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兩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討論，第二節為依據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相關之建議。 

 

第一節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年與祖父母的互動現況與祖孫關係類型，並

進而討論影響祖孫關係類型之因素，運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台北縣市國

民中學學生進行研究，得有效樣本共 520 人，並運用次數分配、百分

比、平均數、集群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多分變項邏輯

迴歸以驗證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可分三部分，第一部份為青少年與祖父母的互

動現況，第二部分為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第三部份為影響青少年

祖孫關係類型的因素，而本研究之研究限制說明於後，茲就本研究的

發現及研究限制討論如下。 

 

壹、 青少年與祖父母的互動現況 
 
一、 青少年與祖父母整體概況 

研究結果發現隨著平均壽命延長、代間托育增加、與祖父母同住

的現況，再次驗證現今祖孫互動為家庭中另一個值得重視的重要關係。 
 

(一) 九成青少年擁有至少一位祖父母 

本研究所發放的 698 份問卷中，僅 14 人的祖父母皆過世，即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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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年至少擁有一位祖父母。而此與Uhlenberg和Kirby（1998）推

估 2000 年時，20 歲的青少年 97.4％擁有至少一位祖父母的數據相近，

因本研究調查的青少年對象為 12 至 16 歲的國中學生，因此擁有祖父母

的比例會比Uhlenberg和Kirby（1998）針對 20 歲青少年所推估的比例高。 

而 520 份有效問卷中，25.8％的青少年四位祖父母均健在，比較美

國 90 年代初的調查結果 12 歲青少年 1/3 擁有四位祖父母 （Sznovacz, 

1998），本研究擁有四位祖父母的青少年比例較低，可能因為本研究青

少年的年齡範圍介於 12 至 16 歲，隨著青少年年齡愈大，祖父母健在的

個數愈少。 

 

(二) （外）祖父母協助照顧學齡前孫子女的情形普遍 

擁有祖父母的青少年，約六成曾於學齡前曾被任一位目前健在的

祖父母照顧，此比例與林如萍與蘇美鳳（2004）同樣針對大台北地區的

研究發現約六成青少年於幼時曾被（外）祖父母照顧的比例相近，顯示

隨著社會發展，大台北地區之代間托育現象甚為普遍。而青少年以曾受

祖母照顧的比例最高，亦與林如萍與蘇美鳳（2004）的研究發現一致，

此結果符合文化傳統中父系、老年女性協助照顧孫子女的情形。 

 

(三) 近三成青少年與祖父、祖母同住 

本研究中青少年與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同住的比例分別

為 24.5％、28.0％、4.3％、5.7％，可發現近三成與祖父、祖母同住，

與傳統文化偏向父系的居住型態結果一致，而此比例稍高於林如萍和蘇

美鳳（2004）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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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齡且健康的祖父母 

本研究中的祖父母年齡五成介於 60 至 79 歲之間，男性約八成、

女性約六成處於已婚有偶的婚姻狀態。就喪偶比例而言，女性喪偶的

比例較高，祖母、外祖母約三成為婚姻狀態為喪偶。而祖父母的就業

情形，約五成處於退休或沒有工作的狀態。四成的祖父母身體健康狀

況都還不錯，僅約一成的祖父母身體狀況不健康，可知隨著平均壽命

延長，青少年的祖父母健康狀態良好。 

 

二、 青少年與祖父母不同面向之互動情形 

(一) 青少年與祖父 

青少年與祖父見面的頻率以「天天見面」的百分比最多，此可能

因為在樣本中有 24.5％的青少年與祖父同住的原因。而未與祖父同住

的青少年，與祖父透過電話、寫信的方式聯絡的比例以「一週內幾次」

為最多。此與林如萍與蘇美鳳（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 

此外，觀察各面向行為中回答「經常」加上「總是」的百分比例，

來比較各面向不同行為出現頻率的高低，發現親密支持行為以孫子女

經常提供祖父母意見的比例最高，而孫子女經常會告訴祖父他的事情

此項行為最低。共同活動以經常於家族聚會中互動最多，工具協助行

為則以祖父母給零用錢或紅包最多，其次青少年祖父母做事。而於互

動中，僅三成的祖父會糾正、教訓孫子女。 

 

(二) 青少年與祖母 

見面頻率中，以三成青少年與祖母「天天見面」的頻率最高，此

可能因為本研究樣本中 28.0％的青少年與祖母同住。而未與祖母同住

的青少年，透過電話、寫信來聯絡的比例以「一週幾次」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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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面所述，比較「經常」加上「總是」的百分比例以討論各

面向中不同行為出現頻率之高低，可知親密支持行為中以孫子女提供

祖父母意見或資訊最高，其次為祖父母提供孫子女意見。共同活動

中，三成青少年與祖母透過家族聚會互動最多，其次為宗教活動。工

具協助行為裡，以四成祖母會餽贈零用錢或紅包的出現頻率最高，其

次為青少年幫祖母做事。而於祖孫互動中，僅有三成的祖母會管教、

糾正孫子女。 

 

