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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因應當代高齡化、少子女化之人口趨勢 

近年來，我國生育率降低，造成少子女化及人口老化現象。高齡

人口的自然增加已是世界各地已開發國家的共同趨勢，依據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之人口推估，2016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與 15 歲以下

人口數幾乎同為 302萬人，均約占總人口 13％。自此以後，65歲以

上老年人口將開始超過 15歲以下幼年人口，預估 2018 年 65歲以上

人口比例超過 14％，達到國際慣例及聯合國等國際機構所稱的高齡

社會（aged society）；至 2026年 65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 20%，達到

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內政部，2008），屆時，每五個

人中就有一個老人。 

在高齡社會中，不同年齡世代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議題。家庭中

之祖孫代間關係是青少年與老人互動的最初經驗，對於建立正向的老

人態度與扭轉年齡歧視偏見具有影響（林如萍，2008；林如萍、蘇美

鳳，2004； Silverstein & Parrott, 1997），並且，年輕世代對老年世

代的態度，對老年人口之福祉具有影響。另一方面，不同世代之代間

相互支持有助於老人的生活滿意度（劉秀娟譯，1997），亦影響老人

的生存及福祉（張月霞譯，1997），因此，從老年人的觀點來檢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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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孫子女的一般相處情形、互動狀況與關係品質，以及為人祖父母的

角色與自身的老人態度，將更能掌握祖孫關係的全貌。 

綜上所述，探討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對祖孫互動的態度與經驗，進而

引導年輕世代對老化有適切的認識與了解，並協助、促進老年世代與

孫子女互動，以達到年輕人敬重老年人、老年人協助年輕人的代間互

惠情境是十分重要的。 

二、 延續 2008 年國內年輕學子對於祖父母之態度與行為全

國民意調查 

本計畫主持人與調查單位於 2008 年接受教育部補助進行「國內

年輕學子對於祖父母之態度與行為全國民意調查」，針對年輕世代加

以調查，以瞭解分析當代年輕學子的祖孫互動狀況與老人態度，並將

調查結果於 2008 年全國祖孫週活動之記者會呈現，包括：年輕世代

眼中的祖父母角色、當代家庭中祖孫互動樣貌及年輕世代的老人態度

等，研究結果並証實：「良好的祖孫互動，有助年輕世代建立正向之

老人態度、消除老化刻板印象」，透過調查分析亦清楚揭示祖孫週活

動之主軸「透過教育搭一座橋，強化祖孫互動，建構一個不分年齡共

享的家庭與社會」。 

唯 2008 之調查僅針對年輕世代進行調查分析，無法全面、雙向

來探討不同世代之觀點並加以比較，實為限制。今年度本計劃，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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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之調查基礎，進一步規劃執行，分別針對「年輕世代—孫子

女」與「（中）老年世代—祖父母」兩群對象，探討祖孫互動相關議

題，以期藉由不同世代來的觀點豐富我們對祖孫關係全貌的掌握，並

透過調查結果之分析，提出建議作為推動代間教育政策與擬定執行策

略之參考。具體來說，本調查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孫子女對於「祖父母角色」之態度與看法。 

（二）探討祖父母對於「身為祖父母」之態度與看法。 

（三）由孫子女及祖父母觀點，分析「祖孫之互動行為」。 

（四）分析不同背景之孫子女與祖父母在「老人態度」、「祖父母角

色」、「祖孫互動」上的差異。 

（五）分析不同世代對「老人態度」的差異。 

（六）分析不同世代之「老人態度」、「祖父母角色」與「祖孫互動」

之關聯。 

（七）依據調查發現，提出代間教育之政策及執行策略建議。 



4 
 

貳、 文獻探討 

一、 代間關係之概念發展 

（一）代間關係之概念 

隨著社會及人口變遷，有關「世代」（generation）的相關議題

受到普遍的重視。Bengtson與Managen（1988）分析指出，世代議題

主要的關注集中於：世代的連續、世代的差異和世代關係。家庭中代

間關係研究始於 1950 年代，主要是針對「隔離的核心家庭」說法的

爭論，1943年 Parsons一篇有關美國親屬關係的論述，主張都市化、

工業化社會中，核心家庭在地理和經濟上與親屬隔離，引起了社會學

界熱烈的討論。研究者關注家戶結構、代間接觸、互動、代間財務、

服務交換及居住地接近性等議題（Troll, 1971），此階段研究證實了

「隔離的核心家庭」是一個變項而非條件（Lee, 1980），換言之，並

不是所有的核心家庭都必然和親屬間關係疏離。 

（二）祖孫關係為代間關係中重要的一環 

隨人口老化及家庭組成的改變，研究者亦開始關注家庭中多世代

之代間關係，由針對父母與成年子女，擴及三代（祖父母—父母—子

女）及祖孫關係之研究（如：Miller & Bengtson, 1991; Silverstein, 

Giarrusso & Bengtson, 1998; Silverstein & Marenco, 2001）。就台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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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隨著人口的平均壽命提高，三代或四代的家庭隨之而成為可能，亦

使得大多數人經歷了祖父母時期，「為人祖父母」已成為個人生命發

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再者，由於人口及社會經濟狀況變遷，祖父母

的經濟、健康狀況均較過去好、也較早退休，因此，祖父母在多代家

庭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祖孫關

係可說是老年期家庭代間關係中重要的一環，並且祖孫關係攸關代間

家庭成員之福祉（well-being）（Szinovacz, 1998）。 

二、 祖孫關係 

為人祖父母（grandparcnthood）同時具有社會意涵及個人的價值

（Kivett,1991），而祖父母角色之所以被稱之為「無角色」的角色（Troll, 

1983），事實上，主要是因為缺乏明確的角色規範，並且祖父母角色

受到種族與文化差異之影響甚劇（Mcgreal, 1994）。因此，過去十年

來祖孫相關研究者均強調文化規範對祖孫關係之影響（Silverstein, 

Giarrusso & Bengtson,1998）。東西方在家庭組成及文化規範上存在

極大差異，西方社會視獨立（independent）、自立（autonomy）為最

重要的價值規範，代間同住者比例甚微（Mancici,1989），並且，祖

父母以不干涉核心家庭活動為主要的角色規範（ Cherlin & 

Furstenberg,1986；Kivett,1991；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就

台灣來說，三代同堂仍是多數老人期待的老後居住安排方式，並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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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國家庭中文化中，照顧孫子女是祖父母重要的角色也是對家庭的

協助與貢獻。台灣有一俗諺「媽帶孫，豬呷餿水」，即是形容祖父母

（尤其是祖母）照顧孫子女為天經地義之事，就未滿三歲幼兒的照顧

方式來看，由「（外）祖父母」照顧者約占三成，僅次於由「母親」

自己照顧（內政部，2003），因此，祖孫關係之重要性更甚於西方。 

（一）祖父母角色 

人口結構的改變，多世代家庭之可能性大增，人們體驗不同角色

的機會也因之增加。隨個體生命的延長，若人們在未步入老年即成為

祖父母，則祖孫關係可長達三、四十年（Barranti, 1985）。Hooyman 

& Kiyak（1991）亦指出：老人中有 94%已為人祖父母，而約有 50%

已晉升為曾祖父母階級。因此，祖父母在孫子女的成長中增加的重要

性，不能再被社會科學家所忽略（Nussbaum & Bettini, 1994）。祖孫

關係議題的主要關注是互動及連結（bond）關係如何？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指出：角色、互動、情感及相互協助是祖父母和

孫子女代間連結的最主要面向。然而，其中之首要議題「祖父母角

色」，究竟呈現何種面貌？若干的研究皆指出祖父母在家庭中扮演一

個多樣化的角色，並且呈現出多種不同型態的祖孫關係（Doka & 

Mertz,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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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美珍（1987）研究發現：祖父母以為「香火的延綿」是作祖父

母的主要意義；若就祖父母的角色來看，老人們多表示是「尋樂」及

「代理父母」的角色。而祖父母對家庭責任的表現，最具體顯著的是：

當其子女有困難時，擔負起照顧孫子女的責任（Chalfie, 1994），並

且，祖父母亦自覺有責任教導、規勸孫子女，與孫子女分享人生經驗

與智慧（Cherlin & Furstenberg, 1985）；另一方面，Kivett（1985）研

究發現：四分之三的祖父母覺得孫子女有責任、義務在其需要時，提

供財務及工具性支持。另一方面，就孫子女觀點而言，Baranowski

（1982）針對 390 名高中生之研究發現：祖父母好比家中的歷史學

家，常提及父母年幼時的表現，藉此影響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並且在

技能教導、嗜好的培養及運動方面，祖父母在孫子女的心目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林如萍、蘇美鳳（2004）以台北市國中學生為對象研究，

