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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思潮下華人家庭發展與教育」

Chinese Famil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Trend

實施計畫

壹、縁起與宗旨：

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縮小了各國的距離，使世界各國融合為一個難以分割的整體。

「全球化」已顯示出強大的影響力，並對世界各國經濟、環境、軍事、社會與文化等層

面，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全球化影響所及可以大到國家的組織結構，也可以小到個人日

常與內心的生活，從而牽動社會與家庭結構的變化。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與家人互動模

式，與西方社會家庭存在著很大的文化差異性，傳統華人社會中對「家」的重視與對家

人的連結和互動關係更甚於西方社會。然而，面對「全球化」的思潮，卻也間接造成華

人社會中對「家」的意義改變，甚至對家庭倫理帶來一連串的挑戰與衝擊。 

    首先，全球化的影響造成了華人社會基本家庭結構的解構，小家庭、雙薪家庭、隔

代教養家庭、分偶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等非典型家庭日益增加，夫妻及父母、

子女相聚的時間不多，互動有限，家人關係日益疏離，導致夫妻、父母倫及父子倫的疏

離或異化。其次，晚婚遲育、少子化也已經是全球趨勢，獨生子女不存在兄弟姊妹的手

足關係，儒家傳統的五倫關係，立即少了一倫－兄弟倫。再者，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

亦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未來社會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和人口的老化，將使子女擔起未來

社會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家庭支持與照顧亟需支援。另一方面，傳統儒

家精神所重視推崇的孝道價值觀，恐也將面臨很大的考驗。更有甚者，受到全球化思潮

的影響，新的世代賦予「家」更多元的意義。換言之，不是只有一男一女（異性戀）及

他們的婚生子女所組成的才是「家」，其他像是只婚不育的頂客族、（男/女）同志，甚

至也有宣稱單身一人、不婚而同居，甚或不婚而生子者所構築的也是一種「家」或「家

庭」。總而言之，受到西方開放社會思潮以及個人主義的影響，華人社會中對「家」的

意義逐漸改變，甚至對家庭倫理也帶來了莫大的挑戰。 

    除此之外，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年代，也是人口流動頻繁的年代，更是跨國婚姻急

遽增加的年代，全球化下的社會在種族上更具多樣性，也呈現出多重性的文化面向，這

似乎已不可逆的發展趨勢。在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帶動下，愈來愈多的女性因為不同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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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進入國際移動的行列，例如：尋求工作機會，或是基於跨國聯姻。臺灣自1980年代開

始有大量新移民移入，跨國婚姻人數不斷成長，產生了許多跨國婚姻的新住民家庭。因

此，全球化思潮也帶來了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展，及尊重少數族群特殊性的倡導。 

    再者，華人傳統社會中女性往往只得被侷限在家庭中，扮演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而全球化對女性而言最積極的意義就是讓她們更有機會進入勞動市場。在全球化的世界

中，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後現代的社會秩序，因此需要對傳統刻板化的女性性別角色意涵

再加以檢視。因此，性別平等教育是因應全球化所進行的一次變革。在全球化思潮下，

有關家庭的發展與教育方面，我們期望能關注到更廣泛的性別平等和社會正義議題。 

不可否認的，隨著全球化的思潮與家庭的變遷，致使社會問題與家庭問題數量日益

增多，高風險家庭和脆弱家庭之型態愈來愈多，且家庭問題亦有複雜化之傾向，構成家

庭的支持系統與因應能力日趨脆弱。目前，家庭所面臨最具威脅性的議題，包含失業貧

窮、婚姻失和、親職功能薄弱、家庭壓力與衝突、家庭暴力……等問題更是層出不窮。

傳統家庭中的性功能、情感、保護與照顧、經濟、教育、宗教、休閒娛樂的功能逐漸失

去，健康、幸福的家庭似乎離我們愈來愈遠。

總之，在全球化思潮下，台灣已進入高齡化、少子女化，以往三代同堂的家庭，大

家可以彼此照應，但家族同住的三代同堂已經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家庭型態是父母與

孩子，甚至是只有兩夫妻所組成，家庭的結構型態、規模與功能正逐漸萎縮與弱化，家

庭支持與照顧的能力變得薄弱，同時也影響家庭功能的發揮。隨著大家庭的模式慢慢瓦

解後，家庭系統勢必會產生改變，有些問題也逐漸浮出檯面。此外，隔代教養、單親、

晚婚及新住民等家庭類型增加，家庭結構變得多元化，也引發各種不同的需求，包括婚

姻、家庭、親子等問題都需要被關注。 

    面對全球化思潮，我們既無從反對，也無法迴避，唯一的辦法是如何去理解它並適

應它。全球化急遽發展之下，促使世界各國共同面臨各種全球議題的挑戰，諸如經濟、

氣候環境、文化教育發展等各方面均遭受極大的衝擊。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傳

統的倫理價值面臨挑戰，必須做出回應，而新的生活方式正逐漸形成，也朝向形構新的

生活秩序，為適應新的生活秩序，新的價值系統包括倫理的價值體系亟待建立。如前所

言，面對眾多的全球化議題以及層出不窮的社會家庭事件，對傳統華人社會「家」與「家」

倫理的解構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政府與民間組織、企業、學校理應以需理解家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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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影響，以及家庭多元化發展的社會現象，更應積極反思可能有的因應與成全之道。

此外，家庭教育與輔導諮商工作者應如何於教育與實務等層面發揮專業知能，成為此刻

之重要議題。因應全球化下多元變動的社會與家庭實務需求，我們期待家庭教育與輔導

諮商等專業的助人工作者具備什麼樣的核心能力？如何兼顧教育與實務之發展？因此

特舉辦「全球化思潮下華人家庭發展與教育」研討會，鼓勵學術教育界與實務界踴躍發

表、參與交流，以促進家庭教育與輔導諮商教育之專業發展。 

    歷年來，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深耕在家庭、社區與學校的輔導諮

商議題與教育工作上，不但培育在地的諮商輔導與家庭教育的專業工作人員，更透過辦

理兩岸學術研討會，讓台灣本土的研究與經驗和其他地區的專業人士交流，達到互相學

習和砥礪之效。在過去累積的良好基礎上，在今年本系預定於今（2021）年 5月 15日，

配合聯合國之國際家庭日，舉辦兩岸學術研討會，將研討會的主題定為「全球化思潮下

華人家庭發展與教育」，藉由此研討會的舉辦，期望藉由跨領域、跨地域研究者的參與，

對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全球化議題進行對話、交流。期望能從多元視角探討在全球化思

潮的影響之下，現今家庭的發展和教育的因應方式，為變遷中的社會與家庭提供因應的

指引。 

貳、研討會目的：

一、邀請專精於家庭及社區諮商研究的知名學者舉行專題演講，以達到學術交流

與合作之目的，為本土家庭與社區諮商專業領域注入多元觀點。 

二、藉由家庭與社區諮商的學者及實務人員者之參與，期能主題論壇、研究發

表、實務分享及討論等方式相互激盪，精進專業知能，並透過實務的反饋開

拓研究範疇，落實研究與實務之相輔相成。 

三、透過由家庭延伸到社區的生態觀點，以更具整合性、系統性的角度理解當前

社會的關係議題，經由個別研究或實務專業的分享，提升理論與實務工作中

反應時代變遷的敏感度。 

四、借助關心家庭教育議題之學者專家，探討家校合作以創未來社會棟樑之培育

新猷。 

五、集結學術研討會之結果，作為提供未來於家庭政策與社區諮商領域政策及實

務工作推行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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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藉由跨領域研究者的參與及研討，對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全球化議題進行對

話、交流，期望能從多元視角探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現今家庭的發展和教

育的因應方式，為變遷中的社會與家庭提供因應的指引。 

參、研討會主題: 

本研討會將就「家庭教育規劃與推廣」、「家庭與社區預防與諮商」與「學校

輔導與諮商」三層面探討以下家庭發展的各個主題： 

一、全球化與親職教育 

二、全球化與子職教育(孝道) 

三、全球化與性別平權教育 

四、全球化與婚姻教育 

五、全球化與家庭倫理教育 

六、全球化與家庭資源管理教育 

七、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教育 

八、全球化與情感教育 

九、全球化與人口教育 

十、家校合作理論與實踐 

十一、教師學校家庭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十二、學校家長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肆、指導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 

伍、主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地址: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電話：05-2263411 轉 2602、2603 

傳真:05-226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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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合辦單位： 

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柒、協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捌、舉辦時間：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玖、舉辦形式： 

線上研討 

拾、研討會進行方式： 

研討會進行方式擬包含專題演講、主題論壇、論文發表及海報發表等。 

一、專題演講及主題論壇：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就本次研討會焦點進行專題演講及

主題論壇，分享家庭教育的研究與實務經驗，共計二場次。 

二、口頭論文發表：採公開徵稿方式，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針對本次主題發表學術

論述及研究論文。所有的稿件均由兩位以上學者匿名審查，審查結果交由大會

論文審查小組確定後，再行邀請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共計四篇口頭發表。 

三、海報發表：投稿論文經由大會論文審查小組推薦壁報發表者，將採海報論文形

式發表，並與研討會參與者進行學術交流。海報論文發表形式歡迎已有研究初

步成果之計畫與會分享，共計十一篇壁報發表。 

拾壹、研討會參加人員： 

一、 參加對象以自由報名為主，包括國內所有關心家庭教育、家庭與社區諮商的

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學校諮商輔導人員、及心理與諮商相關系所學生

等。預定參加人數為 250 名。 

二、 專題演講及主題論壇 1 人，主持人 2 人，論文評論人 4 人，論文發表人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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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跨領域專業助人歷程的挑戰與突破 

學生總召歡迎辭 

各位師長、來賓、學長姐與同學們，歡迎你們參與此本次「2021學術論文發表研討

會」，不論各位是以什麼樣的期待或角色來到這裡，都很感謝你們願意在百忙之中撥冗

參加，本人代表籌備團隊誠摯的歡迎大家，期許今天大家能夠有許多交流和收獲。 

這次研討會因為疫情有許多變動，從舉辦形式的更改一波三折，看似只是由實體轉

變為線上，但背後的許多思考模式及決策的考量都不是以往經驗可以套用的。但也因為

如此，我和籌備團隊深深的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師長們二話不說地答應；學長

姐義不容辭的準備分享內容；投稿者充滿耐心的等待著，真的非常感謝您們，讓這些不

容易有機會被理解、被包容和不指責。 

這次研究生學會所舉辦的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希望可以讓與會的大家收穫

滿滿，期盼透過早上的倫理講座，讓論文撰寫更符合學術倫理。下午的講座有別於以往，

今年邀請畢業的學長姐直接就不同研究方法分享論文撰寫經驗談，相信不只是研一的學

弟妹，也可以協助到正在撰寫及苦惱的學長姐及研二同學。此外，透過早上、下午各一

場的口頭論文發表及中午的海報發表，期待能讓大家有不同視野的開展，辛苦各位投稿

人的積極準備，相信與會的各位都能夠有滿滿的收穫，若能透過這次的研討會，激盪出

日後論文的內容，那真的是一舉數得！ 

籌備過程中，真的很感謝所學會的大家，因為許多變動未能及時轉達，你們也願意

耐心的等待。非常感謝研二的各個班級，特別感謝副會長及班代，協助分擔了很多業務

內容，即便到今天，仍有許多夥伴在線上顧前顧後，擔心著設備及訊號是否正常，真心

感謝每一位對這次研討會的支持和熱情參與。最後，最要感謝學術股的兩位夥伴，溝通

起來十分順暢，也能夠給我不只是事物上的支持，希望這場有達到你們心中想要的樣子。 

最後，籌辦過程中最要感謝師長，給予我們建議與支持，讓本次的研究生學術論文

發表研討會能夠順利與圓滿，謝謝你們！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鄭子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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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全球化思潮下華人家庭發展與教育 

2021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跨領域專業助人歷程的挑戰與突破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研討時間：2021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研討地點：線上會議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20 

開幕式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陳明聰院長 
財團法人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陳世文董事長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高賓系主任 

09:20 
｜ 

10:50 

專題演講 1 專題演講 2 
天理與「互信模式」：人際關係的基礎 研究倫理的情境思考 

主講人 
黃光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王雅玄（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曾迎新（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任副教授） 張高賓（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論文發表 A 組 論文發表 B 組 論文發表 C 組 
家庭生涯與家庭經濟安全關

係之研究-2009 年至 2018 年

數據分析 

高齡時代下在家照顧者與情

緒協助需求 
國小高年級學生氣質與情緒

智力之相關研究-以屏東縣某

國小為例 
發表人 

林淑貞、林淑玲 
（臺中市北屯國小輔導主任、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黃敏菁、賀湘邦、王以仁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系博士班、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名譽教授） 

曾尚卿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11:00 
｜ 

12:00 

主持評論人 
林明傑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陳慧女 

（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沈玉培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楊堯翔 

(虎尾科技大學學輔中心諮商心理師) 
劉云謙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12:00 
｜ 

12:4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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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2:40 
｜

13:20 

海報論文發表暨綜合討論

A、社會與家庭 B、親子關係 C、困境適應與成長 

13:20 
｜

13:30 
休息

13:30
｜

15:30 

主題一 主題三

華人親子衝突的建設性轉化歷程與教育建議 論文寫作經驗談

主講人

葉光輝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張語晴（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張容碩（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許君芬（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許俊翔（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主持人

吳瓊洳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高淑清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15:30
｜

15:40 
休息

15:40
｜

16:40 

論文發表 A 組 論文發表 B 組 論文發表 C 組 
付出，所以快樂！？－父職參與

與父親心理健康之初探研究

婚姻滿意度之統合分析與理

論驗證之研究

從婚姻暴力相對人視角探討

保護令的影響

發表人

魏秀珍、黃庭偉
（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生） 

張燕滿、林淑玲
（嘉義縣圓崇國小教師、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吳慧敏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主持評論人 

王以仁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名譽教授）

李茂能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名譽教授）

朱惠英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王怡叡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謝其達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16:40
｜

16:50 
休息 

16:50
｜

17:00 

閉幕典禮暨優秀論文獎勵頒獎 

主持人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高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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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發言規則與提醒 

一、因應線上舉辦，本大會手冊僅列入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之摘要，並於

會議前 E-mail 予參與者。研習證書於會議結束時依據每場次簽到、退

等相關資料，於會議後 E-mail 予參與者電子版證明。 

二、大會採線上簽到、退，以及參與情形（將由工作人員進行截圖存查）進

行。簽到時間分別為每場次進行前 5 分鐘開始，進行後 10 分鐘不再受

理線上簽到，亦不再開放進入會議室；簽退時間為每場次結束後 5 分

鐘內，請與會人員配合依時進行線上簽到、退，大會將依”全程參與者”

核發電子研習證書。

三、線上會議設備與網路說明：

(1)裝置：建議採用具有視訊鏡頭的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版電腦。

(2)網路：請優先採用有線網路連線。若採用無線網路，請盡可能確保網

路訊號為滿格狀態。

(3)軟體：建議於首次連線時，依據網頁指示安裝 Webex 應用程式，並

以 Webex 應用程式連線。相較於以瀏覽器進入網頁版 Webex，Webex

應用程式將能獲得較好的連線品質與效果。

(4)進入方式：請務必於每場次會議開始前 5 分鐘進入會議室，輸入會

議連結，並於您的姓名處輸入【單位/姓名】（如：嘉大輔諮/張小賓）

及輸入信箱，進入後，請關閉靜音後，再至聊天室連結“簽到＂網址，

進行簽到。會議結束前，請先至聊天室連結“簽退＂網址簽退後並離

開該會議室。

(5)因每場次會議室可容納人數有限，若遇人數已滿無法進入，請改參加

其他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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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規則與提醒 

四、每場次議事規則及發言注意事項：

(一)開幕式暨專題演講

 議事規則

(1) 主持人開場—主持各場次建議 5 分鐘為原則。

(2) 主講人—75 分鐘為原則。

(3) 討論時間—5 分鐘為原則。

(4) 主持人結尾—5 分鐘為原則。

 發言規則

(1) 會議過程中，與會者無法開啟麥克風發言。

(2) 討論時間請透過聊天視窗提問，請於右下方的聊天視窗中，輸

入文字訊息（單位+姓名）提問：提問問題（如：嘉大輔諮張小

賓：請問…），將由主持人或工作人員代為提問。

(3) 由主持人依序提問，請主講人回覆。

(4) 發言請力求簡單扼要。

(二) A、B 組論文發表

 議事規則

(1) 主持人—主持各場次建議 10 分鐘為原則。

(2) 發表人—每篇論文報告時間以 25 分鐘為原則。

(3) 評論人—評論時間以 15 分鐘為原則。

(4) 論文開放討論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

 論文發表響鈴規則

(1) 發表人：第一次響鈴提醒為倒數 5 分鐘、第二次響鈴提醒為倒

數 3 分鐘、第三次響鈴提醒則為時間到。

(2) 評論人評論與來賓發言皆以一長聲表示時間已到。

 發言規則

(1) 論文發表時，與會者無法開啟麥克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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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2) 討論時間請透過聊天視窗提問，請於右下方的聊天視窗中，輸

入文字訊息（單位+姓名）提問：提問問題（如：嘉大輔諮張小

賓：請問…），將由主持人或工作人員代為提問。 

(3) 由主持人依序提問，請發表人回覆。 

(4) 發言請力求簡單扼要。 

(三) C 組論文發表 

 議事規則 

(1)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各場次以 6 分鐘為原則。 

(2) 發表人—每篇論文報告時間以 20 分鐘為原則。 

(3) 評論人—每人每篇論文評論時間以 8 分鐘為原則。 

(4) 評論指導老師—每篇論文評論時間以 8 分鐘為原則。 

(5) 每篇論文之開放討論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 

 論文發表響鈴規則 

(1) 發表人：論文發表剩 3 分鐘時，一短聲，時間到將按鈴一長

聲。 

(2) 評論人評論與來賓發言皆以一長聲表示時間已到。 

 發言規則 

(1) 論文發表時，與會者無法開啟麥克風發言。 

(2) 討論時間請透過聊天視窗提問，請於右下方的聊天視窗中，輸

入文字訊息（單位+姓名）提問：提問問題（如：嘉大輔諮張小

賓：請問…），將由主持人或工作人員代為提問。 

(3) 由主持人依序提問，請發表人回覆。 

(4) 發言請力求簡單扼要。 

(四)海報論文發表 

 議事規則 

(1) 發表人論文報告影片時間各為 5 分鐘。 

(2) 討論時間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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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規則與提醒 

 

 發言規則 

(1) 論文發表時，與會者無法開啟麥克風發言。 

(2) 討論時間請透過聊天視窗提問，請於右下方的聊天視窗中，輸

入文字訊息（單位+姓名）提問：提問問題（如：嘉大輔諮張小

賓：請問…），將由大會司儀或工作人員代為提問。 

(3) 發言請力求簡單扼要。 

(五)主題論壇 

 議事規則 

(1) 主持人開場—主持各場次建議 5 分鐘為原則。 

(2) 主講人—100 分鐘為原則。 

(3) 討論時間—10 分鐘為原則。 

(4) 主持人結尾—5 分鐘為原則。 

 發言規則 

(1) 會議過程中，與會者無法開啟麥克風發言。 

(2) 討論時間請透過聊天視窗提問，請於右下方的聊天視窗中，輸

入文字訊息（單位+姓名）提問：提問問題（如：嘉大輔諮張小

賓：請問…），將由主持人或工作人員代為提問。 

(3) 由主持人依序提問，請主講人回覆。 

(4) 發言請力求簡單扼要。 

 

-12-



2021 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口頭論文發表一覽表】 

口頭編號 論文題目 作者 

A1 家庭生涯與家庭經濟安全關係之研究-2009 年至 2018
年數據分析 

林淑貞、林淑玲 

B1 高齡時代下在家照顧者與情緒協助需求 黃敏菁、賀湘邦、

王以仁 

C1 國小高年級學生氣質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以屏東

縣某國小為例 
曾尚卿 

A2 付出，所以快樂！？－父職參與與父親心理健康之初

探研究 
魏秀珍、黃庭偉 

B2 婚姻滿意度之統合分析與理論驗證之研究 張燕滿、林淑玲 

C2 從婚姻暴力相對人視角探討保護令的影響 吳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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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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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A1 

