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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著高齡社會的發展趨勢，家庭中不同世代的互動關係益顯其重要
性。本計畫旨在探討中年人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之關連機制。運
用2016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七期二次「家庭組問卷」
資料，整合「多世代」及「世系」的概念，分析中年人與父母、配
偶父母以及成年子女之間的代間關係。立基於代間連帶的概念，探
討:代間孝道規範、代間關係品質與支持交換等不同的代間關係面向
；進一步，探究代間關係與中年階段婚姻關係之關連機制。

中文關鍵詞： 代間關係、婚姻關係，中年階段、多世代家庭、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英 文 摘 要 ： In an ageing society, family relationships across several
generation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ata are
obtained from the 2016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s in mid-life, their parents, parents-in-law, and
adult children. According to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re dictated by
various components: filial norms, qua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change.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multi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a mid-life individual's marital
satisfaction are explored.

英文關鍵詞：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Marital Relationship, Mid-
Life,  Multi-generational Family,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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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核心家庭」的視野： 

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之關連機制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平均壽命延長，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代間關係」成為家庭研究

的重要議題（伊慶春、章英華，2008）。臺灣老人的經濟來源及照顧支持，仍以子

女提供為主（Lin & Yi, 2011）；而年輕世代因就學時間延長、就業不易等因素，未

婚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呈現增加趨勢，形成了「延遲離家」的現象，有別

於「子女奉養父母」的傳統印象，年輕、手足數少、資源少的成年子女，與父母

之代間互動主要是由父母獲得經濟及勞務的支持協助（林如萍，2012）。中年階段

處於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中間世代」的位置，依據 Duvall 提出的家庭生命

週期的概念，中年家庭被視為處於「空巢期」（Empty Nest）階段，但就臺灣的實

況來看，卻顯現出「『空巢期』，不空」？隨著高齡化趨勢，多世代（Multi-generation）

家庭的異質性增加，中年階段所面臨的代間關係處境相較於過往來的複雜。另一

方面，婚姻關係事實上是鑲嵌於其他的家人互動和責任中，中年人處於同時「為

人子女」、「為人父母」的情境，因而，代間關係也可能影響中年人的婚姻互動與

品質。目前臺灣的代間關係研究多數仍主要分析：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互動，而探

討代間關係與婚姻的研究，則多是聚焦於「婆媳相處」與婚姻問題。對於中年人

來說，究竟處於「『上』『下』之間」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二者之關連機制為何？

相對缺乏完整的探討。 

家庭中不同世代的代間關係存在資源移轉和支持協助的交換互惠，亦涉及了

情感和規範等不同面向（林如萍，2012）。相較於西方社會，將婚姻定義為兩個人

的連結，華人社會則將婚姻視為「兩『姓』之好」--兩個家族的聯合，並且，在傳

統的華人社會規範下，家庭中代間互動多是以父系為主體，俗語說「養『兒』防

老」、「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皆是強調性別與不同世系（父系/母系）的代

間規範差異，因而與姻親的代間互動，更涉及了性別及世系的複雜關連。社會文

化規範的孝道責任及性別觀點，型塑了對家庭中不同角色的期望（如：兒子、女

兒和媳婦、女婿）進而影響代間關係，尤其是代間支持的提供與獲得。整體來說，

對於華人家庭之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來說， 不僅是處於「『上』『下』之間」（老

年父母/成年子女），還應將與「自己父母」及「配偶父母」的代間關係一併考量，

方能梳理出：華人社會文化情境中不同世系（父系/母系）的代間互動之脈絡。 綜

前所述，本研究以「超越核心家庭」的觀點，針對中年世代探究代間關係與婚姻

關係的關連機制。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對中年世代（G2）以「世系」（與父母G1/配偶父母G2-in-law）及「多世代」

（與老年父母G1和成年子女G3）觀點分析家庭內的代間關係（代間規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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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支持、代間關係品質）。 

二、分析中年世代與不同世系（父系/母系）之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的關連機制，

以及性別差異。 

三、分析中年世代與上下世代（與老年父母/成年子女）之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的

關連機制及性別差異。 

 

貳、文獻分析 

一、代間關係的理論概念 

回顧代間關係之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關注家庭結構改變，是否造成核心

家庭和親屬關係疏離？Bengtson 等人自 1976 年始，立基於古典社會學及社會心

理學小團體理論（Heider, 1958; Homans, 1950）及家庭整合（family integration）相

關研究（Nye & Rushing, 1969）提出「代間連帶理論（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由團體成員內化的規範（機械連帶）、團體成員間功能互賴（有機連帶）、