將祖父母角色分為教導者、協助者、清閒者、守護者、權威者等五類，

探討青少年對祖父母角色之認知，研究發現祖父母角色主要是：「教

導者」與「協助者」。 

綜觀前述研究，由於，角色的不同及年齡口合（cohort）的差異，

世代間不同家庭成員對祖父母角色的詮釋及期待亦可能有所不同，因

此同時針對孫子女、父母及祖父母加以研究，可擴展對「祖父母角色」

之了解。再者，有鑑於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中，隨祖父母年齡的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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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孫相處時間增加、家庭結構改變，以及生活型態的多樣化等趨勢，

祖父母的角色變得更為多元與異質，並且祖父母角色亦受種族、文化

之影響，Szinovacz（1998）指出：針對祖父母角色之探究，可包括：

角色的定義特徵（role-defining characteristics）、角色任務（role 

assignment）、角色期待、角色認同、角色運作（role enactment）及

角色滿意度等。 

（二）祖孫互動 

以祖孫間接觸、社會互動的頻率來看祖孫關係，相關研究發現：

孫子女長大離家後，仍和祖父母保持聯繫，80%的孫子女在過去六個

月內曾和祖父母見面或以電話聯絡（Creasey & Koblewski, 1991）。

但，隨著祖父母年齡增加，祖孫間的聯繫頻率下降（Minkler, 1988），

且父母的婚姻狀況亦影響祖孫間的互動關係，父母離婚、再婚均對祖

孫聯繫發生顯著影響（Gladstone, 1991）。祖孫間情感親密的程度，

一般而言，研究發現：祖父母和孫子女間存在親密的情感，Kivett

（1985）研究發現：祖父母較孫子女表達出較高的情感親密（Miller, 

1989）。Giarrusso、Stalling 與 Bengtson（1995）針對此一現象提出：

「世代差異現象」（intergenerational stake phenomenon）之說法，以

為老年世代和年輕世代因在發展上處於不同階段，致使老年世代傾向

對年輕世代表達出較高的親密情感。祖孫間的相互支持、協助，在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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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年幼時，祖父母常參與照顧工作，研究發現：多數孫子女回顧指

出，當其兒童時期祖父母提供情感、工具及財務支持（Eisenberg, 

1988）；隨孫子女成長至青少年階段，照顧協助便相對減少（Miller & 

Bengtson, 1991），而當孫子女成年之後，代間支持平衡發生改變，

祖父母表示：相較於付出及獲得，其獲得較多來自孫子女的情感及工

具性支持（Langer, 1990）。另一方面，當家庭處於危機時，祖父母

是孫子女短暫庇蔭、金錢支持的重要來源，並且代理親職角色（Miller 

& Bengtson, 1991）。再者，祖父母對於代間家庭成員的功能，不僅

是實質的支持協助，其存在即代表了安全、支援的意義，因此，就父

母及孫子女而言，祖父母的存在即為一重要功能（Bengtson, Cutler, 

Mangon & Marshall, 1985; Kamo & Wakabayashi, 2003）。 

三、 祖孫關係與老人態度 

所謂「老人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elderly）指的是：個體對

老人的信念（beliefs）與感受（feelings）（Kogan, 1961）。心理學家

提出各種理論來解釋人類的行為，如：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與個人決定論（personal determinism）等，Bandura 認

為無論單向決定論還是互動論，都無法完整的說明人性表現及其行為

的動力過程，因而提出「交互決定論」（reciprocal determinism），

主張：環境、行為、個人三者之間互為因果，兩兩之間都具有雙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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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和決定關係，其中個人的因素包括了：行動者的認知能力等。人

類的行為乃是「認知」、「行為」和「環境」因素三者連續交互作用

的產物，並且，個人、環境和行為的交互作用並不一定同時並行，在

不同的情況下其影響的方向和強度會有所不同（周曉虹譯，1995；施

方良，1996）。    

Crosbie-Burnett 與 Lewis（1993）將 Bandura 交互決定論延伸至

家庭範疇中，用以分析家庭系統中的行為模式，稱之為家庭互動「社

會—認知—行為」模式（social-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SCB model）

（圖 1）。以三代同堂家庭的代間關係來看，祖父母（G1）、父母（G2）、

子女（G3）三者的關係就角色而言，可區分為：兩組親子關係（G1-G2、

G2-G3）以及祖孫關係（G1-G3），而祖孫關係實無法由前二者中抽

離來看，就青少年來說，父母對祖父母的孝行，可能成為其與祖父母

互動的角色楷模，父母亦可能透過言教或安排情境以促進青少年子女

與祖父母之互動。再者，對青少年來說，代間關係型塑了其與老年世

代互動的環境，家庭環境、祖孫互動行為與青少年對老人的態度，三

者間又可能存在交互的影響關聯。整體來看，在家庭環境的脈絡下，

三代互動關係是交互影響的，而代間關係又對青少年之老人態度產生

影響，簡言之，家庭環境、行為、態度之關聯機制是問題的核心。 

 



11 
 

 

 

資料來源：修改自 Crosbie-Burnett & Lewis (1993: 539) 

圖1 家庭互動之「社會—認知—行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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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設計 

一、 調查架構 

依據本計劃之目的，參酌國內外重要研究理論及發現，本研究之

概念架構如下： 

老人態度

祖父母角色

基本人口變項

祖孫互動

老人態度

祖父母角色

基本人口變項

祖孫互動

 

 

二、 問卷設計 

本計劃之問卷設計以「祖父母角色」、「祖孫互動」及「老人態

度」為主軸架構，並包括基本人口變項，以利分析比較。 

(一) 基本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度、職業及居住地等。 

(二) 老人態度：以語意測驗題項，探討兩代對老人的態度與看法。 

(三) 祖父母角色：將統整國內外研究文獻，提出不同的祖父母角

色描述，由兩代之回答據以分析比較。 

(四) 祖孫互動：提出兩代日常生活的互動內容，由兩代回答各項

圖2 調查計劃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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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之頻率，據以分析比較。 

問卷邀請多位學者及專家舉辦問卷討論會，經委託單位確認問卷

內容後執行本次調查訪問。 

三、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一） 調查區域與對象 

1.孫子女：臺閩地區 25 縣市 12 歲以上至 18 歲以下，且目前至

少有一位祖父母仍健在者。 

2.祖父母：臺閩地區 25縣市 45歲以上，且目前至少有一位（外）

孫子女者。 

（二） 調查時間 

自 98年 9月 11、14-19日，共計 7日，於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

中心執行電話訪問。 

（三） 抽樣設計 

爲使樣本抽樣分配趨近於母體，本調查之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

樣法，並分兩階段進行之。第一階段先將抽樣母體依 12歲至 18歲之

人口比例，抽出調查區域中 25 縣市合格受訪者人口數，總計共需完

成 1,068份成功樣本。第二階段抽樣則按各縣市實際訪問孫子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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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之比例，補齊有效樣本至 1,068份。祖父母（45歲以上）調查

對象抽樣設計以此類推。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於民國 98年 7月公告，臺閩地區各縣市 12歲

以上至 18歲以下人口數總計有 2,260,317人（表 1），45歲以上人口

數總計有 8,409,423 人（表 2），本調查依此人口數量為抽樣比例估

算並建立各縣市樣本數。 

表1 臺灣地區各縣市12歲以上至18歲以下調查人口配額 

縣市 12-18歲人口數 占全國 12-18歲人口比例(%) 

