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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因此藉由訪談方式以獲

取較深入的瞭解。本章將針對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收集與處理、研究內容

進行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搜尋國內外文獻的找尋，研究者發現探討未婚成年女性的研究很多，但是針

對她與父母的代間關係研究卻不多，國內也未曾有相關研究。而簡春安與鄒平儀

（1998）指出當研究的議題仍處於模糊不清階段，研究者對此一社會現象或行為

想要進一步深入探索，釐清現象或行為間的關係，那麼質性會比量化研究方法更

適合。因此除了缺乏相關研究的因素外，研究者希望瞭解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代

間關係的特殊性，因此認為採取質化研究方法是比較適宜的。 

國內研究未婚成年女性的相關研究，多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而從研究結果

也發現經由質性研究方法，得以獲得有關未婚成年女性多面向且深入的資料。研

究者認為未婚成年女性的家庭生活部分，尤其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與父母的代間關

係，包含相當多的層面，是需要以質性研究方法來探究。此外，代間關係應該是

動態的關係，是藉由親子持續的互動所構成的，尤其當父母對成年子女的期待未

被滿足，去調整這樣的落差的歷程，每個家庭、每對父母應該都不一樣，相當具

個體獨特性，而且是需要研究對象加以闡述及解釋的，因此基於以上理由希望藉

由質性研究方法，對研究問題能夠深入及較全面的瞭解。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的交談方式，研究者透過口語談話的方式從被研究者

那裡收集（或建構）與研究有關的第一手資料，以便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全面

性的瞭解（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訪談的方式，

直接與受訪者面對面，獲取更豐富有關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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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方法依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度，劃分為結構式、半結構式、無結構式的

訪談。結構式訪談，研究者主導訪談的走向與步驟，按照事先設計好、有固定結

構的統一問卷進行訪談，選擇訪談對象的標準和方法、所提的問題、提問順序及

記錄方式都標準化，研究者對所有受訪者都按照同樣的程序、問同樣的問題；無

結構式訪談則沒有固定的訪談問題，受訪者被鼓勵用自己的語言發表自己的看

法，根據自己的思路自由聯想。而半結構式訪談（或稱「半標準化訪談」、「引

導式的訪談」），研究者對訪談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也允許受訪者積極參與，

研究者事先備有一個粗略的訪談提綱，根據自己的研究設計提出問題，並同時鼓

勵受訪者自己提出問題（陳向明，2002）。訪談大綱是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使訪

問進行得以更順暢，進而帶領受訪者回答開放與說明式的問題，以詢問受訪者的

感受、認知與內在想法（潘淑滿，2002）。 

鑑於無結構式訪談可能不易聚焦於受訪者對代間關係三個面向的討論，而結

構式訪談的較無彈性無法含括研究者希望瞭解未婚女性與父母的多面向探究，故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行資料收集。針對研究問題與目的，以及參考所

整理的未婚成年女性與代間關係的相關文獻，設計訪談的大綱，以進行資料收集。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從文獻中推論，未婚女性當處於 30-35 歲時，是感受最大壓力的階段，目前

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也已經提高至 27 歲，因此當以未婚成年女性為對象時，研

究者認為 30-35 歲為較佳選取年齡。但經由與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討論，考量目

前台灣整個婚齡的延後，因此希望把未婚女性之年齡條件拉長到 40歲，希望可

以看出更多不一樣的現象。因此最後本研究在女兒部分的選取即為 30-40歲之未

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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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取的樣本目前必須與父母同住，才能採集到實際日常生活中較豐富

的親子互動經驗。為了能獲得親子雙方對於代間關係的看法，訪談對象包括未婚

成年女性及其同住的父母，藉由未婚女性與父母雙方闡述補充對方資訊不足之

處。 

此外本研究所選取的家庭都是居住在宜蘭縣。該條件之設定原因主要是研究

者本身為宜蘭人，對於宜蘭的風土民情比較瞭解，以及察覺到宜蘭民眾在許多觀

念上同時包含著傳統與現代化。並且研究者也希望藉由在宜蘭的研究，研究結果

可以對自己家鄉的民眾能更適切的提供幫助或瞭解。 

研究欲探討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因此研究對象需具以下條件： 

1.居住在宜蘭縣 

2.年齡介於 30-40歲的未婚成年女性 

3.父母均健在並與父母同住 

為了資料的豐富性，在選取對象時，盡量選取彼此間異質性較大的受訪者，

盡量在未婚成年女性的年齡、女兒職業類別上能涵蓋較廣泛的層面，以獲取豐富

而多元的資訊，能達到本研究主題資訊飽和為考量。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選取過程研究對象選取過程研究對象選取過程研究對象選取過程 