家庭生涯與家庭經濟安全關係之研究-2009 年至 2018 年數據分析 

A study on family careers and family economic security-2009~2018 

林淑貞 1、林淑玲 2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庭生涯與家庭經濟安全之相關情形，使用行政院主

計處 2009 年至 2018 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參考內政部

公告的最低生活費，採臺灣地區的平均值為家庭經濟安全的衡量標準。選

取經濟戶長年齡為 35 到 64 歲，且育有子女一人以上的家戶為研究分析對

象，結果顯示：(一)家庭生涯各階段的家庭收入及每人每月均等所得以中

年家庭階段最高，子女青少年期最低。(二)家庭經濟安全會因世代的不同

而有差異，以 35-44 歲世代經濟不安全率最高。(三)家庭經濟安全會因家

庭生涯階段的不同而有差異，以子女青少年期、子女學齡期有較高的經濟

不安全比率(四)家庭經濟安全在各世代不同家庭生涯階段有差異，以 

55-64 歲世代在子女學齡前期及 35-44 歲世代在中年家庭階段經濟不安全

率最高(五)不同人口變項在家庭生涯各階段的家庭經濟安全有差異，而性

別在子女學齡前期沒有差異。（六）世代、家庭生涯與家庭經濟安全三者

之間有關聯。 

 

關鍵字：家庭生涯、經濟安全、家庭生命週

 
1 林淑貞，臺中市北屯國小輔導主任 
E-mail：linsc@webmail.ptes.tc.edu.tw 
2 林淑玲，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本文通訊作者） 
E-mail：shuling@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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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 

口頭發表 B1 

高齡時代下在家照顧者與情緒協助需求 

The Needs of Family Caregivers’ Emotional Assistance in Age of Aging 

黃敏菁 1、賀湘邦 2、王以仁 3 

摘  要 

在高齡化的社會趨勢下，每個家庭與個人都必定會面臨老年照護的議

題。而在家照顧者不同於機構式照護，通常由具有親屬關係者承擔照顧責

任。依據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定義家庭照顧者為：「不論年齡大小，只要是

提供照顧給因年老、疾病、身心障礙或意外等而失去自理能力的家人，就

是『家庭照顧者』」。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方法，訪談參與研究之家庭照顧

者；以敘事的方法傾聽其照顧歷程與心聲，再由訪者與受訪者共同整理、

分析及建構具有價值的生命故事。研究結果：家庭照顧者除了面對實質上

的經濟與照護壓力外，精神上的壓力也時時刻刻的壟罩在他們心頭。建議：

對於照顧者支持與協助方案的落實與推動；支持服務資源分配於需要的家

庭。評估與調查家庭照顧者之需求與負荷，並以此合理規劃支持服務的資

源分配。 

關鍵字：家庭照顧者、高齡社會、情緒協助

 
1 黃敏菁，嘉義大學輔導諮商學系 
2 賀湘邦，嘉義大學教育系博士班(本文通訊作者) 
E-mail：boom5438@gmail.com 
3 王以仁，嘉義大學輔導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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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C1 

國小高年級學生氣質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以屏東縣某國小為例 

The Correlation Study on the Tempera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 the Students of 5th and 6th Grades: Take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Pingtung County as an example 

曾尚卿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氣質與情緒智力之關連。以兒童氣質

量表與情緒智力量表作為研究工具，獲得有效問卷 94 份，以敍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以及逐步多元迴歸進行分析，

考驗研究假設，並歸納出以下結果，以茲提供父母、學校及未來研究者之

參考。 

一、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氣質及情緒智力整體表現為正向且中上程度，其中

情緒智力之認識自己情緒的能力表現最佳。 

二、國小高年級男生在氣質整體及堅持度皆較女生呈現趨性(對新事物表

現出接受的態度)表現；活動量大於女生；情緒本質較女生呈現正向。 

三、不同年級、家中子女數之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氣質整體及各向度皆未達

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年級、家中子女數及家中排行之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智

-17-



口頭論文發表 

力整體及各向度皆未達顯著差異。 

五、國小高年級家中排行老大的學生在氣質整體表現上，較中間排行之學

生呈現趨性表現。 

六、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氣質整體及適應度、情緒本質與情緒智力及各向度

間皆呈顯著正相關，其中與自我激勵之正相關最高。 

七、國小高年級學生堅持度與認識自己情緒之正相關最高。 

八、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氣質是影響情緒智力的因素，具有顯著正向預測力，

其中以氣質之情緒本質對情緒智力的影響最大。 

 

關鍵字：氣質、情緒智力、國小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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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A2 

付出，所以快樂! ?－父職參與與父親心理健康之初探研究 

魏秀珍 1、黃庭偉 2 

摘  要 

    男性受限於性別角色，鮮少透露自己的內在感受，其聲音缺席於家庭

研究當中。對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的中年男性而言，其面臨生理、心理、

社會等層面的壓力，加劇其生活適應的挑戰困難。本研究以中年父親之心

理健康為出發點，聚焦於重要家人關係議題，尤其是其父職參與對心理健

康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資料庫

第一波之國一生及其父親為研究樣本（N=464），以「親職監管」為自變

項，代表對於國中子女的父職參與；以「自尊」為依變項，視為心理健康

的表徵；最後檢視父親家人關係-「子女滿意度」、「婚姻滿意度」對於前

述關係中的中介情形。 

研究發現，父親的親職監管對於父親的自尊有顯著預測效果，並進一

步考驗中介效果，子女滿意度與婚姻滿意度於親職監管、父親自尊具有完

全中介效果，影響路徑為親職監管影響子女滿意度、婚姻滿意度，再對父

親自尊有正向預測；意謂父親對子女的親職監管確實會影響父親的自尊感，

 
1 魏秀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2 黃庭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生（本文通訊作者） 
Email：u810304@gmail.com 

-19-



口頭論文發表 

而且也會因為感受到良好的親子關係、婚姻關係時，增進父親的自尊感。 

此現象呼應Palkoitz與Hull（2018）、Eggebeen、Dew與Knoester（2010）

的觀點，即男性參與親職對其婚姻、對子女、對男性自身皆有正向益處。

本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後續研究與促進男性參與父職的建議。 

 

關鍵字：父職、親職監管、父職資源理論、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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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B2 

婚姻滿意度之統合分析與理論驗證之研究 

張燕滿 1、林淑玲 2 

摘  要 

本研究目的有三：1.收集並統合國內既有「婚姻滿意度」相關研究，探

索婚姻變項效果值大小。2.收集並統合國內既有「婚姻滿意度」相關研究，

探索婚姻變項與婚姻滿意度相關的調節變項。3.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婚姻滿

意度理論模式的適配度。 

本研究結合國內有關婚姻滿意度議題之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共計

100篇。經統合分析得到與婚姻變項之效果值，再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1.「社會與個人資源」與「對生活型態的滿意」與婚姻滿意

度均為小相關；「與配偶互動獲得增強」與婚姻滿意度為大相關。2.「性別」

為夫妻互動與婚姻滿意度相關之有效調節變項；「測量工具」為教育程度同

質性/配偶支持與婚姻滿意度相關之有效調節變項。3.本研究婚姻滿意度模

式未能達到模式適配。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供後續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參考。 

關鍵字：婚姻滿意度、統合分析

 
1張燕滿，嘉義縣圓崇國小教師（本文通訊作者） 
2林淑玲，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E-mail：chang2776@gmail.com 

-21-



口頭論文發表 

口頭發表Ｃ2 

從婚姻暴力相對人視角探討保護令的影響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rotection 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s of Marital Violence 

吳慧敏 1 

摘  要 

「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關係或家庭系統失衡的現象，因具

多元化及複雜性，對與錯往往難以判定，非外人能夠理解或易於衡量，尤

其在親密關係的衝突中更顯得複雜。若將責任全然歸因於施暴者且被認為

不需要被協助，似乎有欠公平。然暴力事件發生後，政府為了預防家庭暴

力發生，主要服務皆以維護被害人人身安全為重，對相對人而言，從審訊、

開庭至約制告誡等階段均被貼上負面標籤，很少有人提供協助或聆聽他們

的故事，無形累積了許多負向的經驗。當收到法院寄送的保護令後，若對

於的保護令限制無法認同，憤怒的情緒可能再被點燃，認為自己是受法律

壓制的一方，因而對於保護令產生不滿與怨懟，並將情緒咎責於被害人身

上，恐將落入負向暴力循環中。 

有關家庭暴力相關研究，多以被害人為主，以相對人為研究對象相對

少數。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半結構方式進行深入訪談，透過與相對人的訪

 
1 吳慧敏，嘉義大學輔導諮商所家庭教育組二年級(本文通訊作者) 
E-mail: cych1238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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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內容及參酌國內家暴主題的文獻進行分析與整理，以保護令的約制作用、

對保護令核發過程的經驗與感受、對自身暴力行為認知及保護令的看法和

對家庭關係造成的影響四個面向歸納出研究結果，期盼本研究結果能提供

家暴業務的實務工作者瞭解相對人需求並做為服務的參考，進而增進家庭

暴力防治之成效。 

關鍵字：保護令、家庭暴力相對人、婚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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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編號 論文題目 作者 

a-1 淺談台灣不婚男性 曾妏瑾、李若樺 

a-2 台灣原住民家庭教育困境探討 黃詩雯、李佳縈 

a-3 適齡未婚單身傾向量表之編製研究 吳柔緻 

a-4 家庭財務管理完全攻略之 9W 多元思維模式運

用 
陳金蟬 

a-5 三代同堂家庭中新手祖母育孫經驗之研究 林孟慧、陳金蟬、姚宣合 

a-6 大陸地區身心障礙者家長支持團體之建構行

動研究 
羅  怡、胡心慈 

b-1 雙生涯家庭夫妻的家庭角色分工與調適研究 孫若馨、林舜慈、王惠珠 

b-2 華人文化脈絡下親子三角關係之敘事研究—

以一名成年女性為例 
廖梓鈴、吳怡珍 

b-3 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和親職喜悅的關聯研究 陳若琳、卓淑玲、詹婷雯 

b-4 酒精成癮者子女的成長經驗之自我敘說 鄭湘柔、張毓玲 

b-5 國小輔導教師系統合作之倫理困境及因應對

策 
陳俞翎、曾毓貞 
鄭湘柔、吳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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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羿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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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編號 論文題目 作者 

c-1 安置機構離院大學生生活適應之探究 周筱媗、沈玉培 

c-2 國小情緒營隊之成效初探—以教習劇場為導

向 
王進財、陳虹宇、周才忠 

c-3 全國中小學生游泳課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

之研究探討 
王仕美 

c-4 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工作經驗的心路歷程 李靜宜、楊依純、 
詹念潔、藍星玲、吳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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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a-1 

淺談台灣不婚男性 

A brief discussion on unmarried males in Taiwan 

曾妏瑾、李若樺 

摘  要 

    近年來，不婚率逐年攀升，研究者搜尋文獻時發現，過往攸關不婚主

題的對象幾乎都是探討不婚女性，鮮少有針對不婚男性做深入的探討，由

此可見，提及不婚議題時，不婚的女性相較於不婚男性時常是被談論的對

象，也因如此，研究者決定著手探究不婚男性並盼從中了解不婚男性選擇

不婚的原因、不婚的優缺點、不婚對其的生活影響以及未來規劃。本研究

以深度訪談的形式訪談了三位不婚男性，而此三名男性為年齡介於 34 至

48 歲之未曾有過婚姻關係之異性戀男性，且現階段並無結婚意願。 

    整理訪談資料後的結果發現，促使男性不婚可能的因素有「沒有合適

對象」、「熱愛目前自由的生活形式」、「不願生養小孩」和「受父母的婚姻

狀況或態度影響」。此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中，近代「結婚的意義及功能

示微」且「不婚者不願受傳統框架之束縛」而決定不婚一致。另外，決定

不婚的優點為「自由無牽絆、不必顧慮另一伴的感受、可以體驗各種生活

以及維繫朋友關係」，不婚的缺點則是「寂寞、可能孤老無依」。而受訪者

們在回答關於「未來規劃」類的問題時，沒有固定伴侶的受訪者們不約而

同地回答了「要多賺一點錢」，也提到了可能會去住「養老院」。總結來說，

現代不婚男性已不受傳統觀念束縛，並有自己滿意的生活方式。 

關鍵字：台灣男性、不婚男性、不婚 

曾妏瑾，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家庭教育組 

李若樺，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家庭教育組 

Email：e124558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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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現今社會中，存在著許多不婚者，而究竟他們決定不婚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令研

究者十分好奇。研究者參考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2020），針對五項與婚姻相

關的議題，分別為不婚、同居、分居、晚婚及離婚做了論文名稱和關鍵字的搜尋，搜

尋結果發現台灣地區目前博碩士生傾向做有關離婚的研究佔大多數人，其次是有關同

居的議題，而不婚及晚婚這兩項的相關議題則是於千禧年後才較常在學位論文中被提

出探討。 

    在婚姻議題中，不婚與晚婚的議題相較其他議題較少被探討。而在 20 世紀後，年

輕人相較老一輩的長者出現了較多「不婚主義」的想法。陳永儀在受訪中提及雖然目

前選擇結婚在台灣仍是主流，但晚婚及不婚的比例確實有升高的趨勢，相較於老一輩

幾乎很少質疑結婚的必須性，現在則較常出現不同的聲音，年輕人雖然普遍嚮往戀愛

關係，卻不一定非要結婚，他們不再視結婚為談戀愛的唯一結局（陳羿緻，2020）。許

多年輕世代並非將婚姻視為人生必達成的清單，反而將其視為一個備感壓力的議題，

因而不敢步入婚姻，甚至擔憂婚姻將會帶走許多原有的自我與自由，同時，這也意味

著在許多年輕人眼中，婚姻儼然是個可以自由決定的選擇題，不再是必選的課題。然

而，除了主動選擇不婚外，在這其中，也有許多人是被動的不婚狀態，意即並非出於

個人意願而選擇不婚。 

    綜合上述，研究者想了解在台灣選擇不婚的人可能會面臨哪些困境，不婚又會為

個人帶來什麼好處或壞處，因此想藉由訪談的形式了解在現階段選擇不婚的人會有哪

些心路歷程，其中，隨著近年女性主義崛起，對於晚婚女性或不婚女性已有多數著作

或研究，但對於男性的婚姻態度研究仍停留在早期，近代探討男性不婚或晚婚的研究

相較探討女性的研究偏少，因此這份研究將以男性為主體，探討男性對不婚的想法。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促使男性不婚可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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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男性不婚的優缺點。 

三、了解男性不婚對其生活的影響。 

四、了解不婚男性的單身生活狀態與未來規劃。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為何男性會選擇不婚，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二、男性選擇不婚的優點和缺點分別有哪些？ 

三、男性選擇不婚會對其生活造成哪些影響？ 

四、選擇不婚的男性目前的生活狀態為何，未來又將有何規劃？ 

肆、研究方法 

    相較於以往傳統思想的社會裡，我們處在更開放、自由的時代中，每個人都有更

自主的意識以及不同的生長背景、工作環境…等。質性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

採用半結構式或非結構式的訪談方法，讓受訪者有極大的彈性空間說出他們對生活經

驗的主觀感受（高淑清，2008）。因此，研究者將以深度訪談的形式探究三位現階段決

定終生不婚男性的真實生活，並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來收集受訪者的感受及想法。

此外，訪談過程中將取得訪談對象的同意後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內容，並將現場佈置

營造出讓人放鬆、無壓迫感的環境，讓訪談對象感受友善的氛圍。再者，訪談時將注

重訪談對象的意願，不過度詢問與本主題無關之問題，同時注意讓最後的彙整資料忠

於受訪者的原意。 

    研究方法設計之嚴謹性採同儕討論的團隊驗證方式，在擬定訪問大綱時多次與教

授、同學斟酌用詞是否洽當，在團隊間事前演練訪問過程，並做適當修改。在撰寫研

究結果之時，由兩位研究者共同整理逐字稿，整理訪談資料時也多次討論、分析主題

並形成語句，盼能透過此過程了解現今長期單身之男性為何選擇終生不婚以及他們目

前的處境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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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成果 

    經此研究發現，促使男性不婚可能的因素共四項，分別為「沒有合適對象」、「熱

愛目前自由的生活形式」、「不願生養小孩」及「受父母的婚姻狀況或態度影響」。且近

年來，同居已不再是離經叛道的表現，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越來越多情侶會以同居

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而性觀念的開放也影響著現代男女對「交往」一事有不一樣的認

知，有些人也認為不需透過交往便可有性關係。此一現況也讓我們看到結婚的意義及

功能示微。 

    而關於不婚的優點則包含「自由無牽絆」、「不必顧慮另一伴的感受」、「可以體驗

各種生活」以及「自由維繫朋友關係」；反之，不婚的缺點則是「寂寞」、「可能孤老無

依」。三位受訪者的想法都提到了相似的概念，那便是「不婚讓人自由、可以沒有結婚

證書的約束，但同樣也沒有法律保障，未來可能孤身一人」。 

    承接不婚的優點和缺點，不婚者目前在青壯年時期生活自由自在，三位受訪者皆

認為不婚的決定並沒有對目前的生活有影響，但在回答關於「未來規劃」類的問題時，

其中兩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回答了「要多賺一點錢」，也提到了可能會去住「養老院」以

及重視老人長照的部分，並希望政府能對此有更完善的規劃。至於另一位有固定伴侶，

但沒有與伴侶有婚姻關係的受訪者則認為按照目前的生活方式即可。 

 

參考文獻 

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2020 年 10 月 14 日）。【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6lq2AM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 

陳羿緻（2020）。愈來愈多年輕人說：給我一個結婚的理由─結不結婚沒關係內心 

    自在、滿足才是真幸福。禪天下，(188)，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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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a-2 

台灣原住民家庭教育困境探討 

Discussion on the dilemma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黃詩雯 1、李佳縈 2 

摘  要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所結合而成的國家，所以在不同的族群之間的互

動衍生生活適應、身分認同議題在媒體傳播下更能感受原漢意識型態符碼

之差異，在族群之間因經濟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及政策之影響產生了族群階

層化的現象，並且在社會資源、政策、經濟分配及規劃相關活動未以原住

民族群的角度思慮、規劃，造成了對原住民族群的困擾甚至傷害。故本研

究目的為從原住民生活發現原住民家庭教育實施的挑戰。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進行，以原住民所會遇到的家庭問題進行研究，

並分析出七項困境並提出如何改善之方案如下：以家庭資源管理方式對經

濟收入進行規劃、從原住民不同社會制度探討婚姻教育、從原漢通婚議題

學習多元文化教育、以管教隔閡問題探討原住民親職教育實施方向、隔代

教養問題建立祖孫倫理教育、發現青少年在課業學習與社會立足等族群認

同問題了解子職教育、家庭暴力探討社福資源應整合議題，本研究希望在

文化衝突、社會變遷等結構性因素下發現原住民家庭教育困境及可行改善

方法。 

關鍵字：多元文化、原住民、家庭教育 

 
1 黃詩雯，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家庭教育組碩士二年級，通訊作者 
2 李佳縈，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家庭教育組碩士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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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前陣子「聽見歌再唱」電影上影，原住民學童努力不懈的樣子令人動容，但劇中呈

現的家庭議題及原漢文化衝突值得我們深思並探究原住民家庭教育有何困境及如何改

善。 

原住民政策大多以多數族群的想法規劃，因此在未考慮受益者之立場的工作方式造

成了對原住民族群的困擾甚至傷害，因此研究者們為了更加深入了解原住民族群之特性，

並結合了原住民族的家庭歷程所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探討。 

貳、研究目的 

以原住民家庭戶居住區分佈與族群之分佈相較之下，有半數的原住民家庭移出自己

的原生地到外地發展，多數的原住民族群離開家鄉與其他族群一同生活在族群融合的生

活圈裡，因此在非原住民區域奮鬥的家庭會遇到比原鄉原住民區域更多的挑戰，本文研

究方向以原住民所會遇到的家庭問題進行研究。 

對於原住民所會遇到的家庭問題以原住民家庭相關理論進行說明： 

（一）、意識型態符碼 

林津如、黃薇靜（2010）在台灣提升原住民家庭功能的相關論述背後，隱含著以漢

人都市中產階級核心家庭的價值為標準的意識型態符碼，漢人家庭優於原住民族家庭的

意識型態符碼，使得受壓迫的原住民族家庭也可能自我懷疑，受制於意識型態符碼而未

能自我肯定。 

（二）、生態系統理論 

陳文華（2007）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矛盾與反覆不定，在個人成長中不斷衝突，