臺北市 230,866 10.21 
高雄市 144,366 6.39 
臺北縣 375,047 16.59 
宜蘭縣 47,140 2.09 
桃園縣 214,628 9.50 
新竹縣 52,354 2.32 
苗栗縣 55,677 2.46 
台中縣 167,671 7.42 
彰化縣 129,997 5.75 
南投縣 51,919 2.30 
雲林縣 64,320 2.85 
嘉義縣 47,350 2.09 
臺南縣 101,425 4.49 
高雄縣 117,990 5.22 
屏東縣 85,101 3.77 
臺東縣 21,906 0.97 
花蓮縣 33,687 1.49 
澎湖縣 7,932 0.35 
基隆市 38,894 1.72 
新竹市 41,122 1.82 
臺中市 117,005 5.18 
嘉義市 29,67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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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45歲以上人口數 占全國 45歲以上人口比例(%) 

臺南市 76,736 3.39 
金門縣 6,736 0.30 
連江縣 771 0.03 
總計 2,260,317 10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戶籍人口統計月報，民國 98年 7月。 

表2 臺灣地區各縣市45歲以上調查人口配額 

縣市 45歲以上人口數 占全國 45歲以上人口比例(%)

臺北市 1,081,984 12.87 
高雄市   562,658 6.69 
臺北縣 1,336,910 15.90 
宜蘭縣   174,546 2.08 
桃園縣   623,537 7.41 
新竹縣   168,205 2.00 
苗栗縣   211,865 2.52 
台中縣   514,955 6.12 
彰化縣   472,307 5.62 
南投縣   208,243 2.48 
雲林縣   287,388 3.42 
嘉義縣   225,873 2.69 
臺南縣   435,360 5.18 
高雄縣   458,731 5.45 
屏東縣   342,477 4.07 
臺東縣   90,078 1.07 
花蓮縣  131,797 1.57 
澎湖縣   37,773 0.45 
基隆市  148,287 1.76 
新竹市  132,542 1.58 
臺中市  351,662 4.18 
嘉義市  97,492 1.16 
臺南市  274,693 3.27 
金門縣  36,194 0.43 
連江縣   3,866 0.05 
總計 8,409,423 10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戶籍人口統計月報，民國 98年 7月。 

表1 臺灣地區各縣市12歲以上至18歲以下調查人口配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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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訪調查流程 

為配合電話調查的進行，先以中華電信出版之各縣市住宅電話號

碼簿為抽樣母體，抽出電話號碼。為了能夠訪問到未登記電話號碼之

民眾，抽出之電話號碼再去掉尾數兩碼改以隨機亂數取代，做成抽樣

電話號碼簿，最後輸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進行調查。電話撥通

後，以任意法請第一個接聽電話者接受訪問，若受訪者年齡在 12 歲

以下或 18 歲以上，再請家中其他人接受訪問。若受訪戶中並無符合

受訪條件者，則中止訪問，重新尋找另一個合格樣本。凡是戶中無人

接聽、佔線或受訪者不在等因素而無法完成訪問的樣本，則於執行期

間進行三次追蹤訪問，以提高達成率。祖父母（45 歲以上）調查對

象電訪調查規則以此類推。 

（五） 抽樣誤差 

影響樣本數大小的因素主要有三，即信賴係數(Z)、最大可容忍誤

差(d)以及母體的變異程度(variation in the population)。 

n
pqZZd ×=⋅= ρσ ˆ

        公式(1) 

其中 Z值與 d值均可由研究者自行決定，而母體的變異程度則多

由過去經驗或藉由小樣本推估而得。當我們在未知過去狀況下，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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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q＝0.5，以求出樣本數的最保守估計值。因為在給定 d與 Z

值之下，p、q之值各為 0.5時會比任何 pq乘積都大，因此本研究之

樣本數推估採下列公式(2)之計算方式。在顯著水準α =0.05、估計誤

差 d=0.03，決定本研究的抽樣樣本數為 n=1,068。 

1
4
1

2

2
2/ +⎥
⎦

⎤
⎢
⎣

⎡
×=

d
Z

n α

         公式(2) 

四、 統計分析方法 

本次調查研究之資料以電話訪問訪蒐集後，經過複查、整理、登

錄及檢誤之後，再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彙總，統計與編表。分

析的方式除了民眾回答各問題答案的次數分配外，並進行各問題答案

與受訪者基本資料間的差異檢定分析。 

（一） 次數及百分比分析 

資料依照類別分組，並計算各組的次數與百分比，以統計表顯示

出資料在各組分佈的情形，藉以發現某些特質。 

（二）獨立樣本 t檢定 

獨立樣本 t 檢定主要在比較兩組樣本間的平均數是否存在差異。 

（三）Pearson相關 

    檢定兩個連續變項之關聯性；本調查關注老化刻板態度與祖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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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關聯。 

（四）多元迴歸分析 

利用一組預測變項探討對一個效標變項的影響，藉以瞭解重要因

素之影響。本調查探討影響孫子女的老化刻板態度之因素以及影響祖

父母與其孫子女互動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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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調查結果 

本研究實際成功訪問孫子女 1128個樣本、祖父母 1082個樣本，

以下分別呈現調查結果。 

一、 孫子女與祖父母之概況 

（一） 孫子女基本資料 

青少年的受訪者中男性佔 51.0%，女性佔 49.0%；平均年齡為

15.05歲；目前就讀「國中」者佔 56.6%，「高中」，則佔 43.4%。對

青少年來說，以奶奶及外婆健在的為多數，分別為 77%及 77.3%，爺

爺、外公則是 55.9％與 59.4％。 

（二） 祖父母基本資料 

祖父母受訪者其男性佔 43.6%，女性佔 56.4%；年齡以 45-64歲

以下所佔比例最高，佔 56.5%，其次為 65-74歲（29.3%）及 75歲以

上（14.1%），平均年齡為 64.27歲；教育程度以「小學」所佔比例最

高，佔 30.9%，其次是「高中（職）」，佔 23.4%，「初（國）中」為

18.4%；工作狀況以「已退休（38.5%）」所佔比例最高；婚姻狀況則

是 80.6%為「已婚有偶」，「喪偶」則佔 13.8%。 

（三） 代間情感 

代間情感整體來說，青少年的父母與其（外）祖父母的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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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 4.33，以非常不好（1分）、不好（2分）、普通（3分）、良好

（4分）、非常好（5分）來說，青少年的父母與其（外）祖父母的關

係介於良好與非常好之間。而青少年與父母的整體關係平均值為

4.39，亦介於良好與非常好之間。 

二、 祖父母的樣貌 

（一） 初為祖父母的年齡 

台灣的民眾初次成為祖父母的年齡是幾歲？研究發現：受訪者平

均 53.52 歲成為祖父母（男：55.85 歲、女：51.45 歲），現階段平均

大約有兩個內（外）孫子女。隨個體生命的延長，若以台灣目前平均

壽命為 78 歲來看，人們在未步入老年即成為祖父母，祖孫關係可能

長達 25年以上，「為人祖父母」對中老年人來說，相較於過去，確實

是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 

（二） 祖父母為主要照顧者 

所謂「嬤帶孫，豬呷餿水」，在華人文化中，老人視照顧孫子女

為天經地義之事，祖孫間亦因幼年照顧經驗而充滿情感。本研究發

現：有 73.91%的青少年，在國小畢業前，（外）祖父母曾是主要照顧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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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祖孫互動 

（一） 祖孫互動頻率 

受訪祖父母中有 44%與孫子女同住。不同住之祖孫，過去一年

內，祖父母與孫子女之見面頻率，37.1%為每週見面一次，26.1%為

每月一次，22.0%的祖孫見面頻率少於一個月一次。 

（二） 祖孫互動內涵 

在過去一年中，祖父母與孫子女常常一起從事的活動為何？以孫

子女受訪者來說：有 14.1％的青少年表示過去一年未與（外）祖父母

有任何活動，進一步來看，祖孫之間最常進行的活動為「一起吃飯」、

其次是「看電視」與「聊天」，以「靜態性質」的活動居多。 

另一方面，以祖父母受訪者來說：祖孫互動內容同樣以「一起吃

飯」所佔比例最高，其次是「聊天」、「看電視」。整體來說，還是以

非動態性質活動為主。值得注意的是，有 14.6%的受訪祖父母，過去

一年中幾乎與孫子女沒有互動。並且，三代同堂的祖父母亦有 4.4％

是與孫子女無任何活動。進一步來看：與孫子女一起工作、做功課與

一同打電腦（遊戲）的祖父母，其祖孫互動較多，此外，一同打電腦

（遊戲）的祖父母其教育程度較高（超過半數者為高中及以上），並

且年齡較為年輕（mean=61.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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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祖孫互動項目與比例 

