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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協助托育孫子女的決定過程

一運用家族治療中結構學派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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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祖父母協助托育孫兒的決定過程中，二代之間的權力運作、憑藉、

消畏的情形，以及二代間界限﹒聯盟的運作情形。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共有六位，其中

兩對是婆媳，男外一對是母女。在研究方法上，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搜集「托育決定過

程」的相關資料，再依結構學派的觀點分別分析三對研究參與者值此權力、界限﹒聯盟

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在托育決定上，第一代在托育決定上往往有其優勢，婆

婆似乎是最有權力的人，但第二代也並非完全被動的接受。 2.托育的決定不完全被視為

新家庭單獨的責任，甚至社會文化賦予婆婆帶孫的義務觀點被延續，有能力托育的婆婆

有時反成為環境下的被決定者，不能不帶。 3.相對於男性在托育決定的不主動，女性似

乎仍被期待為托育較主要的負責人，然而第二代的女性在使夫婦雙方共同參與托育決定

上，往往較第一代的女性更為積極。 4.女兒(媳婦)對文化規範下的父系優先的順序似

乎更為運慎，此影響往往更勝個人期待由自己媽媽托育的意念。因此，若能再次和自己

媽囑建立合作的關係﹒值此往往就有著鬆散的界限，與婆贈問清楚乃至僵硬的界限便很

不相同。 5.二代的互動上似乎會透過關係較親近的家庭成員，以便能順利的和關係較連

離的成員做聯繫，而互動的方式似乎也強化了很此原有的關係。 6第二代的夫婦聯盟往

往仍是家庭中穩固的次系統，原有的親子聯盟--特別是母親和兒子--仍然維持，但並不絕

對影響新家庭的運作。這兩個聯盟的成員似乎較容易擔心自身的聯盟關係會受到其他聯

盟的威脅，而產生不安感﹒特別在媳婦身上更是如此。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加以討論，

並提供未來相關研究、諮商輔導領域的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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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目前老年人口的逐漸增加，大多數的老年人和其子女及孫輩仍有經常性的接觸

並且維持親近的關係(黃國彥、邱美華，民的;蘇建文等，民 80 ;劉秀娟，民 86) 。

但在現代社會中，老年人和子女的關係更形複雜，一方面，子女在經濟層面上的獨立，

使傳統大家庭對子女控制的力量減弱，取而代之夫妻軸的聯盟逐漸強化;另一方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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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的忠誠對象除了父母，亦強調對配偶的忠誠(胡幼慧，民 84)。這樣對年老父母以

及對配偶、子女義務間的衝突矛盾，就使得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的關係也充滿變數。更

進一步，由於成年子女的配偶和第一代闊的關係建立較為不易，往往容易成為釋放家庭

張力的代罪羔羊( Horsl呵， 1996) ，在中國從父居的習慣也就使得媳婦的角色在適應上

更顯困難。由此看來，兩代的互動不全然只是有著經常性的接觸並維持親近的關係'實

際的互動上還有著其他更多細緻未被傳達的訊息。

至於兩代之間在牽涉到第三代時是如何互動的?在美國，子女婚後多在外面建立自

己的家庭(黃國彥、邱美華，民 83) ，這意味一個新的家庭結構的產生，在養育子女上

，代間有清楚的劃分 (Wieselberg， 1992) 。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婚姻非指成立新家庭

，而是男娶女嫁，其中女兒嫁到夫家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為夫家繁衍子孫，如此生兒育

女就不單是小家庭夫妻兩人的事(胡幼慧，民 84) 。但現代小家庭的夫婦是否接受這樣

的壓力?由邱文彬(民的)的研究指出，第二代在對子女的養育上並非絕對的弱勢，往

往有著自己的堅持。

再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民的)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報告指出，未滿三歲的兒童照顧

約有 20%由祖父母或家中親屬照顧，且愈高教育水準的婦女有著愈高的比率委由祖父母

帶(行政院，民的) ，但視此為理想托育方式的比率卻只有 5% 。這樣由祖父母協助托

育的比率並不低，卻叉不被視為理想的托育方式，因此在二代的托育決定上可能有著複

雜的二代闊的互動。

研究者欲透過暸解兩代的托育決定是如何形成、誰來參與托育的決定，以及誰做出

托育的決定，也就是「托育決定」的本身，以進一步探討二代間的互動。由 Minuchin 所

發展出來的結構學派取向，是針對互動本身所發展的理論，其所重視的互動概念，如:

權力、界限、聯盟，甚至家庭規則、角色等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1) ，恰是研

究所欲探究的，另一方面結構學派的理論也特別適合中國家庭的治療 (Marshall Jung, 1984 

)。因此透過結構學派的取向，了解二代的互動，研究者認為會能提供一個適合的分析

架構。

本研究的目的在以結構學派的觀點，透過祖父母協助托育孫見的決定過程，探討二

代間的互動，包括兩代間的權力、界限，以及聯盟的情形。

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如下在托育決定上，祖父母與父母間的權力如何?包括

(1)權力的憑藉為何? (2)權力如何表現與運作? (3)權力的消長情形如何?三在托育決定上

，祖父母、父母二代間的界限如何?包括(1)各次系統間的界限運作情形? (2)各次系統闊

的界限僵硬、清楚或鬆散的情形?三在托育決定上祖父母、父母二代間聯盟的情形如何

? 

為了便於清楚瞭解研究問題，將研究問題中的基本概念做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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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與次系統( system and subsystem ) 
家庭是一個大的系統，超越家庭成員個別的組合，是成員開互動的有機體、是動態

的、有組織的整體 (Minuchin ， 1974) 。家庭透過系統的內在組織來實踐其功能，在大的

系統中，不同組成分子的組織分別在實踐一個特別的、必要的功能，稱之為次系統，次

系統內的關係，以及次系統間的關係，就界定了整個家庭的結構 (Becvar & Becvar, 1931 

; Brown & Christensen, 1986 ; Gladding, 1995: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1 )。

二、聯盟( alliances ) 
聯盟是由家庭成員間聯合或對抗以便執行家庭任務，可能是兩個或更多人的知覺或

經驗，他們聚在一起有共同的努力、興趣、態度等，而彼此有正向的感覺(董秀珠等譯

，民 85 )。當聯盟過於僵化時，會影響家庭功能的發揮，失功能的聯盟被稱為「三角化

J ( triangulation) (Brown & Christensen, 1986 : Minuchin, 1974 :董秀珠等譯，民的)

三、界限 (boundary ) 
界限意味次系統中決定誰加入，如何加入，在何種情境下加入的規則(劉瓊英譯，

民的: Brown & Christensen, 1986) ，同時也是成員及次系統間的遠離和親近程度( Stanton, 

1983) ，它包括了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分離個人和他人，並組織彼此 (Gladding， 1995) 

。可以透過注意成員間對彼此的生活細節是否知道很多，瞭解家庭或是次系統間是黏結

的或是疏離的，界限是鬆散或僵硬的(董秀珠等譯，民 85 )。

四、權力 (power)

權力是個體和次系統在實踐功能的能力有多少，在家庭中權力是有關於權威一誰是

決定者，以及責任一誰執行這樣的決定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1) ，同時這也包

括另一個成員被行動的意願 (Brown & Christensen, 1986) 。於是權力與階層的指標通常

反映在誰對誰說話，誰會向誰求援，誰會去反對誰，以及如何做成決定的這幾個方面(

董秀珠等譯，民 85 )。

文獻探討

以下分別從家族治療結構學派的基本概念、祖父母及父母二代互動的相關文獻及研

究、以及祖父母協助托育孫子女的相關研究三部份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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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治療結構學派的基本概念

結構學派的家族治療是將家庭看做一個完整的系統，在家庭系統內的成員彼此是極

為相關、相互影響的。個體的行為不單只在內心裡運作，會影響系統，同時也受到系統

內部互動結果的影響 (Minuchin， 1974 ;劉瓊英，民 85 )。在這個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包括

: ~→家庭結構;這是一些規則出現的互動模式，同時這些互動模式叉將所有的家庭成員

組織與安排在一些固定的相互關係上。仁)次系統( subsystem )它表明了家庭系統底下

各種不同成員的組合，以便達成多樣的家庭功能，三個主要的次系統是配偶、親子、手

足。至於次系統的界定，則是透過成員間的界限和規則而來的，可能是暫時的聯盟，也

可在代間有清楚的界限。

用以描述次系統互動狀況的概念分別是:←)界限 (boundary )是互動的規則，足

以決定彼此親近的程度，在鬆散( di的se) 和僵硬 (rigid) 的界限中移動，固著於此兩

端的界限是適應性低的，而清楚的界限既不過份鬆散也不過分僵硬，同時也保有彈性的

。故此，次系統的界限是意指次系統對外的界限，次系統外的人進入次系統容易與否;