接觸互動和情感，作為描繪代間連帶的基礎。有別於古典社會學理論對連帶的「雙

元」觀點（dualism），代間連帶理論主張：由於家庭成員是依據規範表現出不同的

角色、行為，非因成員互動而形成分工結構，因此，代間關係中同時存在不同的

關係面向，分別為「關聯連帶」（代間互動頻率）、「情感連帶」（代 間的正向情感）、

「一致連帶」（代間價值態度一致）、「功能連帶」（代間支持協助交換）、「規 範連

帶」（對孝道責任的認知強度）及「代間家庭結構」（子女數、地理接近性等）（Roberts, 

Richards, & Bengtson, 1991; Bengtson & Schrader, 1982）。Bengtson 等人的理論對

其後研究影響十分深遠，由不同但彼此有關的各面向來探討代間關係成為研究之

主要趨勢。 

隨著家庭的複雜性和多樣化發展趨勢，非立基於「義務」而是以「自願、選

擇和需求」為起點的家庭連結與過程出現，老年期家庭生活的變異性所帶來的挑

戰，成為 90 年代及其後代間關係研究的關注（Allen, Bilieszner & Roberto, 2000）。

Szydlik 於 1995 年提出的「機會、需求、家庭和文化」模式（Opportunity, Needs, 

Family, and Culture Model，ONFC），立基於前述 Bengtson 等人的代間連帶模式

之上，並且特別關注與親代/子代之對偶關係有關的「家庭」和「社會」層級的因

素。ONFC 模型主張：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的代間關係不僅受到親子兩代特

性的影響，而且也受家庭和社會的文化背景影響。Szydlik（2016）認為：代間的

情感和功能連帶—代間支持交換是「實際」（Actual）的連帶，「機會結構」和「需

求結構」是促成代間關係的主要因素，「機會」是父母和子女的特徵，如：代間居

住地的地理接近性，「需求」如：經濟和健康等生理需求，而機會和需求是相互關

連的。因而，代間連帶（如：代間支持）是視家庭成員的需求，而採不同方式彼

此提供支持。ONFC 模型相較於代間連帶理論，超越了親子的對偶關係層次，強

調「家庭環境」對代間關係的影響。家庭環境包括：父母和子女的性別、婚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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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以及手足關係等，而 ONFC 模型的特色主要是：考慮代間關係與家庭環境中其

他的對偶關係之關連（Suitor & Pillemer, 2006; Ward, Spitze, & Deane, 2009）。再者，

ONFC 強調文化層面的因素，Szydlik 主張：社會文化可能產生的不平等以及國家

政策（如：福利制度）皆是可能影響代間關係的文化因素。 Sechrist（2017）的評

論指出：Szydlik 提出的 ONFC 模型強調「家庭環境」和「社會文化」結構來解

釋代間關係，此一模型的最大的貢獻在於「社會背景及國家層級的因素與代間關

係的型塑存在相互影響性」（P.411）。Szydlik 提出的模型，目前仍主要是利用來自

歐洲的「健康，高齡化和退休調查」（the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的資料進行之實證分析，理論的適用及推論性仍待進一步持續進

行驗證。 

綜合前述對西方代間關係研究之理論概念的分析來看，可發現幾個重要的概

念：一是，由代間連帶理論出發，代間關係為多面向建構之概念已為實證研究所

普遍支持，而其中「代間支持交換」被視為是「功能連帶」、亦是「實質」的連帶

（Szydlik, 2016）。二是，代間支持交換除了常被提及的資源和需求因素，代間互

動的酬賞或壓力等「心理」感受，亦可能攸關個人的行動決策。此也呼應了社會

交換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觀點，兩代的相互協助，「提供」與「獲得」

支持的「互惠」（Reciprocal）是為重點。本研究參考 Bengtson等人提出之「代間

連帶」概念，針對中間世代聚焦於「世系」及「多世代」，分析家庭中的代間關係，

包括：代間規範、代間關係品質及代間支持類型。 

 

二、代間關係與婚姻之關連：相關理論概念與實證研究  

隨著高齡趨勢，親子的相處也隨之延長。成年子女和父母可能同時具有正向

和負向的互動關係，並且，代間關係不僅影響個人的福祉，也可能影響婚姻的互

動關係。研究指出：父母是成年子女婚姻的重要支持來源，但也可能導致婚姻關

係緊張（Bryant, Conger, & Meehan, 2001; Reczek, Lui, & Umberson, 2010）。就中年

階段來說，在孩子成年、離家後，「空巢」階段夫妻的幸福感增加，反映出了父母

卸下了親職責任並且增加自由和隱私的情況（Logan & Spitze, 1996; Ross, 

Mirowsky, & Goldsteen, 1990; White & Edwards, 1990）。然而，中年父母與成年子

女的代間關係與中年婚姻的關連為何?則仍缺乏清楚描繪。 

婚姻關係與代間關係的關連，依據家庭系統理論來看，家庭中的不同次系統

—夫妻與親子存在相互影響，「溢出假設」（the Spillover Hypothesis）的觀點，認

為：婚姻關係良好則親子關係亦佳。就成年子女的婚姻關係與父母的代間親子互

動來看，研究發現：中年夫妻與成年子女保持代間緊密連結，有助婚姻滿意（Huber, 

Navarro, Womble, & Mumme, 2010）。另一方面，若將代間關係的視角擴及「姻親」

--中年人與配偶父母互動之代間關係對婚姻的影響，研究發現：與父母及配偶父母

的互動品質攸關婚姻滿意（Bryant et al., 2001）。針對超過 20 年婚齡夫妻的研究

亦發現：與配偶父母的互動確實影響夫妻的婚姻滿意與承諾，並且妻子與婆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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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和亦影響丈夫的婚姻滿意（Bryant et al., 2001）。相較於「溢出假設」，由家庭系