(三) 青少年與外祖父 

青少年與外祖父的見面的頻率，以「一年幾次」為最高，此可能

因為傳統文化中，家人互動偏向父系的緣故。而未與外祖父同住的青

少年，利用電話或寫信的方式與外祖父聯絡的頻率「一個月幾次」為

最多。 

而觀察各面向行為「經常」加上「總是」的百分比例，親密支持

行為中以青少年經常提供外祖父意見及資訊最高，其次為外祖父提供

孫子女意見。而三成的青少年與外祖父因家族聚會而有共同活動，高

於因休閒及宗教而有互動。祖孫給予彼此的工具協助中，以近四成的

外祖父給孫子女零用錢或紅包最多，其次為孫子女幫外祖父做事。而

於祖孫互動中，僅二成的外祖父會管教、糾正孫子女。 

 

(四) 青少年與外祖母 

青少年與外祖母的見面頻率以「一年幾次」最多，如同前述，可

能與家庭生活偏父系的互動有關。而未與外祖母同住的青少年，透過

打電話、寫信的方式與外祖母聯絡的頻率以「一週幾次」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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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較「經常」加上「總是」的百分比例，親密支持中，最高為

青少年提供外祖母意見或資訊，其次是外祖母提供青少年意見。三成

青少年與外祖母的共同活動以家族聚會最多，其次為休閒活動。工具

協助則以四成外祖母會給青少年零用錢或紅包最高，其次則為孫子女

幫外祖母做事。然而與祖孫互動中，僅二成五的外祖母會管教、糾正

孫子女。 
  

貳、 青少年的祖孫關係類型 
 
因文獻探討發現祖父母的世系、性別對祖孫關係有所影響，為顧

及此差異，本研究依據祖父母的世系、性別，將青少年與祖父母的關係

分為四個不同雙人關係進行探討，並運用祖孫於接觸頻率、親密支持、

共同活動、教養權威、工具協助等五個面向的行為頻率進行關係類型分

析，此外。雖然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 （2002）的研究未將性別、

世系分開區分關係類型，但因其運用祖孫接觸（Contact）、活動

（Activities）、親密（Intimacy）、協助（Helping）、工具性協助（Instrumental 

assistance）、權威（Authority）六互動面向所發現的關係類型詮釋較為

完整，因此將本研究之發現與之做一比較，研究結果與討論如下。 
  

一、 青少年與祖父的關係類型  

青少年與祖父的關係類型可分為各面向互動行為皆低的「疏離

型」、接觸頻率稍多且著重在共同活動的「冷漠型」、與各面向行為頻

率皆高於其他兩型的「影響型」三類，其中以「冷漠型」所佔比例最

高，「影響型」所佔比例最少，可知多數的青少年與祖父多因家族聚

會而有共同活動，但彼此雖有互動，卻不親近、而給彼此的協助也少，

祖父亦不常有教訓、管教的權威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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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ueller 等人（2002）的關係類型比較，本研究青少年與祖

父的「疏離型」與 Mueller 等人研究中各面向行為頻率皆低的「疏

離型」相似，「冷漠型」則與該研究中接觸頻率多於其他面向互動的

「冷漠型」相似，但差別在於本研究之冷漠型的祖父各面向的互動

以共同活動頻率最高。「影響型」則與該研究中各面向互動行為皆高

的「影響型」相似。 

若將 Mueller 等人（2002）研究中與本研究相似類型的比例做

一比較，該研究以「疏離型」最多，其次為「冷漠型」，最少為「影

響型」，與本研究將青少年與祖父關係類型分開探討之下，最高為「冷

漠型」，其次為「疏離型」，最少為「影響型」的發現有些不同，可

能因文化的差異所造成。因國外家人互動偏向母系，而華人的家庭

關係偏向父系，且傳統規範中的父系家庭共同互動的機會多，例如：

祭祀、過年過節等，因此青少年與祖父有較多機會可以共同活動，

成為疏離型的機會較低。而本研究青少年與祖父比例最少的關係類

型為「影響型」，與 Mueller 等人的研究發現一致，此可能與 Ranst、

Verschueren 和 Marcoen（1995）所提出青少年知覺的祖孫互動因祖

父母性別而有不同，女性偏向親密、照顧，男性多為給建議、教導

有關，即可能因孫子女與祖父的互動之間感受到的親密較少，因此

成為影響型的可能性較低。 

 

二、 青少年與祖母的關係類型 

青少年與祖母的關係類型可分為各面向互動皆最低的「疏離

型」、接觸頻繁但其他面向行為較少的「冷漠型」及各面向互動行為

頻率皆最高的「影響型」三類，其中以「冷漠型」的比例最高，「疏

離型」的比例最低，可知青少年與祖母的關係雖然較少屬於疏離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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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然而互動仍以形式上的互動為主，換言之多數青少年與祖母接觸