同時，界限亦可用以形容兩兩成員間的關係'在兩成員間鬆散的界限，往往是相對於兩

成員組成次系統對外有著僵硬的界限;相反的亦是如此。口聯盟 (aliance) 界限的鬆

散或僵硬亦與聯盟的組合是有關的，需視是否為了達成某種家庭的功能而形成組合，若

是，便形成聯盟。當聯盟進一步成為特殊成員組合以對抗第三者時，則叉是進一步的成

為結盟( coalition )的結構。失功能的問題並不在於是聯盟或是結盟，可變動的結盟是良

好的，符合家庭階層性結構的結盟也是有利，但跨代闊的、穩固不變、三角化( triangulation 

)的聯盟則叉是有害的。日權力 (power) 是附生於階層性的結構運作，與誰做決定以

及誰執行這些決定有關，也和界限和聯盟有著密切的關係'權力的表現是失功能的時候

(指的是不符合階層性結構中認定的權力規範) ，往往也可以發現在界限及聯盟上反應

著問題。

二、父母與祖父母二代互動的相關文獻及研究

老年人和其成年子女的關係'雖然、深受不同文化與社會背景的影響，但不論年老父

母或子女，大多認定彼此的關係是穩固的、親近的(黃國彥、邱美華，民的;蘇建文等

，民 80 )。兩代之間以互惠的立場彼此協助，特別是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協助 y 有某

種義務感的存在(黃慧真，民 78 ;劉秀娟'民 86) 而老年人也對於他們幫助子女抱著

正面的態度(劉秀娟，民 86 )。只是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西方普遍和女方父母有著較

多的接觸，而我國在居住方式上則有側重男方的特色(林美珍，民 79 ;黃國彥、邱美華

，民 83; Whitbeck etal., 1993) 。不過，目前的都市化、核心居住型態以及女性有高收入

的職業，確實有助於親戚的偏娘家化，於是偏夫家的狀況也有鬆動的現象(胡幼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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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 

至於父母與祖父母間的互動狀況，國內的學者(劉秀枝，民的;邱文彬，民 83 ;胡

幼慧，民 84) 指出老年人的權力逐漸消失，關於全家的事，長者仍居主導地位，但在個

人的事務上，年輕的一代有著更多的權力，兩代間絕對的主從關係開始淡化。 Du的( 1984 

)同時亦指出擴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 中，老年那一代失去權力，但仍在家庭各項活

動中，藉由非正式的管道恢復權力，而權力的來源則是透過宗教以及道德的觀點(

Wieselberg, 1992) 。關於忠誠的議題，由於目前台灣的家庭有著由父子軸轉向夫妻軸的

變化，來自婚姻中「父母之命」的成份降低，夫一妻的聯結力也開始增強(胡幼慧，民 84

) ，這意味著對新家庭以及一個或兩個原生家庭的忠誠衝突將逐漸浮現。

至於性別上的差異，由於女性在負責家庭事務上的傳統地位，使得第二代與女性姻

親(如婆婆、岳母)的關係往往較為負向，而和男性姻親(如公公、岳父)的關係往往

較正向 (Horsley， 1996) 。再加上如果婆婆感到她正失去在兒子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便