統運作來看，次系統間具有界限（Boundary），彼此的互動由家庭規則來決定 

（Minuchin, 1985）。對夫妻來說，若個人界限中包含了原生家庭的父母，則婚姻

系統就容易產生界限模糊的狀況，雙方原生家庭父母的協助可能會被配偶視作對

婚姻的介入。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互動，意味著可能發生角色的衝突和時間等

資源的「競爭」（Silverstein & Giarrusso, 2010），子代投入代間互動或提供父母照

顧支持，可能降低對配偶需求的滿足，導致婚姻滿意下降（Chasin, Grunebaum, & 

Herzig, 1990; Huber et al., 2010）。 

 

三、華人社會中的家庭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 

在華人家族主義的「家人一體」文化思想下，個體對家庭系統「界限」的認

知可能與西方不盡相同，個人界限具有「可伸縮性」（楊中芳，1991）。再者，相

較於西方稱婚姻為「貪婪」排他的制度，在臺灣社會中，傳統的華人婚姻觀重視

家庭與親屬關係，個人對於婚姻的 主觀感受是無法脫離家庭系統而獨立的（吳明

燁、伊慶春，2003）。在「家庭為先，個人為次」以及「父子關係重於夫妻關係」

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親子、婆媳等家庭代間關係與婚姻中夫妻的關係存在彼此

牽制的作用（孔祥明，1999）。「男娶女嫁」的文化傳統，強調「娘家」與「婆家」

的分野，女性進入婚姻後，在與公婆的互動關係中仍必須做出較多的配合與適應

（利翠珊，1995），婚後與雙方家庭互動，不僅是「垂直忠誠」與「水平忠誠」兩

個向度所描述的：親子關係與夫妻關係的忠誠衝突，更可能因性別與世系而牽動

三個家庭系統的交錯。相較於男性，女性更可能面臨與原生家庭父母的「垂直忠

誠」與公婆的「水平忠誠」之間的拉扯。因此，緊密的代間關係可能導致子代的

婚姻關係緊張，而與姻親的代間互動則涉及了性別及世系的複雜關連。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及樣本 

本研究運用「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以下簡稱「社會變遷調查」）

2016 年第七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此項調查係採多階段分層隨

機抽樣法，選取台灣地區（不含福建省金門縣和連江縣）具有戶籍，年齡在 18 歲

（含）以上民眾進行訪問資料蒐集，成功完訪 2,024 人。本研究以「世系」及「多

世代」兩個觀點分析家庭內的代間關係，因此，依據以下條件選取樣本： 

（一） 已婚、父母及配偶父母皆至少一存活者（「世系」分析樣本，共324人）; 

（二） 已婚、父母至少一存活，且有一18歲以上成年子女者（「多世代」分析樣本，

共2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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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策略 

本研究針對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之探討，以「中間世代」為研究對象，分別

(1)以「世系」觀點：探討中間世代與「自己的父母」及「配偶父母」之間的關係，

將男性與父母/女性與配偶父母，以「父系」加以分析；女性與父母/男性與配偶父

母，以「母系」加以分析；(2)以「多世代」觀點：探討中間世代與「老年父母」、

中間世代與「成年子女」的關係。 

 

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M-plus6.0 進行潛在類型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區辨

中間世代與自己的父母及配偶父母之間（世系），以及與老年父母、成年子女之間

的支持交換行為（多世代）是否存在不同類型，以期根據投入之測量指標來測量

其潛在結構。繼之，進一步探討中間世代之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之關聯，採用階

層複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以 SPSS 22.0 版分析並呈現標準

化迴歸係數值（β）進行模式之解讀（邱皓政、林碧芳、許碧純、陳育瑜，2012）。 

 

四、變項說明 

（一） 個人變項： 

1. 性別：世系分析樣本之男性 173 人，53.4%、女性 151 人，46.6%；多世代分

析樣本之男性 85 人，37.9%、女性 139 人，62.1%。 

2. 年齡：受訪者實際年齡。世系分析樣本平均年齡 46.95 歲（SD=9.26），男性

48.75 歲（SD=9.48），女性 44.89 歲（SD=8.58）；多世代分析樣本平均年齡

52.77 歲（SD=6.10），男性 54.35 歲（SD=5.81），女性 51.80 歲（SD=6.09）。 

3. 經濟狀況：由受訪者回答之個人月收入測量。 

（二） 代間關係 

1. 代間支持交換：由「金錢」、「情感」與「勞務」（料理家務或照顧小孩、其他

家人）三個代間支持協助項目，請受訪者分別回答：過去一年內，「受訪者

『提供』成年子女（父母/配偶父母）的協助」及「受訪者『獲得』成年子女

（父母/配偶父母）的協助」，答項為「完全沒有」至「很經常」，依序計分為

1 至 5 分。分數越高，表示提供/獲得支持程度越高。 

2. 代間關係品質：本研究以受訪者自評「自己與成年子女（父母/配偶父母）之

相處情況」，來呈現代間關係品質，答項由「不太好」至「非常好」，分別給

予 1 至 5 分，分數越高表示代間關係的品質越佳。 

3. 孝道責任規範：本研究採 Yeh 和 Bedford(2003)提出的雙元孝道之概念，以

「相互性」及「權威性」孝道信念測量受訪者對於孝道責任規範認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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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共計六題，答項計分為 1 到 5 分，分數越高表示其所持之「相互性」或