並思索自己族群身分。以生態系統的觀點對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過程，分成三種層面：

生物層面、心理層面以及社會層面。 

原住民族群之相關理論研究，在原住民族群接觸與自己不同族群會有許多的狀況產

生，且有個人與家庭之間的問題，因此針對這些所會遇到的問題進行研究，研究目的為： 

1.在多元族群的環境生活下，了解原住民族群的家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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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困境之下，原住民家庭面對挑戰的改善方法。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對於原住民族群與台灣多樣化族群的融合過程中，原住民與原住民家庭都面臨了許

多漢人族群所不會遇到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1.探究在多元族群的環境生活下，原住民族群的家庭教育困境有哪些？ 

2.探究在困境之下，原住民家庭的如何去面對挑戰？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者們以「原住民」、「原住民家庭」、「原

住民經濟」進行關鍵字搜尋，透過國內外期刊、博碩士論文、書籍等，經由分析、歸納

及統整，並以研究者之角度對於原住民困境之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伍、研究成果 

（一）、家庭經濟問題 

林徐達（2012）提及經濟收入愈差的家庭扣除消費支出之後，相對愈無剩餘所得，

儲蓄資金自然趨少；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針對每戶之家庭資源之經濟管理調查，八

成九之民眾在經濟層面沒有任何投資理財，且四成二之民眾需要政府提供金錢補助。 

（二）、原住民社會制度對婚姻的影響 

黃樹仁（2013）台灣經濟結構轉型，族人離開原鄉，原住民與漢人接觸機會日增。

因此原住民的婚姻配對形式發展為三類：原漢通婚、跨族婚及同族婚；劉鶴群、林鈺縈、

張玉龍（2021）發現母系社會之文化已逐漸消逝於漢人文化當中。因此傳統婚姻夫妻關

係模式變動、擇偶篩選機制沒落，使得原有的家庭調解與關鍵經營模式受到挑戰（陳翠

臻，2020）。 

（三）、原漢通婚的族群融合問題 

劉千嘉與章英華（2017）目前原漢通婚的比例約占原住民族的四成，原住民在空間

上的擴散增加了跨族群的接觸與交往機會，通婚比例逐漸升高。跨族群通婚會帶來較多

且衝擊程度不一的家庭壓力。多元文化的家庭成員加入對許多原住民家庭是迅速且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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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浪潮，不論是語言、習俗文化、價值觀都有所差異（陳翠臻，2020），其原住民文

化傳承及耆老對社會變遷的適應須加以探討 。 

（四）、管教問題、親職效能的轉變 

並因為原住民兒童欠缺與主流社會兒童同樣的成長機會，家庭內的照顧與保護功能

不彰，衍生出營養不良、隔代教養、未婚懷孕、認同危機等問題（童伊迪、黃源協，2010）。 

因部落的教育結構性障礙，有能力的家長極力遷出，或者就讀平地學校，以便追求

教育競爭力。經濟優勢家庭的子女傾向通車到平地讀書，假日才返回部落，卻與部落漸

行漸遠(劉弘毅，2018)。 

（五）、隔代教養 

「經濟」元素是造成原住民隔代教養的主因，祖父母較多在生理上的關照， 隔代教

養中的孩子其家庭的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缺乏，孩子個人的努力才是突破

困境的關鍵，家人都希望子女盡快就業 ，其生涯規劃備受考驗（郭李宗文、吳佩芳，2011）。  

（六）、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 

 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受父母通婚類型、地區性、權力與社會位置影響。原夫漢妻家

庭子女從屬原住民族群身分的傾向明顯高於漢夫原妻（劉千嘉、章英華，2014）。 

原住民青少年的學業成就表現不應該侷限於社會、文化、財務資本充足與否的討論，

更必須納入文化衝撞以及傳統文化傳承議題（劉弘毅，2018）。 

（七）、家庭暴力 

各族群對於家庭的習俗有所不同，因此在族群所給予族人的家族規範壓力，造成族

人面臨家庭暴力問題不敢去找人求助（陳芬苓，2005、沈慶鴻，2014a） 

部落長輩多半不知道如何教導青少年，習以責罵及阻斷溝通方式進行談話，親子情

感交流因此受到阻礙。受經濟壓力的影響，家長工時不穩定又衝擊穩定照顧的可能性，

使家庭關係陷入緊張，因此長輩容易數落與斥責孫子女（游聖薇，2002）。 

陸、結論與建議 

(一) 家庭資源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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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庭資源的有限性與時間的緊迫性，進行有效的管理，以發揮資源的最大效益。

金錢管理部分 60%收入支付日常生活花費、20%～30%收入投資理財、7%～10%收入風

險管理（如保險）(郭昱辰，2010)。  

(二) 婚姻教育 

    進行原住民家庭教育難以用規格化的標準及態度去應對不同族別的原住民家庭，在

「文化能力」與「刻板觀念」 之間的拿捏要相當注意，過與不及都會造成原住民家庭

無形壓迫與壓力(陳翠臻，2020)。  

(三) 多元文化教育 

    父母在族群認同和文化的傳承上提供良好的環境，在子女面對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與交流上，更能提供對原住民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多元文化的包容。 

(四) 親職教育 

    民間、社區、學校或公部門辦理各項家庭教育及親職活動，在活動的辦理上應貼近

原住民當地之特質與需求。獎勵參與親職教育的父母，給予實質民生用品或補助金；親

職教育內容了解孩子的發展與需求，建立良好溝通，進而使之未來能有能力去適應社會

並服務人群。 

(五) 倫理教育 

    在祖孫互動文化傳承方面原住民祖父母扮演了文化語言傳承的重要角色。可參考紐

西蘭的「語言巢」作法延續特有族語提供原住民學童家長可以留在部落工作的機會，如

祖父母到校分享原住民文化(陳翠臻，2020)。 

(六) 子職教育 

    傳統組織發展現代性的在地青少年服務，以協助受挫青少年的自我肯定與發展(劉

弘毅，2018)。原住民青少年對自己的文化有愈多愈深的認識，不但能建立對自我族群

的認識與認同，更可以藉此與父母增進親子關係，能與父母建立健康、親密的關係，在

日後的人際適應上定也有正向幫助（林佩玲、鄭穆熙，2010）。 

(七) 福利資源 

    整合跨單位的投入與合作政府設立專門的原住民家庭教育機構，兼顧現代文化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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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文化的雙文化結構來進行教育政策，與原住民族人一起進行推行與規劃。 

    原住民「部落是家，家是部落」的觀念孕育出百花綻放的慶典活動和獨有特色的家

庭組織制度，原住民文化與家庭緊緊連繫著。隨著族群融合、社會變遷，原住民族人們

對傳統價值的家庭教育在延續和傳承上產生斷層，家庭教育的推廣應尊重原住民主體性

的訴求，以達多元文化趨勢下的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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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a-3 

適齡未婚單身傾向量表之編製研究 

The development of marriageable age tends to remains single 

Inventory 

吳柔緻 1 

摘  要 

現今台灣社會從未結婚的單身人口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本研究旨在

發展適齡未婚單身傾向量表，以了解臺灣35歲以上仍未婚者的單身傾向，

並藉此發展量表以進行分析適齡未婚者之選擇單身類型。 

本研究首先參考文獻資料與實證研究資料編擬量表初稿，經專家效度

驗證與預試問卷分析後，發放正式問卷，回收問卷 345 份，篩選出符合研

究目的問卷 73 份，進行單身傾向─決心、希望、悔恨與矛盾四向度的分

析。 

  經過 SPSS 進行遺漏值、描述統計指數、極端組 t 檢定及同質性分析，

設計出 4 大向度，每個向度 6 題，共 24 題的量表，之後經過探索試因素

分析(EFA)及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交互驗證檢驗後，最終發展出決心型 5

題，希望型 6 型，悔恨型 6 題，矛盾型 5 題，共出 22 題的量表。期望透

過本量表的發展，能提供未來專業研究者應用於評估或學術文獻參考，同

時能關照人口結構變遷的社會議題，以提供政府擬定相關福利或政策的參

考。 

 

關鍵字：適齡未婚、單身傾向、婚姻態度 

 
1 吳柔緻，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五年級學生(本文通訊作者) 
E-mail：oprah805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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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過往因東西方文化差異，華人社會對適婚未婚的成人多抱持著負面的判讀，近年

隨著社會變遷，越多單身人士有意識且自願地選擇單身。而根據內政部（2019）統計，

自 1992 年後，原來平均約接近六成的有偶率不斷下降，至 2017 年底更降至 50.61%，

其中男性有偶率為 51.63%，女性有偶率更跌破 5 成，降至 49.62%；而從未結婚的單身

人口也提高到 34.46%，其中男性未婚人口為 38.87%，女性未婚單身人口為 31.14%，顯

示未婚率及單身現象已逐年增長。 

  Carlson（2012）也提到，近年來平均結婚年齡大幅提升，包括：對同居關係的接

受度、對婚姻文化態度的轉變、增加女性經濟獨立性、不安全感增加等因素被提出來

解釋此趨勢。也有研究者（Hwang, 2016）將三十五歲以上，有自己的職業且薪資所得

高於平均水準且學歷在大學以上的未婚女性稱呼為「Gold Miss」。同時，黃麗莉（2008）

亦指出，未婚單身男性人口受到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漸增的現象，包括人口結構因素、

婦女運動與女性角色改變、經濟結構改變等影響。由此可知，男女未婚比例逐年增加

有其脈絡可循。 

貳、研究目的 

綜合統計資料與實際觀察，發現達適婚年齡仍未婚的現象增長，故期能透過發展

此適齡未婚單身傾向量表，以瞭解35歲以上仍未婚者，對目前單身生活的看法與評估，

及對未來之想法與準備為何，並藉此分析適齡未婚者之類型傾向，以作為發展未來相

關研究及社會政策之依據。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透過發展此適齡未婚單身傾向量表，以瞭解 35 歲以上仍未婚者，對目前單

身生活的看法與評估，及對未來之想法與準備為何，並藉此分析適齡未婚之類型傾向。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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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定量表主題 

透過述統計資料與周遭現實狀況觀察，發現生活周遭有許多女性，達適婚年齡卻

依舊未婚，故期能透過發展此量表，以瞭解35歲以上仍未婚的人，對目前未婚生活的

看法與評估，及對未來之想法與準備為何，並藉此分析適齡未婚之類型傾向，因此選

定「適齡未婚傾向量表」為所編製之主題。 

(二)文獻蒐集 

    經確認主題後，針對單身可能導致因素、生活教育水平、經濟與單身傾向分類的

相關理論，以及相關的量表等作為文獻蒐集，藉由點狀分佈，以設定主要題目。 

(三)決定量表向度 

    本量表的向度是由 Stein（1981）指出，根據單身者之「選擇意願」和「預期生活

型態」，將單身之類型分為四種，作為量表向度的依據。 

(四)量表試題編製 

    經決定量表向度後，開始著手討論編製試題，藉由文獻衍伸出構念，進而編製試

題後，經由老師及同儕們一起研究，針對試題內容和語詞進行修改，並將每個向度題

目進行擴充，題數達一致性，使題目精簡易懂，期待讓受試者能更清楚題意，以貼近

構念，並符合研究目的。 

(五)預試量表施測 

    預試階段利用專家效度，並使用 SPSS 之 T 檢定、皮爾森相關積差、PWStar 軟體

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效度分析等施測。 

(六)正式量表施測 

    正式施測階段使用 Amos 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二、研究對象與方式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調查35歲以上之適齡未婚人士對自己未婚狀態是自願、非自願、暫時未

婚還是穩定不婚，並進一步了解受試者對自己的未婚狀態傾向是矛盾傾向、期待傾向、

決心傾向還是悔恨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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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量化分析，並以滾雪球取樣之方式，透過Google

表單發放周遭親朋好友，再請親朋好友協助發放，以此類推。總共回收345份問卷，經

刪除年齡34歲(含)以下者及填答不完者整，實際有效樣本份數共73份，占回收問卷數

21%。 

(二)研究方式 

為了發展驗證適齡未婚傾向量表，本研究主要程序有：首先參考相關研究工具、

文獻與實證研究，並以Stein（1981)、董智慧（1998）以及趙淑珠（2001)等之理論為架

構，編擬完成「適齡未婚傾向量表初稿」；其次，經專家對每一題項在文詞描述或歸類

上的適切性，提供修正與補充意見，以確定題目，建立量表的內容效度；最後透過滾

雪球取樣之方式，透過Google表單發放周遭親朋好友，再請親朋好友協助發放，以此

類推。本次研究從總共回收的345份問卷中，篩選出最終符合本研究之問卷共73份問卷，

以更貼近研究目的。 

(三)理論向度 

1.適齡未婚傾向量表 

適齡未婚傾向量表用於測量35歲以上之適齡未婚人士的心理狀態是自願、非自願、

暫時未婚還是穩定不婚，並進一步了解受試者對自己的未婚狀態傾向是矛盾傾向、期

待傾向、決心型還是悔恨傾向。本研究初期編製的量表包含「矛盾傾向」(6題)、「期

待傾向」(6題)、「決心傾向」(6題)、「悔恨傾向」(6題)等四個分量表，共計24題。計分

方式採李克特五點量尺方式填答，分別為「非常符合」5 分，「符合」4 分、「部分符

合」3 分、「不符合」2 分、「非常不符合」1 分。在該項度得分越高，代表越符合該

項度特質的傾向。 

2.心智圖分析試題 

    以 xmind-8-update4-windows 軟體繪畫心智圖，以了解四個單身傾向的向度、構念

及題數分配狀況，以更均等設計試題。 

三、量表分析方法 

  本研究透過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等統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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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考驗「適齡未婚傾向量表」的信效度，所使用到的電腦軟體為 SPSS、PWStar、

AMOS。 

伍、研究成果 

一、建立全國性常模 

  建立「適齡未婚傾向量表」之全國性常模，以提供未來給專業研究者，用於實務工

作上評量之適當解釋依據或為學術上參考文獻資料。 

二、再擴大問卷樣本數 

    利用跨樣本的研究分析，了解在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等的群體，以分

析適齡未婚之類型傾向為何。 

    樣本來源使用滾雪球方式取得，但因為受試對象須為35歲以上適齡未婚者，在條件

限制嚴苛的緣故，樣本上取得不容易，因此僅回收73份有效問卷，可能導致在驗證式因

素分析(AMOS)數據為低之因素，即便刪除每個向度之試題，並重新再跑分析，依舊無

法有明顯提升或改變，可能原因為問卷樣本數僅收集到試題3倍左右，可依據的樣本為

少，建議未來樣本問卷數量蒐集須到試題5倍，即至少為120份樣本問卷，數據分析較為

穩定及可以信賴。 

三、重視社會現象之議題 

  因應社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單身男女初婚的年齡愈來愈高，甚至晚婚或者是

不婚之現象逐漸提升，未來可能更為常態，面對現今社會現象，適齡未婚的原因值得

探究，也影響社會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也可能間接影響老年獨居的人口數的增加，

藉由此量表從中探究原因，進而更理解適齡未婚之原因，重視社會議題，建議對於適

齡想婚但卻遲遲未婚者，政府可以擬定相關策略，譬如，舉辦單身聯誼活動，相關費

用減免或給予福利補助，並制定休假天數等，從政策面予以重視，減少社會問題之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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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a-4 

家庭財務管理完全攻略之 9W 多元思維模式運用 

A complete guide to family financial management : by using of 9W 

multi-dimensions thinking model 
陳金蟬 1 

摘  要 

家庭生命週期階段子女離家後進入空巢期，同時也將面臨退休年齡，

夫妻需準備調適老年的退休生活，從身心、經濟及生活重心需多方面考量 

(唐先梅、周麗端，2019)。面臨台灣社會高齡化及少子化的結構變化 (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8)，想要享有退休後的安樂生活，就必須要有完善的退休

財務管理，因此如何做好家庭財務管理是我們家庭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與

需求。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運用學者高淑清 (2004) 提出的「9W 多元思維模

式」策略，透過三個面向 9W 的多元思維模式，進行家庭理財規劃的方案

設計與評估。依據目前家庭資產之財務配置，如房地產、股票、債劵和儲

蓄等投資工具，針對國內外地區的投資標的做實務操作，分散投資以保障

財務安全。從整體面向檢視家庭財務狀況，進行投資的配置分析、執行與

評估的再修正與再執行。經過修正，讓財務資源規劃更加完善。經過 1 年 

(2020.06～2021.06) 的操作與執行，發現資產配置並未達到原先規劃之獲利

目標，所以夫妻倆經過討論，資產配置需再做調整，以利未來投資目標能

達到退休生活之所需，讓未來退休後的 20 年間夫妻兩人生活，能夠經濟無

虞、滿足需求，實現樂活人生。 

關鍵字：家庭財務、資產配置、ETF、被動收入 

 
1陳金蟬，嘉義大學／碩士生 

E - mail：camille.tw@gmail.com 

-45-



海報論文發表 

壹、研究動機 

家庭生命週期進入家庭收縮期階段，子女離家求學，夫妻面對空巢期及即將到來的

退休階段。空巢期的婚姻關係、夫妻財務規劃及面對老化、健康、經濟、生活及未來的

退休計畫等，各有著不同的壓力與需求，如學者唐先梅、周麗端 (2019) 指出進入中老

年退休階段，需準備調適退休的生活，從身體健康、生活經濟到生活重心調適等。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全國總人口成長趨勢資料顯示，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

2026 年即將成為超高齡社會。生命延長導致夫妻退休後的生活所需增加，做好財務規劃

是目前首要。如何做好財務管理，讓夫妻婚姻關係更和諧？讓退休生活安全無虞，享受

樂活人生？這些問題讓我們夫妻警覺到家庭財務自由的重要性，因此著手退休後的家庭

財務規劃，以因應退休生活之所需。 

貳、研究目的 

運用學者高淑清 (2004) 的「9W 多元思維模式」策略，進行家庭理財規劃與實踐的

評估，藉由 2020 年 6 月～2021 年 6 月這一年的執行結果做檢視、分析與評估，做為後

續操作的修正，讓家庭財務規劃趨向目標，達成理想的財務配置與結果。在夫妻兩人退

休前 10 年，逐步進行財務配置與投資，讓退休後有穩定的被動收入，滿足退休生活所

需。 

參、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透過「9W 多元思維模式」進行評估 2020 年 6 月～2021 年 6 月這一年來，

家庭理財規劃與實踐的適當性為何？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法，使用資料蒐集執行評估，及夫妻雙方的對話來討論與檢視，

為夫妻倆人退休規劃進行家庭財務管理方案設計，解決未來被動收入的來源，並藉由

「9W 多元思維模式」即「Why, Who, Whom, When, Where, How, What, Which 和 Whether」

等 9W 思維模式 (高淑清，2004) 進行三面向的實踐、執行與評估，落實夫妻的家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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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配置的規劃與執行。針對家庭財務規劃、配置及分析，瞭解現況與未來的可行性與修

正之處，讓家庭財務管理有完善的運作，作為日後生活之基礎，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研究方法9W多元思維模式 

（一）資產規劃的目的 

為什麼 (Why) 要有退休後被動收入的財務計畫？是因為目前尚無法達成退休後每

個月有 10 萬元的被動收入目標，故做好投資的資產配置是成功的第一步。 

（二）計畫推動者－夫妻雙方共同執行 

夫妻雙方預計退休年齡為 65 歲，距退休還有十年的時間。夫妻兩人是主要的計畫

推動執行者 (Who) 利用 10 年的工作收入，加上由資產所產生的被動收入再投資。在過

程中，透過兩人的 SWOT 分析結果，讓彼此間更瞭解優劣勢，相互協助達成目標。 

（三）被執行的對象主體－夫妻兩人 

整個方案規劃都是以滿足夫妻兩人退休生活所需為主要目標，所以兩人為方案計畫

被執行的對象主體 ( Whom )。 

（四）如何進行？ 

計畫要如何 ( How ) 進行呢？主要是要建立產生被動收入的資產組合。首先要知道

甚麼是被動收入，再吸收理財知識，研究投資的組合及標的，例如股票、債券等，再依

據目標，建立資產的投資組合。 

（五）投資的方法與類別組合 

現階段家庭主要的資產由房地產、股票、和債劵所組成。如何建構未來退休的被動

收入呢？夫妻兩人生活，每個月新台幣 10 萬元可以滿足生活無慮的所需。目前資產所

建立起的架構，到 65 歲退休時的被動收入組合，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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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退休生活費用統計表 

