬定研究架

構及研究假設，並透過抽樣程序，運用問卷蒐集資料、進行統計分析

以驗證研究假設，本章分別依序對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方法與

對象、研究工具與資料處理，分節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因考量不同世系、性別的祖父母與青少年可能有不同的互動面

貌，因此本研究分為青少年－祖父、青少年－外祖父、青少年－祖母、

青少年－外祖母四組雙人關係進行分析。依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假

設，研究架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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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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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五個研究假設，

茲分述如下： 

假設一：青少年與（外）祖父母有不同的關係類型。 

1-1 青少年與祖父有不同的關係類型。 

1-2 青少年與祖母有不同的關係類型。 

1-3 青少年與外祖父有不同的關係類型。 

1-4 青少年與外祖母有不同的關係類型。 

 

假設二：青少年與祖父母的不同關係類型的分佈有顯著差異。 

2-1 青少年與祖父的關係類型分佈有顯著差異。 

2-2 青少年與祖母的關係類型分佈有顯著差異。 

2-3 青少年與外祖父的關係類型分佈有顯著差異。 

2-4 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類型分佈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青少年個人變項顯著影響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 

3-1 青少年的性別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3-2 青少年的年齡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3-3 青少年是否為長孫子女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3-4 青少年學齡前祖父母照顧經驗對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3-5 青少年與祖父母的交談流利程度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

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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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祖父母個人變項顯著影響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 

4-1 祖父母年齡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4-2 祖父母健康狀況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4-3 祖父母的婚姻狀況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4-4 祖父母教育程度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4-5 祖父母就業狀態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4-6 祖父母孫子女數目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假設五：家庭變項顯著影響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 

5-1 父母促進祖孫互動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5-2 父母婚姻狀況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5-3 家庭社經地位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5-4 居住城鄉等級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5-5 祖孫居住地理距離對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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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四學年度就讀台北市、台北縣之國民中學七到九年

級青少年為研究對象，並以分層便利取樣的方式抽取施測樣本，抽樣

進行過程如下： 
 

一、 估算抽取總樣本數 

依據民國 94 年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的「國民中學概況」統計資

料，九十三學年度台北縣、台北市國民中學學生人數為 258901 人，

依據 Krejcie 與 Morgan（1970）建議之樣本推估方法，當母群總數超

過 75000 人且未超過 100000 人時，在 5％的抽樣誤差範圍內其有效

樣本數至少為 384 人，然考慮廢卷及回收率的情形下，預計抽取 700

人施測。為顧及取樣、施測之便利性及問卷回收的有效性，採課堂上

全班團體施測之方式進行，因此本研究以班級為抽樣單位，而 94 年

教育部統計處的統計資料顯示國民中學每班平均人數 35.32 人，以 35

人為一班的數據估算，本次研究抽取 20 班進行施測。 
 
二、 估算台北縣、台北市需抽取的班級數 

依據台北縣、台北市的班級數與班級總數之比例，決定抽取班級

數，因所得數值非整數，茲將預估抽取班級數四捨五入計算，抽樣結

果如表 3-3-1。 

 

表 3-3-1 台北縣市抽取班級數 

班級數 百分比 抽取班級總數  
台北市 3,013 41.77% 8 
台北縣 4,200 58.23% 12 
總計 7,213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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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抽樣學校班級 

尋求教師有意願協助指導施測的台北市學校 2 所、台北縣學校

3 所進行施測，每校施測 4 班，共施測 20 班，回收問卷共 698 份，

扣除 14 份四位祖父母皆過世及 164 份填答不完整的問卷，得有效問

卷 520 份，總問卷有效率為 74.50%。 

 
表 3-3-2 正式施測學校問卷回收有效率 
抽樣學校 施測份數 有效份數 有效率 施測班級數

4 台北市國中（一） 146 103 80.14% 
4 台北市國中（二） 155 96 74.19% 
4 台北縣國中（一） 159 98 77.36% 
4 台北縣國中（二） 131 55 65.65% 
4 台北縣國中（三） 107 56 73.83% 
20 總計 698 520 74.50% 

 