「權威性」信念強度越高。 

（三） 婚姻關係：以婚姻滿意度來測量受訪者對於婚姻關係的評價，題目為「整體

來說，請問您對您的婚姻生活感到滿不滿意？」，答項為「非常不滿意」至

「非常滿意」，依序計分為1至5分，分數越高表示婚姻關係越滿意。 

 

參、研究結果 

一、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 

（一） 世系觀點：中年人與父系、母系父母的代間關係 

首先以世系概念進行分析，探討中年人與父系、母系父母的代間關係，聚焦

於代間規範、代間關係品質及不同屬性（金錢、勞務以及情感）的代間支持交換。 

1.代間規範：孝道規範 

中年人對孝道規範認同程度，相互性孝道平均數 4.64(SD=.50)，權威性孝道

平均數 3.19 (SD =1.03)，對於相互性孝道的認同程度顯著高於權威性孝道（t = 

27.414, p < .05）。就性別來看，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對相互性孝道之信念皆顯著高

於權威性孝道（t =19.923, 18.770 , p < .001）。 

 

2.代間關係品質 

整體而言，中間世代與父母及配偶父母的關係品質良好（表 1）。男性與父母

及配偶父母的代間關係品質分別為 3.46（SD =.97）與 3.27（SD =.81），與自己父

母的關係品質顯著高於與配偶父母的關係品質（t= 2.352, p < .05）。女性與父母及

配偶父母的代間關係品質分別為 3.52（SD =1.08）與 3.12（SD =.86），亦是與自己

父母的關係品質顯著優於與配偶父母的關係品質（t= -4.454 , p < .001）。進一步，

從世系的觀點分析，整體來說：中年世代與父系（男性/自己父母；女性/配偶父母）

的代間關係品質為 3.30（SD=.93），與母系（男性/配偶父母；女性/自己父母）的

關係品質為 3.39（SD =.95），兩者並沒有顯著的差異（t= -1.401, p > .05）。 

      

表 1  世系分析：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品質（N =324） 

          

***p<.001 

  全樣本(N=324) 男性(n=173) 女性(n=151) 

變項 全距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與父系 1-5 3.30 .93 3.46 .97 3.12  .86 

  與母系 1-5 3.39 .95 3.27 .81 3.52 1.08 

 pair t-test（父/母系） -1.401 2.352*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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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間支持交換 

由世系的觀點來分析（表 2）：中間世代與父母及配偶父母的代間支持，整體

的方向是呈現「往上」提供。就不同代間支持的內涵來看：中間世代提供父系金

錢支持與勞務支持，皆顯著高於提供母系（t= 4.550, 6.013, p < .001）；獲得金錢與

勞務支持亦是獲得父系支持顯著高於母系支持（t= 3.182, 2.304, p < .01, .05）。而

中間世代與父系及母系之情感支持授受，則無顯著差異（t = 1.064, -0.782, p > .05）。 

 

表 2 中年人與不同世系父母的代間交換（N =324） 

變項 全距 
與父系父母 與母系父母  

Pair-t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提供金錢 1-5 2.59(1.39) 2.18(1.12) 4.550 *** 

  提供勞務 1-5 2.35(1.22) 1.88(1.04) 6.013 *** 

  提供情感 1-5 2.81(1.07) 2.73(1.17) 1.064  

  獲得金錢 1-5 1.35(0.80) 1.20(0.55) 3.182 ** 

  獲得勞務 1-5 1.79(1.25) 1.61(1.06) 2.304 * 

  獲得情感 1-5 2.10(1.08) 2.16(1.15) -0.782  

***p<.001 

 

進一步，本研究應用潛在類別分析探討代間交換的類型，以代間支持的種類、

頻率高低授/受，以及與父系/母系的支持交換，發展 12 個指標並重新編碼為二分

的類別變項，分析中間世代和父母及配偶父母的代間支持交換之類型。參考邱皓

政（2008）所建議選擇模型之客觀標準，包括 AIC 值、BIC 值或 Adj BIC，並且

考量各類別所占比例不宜過小，以及類型之實際意義等原則，結果發現當代間支

持類型為四類時符合模型適配且為最佳模式（L2= 665.370, df = 4032, p = 1.0000）。 

    表 3 中年人與不同世系父母的代間交換：潛在類型分析結果（N=324） 

類型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提供父系 雙系互惠 提供母系 低交換 

人數 97 72 107 48 

百分比 29.9 22.2 33.0 14.8 

   男（%） 49.1 16.7 14.5 19.7 

   女（%） 7.9 28.5 54.3 9.3 

給父系父母錢 0.527 0.576 0.443 0.329 

給父系父母勞務 0.585 0.645* 0.293 0.078 

給-父系父母情感 0.920 * 0.945* 0.377 0.171 

得父系父母錢 0.161 0.198 0.025 0.021 

得父系父母勞務 0.338 0.477 0.105 0.078 

得父系父母情感 0.569 0.793* 0.04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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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年人與不同世系父母的代間交換：潛在類型分析結果（N=324）(續) 

給母系父母錢 0.237 0.534 0.461 0.191 

給母系父母勞務 0.127 0.513 0.388 0.044 

給母系父母情感 0.206 1.000* 0.938* 0.000 

得母系父母錢 0.008 0.122 0.077 0.024 

得母系父母勞務 0.210 0.314 0.204 0.042 

得母系父母情感 0.047 0.949* 0.535 0.000 

註：表中數值為該項代間交換指標為「多」之比例； *>0.6 

 

