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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老化與家庭 

是非題 
編號 題目 

1 家庭老人學主要在討論一個逐漸老化的家庭脈絡下，家庭的型態與功能的轉變。 

2 家庭老人學只關心家人關係的變化，並不關注於家庭人口老化下的家庭經驗。 

3 
臺灣人口年齡結構日趨高齡化，主因是醫療體系進步及國人健康觀念提升，促使人口

平均壽命延長。 

4 
社會老人學的研究起步於十八世紀，早於老化生物學及人類發展心理學之研究，其發

展主因是受到工業革命之鼓舞。 

5 
縱貫面的研究法（longitudinal research）是針對個體單一時間點之某種或多種行為所進

行的研究。 

6 從事縱貫面追蹤研究的優點是可以消除世代的影響因素。 

7 「同等於家庭之社群」是指高齡者與子女關係淡薄，不受到關心所延伸的社群關係。 

選擇題 

編號 題目 

1 

下列何者為臺灣高齡人口較為貧窮的影響因素之一？   

（1）社會福利救助服務對象的標準過於寬鬆  （2）高齡人口長期依靠子女扶養，致

使其無謀生能力  （3）股市動盪不安，造成高齡者投資失敗  （4）退休金趕不上通

貨膨脹後的物價水準 

2 

使用時間序列設計（sequential research design）進行老化研究，其優點為下列何者？  

（1）資料蒐集較容易  （2）不用擔心樣本流失問題  （3）所需的研究樣本較少  （4）

可以用來判斷變化是來自於老化因素，還是歷史因素 

3 
下列何理論指出在資本主義及父權當道的社會是導致女性處於弱勢地位的原因？  

（1）新馬克思主義  （2）女性主義  （3）新階級衝突論  （4）後現代主義 

4 

高齡人口的居住安排較不受到下列何種因素之影響？   

（1）高齡者本身所擁有的資源  （2）成年子女所提供的資源  （3）勞工政策資源  

（4）政府提供的高齡人口照顧資源 

5 
個體對於親屬的責任感較會受到何項因素之影響？   

（1）健保政策  （2）家庭文化  （3）家庭勞務分工  （4）家庭休閒活動 

6 

有關跨世代支持觀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指年長的父母與成年子女，及其他親屬間的互助狀況  （2）僅指年長的父母與

成年子女的互助狀況，並不包括與其他親屬間的互助  （3）指子女成年不就業、不結

婚，與父母的共居行為  （4）指年長父母對媳婦的各種要求 

7 

最大壽命值（maximun life span）乃指？   

（1）生命餘歲數  （2）生物的預期最長壽命  （3）平均餘命  （4）老年世代的期

望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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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於老化的敘述，下列何者為是？   

（1）泛指身心功能所有不好的變化  （2）一定會是疾病纏身的過程  （3）有機體一

生所有的變化，這些變化有的好，有的壞，有的無傷大雅 （4）泛指不健康餘命的年

期 

9 

有關家庭老人學的研究與成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男性平均壽命長於女性  （2）《生死書》提倡人類長壽的秘訣在於改善健康，因

此需要注意個人衛生及公共衛生  （3）社會支持比率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指標  （4）

橫斷面研究的優點較符合個體發展的本意 

問答題 

編號 題目 

1 請列出肇致高齡人口比例增加的原因有哪些？ 

2 請列出常見的守寡性別差異原因有哪些？ 

3 請說明生命週期觀點對老化與家庭的研究有哪三個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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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齡者生理變化與健康促進 

