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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年子女孝道觀念、代間情感、照顧規劃行為三者的關

係。採問卷調查法收集資料，以立意取樣方式，針對大台北地區（台北

市、台北縣、基隆市）40 歲以上，父母至少一方年滿 65 歲，且還健在者

進行研究。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336 份。主要發現如下： 一、中年子女年

齡越大、教育程度越低、手足數越多，父母年齡越大、健康狀況越差、



父親與受試者同住、母親為喪偶者，照顧規劃行為越多。 二、照顧規劃

行為可分為「自我調整」與「蒐集資訊」兩個構念，中年子女的照顧規

劃行為偏重於「自我調整」，如：思考或與親友討論居住安排、住家設

施、工作型態、雇用看護等；關於洽詢專業人士、蒐集相關資訊、參訪

老人照顧機構等「蒐集資訊」行為頻率則偏低。有 45.1%受試者想過父母

老年的照顧問題，但還沒有開始規劃。 三、孝道觀念與代間情感為正相

關，孝道觀念越強，代間情感越強，反之亦然。兩者對照顧規劃行為均

有解釋力，且代間情感預測力的顯著程度較明顯。 關鍵字：中年子女、

孝道觀念、代間情感、照顧規劃行為  

摘要

(英) 

This study aims at examining the relations among filial piety,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and care planning behavior of middle-aged children. Questionnaire 

method is adopt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The effective samples acquired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which are composed of 336 middle-aged children in Taipei 

area (Taipei City, Taipei County, and Keelung City). All participants are over the 

age of 40 and at least have one parent of 65 years old and still alive. Major findings 

are presented as below: First, the middle-aged children with older age,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more siblings, older parents, parents with poorer health status, living 

with father, mother widowed, more care planning behavior are required. Second, 

care planning behavior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wo constructs of “self-

adjustment”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he care planning behavior of 

middle-aged children put more emphasis on “self-adjustment,” such as thinking 

or discussing with friends about family living arrangements, residential facilities, 

work type, care employment, and so forth. Adult children put less emphasis on 

"information gathering" behavior such as consulting professionals to ga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or visiting the elderly care sector.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45.1% of 

the subjects have thought of the care issue of elderly parents but have no plans in 

place. Third, filial pie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stronger the filial piety the middle-aged children possess, the more intense the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is, and vice versa. Both filial pie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have an explanatory power on care planning behavior, 

an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is highly significant. 

Keywords: middle-aged children, filial piety,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care 

plann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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