中年階段與父母及配偶父母代間交換類型的分類情形如表 3。以 12 個指標來

看，「類型一」之特性：中間世代協助父系金錢、勞務、情感支持，故命名為「提

供父系型」。「類型二」之特性：中間世代協助父系與母系金錢、勞務與情感支持，

並獲得父系與母系的情感支持，命名為「雙系互惠型」。「類型三」之特性：中間

世代提供母系金錢與情感支持，命名「提供母系型」。「類型四」之特性：協助與

獲得父系與母系的支持皆低，命名「低交換型」。整體來看，中年男性以「提供父

系」的比例較高，女性則是「提供母系」比例高。 

 

（二） 多世代觀點：中年人與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 

繼之，本研究以「多世代」的觀點探討中年人（G2）與父母（G1）及成年子

女（G3）的代間規範、代間關係品質及代間支持交換。 

(1) 代間規範：孝道規範 

中年人對相互性孝道規範的認同度，相互性孝道平均數 4.79（SD=.33）；權威

性孝道平均數為 3.48（SD=.85）；認同相互性孝道程度顯著大於權威性孝道（t= -

23.177, p < .05）。就性別而言，不論男性或女性，對相互性孝道的認同程度顯著大

於權威性孝道（t=19.923, 18.770 , p < .001）。 

 

(2) 代間關係品質 

整體來說，中年階段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良好（表 4）。中年人

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品質分別為 3.60（SD=1.02）與 4.01（SD=.83），

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顯著高於與老年父母的關係品質（t=-5.542 p < .001）。中年

男性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品質分別為 3.47（SD=1.06）與 3.86

（SD=.86）；女性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品質分別為 3.68（SD=.99）與

4.11（SD=.80），不論男女，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皆顯著優於與老年父母的關係

品質（t= -2.992 , -4.726 , p < .01, .001）。再者，男性與女性和老年父母的關係品質

無顯著差異（t= -1.462 , p > .05）；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則是：女性與成年子女

的關係品質顯著優於男性（t= 2.189,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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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世系分析：中年人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的代間關係品質（N =224） 

***p<.001 

 

(3) 三代之間的代間支持交換 

中年階段與老年父母的代間交換，不論是金錢、勞務或情感支持皆是「向上」

提供；而與成年子女則是「往下」提供支持。進一步，就代間金錢支持來看，中

年人提供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金錢支持，兩者並沒有顯著的差異（t= 1.637, p 

> .05）；金錢支持則是獲得成年子女提供顯著較高（t=-7.868, p < .001）。由代間勞

務支持來看，無論「提供」與「獲得」，與成年子女的支持交換顯著較高（t= -7.380, 

-17.925, p < .001）。由代間情感支持來看，中年人與成年子女的代間交換亦顯著較

高（t= -2.285, -8.136, p < .01, .001）。 

表 5   中年人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交換（N =224） 

變項 全距 
與老年父母 與成年子女  

Pair-t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代間關係品質 1-5 3.60(1.02) 4.01(0.83) -5.542 *** 

代間支持      

  提供金錢 1-5 2.61(1.26) 2.41(1.50) 1.637  

  提供勞務 1-5 2.28(1.27) 3.21(1.44) -7.380 *** 

  提供情感 1-5 3.14(1.09) 3.38(1.09) -2.825 ** 

  獲得金錢 1-5 1.17(0.56) 1.88(1.28) -7.868 *** 

  獲得勞務 1-5 1.18(0.62) 2.69(1.10) -17.925 *** 

  獲得情感 1-5 2.38(1.12) 3.05(1.11) -8.136 *** 

 ***p<.001 

進一步，本研究以多世代樣本應用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方法來分析代間交換的類型，結果發現，當代間支持類型為三類時，符合模型適

配，且為最佳模式（L2= 559.318, df = 4052, p= 1.0000）。中間世代與老年父母及成

年子女的代間交換類型的分類情形如表 6，「類型一」之特性：中間世代協助成年

子女勞務、與情感支持，命名為「向下提供型」。「類型二」之特性：中間世代協

助老年父母金錢與情感支持，並獲得其情感支持；並且與成年子女金錢與勞務支

持互惠，命名為「上下互惠型」。「類型三」之特性：中間世代提供老年父母勞務

與情感支持，命名「向上提供型」。其中，「上下互惠型」比例最高，尤其是女性，

「向上提供型」則是男性比例較高。 

變項 全距 
全樣本 男性(n=85) 女性(n=139) t test 

(性別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與老年父母 1-5 3.60 (1.02) 3.47 (1.06) 3.68 ( .99) 1.462 

  與成年子女 1-5 4.01 ( .83) 3.86 ( .86) 4.11 ( .80)  2.189* 

Pair t-test 

（與父母/與子女之比較） 
-5.542*** -2.992** -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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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年人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交換：潛在類型分析結果（N=224） 

註：表中數值為該項代間交換指標為「多」之比例;  *>0.6 

 