是非題 
編號 題目 

1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身體機能會逐漸衰弱，但每個人老化的速率不盡相同，透過

有效的健康促進，能夠減緩老化速度。 

2 老化的過程是非常複雜且具有多種向度，通常還會伴隨某些生理功能的喪失及衰退。 

3 
生理老化理論中之普遍性是指功能喪失必須是自然發生的，沒有辦法被有機體本身所

矯治或更正。 

4 
用久必損理論（wear and tear theory）提到，人體老化過程也會受到如營養不良之影響，

造成細胞持續損壞，又無法自行修復。 

5 
不能夠解釋何以隨著年齡的增長，疾病的發生率會逐漸增加，是自體免疫理論

（autoimmune theory of aging）的缺點。 

6 骨膠原是一種結締組織，會隨著年齡產生變化。 

7 骨膠原是一種細胞組織，會隨著年齡產生變化。 

8 
自由基理論（free radical theory）認為老化是因為自由基產生所致，可多攝取抗氧化劑

改善。 

9 
細胞老化理論（cellular aging）的觀點是指器官就像機器，會隨著時間消逝而逐漸耗

損。 

10 
維爾納氏（Werner）症患者的壽命較短，是因為骨膠原鏈結異常導致細胞加速老化所

致。 

選擇題 

編號 題目 

1 

蝴蝶最多可活數週，狗最多活 20 年，而人類壽命最長可達 120 年，主張每一種生物

都有預設的生物時鐘，是指下列哪一項理論？   

（1）用久必損理論  （2）自體免疫理論  （3）交互連結理論  （4）自由基理論 

2 
為防止自由基產生，醫學專家常會建議大家攝取何種抗氧化劑？   

（1）碘  （2）維生素 D  （3）水  （4）葡萄糖  

3 
隨著年紀越大，下列何項器官重量會越重，應付緊急狀況的能力也會跟著降低？  （1）

腎臟  （2）肺臟  （3）心臟  （4）肝臟 

4 

有關甲狀腺功能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高齡者甲狀腺分泌減少，是因為需求量增加  （2）高齡者甲狀腺分泌減少，只

需攝取大量的糖分即可改善  （3）高齡者甲狀腺素缺乏，應攝取大量的 β胡蘿蔔素即

可改善  （4）高齡者甲狀腺分泌減少，乃因需求量減少所致 

5 
下列何者會在老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且喪失的程度與是否有規律性運動有關？  

（1）肌肉的肌力與耐力  （2）骨骼  （3）心肌與平滑肌  （4）心肌與骨骼肌 

6 
有關於腦部老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腦部是身體老化最快的部分  （2）人平均每天會死十萬個腦細胞，腦細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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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攝取高蛋白食物可以再生腦細胞加以補充，且不會沉積脂褐素  （3）壓力、飲

食不當、營養不均衡、抽菸和酗酒等會影響到腦部老化的速度  （4）看書、寫文章、

思考等多利用腦細胞行為，可以延長腦細胞的生命 

7 

有關高齡者之生理變化與健康促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交互連結理論的優點在於能夠解釋人類隨著年齡增加，疾病發生率增加的原因  

（2）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在 1948年提出對健康的定義為：身體的、心理的及社會的層

面皆處於安適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而已  （3）生活滿意度可以定義為一個人功能

性的健康、勝任能力的感覺、日常生活功能的獨立性，以及對於社會認同度的綜合  

（4）健康促進影響因子中，場所的控制是指個人有能力達到最大潛能狀態 

8 

有關吸菸者之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1）抽菸容易致癌，妨礙健康促進  （2）抽菸是導致其他疾病的高危險因素  （3）

推行吸菸者健康促進第一要務為瞭解自己的用藥  （4）對於健康可靠的評價不只是醫

生對病人生理狀態的診斷，還包括高齡者的自我感覺、行為以及生活環境 

9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現為國民健康署）所訂的全民健走日，為每年的幾月

幾日？   

（1）9月 9日  （2）10月 10日  （3）11月 11日  （4）12月 12日  

10 

下列何者不是行政院衛生署所提供的老年期營養指南的銀髮生活 321 概念？  （1）

三餐正常且規律  （2）多從事靜態活動  （3）均衡飲食，食物多樣化  （4）多到戶

外走走，選擇適合自己身體狀況的運動 

11 

有睡眠困擾者，可以藉由下列何種方式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改善睡眠品質？  （1）

睡前大量飲酒  （2）長期使用 3C產品  （3）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時間與習慣  （4）

將書房與臥房安排在一起 

問答題 

編號 題目 

1 請列舉出二項細胞老化理論（cellular aging）中可見到的病症？ 

2 請舉出四項會隨著年齡而產生的生理變化，並概述其會有哪些實際的情況？ 

3 
請簡述李維爾（Leavell）及克拉克（Clark）於 1965年提出的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