會產生與媳婦競爭親和的強烈需求(邱文彬，民 83 )。胡幼慧(民 84 )亦提出傳統婆媳

關係中，因皆仰望兒子(丈夫)的生活依靠，因此婆媳間本身就隱伏競爭和不信任的基

礎，在「孝」和「輩份主從」的中國規範下，媳婦往往成為婆媳衝突下的犧牲者。姻親

之間也就屬婆媳關係最為困難(王瑞進，民 81 ; Horsley, 1996) 。

最後，有關孩子出生後， Duval 認為孩子的出生造成姻親關係間的緊張，當新的祖

母闖入媳婦的領域時，媳婦很容易開始防衛 (Horsley， 1996) 。邱文彬(民 83 )亦指出

在管教的問題上，媳婦對婆婆多使用「技巧說服」和「防衛」的問題解決策略，較少使

用「順從」的方式。於是在關於孫子的議題上，媳婦會對婆婆的界入感到較為謹慎;但

4 相反的，新生見出現，卻意味著家族動起來支援核心家庭，使得家族對核心家庭的界入

增多 (Horsley， 1996) 。這樣祖父母親職活動也就常常成為姻親問題的來源，關乎第三

代的子孫往往成為兩代問爭執的焦點(陳龍安，民 82) 0 

三、祖父母決定托育孫子女的相關研究

除了行政院主計處(民的)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報告指出，總體而言三分之二以上

的幼齡子女仍是由母親自己照顧，但隨教育程度的提高有愈多的幼齡子女是委由(

外)祖父母來照顧，幾與父母自己照顧的比率相當。胡幼慧‘周雅容(民的)亦

提到二十五到五十歲的婦女，其子女在三歲前的外人照顧者主要為婆婆，長孫中有 30.4%

是由婆婆照顧。因此，在國內由祖父母協助托育的比率並不低。不過，視祖父母協助托

育為理想方式卻僅佔 5% '顯見在實際的決定是經過一些討論、協調的過程的。

但協助照料孫子女的姻親卻是國內外有別的，林美珍(民 79) 、胡幼慧(民 84 )指

出在我國大多透過父系的傳承，而國外「餃子的出生增加了與母系外祖母的接觸，更甚



114 教育，心理學報

於與父系祖母的接觸 J (Horsl呵， 1996) ，是有著明顯不同的。

至於祖父母對托育的協助，確實有利於實際的托育功能的發揮， Oyserman 等人( 1993 

)就指出無力自行擔負養育責任的青少年母親因而感到獲得支持，同時母職表現更為負

責;而胡幼慧(民 84 )亦指出 25-29 歲的職業婦女亦可能因公婆協助照顧「學齡前」的

幼見，而視公婆為協助家務很多的人，同時這亦建立了新的二代關係。於是第一代托育

協助確能提供第二代父母許多的支持，包括在實際的托育能力，以及壓力的減

輕、婆媳間的關係、甚至對家庭動力都有正向的影響，解決核心家庭在托兒上的問

題，減輕職業婦女在家務上的重擔，同時也強化祖孫間的關係 (Oyserman， e個1.; 1993; 

Wilson, 1982; Storm etal., 1996; 林美珍，民 77) 。不過，由祖父母托育，卻也為中間代

的父母帶來了一些新的擔憂，特別是教養上的歧異，造成父母和祖父母之間的衝突(

Horsley, 1996 ;胡幼慧，民 84 ;陳龍安，民 82) ，而照顧幼小兒童是項吃重的工作，育

兒知識和育兒環境的改變等，關且父母也未必樂於托育(陳龍安，民 82 ;胡幼慧、周雅

容，民 85 )。

綜合上述，二代間在托育決定上的互動確有其更細緻的互動歷程，由於國內尚未見

到有闊的研究，而其微妙的變化也確值得探究，此即本研究所欲了解的部份。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 ，以低結構的個別訪談方法進行。以立意

取樣的方法取得訪談對象之後，每位受訪者至少面訪二次，每次一個鐘頭到一個半鐘頭

，再依資料蒐集的程度決定是否增加訪談次數。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者依研究所需'事先決定研究參與者的條件如下:←)研究

參與者的家庭成員:包括父母或公婆之其中一名;及同一家庭中的子女或媳婦之其中一

名。口祖父母協助帶孫見，但以祖父母開始協助托育到訪談時不超過一年為限(亦即孫

兒還不到一歲)。可能包括 1祖父母托全日，父母僅假日來看孩子的。 2祖父母只帶

白天，父母每天晚上帶回照顧(包括同住及不同住)。日是來自同一個家庭或姻親關係

中的婆媳或母女。個願意無酬協助本研究者。

本研究者透過親友，徵求符合上述資格者。最後確認研究參與者六位來自三個家庭

，其基本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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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研究參與者基本背景

品京1性別年齡教 育

職 業子女數
祖父母現

居 住 方 式
程 度 托育人數

阿跳 女 25 高職 旅行業 一女 二代同堂

盒由要 女 47 小學 日間由郭司幫鷗

(剛閉唾鐘) 見

阿蓮 女 28 大學 教師 一女 阿蓮與阿蓮爸媽同

平嬉 女 54 高商 日聞托哥哥童女住;阿蓮的先生住在

(開蟬嗤驕) 見 工作地

阿梅 女 33 大學 教師 一女 阿梅夫婦與水來趣夫

7.K糊 女 62 國中 托育三人;二λ 婦住在相鄰且可互通

(阿頓噶舉) 日間(陌梅女~ 的兩棟房子

及另一齋主) ; 

一人葡萄(另一

位孫女)

二、研究工具:

付訪談指南:為開放式問題，透過文獻閱讀及前導性訪談資料，擬出訪談指南

訪談指南如下(以下祖父母、父母等的稱謂，視實際訪談時做調整，改以公公、

婆婆、爸爸、媽媽、你、你先生;女兒、女婿、你、你先生、兒子、媳婦等代替)

首先能不能請你就說決定給祖父母托育的過程?