頻繁，祖母也不常扮演權威角色，但彼此很少一起參與活動，且給予

彼此在情感上的支持、工具性的協助並不多。 

而本研究發現青少年與祖母關係的「疏離型」與 Mueller 等人

（2002）的「疏離型」相似，「冷漠型」則與該研究之「冷漠型」相

似，即以經常見面或電話通信的互動最多，其他面向互動少。「影響

型」則與該研究之「影響型」相似，即不只經常見面或電話信件聯絡，

且祖孫間於彼此生活中有著許多的情感支持、工具協助。 

本研究青少年與祖母關係類型分佈與前述Mueller等人（2002）的

分佈有些差異。華人偏向父系的互動使因華人偏向父系互動的文化差

異，使祖母在「疏離型」的比例較少，以冷漠型為多。而性別的影響

力可能是「影響型」的比例高於「疏離型」的原因，因女性多扮演溝

通、照顧的角色（彭懷真，1998），因此祖母與孫子女有更多元的互

動及較好的溝通，使得祖孫關係如同相關研究發現孫子女與祖母的關

係較好（Roberto & Stores, 1992）。
 
三、 青少年與外祖父的關係類型 

青少年與祖父的關係類型可分為每個面向互動行為皆最低的疏

離型、接觸頻繁但其他面向行為較少的冷漠型、及各面向互動行為頻

率皆最高的影響型三類，其中以冷漠型所佔比例最高，影響型的比例

最少。可知高度涉入青少年生活的外祖父較少，大部分屬於經常接

觸，外祖父不常扮演權威角色，且彼此相互的親密支持、工具協助、

共同活動少，僅止於形式上的互動。 

本研究青少年與外祖父的「疏離型」與 Mueller 等人（2002）研

究之「疏離型」相似，皆為祖孫少接觸，且彼此情感疏離、甚少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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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冷漠型」則與該研究之「冷漠型」相近，而「影響型」則與

該研究之「影響型」有相近的互動關係型態。 

而 Mueller 等人（2002）相似類型的分佈與本研究青少年與外祖

父的類型分佈有些許差異。青少年與外祖父關係類型最高為冷漠型，

可知雖然文化規範中家庭共同活動偏向父系為多，但與母系長者保持

聯繫與互動亦是重要的規範，因此青少年與外祖父仍經常有機會互

動。此外，可能母親也扮演促進祖孫互動之重要角色。由於母親為家

中重要維繫關係者，且母親對祖孫關係的影響力大於父親（Matthews 

& Sprey, 1985），而本研究也發現母親經常促進青少年與外祖父母互

動多於促進青少年與祖父母互動，使得青少年與外祖父仍常有形式上

的接觸與見面。而影響型比例最少的原因，可能因偏父系的互動，使

得屬於母系的外祖父參與青少年生活機會較低，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也

可看出青少年與外祖父見面的頻率相對於祖父而言是較少的。 

 

四、 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類型 

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類型可分為每個面向互動行為皆最低的

疏離型、接觸頻率與影響型一樣高但其他面向行為較少的冷漠型、及

各面向互動行為頻率皆最高的影響型三類，其中以影響型的比例最

高，疏離型的比例最少，顯示多數青少年與外祖母不僅有頻繁的接觸

與活動，而外祖母亦擔任教養權威的角色，且彼此提供對方親密支

持、工具協助。 

再將本研究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類型與 Mueller 等人（2002）

的研究發現做比較，「疏離型」的互動型態與該研究之「疏離型」相

似，「冷漠型」與該研究之「冷漠型」則皆屬於祖孫接觸頻繁，但不

論在親密、協助、權威上皆甚低的互動型態。而「影響型」與該研究

之「影響型」的祖孫有著重要且頻繁、多元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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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與外祖母關係類型的分佈與Mueller等人（2002）的結果亦

有些不相同。「影響型」最多的可能原因除了前述母親鼓勵互動、祖

母性別的影響力之外，國內研究發現青少年與祖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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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即使比較同

一性別，亦發現孫子女與外祖母的關係較祖母的關係親近（林如萍、

蘇美鳳，2004；Creasey & Koblewski, 1991; Matheews & Sprey, 1985），

可能因此使得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以影響型為多。而疏離型最少，

亦可能因為性別的影響造成，與Mueller等人（2002）發現相較於疏離

型，女性較可能成為互動多但祖孫不親密的冷漠型之研究發現有一致

的結果。 

 

五、 祖父母的祖孫關係類型比較 

整體而言，從青少年與祖父母的關係類型分佈來看，最多者為「冷

漠型」或「影響型」，「疏離型」於各祖父母與青少年的關係類型中所

佔比例至多僅三成，可知祖父母對於多數青少年而言，為生活中有互

動甚至重要的家人關係。 

 

(一) 性別比較 

然而就性別來看，可發現「影響型」在祖父、外祖父的類型比例

中均為最少的，比例約僅佔二成，而「影響型」於祖母、外祖母的類

型排序中則約佔三成，不僅較祖父、外祖父的比例高且非比例最少的

關係類型，印證祖父母性別可能影響祖孫互動的關係，女性與孫子女

的互動較多、且偏向親密照顧（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 Ranst, 

Verschueren, & Marcoen, 1995），使影響型的比例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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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系比較 