 

以目前的資產組合看，65 歲退休時，每個月有新台幣 5.17 萬元的被動收入，與目

標差距 4.83 萬元，故現在到退休這十年，需再配置一個投資組合滿足在退休後，每年增

加 58 萬元的收入所得。 

年齡與能承受的風險成反正，年紀愈大愈需考量投資的穩定性，所以必須做好股債

的資產配置比例。一般的股債比例原則，以自身年齡等同債劵的百分比為原則，如表

4-2： 

表 4-2 股債比例原則 

 

有了投資計畫後，該選擇甚麼樣的投資標的呢？接下來會面臨到 9W 要素中 What

的考量。考量到穩定、分散且能持續獲利的標的對象，ETF 為最適合的投資標的。股票

的部分考慮代號為 VOO 的 ETF 是追蹤美國 S & P500 指數的 ETF 基金。債劵部分，則是

代號為 BND 的 ETF 主要是投資美國國債和投資等級公司債。以這兩個 ETF 搭配成投資

組合，並以 10 年的投資期間為目標，依不同的投資比例組合，所獲得的整體投資報酬

率如表 4-3： 

 

退休生活花費 (單位：新台幣萬元) 每月 每年

生活費 10 120

退休後收入 (65歲以後)

勞保年金 2 24

台灣股債息收入 1.67 20

房產出租收入 1.5 18

小計 5.17 62

生活費用差額 4.83 58

年齡 30 歲 40 歲 50 歲 60 歲 

股票比例 70% 60% 50% 40% 

債券比例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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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整體投資報酬率 

10 年平均年化報酬率 投資股債比率 

50/50 60/40 70/30 

VOO 13.84% 50% 60% 70% 

BND 3.80% 50% 40% 30% 

整體報酬率 8.82% 9.82% 10.83% 

因為夫妻倆現今年齡均為 56 歲，考量風險因素，以 50 / 50 的比例原則，整體的報

酬率為 8.82%。 

(六) 檢視財務投資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以保守估計概算為 8%。初期以新台幣 75 萬元投入，而後每年投入 30 萬元，直至

65 歲退休為止。然後在退休後每年領取新台幣 58 萬元，直至 85 歲為止。這樣的投資計

畫是否可以實現所需？這就是 9W 要素中 Whether 要素所提醒的方案可行性的分析。方

案計畫的金額與投資報酬率按年計算金額結果如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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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投資報酬率 55-85 歲計算金額 

 

由表 11 中得知，在退休時總投入金額為新台幣 375 萬元。而後每年提領 58 萬元，

在 85 歲後還剩下 126 萬元餘額，能滿足家庭的退休計畫目標。 

(七) 定期評估檢視財力投資組合可行性 

雖然試算結果能滿足退休計畫目標，投資 ETF 不需要時時看盤，只要定時定額投

入，但還是需要注意： 

1. 計算的獲利基礎是以過去的績效為參考，不能保證後續的績效，所以還是要定時檢視，

必要時應需更換標的。 

2. 定時地檢視和調整投資組合，確保符合當初所設定的目標，避免偏離造成失敗，這也

是 9W 要素中 Which 所提醒的要點。 

  

年齡 年度 本期 前期 期末 預計回報率 : 8.0%

55 0 750,000   750,000

56 1 300,000   810,000 1,110,000

57 2 300,000   1,198,800 1,498,800

58 3 300,000   1,618,704 1,918,704

59 4 300,000   2,072,200 2,372,200

60 5 300,000   2,561,976 2,861,976

61 6 300,000   3,090,934 3,390,934

62 7 300,000   3,662,209 3,962,209

63 8 300,000   4,279,186 4,579,186

64 9 300,000   4,945,521 5,245,521

65 10 300,000   5,665,162 5,965,162 十年總投入金額 3,750,000 

66 11 (580,000) 6,442,375 5,862,375

67 12 (580,000) 6,331,366 5,751,366

68 13 (580,000) 6,211,475 5,631,475

69 14 (580,000) 6,081,993 5,501,993

70 15 (580,000) 5,942,152 5,362,152

71 16 (580,000) 5,791,124 5,211,124

72 17 (580,000) 5,628,014 5,048,014

73 18 (580,000) 5,451,855 4,871,855

74 19 (580,000) 5,261,604 4,681,604

75 20 (580,000) 5,056,132 4,476,132

76 21 (580,000) 4,834,223 4,254,223

77 22 (580,000) 4,594,561 4,014,561

78 23 (580,000) 4,335,725 3,755,725

79 24 (580,000) 4,056,183 3,476,183

80 25 (580,000) 3,754,278 3,174,278

81 26 (580,000) 3,428,220 2,848,220

82 27 (580,000) 3,076,078 2,496,078

83 28 (580,000) 2,695,764 2,115,764

84 29 (580,000) 2,285,025 1,705,025

85 30 (580,000) 1,841,427 1,26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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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成果 

經過一年的實踐，在形成性評估後發現在台灣資產的部份，主要配置以賺取股息為

主，目標是能獲取每年 20 萬元的股息，全年度台灣目標達成率是 92.5%，後續應加碼

投入達到原先之股息目標。另外在房產部分，因為處於閒置狀況，沒有貢獻收入，後續

應加快活化資產使用，達到預期的收入目標。 

美國資產方面今年才開始佈局，半年報酬率約 3%，預估年度為 5.94%。與先前預

設的 8%目標尚有差距，由於目前尚處初期的建置階段，應再持續觀察後續的獲利報酬，

調整投資組合。 

綜合總資產分佈，估計今年無法達到設定之目標，所以在台灣部分，應增加資金在

指數型 ETF 上，追隨整體經濟的成長；另外應加速房產的利用，增加租金收入。美國資

產因為剛開始配置，主要配置應將個股資產配置降低，提高指數型 ETF，貼近整體市場

變化。 

目前市場指數偏高，以定時定額方式，運用家庭生命週期資產配置 (Glide Path)的

方式，隨著我們年齡的增加，逐漸降低高風險的資產配置比例 ( 股票比例下降，債券

比例提高 )。協助夫妻在退休後 20 年，過著經濟無虞的生活，實現樂活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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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a-5 

三代同堂家庭中新手祖母育孫經驗之探究 

林孟慧 1、陳金蟬 2、姚宣合 3 

摘  要 

華人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維，隨著教育機會普及及平

權思潮的崛起，使得女性外出就業機會增加，也致使托育問題產生。三代

同堂家庭中，為了將幼兒託付給信賴的對象，且基於家庭成員組成的優勢，

祖輩成為最佳的育兒幫手。本研究旨在探究新手祖母育孫經驗之經驗本質，

共萃取出四個主題：一、育孫酸苦甜，親情牽繫行；二、兩代共教養，育

兒面面觀；三、三代情相依，家和萬事興； 四、情感之依附，生命價值

顯。透過研究發現，祖輩願意協助育孫的起因是「愛」，期盼子輩能無後

顧之憂的外出工作，同時也能照顧孫輩， 培養祖孫情。過程中，面臨兩

代間教養的磨合、體力上的不堪負荷， 但又能感知到子輩的感恩及孫輩

的依賴，從中獲得老年的生命價值。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給已成為或即將

成為新手祖母的長輩參考、也期望透過本研究，讓子輩更能理解長輩協助

育孫的行為背後的意義本質。 

關鍵字：新手祖母、三代同堂、孫子女 

 
1 林孟慧，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三年級(本文通訊作者) 
E-mail：menghueilin@hotmail.com 
2 陳金蟬，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二年級 
3 姚宣合，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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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含飴弄孫、共享天倫之樂的場景，是華人對家庭互動關係固有的傳統文化。然而

社會發展影響了家庭結構的改變，核心家庭成為主流，導致家庭天倫景象不在，家人

關係也日漸疏離。但大部分年老者的心裡，還是依存著能與兒孫同住同樂的期待(衛生

福利部，2018)。 

工商業蓬勃發展，就業機會增多，也促使物價高漲、生活經濟負擔變得更加沉重。

時代的推進讓女性主義抬頭，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結構，女性外出就業的現象

也逐漸增加，開始懂得展現自我存在的價值，雙薪家庭應運而生，子女的托育需求增

加，卻也很多人因怕造成經濟負擔而不敢生小孩。2020 年台灣人口呈現負成長(內政

部，2020)，少子化、超高齡化的現象到來，如何解決托育問題， 又能讓年長者在退

休後再創造生命價值，祖輩是托育的最佳首選。 

從文獻探討發現，目前絕大部分的研究著重於新手母親育兒之甘苦談，鮮少針對

祖父母育孫經驗的心境去做探究，因此想藉由本研究祖母的育孫經驗之探究，提供新

手祖母做為參考。也期許透過本研究，讓子輩能瞭解祖輩育孫行為背後的本質意義。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新手祖母育孫經驗之探究的經驗本質，經由新手祖母與研究

者深度訪談的述說，探討新手祖母育孫的生活經驗，透過詮譯現象的研究方法論，來

詮譯新手祖母的經驗藉由語言與文本的反思與詮釋，瞭解其育孫經驗的觀點瞭解深層

且豐富意義。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三代同堂家庭中，新手祖母育孫之心境為何？ 

二、三代同堂家庭中，新手祖母代間關係之感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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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詮釋現象學之觀點，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藉由主體對其經驗現象

的深度描述來蒐集資料。使用錄音方式做為資料的主要蒐集方法，再以逐字稿寫成文

本。建立文本後，使用高淑清(2008a)所提之主題分析六步驟，歸納及萃取經驗結構之

意義本質。 

伍、研究成果 

透過研究小組不斷地解構再建構，最後凝聚下列四個主題：一、育孫酸苦甜， 親

情牽繫行；二、兩代共教養，育兒面面觀；三、三代情相依，家和萬事興；四、情感

之依附，生命價值顯。 

一、育孫酸苦甜，親情牽繫行 

對新手祖母而言，育孫心境酸、苦、甜皆有之。年輕育兒，老來育孫，無法放下

養育子孫的責任，是酸；面對自己年紀漸老，體力大不如前，卻還要撐著身體協助育

孫，是苦；看著孫兒們平安成長，從牙牙學語到漸漸懂事守規矩，對著自己的一顰一

笑，一家人歡聚在一起的時光，是甜。 

相較於酸及苦，新手祖母對於甜的感受是較多的。老來育孫，雖酸，但也因為育

孫，而和孫兒有更多接觸的機會，讓孫兒對自己多了一份依賴之情；體力不比從前，

育孫所帶來的勞累雖苦，卻也因為育孫，讓孫兒多了一份關心自己的機會。如此，所

有的酸苦，都在「親情」這個催化劑下轉成了甘甜。 

二、兩代共教養，育兒面面觀 

不同世代間的教養觀念相異，當面對子輩在教養觀念上的堅持，身為祖輩， 也認

為育孫的責任不應加諸在自己身上，雖不完全認同子輩的方式，卻也能依循子輩的教

養觀，磨合出一套適合自己的家庭教養文化。 

除了與子輩教養觀念及方式的磨合外，同時也有「育孫不如育兒」的壓力， 畢竟

孫子是「媳婦及兒子的孩子」，對於身體照護上若稍有閃失，則認為較難給予交代。不

如養育自己的孩子般，心境較為輕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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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代情相依，家和萬事興 

雖然育孫過程有其困境及壓力，但會開始協助育孫，起因都是對後生晚輩的疼愛。

新手祖母在家庭當中貢獻一己之力，協助育孫；也願意採取配合的態度， 依循子輩的

方式，成為其堅強的後盾。而在育孫的過程中，與孫輩互動所累積的情感，就是給予

祖輩最好的回饋。 

四、情感之依附，生命價值顯 

祖輩自職場退休後，理應在家中安享晚年。但因與子孫同住，卻也希望自己能對

家中有所貢獻，以彰顯自身在家庭中的價值。協助育孫的起因，大多是因為要讓年輕

的子輩能無後顧之憂的到職場工作；而子輩亦能有反哺之恩，提供生活上及精神上的

支援，並且能感恩及肯定祖輩在家中的價值。由於三代同堂，祖孫朝夕相處，在祖輩

對孫輩無微不至的照顧及陪伴下，讓兩代間充滿濃郁的「祖孫情」。隨著孫輩漸漸長大，

行為及言語越發成熟懂事，開始會向祖輩撒嬌、表達關心，代表著祖輩在孫輩心中占

據一定的份量，同樣也是對於祖輩付出的一種肯定。子輩無後顧之憂的開展事業與孫

輩的健康成長，對於祖輩而言，是一種家庭關係的延續與傳承，更是一種自我肯定的

生命存在價值。 

新手祖母育孫其中的酸苦甜，對於未曾當過祖母的你我，是很陌生的。俗話說：「人

都是在當了父母之後，才開始學習當父母的。」而祖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透過本研

究之結果，研究者建議已經或即將參與育孫之新手祖母，首要考量自身之身心狀況是

否能承擔育孫的責任；子輩兒媳也應秉持著尊重及感謝的心情，來回應祖輩父母的協

助，並肯定祖輩對孫輩的照顧。而在祖輩育孫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教養上的差異，此

時雙方應採取尊重、開明且接納的態度，進行理性的溝通， 凝聚出家庭中一致地教養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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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a-6 

大陸地區身心障礙者家長支持團體之建構行動研究 

羅怡 1、胡心慈 2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提升昆明地區身心障礙者家長的教養知能、情感態

度、實踐能力，探索建構家長支持團體的歷程與模式，並分析家長的改變

情形。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招募到昆明地區 6 位家長，透過評估他們

的壓力與需求，結合線上課程並以家庭系統、生態系統為理論基礎，規劃

「線上」和「線下」共八週團體的建構方案，展開行動並獲得省思，最後

提出建構模式及建議。研究發現如下： 

一、適合當地家長支持團體的建構模式與行動歷程。 

（一）以課程、團體、帶領者為要素的團體建構模式 

結合家長需求評估，設計「線上」和「線下」課程方案 

建立微信群組家長參與「線上團體」，實體聚會家長參與「線下團體」。

帶領者可透過 zoom 以同步視訊方式異地帶領團體。 

有「專家諮詢」和「行動省思」的帶領者。 

（二）行動歷程主要經歷預備、初始、轉換、穩定和結束五個階段。 

預備階段：完成家長招募、壓力需求評估和規劃課程方案，建立線上

群組。 

初始階段：團體共同確定目標和規範，家長逐步適應「線上」和「線

下」的學習模式。。  

轉換階段：團體開始深入學習課程，家長在疏離與敞開之間轉換。 

穩定階段：團體進入穩定學習課程，分享逐步深入敞開，一起應用課

程主題練習。家長回饋感到被支持和鼓勵。 

結束階段：團體互動達到最高，完成團體評估，鼓勵成員將所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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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常生活。 

二、家長的成長與改變。 

（一）家長關於孩子的情緒行為問題、生涯規劃、就業方面的知能都

有提升。 

（二）家長親子關係自評中，六位家長有四位較參與團體前親子關係

有改善。 

（三）家長線上互動支持頻率逐步升高，在課程結束時整體互動頻率

達到最高。 

最後，本研究對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字：身心障礙者家長、親職教育、支持團體、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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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1994 年世界特殊教育大會上透過《薩拉曼卡宣言》，指出家長和教師應共同分擔身

心障礙者的教育。台灣學者林桂如（2007）根據研究指出家長支持性團體是深層落實親

職教育的方式之一。中國大陸學者指出目前大陸地區家長的親職教育中存在意識淡薄、

培訓機會少、內容不系統、不全面以及培訓主題單一、獲取途徑少等問題（樊江琴，2016）。

研究者於 2015-2018 年在中國大陸某市一所融合學校工作，發現身心障礙者家長普遍存

在對孩子障礙認識不清，缺乏特教親職教育訓練和支持的現況。 

2020 年的新冠疫情造成的隔離，涌現出許多線上課程、遠程視訊等教學模式。本研

究在中國大陸某市招募到 6 位身心障礙者家長，依據其需求評估選擇適合的線上課程進

行設計，建構家長支持團體。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預達成的研究目的為： 

一、建構大陸某市身心障礙者家長支持團體。 

二、分析參與家長的特教親職教養知能、情感態度、實踐能力之改變與效果。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用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行動研究設計（鈕文英，2012），擬定行動研究方

案，如下：  

一、家長支持團體行動方案之建構模式 

（一）以評估家長壓力與需求為基礎（Hill，1958；McCubbin 和 Patterson，1982）。 

（二）以家庭系統和生態系統理論為設計理念（黃迺毓，1988；王以仁、周麗端、吳明

華、利翠珊、陳富美、唐先梅，2016；Bronfenbrenner，1995；Bronfenbrenner 和 Morris（1998）。 

（三）以課程、團體、帶領者為要素（林家興，1997；許素彬等人，2006；劉凱，2015；

Yalom，1985；胡心慈，2017；黃聖桂，2017）。 

二、研究設計之内容 

（一）預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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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構研究團隊； 

２.招募參與家長； 

３.召開說明會； 

４.調查家長需求評估並進行課程規劃。 

（二）行動階段運行模式 

1.「線上」課程和社群。 

2.「線下」課程及團體。 

3.帶領者一對一輔導家長。 

（三）評鑑成效及彙整階段 

課程及團體結束,彙整行動研究中的課程前後測結果、社群軟體資料、錄音錄影資

料。 

三、研究對象及行動場域： 

（一）研究對象： 

6 位身心障礙者的家長（身心障礙者類型包括自閉症、肢體障礙、發育遲緩）。 

（二）行動場域： 

1.線上場域 

  以微信（wechat）群組爲互動場域。 

2.線下學習場域 

場地約二十平米，有圓桌、椅子、投影機、幕布等團體需要器材及設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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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資料整理 

1.線上團體資料 

2.線下團體資料 

3.個別訪談錄音 

4.研究日誌 

（二）資料分析 

1.量化分析：描述性統計、無母數統計考驗 

2.質性分析：分析歸納法。 

肆、研究成果 

一、團體建構之行動歷程 

（一）初始階段（第一週）成果及反思 

  初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前測、與成員確定團體目標和規範、協助家長逐步適應

線上線下學習模式、營造信任安全的互動模式和氣氛。 

  此階段家長能夠完成線上課程學習並對孩子的障礙類型有更清楚認識，在線上線下

彼此逐步建立關係。 

（二）轉換階段（第二、三週）成果及反思 

轉換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改善線下團體家長分享少的局面並穩定線上線下學習模

式。 

本階段有兩位家長的配偶新加入團體。家長在線上社群中，逐步由帶領者回饋轉

變為家長之間相互回饋，並從回饋看到家長逐步覺察與認同以家庭為中心的觀念。在線

下團體，我透過增加議題引發家長敞開分享，澄清認識並深化團體成員間關係建立。 

（三）工作階段（第四至八週）成果及反思 

本階段主要任務是家長們進入穩定的學習、深入的分享、練習實踐課程內容，並進

行期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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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階段繼續有成員配偶新加入。家長線上課程學習時長逐步加長並都能穩步完成。

彼此分享也從單一的心得擴展到五大方面。為了更多傾聽和同理支持家長，我加入與家

長一對一輔導，家長覺得被支持。在線下團體中，家長開始主動帶領遊戲，一些家長自

我揭露願意分享孩子和自己的問題。家長期中評估整體滿意度達９１％。 

（四）結束階段（第九週）成果及反思 

  結束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後測，鼓勵成員將團體所學運用到日常生活，處理分離

焦慮和啟發盼望。 

  通過督導的觀察評估，認為本支持團體對家長們是有幫助的，家長們在親職教養觀

念上有正向改變。 

二、家長之改變與成長 

（一）家長在團體中特教親職教養知能提升； 

（二）家長在團體中互動與支持增加； 

（三）家長在團體中親職教育實踐能力增強。 

三、研究者的省思與建議 

本行動研究透過需求評估、連接理論並採用多元方式建構身心障礙者家長支持團體，

能提升教養知能、增加支持和增強實踐能力。建議培養家長領袖、規範化建構模式以利

於團體持續進行並建立新的支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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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b-1 