二、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 

進一步，針對男、女以階層複迴歸分析，分別探討：中年人與不同世系（父

系/母系）、與上下世代（與老年父母/成年子女）之代間關係和婚姻關係的關連。 

（一） 世系觀點：中年人和父母、配偶父母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 

表 7 呈現：代間規範、代間關係品質、代間交換類型與婚姻滿意度的關聯。

就男性而言，模型一、三未達顯著（F=2.295, 1.049 , p > .05），模型二、四可解釋

變異量為 6.8%與 10.7%，達顯著水準（F=3.080, 2.164 , p < .05）；針對女性分析的

模型一未達顯著（F=2.050 , p > .05），模型二至四可解釋變異量為 17.0%、11.3%

以及 21.9%，達顯著水準（F=7.476, 3.699, 4.384, p < .001, .05 .001）。 

對男性而言，控制個人變項，結果顯示：代間規範與代間交換類型對於婚姻

滿意度無顯著影響；但代間關係品質與婚姻滿意則存在關聯性，中年男性與配偶

父母的代間關係品質越佳、婚姻滿意度越高。就女性而言，控制個人變項後，代

間規範對於婚姻滿意度無顯著影響。但代間關係品質與代間交換對婚姻滿意度具

顯著影響，中年女性與配偶的父母代間關係品質越佳、婚姻滿意度越佳；再者，

整體將代間規範與代間關係品質一併考量，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低交換型」，

中年女性為「雙系互惠型」與「提供母系型」婚姻滿意度較高。 

類型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向下提供 上下互惠 向上提供 

人數（n） 68 131 25 

百分比（%） 30.4 58.5 11.2 

   男（%） 36.5 38 16 

   女（%） 26.6 66.9 6.5 

給父母錢 .411 .584 .471 

給父母勞務 .131 .509 .701* 

給父母情感 .344 .940* 1.000* 

得父母錢 .000 .066 .146 

得父母勞務 .000 .077 .044 

得父母情感 .000 .717* .586 

給子女錢 .416 .441 .401 

給子女勞務 .642* .730* .463 

給子女情感 .709* .982* .321 

得子女錢 .210 .358 .117 

得子女勞務 .449 .747* .356 

得子女情感 .476 .99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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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年人和父母、配偶父母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階層複迴歸分析（β值） 

男性（n=173） 女性（n=151） 

模式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個人變項         

年齡  -.102 -.069 -.052 -.096  -.218*  -.195* -.179* -.244** 

經濟   .134+ .098 .112   .126+ .043 -.021 .032 .018 

代間規範         

  權威性孝道   .178*     .167+ .133    .149+ 

  相互性孝道  .041    .016 .035   -.092 

代間關係品質         

  與自己父母  .047    .006  .122   .105 

  與配偶父母    .209**    .214*  .304***   .266** 

代間交換類型
(Ref.低交換) 

        

提供父系   .160  .103   .243* .164 

雙系互惠   .062 -.016   .477***  .304* 

提供母系   .082  .011   .445**  .340* 

F 2.295+ 3.080* 1.049 2.164* 2.050+ 7.476*** 3.699** 4.384*** 

R
2
 .052 .068 .030 .107 .053 .170 .113 .219 

△R
2
 .036 .053 .015 .011 .020 .137 .080 .033 

+p <.1,*p<.05, **p<.01, ***p<.001 

 

（二） 多世代觀點：中年人和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 

  表8呈現：中年人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代間關係與婚姻滿意度之關聯。

就男性而言，模型一、三未達顯著水準（F=2.482, .693 , p > .05），模型二、三可解

釋變異量為 14.5%、20.4%，達顯著水準（F=3.398, 2.441 , p < .05）；就女性而言模

型一至三未達顯著水準（F=2.355, 1.916, 1.806 , p > .05），模型四可解釋變異為

15.4%，達顯著水準（F=2.963 , p < .01）。對男性而言，控制個人變項後，代間規

範與代間交換類型對於婚姻滿意度皆無顯著影響；而中年男性與成年子女的代間

關係品質較佳、婚姻滿意度較高。就中年女性而言，與自己父母的代間關係品質

較佳、婚姻滿意度則較佳；相較於「向下提供型」，中年女性與老年父母及成年子

女的代間交換為「上下互惠型」者、婚姻滿意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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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年人和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階層複迴歸分析（β值） 

 
男性（n=85）                   女性（n=139）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個人變項         

年齡 -.120 -.113 -.147 -.098 -.054 -.044 -.021 -.101 

經濟 .105 .015 .023 .099 .087 .073 .038 .058 

代間規範         

權威性孝道 .298*     .225+ .157+   .190* 

  相互性孝道 .054   -.010 .162+   .143+ 

代間關係品質         

與自己父母  .052  -.007  .228*    .206* 

與成年子女  .339**    .319**  -.035  -.086 

代間交換類型 
(Ref. 向下提供) 

        

上下互惠   .025 .003   .227  .228* 

向上提供   .129 .110   .129 .139 

F 2.482+ 3.398* .693  2.441* 2.355+ 1.916  1.806 2.963** 

R
2
 .110 .145 .033 .204 .066 .054 .051 .154 

△R
2
 .091 .126 .014 .011 .059 .048 .045 .044 

+p <.1,*p<.05, **p<.01, ***p<.001 

 