若依據世系比較類型之分佈情形，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在類型分佈

上未有明顯的差異存在，若比較同性別、不同世系的祖父母，祖父、

外祖父雖然在接觸頻率上父系的規範使得祖父高於外祖父，但在類型

分佈情形上兩者近似，亦無明顯之不同。然而從祖母、外祖母的類型

分佈上，則可看出世系的差異。就接觸頻率而言，祖母的接觸頻率高

於外祖母，符合偏向父系互動的情形，因此「疏離型」在祖母關係類

型中所佔比例僅約一成，而外祖母的「疏離型」則佔關係類型比例中

的二成五。然而就「影響型」的比例而言，影響型在祖母的關係類型

比例中佔三成，而外祖母的影響型則佔關係類型比例的四成五，與國

內研究發現孫子女與外祖母的關係較祖母的關係親近（林如萍、蘇美

鳳，2004）結果一致，而國外偏向母系的文化下，研究發現孫子女與

外祖母較祖母親近（Creasey & Koblewski, 1991; Matheews & Sprey, 

1985），而國內雖偏向父系文化，但卻發現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較

好，是否因為尚有其他影響因素，仍待後續研究驗證。 

 

六、 與國外文獻發現的祖孫關係類型比較 

根據上述的比較結果，對照 Mueller、Wilhelm 和 Elder（2002）

所發現的疏離型、冷漠型、權威型、支持型、影響型，本研究發現之

類型對照比較如下表 5-1-1，可發現高關懷低權威的支持型、管教訓

誡行為甚高的權威型在本研究中未發現，是否可能因為文化差異，華

人祖父母對孫子女若高度關懷者亦會愛之深責之切地扮演教養權威

角色的影響，仍有待後續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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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本研究之祖孫關係類型與國外研究對照 
祖孫關係類型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類型概述 本研究相似類型 

疏離型 

接觸頻率、代間協助、情感親

密、權威教養皆低 
祖父-疏離型 
祖母-疏離型 
外祖父-疏離型 
外祖母-疏離型 

權威型 
 

祖父母經常管教、訓誡孫子女

代間協助較少 
間接互動多 

 

冷漠型 

祖孫見面頻率高 
共同活動、代間協助、權威教

養皆低 

祖父-冷漠型 
祖母-冷漠型 
外祖父-冷漠型 
外祖母-冷漠型 

支持型  祖孫關係好、關心孫子女 
甚少教養行為 

 

影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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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影響型 
祖母-影響型 
外祖父-影響型 
外祖母-影響型 

 

參、 青少年與祖父母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運用多分變項邏輯迴歸驗證依據文獻探討所提出之影響

因素假設，以各面向行為互動最低的疏離型做為分析之參照組，僅保

留遺漏值較少的變項列入多分變項邏輯迴歸分析，列入分析的變項、

有效樣本及最後驗證結果如表 5-1-2 所列，以下依據青少年與不同祖

父母探討研究發現的影響關係類型之因素。 

 

一、 青少年與祖父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結果顯示孫子女年齡、祖孫交談流利程度、祖父健康狀況、

父母促進祖孫互動、青少年家庭的居住城鄉等級、祖孫居住的地理

距離為青少年與祖父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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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疏離型，年齡愈小、父母愈促進祖孫互動、居住在非都

市地區者，成為冷漠型的機率較高。父母愈促進祖孫互動、祖父健

康狀況愈佳者、與祖父交談愈流利等，及相較於居住地理距離為台

灣及海外者，居住地理距離為同鄉鎮村里者，成為影響型的機率高。 

年齡愈小成為冷漠型機率愈高的原因，可能與 Silverstein 和

Marenco（2001）的研究發現祖父母與年紀較小的孫子女接觸頻率較

高、有較多的互動有關，亦即祖父與年齡較小的孫子女共同的互動愈

多，愈可能成為冷漠型。 

而當祖父與孫子女祖父與孫子女使用方言或慣用詞彙交談愈流

利、溝通困難愈少，使關係愈可能成為影響型。此結果與國外針對移

民家庭研究發現代間使用語言溝通有困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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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現

一致。 

祖父健康狀況愈佳，將更有精力與孫子女互動、參與孫子女生

活，而使得祖孫關係成為影響型的機率變高，相關研究均佐證發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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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狀況愈好的祖父，祖孫間的互動愈多（Kivett, 

1985），且祖父健康狀況好者的祖孫關係優於祖父健康狀況尚可者（蘇

慧君，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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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父母愈促進青少年與祖父互動時，使祖孫關係成為互動高

於疏離型的冷漠型，而頻繁的互動可能會影響祖孫關係的親密度，提

高祖孫的關係品質（Holladay et al, 1997; Kennedy, 1992b），進而可能

使祖孫關係成為影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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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都市化地區多以小家庭為主，而居住在非都市地區者，三代

同堂或三代比鄰而居的機會較多，此外，亦可能因生活形態的差異，

而使祖孫互動更頻繁，使得青少年與祖父的關係非都市地區成為冷漠

型的機率比疏離型高，而此研究發現與 King 等人（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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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系

的祖父母接觸頻率鄉村高於城市的研究結果一致。 

居住地理距離愈近，愈可能成為影響型的研究發現，與其他相關

研究發現居住距離愈近愈可能成為影響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的結果一致，而此可能因居住