 44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問卷為主要研究工具，正式問卷之概念架構包括

「青少年個人資料」、「（外）祖父母個人資料」、「家庭狀況」、「祖孫

互動概況」等四部分，本節就問卷各概念架構下所包含之變項定義、

題目內容、計分處理方式，及問卷信效度考驗結果說明如下。 

 

壹、問卷內容架構 
 
一、 青少年個人資料：包括孫子女的性別、年齡、是否為長孫子女、

照顧經驗、交談流利程度等。 

1. 年齡：以現今民國年數減去填答的孫子女之出生民國年。數字愈

大表示年齡愈大。 

2. 性別：0 代表女性，1 代表男性。 

3. 長孫子女：是否為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長孫子女。因由於此變項

有效性較低，因此未列入影響因素分析。 

4. 照顧經驗：指孫子女小學前是否曾被祖父母照顧，因此變項有效

性較低，後續未列入影響因素分析。 

5. 交談流利程度：指青少年與（外）祖父母言語交談、溝通的流利

程度，分為非常不流利、不流利、普通、流利、非常流利五等級，

依序給予 1 至 5 分，分數愈高表示與祖父母交談、溝通狀況愈流

利。 
 
二、 （外）祖父母個人資料：包括（外）祖父母的年齡、婚姻狀況、

健康狀況、教育程度、就業狀態、孫子女數目。依據祖父、祖

母、外祖父、外祖母的個別情形分開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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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祖父母年齡：因多數青少年無法回答正確的（外）祖父母年齡，

該研究資料以年齡範圍填答，分為 49 歲以下、50 至 59 歲、60 至

69 歲、70 至 79 歲、80 至 89 歲、90 歲以上等五類，但因本變項

缺答甚多，因此未列入影響因素探討。 

2. 婚姻狀況：原始資料分為結婚、喪偶、離婚、分居、其他等五類，

因考量研究樣本中離婚分居等比例甚低，因此本研究僅探討結婚

與喪偶兩類對祖孫互動關係類型的影響，0 代表喪偶，1 代表已婚

有偶。 

3. 健康狀況：指孫子女知覺（外）祖父母的健康狀況，健康程度由

很不健康、不健康、普通、健康、非常健康五個等級，分數愈高

表示健康狀況愈好。 

4. 教育程度：指（外）祖父母的教育程度，原始資料分為不識字、

識字未入學、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及以上。本研究因回收樣

本此變項有效比例甚低，因此於後續多分變項邏輯迴歸時未列入

分析。 

5. 就業狀態：指祖父母目前的就業情形，分為無工作（包括已退休）、

有工作兩類，因本變項有效比例較低，因此未列入影響因素探討。 

6. 孫子女數目：（外）祖父母擁有的孫子女數目，因本變項回答不知

道及缺答的比例甚高，因此未列入影響因素探討。 

 

三、 家庭狀況：包括父母婚姻狀況、父母促進祖孫互動、家庭社經

地位、居住地城鄉等級、居住地理距離等。 

1. 父母婚姻狀況：分為結婚、離婚、再婚、分居、喪偶、其他等六

類，本研究合併為已婚有偶（結婚與再婚）、離婚或分居、喪偶等

三類，因喪偶人數甚少，所以本研究僅比較已婚有偶、離婚或分

居兩組，0 代表離婚或分居，1 代表已婚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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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促進祖孫互動：指過去一年內父親、母親促進青少年與祖父

母互動的情形。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

意五等級，依序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父或母愈促進祖孫

互動。因可能父、母促進祖孫互動的程度高低不同，因此本研究

分別比較父、母在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促進程度分數，

以父、母兩者分數取其高代表父母促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

祖母與孫子女互動的情形。 

3. 家庭社經地位：依據父母教育程度、主要職業換算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依據 Hollongshed（1957）所設計的「兩因素的社經地位指

數」（Two Factors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將父⁄母的教育程度及

職業區分為表 3-4-1 中的五個等級，取父或母教育程度、職業水準

較高者，將職業水準乘以 7，加教育程度乘以 4，總和為家庭社經

地位指數，再依此分為五等級，52 至 55 為第一等級，41 至 51 為

第二等級，30 至 40 為第三等級，19 至 29 為第四等級，11 至 18

為第五等級。 

 
表 3-4-1 「兩因素的社經地位指數」教育及職業五等級之區分方式 
級別 教育等級 職業等級 
Ⅰ 研究所以上 高級專業人員或高級行政人員 
Ⅱ 專科或大學 專業人員或中級行政人員 
Ⅲ 國中、高中或高職 半專業人員或一般公務員 
Ⅳ 小學或識字未入學 技術性人員 
Ⅴ 不識字 無業、無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本研究如表 3-4-2 所列，將第一等級與第二等級合併為高社經