三段五級的觀念為何？ 

4 請解釋何謂睡眠效率（sleep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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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人人格發展與社會脈絡 

是非題 
編號 題目 

1 
人格特質中所指稱的獨特個性，係指由個人在其遺傳、環境、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

表現於個人身心各方面的組成特徵。 

2 
依據艾瑞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觀點，人格是由個體內在自我約束與自我實

現所產生的結果。 

3 
在父母的限制內建立一種進取感，對情感需要不會產生罪惡感，屬於幼兒時期的心理

社會發展目標。 

4 

福爾徳（Ford）和樂尼（Lerner）於 1992年提出發展系統理論，強調理解個人人格發

展需要關注日常生活情境、個人生命全程（life span）及社會歷史時間範疇（life course）

三部份。 

5 史坦伯格（Sternberg）所提出的愛情三元素包含關愛（care）、信任（trust）、激情（passion）。 

6 
互惠主義觀點（norm of reciprocity）為社會交換論的主張，認為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交

換報償（reward）的體系。 

7 
社會義務（obligation）理論認為，成年子女乃基於社會的期待照顧父母，不會考量是

否會因此而獲利。 

選擇題 

編號 題目 

1 

有關人格發展與社會脈絡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1）外向性關注於個人的外在世界  （2）在個人行為概念層次上的自我調節是指自

我效能、結果預期、控制感等對個人生活概念的控制與調整過程  （3）在依附理論的

觀點下，父母會與嬰兒形成依附關係持續至嬰兒滿週歲時  （4）互惠主義觀點認為人

際關係是人與人交換報償的體系 

2 

下列理論學說與作者之配對，何者正確？    

（1）Jung提出發展系統理論  （2）Erikson提出心理社會發展模式  （3）McCrae & 

Costa提出人格理論  （4）McAdams提出人格六焦點模式 

3 

一個有關生命意義的獨特構念，是個體如何成為現在的自己的詮釋，可以從某人的生

活故事中看出整個生活的變化軌跡，此一論述指稱下列何項概念？   

（1）人際與社會網絡  （2）生命故事  （3）生活導向  （4）個人行為構念 

4 

自我陳述與生命經歷相關的社會認知活動是一個當前情境與過去經驗相互作用的過

程，也是一個講述者與聽眾者共同進行創造的過程，此一論述是指下列何項概念？  

（1）個人行為構念  （2）懷舊  （3）生活檢討  （4）自我敘說 

5 

依據榮格（Jung）之概念，高齡者會傾向於保守，減少外向性而注重個人內在，因而

高齡者較會減少衝動，而傾向使用什麼樣的反應？   

（1）製造問題  （2）喪失心智  （3）自我防衛機轉  （4）社會孤立 

6 在老化的過程中，個體對環境的態度會逐步從同化適應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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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順應適應  （2）極端因應  （3）目標控制  （4）初級控制 

7 

在退休之初，有些高齡者會經歷到角色混淆階段，若下列何者未經過良好的定義，則

容易出現角色混淆及矛盾的狀態？   

（1）自我概念  （2）性別統整  （3）經濟認同  （4）族群認同 

8 
老年期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在角色轉換時，應重新定義下列何者？   

（1）自我概念  （2）自怨自艾  （3）族群認同  （4）家族認同 

9 

有關自我概念的重新定義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是個體對社會的期待  （2）是自我及社會角色概念的延伸  （3）是與同儕比較

後，對子女的情緒勒索  （4）是透過同化一些新的體驗到原來的概念中，或調整舊概

念來符合新的現實 

10 

有關於「適應」的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應付、目標設定、問題解決和其他企圖維持心理平衡等行為稱之  （2）指一個

人對壓力的反應方式，包括用來面對內在和外在突發事件的認知、情緒和行為反應  

（3）可視為調適策略，且高齡者較不傾向以沉默的技巧進行對應  （4）當壓力來源

被視為負向時，高齡者相較於年輕人會使用直接面對作為適應的反應 

問答題 

編號 題目 

1 請解釋何謂發展系統理論（development system theory）？ 

2 
請簡述艾瑞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模式共分為哪八個發展階段？並擇其中二

階段指出其對應的發展目標。 

3 麥克亞當（McAdams）提出的人格三層次理論，包含哪三個層次？並簡述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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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夫妻關係 