祖父母 孫子女 
互動項目 

排序 互動比例（%） 排序 互動比例（%）
一起吃飯 1 86.9 1 86.5 
聊天 2 78.2 3 71.7 
看電視 3 72.8 2 73.6 
家族聚會 4 68.7 4 61.6 
一起去玩 5 61.6 5 48.1 
購物 6 55.5 7 35.1 
作運動 7 37.8 9 27.5 
做家事修繕 8 31.6 6 40.5 
宗教活動 9 31.0 8 28.7 
做功課 10 29.2 11 10.0 
一起工作 11 15.8 10 12.4 
打電腦（遊戲） 12 14.7 12  5.8 

（三） 影響祖孫互動之因素 

祖孫無互動的原因為何？祖孫兩代共同認為的主要因素為「距離

太遠」，其次則是「孫子女太忙」。進一步以 t考驗檢視「同住」及「不

同住」的祖孫，其互動是否有差異？研究發現：「居住安排」確實造

成「祖孫互動」之差異。祖孫同住者，互動顯著較多。 

表 4 居住安排與祖孫互動 

 祖父母（N=1082人） 孫子女（N=1128人） 
 

整體 
同住 

（n=476人）
不同住 

（n=606人）
t-test 整體 

同住 
（n=409人）

不同住 
（n=719人）

t-test 

祖孫互動

mea（SD） 
4.98 
（3.32） 

6.13 
（2.95） 

4.07 
（3.31） 

10.907***
4.30 
（2.93）

5.09 
（2.68） 

3.86 
（2.97） 

7.131***

註：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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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祖父母角色 

台灣的祖父母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孫子女眼中，祖父母

的角色又為何？ 

（一） 孫子女眼中祖父母角色  

孫子女眼中的「阿公（阿嬤）」的角色，以「歷史學家」同意比

例最高，佔 81.8％，其次依序為「角色楷模」、「教導者」、「守護者」

以及「寵愛者」等角色，皆有七成以上的認同比例。 

（二） 祖父母眼中的「阿公（阿嬤）」的角色 

受訪的祖父母自覺在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祖父母角色？表 5 列

出的十個角色中，「救火隊」被祖父母視為是自己最主要的角色，強

調自己是家中危機緊急事件的支援者。其次，依序為「守護者」─家

中的精神象徵、家人的精神支柱，「歷史學家」─最瞭解家族歷史，

可協助孫子女了解祖先的故事。「照顧者」─子女無法照顧孫子女時，

最好的替代照顧者，「教導者」─傳授孫子女生活經驗、做人做事的

道理、「角色的楷模」─晚輩們學習的對象和模範。有高達七成以上

的祖父母眼認同上述六種角色，並且，祖父與祖母自覺所扮演角色，

不因性別差異而有所影響。傳統的「寵愛」、「清閒」或是「權威者」

等角色，認同者相對來說較少，依此觀之，現代祖父母已跳脫傳統的

祖父母角色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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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祖孫兩代對「祖父母」角色看法之異同 

祖孫兩代眼中有近七成的受訪者皆認同「阿公阿嬤」角色包括：

「守護者」、「歷史學家」、「照顧者」、「教導者」、「角色的楷

模」。認知落差較大的是：「救火隊」與「寵愛者」。祖父母自覺擔

任阿公阿嬤的首要角色是「救火隊」，但在孫子女認知上排序為七。

73.9%的孫子女認為祖父母是「寵愛者」的角色，但僅有 45.3%的祖

父母同意。 

表 5 祖父母角色之認同意程度：祖父母與孫子女觀點      單位：%

祖父母觀點（N=1082人） 孫子女觀點（N=1128人）  
排序 整體 男 女 排序 整體 國中組 高中組

救火隊 1 87.5 89.5 85.9 7 60.4 63.2 56.8
守護者 2 79.5 78.5 80.3 4 78.7 79.4 77.9
歷史學家 3 79.3 86.5 73.6 1 81.8 78.5 86.1
照顧者 4 78.3 75.6 80.4 6 66.5 68.6 63.5
教導者 5 77.6 74.3 80.3 3 78.8 78.8 78.5
角色的楷模 6 77.1 76.2 77.8 2 79.7 81.6 77.1
親子間的橋樑 7 67.6 68.4 66.9 9 56.3 61.4 49.8
權威者 8 57.1 58.8 55.9 10 43.5 46.5 39.6
清閒者 9 45.5 51.8 40.6 8 59.1 56.2 62.9
寵愛者 10 45.3 48.9 42.5 5 73.9 73.6 74.5

五、 老人態度 

所謂「老人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elderly）指的是：個體對

老人的信念（beliefs）與感受（feelings）（Kogan, 1961）。本研究參

考林如萍（2008a）改編之「老人態度量表」，測量樣本對老化的刻

板印象，九個題項加總之分數越高，表示刻板印象越低。整體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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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老年世代（祖父母）或年輕世代（孫子女）對老化的刻板印

象之程度均屬中等，兩代差異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於「老

人是『開明的』」較不認同，但都同意老人是「友善的」。 

表 6 老人態度：祖父母與孫子女觀點 

老人態度問項 祖父母（平均數/SD）孫子女（平均數/SD）

老人是「健康的」 3.91 (1.07) 3.58 (1.09)

老人是「活躍的」。 3.91 (1.04) 3.60 (1.24)

老人是「開明的」。 2.27 (1.09) 2.18 (1.14)

老人是「滿足的」。 3.69 (1.08) 3.52 (1.12)

老人是「做事有條理的」。 3.53 (1.18) 3.94 (1.08)

老人是「自立更生的」。 3.24 (1.28) 3.41 (1.25)

老人是「快樂的」。 3.71 (1.15) 3.60 (1.18)

老人是「友善的」。 4.12 (.84) 4.16 (.97)

老人是「正常的」。 3.57 (1.22) 3.85 (1.19)

整體 3.54 (.59) 3.54 (.55)

六、 祖孫互動與對老人態度的影響 

（一） 老化刻板態度與祖孫互動之關聯 

以相關分析之結果來看：整體來說，祖父母、孫子女的老化刻板

態度與祖孫互動顯著相關。再者，若將同住與否一併考量，對祖父母

來說，不與孫子女同住者，其老化刻板態度越低、祖孫互動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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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祖孫互動與老化刻板態度之相關 

 祖孫互動（祖父母） 
（N=1041） 

祖孫互動（孫子女） 
（N=1104） 

 
整體 不同住 同住 整體 不同住 同住 

老化刻板態度 .114*** .114** .061 .258*** .250*** .299***

註：** p <.01, *** p <.001 

（二） 祖孫互動如何影響青少年對老人的態度？ 

依據家庭互動「社會—認知—行為」模型，祖父母自身對老化的

刻板態度可能會影響其與孫子女的互動行為，而祖孫互動則會對青少

年所持的老化刻板態度有所影響。本研究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加以

分析。 

在表 8中可發現：男性、年齡較小，老化刻板態度低。值得注意

的是：與祖父母不同住、祖孫互動多之青少年，其老化刻板態度低。

換言之，事實上「祖孫互動」，才是有助青少年對老人正向態度之因。 

表 8 影響孫子女對老化的刻板態度—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項 孫子女對老化的刻板態度 
（N=1104）（β） 

性別（男=1）    .104*** 
年齡   -.197*** 
幼時受祖父母照顧 .016 
是否與祖父母同住（同住=1）  -.091** 
祖孫互動    .255*** 
R2             11.6 

註：**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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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祖父母與孫子女互動的因素為何？表 9可發現：女性、教育

程度高、與孫子女同住、老化刻板印象低的祖父母，與孫子女互動多。 

表 9 影響祖父母與孫子女互動的因素—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項 祖父母與孫子女互動  
（N=1041）（β） 

性別（男生=1）   -.098** 
年齡 -.051 
教育程度   .090** 
同住與否（同住=1）    .308*** 
對老化的刻板態度   .100** 
R2 12.1 