地理距離愈近，影響了祖父母與孫子女之間的協助、支持與接觸頻

率，距離愈近可提供彼此更多的協助與互動（Kennedy, 1992b; Kivett, 

1985; King et al., 2003）。 
 
孫子女的性別、祖父母及父母的婚姻狀況、家庭社經地位等變項

對青少年與祖父的關係類型並未有顯著影響力。雖然國外文獻大部分

支持孫女比孫子與祖父母的關係較好（Strom et al, 1995; Creasey & 

Koblewski, 1991; Creasey & Kaliher,1994），而孫子女為男性時愈可能

成為影響型（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但本研究結果並未發

現青少年性別對青少年與祖父關係有顯著影響力，與國內蘇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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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現相似，是否因為文化差異、重男輕

女的觀念改變或其他影響因素有待未來研究。而祖父喪偶後與子女同

住、父母離婚祖父母需協助照顧孫子女（Roberto, Allen, & Blieszner, 

2001）、或家庭社經地位低，祖父需協助照顧孫子女的情形，可能影

響祖父與青少年的居住地理距離，換言之，祖父婚姻狀況、父母婚姻

狀況、家庭社經地位可能與祖父與青少年的居住地理距離有關，因此

當一同列入探討時，影響力便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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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少年與祖母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祖孫交談流利程度、祖母健康狀況、父母促進祖

孫互動、居住地理距離為青少年與祖母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相較於疏離型，祖母健康狀況愈佳者、父母促進青少年與祖母

互動者成為冷漠型的機率較高，而相較於居住距離為台灣及海外者，

居住距離為同鄉鎮村里以內者，成為冷漠型的機率較高。與祖母交談

程度愈流利者、父母促進祖孫互動者、居住距離於同鄉鎮村里之內

者，祖孫關係成為影響型的機率愈高。 

 
如前文所探討，當祖母與孫子女交談愈流利，可能使彼此傾訴心

事、溝通意見的困難較少，使關係愈可能成為影響型。此外，雖然文

獻針對祖父進行祖孫互動的研究支持祖父健康狀況愈佳，祖孫互動愈

多（Kivett, 1985）。但從祖母健康狀況愈佳祖孫關係愈可能為互動較

疏離型多的冷漠型來看，健康對祖母與青少年互動亦具有影響力。而

當父母愈促進青少年與祖父母互動時，會提高祖孫關係的親密度與關

係品質（Holladay et al, 1997; Kennedy, 1992b），進而使祖母與青少年

的祖孫關係成為影響型的機率愈高。而居住地理距離愈近，愈可能成

為冷漠型、影響型的機率愈高，與其他相關研究發現居住距離愈近祖

孫關係愈可能成為影響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的結果一致，如同前述因較近的居住地理距

離使祖孫可提供彼此更多的協助與互動（Kennedy, 1992b; Kivett, 1985; 

King et al., 2003）。 

 

孫子女的年齡、性別，祖父母的婚姻狀況、家庭社經地位、居

住地城鄉等級、居住地理距離對青少年與祖母的關係類型未有顯著影

響力。本研究發現孫子女年齡與性別並未顯著影響青少年與祖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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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國外文獻中孫子女小接觸頻率高、祖孫互動多（Silverstein & 

Marenco，2001）、孫女比孫子與祖父母的關係較好（Strom et al, 1995; 

Creasey & Koblewski, 1991; Creasey & Kaliher, 1994）的發現不同，是

否因為祖母與孫子女關係比較好（Roberto & Stores, 1992）使孫子女

的性別、年齡沒有影響力，或如同前文所述，為文化差異或傳統重男

輕女的觀念式微或其他因素影響，仍有待探究。祖母的婚姻狀況、家

庭社經地位如前所述，可能與祖孫居住地理距離有關，因此同列入探

討時無法達到顯著。居住地城鄉等級雖在同為父系的祖父具有影響

力，但卻未在祖母部分得到印證，是否因為樣本抽樣結果的影響，或

有其他因素影響使得居住城鄉等級未有顯著影響力，仍待後續研究探

討。 

 

三、 青少年與外祖父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結果顯示孫子女年齡、祖孫交談流利程度、父母促進祖孫互動、

居住地理距離為青少年與外祖父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相較於疏離

型，孫子女年齡愈小、父母促進祖孫互動、居住距離於同鄉鎮村里以

內者，愈可能成為冷漠型。與外祖父交談程度愈流利、父母促進祖孫

互動、居住距離為同鄉鎮村里者，愈可能成為影響型。 

 

孫子女年齡愈小成為冷漠型機率愈高的原因，如同前文探討可能

與 Silverstein 和 Marenco（2001）的研究發現祖父母與年紀較小的孫

子女接觸頻率較高有關，當接觸頻率愈高，成為冷漠型的機率就愈

高。而孫子女年齡對祖孫關係的影響，僅在祖父、外祖父上得到印證，

是否因為祖父母性別差異而有不同的影響結果，待未來研究繼續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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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祖孫交談流利程度、父母促進互動、居住地理距離的影響力再