雙生涯家庭夫妻的家庭角色分工與調適研究 

孫若馨 1*、林舜慈 2、王惠珠 3 

長篇摘要 

壹、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變遷、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家庭型態越趨多元，夫妻皆投入職場發展已

成為現今家庭的主要生活模式。而「專業化」讓個人在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動與地理上變

遷趨於普遍，促使家庭結構在此影響下新型態「雙生涯家庭」（duel career family）興起

（林松齡，2000）。不同於雙薪家庭因雙生涯家庭夫妻皆將工作視為人生自我實現的重

要途徑，故雙生涯是一種多重角色負擔的生活型態，夫妻在家庭角色的分工也隨之產生

變化（游鴻裕，2001）。其中，「家庭角色」（family role）可維持家庭功能正常運作，成

員間須有適當的家庭勞務分工，不僅在家事、育兒或生計上的工作，同時還包含家中決

策及家庭成員間情感維繫等（賀彩清，2005；藍采風，1986）；而分工強調形成角色過

程中的互動經驗，並非各自獨立（廖育青，2006；Nichols & Schwartz, 2002）。當雙生涯

家庭夫妻皆重視個人於職場、社會地位的提升時，往往會因工作忙碌、時間緊縮與心力

疲累而感到壓力，造成角色衝突（何委娥，2002；李彥瑾，2008；高淑清，2000）。所

以在此種家庭型態中，不論男女都肩負工作與家庭多種角色，面臨新的發展與調適；像

是在時間、家務、子女教養等方面安排，都是雙生涯家庭常會面臨的難題（許敏如，2006；

鄭文烽，2012），也讓家庭存在潛在危機。是故，如何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上多重角色、

找到平衡讓家庭能持續正常運作，隨著我國雙生涯家庭越來越普及，也重新喚起對家庭

角色分工的關注，亦是本研究所將探討的重點。 

貳、研究目的  

1.瞭解雙生涯家庭夫妻之家庭角色分工與轉換情形。 

2.瞭解雙生涯家庭夫妻在家庭角色分工所遭遇到的衝突和調適的因應策略。 

3.瞭解影響雙生涯家庭夫妻於家庭角色分工上的因素及其影響。 

關鍵字：角色衝突、家庭角色、調適、雙生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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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1.雙生涯家庭夫妻的家庭角色分工為何？ 

2.雙生涯家庭夫妻角色分工所遭遇的衝突和調適的因應策略有哪些？ 

3.雙生涯家庭夫妻家庭角色分工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以及如何影響？ 

肆、研究方法與設計 

    採質性研究，針對五對家中育有學齡期兒童以上夫妻，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蒐集

資料。為避免只訪談家中夫或妻時，無法探究兩性間在家中互動全貌，故在研究對象選

取時，採共同邀約夫妻二人一同參與，選擇條件以家庭生命週期與母親教育程度為標準，

受訪夫妻目前需育有一名以上學齡期兒童，並夫妻的教育程度為專科以上。為遵循研究

倫理，訪談結果呈現均以匿名方式，每位受訪者編碼皆以兩個英文字母和一個數字組成，

意義分別代表「訪談次序-夫/妻-年齡」。在資料分析上以分層逐步歸納方式進行，研究

者首先從各訪談者的訪談逐字稿中，尋找出有意義的代碼，再將有相關、相似意涵的代

碼，歸納成意義單元，並將意義單元再次進行歸納形成次主題，最後再檢視所有的主題

是否符合本研究目的。 

伍、研究成果 

一、家庭角色動態中調整，分工原則講求適才適性、彈性分配 

    本研究發現：家務、親職及夫妻角色會隨著家庭生命週期不同進行調整；其中，「新

生兒」誕生是家庭角色調整的首要關鍵，夫妻會因育兒工作重新調整家務分工，丈夫會

選擇主動承擔較多家務工作，而媽媽則仍是子女教養角色的主力；當孩子進入「學齡期」

階段，會讓在家庭角色再度產生調整，像是在家務上選擇讓孩子有更多參與、親職角色

從養到教的轉換等，不斷地在學習如何有更好的搭配。另外本研究受訪夫妻對婚姻抱持

著「共同經營」概念，對家庭角色採取適才、適性方式做分配，以「誰有能力」或「誰

有興趣」分工，並以彈性原則合力因應家庭生活所需，減輕配偶在角色任務上的壓力。 

二、扮演多重角色壓力大、他人與個人對角色期待的落差，產生衝突 

    從訪談內容得知，面對工作上繁重的負荷使在家務和育兒上，產生角色間衝突，讓

受訪者心理壓力與能力負荷度著實沉重。再者，當不同家庭成員對角色的期待產生不一

致時，也會造成個人在角色上的壓力與衝突。研究發現，對家務角色負責程度的看法、

對配偶有較高夫妻角色情感付出的期待，以及夫妻對整體家庭中職家角色分工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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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造成角色衝突原因。另外，當家庭其他成員所期望的角色與個人的價值觀產生矛盾

時，也會使個人在角色上產生自我內在的衝突。 

三、個人自我心態調適，夫妻間相互尊重包容、多溝通，才能真正化解衝突 

    從受談者表述中發現：「自我調適」是角色衝突因應很重要一環，包含放下自我對

角色期待的壓力、克服對角色心理的障礙、從事興趣活動釋放壓力等做法，來增強個人

面對內在壓力的能力，等自我調適好後才去尋求支援或和配偶進行溝通處理衝突。但在

因應策略上，認為「尊重、包容與多溝通」才能真正化解衝突。所有受訪夫妻皆認為「溝

通」是很重要的因應方式，透過溝通雙方一同正視問題的存在，最後合力制定出改變的

做法，如此才能共同解決問題。 

四、原生家庭、個人特質及家庭重大事件發生，是角色建構或調整的關鍵 

    研究歸納出影響家庭角色分工的關鍵：首先在初組家庭時，原生家庭和個人特質是

影響家庭角色建構的重要因素，如：原生家庭生活模式、父母的教育和家人間互動等，

都潛移默化影響個體在新成立家庭的表現。人格特質也是影響之一，當自我在個性上喜

好乾淨、喜好孩子時也會促使多主動承擔。在家庭擴張階段，當家中有重大事件發生，

如：長輩生病需長期照顧、孩子新出生、職場工作繁忙到無法兼顧家庭，為因應家庭發

生大改變而做調整，當無法調整時就會造成夫妻中某方的負擔。 

五、父母次系統支援功效大，但卻也出現過度干涉問題。 

   本研究發現：父母扮演重要支持系統角色，尤其在育兒上提供很大的協助減輕雙生

涯家庭夫妻在親職角色上的壓力；另也提到父母提供了家務角色上的支援，像是主動幫

子女準備餐點，減少料理食物的負擔等，看出父母次系統支援功效大。然而，不同世代

在價值觀與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也常造成代間的緊張與壓力，本研究就發現雖然父母在

家庭角色支援了非常重要的育兒工作，但往往也會產生過於干涉子女教養問題，過於干

涉教養會成為彼此的壓力所在。 

    據上述提三點建議：1.夫妻間正視衝突存在明確讓配偶瞭解需求與感受，從溝通找

出因應策略；2.個人在面對角色壓力，尋求資源和支持，家人共商達成承擔共識；3.家

庭教育機構可針對不同階段夫妻需求，提供多元的家庭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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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b-2 

華人文化脈絡下親子三角關係之敘事研究 

—以一名成年女性為例 

廖梓鈴 1、吳怡珍 2 

摘  要 

本研究欲探討華人孝道與家族倫理文化下子女在親子三角關係的經

驗，及其面臨成年後發展任務與家庭角色之轉變。本研究以一名成年女性

為例，以訪談法與敘事分析，試圖貼近受訪者在親子三角關係中如何展現

其經驗之樣貌。研究結果以「愛家也不忘愛自己」描繪出子女在親子三角

關係中的整體故事，另方面，子女經歷「成年後的資源注入家庭，以理順

家庭關係」、「對離家感到罪惡，以認同孝順而回家擔責」、「擔起重責卻持

續被母親嫌棄與批評」、「在社會支持下，勇敢做自己也做問心無愧女兒」，

了解子代經歷成年事件後，不斷思忖與家庭的關係，在外在系統的支持下，

尋找兼顧自我與家庭責任的盡孝實踐，最終在家庭關係中完成個體化，呈

現自我與家庭協調的樣貌。 

 
 
 

關鍵字：親子三角關係、家庭角色、成年子女、華人文化、敘事研究 

 
1 廖梓鈴，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2 吳怡珍，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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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家庭系統理論源自於西方，Bowen(1978)將家庭是為一情緒單位，若夫妻間無法妥

善解決焦慮，為了穩定系統，便容易拉入低分化的子女形成親子三角關係，對子女發

展有害(Kerr&Bowen, 1988) 。而本土親子三角關係可能因孝道、家族主義等文化脈絡

有其獨特運作（陳秉華、游淑瑜，2001），但過往研究多半以夫妻拉入子女作為降低衝

突策略，若以子女為敘說主體將能深入了解本土親子三角關係現象（歐陽儀、吳麗娟，

2012）。 

華人家庭經驗與西方不同，華人子女的個體化可能在關係中完成（黃光國，2005），

孝道與家族倫理使子女成年仍與父母關係密切（黃郁喬，2005），尤其親子三角關係子

女對維繫家庭功能運作、保護父母關係有責任感（黃君玉，2005；Bell et al., 2001），

子女可能在家庭功能不穩狀態下擔起角色（葉致芬，2005），而成年女兒更容易涉入父

母關係，需面對原生家庭與自我需求調適（吳嘉瑜，2005；張沛綺，2013；黃瀠，2014；

Bedford & Yeh , 2019），其成年後發展任務與其家庭角色的轉換經驗至今缺乏，值得探

究。 

貳、 研究目的 

一、了解臺灣成年女性在親子三角關係中身為子女之經驗 

二、探討親子三角關係之女性成年後面對家庭角色與個人發展任務之經驗 

參、 研究問題 

一、臺灣成年女性在親子三角關係中身為子女之經驗為何？ 

二、親子三角關係之女性在成年後面對家庭角色與個人發展任務之經驗為何 

肆、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敘事研究 

個人故事是在特定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情境脈絡下塑造，因此能以個人故事

作為了解社會的入口，對受訪者生命有深度的洞察(張曉佩、卓秀足譯，2018)，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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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立場相符。本研究選取敘事研究，以深度訪談來了解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 

二、 資料分析 

Lieblich、Tuval-Mashiach 和 Zilber(吳芝儀，2008)所提之整體—內容來分析研究參

與者生命故事的核心主題，類別—內容法則從整體中萃取出特定資訊作為替代文本，分

析並建構主題類別。待研究者將概念做初步分類後，將訪談內容分析與協同分析小組及

指導教授反覆進行討論，也針對觀念相異之處進行討論與澄清，並成為最終對訪談資料

的理解與概念之共識。 

三、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尋找35歲以上女性，至少經歷結婚、離家、生子或工作任一成

年生命事件，且心境符合親子三角關係子女經驗者。本研究以一名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

事作為分析，資料如表1。 

表1 

研究參與者 年齡 原生家庭 成年生命經驗 訪談時間 

小賢 

 

37 父母、大姐（智能障

礙與唐氏症）、二姐

（已離家、結婚） 

1. 工作 

2. 離家 

5小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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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成果 

一、 親子三角關係之子女經驗 

（一） 早期父母衝突所形塑的家庭關係 

1. 母親的犧牲埋下婚姻衝突伏筆 

(1) 母親嫁入夫家後受親戚欺負 

(2) 母親為照顧特殊障礙女兒辭去理想工作 

(3) 母親婚後對於承擔傳統母親角色的埋怨 

2. 父母衝突中母採戰、父以忍的因應與維繫 

(1) 母親常因小事以情緒化方式控訴父親 

(2) 父親在夫妻衝突時以忍讓維持和諧 

3. 手足對父母衝突與家庭責任的置身事外 

(1) 二姐學業深受父母期待，對家庭事務置身事外 

(2) 二姐在父母衝突呈現置身事外 

4. 為了和諧與情感而介入父母衝突 

(1) 對家的重視使其對家庭衝突感到納悶 

(2) 父母衝突下被忽視的自我 

(3) 為「維護父母權威」兼顧「親父需求」，以撒嬌與玩笑緩解父親情緒 

(4) 親近爸爸之舉被媽媽認為同一國，一起生氣 

(5) 以考好成績來換取父母和諧 

（二）成年初期家庭互動面臨改變 

1. 少了子女的家 

(1) 手足離巢 

(2) 面對空巢父母 

(3) 長了翅膀心卻繫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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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年歷練的經驗 

(1) 成年後在家庭關係中地位的改變 

(2) 專業的學習與諮商的經驗 

3. 家庭關係乍見曙光 

(1) 在家的地位提升，敢對父母表達意見 

(2) 對爸爸的深厚情感，父母衝突後予以安慰 

(3) 基於諒解，生涯決定納入母親意見 

(4) 學習把父母衝突還給他們 

(5) 提醒二姐要感謝父母栽培與理解母親心意 

(6) 看見父親也在調整夫妻界線 

（三）成年中期再次回歸家庭 

1. 父母期待下自我需求的退讓 

(1) 面對夢想與家人的兩難 

(2) 志願序以父母期望為優先，對分發結果認命以對 

(3) 短期工作離鄉讓自我在家庭責任下得以抒展 

2. 家庭重責使陰霾籠罩再次陷入低潮 

(1) 順應母親期待卻老是被嫌棄 

(2) 主動扛起家庭責任卻被當成忤逆 

(3) 孤立無緣的處境 

3.暴風雨來襲 

(1) 無回報的責任導致憂鬱 

(2) 對二姐逍遙自在忿忿不平 

(3) 想以自殺換取家人重視，考慮離家又放不下責任 

(4) 頓悟後的雨停 

（四）回首雨中撐起傘的手 

1. 外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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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朋友開闊重視自己的新視野 

(2)精神科醫生鼓勵設立自我與家庭的界線 

2. 重新思索自己與家人關係 

(1)「做自己」知易行難 

(2) 從現實找到改變的基礎 

（五）一道彩虹的現身 

1. 自我破繭而出的掙扎 

(1)想過清淨生活的渴望 

(2)無法回報父母的愧疚與罪惡 

(3)彌補愧疚的選擇 

(4)長出自我的新翅膀 

2. 做自己也做問心無愧的女兒 

(1)顧慮母親心緒選擇離家近的房子 

(2)在自己心中為家人保留一個位置 

(3)獨立是為了自己也為了家人 

(4)有勇氣的出走 

二、 成年子女面對家庭角色與個人發展任務之經驗 

（一）成年資源注入家庭，嘗試理順家庭關係 

（二）對離家做自己感到罪惡，以「認同孝順」而回家擔責 

（三）擔起重責卻持續被母親批評與嫌棄，感受到付出無回報的憂鬱 

（四）在生病與社會支持下，勇敢做自己也做問心無愧的女兒 

 

（補充）研究結果討論 

（一）親子三角關係與受訪者主觀經驗、華人文化之關聯 

受訪者因為對家庭和諧與親親的重視，在不違反尊尊的法則下，在父母衝突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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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爸爸的不捨與保護之情，以私下、迂迴或轉移注意力等方式主動照顧爸爸情緒，也

認同父親在夫妻衝突中的忍讓、道歉等促進家庭和諧的舉動，其經驗符合華人文化對

於和諧、親親、子女與父母角色份際等文化價值（陳秉華、游淑瑜，2001；Yeh, 2003）。

然而，受訪者對家庭與孝順之重視，除了展現在年幼時涉入父母衝突之三角關係，也

與其成年後對於離家的罪惡、回家與主動擔責等舉動有關，但隨著成年後的事件與經

歷，使其家庭角色與內在經驗有許多轉折與變化。 

（二）成年後家庭角色與個人發展任務經驗 

1. 受訪者成年後，經歷修習輔導專業，加上年紀增長、生命歷練增加，使認知能力與

情感接納隨之增加，對父母角色的體會也更為深刻（高子淳等人，2019），除了產

生對母親的諒解外，也協助理順父母與二姐間的關係。 

2. 受訪者看見父母年老後對自己依賴增加，加上覺察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夾帶對生活

知識的優勢，在心理上感受到父母權威位置降了下來，成年初期與父母關係有親子

間權力反轉的現象，呈現在受訪者以自己新獲得的權力順勢對父母生涯決定或關係

有明顯介入之舉，但在父母權威心態無改變情況下，子女不容易說服父母配合（利

翠珊、張妤玥，2010） 

3. 家庭內如果沒有兒子，會由女兒擔起替代角色來照顧老年父母(Lin et al., 2003)，尤

其受訪者重視相互性孝道信念，也會認同自身作為父母照顧者的角色，與其成年後

「回家」有關（吳志文、葉光輝，2020） 

4. 二姐應被家庭期待作為擔責角色卻離家，受訪者身為老么，因其對孝順的重視與親

親渴望選擇回家，也期待擔責舉動不被父母視為理所當然，例如期許藉由付出來提

升地位、獲取父母重視與情感回應等相互性，但父母將受訪者的付出視為義務，甚

至會以嫌棄與批評希望受訪者為家庭做更多，受訪者感到肩負重擔，且無獲得相應

回饋，感受自己如同工具人，使得在家僅剩責任而有了憂鬱情緒，其經驗除了呈現

親代與子代對於孝道觀念的差異（陸洛等人，2006；葉光輝，1995），也展現受訪

者對家庭的照顧與干涉，在父母保護其權威影響下被視為踰矩，因而對受訪者有許

多批評，尤其子女盡孝道，需要大量情感與資源供應，在華人長幼有序、上下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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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倫理下，父母儘管身為「被照顧者」，也是權力高位者，子女提供照顧被期望以

父母期待來推動，在無法獲得父母相互性的情感與重視下，盡孝的義務使受訪者產

生身心症狀（余德慧等人，2004；利翠珊、張妤玥，2010；陸洛等人，2006；Yeh, 

2003）。 

5. 因為生病、社會支持等因素，小賢意識無法放下家庭責任，但也因為生病與他人的

鼓勵與建議之下，得知了自我照顧的重要，因而開啟自我與家庭調適的歷程，尋找

能安放自我的盡孝實踐，此呈現了華人的自我安適與幸福感在關係中發生，而非如

個體主義文化鼓勵個人從關係中撤出(孫蒨如, 2002; 許功餘 et al., 2008; 楊國樞 

& 陸洛, 2008; 簡晉龍 et al., 2009; Heine et al., 1999; Lu & Gilmour, 2004; Lu et al., 

2001; Lu et al., 2008)。最後受訪者在三十五歲過後，以買離家近的房子、格局規劃

以自己想要的房子為主，給予自己清淨生活，也同時兼顧家庭責任（葉光輝，1995；

Chen, 2005），初步展現在家庭關係中完成個體化的經驗，呈現華人文化下自我與

家庭共榮的特色(陳清甄, 2008; 黃光國, 2005; 黃郁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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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b-3 

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和親職喜悅的關聯研究 

陳若琳 1、卓淑玲 2、詹婷雯 3 

長篇摘要 

壹、研究動機 

國內年輕家庭的新手父母面臨角色調適，精力耗損、親職壓力、以及工作與家庭衝

突等挑戰(陳若琳、李青松，2001；陳若琳、涂妙如、李麗圳，2014)，育有嬰幼兒階段

的家長因年幼孩子的養育，使原本的家庭系統產生不平衡的現象，如何學習為人父母親，

盡到為人父母育兒教養責任，和嬰幼兒子女建立和持續雙向互動關係，及早建立安全親

子互動連結，是新手父母角色的重要職責和議題。 

Super 和 Harkness (1986)的發展利基理論或文化利基理論(developmental niche or 

ecocultural niche)，提出親職教養和為人父母是文化建構(parenting is culturally constructed)，

其理論特別著重文化層面對父母教養和嬰幼兒發展的重要影響，另外國內外有許多親職

教育理論與運用，提供為人父母親知能的學習，內容包含七大主軸：父母角色和家人關

係、嬰幼兒發展、嬰幼兒照顧、嬰幼兒安全與保護、父母溫暖與回應、親子互動和學習

及父引母導與規範等（陳若琳，2014﹔Darling, Cassidy, & Powell, 2014；DeBord et al., 

2006﹔Futris & Stone , 2011﹔Hawks, Riley & Ostergren, 2011），本研究基於國內外文獻和

過去研究，針對新手母親，探究其親職知能內涵情形，以及其與親職喜悅的關聯。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一、了解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內涵和親職喜悅情形；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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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詹婷雯，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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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和親職喜悅關聯情形。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了解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和親職喜悅情形如何？探究