註：** p <.01, *** p <.001 

七、 對政府舉辦祖孫活動的期望 

民眾是否期望政府舉辦祖孫活動？高達 88.8%的祖父母以及

96.1%的孫子女，皆期望政府舉辦祖孫活動。就活動型態來看，受訪

的祖孫兩代皆希望政府舉辦「同樂型」以及「運動型」的祖孫活動。 

表 10 祖孫兩代希望「政府舉辦的祖孫活動」 

祖父母 孫子女 
祖孫活動型態 

排序 % 排序 % 
同樂型（如：祖孫同遊、電影欣賞、卡

拉 ok、園遊會…） 1 51.3 1 56.8

運動型（如：祖孫運動會、登山、隊球

類比賽…） 2 49.2 2 50.9

藝文型（如：一起看展覽或表演、祖孫

繪畫徵文比賽…） 3 48.8 4 46.9

服務型（如：一起擔任志工服務、社區

服務…） 4 47.5 3 47.5

學習型（如：祖孫共讀、祖孫一起 DIY…） 5 47.0 5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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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一）祖父母的樣貌 

1、 初為祖父母的年齡 

台灣的民眾初次成為祖父母的年齡是幾歲？研究發現：平均 53.52 

歲即成為祖父母，其中男性為 55.85 歲、女性為：51.45 歲。隨個體

生命的延長，若以台灣目前平均壽命為 78 歲來看，人們在未步入老

年即成為祖父母，祖孫關係可能長達 25年以上，「為人祖父母」對中

老年人來說，相較於過去，確實是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 

2、 祖父母為主要照顧者 

在華人文化中，老人視照顧孫子女為天經地義之事，所謂「媽帶

孫，豬呷餿水」，祖孫間亦因幼年照顧經驗而充滿情感（高淑貴，林

如萍，1997）。本研究發現：有 73.91%的青少年，在國小畢業前，（外）

祖父母曾是主要照顧者。 

（二）祖父母的角色 

    「角色」是祖父母和孫子女代間連結的最主要面向之一

（Giarrusso & Silverstein, 2001），然而，祖父母的角色為何？研究指

出祖父母在家庭中扮演一個多樣化的角色，並且呈現出多種不同型態

的祖孫關係（Doka & Mertz, 1988）。事實上，祖父母角色缺乏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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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規範，並且受到種族與文化差異之影響甚鉅（Mcgreal, 1994）。

本研究參考 Taylor, Robila, & Lee (2005)及 Bridges, Roe, Dunn, & 

O'Connor（2007）等研究列出十個祖父母的角色，探討台灣的祖父母

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孫子女眼中，祖父母的角色又為何？ 

1、 祖父母眼中的「阿公（阿媽）」的角色 

受訪的祖父母自覺在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祖父母角色？在十個

角色中，「救火隊」被祖父母視為是自己最主要的角色，強調自己是

家中危機緊急事件的支援者。其次，依序為「守護者」─家中的精神

象徵、家人的精神支柱，「歷史學家」─最瞭解家族歷史，可協助孫

子女了解祖先的故事。「照顧者」─子女無法照顧孫子女時，最好的

替代照顧者，「教導者」─傳授孫子女生活經驗、做人做事的道理、「角

色的楷模」─晚輩們學習的對象和模範。有高達七成以上的祖父母眼

認同上述六種角色，並且，祖父與祖母自覺所扮演角色，不因性別差

異而有所影響。傳統的「寵愛」、「清閒」或是「權威者」等角色，相

對來說，認同者較少。依此觀之，現代祖父母已跳脫傳統的祖父母角

色認知。 

2、 孫子女眼中祖父母角色的角色 

孫子女眼中的「阿公（阿媽）」的角色，以「歷史學家」同意比

例最高，其次為「角色楷模」、「教導者」、「守護者」以及「寵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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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色，以上皆有七成以上的認同比例。 

3、 祖孫兩代對「祖父母」角色看法之異同 

祖孫兩代眼中有近七成的受訪者皆認同「阿公阿媽」角色包括：

「守護者」、「歷史學家」、「照顧者」、「教導者」、「角色的楷模」。認

知落差較大的是：「救火隊」與「寵愛者」。祖父母自覺擔任阿公阿媽

的首要角色是「救火隊」，但在孫子女認知上排序為七。73.9%的孫子

女認為祖父母是「寵愛者」的角色，但僅有 45.3%的祖父母同意。 

（三）祖孫互動 

1、 祖孫互動的頻率 

44%受訪的祖父母與孫子女同住。不同住之祖孫方面，過去一年

內，祖父母與孫子女之見面頻率，37.1%為每週見面一次，26.1%為

每月一次，22.0%的祖孫見面頻率少於一個月一次。 

2、 祖孫活動內涵 

過去一年中，祖父母與（外）孫子女常常一起從事的活動為何？

祖孫互動內容以「一起吃飯」所佔比例最高，其次是「聊天」、「看電

視」，以「靜態性質」的活動居多。值得注意的是，有 14.6%的受訪

祖父母，過去一年中幾乎與孫子女沒有互動。然而，三代同堂的祖父

母中，亦有 4.4％是與孫子女無任何活動。進一步來看：與孫子女一

起工作、做功課與一同打電腦（遊戲）的祖父母，其祖孫互動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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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同打電腦（遊戲）的祖父母其教育程度較高（超過半數者為高

中及以上），並且年齡較為年輕（mean=61.82 歲）。 

3、 影響祖孫互動之因素 

(1)祖孫互動的障礙 

祖孫無互動的原因為何？祖孫兩代共同認為的主要因素為

「距離太遠」，其次則是「孫子女太忙」。 

(2)居住安排與祖孫互動 

「距離太遠」是祖孫兩代共同認為主要影響互動之因，本研

究進一步檢視「同住」及「不同住」的祖孫，其互動是否有差異？

研究發現：「居住安排」確實造成「祖孫互動」之差異。祖孫同

住者，彼此互動的頻率顯著較多。 

（四）祖孫互動與對老人的態度 

    所謂「老人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elderly）指的是：個體對老

人的信念（beliefs）與感受（feelings）（Kogan, 1961）。本研究參考林

如萍（2008a）改編之「老人態度量表」，測量樣本對老化的刻板印象，

九個題項加總之分數越高，表示刻板印象越高。進一步將受訪者與孫

子女（祖父母）一起從事活動之情況，以項目數轉換為「祖孫互動」

之變項，分析「祖孫互動」與「對老人的態度」二者之關聯。 

1、 老化刻板態度與祖孫互動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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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關分析之結果來看：整體來說，祖父母、孫子女的老化刻板

態度與祖孫互動顯著相關。再者，若將同住與否一併考量，對祖父母

來說，不與孫子女同住者，其老化刻板態度越低、祖孫互動越多。 

2、 祖孫互動如何影響青少年對老人的態度？ 

依據家庭互動「社會—認知—行為」模型，祖父母自身對老化的

刻板態度可能會影響其與孫子女的互動行為，而祖孫互動則會對青少

年所持的老化刻板態度有所影響。本研究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析加以

分析。發現男性、年齡較小，老化刻板態度低。值得注意的是：與祖

父母不同住、祖孫互動多之青少年，其老化刻板態度低。換言之，事

實上「祖孫互動」，才是有助青少年對老人正向態度之因。 

（五）舉辦祖孫活動的期望 

    民眾是否期望政府舉辦祖孫活動？高達 88.8%的祖父母以及

96.1%的孫子女，皆期望政府舉辦祖孫活動。就活動型態來看，受訪

的祖孫兩代皆希望政府舉辦「同樂型」以及「運動型」的祖孫活動。 

二、建議 

（一）對祖孫代間方案發展之啟示 

本研究之分析與結論，對發展祖孫代間方案之啟示，如下： 

1、 祖孫代間方案的發展原則 

台灣的民眾初次成為祖父母的年齡平均 53.52 歲，人們在未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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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即成為祖父母，祖孫關係可長能長達 25年以上，相較於過去，「為