度於外祖父部分得到印證。與外祖父交談愈流利者，愈能彼此傾訴心

事、溝通意見、更願意與對方互動，因此成為冷漠型、影響型的可能

性愈高。父母與祖父母關係愈好，可能使父母更願意促進祖孫互動，

研究也發現父母與祖父母的關係會影響現在的祖孫關係及互動頻率

（Whitbeck, Hoyt, & Huck, 1993），當父母愈促進青少年與祖父母互動

時，會提高祖孫關係的親密度與關係品質（Holladay et al, 1997; 

Kennedy, 1992b），因此當互動頻率提高成為冷漠型的可能性愈高，若

進而提升了祖孫關係的親密度與品質，則成為影響型的機率愈高。而

居住地理距離愈近，愈可能成為冷漠型、影響型的機率愈高，不僅與

國外發現一致（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原因可能如前所述，當居住地理距離愈近，影響了祖父母與

孫子女之間的協助、支持、接觸頻率與互動（Kennedy, 1992b; Kivett, 

1985; King et al., 2003）。 

孫子女性別、祖父母的婚姻狀況、健康狀況及父母的婚姻狀況、

家庭社經地位、居住地城鄉等級等變項對青少年與外祖父的關係類型

未有顯著影響力。性別未具影響力的發現與國外文獻孫女比孫子與祖

父母的關係較好（Strom et al, 1995; Creasey & Koblewski, 1991; 

Creasey, & Kaliher,1994）、男性孫子女時愈可能成為影響型（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的發現不同，但與蘇慧君（1996）以國內三

代同堂的青少年祖孫關係進行孫子女性別比較未有顯著差異的發現

相似，如同前所述，是否因為文化差異、重男輕女的觀念改變或其他

影響因素有待未來研究。而因外祖父的婚姻狀況可能影響外祖父與青

少年的居住地理距離，使之一併與居住地理距離列入探討時，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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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此不顯著。健康狀況、居住地區城鄉等級對於祖孫關係類型的

影響，雖然於部分祖父母中得到印證，但於外祖父部分未具影響力，

是否因樣本的差異或其他可能因素仍待後續研究探究。 

 

四、 青少年與外祖母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祖孫交談流利程度、外祖母健康狀況、父母促進

祖孫互動、青少年家庭的居住城鄉等級、祖孫居住地理距離為青少年

與外祖母關係類型的影響因素。相較於疏離型，父母愈促進青少年與

外祖母互動者，成為冷漠型的機率愈高。相較於居住地理距離為台灣

及海外者，祖孫居住地理距離在同鄉鎮村里內成為冷漠型的機率愈

高。與外祖母交談愈流利、外祖母健康狀況愈佳、父母愈促進青少年

與外祖母互動、青少年家庭居住城鄉為都市者、青少年與外祖母居住

地理距離為同鄉鎮村里者，祖孫關係成為影響型的機率愈高。 

 
如前文所探討，祖孫交談流利程度、父母促進祖孫互動、祖孫居

住地理距離對祖孫關係類型的影響力，在四位祖父母部分均得到一致

的發現。當外祖母與孫子女交談愈流利，愈可能彼此傾訴心事、溝通

意見、互動較少困難，使關係愈可能成為影響型。父母與祖父母關係

愈好則更願意促進祖孫互動進而影響現在的祖孫關係及互動頻率且

提高祖孫關係的親密度與關係品質（Whitbeck, Hoyt, & Huck, 1993; 

Holladay et al, 1997; Kennedy, 1992b），當提高了互動頻率，成為冷漠

型的可能性愈高，提升了祖孫關係的互動頻率與祖孫親密度及關係品

質，則成為影響型的機率愈高。而居住地理距離愈近，愈可能成為冷

漠型、影響型，與居住地理距離影響了祖父母與孫子女之間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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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接觸頻率（Kennedy, 1992b; Kivett, 1985; King et al., 2003）。接

觸頻率提高則愈有成為冷漠型的可能性，若支持、協助與關懷亦隨接

觸頻率提高而增多時，成為影響型的機率愈高，與其他相關研究發現

居住距離愈近祖孫關係愈可能成為影響型（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的結果一致。而外祖母的健康

狀況愈佳使得關係愈有可能為影響型，再度印證健康狀況對祖孫關係

的影響，本研究在祖父、祖母、外祖母上均有一致的發現。而在居住

城鄉等級部分，本研究發現居住於都市地區的青少年與外祖母的關係

成為影響型的可能性愈高，是否可能因都市地區雙薪家庭較多，職業

婦女傾向請母親協助照顧子女，使得外祖母於青少年生活中扮演重要

角色，或其他原因使得此部分發現與文獻發現不一致，尚待後續研究

探討。 

 

孫子女年齡與性別未如同國外研究發現對青少年與外祖母關係有影

響力，如前所述，是否因為孫子女與外祖母的關係較親近（林如萍、

蘇美鳳，2004；Creasey & Koblewski, 1991; Matheews & Sprey, 1985），

或文化的祖孫互動差異、傳統重男輕女的觀念改變及其他因素影響，

仍有待探究。外祖母的婚姻狀況、父母的婚姻狀況、家庭社經地位可

能皆與居住的安排有關，當外祖母喪偶、生病、父母離婚或喪偶、家

庭社經地位較低時，傾向與成人子女及孫子女同住，可能因此未見影

響力。 

 