伍、結論 

本研究以「超越核心家庭」的觀點，探究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與婚姻關係的

關連機制。運用 2016 年「社會變遷調查」第七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針

對中年世代以「世系」（與父母/配偶父母）及「多世代」（與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

的兩種不同取向，立基於連帶（Solidarity）的概念分析：家庭中不同世代的孝道

規範信念、支持交換以及關係品質等不同代間關係面向，並進一步探討代間關係

與中年階段的婚姻滿意之關聯性。 

 一、中年階段：與成年子女的代間情感是代間關係品質的核心 

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就代間相處情形來看，中年人與父母、配偶父母及成

年子女的關係品質良好。從「世系」的觀點分析，不論男女皆是與自己父母的關

係顯著較與配偶父母的關係品質佳；另一方面，由家庭中世代的觀點分析：不論

男女，中年人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皆顯著優於與老年父母的關係品質；再者，

中年人和老年父母的關係品質無性別差異；但，中年女性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

則顯著優於男性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品質。整體來說，相較於與父母的情感連帶，

中年階段與子女的情感關係是代間關係品質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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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年階段多樣的代間交換類型：不限於「父系傳統」?「奉養圖像」?!    

代間關係中的關鍵互動行為「代間支持交換」，由「世系」的觀點來看：中年

人與父母及配偶父母的支持交換，整體呈現出「向上」提供支持，而以潛在類型

分析來看：除了「提供父系型」、「低交換型」，中年人與父母及配偶父母的代間交

換也出現了「雙系互惠型」、「提供母系型」。中年男性以「提供父系」為多，女性

則是「提供母系」的比例較高。另一方面，由「多世代」角度分析：不論是金錢、

勞務或情感支持交換，中年人皆是「向上」提供老年父母支持；而與成年子女的

代間支持，則是「往下」提供。進一步，以 LCA 分析將三代之支持交換一併觀之，

顯示：代間存在「向下提供型」、「上下互惠型」及「向上提供型」等不同交換類

型，「上下互惠型」比例最高，尤其是女性；「向上提供型」則是男性比例較高。

整體來說，中年階段的代間交換呈現出有別於傳統的多樣性，由「世系」來看，

不僅是以「父系」規範為主的代間支持交換，亦出現了「雙系互惠型」、「提供母

系型」的類型；而「多世代」取向的分析，則證實了：傳統華人家庭中以「奉養」

的角度來看代間支持已有不足，中年階段的代間支持除了「向上提供」型之外，

也有「上下互惠」及「向下提供」等不同類型。 

三、中年階段:代間關係攸關婚姻滿意 

研究顯示：中年男性與配偶父母的代間關係品質越佳、婚姻滿意度越高；與

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品質越佳、婚姻滿意度較高。就女性而言，與配偶父母代間

關係品質越佳，代間交換為「雙系互惠」、「提供母系」者婚姻滿意度較高；由多

世代觀點來看，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品質較佳、三代的代間交換為「上下互惠型」

者，婚姻滿意度較佳。整體來說，中年階段代間關係確實攸關婚姻關係，代間關

係不同面向的影響有別，家中不同世代相處的品質及支持交換是關鍵。 

四、由「超越核心家庭」的視野，擴展高齡社會中代間關係的探究 

西方社會中核心家庭系統的典型原則是：父母和配偶為「相互取代」（Sarkisian 

& Gerstel, 2008）。當子女結婚成家後，配偶即替代了父母成為提供支持的主要來

源。但在臺灣社會中，研究提出「婚姻，其實不只是『婚姻』」的觀點，個人對於

婚姻的感受，不是僅憑藉與配偶的關係來衡量，華人家庭的婚姻觀重視家庭與親

屬關係，個人對於婚姻的主觀感受無法脫離家庭系統而獨立（吳明燁、伊慶春，

2003）。本研究持續深耕家庭代間關係議題，並由「超越核心家庭」的視野，擴展

對於「中間世代」 處境的關注，分析：代間關係與中年婚姻關係的關連機制。本

研究結果顯示，在高齡社會中，中年人面對相較於過往更為複雜的家庭代間關係，

確實牽動其「下半場婚姻」的滿意度。 

本研究將「代間關係」之分析概念加以擴展，除以「縱向」的「多世代」觀點:

分析中年人與「老年父母」、「成年子女」之代間互動，進一步加入「世系」此一重

要取向，探討中年人與「父母」及「配偶父母」的代間互動。此一策略確實得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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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檢視：華人傳統社會文化規範的孝道責任及性別觀點，在當今家庭中的展現。臺

灣家庭中的代間關係，除了依循傳統規範提供「父系」 （Patrilineal）支持之外，

也出現了：提供「雙系」（Bilineal）、提供「母系」（Matrilineal）支持等不同的代間

交換型態。整體來說，本研究證實：由「世系」及「多世代」兩種不同取向分析，

確實有助於深入且完整的呈現中年階段的代間關係。唯本研究亦存在限制，運用

2016 年社會變遷調查的「家庭組」資料，因同時以「多世代」及「世系」條件（育

有 18 歲以上成年子女，並且自己/配偶父母皆至少有一人尚存）進行研究樣本選取，

樣本人數有限。故本研究採取將「多世代」及「世系」兩種研究取向分別進行分析，

因此，研究結果的推論須斟酌此一研究設計可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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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9年第 9屆「國際老年醫學和老年醫學協會」歐洲地區大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European Region Congress，IAGG - ER 2019），於瑞典哥德堡