「父母/祖父母本身 J

在懷孕的過程中何時開始想到有關以後托育的問題? (你先生呢? ) 

那時你的想法是怎樣的? (你先生呢?)

你曾經有別的考慮嗎?是怎樣的考慮? (自己或是保姆或....) (你先生呢? ) 

後來是什麼因素讓你決定把小孩給祖父母帶/自己帶小教? (你先生呢?)

對於不能用你原來的方式，你嵐覺怎樣呢? (你先生呢?)

「夫妻之間」

你手，你先生是怎麼討論這個問題的?

什磨時候你們開始談這個問題?在和公發爸媽/子媳談之前嗎?

夫妻之間是誰開始這個討論的?

你可以說說整個交談的過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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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始的人他是怎麼說的?他這樣說，你的~覺是?然後你怎麼說呢?他又是怎麼回答

的?他這樣說，你的風覺是?然後你又是怎麼說的? (循環)

2.開始的人是怎麼說的?你這樣說，然後他怎麼回答呢?他這樣說，你是怎磨成覺的?

你又是怎麼回答的?你這樣說，他又是怎麼回答呢? (循環)

《用這樣的方式延續下去，至.J該次整個討論過程完畢》

你們討論的氯氣怎麼樣?讓你戚覺如何?

「祖父母...父母 J (二代間的討論)

你們何時開始談這個問題?

是在怎樣的場合談這件事的?

有那些人在場?

當時的氧氣怎麼樣?

你可以說說整個交談的過程嗎?

是誰先開始這個話題的?

1.他說這句話，給你的風覺是什麼?你怎麼回答?他是怎麼說呢?他這樣說，你~覺怎

樣?你又如何回應? (循環)

2.你說這句話，你自己的風覺是什麼?他是怎麼回答的?他這樣說，你居民覺怎樣?所以

你怎麼回答?他又怎麼說呢(循環)

3.他說這句話，給你的風覺是什麼?你的另一半怎麼回答的?你的風覺是什麼?你回應

了嗎?接著誰說 7 什麼嗎?讓你覺得嗎?然後是誰說了什麼?讓你覺得呢?然後有

別人按著說7什麼嗎?你成覺呢?循環)

{用這樣的方式延續下去，到該次整個討論過程完畢〉

整個討論過程中，你在這個過程中怎麼參與其中?

你的參與讓你戚覺怎麼樣?

整個討論過程中，你的另一半在這個過程中怎麼參與其中?

他的參與讓你戚覺怎麼樣?

祖父(母) /子媳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是怎麼參與其中的?

他的參與讓你1&\覺怎麼樣?

整個討論過程的氣氛是怎樣的?讓你覺得如何?

就你知道，祖父母/父母對這件事(托育)的看法是怎樣的?他們對這件事的最後決定戚

覺如何?

最後這樣的決定讓你覺得如何?你先生呢? ) 

惟訪談過程中，為瞭解托育決定中清楚的互動過程，會針對研究參與者所言較模糊

的互動過程，多所澄清，而有許多具體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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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本身修習兩年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之課程，於諮商實務訓練課程中，熟悉訪

談所運用的發間、澄清、同理、具體、摘要等訪談技街。對結構學派家族治療的理論

背景，除閱讀相關資料外，也和有實務背景的家族治療工作者做多次討論以澄清理論

及應用上的疑點。另外在研究過程中也不斷對研究主題預設觀點做反省與檢討。

日協同研究者係精神科的社工師，有多年家族治療的實務經驗，並曾就家族治療工作至

國外進修一年，對家族治療的理念及實務均有相當的熟悉。

三、研究程序:

在正式訪談之前，研究者先閱讀相關文獻，並就符合本研究需求的三位父母及二位

祖父母進行非正式的訪談，透過對訪談記錄的整理，以草擬訪談指南。然後和一位正由

其公婆協助托育的母親，及一位正在托育的祖母，進行前導性的訪談。訪談後與受訪者

討論研究者的訪談技巧，以及訪談感受，做為正式訪談時的參考。

正式訪談前，事先以電話和受訪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並聯繫受訪時間及地點，其中

五人是至受訪者的家中進行訪談，僅阿桃在其工作地方進行訪談。訪談的過程，在簡短

的寒喧後，就根據訪談指南進行托育決定歷程的瞭解。隨後就訪談的內容膽寫成逐字稿

，同時反覆的閱讀以形成粗略的托育決定歷程，並將尚未連賈及前後矛盾的部份予以記

錄。之後，再次聯絡受訪者以進行第二次訪談，澄清不明確的部份。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根據訪談記錄進行資料分析，其步驟如下:

卜)訪談逐字稿整理:

研究者依照訪談錄音帶內容，逐字踏寫，化為逐字稿，並記錄特殊的笑、音調及停

頓之處，同時也記下當下家人對訪談過程介入的對話。

口資料分析步廳:

三個家庭中，三對家庭成員共六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均經過下述七個步驟的

分析過程。

1.熟讀訪談稿全文:

研究者閱讀訪談稿全文時，為能夠覺知並描述現象本質的整體性，以便能夠全然進

入研究參與者的世界，所以利用現象學派中「現象還原 J (phenomenologic reduction) 

和「放入括弧J (bracketing )兩個技術 (Moustakas， 1994) ，先中止個人的主觀判斷，

而以一種全新的、開放的態度去覺知研究參與者所陳述的意義。

[舉例]Q 代表研究者的回應或問題

A代表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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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中( )內的丈字是研究者或研究參與者對說話者簡單的回應

訪談逐字稿中[ ]內的文字是研究參與者當時的特殊動作或表情

訪談逐字稿中的##是與研究參與者本身背景有關的資料(為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故以##代

替)

Q72 :好所以懷孕的時候他們都有提過說可以幫你們帶，就你們自己選擇，那時候怎麼樣想到的

是考慮給婆婆帶，

的2: 不用什麼考慮呀，好像理所當然。

Q73 :就...

A73 :這個孩子姓#呀，他們#家的i笑笑笑]

Q74 :所以就是婆婆提了，你們就覺得就是婆婆帶了

A74 :而且，她身體也不錯呀，也比我媽年輕幾歲，

2賣1出重要敘述句並予以斷句、編碼

(1)研究者先將訪談內容與「祖父母與父母托育、決定的互動」相關的重要敘述句劃線。

在此步驟中，本研究者仍保留一些意義模糊、不確定或主觀覺得間接相關的資料。

{舉例]Q72 :好所以懷孕的時候，他們都有提過說可以幫你們帶，就你們自己選擇，那時候怎麼樣想到的

是考慮給婆婆帶，

A72 :不用什麼考慮呀，好像覺得理所當然。

Q73 :就

A73 :這個核子姓#呀，他們#家的I笑笑笑l

Q74 :所以就是婆婆提了，你們就覺得就是婆婆帶了

A74 :而且，她身體也不錯呀，也比我媽年輕幾歲，

(2)對這些重要述敘述句進行斷句及編碼:

根據一段句子足以表達一個獨立、重要的意思做為斷句的依據，如:一個互動中的

表現、互動中的回應、伴隨的情感、互動的情境、互動形成的決定等。之後，再依序為

各句編碼。

[舉例] [ ]內的丈字是研究者根據訪談逐字繭的脈絡所添加的文字，目的在使研究參與者的陳述更加清

楚、完整。

a-b 前者代表訪談時研究參與者的第 a次對話，後者則是該次對話中的第 b 個斷句。

72-01 [給婆婆帶]不用什麼考慮，好像理所當然。

73-01 這個孩子姓#呀，他們#家的(笑笑笑)

74-01 而且，她身體也不錯，也比我媽年輕幾歲，

76-01 好像也曾經考慮過[她帶這麼多孫子這樣l

76-02 我們還曾經考慮過要去外面幣，請人帶，



祖父母協助托育孫子女的決定過程-運用家族治療中結構學派的分析 119 

3.根據時間的順序，將斷句做歸類，形成段落:

將在同一個時間內進行的托育決定歸成一類，形成托育決定過程的各個段落。段落

的數量和段落內進行的互動，依每個研究參與者的托育決定過程而有不同。

[舉例]段落 l 懷孕最初認為可能是婆婆帶，不用考慮;表姐提出幫忙帶，我和我先生討論給表姐帶

72-01 [給婆婆帶]不用什麼考慮，好像理所當然。

73-01 這個故子姓#呀，他們#家的(笑笑笑)

74-01 而且，她身體也不錯，也比我媽年輕幾歲，

4.依決定歷程形成托育決定的段落故事:

(1)畫出家庭圖。

(2)依據段落內斷旬出現的時間先後順序，改寫成一個有時間順序完整的段落故事。

儘可能不改變研究參與者在同一段話裡的順序，但加上研究參與者在其他的時刻說

到同一時間點上的類似陳述，以使故事得以完整。如此便可以獲得研究參與者完整托育

的決定過程，而有助於後續的分析判斷。倘若缺少此一步驟，便無法對受訪者在前後訪

談到相同的決定過程有一個統整的看法，可能造成錯誤的分析，因而影響分析的正確性

[舉例]說明:##意指地名或人名

黑體:代表受訪者以方言說出該段內容

[ ]:研究者的說明或問話，以利讀者暸解受訪者所說的內容

( ) :受訪者談話時的特殊聲調與表情

段落 l 帽字，初詔篇可能是聾聾帶，不用考慮;衰姐提出幫忙幣，我和我先生討翰給衰姐帶。

在表姐提要幫我們帶之前就覺得說應該可能是我婆婆帶，不用再考慮 J ， 因為我我婆婆退休，

她的意思本來就是說她要幫我們帶孩子。

給我婆婆帶不用什麼考慮，好像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個孩子姓#呀，是他們#家的，而且我婆

婆身體不錯，也比我媽年輕幾歲。

之後請受訪者重新審視托育故事，並予以修改校正 o

5.依據各段落故事，以家族治療中結構學派的觀點，分析故事中權力(運作及憑藉)、

界限、聯盟的結構，並做成分析的結論。

(1)根據結構學派中權力(運作及憑藉)、界限、聯盟的定義，將托育各段故事中符合定

義的語句標示出來，以足以表達出符合完整定義的語句或段落為最小的單位。

(2)將同一段落中，各項內(權力運作及憑藉、界限、聯盟)意義相近的語句加以聚集，

繼而化約重覆的陳述句，去除無關的陳述句，以更確切的描述語句呈現模糊的陳述旬

的含意，並從而形成對權力大小、聯盟、界限等結構的判斷。

[舉例]說明: (內的丈旬，是研究者加以說明以使歸賴要易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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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力

權力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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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文旬，則代表化絢後確切的描述語句

底總上的女句是原始托育故事中的丈句

[孩子是阿梅的先生家的(孩子的歸屬) ] 

因為這個孩子姓#呀，是他們#家的，

[托育的能力](阿梅的婆婆身體不錯，年紀也較輕，比較有托育的能力)

而且我婆婆身體不錯， tb.比我媽年輕幾歲。

權力運作

[阿梅的婆婆要帶，阿梅夫婦不用考慮，認為理所當然l

在表姐提要幫我們帶之前就覺得說應該可能是我婆婆帶，不用再考慮了:給我婆婆帶不用什磨考

慮，好像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個孩子姓#呀，是他們祥家的，而且我婆婆身體不錯，也比我攝年輕

蠱矗立

[阿梅的婆婆退休，她的意思就是要幫阿梅夫婦帶孩子1

因為我婆婆退休﹒她的意思本來就是說她要幫我們帶孩子。

6.把在各段落中，依結構學派分析得到不同對象間互動的分析，再依相同的互動對象，

以及相同權力運作、憑藉、界限、聯盟聚集成一類，並且形成核心結構。

由此可以獲得不同家人間，分別在權力上的消長、權力憑藉和運作，以及界限上的

清楚、鬆散、或僵化以及聯盟上的家庭結構。

[舉例1阿梅的噩噩擇。阿梅夫婦之間個權力分析

消畏

阿梅的婆婆的權力比阿梅夫婦大

( I )阿梅的婆婆有較大的權力

(2) 阿梅的婆婆的權力比阿梅夫婦大

(4) 阿梅的婆婆的權力比阿梅夫婦大(這句話阿梅在這裡說明，用來支持自己不給表姐帶的一

個決定，同時也說明婆婆的權力大，婆婆不會給表姐帶的)

(7) 普通上，阿梅的婆婆仍有某程度的權力(這使得阿梅的婆婆給阿梅夫婦決定後，阿梅仍覺

得擔心)

( \0)阿梅的婆婆的權力大過阿梅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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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在接受費用上，阿梅的婆婆的權力較阿梅來得大些

(11-1)在時間上，阿梅的婆婆比阿梅有更大的權力

( 11-2) 阿梅的婆婆在時間上仍較阿梅有大一點的權力

閻麗去鍾的撞tJ.tt阻插曲肇星星事宜本

(7)阿梅夫婦的權力比阿梅的婆婆來得大

(7)阿梅夫婦的權力和阿梅媽媽和阿梅的婆婆相較，都是阿梅夫婦的權力較大的

(7-1 )在費用的決定上，阿梅夫婦的權力也比阿梅的婆婆來得大

( \0-1 )在費用上，阿梅夫婦在決定的最初過程中有較大的權力。(但這並不保誼後來實際和阿

梅的婆婆的互動上，阿梅的婆婆也認可這個權力的憑藉。)