 
表 5-1-2 祖孫關係類型影響因素多分變項邏輯迴歸分析結果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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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對象 祖父 祖母 外祖父外祖母

有效樣本數 211 306 227 303 
分析變項 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分析結果 
（相較於疏離型） 

孫子女個人變項      
年齡     祖父：年齡愈小，冷漠型機率愈高

外祖父：年齡愈小，冷漠型機率愈高

性別     皆未顯著

交談流利程度     祖父：交談愈流利，影響型機率愈高

祖母：交談愈流利，影響型機率愈高

外祖父：交談愈流利，影響型機率愈高

外祖母：交談愈流利，影響型機率愈高

祖父母個人變項     
婚姻狀況     皆未顯著

健康狀況     祖父：健康愈佳，影響型機率愈高

祖母：健康愈佳，冷漠型機率愈高

外祖母：健康愈佳，影響型機率愈高

家庭變項     
父母婚姻狀況     皆未顯著

父母促進祖孫互動     祖父：父母促進互動，冷漠型機率愈高

父母促進互動，影響型機率愈高

祖母：父母促進互動，冷漠型機率愈高

父母促進互動，影響型機率愈高

外祖父：父母促進互動，冷漠型機率愈高

父母促進互動，影響型機率愈高

外祖母：父母促進互動，冷漠型機率愈高

父母促進互動，影響型機率愈高

家庭社經地位     皆未顯著

居住地城鄉等級     祖父：非都市地區，冷漠型機率愈高

外祖母：都市地區者，影響型機率愈高

居住地理距離     祖父：同鄉鎮村里以內較台灣地區及海外，影響型機率愈高

祖母：同鄉鎮村里以內較台灣地區及海外，冷漠型機率愈高

同鄉鎮村里以內，影響型機率愈高 
外祖父：同鄉鎮村里以內，冷漠型機率愈高  

同鄉鎮村里以內較台灣地區及海外，影響型機率愈高

外祖母：同鄉鎮村里以內較台灣地區及海外，冷漠型機率愈高

同鄉鎮村里以內，影響型機率愈高 

 

肆、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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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北縣市的青少年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推論性僅限於

台北縣市地區。 

本研究的特點為以青少年觀點探討祖孫關係類型，以改善以往僅

從祖父母觀點的探討方式，但因青少年對祖父母的基本資料不瞭解，

使得問卷有效率較低、題項中有關祖父母資料部分遺漏值偏多，使得

探討祖父母個人變項對祖孫關係的影響受限。 

此外，在文化的脈絡下，含飴弄孫的老年生活期待、長孫於家族

傳承的特殊性，使得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女的經驗普遍、長孫子女更

受祖父母重視，探討此二變項更可突顯與國外文化脈絡不同下祖孫關

係類型影響因素之差異，但因青少年於此二變項遺漏值甚高，僅能進

行概況統計描述而無法列入影響因素分析，使結果無法比較文化差

異。 

因世系、性別對於青少年祖孫關係的互動模式及影響力甚大而可

能使關係類型有所不同，且每位青少年擁有的祖父母數目不同，對集

群分析及多分變項迴歸的結果會有相依樣本的疑慮，必須經過統計校

正處理（Mueller & Elder, 2003），為求顧及世系、性別的影響力及避

免統計校正處理影響原始的關係類型分佈情形，因此本研究另一特點

在於將青少年祖孫關係視為青少年與祖父、青少年與祖母、青少年與

外祖父、青少年與外祖母四個不同雙人關係進行分析，然而因未有相

關調查資料可供估計青少年的祖父母存歿狀況，加上男性平均壽命較

短因此有效樣本中祖父、外祖父的人數較少。 

而在問卷有效率偏低、樣本數較少的影響下，加上因研究者的時

間、財力有限無法增加施測樣本以平衡上述影響，因此使得變項處理

受限，而限制了研究的推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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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就研究結果提供研究對象、家庭生活教育方案發展及未來研

究之相關建議。 

 

一、 研究對象之建議 

（一） 青少年 

隨著時代發展，祖父母成為家庭生活中重要的家人關係。瞭解祖

父母是促進祖孫關係的第一步，主動瞭解祖父母的概況與生活，可拉

近祖孫之間的距離，使祖孫之間不再陌生。而學習與祖父母談話、溝

通，並與之分享自己的生活，可使祖孫關係更親近。若與祖父母有互

動、溝通上的困難，父母是最佳的協助角色。 

（二） 青少年之父母 

父母是祖孫關係的重要守門者，不論祖父母的世系、性別，對任

一位祖父母而言，青少年的父母對於青少年與青少年之祖父母的關係

皆具關鍵性的影響力，當父母促進祖孫互動，祖孫關係的發展更好，

因此青少年的父母應擔任祖孫之間重要的橋樑角色，適時安排祖孫有

聯繫、互動的機會，使祖孫關係不再疏離。若父母能促進祖孫溝通、

分享，將有助於祖孫關係發展更為親密融洽，使祖父母成為青少年生

活中的重要角色。 

（三） 青少年之祖父母 

隨著孫子女成長，祖孫關係可能變得較疏離，而健康的衰退也會

影響祖孫關係，因此及早培養祖孫關係甚為重要。多與孫子女共同活

動、分享生活將有助於祖孫關係的建立，而與孫子女的距離、溝通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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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程度為影響祖孫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若有距離、溝通方面的困