地位，第三等級為中社經地位，第四等級與第五等級合併為低社經地

位，並以低社經地位為 0 做參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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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社經地位等級計算方式 
社經地位指數 社經地位等級 教育

等級 
教育

指數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數 
本研究

之分類

5 5 Ⅰ Ⅰ 5×4＋5×7＝55 Ⅰ（52-55） 
高社經4 4 Ⅱ Ⅱ 4×4＋4×7＝44 Ⅱ（41-51） 

3 3 Ⅲ Ⅲ 3×4＋3×7＝33 Ⅲ（30-40） 中社經

2 2 Ⅳ Ⅳ 2×4＋2×7＝22 Ⅳ（19-29） 
低社經1 1 Ⅴ Ⅴ 1×4＋1×7＝11 Ⅴ（11-18） 

 

4. 居住地城鄉等級：指青少年家庭居住的地區之城鄉等級。本研究

參考羅啟宏（1992）「台灣鄉鎮發展類型之研究」之城鄉類型，將

原始資料的居住地區轉換為鄉村（山地鄉鎮、坡地鄉鎮、偏遠鄉

鎮）、城鎮（新興鄉鎮、綜合性鄉鎮、服務性鄉鎮）、都市（工商

市鎮、台北市、高雄市、省轄市）三級，但因有效樣本居住於鄉

村的比例甚少，因此將鄉村與城鎮合併成為非都市一組，都市獨

立成為一組，以非都市為 0 作為參照組。 

5. 居住地理距離：指（外）祖父母所居住的地區與孫子女所居住的

地區之相隔距離，分為同住、同村里、同鄉鎮、同縣市、台灣地

區（含金、馬）、海外。本研究將其分為同鄉鎮村里、同縣市、台

灣地區及海外三組，以同鄉鎮村里為 0 作為參照組。 

 

四、 祖孫互動概況 

此部分參考 IYFP（Elder & Conger, 2000;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LSOG（Bengtson & Lowenstein, 2003; King, Silverstein, 

Elder, Bengtson, & Conger, 2003）等兩個代間關係縱貫研究的施測題

目、Furman 和 Buhrmester （1985, 2001）的關係網絡量表（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NRI）及其他運用連帶面向施測的祖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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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Giarrusso, Feng, Silverstein, & Bengtson, 2001; Mills, Wakeman, 

& Fea, 2001; Silverstein & Chen, 1999），作為編製題目的參考。各面向

編製 1 至 4 題作為測量題目。 
 

(一) 接觸頻率面向 

指青少年與（外）祖父母的面對面直接接觸、或電話及通信的間

接接觸頻率，分為天天見面（和我住一起）、一週幾次、一月幾次、

一年幾次、好幾年一次、從來沒有等五等級，天天見面或同住得 6 分、

一週幾次得 5 分、一月幾次得 4 分、一年幾次得 3 分、好幾年一次得

2 分、從來沒有得 1 分，本面向共 2 題，由於青少年可能因見面次數

愈多使得打電話及通信的次數愈少，將 2 題加總可能產生偏誤，因此

以此 2 題分數取其高者代表本面向，得分介於 1 至 6 分之間，得分愈

高表示青少年與（外）祖父母接觸頻率愈高。 

(二) 親密支持面向 

指青少年（外）祖父母之間討論關於自己的事情、心事或感受，

並給予彼此關心、意見等支持行為，分為從不、偶爾、普通、經常、

總是等五等級，依程度以 1 至 5 分計分，得分愈高表示頻率愈高，本

面向共 4 題，得分介於 4 至 20 分之間，4 題分數加總得分愈高表示

青少年與（外）祖父母之間的親密支持行為愈多。 

(三) 共同活動面向 

指青少年與（外）祖父母的共同活動頻率，包括休閒、家族聚會、

宗教活動等，分為從不、偶爾、普通、經常、總是等五等級，依程度

以 1 至 5 分計分，得分愈高表示頻率愈高，共 3 題，得分介於 3 至

15 分之間，3 題分數加總得分愈高表示青少年與（外）祖父母的共同

活動頻率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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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養權威面向 