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和親職喜悅的關聯情形為何？研究假設：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和親

職喜悅具有顯著關聯。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了解新手母親在親職知能具備程度，以及其與親職喜悅的關聯，邀請新北

市、桃園市或台北市不同區域立案的公共托育中心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合作，以育有嬰

幼兒第一次當媽媽的新手母親為研究對象，總計回收 372 位新手母親的有效問卷。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新手母親訪談和專家效度編修適合國內使用的「新手母親親職

知能量表」和「親職喜悅量表」。「新手母親親職知能」問卷量表分為「家長角色和家庭

經營」、「嬰幼兒發展」、「嬰幼兒照顧」、「嬰幼兒安全與保護」、「家長溫暖與回應」、「親

子互動與學習」和「家長引導與規範」，為了解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具備程度，採 Likert

五點量表方式計分，所得的分數越高，表示新手母親認為自身具備的親職知能越高。本

研究以母親親職知能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七個向度共可以解釋 75.61﹪的

變異量，各向度的因素負荷量大於.40。在新手母親親職知能具備部分，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介於為.85~.94；另外，「親職喜悅」量表分為「親子親密依附」、「孩子成長

回饋」、「生活目標重心」、和「家人關係增進」，本量表也採 Likert 五點式計分方式，

所得的分數越高，表示新手母親所感受到的親職喜悅越大，量表累計解釋量為 51.94%，

本研究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介於.80~.91(陳若琳、李青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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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成果 

一、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具備和親職喜悅程度 

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經由描述性統計分析，瞭解親職知能具備程度，「家長角色和

家庭經營」的平均數為 3.63，「嬰幼兒發展知能」的平均數為 3.73，「嬰幼兒照顧知能」

的平均數為 4.15，「嬰幼兒安全與保護知能」的平均數為 3.89，「家長溫暖與回應」的平

均數為 3.91，「親子互動與學習」的平均數為 3.63，和「家長引導與規範」的平均數為

3.87，新手母親皆傾向大部分具備。 

新手母親的親職喜悅，經由描述性統計分析，「親子親密依附」的平均數為 4.71，「孩

子成長回饋」的平均數為 4.70，兩項度傾向非常同意，「生活目標重心」的平均數為 4.37，

和「家人關係增進」的平均數為 3.75，兩項度傾向同意。 

二、新手母親具備的親職知能與親職喜悅相關分析 

透過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發現，在新手母親具備的親職知能與親職喜悅之間，整體

呈現低中度顯著正相關(r＝.11~.36，p＜.05)。 

三、新手母親的親職知能對親職喜悅的徑路分析 

本研究以新手母親親職知能作為自變項，而親職喜悅作為依變項。經由結構模式之

組成信度、建構效度與模式適配度檢測，結果均表示本模式具有理想的適配度與信、效

度，故證明此模型符合結構方程式之準則，以利後續進行徑路分析。新手母親親職知能

對親職喜悅之結構係數為.36 (p<.001)，達顯著水準，表示新手母親親職知能對親職喜悅

具有正向影響力，也就是當新手母親具備較高的親職知能，則母親會感受到較高的親職

喜悅。 

關鍵字：新手母親、嬰幼兒、親職知能、親職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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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b-4 

酒精成癮者子女的成長經驗之自我敘說 

A Self Narrative Study On The Child Growth Experience With 

alcoholism Parents 
鄭湘柔 13、張毓玲 14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理解我成長過程中受到酒精成癮者父親影響，成癮者

家庭子女的親職化現象，在成年後透過接受諮商來自我探索，重新與自己

和家庭和解的歷程。  

本研究採建構主義取向，以自我敘說的方式進行，其中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皆為研究者本人。研究工具為研究者本身，以及研究者所撰寫的生

命故事文本。透過反思文本的內容與形式，研究者得到如下的結果: 

一、 酒精成癮照顧者會影響家庭經濟收入的穩定性。 

二、 酒精成癮照顧者導致親職教養與照顧功能弱化，深刻影響其子女於家

庭中扮演討好者(家庭社會工作者)之行為模式，且多有親職化及情感

截斷之情形。 

三、 成年後於人際社交與親密關係中易出現焦慮型依戀、討好型的現象。  

本研究建議成癮者家庭子女學習自我探尋，原諒當時年幼、無力的自

己並停止自我責備，並應鼓勵父母接受成癮戒治補助之醫療資源，在成長

歷程學習求助，尋求專業的輔導或心理諮商之心理支持，以利健康之身心

發展。 

 

關鍵字：酒精成癮者、家庭功能、親職化兒童

 
13
 鄭湘柔，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本文通訊作者） 

Email：shiangrou710@gmail.com   
14
 張毓玲，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Email：icelove12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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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國內物質成癮家庭之情形越來越氾濫，物質成癮常見有酒精成癮與藥物成

癮，在實務工作相對可見藥癮者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被列管，然而酒精成

癮之物質濫用行為未有違法，除飲酒後之相關犯罪行為方有可能被列管，因而社會中

隱藏酒精成癮者多為黑數，酒精成癮者除影響其自身，也會讓其父母、配偶、子女等

整個家庭深受其害。 

近年來我國努力地執行與推動成癮者戒治補助方案，衛生福利部提供「酒癮治療

費用補助方案」，然而該酒癮戒治方案需酒精成癮者自願至醫療處所申請戒治方可提供

補助，然酒精成癮者多無病識感而戒治意願低落，戒治推廣成效並不彰顯，故研究者

想透過自身的生命故事文本回顧作為研究工具，去深入探究與了解酒精成癮者對家庭

親職教養功能、子女於人際與親密關係之影響，並提出建議以供相關經歷之子女及從

事酒癮家庭輔導工作之助人工作者參考。 

貳、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簡述如下： 

一、 瞭解酒精成癮照顧者在親職教養與照顧功能對敘說者之影響。 

二、 瞭解酒精成癮照顧者對敘說者於人際與親密關係之影響。 

三、 瞭解敘說者在接受諮商與敘說完後對家庭與自己的重新理解。 

四、 綜合研究之發現，提出建議以提供相關經歷之子女及實務工作者參考。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主要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酒精成癮照顧者在親職教養與照顧功能為何?  

二、 敘說者因照顧者為酒精成癮者所影響之人際與親密關係為何？ 

三、 敘說者在敘說完後對自我與家庭的重新理解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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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建構主義取向，以自我敘說的方式進行，研究工具為研究者本身，以及

研究者所撰寫的生命故事文本。透過反思文本的內容與形式去整理生命故事。 

故事成為一種方法，讓我們得以組織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種事情（張敏如譯，2000）。

在自我敘說的過程與反思中，回溯敘說者在酒精成癮者照顧下的成長經驗，重新整理

與反思自己，透過敘說，從中重新檢視自己，也能向他人表達內心的想法，我相信「一

人故事，眾人故事」的說法，透過敘說生命故事去療癒自己，同時也有可能喚起他人

成長過程的相似經歷、感受與反思。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參與者有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本研究中研究者、被研究者(敘說者)為同

一人。  

伍、研究成果 

除整理敘說者之生命故事文本，亦整理出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探討依據，研究成果

整理如下： 

一、 酒精成癮照顧者在親職教養與照顧功能負面影響之文獻探討： 

物質濫用是一種慢性、復發性精神疾病且對健康與社會功能所造成之損害，包括

就業、犯罪、人際互動、家庭關係、感染血液傳染疾病等負向後果(Vanderplasschen, Rapp, 

Wolf, & Broekaert, 2004; Ball, 2007)。慢性酒精成癮患者在醫學研究中證實其腦部因長期

受物質影響而有所缺損，與一般人有所不同，形成慢性與復發性疾病。 

林杰樑 (1997)，認為成癮者具下列人格特質：態度悲觀、自卑及情緒不穩定且不

計後果之衝動行為等。檢視自己的父親確實有自卑情結而總是藉由酒精麻痺自己來逃

離現實的不如意，也總是性格衝動且情緒不穩定，容易與母親吵架，在親職教養與照

顧者的角色上亦因沈迷於酒精而多有缺席。 

二、 酒精成癮照顧者對敘說者於家庭、人際社交與親密關係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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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lock(1974)指出，家庭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單位，也是個人在㇐生中最重要的

成長與生活環境，而個人的人格、行為、態度及價值觀念均受其影響。顯現原生家庭

對子女的影響如此深遠。 

「親職化兒童」(parenting child)，指子女承擔父母的角色，如負擔家務、照顧手足，

或者是情感層面的親職任務，如承擔家人情緒、以家人快樂為優先等(石芳萌、吳麗娟、

林世華，2010)。從小因為父親酒精成癮，酒後容易情緒失控的問題，造成母親情緒上

很大的負擔，雖然身為最年幼的子女，卻需要去扮演著「情緒配偶」、「家庭社會工作

者」與開心果的角色，陷入酒癮狀態的父親無法好好傾聽母親的感受，而我就認為自

己有責任去承擔與承接母親的情緒，即使那並不是兒童應扛起的責任，但我仍積極學

習承攬家務、照顧母親的情緒，總是告訴自己要趕快長大、去成為一個成熟的照顧者

並扛下照顧母親的責任，也因此在成年後，除了長期承擔家人情緒、情緒界線模糊之

外，也總將母親需要我才證明我在家庭內是有價值的，形成了非理性信念，也顯現在

人際社交與親密關係相處之中，總認為自己必須要透過犧牲奉獻才能被需要、被喜歡

與被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因此容易發展出不健康與不平衡的人際及親密關係。 

三、 對家庭與自己的重新理解與和解： 

在接受諮商與敘說後，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與家庭脈絡，與當時年幼的自己和解，

去原諒自己的內在小孩並停止非理性的自我責備，也學習在家庭中從親職化子女的角

色中看見自己的人際社交與親密關係中的行為模式，覺察自己總是透過討好他人來得

到愛以及焦慮型的依戀風格，從看見去省思、理解家庭成員與自己，有機會透過對話

和父親、母親、家人們去和解，透過心理位移去理解父親酒精成癮背後成因與脈絡，

與父親討論後決定以減害的觀點陪伴、支持父親戒酒，慶幸有機會讓自己用不同的視

角去看待家庭事件，找到自己在家庭中更舒適的位置、跟家人們用更自在的相互陪伴，

漸漸地讓家庭界線更明確，也讓家庭支持系統更有力量，朱惠英(2020)在諮商理論的

課堂中提及情緒截斷的子女，分享了我最喜歡的一句話，「離家，是為了找到返家的路」，

而我發現自己早已經踏上拾回自己與返家的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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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出建議以提供相關經歷之子女及實務工作者參考： 

建議成癮者家庭子女學習自我探尋，並應鼓勵父母接受成癮戒治補助之醫療資源，

在成長歷程學習求助，尋求專業的輔導或心理諮商之心理支持，以利健康之身心發展。

實務工作者除協助酒精成癮者資源連結，接受酒癮戒治之外，應與酒癮家庭工作並評

估酒精成癮者子女之風險狀態及其人際與社交行為模式是否影響身心健康發展。 

五、 總結 

因著「治療別人之前，自己要先被治療」(林家興，2007)，希望透過整理與檢視

自己，提升自我覺察，透過敘說的療癒強化復原力，也藉由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有機

會去陪伴相似經歷的人們，並協助助人工作者認識酒精成癮者與酒精成癮者家庭工作，

作為助人工作專業養成過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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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b-5 

國小輔導教師系統合作之倫理困境及因應對策 

 The Ethical Dilemma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Counselors 

陳俞翎 1、曾毓貞 2、鄭湘柔 3、吳芝儀 4 

摘  要 

學校輔導教師除具備專業輔導知能外，亦須擁有遵守倫理守則、連結資源

與系統合作等能力，其中又以倫理所引發相關議題於學校輔導工作中更需小

心、謹慎地處理，避免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之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從國小輔導教

師之角色與職責開始探討輔導教師應有的責任，了解輔導教師除了協助學生的

身心健康發展外，也要提供具有滋養性、成長性、包容性的學習環境，而環境

的塑造必須依靠校內人員以及校外資源彼此之間的交流合作才能得以改善，因

此在系統間的合作就是輔導教師必須用心涉入的一大重點，並從中看見輔導教

師在系統合作下的倫理困境，並提出相應的因應對策。其中包含：一、保密，

1. 事先告知師長保密原則 2.詢問個案意願 3.以保密為前提給予師長建議。二、

專業知能─辦理輔導相關研習、講座。三、與專業人員的關係─強化專業分工、

個案會議分級辦理。期待透過上述對策並檢視現行實務體系不足之處，給予相

關專業人員建議，減少跨領域合作過程而衍生倫理之議題。 

 

關鍵字：保密、倫理、系統合作、輔導教師 

  

 
1
 陳俞翎，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2
 曾毓貞，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本文通訊作者）Email：inspri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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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芝儀，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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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因學生心理健康議題引發相關的自傷、傷人與自殺等社會案件頻傳，凸顯出

學生輔導工作系統之困境與工作者專業知能不足，因此學生輔導工作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為維護學生權益並強化輔導人員的專業知能，學生輔導工作之專業倫理於輔導工作場域

中顯得愈發重要，顯現遵守倫理之於學生輔導工作之重要性，以下將就國小輔導教師於

系統合作與倫理議題，進行相關探討與實務之見解及因應對策。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許透過文獻分析與實物探討提出相應的因應對策，期待透過上述對策並檢

視現行實務體系不足之處，給予相關專業人員建議，減少跨領域合作過程而衍生倫理之

議題。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了解國小輔導教師於輔導工作所需具備之實務能力為何？ 

二、探討國小輔導系統合作下可能遇到的倫理議題困境為何？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進行對於國小學校輔導實務工作的探討，採用文獻分析法，透過國內外文

獻蒐集與研究者實務之整理，初步了解此一專業的內涵及實務現況。蒐集資料包含國內

和本研究相關之中文專書、期刊、學術論文等資料，進行初步分析與整理，以瞭解在國

內之相關理論與實務現況，並透過整理對國小輔導教師於系統合作之保密倫理工作提出

可行之因應對策。 

伍、研究成果 

一、國小輔導教師之角色與職責 

國小輔導教師於學校之中，所擔任的角色既是專業輔導人員，亦為學校教師，代表

著輔導教師除了遵守專業輔導人員的倫理守則外，同時亦須擔負起身為學校教師的責

任。 

-90-



2021 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輔導教師除了協助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外，也要提供具有滋養性、成長性、包容性

的學習環境，而環境的塑造必須依靠校內人員以及校外資源彼此之間的交流合作才能得

以改善，因此在系統間的合作就是輔導教師必須用心涉入的一大重點 (許維素，2005)。 

二、系統合作下的倫理議題困境 

(一)  保密 

保密是一種助人工作中的原則，而目的是在於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權與自主權 (呂鳳

鑾、翁聞惠、吳宗儒、黃馨瑩、吳芝儀，2009) 。然而系統合作中最重要的模式之一為

交換資訊，把所知曉的個案資訊、近期狀況及如何協助等的注意事項，轉知給其他相關

人員，減少重複的詢問及重蹈覆轍，該如何在系統合作與保密原則中，取得最適宜的平

衡呢？ 

(二)  相關專業知能 

除了與專業輔導相關人員工作之外，輔導教師還需要與學校老師、家長共同合作。

因此教師們對於輔導知能皆有基礎概念，但因缺乏實作而難以應用於實際中，在系統合

作中，有時候輔導教師須事先講述輔導流程跟本質，才得以開始運行，花費較多的時間

與心力。家長來自不同的背景，不一定熟悉教育及輔導相關知能，甚至對輔導具有負面

印象，過程中需要重整家長的觀念及刻板印象，進而介紹輔導的重要性等，而在輔導的

過程中，不少家長欲透過輔導過程了解個案的狀態，必須在保密原則與家長信任之中找

到平衡點。 

三、可行之因應對策 

國小學生的個案類型主要為家庭關係、情緒困擾、人際互動等，而這些議題若只有

個案自身的努力及改變，整體環境仍然不變時，對於國小學生而言過於困難，且難以得

到正向經驗，所需要花費的時間亦較長，輔導資源相對耗費較多。若是能協助個案營造

友善的環境，及與相關對象共同討論及協調，找出適合與個案的相處模式，讓家庭與學

校攜手合作，提供個案改變的契機及動力，更能加速個案的轉變，強化輔導效能。然而

在合作之前，需要考量到諮商的倫理原則，因此筆者依據過往校園輔導的實務工作經驗，

提出可行的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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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密 

1. 事先告知師長保密原則 

在與個案開始個別晤談之前，都會與導師及相關人員會談，了解個案的狀況，而在

會談當下，輔導教師能告知關於輔導的內容及運作方式，讓師長能擁有更豐富的輔導知

能，並了解何謂保密原則、保密原則的重要性，確認師長完全了解保密原則，並同意個

案與輔導教師的晤談內容並不會被全部揭露給師長，而是會以個案的意願作優先考量。

上述是為了讓師長了解保密並非拒絕師長對個案的關心，而是為了讓個案能更安心地接

受輔導，以增進輔導成效。 

2. 詢問個案意願 

在諮商過程中，個案所提出的議題，若是與特定對象相關時，不僅僅是個案個人所

需要面對的問題，而是需要雙方或多方共同調整時，輔導教師能於個別輔導時，藉由討

論議題作詢問，了解個案的期待及目標，哪些是需要輔導教師協助調整的部分，以及哪

些期待相關人員配合的事項，能以不透露晤談內容，且能達到設定之目標。 

3. 以保密為前提給予師長建議 

因輔導教師常駐於國小，經常遇到與個案有所連結的人，對於個案有許多的關心，

也欲瞭解諮商的內容，在兩難之下如何因應是困難的選擇，後來筆者轉以提供如何與個

案相處的模式以及未來需要配合的因應方式，取代揭露晤談內容，一方面可以連結更多

人協助個案，建立友善的環境，一方面亦能保護與個案的保密約定。 

(二) 專業知能─辦理輔導相關研習、講座 

不只學校教師需增進輔導相關專業知能，與個案相關的系統合作者，如行政人員、

家長等，亦需持續提升在輔導上的相關知識與態度，若能提升相關知能，能共同協助個

案並給予輔導教師支持。 

在國小場域中，為了讓師長不斷的溫故知新，辦理許多的教師研習，此外也為了讓

家長擁有更多方式與孩子相處而辦理的家長講座等，若能提供更多與輔導相關主題的研

習，讓輔導知能更加普及化，亦能減少輔導教師於他人關心及保密原則的兩難中。 

(三) 與專業人員的關係─強化專業分工、個案會議分級辦理 

-92-



2021 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依據輔導工作手冊提及每學期皆須辦理個案會議，然而個案會議所參與的人員並非

皆是主要相關人員，擔憂會有保密問題，且也顯得會議不夠有效率。應將每學期辦理的

個案會議分級辦理，精簡人力也避免與會人員過多而有保密之疑慮。分級依據個案狀況

的需求度作評估，從需求最低的為第一級、最高為第三級：第一級會議與會人員為導師、

輔導教師及家長；第二級會議與會人員為導師、輔導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第三級會

議與會人員為導師、輔導教師、家長、行政人員及校外單位。 

陸、結語 

本文是筆者於實務工作深感國小輔導教師於系統合作與保密原則之困境，期待透過

推廣認識論理議題並檢視現行實務體系不足之處，給予相關專業人員建議，減少跨領域

合作過程而衍生倫理之議題。 

 