人祖父母」的角色對個人來說十分重要。因此，未來發展祖孫代間方

案不應將對象─「祖父母」，侷限於「老人」，而是將概念擴及「中老

年」。 

2、 祖孫代間方案設計取向與活動元素 

(1)由多元的祖父母角色出發，發展多樣的祖孫代間方案活動 

現代祖父母已不是傳統的樣貌--寵愛、清閒與權威者，祖父母

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多樣，故祖孫關係的樣貌是多種不同型態

的。因此，應由多元的祖父母角色出發，發展多樣的祖孫代間方

案活動。 

(2)釐清不同情境的祖孫關係 

雖多數祖父母認為自己是「救火隊」、「照顧者」的角色，亦

有高達七成的孫子女表示：幼年時，祖父母曾照顧。但事實上，

祖孫之代間關係有別「隔代教養」之祖孫關係。隔代家庭因中間

世代的父母缺席（skipped generation），家庭中祖父母承擔「替代

親職」，是在非預期下的角色（off-time role），情況有別於當家庭

臨時有需要，商請祖父母救火、協助照顧。研究也發現：隔代家

庭之祖父母之教育方案以強化親職知能、提供社會支持與法律資

源等為主要內涵。因此，發展祖孫代間方案，應釐清不同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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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境，方能符合參與者之需求。 

(3) 祖孫方案設計應能涵括「同樂」及「共學」元素 

台灣的祖孫常常一起的互動內容，主要是：吃飯、聊天、看

電視等靜態質多。而民眾是否期望政府舉辦祖孫活動？近九成及

以上的祖父母以及孫子女，皆期望政府舉辦祖孫活動，特別是「同

樂型」以及「運動型」的祖孫活動，藝文、學習及服務型活動也

有四成的民眾接受。據此觀之，民眾雖最喜好代間同樂，但亦接

受藝文、祖孫共學之代間方案活動，因此較佳之方案設計應能涵

括「同樂」及「共學」元素。 

（二） 祖孫代間教育推動策略之建議 

    面對高齡化社會趨勢，「老人」或說「老年」的議題成為了研究

及政策等各方面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的關注，然而，「灰色地球」的來

臨是否是個「問題」？關鍵實為有無充足之預備及可行之對策規劃。

林如萍（2008）指出：依據內政部（2008）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中，

有關我國因應人口高齡趨勢之三大策略方向─「醫療衛生」、「福利」

與「教育」，高齡化社會中「醫療衛生」領域主要關注於「保健與醫

療照護」，而「福利」部門則多聚焦於老年安全之資源補充與救助，「教

育」乃是以「預防」為取向，除了提供老人教育及參與社會的機會，

如何透過教育降低老人被社會排斥與隔離的處境，建立一個對老人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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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及無年齡歧視的社會環境，則是主要之任務，因此推動代間方案是

十分重要的。我國推動代間教育可行之策略為何？試舉如下： 

1、 透過傳媒倡導：九九重陽─「祖孫週」、「祖父母日」 

「祖孫代間方案」此一概念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新興的概念，

對面對高齡化趨勢的社會來說，也可說是一個亟待倡導的運動。新興

概念的倡導，主要有三個步驟：「喚醒」（awareness）、「認同（接受）」

（acceptance）、「行動」（action）（林如萍，2009a）。我國教育部於 2008 

年開始訂定：九九重陽當週為「祖孫週」，鼓勵各級學校舉辦「祖孫

週」相關教育活動，透過祖孫互動、同樂、共學倡導，鼓勵祖孫相互

表達關愛，強調祖父母是聯繫家庭和社會的根本元素，他們在傳播智

慧與經驗以及穩定不同世代的關係有不可替代的力量，期望喚醒民眾

對祖孫關係的關注，也鼓勵全國民眾於「祖孫週」與祖父母在一起，

發揚敬老之傳統文化。未來應持續推動代間教育理念，倡導祖孫代間

互動共學，以「教育」搭起世代橋樑，透過祖父母連結傳統與創新，

讓年輕世代認識老化、悅納老人，以建立無年齡歧視的社會願景。 

2、 以「整合模式」，結合資源推動祖孫代間教育 

由教育行政及實務工作上思考，目前我國將「老人教育」與「家

庭教育」同列於「社會教育」概念，然而，「老人教育」與「家庭教

育」之關聯為何？常存有疑問。探究「老人教育」的概念，主要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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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以「老人」為對象的教育活動，但對於「學習內涵」之界定十分

寬廣。而依據民國 92 年立法通過的家庭教育法來看，「家庭教育」

的對象，包括了：由幼及長、至老，貫穿生命歷程的所有個體；而家

庭教育的內涵，指的是：以強化個人及家庭福祉為目標之「有關家庭

生活」的學習。據此觀之，就老人而言，以「家庭」相關議題進行之

學習活動，可稱之為「『老年期』之『家庭教育』」或說「以『家庭』

議題為教育內涵的『老人教育』」。進一步來看，祖孫代間方案其屬性

自然可說是：以「家庭」（祖孫關係）為題之「老人教育」，或是以家

庭中不同世代成員為對象之「家庭教育」（子職教育、倫理教育）。 

    整體而言，代間教育活動之推動，應採「整合模式」之概念來推

動。由「對象」、「教育活動型式」、「推動機構」等面向來思考方案之

策略建構，並於實際發展方案時，由「內容」及「方法」等元素著手，

統整方案發展與實施策略的相關因素。具體來說，未來可以代間家庭

成員的角色與需求為基礎考量，發展以「社區」及「學校」為場域之

代間教育活動方案。例如：可採「學校模式」，以兒童青少年為對象，

利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正式課程外之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結合家長團體舉辦家庭之祖孫代間活動；另一方面，以「社

區模式」方案，透過各地樂齡學習中心，以老人為主要對象進行祖孫

活動，發展在地之「社區型代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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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立基於本土文化特色，發展祖孫代間教育方案 

本研究發現：與祖父母不同住、祖孫互動多之青少年，其老化刻

板態度低。換言之，並非「同住」而是「祖孫互動」，才是有助青少

年對老人正向態度之因。因此，若代間方案僅關注活動中涵括「老年

世代」與「年輕世代」，是不足的。觀諸台灣目前有關代間方案之研

究，在質與量上均有待提昇，尤其是部份研究對於「代間方案」、「代

間教育」之定義鬆散，或未考量華人社會文化與西方之差異，而以直

接複製西方概念為之的初步階段。其中，以「服務」為題的代間方案

亦出現在台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兒童、青少年對老人的接觸

經驗有限，進入台灣目前仍以「養護」為主的機構服務老人，是否有

助其瞭解老化歷程，進而建立對老人的正向態度？亦或是加深對老化

的恐懼與對老人的刻板迷思？值得討論。 

    美國學者 Strom 等人以西方人的觀點清楚所指陳出華人家庭文

化之特色，建議台灣的代間方案應關注於家庭中的代間關係，立基於

華人家庭的三代思考，以祖孫關係為主提供代間方案，實值得吾人深

思。應用西方論述固有其參考性，唯需立基於本土文化加以反思檢

視。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提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意是指「在

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的老

人」，孟子描述的理想社會中博愛之思想，無疑是高齡化社中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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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素養，家庭是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場域，透過父母的身教與言教

建構的家庭環境，強化青少年與祖父母的互動，並且經由祖孫互動建

構青少年對老人的正向態度，進一步，透過祖孫互惠互動扭轉年齡歧

視與偏見，方能成為年輕世代關懷與服務社會中老年世代的基礎。國

內目前已出現以「家庭」及「祖孫」為關注的一系列研究及教育方案

（林如萍，2005，2006a，2006b；林如萍、黃迺毓，2008；林如萍，

2009b），期待未來可持續擴展研究及發展工作，使我國代間方案之推

動更趨專業，也符應台灣社會及華人家庭之文化特色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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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祖孫週電訪問卷（孫子女卷） 

 

【開場白】 

您好！我是世新大學的學生，我姓○。我們學校的老師正在進行一項有關「青

少年與祖父母關係」的研究，目的是希望瞭解全台青少年與祖父母的相處情

況，想請您接受訪問。您的資料將僅供學術研究之參考，個人資料絕對予以

保密。謝謝！ 

 

【過濾題】 

請問您的年齡介於 12 歲到 18 歲嗎？ 

【不是】→麻煩請您家中 12 歲至 18 歲以上的家人接受訪問，謝謝。 

【是】→開始訪問！ 

 

壹、祖父母部分 

1. 請問您的祖父母有哪幾位還健在呢？(複選)(若全已過世，則中止訪問) 

□(00)全已過世   □(01)爺爺   □(02)奶奶   □(03)外公   □(04)外婆 

 

2. 請問您是民國幾年出生？(請註明)     年 

 

3. 受訪者性別(訪員自行填答) 

□(01)男   □(02)女 

 