指（外）祖父母扮演教養、管教的行為，分為從不、偶爾、普通、

經常、總是等五等級，採正向計分 1 至 5 分，分數愈高表示（外）祖

父母在教養權威的行為頻率愈高。此面向為單題。 

(五) 工具協助面向 

指（外）祖父母與孫子女彼此提供工具性協助的行為，包括祖父

母贈與金錢、禮物，孫子女幫祖父母做事等，分為從不、偶爾、普通、

經常、總是等五等級，依程度以 1 至 5 分計分，共 3 題，得分介於 3

至 15 分之間，3 題分數加總得分愈高表示祖孫彼此提供的工具協助

愈多。 

 

貳、問卷信效度 
 
一、 效度：本問卷於正式施測前，為求確認問卷語意及學生填答能

力，邀請具有家庭生活教育專業能力背景的國中教師，協助於

國中班級中進行認知訪談，共進行兩次，每次 45 分鐘，由研究

者於現場紀錄，並依據教師及學生的意見修正問卷語意與詞彙。 

二、 預試：為確認團體施測的可行性及問卷信度，挑選台北市不同

區域特性的兩所國中共 5 個班進行預試，預試問卷回收情形同

表 3-4-3，問卷總有效率為 67.10%，並依據預試結果修正問卷。 
 

表 3-4-3 預試學校問卷回收有效率 
無效問卷份數 施測 填答 有效問卷 

施測學校 有效率 
班級數 份數 份數 填答不完全者 祖父母皆過世 

國中（一） 3 93 20 1 69 74.19％
國中（二） 4 141 47 2 88 62.41％
總計 7 234 67 3 157 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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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度：依據預試資料，進行祖孫互動行為各面向之內部一致性

信度分析，顯示祖孫互動行為各面向之信度良好，預試資料之

各面向內部一致性信度考驗結果如下表 3-4-4。 

 
表 3-4-4 預試樣本之「祖孫互動行為面向」內部一致性信度檢驗 

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 α 面向 題目 
祖母 外婆 祖父 外公

打電話、寫信次數（反向計分） 接觸頻率 
單題 

見面次數（反向計分） 
在我需要時，提供我意見 親密支持 
會告訴我，他（她）的事情及想法 
我會告訴祖父母我的事情及想法 0.88 0.87 0.89 0.90 
祖父母有需要時，我會提供意見或一些新

資訊 
我和祖父母一起休閒 （如：運動、購物、

旅遊） 
共同活動 

0.69 0.72 0.73 0.77 我和祖父母一起參與家族聚會（如：聚餐）

我和祖父母一起參與宗教活動（如：拜拜、

上教堂） 
我做錯事時，糾正、教訓我 教養權威 單題 
給我禮物 工具協助 
給我零用錢或紅包 0.76 0.75 0.79 0.80 
我會幫祖父母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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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所施測之問卷以電腦進行問卷之編碼與資料登錄，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1.5 軟體程式進行資料分析與假設考驗。依據本研

究的研究問題與假設，本研究使用的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運用次數分配、百分比及平均數描述研究對象之

個人變項、家庭變項及各關係類型之分配。 

二、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依據青少年與祖父母於親密支持、

接觸頻率、共同活動、教養權威及工具協助等五個面向的關係

得分之 z 分數，使用階層式集群法中的華德法（ward’s method）

及歐基里得直線距離平方（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變異性

測量法進行集群分析，以求得祖孫關係類型驗證假設一。 

三、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檢驗關係類型的分群

效果及各面向的平均數差異，並運用雪費法（Scheff’e）進行事

後比較。 

四、 卡方檢定－適合度考驗：運用適合度考驗，驗證青少年與（外）

祖父母在不同關係類型的分佈上是否不同，驗證假設二。 

五、 多分變項邏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運用多分

變項邏輯迴歸分析不同變項對青少年祖孫互動關係類型的影

響，以驗證假設三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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