難，可請青少年的父母從中協助祖孫互動或溝通，將更有助於關係的

發展。 

 

二、 家庭生活教育方案發展方向之建議 
 
（一) 祖孫家庭生活教育方案的實施需求 

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來看，青少年與祖父、祖母、外祖母的關係

以冷漠型最多，表示青少年與祖父母之間雖有頻繁接觸但彼此支持、

協助少，且就孫子女對祖父母的個人基本資料回答遺漏值甚高的情形

來看，多數孫子女對祖父母的個人狀況不甚瞭解，因此提供祖孫家庭

生活教育方案可視為促進代間互動、發展關係的一個可行方式。 

 

（二) 祖孫家庭生活教育方案的實施對象 

研究發現孫子女於學齡前曾被祖父母照顧的比例高，且年齡愈大

的孫子女可能與祖父母的關係變得更疏離，然而父母促進代間互動為

重要的影響祖孫關係類型因素，因此在方案實施對象部分，不僅需要

加強青少年後期的祖孫關係外，建議除了青少年之外可擴及至幼兒，

自小建立祖孫情感對未來關係發展更有助益。此外，中間世代的影響

力不容忽視，建議規劃三代可共同參與的方案，或提升父母在安排祖

孫互動的技巧，更有助於促進祖孫代間關係。 
 
（三) 祖孫家庭生活教育方案內容 

發展的方案內容需兼顧不同祖孫關係類型的差異及影響因

素，以疏離型而言，居住距離的影響力甚大，因此促進遠距離的祖孫

互動是主要的著力方向，例如國外即有針對分隔兩地之祖孫發展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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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信件（GrandLetters）方案（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2006），

以期透過書信或電子郵件分享指定的主題，促進祖孫間相互瞭解、建

立情感。而以冷漠型、冷漠型而言，如何在頻繁的見面、聯絡頻率中

提升祖孫的親密支持、發展共同的休閒嗜好及產生多元的互動經驗是

主要的促進重點，可透過多元的活動設計來達成上述目的，例如美國

賓州大學合作推廣體系發展的代間活動手冊（ Intergenerational 

Activities Sourcebook）、代間慶典（Generation Celebration）等方案

中透過結合節慶、烘焙等多元方式使祖孫對彼此更瞭解、溝通世代差

異以建立祖孫情感關係即是很好的參考。此外，祖孫之間語言溝通的

流利程度亦具有影響力，因此方案的內容宜促進代間對話，或對代間

使用之方言、俗俚語等有更進一步的認識，使祖孫與溝通分享時較無

障礙，將有助於提升祖孫關係。 

 

三、 未來研究建議 

(一) 施測工具部分 

1. 透過研究選擇更具代表性的施測題項 

本研究使用之測量題項採取翻譯國外相關研究之題項，可能會有

文化上的差異，建議未來研究者對國內祖孫互動行為做一詳盡的調

查，從中選取更有代表性的施測題項。 

 

2. 精確測量行為頻率 

未來行為頻率選項可改為精確的頻率測量，例如一年幾次，一週幾

次、一月幾次等，將有助於更具體描述現今祖孫互動的現況。 

 

 112



(二) 研究對象部分 

1. 擴大施測地區 

本研究僅針對台北縣市的國中學生進行施測，使推論性受限，未

來可針對不同地區或全台的祖孫進行研究，以求更全面性地描繪祖孫

互動的關係。 
 

2. 考量孫子女不同發展階段的祖孫關係 

由於祖孫的互動情形可能因孫子女不同發展階段而有所改變

（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因此建議未來研究可以不同發展階段

的孫子女為研究對象，以瞭解祖孫關係類型與其影響因素是否因孫子

女的發展階段不同而有所差異。 
 
3. 提高問卷發放倍數 

因無法精確估計青少年祖父母的存活現況，且青少年的填答率有

效率較低，建議未來研究時，提高問卷發放倍數，以獲得足夠的樣本

使研究更具代表性。 
 
4. 祖孫配對樣本增加資料的精確度及有效性 

比較面向中的互動情形，可看出青少年在提供祖父母意見、幫祖

父母做事等題項上高於評估祖父母給予自己的支持，可能因祖父母年

邁需要青少年給予關懷與協助，亦有可能為青少年高估自己的表現。

而過去研究從祖父母施測亦發現祖父母高估自己的表現（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 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為求能對關係做

更詳實的描述，建議未來採取祖孫配對樣本進行研究。而採用祖孫配

對樣本可透過祖孫填答資料相互比對以提升資料的有效性，以修正青

少年對於祖父母資料填答率低且無法精確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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