本研究預計訪談六個有未婚成年女性同住的雙親家庭，每個家庭設定父、母

雙方都為訪談對象，本研究並沒有要比較父、母親的差異，而是希望藉由父母親

的共同訪談相互補充、說明對代間關係的看法，藉由父母雙方的資料收集相信對

於此階段的代間關係能有最完整的瞭解。樣本數以對於該主題的訊息達到飽和為

原則。因此研究者預計擇六個家庭進行研究。 

樣本的選取方式，採立意取樣，以研究者之友人及同學推薦符合本研究條件

的未婚女性為主，再經由該女性徵求父母接受本研究訪談。藉由友人的推薦與初

步接洽，除了可確定該家庭符合本研究對象的特質，也增加該家庭願意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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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為了確定選取到的樣本具差異性，因此在選取樣本的過程會依序抽取，即先

視第一個樣本的資料豐富性，來決定下一個要選取樣本該具備的特質，以避免所

需資料的不足。而且在研究過程其樣本特質與樣本大小隨時保持最大彈性，以因

應研究需要而進行調整。 

三三三三、、、、本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本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本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本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經由立意取樣，選取符合本研究條件的家庭共六個家庭，訪談對象包括未婚

成年女性與其同住的父母，但是 D女的父親因為工作關係，無論非假日白天都不

在家，到很晚才會回家，而 E女的父親因為個性安靜，因此在訪談過程中都未發

言，僅由兩位母親的談話為代表。 

對於研究參與者基本狀況的瞭解，有助於理解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所提供的資

料內容，以本研究所邀請的研究對象來看，參與研究的未婚成年女性部分，年齡

從 31到 40歲，教育程度偏高，在職業別方面包括了公務人員、教師、公司職員，

並有一名目前待業中。而父母參與者部分，年齡從 50 多歲到 70 多歲都有，職業

部分，除了幾位仍有務農及一名自營業，大多都已經退休。 

本研究訪談的未婚成年女性的年齡分佈集中多在 31-35 歲，僅有一名受訪者

年齡為 40，與原先希望能平均分佈在 30-40歲有些許落差，可能對於 35 歲以後

的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關係理解將會有所不足，此部分將在研究限制中進一步

討論。 

 

 

 

 

 



 28 

 

表 3-1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號 出生年次（民國） 教育程度 職業 

A女 64 二專 行政助理 

A父 33 國小肄 果農、工 

A母 43 國小 果農、工 

B女 65 大學 國中代課老師 

B父 36 高中 退休公務員 

B母 36 國中 理髮業 

C女 55 高職 公務員 

C父 23 國小肄 退休工人 

C母 27 國小 退休工人 

D女 64 大學 國中老師 

D父 37 高職 地方首長 

D母 42 高職 家管 

E女 61 大學 才藝老師 

E父 24 國小 退休工人 

E母 24 無 退休工人 

F女 62 二專 待業中 

F父 35 高中 退休公務人員 

F母 39 國中 家管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藉由訪談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做為家庭教育實務者

未來進行未婚女性及中老年父母的家庭教育課程規劃之參考。研擬研究流程（圖

3-1），此節並針對文獻回顧、訪談大綱擬定、資料收集以及資料整理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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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回顧相關文獻回顧相關文獻回顧相關文獻回顧相關文獻 

根據研究發展的重要性與目的，收集未婚單身女性、代間關係相關理論、代

間關係的協助、情感與孝道責任期待三面向的相關文獻與研究，經閱讀後對於未

婚成年女性以及代間關係有初步的瞭解，及目前該類主題的研究方向為何，並將

其彙整與轉化，以做為訪談大綱設計的參考依據。 

二二二二、、、、擬定訪談大綱擬定訪談大綱擬定訪談大綱擬定訪談大綱 

依收集的文獻資料，並配合與指導教授、同為家有未婚成年女兒的父母進行

討論後的結果，擬定預試訪談大綱共二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與未婚成年女性與

同住父母之代間關係訪談大綱。在進行正式訪談前，先對少數符合樣本條件者進

行前測，研究者預計試訪一個家庭的父母，以檢視設計的訪談問題是否能達到預

期效果，能夠引導受訪者談論其親職角色期望與行為。同時觀察研究問題描述與

使用語言是否為受訪者接受與瞭解，以及涵蓋的問題面向是否足夠，進而再次修

訂訪談大綱，之後即以此訪談大綱開始進行研究對象的訪問。 

三三三三、、、、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收集，藉由深入、面對面的訪談，瞭解受訪

者的想法與對行為描述，獲取最直接資料。 

在每次訪談前，都事先電話詢問受訪者可以的時間與希望受訪的地點，當天

經由清楚說明研究目的、確保對受訪者資料保密，以及受訪者願意接受訪談、簽

署受訪同意書後才進行訪談。 

為了得以確保談談資料的完整性，以及可以讓研究者專心的與受訪者互動，

讓受訪者感覺到被重視。在事先徵詢受訪者的同意下，在訪談過程中同時進行錄

音工作，且盡量避免受訪者因為錄音的不安全感而影響訪談的表達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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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方法收集資料外，訪談過程中的觀察也是很重要的資