是非題 
編號 題目 

1 

就「傳統」中國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規範而言，女性最大的價值雖然是在家庭，但扮演

的角色仍是男性配偶的從屬，女性即使遭遇喪偶，仍是男性配偶的從屬，這樣的價值

觀使女性再婚機會低於男性。 

2 

夫妻之間的婚姻滿意度會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的變動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婚姻滿

意度會隨著第一個孩子的出生而逐漸走下坡，到了養育子女的時期，婚姻滿意度會降

至谷底。 

3 
處理婚姻衝突的原則中，技巧性預防是指善用我的訊息降低對方防衛作用，減少對彼

此的指控和攻擊，使對方能接受自己的想法，增加溝通效能。 

4 婚姻通過逆境考驗的歷程是為婚姻韌性。 

5 斯爾沃曼（Silverman）將喪偶之悲傷過程分為崩潰、畏縮與適應三階段。 

選擇題 

編號 題目 

1 
結婚年滿 50 週年，通稱為？   

（1）金禧   （2）銀婚  （3）鑽婚  （4）羊毛婚 

2 

有關處理婚姻衝突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技巧性預防：若夫妻雙方有一方已能靈敏的覺察不恰當，技巧性的避開衝突的發

生，便可降低衝突  （2）鎖定問題：將討論重點置放於事件本身，不翻舊帳，把握「對

事不對人」的原則  （3）徹底執行：凝聚共識後，雙方就要徹底執行解決的方式  （4）

不以沉默對待：善用我訊息，降低對方防衛作用，減少對於彼此的指控和攻擊 

3 

下列何者為溝通原則中「探索各種解決問題之道」的正確作法？   

（1）避不答話是尊重對方意見的態度  （2）將討論的重點置於事件本身，並且把握

「對事不對人」的原則  （3）執意的表達自己的意見，拒絕傾聽對方的想法  （4）

雙方願意嘗試運用不同的方式來化解衝突，建立彼此的溝通模式並解決問題 

4 

依據高特曼（Gottman）的概念，配偶很難從平常的不同意見，以及抱怨回復到原來的

關係，是屬於哪一種婚姻型態？   

（1）規律型的婚姻  （2）非規律型的婚姻  （3）衝突型婚姻  （4）矛盾型婚姻 

5 

家庭系統能夠成功地處理生活事件的能力，以及家庭能夠適應與身陷重大逆境或危機

後的勝任歷程，稱之為？   

（1）家庭理性  （2）婚姻理性  （3）家庭韌性  （4）婚姻韌性 

6 
在華人社會中，下列何者是婚姻韌性的核心精神？   

（1）包容  （2）體諒  （3）忍耐  （4）順從 

7 

下列敘述何者為「重視婚姻，拒絕破壞」的作法？   

（1）經常提醒自己，並且讓配偶知道自己對婚姻的堅持及愛的信念，對於任何破壞婚

姻的因素，都要勇敢的拒絕  （2）耐心傾聽對方的想法，瞭解配偶的需要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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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系統能夠在深陷重大逆境和危機時，發揮因應與適應功能，成功克服困境的歷程  

（4）互相妥協，學會放大對方的優點，縮小對方的缺點 

8 

有關夫妻關係，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婚姻滿意度通常是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的變動呈現 U字型的趨勢  （2）處理婚姻

衝突中，徹底執行是指凝聚共識後，雙方就要徹底執行解決的方式  （3）家庭韌性意

味著家庭能成功地處理生活中現在與未來挑戰的一種能力  （4）斯爾沃曼（Silverman）

將喪偶之悲傷過程分為否認階段、憤怒階段、崩潰階段、畏縮階段與適應階段 

9 

有關高齡者戀愛，或結婚、再婚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1）傳統「從一而終」的婚姻觀，潛移默化的影響女性喪偶高齡者再婚的意願  （2）

子女的意見與態度通常是影響高齡者再婚的重要關鍵因素  （3）居住型態與居住安

排，亦會影響高齡者再婚的動機  （4）社會不應該有為高齡者再戀愛、結婚的服務或

諮詢機構，避免高齡者再婚破壞傳統社會價值觀 

問答題 

編號 題目 

1 
由家庭生命週期觀之，伴隨著退休與邁入老年生活，個體需要面對的議題與任務有哪

些？ 

2 請闡述「婚姻韌性」、「家庭韌性」兩者如何影響婚姻生活。 

3 請列出可能影響東方高齡者再婚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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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親子關係 