參考資料 

呂鳳鑾、翁聞惠、吳宗儒、黃馨瑩、吳芝儀 (2015)。中小學學校輔導人員面臨的保密困

境及因應策略。輔導季刊，51(3)，58-67。  

許維素 (2005)。輔導教師學校系統觀的重要性。輔導季刊，41(3)，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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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b-6 

家長覺知居家自主學習對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親子關係之探究 

The Parents’Percep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Learning Autonomy 

劉羿玄 1 

摘  要 

依循 COVID-19 防疫政令，各級學校改採停課不停學之遠距授課，衝

擊現今教育型態，並促使師、親、生三方適應全面線上學習模式。本研究

欲探討期間學童學習狀態及家庭成員互動等變化，盼能提供相關議題些許

參考與建議，並牽引出更多社會關注和後續研究。 

透過立意抽樣，由教育實務工作者協助，以滾雪球方式徵得志願研究

參與者，繼而篩汰出長期陪伴、關注子女自主學習歷程之家長，進行深度

訪談。藉受訪者自我敘說，來瞭解其參與兒女自主學習期間的生命經驗及

個體詮釋，以期還原現象之本質。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現象學取向作為研究方法，擬備相應訪談綱要，並

自文獻和試訪修繕其信效度，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從而探究家長在子女起

居作息、學習場閾等轉變下之主觀覺知，並回答研究問題。於訪談資料謄

錄逐字稿後，整理斷句編碼、意義單元等，再進行跨個案分析及統整摘要，

終將研究結果歸納為下述四項： 

一、學生學習動機未因改採網路平台而顯著提升，家長鼓勵則有助其學習

意願。 

二、學生學習成效因遠距教學而有所降低，經家長督促約束則能減緩退步

程度。 

三、親子關係未因相處時間增長而提高，然立場衝突多能提供協商與磨合

 
1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諮商所研究生、嘉義縣文昌國小專任輔導教師，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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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四、良善親子關係與溝通模式對學生居家自主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有所增

益。 

關鍵字：自主學習、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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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鑒於 COVID-19 疫情趨向嚴峻，教育單位因應防疫舉措普遍施行遠距教學，無論

教師、學生、家長均得整備面對嶄新學習樣態。其中網課參與意願與實施成效最受關

注，而家長配合度及親子互動亦影響居家學習歷程。 

研究者對此形勢持續觀察，教師群體除為增進資訊知能而多闢蹊徑外，亦須和家

長保持密切聯繫。基於合作關係，研究者欲了解、同理家長感受與立場，加之過往教

育相關研究多先著墨校內教師或學生，故本研究面向定錨於家長角色。 

貳、研究目的 

為使探究結果能更具實徵意義與佐證性，研究者透過各校教職員工協助查訪合適

之受訪者，以利後續進行半開放式訪談。藉由受訪家長親身敘說，來瞭解停課期間學

生居家學習狀態、家庭親子互動等實地經驗與主觀覺察，同時釐清為何有此轉變歷程。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後續研究建議，期許對專業工作者進行實務工作或相關

單位研擬妥適政策時能有所參考。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分別自學習動機、學習效果、親子關係等面向，概略分作下述

四點；後續訪談大綱、主題概念內容分析等步驟，悉遵照研究問題之主軸。 

一、瞭解學童轉為居家自主學習環境下之學習動機相較實體課堂狀態如何。 

二、探究學生轉以線上遠距教學方式後之學習成效相比實體課程狀態幾何。 

三、探討家庭相處時間增長所影響之親子關係互動為何。 

四、親子關係對學生居家自主學習之動機與成效有何影響。 

肆、研究方法 

  基於工作場閾需求，研究對象以小學學童家長為主。研究者依據研究構念，採立

意取樣，自教育實務工作者之人脈，以滾雪球方式招募各方志願研究參與者。再以參

與子女自主學習歷程之時間長度、涉入程度等條件設為篩選指標，選出適切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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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選出三名可終日居家陪伴、關注孩子自主學習歷程的家長為受訪者。 

  根據研究問題擬略訪談綱要，並透過文獻探討和大綱試訪修繕其信效度，接續以

質性研究方法進行深入訪談，輔以錄音方式，期使訪談主軸符應所訂立之研究核心，

進一步分析研究個案是如何對此經驗做出現象詮釋。 

  為有效汲取受訪者對前述現象之主觀覺察，故採取質性研究現象學取向，以探究

家長在參與兒女自主學習期間之生命經驗，以及其如何對此回溯和省察，方能在經驗

本質與意義上獲得更深入的解析。 

  訪談完成後將錄音資料繕打成逐字稿，從對談內容過濾意義單元，並逐步形成概

念、主題、核心主題，來進行跨個案整合與分析。後歸納、綜合受訪者間相似之處，

統整一研究結果報告，最終提出相應研究建議。 

伍、研究成果 

一、研究結果 

（一）關於學習動機 

  整納質性資料可獲知學童僅在初期抱持新鮮感，參與網路課堂之意願日漸頹怠，

整體動機仍較實體課程為差，需家長從旁探詢、督促；而若未予監督之時，孩子常將

課程視窗縮小，以進行其他休閒活動。 

  教師指派作業除紙本書寫外，亦不乏各類學習網站的闖關活動，學生雖對此較有

興趣，但仍傾向投注心力至其他電玩遊戲中。受訪者們雖理解兒女娛樂需求，然基於

教養期待，仍選擇約束並嘗試引起學習動機，以培養自主學習之習慣。 

  家長角色除了監管亦多能發揮鼓舞作用，當適時稱讚學童自主學習行動，則有較

大機率使其維持表現。受訪者們表示大多已較能拿捏讚賞、糾錯之時機，對此頗具成

就感。 

（二）關於學習成效 

  作業檢核實施受限，雖有家長介入協助，卻難鉅細靡遺，偶有疏漏，需熟練之學

科便日益生疏，線上測驗作答狀況堪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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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指出，能理解教師考量學童視力和時間規劃，無論視訊或錄影，時數多比

原先課堂為短（此處或有校際差異），且螢幕相較教學現場，較不易吸引注意，也不利

全場環顧與即時互動，加之背景干擾（如同學家中聲響），皆影響學習成效。 

  師長約束力相對實體課堂有所削弱，諸如點名無人應、喊人叫不動等。最終，為

維持子女學習成效，部分督察責任便等同返還予家中親職，受訪者們雖均配合，卻仍

感負擔。 

  線上操作步驟繁雜，包含拍照、錄影上傳等，亦間接加重親師負荷，尤其子女無

能獨立完成時，便需由家長輔助甚至獨攬；此皆消耗學習熱誠及效果，家長也偶感倦

怠。 

（三）關於親子關係 

  綜觀訪談陳述，多主觀認為親子關係並未顯著增進，雖相處時間拉長，有較多對

話、接觸機會，卻非全屬正向互動，隨任務督促頻率日升，難免造就立場衝突。 

  儘管矛盾、紛爭稍多，受訪者們仍覺不失為溝通、協商機會，各有利弊。幾位受

訪者效法原生家庭教養型態，均樂衷於改善親職素養及教養分針。 

  如磨合得當，親子默契、互動關係將得滋養，家長亦能從中學習，但仍需迎接下

一次角色對立，非一勞永逸；若否則挫敗感堆疊，致使疲乏。 

（四）關於三者影響 

  統整訪談結果得知當親子溝通、磨合後若能歸結出共識，學生將更具學習動機與

成效，比之原先催促方式為佳，故推估良善親子合作模式有助於自主學習歷程。 

  家長教育信念多受原生家庭淺移默化，且因期盼子女成為何種人而採取相應教養

措施，只是也需承接孩子的駁斥與挑戰，針對觀念、期待相左之處進而微調。 

二、研究建議 

（一）給研究者之建議 

  研究參與者均為單薪家庭之家管，其中兩位曾任學校志工，教養興趣濃厚，雖符

合長時間陪伴居家學習之篩選條件，然樣本同質性亦偏高。 

  未來可尋求相異性別、職業、文化背景之異質性樣本，甚或將研究視角挪轉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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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學生群體，而研究方法上也尚需量化數據輔證。 

（二）給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平日可多積累資訊相關知能、熟習各類軟體，與時俱進，藉此輔助課程教學並促

發更多元的教學方法。 

  除教師自身能可操作外，亦須讓同學也具備網路平台操作能力，以避免學生無法

登錄、上傳下載等窘境。（研究者亦在停課前便整備好並及時教授操作之法。） 

（三）給教育政策之建議 

  過往雖曾有學者專家等推崇自主學習，倡導讓孩子自由選擇、規劃，然仍需考量

學生年齡與自制能力，兼且多數家庭需得雙薪來支應開銷，孩童欲在無人監管下自律

自發地主導學習並保持動機與成效，恐存疑慮。 

隨科技日新月異，網路雖有利輔助學習、縮減時地限制，但操作與任務繁複下，

是否真帶來便利，抑或無形間也增添壓力；加之社經與城鄉差距等問題，學子能否立

於平等起點以發展成長，再再是我們這一世代應共同思考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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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c-1 

安置機構離院大學生生活適應之探究 

周筱媗 1、沈玉培 2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安置機構離院大學生從離開安置機構至大學期間獨立

生活適應的感受與想法，遭遇的難題及因應的方式。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

之內容分析作為研究方法，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研究發現離院獨立生活

共同的感受與想法是靠自己為生存之道，需獨自迎戰多元考驗為獨立生活

之難題，而因應難題則需要人助更要自助。 

依據本研究之發現與結果，期望提供安置機構思考安排院生離院前持

續且符合個別需求的課程與培訓，及政府單位給予務實且穩定支持之建

議。 

 

關鍵字：安置機構、離院大學生、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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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筱媗，嘉義市民族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 沈玉培，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Email：yupei121606@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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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過去數年因家內兒童與青少年保護案件而繼續安置於機構者介於 216-508 名，離開

了家的兒少，生活照顧與家庭教育轉由安置機構提供，機構在同時照顧不同年齡與成長

背景的兒少，多僅能先維持生活起居照料，無法提供完善的家庭教育，安全依附與情緒

教育的缺乏對受安置院生的影響可被預期。 

一、機構提供「家」一般的生活照顧 

家庭失功能被安置在機構中生活的院生，在這提供遮風避雨暫時的「家」中，有明

確、固定且嚴格的生活作息規範及共同遵守的公約。如同余姍瑾(2011)研究發現，規律

生活、制式作息與同儕間經過長時間共創的隱規則，幫助院生建構對機構有秩序的「在

家感」、適應與「家認同」。機構有足夠的生活物資，不同活動與課程安排亦充實了部

分院生心靈的匱乏，而對院內生活產生依賴與暫時安定的歸屬感，一個第二個「家」與

「類家人」的其他院生。 

二、擔心離院孤軍奮鬥的生存與情緒之苦 

終將到來的離院日，院生擔心未來事事都要自己來，預期離院生活的不輕鬆、無法

即時得到協助與無法適應獨立的生活。如簡永達(2017)所述「離院之後，少年能依靠的

只剩自己，每天睜開眼都是一場與生存的搏鬥」。胡中宜、彭淑華(2013)的研究亦發

現，離院生有專兼職工作者占 75.3%，70.8%生活固定支出靠工作所得，為了生存每

天苦撐著，不斷維持收支平衡。 

離院的現實讓社工與保育員將安置機構內教導的重點放在「經濟獨立的生活」，未

能將家庭教育內能提供的安全依附與情緒教育納入。然而離院生「情緒支持與陪伴」

需求占了 39.3%，僅次於經濟；遇到困難時，離院生主要靠自己或找同儕問題解決

各占六成以上(胡中宜、彭淑華，2013)，以及離院生有情緒困擾者占 28.1%，有自

殺傾向、物質成癮等者占 18.8%。離院生似乎更需要心理支持，在缺乏家的資源與

支持，在適應上恐遭逢更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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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從安置機構離院大學生的觀點，敘說離院後至大學期間的獨立生活面

對的生活難題之適應經驗，期盼研究結果能提供安置機構、政府相關單位與家庭教育參

考，協助安置機構離院生的生活適應。 

參、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內容分析方法蒐集與分析資料，關注研究參與者對其離

院後生活所敘說的經驗，包含其對經歷的感受、想法與獨立生活適應方式。 

肆、 研究成果 

一、靠自己平衡身心為生存之道 

離院獨立生活對離院生而言，即一切要靠自己。對於長期安置的孩童，個體發展關

鍵期幾乎都在機構度過，機構提供了一個相對安穩的生活環境，部分替代了失功能的原

生家庭。面對離院，離院生感受萬千，包含隻身一人的失落，獲得自由的開心或期待新

生活的新希望感，然而，終究是自己一個人扛起生活中所有的責任與重擔，包含努力為

經濟或生存理念打拼，思考未來人生走向，也為未來提前奠定基礎。 

二、獨自迎戰內外多元考驗 

離院獨立生活遭遇的第一個難題是生活處處需要錢，除了機構(政府)補助外，必須

努力申請獎學金或打工以維持生活開銷，較幸運者若能得到家庭支付學費，讀書期間的

經濟或許負荷較輕，但仍需為未來生活擔憂而必須打工累積存款或社會經驗。 

再者，過去生活在侷限的團體安置生活，集體式管理與活動安排，讓不同年齡層的

院生無法獲得個別的探索與學習，對於現實社會的生活步調、人群運作方式感到陌生、

無所適從又跌跌撞撞的學習過程，常使離院生不免挫折連連，自嘆不如人。當生活中來

自四面八方的多種難題出現在眼前時，離院生習慣獨自承受與消化獨立生活衍生的情緒，

不想造成他人困擾或誤解，增加獨立生活背負的重擔。 

三、需人助更要自助 

離院獨立生活，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幫手與資源，靠著相信自己，了解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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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限制，運用適合自己處境的方法與行動，修補過去，實踐理念，打好經濟的基礎，即

使獨自一人的生活，也能過得正正當當，順應社會規範不走偏，幫助自己在未來的生活

中活得更穩當。自助以外，離院生會從人際互動中尋找楷模，吸收學習他人的知識與經

驗，再加上機構人員、學校導師與社工等提供協助，而走過離院獨立生活的適應階段。 

離院後的獨立生活不易，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從生活與心理兩大方向提出建

議。生活方面建議安置機構能提供個別化課程，協助院生提早發覺興趣、專長與生涯方

向，培養專長，學習個人與環境資源管理，儲存生存能力，減緩經濟獨立的壓力。心理

方面，建議機構人員提供情感教育，並能主動給予溫暖關懷與傾聽心情，促進依附關係

的發展，希冀能成為離院後可依靠的人生導師與支持，降低獨立生活適應過程的孤獨與

負向情緒，穩定離院生在離院前後的擔憂與不安感，讓安置機構在院生成長過程中感受

到家的安穩與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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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c-2 

國小情緒營隊之成效初探—以教習劇場為導向 

王進財 1、陳虹宇 2、周才忠 3 

摘  要 

任林教育基金會（簡稱）成立 20 年來，由五個學習基地以輻射方式

在台灣超過 250 個社區或學校，推動促進父母自我成長和家庭和諧的共學，

此主要價值乃立基於「創造性」與「預防性」服務模式（王進財，2020a；

陳嘉鳳、周才忠，2011）。兒童情緒營隊起於 2018 年，連續三年的服務也

讓財團法人感恩基金會經費看見了成效，在 2020 年給予此計畫贊助。強

化任林前進偏鄉國小舉辦寒暑假學童情緒營隊決心。遂於 2021 年寒假在

彰化縣社頭鄉湳雅國小及員林市饒明國小舉辦兩日兒童情緒魔法營，此以

「教習劇場」（Theatre-in-Education）為導向（Usakli, 2018），共計 13 位大

專志工帶領，兩校 55 位中高年級孩子參加。根據前後測問卷結果發現，

快樂、情緒瞭解、想法表達、表演自信四個面向的程度均有明顯提升（達

顯著差異），顯見具體實施成效。本篇論文立基於行動研究方法，其目的

主要落實『循環式品質管理（PDCA）』政策之施行。冀望藉由參與此次「全

球化思潮下家庭發展與教育」研討會時機，彙整出若干成功經驗，以供解

決世界各國所共同面臨相關議題。 

關鍵字：情感教育、教習劇場、愛的運動、任林察覺圈、家庭教育 

 

 
1 王進財，財團法人台北市任兆璋修女林美智老師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 陳虹宇，財團法人台北市任兆璋修女林美智老師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 
3 周才忠，財團法人台北市任兆璋修女林美智老師教育基金會台中學習中心主任（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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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台灣社會與家庭結構變遷加劇，衍生出諸多兒童青少年問題，據 2016

年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受衛生福利部委託進行全國 3567 所國中小學「心理健康促進」問

卷調查發現，值得重視的學生心理健康議題，前五項包括學習動機、情緒管理、壓力

調適、3C過度沉迷等，國小學童欠缺情緒管理能力，則名列第二位（張玨、周才忠，

2016）。兒童與青年正處於生命發展歷程的最重要關鍵階段，學校是初級預防的最佳

場所。因此，國內外各界也越來越關注如何有效提升孩子的心理素質，如情緒智商（EQ）、

傾聽、同理心、自我效能、解決問題能力等等，尤其針對偏遠地區弱勢兒童長期性預

防介入方案，例如「社會情緒學習」（SEL）方案其包含自我覺察、社會覺察、自我

管理、人際關係技巧、做有責任的決定等五種核心能力。 

任林教育基金會的創立宗旨，也強調情緒的覺察與感受（察覺圈：訊息→解釋→

感受→意欲→選擇），促使個人活出生命本質，達到身心靈的全人修練（王進財，2020b）。

從 2018 年開始籌備兒童情緒營計畫，隔年即前進偏鄉小學舉辦學童情緒教育營隊，希

望能從小教導孩子們學會情緒三部曲：一、覺察區辨情緒的類別功能；二、鍛鍊情緒

的承受力，適切表達情緒的強度；三、以情緒轉化情緒，改變慣有想法或行為，成為

孩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學習課題。王進財（2020c）讓孩子擁有面對他未來人生的能力。 

貳、研究目的 

本篇論文主軸以2021年寒假在彰化縣社頭鄉湳雅國小及員林市饒明國小舉辦兩日

兒童情緒魔法營為資料基礎。其參加對象為中高年級學生，並藉發表營隊中座談會的環

節，也邀請家長們的參與，讓父母對認識、分辨與表達情緒有初步概念。期待透過兒童

來影響父母，延伸的配套措施包括基金會後續提供公益讀書會，可長期陪伴協助家長學

習成長。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此兩場「教習劇場」營隊的活動目標，為協助孩童透過遊戲、創作及戲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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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抒發自我情緒，增加五感官刺激及覺察力。期使孩童在面對情緒人際事件時，練習採

取有效溝通及理性表達。研究假設為活動前後在「快樂」、「情緒瞭解」、「想法表達」、

「表演自信」的程度上能達到顯著差異。 

肆、研究方法 

一、活動規劃與內容架構： 

(一) 志工培訓：總計培訓4位帶領輔導員，17位社工、心理相關背景大專生協助擔任小

隊輔。演練時間為12／19（六）、12／20（日）、1／20（三）、1／28（四）四天，

共計24小時。培訓地點在任林教育基金會台中學習中心大教室。 

(二) 營隊日期與地點：2／1（一）～2／2（二）於彰化縣社頭鄉楠雅國小，2／4（四）

～2／5（五）於彰化縣員林鎮饒明國小。 

(三) 營隊單元主題與流程： 

 第一天 第二天 

9:00-10:20 
神祕蛋: 怎麼辦，好大一顆蛋 

（認識與建立團體） 

五顏六色煉金術 

（情緒表達與調適） 

10:40-12:00 
奇檬子百寶箱 

（認識情緒與團體凝聚） 

看我七十二變 

（情緒溝通） 

12:00-13:30 勇氣午餐 智慧午餐 

13:30-14:50 
魔鏡、魔鏡 

（感官與感受） 

STOP 教習劇場 

（情緒構通） 

15:10-16:30 
情緒怪獸及牠的產地 

（情緒覺察） 

魔法師畢業典禮 

（回顧統整與道別） 

二、研究方法： 

此以「參與式研究方法」（Kloos, Hill, Thomas, Wandersman, Elias & Dalt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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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並採取自編問卷調查法，進行活動前與活動後兩次測量。前後問卷題項內容多