訊，包括受訪者的肢體語言、情緒表達、外在環境等，這些非語言行為可以提供

很多重要的、言語行為無法表達的信息。因此觀察到的現象與訪談的內容都需要

加以詳盡記錄。而研究者自己本身的情緒反應、對受訪者表達意見的想法與感

想，可能會影響訪談的互動與過程，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之後資料分析的協助，應

該都加以記錄。 

談談的方式採取未婚女性與父母分開訪談的方式，父母部分是共同訪問，但

其中 C家庭，在第一次訪談時，C母希望和女兒一起訪問，因此僅在該次訪談 C

女的過程的後段提出一些想法，不過在第二次的訪談中，C母與 C父都答應接受

研究者獨立訪談他們，而彌補了第一次訪談資料的不足。 

每個未婚女性與父母的第一次訪談，進行時間各約為一小時，待整理出逐字

稿後，針對比較有疑問或需在深入瞭解的對象，包括三對父母及四位未婚女性再

進行第二次訪談，時間從一小時到二小時不等。並且收集家中其他成員的想法及

觀察他們的互動來對照與豐富訪談資料。 

四四四四、、、、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 

在資料收集的過程，同時也進行逐字稿的謄寫，逐字稿完成後，即進行資料

的整理與分析。而質化研究的資料分析是根據主題、概念、或類似特徵，而把資

料組織成一些類別的程序來進行分析。因此在進行資料的編碼登錄，是把原始資

料組織成概念類別，並且創造主題或概念，以作為日後分析資料之用，其過程如

下： 

（一）開放譯碼 

開始閱讀所收集之文本資料時，必須在文本中找出關鍵字、關鍵事件或主

題，並在旁邊加以標記。因此當研究者開始反覆閱讀所收集資料時，必須從中找

出代間關係的關鍵字、重要事件或主題，並在旁邊標記，以進行初步編碼工作。 

（二）主軸譯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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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編碼完成後，下一步即為主軸譯碼，而主軸譯碼是綜合歸納、比較不同

資料之間的符碼，企圖在資料中建構出主軸概念。將資料進行重組，在概念或主

題間，找出共通性或相異之處，更深層的檢視概念與概念間的關連性。 

（三）選擇性譯碼 

資料分析最後一個階段是選擇性譯碼，選擇一個核心的類別，有系統的說明

及檢證主要類別與其他類別間的關係，及填滿未來需要補充或發展的類別之過

程。因此研究者開始選擇可以彰顯研究主題的主軸概念，作為研究問題詮釋的依

據。 

五五五五、、、、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資料分析完畢，即是進行最後的研究步驟：撰寫研究報告。在撰寫報告過程，

除了以分析的研究資料為撰寫依據，並同時回顧相關文獻，試著將研究結果與文

獻進行對話與討論。最後以研究者構思的研究架構，呈現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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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 

經由文獻整理，以及與處在此階段的父母討論後，瞭解欲探究未婚成年女性

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可以從下列幾個面向，各針對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進行

討論，進而衍生出初步的訪談大綱。 

確立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擬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回顧相關文獻 

擬定預試訪談大綱 

預試訪談 

依預試結果修定正式訪談大綱 

進行正式訪談 

正式訪談資料分析 

研究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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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未婚狀態未婚狀態未婚狀態未婚狀態 

此部分探討未婚成年女性對自己的未婚狀態想法，以及父母對女兒未婚狀態

的想法，並進一步探討未婚女性與父母為此未婚狀態所採取的行動， 

二二二二、、、、 代間協助代間協助代間協助代間協助 

在代間協助部分，考量受訪對象無法具體描述協助行為，因此例舉四種協助

的類別引導訪談： 

一、情感支持：包括代間在聊天、安慰、鼓勵、提供意見上的情形等。 

二、個人事務支持：包括陪同就醫、交通接送、生病照顧的生活上的協助等。 

三、家務協助：包括準備餐食、清潔打掃等。 

四、財務協助：包括提供生活費、送禮物、或是家用物品的購買等。 

三三三三、、、、代間情感代間情感代間情感代間情感 

在代間情感部分，主要探討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各自感受到的與對方的情感

關係，並深入探討影響情感關係的原因及情感關係所造成的影響。 

四四四四、、、、、、、、代間代間代間代間孝道責任孝道責任孝道責任孝道責任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孝道責任期待，分別為未婚女性對於孝道責任的期許，以及同住父母對於未

婚女性的孝道責任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