是非題 
編號 題目 

1 
受到孝道文化的影響，華人社會傾向以親代扶養子代，子代瞻養親代的方式表現親子

關係。 

2 受到孝道文化的影響，華人社會傾向以「反饋模式」的方式表現親子關係。 

3 華人社會傾向以「接力模式」的方式表現親子關係，是受到孝道文化的影響。 

4 
家族主義是指一個以親屬關係所建立的社會組織，組織中每位成員都負有個人特定的

角色義務與權利。 

5 「三綱五常」強調子女對父母的養育恩情，包括內心的感激以及外顯的行為表現。 

6 
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認為，家庭規則會隨著社會世代結構的轉變而轉變，如過往常見

的三代同堂大家庭轉變為現今的小家庭結構。 

選擇題 

編號 題目 

1 
下列哪一項觀點強調子女對於父母的養育恩情的感激？   

（1）孝親觀  （2）依賴感  （3）尊卑觀  （4）親子觀 

2 

有關於三綱五常對華人家庭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華人社會重視家庭，一切社會組織都從家庭出發  （2）強調的是尊卑觀和父母

絕對的權威  （3）尊卑觀強調的是子女對父母的養育之恩應包括內心感激，及外顯於

行為表現  （4）子女對父母應盡子職的孝親觀，應當尊敬順從父母長輩的尊卑觀 

3 
華人社會傳統的親子互動是建立在人倫關係上，強調何種倫常系統？   

（1）父嚴子孝  （2）父慈子孝  （3）骨肉至親  （4）頤養天年 

4 

社會關係是相互依存的，且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個人會尋求較大利益與較少成本，

而得到利益者通常也是利益提供者，是指下列何理論？   

（1）社會交換理論  （2）社會互動理論  （3）家族主義理論  （4）代間傳遞理論 

5 
家庭系統理論認為下列何者會決定人類行為，可以依此觀察代間關係？   

（1）三角關係  （2）代間傳遞  （3）次系統  （4）規則 

6 

有關家庭系統理論對於次系統的論述，下列何者為非？   

（1）每一個次系統都會在家庭中執行不同的功能  （2）每一個家庭成員只會包含在

一個次系統中  （3）重視次系統與次系統之間的關聯  （4）同一位家庭成員會在不

同的系統關係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7 

有關親子與代間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家庭」即指兩個或更多元素的相互影響，組成一個獨特的單位  （2）「尊卑觀」

是指子女對父母應盡子職  （3）社會交換理論可以解釋互惠的代間關係  （4）鮑文

（Bowen）所提出的「多世代傳遞過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是家

族主義概念的起源 

8 有關於世代傳遞中分化概念的意涵，下列何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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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體與家人之間的緊密程度  （2）個體自我的情感功能與理智功能的融合程度  

（3）自我的成熟度  （4）次系統與次系統之間的關聯 

9 
若以分化來看代間關係，當關係距離太過緊密，困擾越大，也就是代表分化程度為何？   

（1）越低  （2）越高  （3）越好  （4）平均 

10 
下列何者用以描述自出生到死亡依序發生的事件？   

（1）病理週期  （2）生命週期  （3）世代傳遞  （4）家庭系統 

11 

下列何者是竹竿家庭（pole family）的組成型態？   

（1）指家庭數代單傳，家庭人口的數量一直維持每代兩人，系譜只有樹幹，沒有樹枝  

（2）指由夫妻和未婚子女所組成，又稱為核心家庭  （3）指單親家庭中的父親與母

親再婚後所組成的家庭，再婚的對象可能是單親或單身未婚者  （4）指由夫妻與父母

及未婚子女組成，又稱為三代家庭 

12 

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使父母放心，能完成父母親所交辦的事，以及照顧自己不讓父母