數相同，只是問法描述上的差異。本論文屬於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精神下的初探

性實務研究，因此援用準實驗研究考驗方式來驗證結果，並無太大衝突之處。以

Fairweather（1967）的「實驗性社會創新與推廣」（Experimental Social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概念為例，它也是一種最接近典型實驗室情境的社區研究方法。至於未

能排除內外在效度上的混淆因素，則是通常是實務或行動上的研究限制。如果科學的真

正價值，是可以逐步產生對人類有用、有效的知識體系，同時告訴我們哪些切實可行的

服務模式，未來就有機會改變這個世界。 

伍、研究成果 

經剔除無效問卷後，兩所學校總計回收 47 份前後測有效樣本（湳雅國小 26 份、

饒明國小 21 份），中年級 33 份，高年級 14 份。男生（24 人）與女生（23 人）相當。

「一般家庭」（40 人）居多，「特殊家庭」（7 人）較少。 

一、活動前後的快樂程度差異情形 

全體營隊學生活動前後快樂程度的平均值（1～5的量尺）分別為3.53與4.41，

後測分數明顯高於前測結果（t=-4.842，p<.001）。另外，「中年級」、「男生」、「女

生」、「一般家庭」與「特殊家庭」，也都達到前後測的顯著差異。由此分析結果可

看出，兩日教習劇場活動單元對中年級孩子的快樂程度提升較有助益，其中亦凸

顯初級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教育愈小做起愈有可能達到效果。 

二、活動前後對情緒瞭解程度差異情形 

       全體營隊學生活動前後對情緒瞭解程度的平均值（1～5 的量尺）分別為

3.62 與 4.31，後測分數明顯高於前測結果（t=-3.969，p<.001）。另外，「中年級」、

「男生」、「女生」與「一般家庭」，也都達到前後測的顯著差異。由此分析結果可

看出，兩日教習劇場活動單元對中年級且一般家庭孩子對情緒瞭解程度提升較有

助益，其中亦凸顯社會情緒學習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方案愈早施行

愈有可能達到效果。至於「特殊家庭」孩子未有此效果，是否為人數較少或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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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形式等因素，值得未來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之。 

三、活動前後有關想法表達能力差異情形 

全體營隊學生活動前後有關想法表達能力的平均值（1～5 的量尺）分別為

3.41 與 4.00，後測分數明顯高於前測結果（t=-3.122，p<.01）。另外，「中年級」、

「高年級」、「男生」、「一般家庭」與「特殊家庭」，也都達到前後測的顯著差異。

由此分析結果可看出，兩日教習劇場活動單元對於中高年級且不同家庭型態的男

童想法表達能力提升較有助益，此應證遊戲、創作及戲劇的活動效果。至於「女

性學生」未達顯著差異，是否與活動形式或其他影響因素有關，值得未來相關研

究進一步探討之。 

四、活動前後有關表演自信能力差異情形 

         全體營隊學生活動前後有關表演自信能力的平均值（1～5 的量尺）分

別為 2.72 與 3.77，後測分數明顯高於前測結果（t=-3.907，p<.001）。另外，「中年

級」、「高年級」、「男生」、「女生」、「一般家庭」與「特殊家庭」，也都達到前後測

的顯著差異。由此分析結果可看出，兩日教習劇場活動單元對於所有不同特性的

中高年級學生表演自信能力均有提升作用。建立自信心如解決問題能力一般，是

孩子一生帶得走的能力。寓教於樂的類心理劇方式，或許是一種不錯的校園早期

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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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c-3 

全國中小學生游泳課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探討 

The Study of Motivation and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in Swimming 

Courses for the Students of 5th to 12th Grades in Taiwan 

王仕美 1 

摘   要 

本研究探討課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現況和不同背景變項差異及兩者關聯

性。 

透過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及中學生，以「課程參與

動機量表」、「課程阻礙因素量表」為蒐集資料工具，得有效問卷 97 份。以敍述

統計、t 檢定、one-way ANOVA 及共變數分析進行考驗假設並歸納結果如下： 

一、用敍述統計分析，「課程參與動機量表」現況，各題平均得分為 4.0699，受

試者填答介於「同意」、「非常同意」之間，且接近「同意」，呈正向動機。

而「課程阻礙動機量表」現況，各題平均得分為 1.8335，受試者填答介於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之間，且接近「不同意」，呈負向動機。可知學

生同意課程帶來優點，不同意他人帶來干擾因素。  

二、用 t 檢定分析，顯著性.163>α=.05，沒有落入拒絶區，接受「虛無假設」，

不同「性別」在「課程參與動機」整體表現無顯著差異。  

三、用 one-way ANOVA 分析，P 值.026<.05，不同「年級」學生在「課程參與

動機」整體及各向度的表現呈現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

差異不大。 

四、用共變數分析，學生「課程阻礙因素」之向度固定共變數 1.8335 時，男生

「課程參與動機」4.101 整體表現高於女生 4.060。 

依結果提出建議供學校、體育運動推廣、督導單位及教練做為參考，促進

學生熱愛游泳與師長有良好互動。 

關鍵詞：學生、游泳、參與動機、阻礙因素

 
1 王仕美，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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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依謝佳芬(2012)提出游泳帶給人體的益處 一、促進肌肉骨骼與大腦發展；二、

強化關節及身體柔軟度；三、強化心肺循環系統功能；四、改善呼吸提升肺臟效率

等。游泳好處多，但研究者近八年在嘉義縣濱海學校長期觀察，教師和家長常以課

業或健康因素阻擾學生親近游泳運動。其實游泳對於改善支氣管過敏、身體四肢協

調，增加抗壓性、專注力很有幫助，因此游泳是一項非常好的運動。 

鄭勵君、林正隆、邱金松(2007)研究指出不同性別游泳能力有顯著差異，男生

優於女生，但研究者在學校長期觀察，因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及鄉下隔代教養比例高

的情況下，縱使男生游泳能力不弱，家長基於保護及以升學主義為主的教養方式，

常成為男生參與游泳活動的干擾因素，而女生方面，家長則以較開放自由態度讓其

發展，因此女生從事游泳運動比例反而比男生高。 

研究者想了解中小學生游泳課程之參與動機、阻礙因素。性別是否影響游泳課

程的參與？ 國小高年級學生和有升學壓力的中學生是否因課業等因素影響參與游

泳課程？為研究主要目的。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探討中小學生游泳課程之參與動機、阻礙因素，以供

學校及各級單位推廣游泳活動參考。 

一、探討中小學生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與「游泳課程阻礙因素」現況。 

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性別」之中小學生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差異情形。 

三、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年級」之中小學生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差異情形。 

四、探討中小學生「性別」與「游泳課程阻礙因素」整體之共變數差異情形。 

參、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中小學生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與「游泳課程阻礙因素」現況為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差異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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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變項「年級」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差異情形為何？ 

四、中小學生在「游泳課程阻礙因素」同一共變數值下，「性別」與「游泳課程參與動

機」整體之間共變差異情形為何？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析中小學生游泳課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現況和在不同背景變項差

異情形，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在研究過程中透過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參考劉盈傑(2017)「嘉義縣國小學童游

泳課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問卷」，修改編製成「全國中小學生游泳課程參與動

機量表」與「全國中小學生游泳課程阻礙因素量表」，運用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內容包

含三部份，第一部份為「學生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游泳課程參與動機量表」，第三

部分為「游泳課程阻礙因素量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量表」是中小學生根據自己實際

情形及經驗勾選參加游泳課程的原因，共 18 題；「游泳課程阻礙因素量表」是中小學生

根據自己實際情形及經驗勾選不想參加游泳課程的原因，共 20 題。問卷採五點量表，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分到 5 分，

表示中小學生「游泳課程參與動機」與「游泳課程阻礙因素」的得分情形，其平均值為

3 分，得分若高於平均值者，界定為中上之程度，表示中小學生同意「游泳課程參與動

機」與「游泳課程阻礙因素」；低於平均值者則界定為中小學生不同意「游泳課程參與

動機」與「游泳課程阻礙因素」。 

研究對象為 109 學年度國小高年級及中學生，共獲得有效問卷 97 份，於問卷回收

後，將原始資料登錄及建置，並採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25.0，進

行資料分析，分別用敍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共變數分析等

方法，進行各項資料統計分析，考驗研究假設。 

伍、研究成果 

依結果提出建議供學校、體育運動推廣、督導單位及教練做為參考，促進學生熱愛

游泳與師長有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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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敍述性統計分析，「游泳課程參與動機量表」就現況而言，各題平均得分為 4.0699，

受試者填答大都介於「同意」、「非常同意」之間，且接近於「同意」，呈正向動機。

而「游泳課程阻礙動機量表」就現況而言，各題平均得分為 1.8335，受試者填答大

都介於「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之間，且接近於「不同意」，呈負向動機。由此

可知中小學生同意游泳課程帶來優點，中小學生不同意他人帶來干擾因素。  

二、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顯著性.163>α=.05，沒有落入拒絶區，接受「虛無假設」，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在「游泳課程參與動機」整體表現沒有顯著差異。  

三、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 值.026<.05，不同背景變項「年級」學生在「游泳課程

參與動機」整體及各向度的表現呈現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差

異不大。 

四、使用共變數分析，學生「游泳課程阻礙因素」之向度固定共變數 1.8335 時，男生 

「游泳課程參與動機」4.101 整體表現高於女生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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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c-4 

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工作經驗的心路歷程 

A Mental Journey About Working Experience in An AIDS Case 

Management 
李靜宜 1、楊依純 2、詹念潔 3、籃星玲 4、吳芝儀 5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工作經驗中的心路歷程，透過標準取樣及

深度訪談，邀請四位在職中且任職滿兩年的愛滋病個案管理師，接受訪談，收

集其轉任契機及工作經驗歷程的資訊。以敘事研究的「整體-內容」分析，呈現

研究參與者完整地工作歷程；再藉由「類別-內容」進行跨個案的綜合分析討論，

從生涯轉換跑道契機、工作累績經驗、持續工作動力因素到對未來期許，來理

解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在工作中，照護高複雜度的愛滋病個案與高風險的工作環

境，其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研究發現 

一、 研究參與者生涯轉換契機皆因家庭因素及對工作有濃厚興趣，此外也

想要嘗試新工作的挑戰及突破。 

二、 研究參與者在與愛滋病個案的互動中，個案的轉變與正向回饋帶來成

就與喜悅，此成就讓其越發自我成長，並且在工作中更加投入 

三、 研究參與者皆有正向樂觀、積極向上的特質，以及擁有助人的熱誠，

讓他們願意投入工作並創造工作價值。 

四、 研究參與者面臨一些醫療制度及環境的限制時，強調尋求夥伴支援及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並且會加強自身的專業能力，來因應工作中所面臨的

困境。 

 

 
1 李靜宜，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研究生(通訊作者) 
2楊依純，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研究生 
3詹念潔，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研究生 
4藍星玲，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所研究生 
5 吳芝儀，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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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對於實務工作者、醫療體系同業

人員、社會大眾與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愛滋病、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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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質性研究課程討論研究題目時，同學分享身為愛滋病個案管理師(以下簡稱愛滋個

管師)工作經驗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引發研究者想深入了解更多有關愛滋個管師工作經

驗的心路歷程。愛滋個管師在高度複雜的工作環境中，願意持續工作的動力為何？面

臨工作中的困境是如何因應？愛滋個管師的工作歷程，像是澆灌福田，同時灑下善的

種籽，此份助人工作為其帶來什麼價值和意義？是研究者欲探求的。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四位愛滋個管師為對象，經徵得參與者同意並填寫同意書後，採用敘事

研究法，透過半結構深度訪談，探究他們在陪伴愛滋病個案的工作歷程。透過擬定訪

談同意書，徵得參與者同意並簽名後才進行訪談希望透過這些訪談內容，能夠讓社會

大眾對愛滋個管師的工作實務重新認識，以及愛滋個管師面對工作上的挑戰與衝擊，

是如何自我調適與因應。社會大眾可以藉著本研究深度了解愛滋個管師的工作內涵與

工作價值。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愛滋病個案管理師生涯決定的契機。 

二、了解愛滋病個案管理師的工作經驗。 

三、了解影響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工作持續的動力因素。 

四、了解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工作歷程如何轉化困境再繼續迎接挑戰。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哪些原因促使成為愛滋病個案管理師？ 

二、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在實務中面臨的挑戰為何？ 

三、愛滋病個案管理師面臨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為何？ 

四、支持愛滋病個案管理師持續投入工作的動力為何？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之敘事研究方法蒐集與分析資料，以「整體-內容」分析方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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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工作經驗與心路歷程命名主題，以形成對研究參與者工作歷程的整

體印象；以「類別-內容」分析方法，將四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進行跨個案的內容

分析。 

伍、研究成果 

一、「整理-內容」分析 

以下呈現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工作經驗與心路歷程： 

1. 根據 IA 工作經驗的心路歷程，以四個主題命名，分別為「為愛啟程」、「個案肯定

團隊支持」、「創造工作成就、珍惜合作夥伴」、「賦能個案、提升自我、友善醫療」。 

2. 根據 IB 工作經驗的心路歷程，以四個主題命名，分別為「夢想起飛」、「樂於挑戰、

團隊支持、突破困境」、「夥伴給予支持、助人獲得成就」、「提升自我、友善醫療、

加強預防 」。 

3. 根據 IC 工作經驗的心路歷程，以四個主題命名，分別為「為愛起程」、「個案支持、

團隊支持」、「挑戰帶來成長、夥伴給予支持 」、「賦能個案、提升自我」。 

4. 根據 ID 工作經驗的心路歷程，以四個主題命名，分別為「為愛起程」、「樂於挑戰、

個案肯定」、「工作有成就、團隊給支持 」、「提升自我、友善醫療、加強預防」。 

二、「類別-內容」分析 

依據四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逐字稿，進行跨個案的內容分析，就研究目的，進行

了解愛滋個管師在生涯轉換跑道最初的契機；在職場中，如何因應工作上的困境；在

工作歷程中如何保有持續工作的動力；以及環境及家庭支持系統等，是如何影響愛滋

個管師展現自我成長、自我實踐及工作熱誠。分析結果如下： 

1. 「生涯轉換跑道的起心動念」：依據四位研究參與者的敘述，整理出轉職愛滋個管師

的因素，包含「為愛啟航挑戰新工作」及「家人支持勇於自我突破」。 

2. 「工作累積經驗」：依據四位研究參與者的敘述，整理出愛滋個管師的工作經驗，包

含「包山包海的工作」、「成就與挫敗並存的感受」、「能力有限環境有限的困境」、「調

整心態尋求支援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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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變初衷持續投入」：依據四位研究參與者的敘述，整理出愛滋個管師在高複雜度

的工作中，得以持續在這份工作中繼續發光發熱的動力，包含「正向樂觀積極向上

的特質」、「能謀擅斷宏觀視野的能力」、「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成長帶來喜悅與

成就」、「家人的支持與體諒」。 

4. 「海納百川的心、友善醫療的願」：依據四位研究參與者的敘述，整理出愛滋個管師

在面對未來，對自己、對環境、對社會的期待，包含「薪火相傳莫忘初衷」、「突破

僵局許一個友善的醫療環境」、「創造共好的友善社會」；對有意願進入愛滋個管師領

域之新人，給予祝福話語則是「海納百川的心胸與學習」，期待新人能以開放的態度、

尊重多元文化的角度來迎接新工作。 

-118-



2021 第二十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海報發表 c-5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其學校生活適應

之相關研究 

黃宣萍 1 

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其學校生活

適應之關係，以一百一十學年度高雄市公立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為調

查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抽取 10 所公立國民小學為樣

本，共有 648 人為問卷調查研究對象，再將蒐集之資料以「描述統計」、「t

考驗」、「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分析。 

  在實徵研究方面，本研究發現如下敘述： 

1.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現況和諧。 

2. 國小高年級學童親子溝通現況較常使用開放式溝通。 

3. 國小高年級學童學校生活適應現況良好。 

4.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學校生活適應為正相

關。 

關鍵字：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學校生活適應 

 
1黃宣萍，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所碩士班家庭教育組碩四研究生  

E-mail：qqq096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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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父母婚姻關係乃為牽動家庭氣氛的主軸（陳一惠，1998），李玉煥(2010)認為，兒童

在6-12歲階段的相對平穩，產生的心理問題通常是與社會急遽發展、適應力不穩定相關，

這些適應力不穩定是否因為家庭中關係的因素所導致，是研究者者一直思考的問題，並

希望藉由探討兒童在學校的適應狀況來獲得解答。 

    近年來出現了許多可怕的社會案件，每每新聞一出，都讓人感到驚訝萬分，精

神科醫師馬大元（2014）指出，這些犯案者有「社交能力不佳，無法從人際互動中得到

快樂與慰藉」的特質。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最重要卻也最讓人忽略的議題—家庭對兒童

的影響。 

  在家庭環境中，不同的孩子感受與目擊到父母婚姻上的衝突也許十分不相同，若個

體在幼兒時期的生活環境無法有良好的生活適應，則將導致成年後的生活問題及行為困

擾，如疏離、失業、社會適應不良及缺乏競爭力等困境（陳君平譯，1999；Hirst,1982）。

因此，個體兒時的生活適應情形將會影響個體在成年後的社會適應良好與否，所以國小

學童的生活適應問題是家庭、學校與社會需要關注的重要課題。 

貳、 研究目的 

一、 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及學校生活適應之現況。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及學校生活適應之差異情形。 

三、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親子溝通之相關情形。 

四、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相關情形。 

五、 國小高年級學童親子溝通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相關情形。 

參、 研究問題與假設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上有顯著差異（H1）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國小高年級學童，在親子溝通上有顯著差異（H2）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學校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差異（H3） 

假設四：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親子溝通有顯著相關（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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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學校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H5） 

假設六：國小高年級學童在親子溝通與學校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H6） 

肆、 研究方法    

一、 用描述統計來了解樣本並解釋目前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

通與其學校生活適應之現況。 

二、 用獨立樣本t檢定，於考驗不同背景變項的受測樣本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

溝通與學校生活適應上的差異情形。 

三、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學校生活適

應」三者間是否達顯著相關。 

伍、 研究成果 

一、 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和諧 

高雄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中，在五個層面的題平均，依序為「共

同相處」3.46 分，「情感表達」2.71 分，「分離傾向」4.53 分，「意見一致性」3.57，「衝

突現象」4.20 分，由上述可知學童知覺父母之間關係和諧，但「情感表達」較少。 

二、 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較常使用開放式溝通 

  研究結果顯示，與父親溝通（開放式 3.40，問題式 2.18）及與母親溝通（開放式 3.84，

問題式 2.10）都達顯著差異。 

三、 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學校生活適應現況良好 

  國小高年級學童在「人際適應」3.44、「合宜行為」4.08 與「學業適應」3.25 皆大於

中數，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學校生活適應現況良好，以「合宜行為」得分最高。 

四、 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學校生活適應為中度正相關 

父母婚姻關係對學校生活適應有.43 相關；親子溝通對學校生活適應有.44 相關；親

子溝通對學校生活適應有.45 相關，三者之間有中度正相關。 

一、 對家長的建議 

（一）建立信任多陪伴，溝通暢通無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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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結果可知，親子溝通在學童生活適應上扮演著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建議家長

在忙碌工作之餘，不妨多花一些時間在孩子身上，理解孩子。 

（二）愛在一起，和平分開 

從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子溝通關係越良好，學校

生活適應也越好，而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學校生活適應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在本研究

中，單親家庭之與父母親溝通接皆低於其他家庭結構之學生，期望可以使用理性的態度

來面對婚姻狀況，為孩子提供好的榜樣。 

二、 對學校的建議 

（一）定期舉辦家庭教育相關研習給教師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學校都是能夠信任且適應的，證明教師在

學校的角色舉足輕重，教師必須要有足夠的家庭教育以及輔導概念，傳遞正確的觀念，

也能避免對家庭遭受變故的學童二次傷害。 

（二）定期舉辦親師生講座，三方合作進行對話 

學校視為一個溝通管道，透過定期的聚會家長保持聯繫，親師生共合作，也可在過

程中讓師生、家長都能提升相關知能，達到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能在同一個起跑點，迎

向同樣的目標與終點，共同關注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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