4. 請問您與以下哪些家人住在一起：(複選)「若回答選項 01 至 04 則跳答第 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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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爺爺   □(02)奶奶    □(03)外公   □(04)外婆   □(05)爸爸     

□(06)媽媽     □(07)其他(請註明)            □(98)拒答 

 

以下從第 5 題至 11 題是想問您和祖父母（包括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

相處情形，請您就整體情況來作答。 

 

5. 請問您與(外)祖父母見面的頻率為何？ 

□(01)每週   □(02)每月   □(03)半年   □(04)一年 

□(05)好幾年一次   □(06)幾乎沒有   □(97)忘記了/不知道   □(98)拒答 

 

6. 請問您與(外)祖父母打電話或通信（e-mail、MSN）的頻率為何？ 

□(01)每週   □(02)每月   □(03)半年   □(04)一年 

□(05)好幾年一次   □(06)幾乎沒有   □(97)忘記了/不知道   □(98)拒答 

 

7. 請問您從出生到國小畢業為止，有沒有被(外)祖父母照顧過？(指祖父母為日

常生活的主要照顧者) 

□(01)有   □(02)沒有   □(97)不清楚/不知道   □(98)拒答 

 

8. 整體來說，請問您的父母與(外)祖父母現在的關係如何？(回答「普通」者需

追問強度) 

□(01)非常不好   □(02)不好   □(03)普通   □(04)好   □(05)非常好  

□(97)忘記了/不知道   □(98)拒答 

 

9. 請問在過去一年中，您與(外)祖父母有沒有「常常」一起做以下活動？（常

常至少為一週一次）(複選) （需逐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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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聊天  □(02)看電視  □(03)做功課  □(04)做家事、修理家電家具  

□(05)一起吃飯  □(06)購物  □(07)家族聚會  □(08)作運動   

□(09)一起去玩  □(10)宗教活動  □(11)一起工作  □(12)打電腦(遊戲)  

□(13)無(沒有一起活動)  □(90)其他(請註明)       □(97)不知道/無意見   

□(98)拒答 

 

10. 讓您沒辦法和(外)祖父母常常一起活動的主要原因是什麼？(單選) 

□(01)自己太忙   □(02) (外)祖父母太忙   □(03) (外)祖父母健康不佳 

□(04)距離太遠   □(05)父母因素(如：父母分居、離婚等)   □(06)沒錢   

□(07)不喜歡      □(08)無(我們常常相處)   □(09)其他(請註明)      

□(97)不知道/無意見   □(98)拒答 

 

11. 請問對您來說，您覺得(外)祖父母扮演的是什麼角色？（需逐一提示） 

祖父母角色 

 

 

是 

(01) 

 

不 

是 

 (02) 

不 

知 

道 

(97)

11-1 祖父母是來傳授孫子女知識與價值的。（教導者）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教孫子女做人做事的道理和告訴孫子女

一些生活經驗) 

□ □ □ 

11-2 祖父母是爸媽無法照顧小孩時，最好的替代照顧者。（照顧者）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兒女太忙時幫忙照顧孫子女) 
□ □ □ 

11-3 祖父母是家中的精神象徵或守護神角色。（守護者）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所有家人的精神支柱，晚輩會覺得祖父

母一直在守謢著他們) 

□ □ □ 

11-4 祖父母是家中的主要決策者，主導重要事項。（權威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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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決定家裡重要的事情，家裡的大小事情

只要祖父母說了就算) 

11-5 祖父母是爸媽和小孩之間的溝通橋樑和和事佬。（親子間的橋樑）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爸媽（子女）和小孩（孫子女）有溝通

問題時可以協助解決) 

□ □ □ 

11-6 祖父母是晚輩們學習的對象和模範。（角色的楷模） □ □ □ 

11-7 祖父母是疼愛孫子女，常買禮物、包紅包給孫子女，捨不得孫子

女被父母打罵的。（寵愛者） 
□ □ □ 

11-8 祖父母是家中危機緊急事件的支援者。（救火隊）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在家裡發生急事的時候可以出來幫忙) 
□ □ □ 

11-9 祖父母是最瞭解家族過往及淵源的人。（歷史學家）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的角色是可以幫助孫子女瞭解祖先的事情和家族

的歷史) 

□ □ □ 

11-10 祖父母在家中無實質協助的角色。（清閒者） 

(可補充說明:祖父母在家裡很清閒沒有什麼特定的角色，家裡的事情

也不用我去協助或是照顧) 

□ □ □ 

 

12.請問您認為幾歲以上才算是「老人」？(請填入數字)     歲 

□(997)不知道/無意見   □(998)拒答 

 

13.請問在日常生活中，您常常跟老人互動嗎？ 

□(01)從來沒有   □(02)很少   □(03)有時   □(04)經常   □(05)總是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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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以下請您以對一般老人的印象，表達您的同意程度。 

老人態度 

非 

常 

不 

同 

意 

(01)

 

 

不 

同 

意 

(02)

 

 

 

普 

通 

(03)

 

 

 

同 

意 

(04) 

 

非 

常 

同 

意 

(05) 

 

 

不知

道或

拒答

(98)

14-1. 老人是「健康的」 □ □ □ □ □ □ 

14-2. 老人是「滿足的」 □ □ □ □ □ □ 

14-3. 老人是「快樂的」 □ □ □ □ □ □ 

14-4. 老人是「活躍的」 □ □ □ □ □ □ 

14-5. 老人是「做事沒有條理的」 □ □ □ □ □ □ 

14-6. 老人是「友善的」 □ □ □ □ □ □ 

14-7. 老人是「保守的」 □ □ □ □ □ □ 

14-8. 老人是「依賴他人的」 □ □ □ □ □ □ 

14-9. 老人是「古怪的」 □ □ □ □ □ □ 

 

貳、父母部分 

15.請問您父母的婚姻狀況為何？(需提示) 

□(01) 結 婚 且 同 住    □(02) 分 居    □(03) 離 婚    □(04) 喪 偶           

□(05)其他(請註明)        □(97)不知道/無意見   □(98)拒答 

 

16.請問您與父母的整體關係好不好？（普通者請追問強度；離婚者以同住者為

主） 

□(01)非常不好   □(02)不好   □(03)普通   □(04)好   □(05)非常好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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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青少年基本資料 

17.請問您目前的戶籍是在哪一個縣市？  

□(01)基隆市  □(02)台北市  □(03)台北縣  □(04)桃園縣 □(05)新竹市 

□(06)新竹縣  □(07)苗栗縣  □(08)台中市  □(09)台中縣 □(10)彰化縣 

□(11)南投縣  □(12)雲林縣  □(13)嘉義市  □(14)嘉義縣 □(15)台南市 

□(16)台南縣  □(17)高雄市  □(18)高雄縣  □(19)屏東縣 □(20)宜蘭縣 

□(21)花蓮縣  □(22)台東縣  □(23)澎湖縣  □(24)金門縣 

□(25)連江縣（馬祖）       □(98)拒答 

 

肆、祖孫活動參與經驗及活動偏好 

18. 請問您是否有參加過以祖孫為對象或是主題的相關課程及活動？（例如：如

何增進祖孫關係、祖孫闖關遊戲、祖孫園遊會、祖孫才藝秀等⋯） 

□(01)有  □(02)沒有   □(97)不知道 

 

19.您希望政府舉辦以下哪類型的祖孫活動，來增進祖孫的情感和互動？(複選) 

□(01)同樂型（例如：園遊會、卡拉 ok、祖孫同遊、看電影⋯）    

□(02)學習型（例如：一起讀書、祖孫DIY 小點心⋯） 

□(03)運動型（例如：運動會、登山、體能挑戰營、祖孫組隊球類比賽⋯） 

□(04)藝文型（例如：一起看展覽或表演、祖孫繪畫徵文比賽⋯） 

□(05)服務型（例如：一起擔任志工服務、淨灘、社區服務⋯） 

□(06)都不需要舉辦 

□(07)其他（請說明）                        

□(97)不知道/無意見 

 



50 
 

祖孫週電訪問卷（祖父母卷） 

 

【開場白】 

您好！我是世新大學的學生，我姓○。我們學校的老師正在進行一項有關「青

少年與祖父母關係」的研究，目的是希望瞭解全台青少年與祖父母的相處情

況，想請您接受訪問。您的資料將僅供學術研究之參考，個人資料絕對予以

保密。謝謝！ 

 