舉行。由瑞典哥德堡大學的老化與健康中心（AgeCap）、瑞典老年學會（SGS）、瑞典老年

醫學（SGF）也是北歐老年醫學聯合會（NGF）的成員，共同規畫執行。大會旨在：以跨學

科觀點，探究老化和生命歷程發展的相關研究發現和創新。會議地點於哥德堡市中心的瑞

典展覽和會議中心（SvenskaMässan），會議參與者多元，包括：不同國家地區老化研究相

關的生物科學、醫學和健康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等研究人員和專業實務工作者等，

會議中有許多機會參與跨領域的對話，以及瞭解老年議題中不同工作取向的多元角度。 

   

    二、與會心得 

  2019IAGG - ER 的大會主題為“Towards Capability in Ageing – from cell to society”，強

調:由微觀到巨觀環境中採取行動，以達成邁向老化的能力。此次大會中，Dr. Rowe 

以”Successful Aging at the Level of Society”為題擔任開幕演講，提出:將成功老化由「個體」

的觀點，擴展至「社會」層級的跨國比較分析，充分展現大會的主題旨趣。Dr. Rowe是目

前 IAGG的理事長，他曾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教授，擔任麥克阿瑟基金會成功老化研究網

絡的主任，與 Dr. Kahn 共同提出的「成功老化」模型對於其後的研究影響深遠。此次的大

會演講中，Dr. Rowe除了以成功老化的多項指標架構分析比較各國表現，並進一步由政策、

福利、社會文化等層面加以討論。整體來說，參與此一會議除發表科技部計畫成果之研究

論文外，透過與不同國家的研究團隊討論，亦具有擴展學術社群網絡之功能。會議中，一

系列由歐盟各國共同倡議及進行的跨國研究：針對老年世代協助青年就業及生涯發展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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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計畫，其精神與做法十分近似於台灣目前推動的「青銀共創」—促進不同世代協力的相

關概念。本人與義大利的研究團隊進行討論，並交換聯繫方式期望能持續交流研究相關資

訊。再者，2019IAGG - ER 的會議期間，與會者亦可同時參觀瑞典的 Vitalis 展覽，展出的

主題是有關 eHealth 的各種研發與創新，由豐富之最新資料，十分有助於了解與健康照護

相關的數位科技之發展趨勢。 

 

   三、發表文章之摘要 

Adult Children's Exchanges of Support with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 

Patterns and Association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Objectiv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atterns of support exchanges among adult children, their 

parents and parents-in law in Taiwan.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change 

types and individual's marital satisfaction were explored. 

 

Design and Methods: Data were taken from the 2016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The 

Family Module consisted of an island-wide sample of 2,024 adults aged 18 years old and above 

who were randomly chosen using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and interviews. In this 

study, only subjects with at least one parent and parent–in-law still alive were analyzed. The final 

sample included 324 respondents.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was applied to 8 indicators of 

exchanges (financial, instrumental support given to and received from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Results: Three types were found for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change:(a) Reciprocal exchange 

with the male’ parents (patrilineal type), (b)Giving support to both sets of parents (bilineal type), 

and (c) Low exchange. Men who were highly involved in exchanges with their par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marital quality. Women who were highly involved in exchanges with their 

parents-in-law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marital quality.  

 

Conclusion: This study uses latent class analysis—while considering patrilineal and matrilineal 

exchanges at the same time—to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of content, amount, and lineage of different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types, so as to distinguish these type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married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exist. Moreover, bilineal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types have appeared. 

Married daughters tend to give both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monetary and household chores 

suppor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in Taiwan is no longer patriarchic only. 

Cultural values reinforce the meaning and expec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hape the 

outcomes. 

 

 



 

 

  四、建議 

「國際老年學暨老年醫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IAGG），創立於 1950年，成立之宗旨為：改善老人健康、福利與權利，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並作為全球性之網絡連結。該協會會員包括了 65 個國家，共計 73 個團體會員，個人會員

超過 4萬 5千名，涵括：健康、社工、經濟、教育、住宅、政策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及專

業人員。IAGG出版的學術期刊：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 Aging、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Gerontology 等，為老人研究相關領域重要之參考文獻。如前所述，此一會議具有

相當的重要性，因此，無論是每四年一次的國際會議，或是兩年一次各地區的會議皆十分

盛大。本人曾經參加於韓國舉辦之世界大會，以及於日本、澳洲等地舉行的亞太地區會議。

此次首度參加歐洲地區的會議，會議的特色主要是：整體的會議規劃安排不論是每日議程

中的展演或大會的社交性活動，皆與當地的老年相關團體結合，充分展現出學術研究團體

與實務推廣機構的緊密結合；再者，會議地點於瑞典展覽和會議中心（SvenskaMässan）舉

辦，同時期亦提供與會者參與 Vitalis 展覽的機會，Vitalis 共有 200多個參展商，可說是北

歐最大的致力於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創新的大型展覽活動。整體來說，2019IAGG - ER 的

會議充分展現了：老年研究的「跨領域」、「研發應用」及「產官學協同」等特色，不僅是

會議的舉辦，更是未來研究值得借鏡之處。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相關資料及參展機構之研究報告、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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