擔心，是指下列何者之概念？   

（1）陪伴體恤  （2）反哺回饋  （3）經濟支持  （4）獨立自制 

13 

子女職責的意義應為下列何者？   

（1）指為人子女在家庭生活中應盡的職分及應負擔起的責任  （2）指子女與父母共

居，不就業，不結婚的態度  （3）指為人子女為了表現孝道，不應將父母親送至安養

機構中居住  （4）指子女應該尊重長輩擁有幫助孩子改過不當行為的處罰權利 

問答題 

編號 題目 

1 請說明家人關係會反映到哪些面向？經由「家族化歷程」形成華人社會特有的現象。 

2 請解釋何謂社會交換理論？ 

3 何謂「空巢期」？何謂「空巢期症候群」？ 

4 請說明混合型家庭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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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祖孫關係 

是非題 
編號 題目 

1 祖父母代替父母親的角色，成為孫子女的主要照顧者，稱之為隔代教養。 

2 

豆莢式家庭（beanpole family）又稱為竹竿家庭（pole family），指家庭數代單傳，家庭

的人口數量一直維持每代兩人，下一代的旁枝很少，再加上人口壽命的延長，造成世

代重疊時間變長。 

3 
家庭發展理論依循著家庭生命週期而歸納出家庭發展的三個階段，分別為焦慮期、擴

展期以及收縮期。 

4 
家族主義是一套態度系統，是指個人對家庭中的角色義務與權利所抱持的態度和想

法。 

5 
三綱五常的態度系統所包含的向度分別是：強烈的歸屬感、追求家族成就、重視家族

的永存不朽、家族的延續。 

選擇題 

編號 題目 

1 

角色的個人層面是指？   

（1）對角色的歷史界定  （2）對角色的期待與包裝  （3）對角色的詮釋與認知  （4）

對角色的文化定義與貢獻程度 

2 
家庭發展理論源自於社會學家對下列何者之研究？   

（1）代間關係 （2）動態系統學  （3）家庭生命週期  （4）家庭關係 

3 

有關家庭系統理論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1）強調觀察次系統間的互動關係  （2）強調成員間的互動關係是動態的  （3）認

為每個成員會在次系統中扮演合乎社會期待的角色行為  （4）強調次系統與次系統相

互影響，也不會產生新的社會角色 

4 

有關家庭與子孫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家庭結構朝世代數變少，每代人數稀少的方向發展，這樣的結構即為隔代教養家

庭  （2）家庭系統理論最早源自於社會學家對家庭生命週期的研究  （3）家庭系統

理論強調單元間，也就是次系統的互動與關係  （4）擴展期的家庭發展任務為調整與

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 

5 

有關家庭與子孫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隔代教養家庭是指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使得家庭結構朝「世代數多，每

代人數稀少」的方向發展  （2）家庭生命週期中之收縮期又稱「空窗期」  （3）「養

育期重疊」是指進入擴展期的父母，回過頭執行建立期的任務  （4）「兩代共教養」

是指祖父母知覺與幼兒母親一起參與養育孩子時，產生的支持或抵制行為 

6 
華人社會傳統家庭文化中，特別重視家族關係，形成了強烈的家族觀念，稱之為？  

（1）家族主義  （2）婚姻關係  （3）女性主義  （4）家庭型態 

7 照顧孫子為世代的延續，是家人間應該相互協助的事，也是身為祖父母責任之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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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較近似於兩代共教養中的哪一項？   

（1）家族血脈的延續  （2）族群的融合  （3）訊息與知識的分享  （4）代間教養

職責 

8 

有關兩代共教養所產生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祖父母在協助教養幼兒時，因世代背景的不同，易與子代產生教養不一致的問題  

（2）高齡者認為自己有能力幫助子女照顧孫子女時，較能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

及責任  （3）祖父母在照顧孫子女的過程中，常會是愉悅的，不可能對身心理健康造

成任何負面影響  （4）媳婦與婆婆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世代，彼此在角色期待與教養可

能較不一致，兩代之間的角色責任與情感拉扯，容易產生衝突與負面情緒 

問答題 

編號 題目 

1 依據社會學家之研究，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可區分出哪八個階段？ 

2 請列出家庭發展理論的三個階段及其意義。 

3 
父母或祖父母到了「空巢期」，最主要的家庭發展任務應該移轉到哪些項目？請列舉五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