【過濾題】 

請問您的年齡是在 45 歲以上嗎？ 

【不是】→請問您家中有人當祖父母了嗎？ 

【是】→請問您目前至少有 1位孫子女（含外孫子女）嗎？ 

【沒有】→謝謝。 

【有】→開始訪問！ 

 

壹、 祖父母部分 

1. 請問您是民國幾年出生？(請註明)     年 

 

2. 受訪者性別(訪員自行填答) 

□(01)男   □(02)女 

 

3. 您第一次成為祖父母(含外公、外婆)是幾歲？     歲（若無法回答正確數

字，請以 5 歲為一個選項 EX：50-54 歲或 55-59 歲；再無法回答者，則以 10

歲為一個選項 EX：50-59 歲） 

□(997)不知道   □(9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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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目前有幾個內孫子女？     個      □(997)不知道   □(998)拒答 

 

5. 您目前有幾個外孫子女？     個      □(997)不知道   □(998)拒答 

 

6. 目前和您一起同住的家人有(可複選)：□(01)配偶   □(02)兒子   □(03)媳婦 

□(04)女兒     □(05)女婿   □(06)孫子女   □(07)其他      

□(08)都沒有   □(98)拒答 

 

7. 請問您有沒有不同住的(外)孫子女？ 

□(01)沒有（請跳答第 10 題）   □(02)有 

 

8.  請問您與不同住的(外)孫子女見面的頻率為何？ 

□(01)每天   □(02)每週   □(03)每月   □(04)半年   □(05)一年 

□(06)好幾年一次   □(07)幾乎沒有   □(97)忘記了/不知道   □(98)拒答 

 

9.  請問您與不同住的(外)孫子女打電話或通信（e-mail、MSN）的頻率有多久？ 

□(01)每天   □(02)每週   □(03)每月   □(04)半年   □(05)一年 

□(06)好幾年一次   □(07)幾乎沒有   □(97)忘記了/不知道   □(98)拒答 

 

以下從第 10 題開始請以「所有孫子女(含外孫子女)」的整體情況來作答。 

 

10. 請問在過去一年中，您與(外)孫子女有沒有「常常」一起做以下活動？（常

常至少為一週一次）(複選) （需逐一提示） 

□(01)聊天  □(02)看電視  □(03)做功課  □(04)做家事、修理家電家具  

□(05)一起吃飯  □(06)購物 □(07)家族聚會 □(08)作運動 □(09)一起去玩  



52 
 

□(10)宗教活動 □(11)一起工作 □(12)打電腦(遊戲) □(13)無(沒有一起活動)  

□(90)其他(請註明)            □(97)不知道/無意見   □(98)拒答 

 

11. 讓您沒辦法和(外)孫子女常常一起活動的主要原因是什麼？(單選) 

□(01)自己太忙 □(02) (外)孫子女太忙 □(03)自己健康不佳 □(04)距離太遠  

□(05)子女因素(如：子女分居、離婚等)    □(06)沒錢   □(07)不喜歡 

□(08)無(我們常常相處)   □(09)其他(請註明)      

□(97)不知道/無意見   □(98)拒答 

 

12. 請問：您認為自己在家中扮演什麼樣的祖父母角色？（需逐一提示） 

祖父母角色 

 

 

是 

(01) 

 

不 

是 

 (02) 

不 

知 

道 

(97) 

12-1 您的角色是傳授孫子女知識與價值。（教導者）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教孫子女做人的道理和告訴孫子

女他們不懂的事情) 

□ □ □ 

12-2 您的角色是子女無法照顧孫子女時，最好的替代照顧

者。（照顧者）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幫兒女照顧孫子女) 

□ □ □ 

12-3 您的角色是家中的精神象徵或守護神角色。（守護者）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所有家人的支柱，家人都覺得有人

一直在守謢著他們) 

□ □ □ 

12-4 您的角色是家中的主要決策者，主導重要事項。 

（權威者）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決定家裡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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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您說了就算) 

12-5 您的角色是爸媽和小孩之間的溝通橋樑和和事佬。 

（親子間的橋樑）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幫忙解決爸媽和小孩之間溝通的

問題) 

□ □ □ 

12-6 您的角色是晚輩們學習的對象和模範。（角色的楷模） □ □ □ 

12-7 您的角色是疼愛孫子女，買禮物給孫子女，捨不得孫

子女被父母打罵。（寵愛者） 
□ □ □ 

12-8 您的角色是家中危機緊急事件的支援者。（救火隊）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在家裡發生急事的時候馬上出來

幫忙) 

□ □ □ 

12-9 您是最瞭解家族過往及淵源的人。（歷史學家） 

(可補充說明:您的角色是可以告訴家人祖先的事情和家族

的歷史) 

□ □ □ 

12-10 您在家中無實質協助的角色。（清閒者） 

(可補充說明:您在家裡沒有什麼特定的角色，也沒有特定要

做的工作) 

□ □ □ 

 

13. 阿公阿嬤這題不是在說你自己；請問：您覺得一般社會大眾對老人的印象是

什麼？請表達您的意見。（答普通時請追問強度） 

老人態度 

非 

常 

不 

同 

意 

(01)

 

 

不 

同 

意 

(02)

 

 

 

普 

通 

(03)

 

 

 

同 

意 

(04) 

 

非 

常 

同 

意 

(05) 

 

不知

道或

拒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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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老人是「健康的」 □ □ □ □ □ □ 

13-2. 老人是「滿足的」 □ □ □ □ □ □ 

13-3. 老人是「快樂的」 □ □ □ □ □ □ 

13-4. 老人是「活躍的」 □ □ □ □ □ □ 

13-5. 老人是「做事沒有條理的」 □ □ □ □ □ □ 

13-6. 老人是「友善的」 □ □ □ □ □ □ 

13-7. 老人是「保守的」 □ □ □ □ □ □ 

13-8. 老人是「依賴他人的」 □ □ □ □ □ □ 

13-9. 老人是「古怪的」 □ □ □ □ □ □ 

 

貳、祖父母基本資料 

14. 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01)不識字 □(02)識字未入學 □(03)小學 □(04)初(國)中 □(05)高中(職) 

□(06)專科   □(07)大學       □(08)研究所及以上      □(98)拒答 

 

15.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狀況： 

□(01)已退休 □(02)沒有工作 □(03)家庭主婦 □(04)就業中 □(98)拒答 

 

16.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需提示) 

□(01)結婚   □(02)離婚   □(03)再婚   □(04)分居   □(05)喪偶 

□(06)其他        □(98)拒答 

 

17. 請問您目前的戶籍是在哪一個縣市？  

□(01)基隆市  □(02)台北市  □(03)台北縣  □(04)桃園縣  □(05)新竹市 

□(06)新竹縣  □(07)苗栗縣  □(08)台中市  □(09)台中縣  □(10)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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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投縣  □(12)雲林縣  □(13)嘉義市  □(14)嘉義縣 □(15)台南市 

□(16)台南縣  □(17)高雄市  □(18)高雄縣  □(19)屏東縣 □(20)宜蘭縣 

□(21)花蓮縣  □(22)台東縣  □(23)澎湖縣  □(24)金門縣 

□(25)連江縣（馬祖）       □(98)拒答 

 

參、祖孫活動參與經驗及活動偏好 

18. 請問您是否有參加過以祖孫為對象或是主題的相關課程及活動？（例如：如

何增進祖孫關係、祖孫闖關遊戲、祖孫園遊會、祖孫才藝秀等⋯） 

□(01)有  □(02)沒有  □(97)不知道 

 

19. 您希望政府舉辦以下哪類型的祖孫活動，來增進祖孫的情感和互動？(複選) 

□(01)同樂型（例如：園遊會、卡拉 ok、祖孫同遊、看電影⋯）    

□(02)學習型（例如：一起讀書、祖孫DIY 小點心⋯） 

□(03)運動型（例如：運動會、登山、體能挑戰營、祖孫組隊球類比賽⋯） 

□(04)藝文型（例如：一起看展覽或表演、祖孫繪畫徵文比賽⋯） 

□(05)服務型（例如：一起擔任志工服務、淨灘、社區服務⋯） 

□(06)都不需要舉辦   

□(07)其他（請說明）          □(97)無意見/不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