阿梅的婆婆的權力受孫兒性別影響其決定

(7)孫子、孫女影響阿梅夫婦、阿梅的婆婆的決定權力一孫子:阿梅的婆婆決定種較大、孫女:

阿梅的婆婆較能尊重阿梅夫婦的決定，認可阿梅媽媽的托育。

針對互動分析的結果，研究者透過結構學派的觀點，以及中國家庭、家族文化的觀

點來說明各互動本身的意涵、原因、影響、相互關係等等。

五、資料分析的檢核

本研究透過下述的方式來增加質化研究的信效度:

卜)信度方面，本研究邀請協同研究者共同參與資料的分析工作，首先以隨機抽取的方式

'抽得研究參與者阿梅檢核修改過後的訪談故事，做為練習編碼之用，在比較彼此意

見不一致的部份後，更進一步就彼此在結構學派上的基本觀點進行多次的討論，以形

成二人在編碼上的共識。如此對六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進行編碼的工作，編碼後的編

碼者一致性係數為.93 0 

仁)效度方面，首先確立以托育決定故事為分析內容的效度。訪談的逐字稿轉化為托育決

定故事的過程中，托育決定故事是否切合研究參與者的真正經驗，對研究的結果有極

大的影響。最適切的方式便是讓研究參與者自己來判斷，托育決定的過程符合其實際

經驗的程度。所以研究者將五位研究參與者的托育決定故事，寄回給各研究參與者，

請求研究參與者批評與改正，並就資料內容與實際經驗的符合程度予以評分;另外對

其中一位不識字的研究參與者，透過研究者口述托育決定故事，再由研究參與者自行

評分。研究參與者評定後結果如表二。

再細察托育決定故事，發現研究參與者並無進行修改的部份，故將托育決定故事直

接視為資料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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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內容符合百分比-覽表

研究參與者 符合百分比

阿桃 100% 

阿桃的婆婆 95% 

阿蓮 98% 

阿蓮的媽媽 97% 

阿梅 100% 

阿梅的婆婆 98% 

其次，重視訪談關係以增進資料獲取的效度。研究者除透過多次的訪談以確實掌握

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感受外，在聯繫訪談上，也直接和研究參與者聯繫;在訪談的過程

中，也刻意維持和研究參與者一對一的關係，並以中立、希望暸解整個托育決定如何做

成的態度，做為深入探究的原則，辦除研究者個人主觀的批判，讓研究參與者在真誠、

自然的訪談氣氛中分享其托育決定的經過。

最後，以同一方法檢驗多個資料來源以檢核資料的一致性。本研究透過對同一個托

育決定的過程，分別訪談兩位參與托育決定的家人，可能是婆婆及媳婦亦可能是女見及

媽媽，用以瞭解這兩位在托育決定過程中所經驗到的家庭互動，藉由檢核兩者內容的一

致部份，並設法解釋資料歧異的部分，期能提高整體研究的確實性。

研究結果

透過對各個研究參與者的訪談逐字稿分析，形成各人的托育決定故事，再根鐵結構

學派家族治療的理論，進而完成各個研究參與者在托育決定歷程中的家庭結構分析。

一、阿桃一金旺嫂家庭的資料分析結果

←)阿桃托育決定的家庭結構分析

在阿桃托育決定的過程中，托育決定是以婆婆、阿桃和先生三人為托育功能實踐的

聯盟，而這三人中，似乎又以婆婆擁有最大的權力，主導托育決定;但阿桃先生也能展

現超過婆婆的權力，阿桃的先生說好，婆婆就好。至於阿桃在三人中的權力是最小的，

阿桃感到自己沒有決定權、選擇權，只有在阿桃先生和阿桃自己有一致的意見，或許是

一個聯盟時，會較婆婆權力來得大。但同時阿桃和先生間往往也是阿桃揣測先生的意願

'由先生做最後的決定，這樣，大部份的情況下阿桃先生和婆婆有著較鬆散的關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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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也是一個聯盟，於是阿桃先生、婆婆權力便大過阿桃。至於阿桃的公公，似乎是在托

育功能的聯盟以外之人，不會有權力，對婆婆或是阿桃夫婦皆如此，同時透過婆婆才得

以和托育有關聯，這樣便和婆婆有較鬆散的界限，而和其他人維持較僵硬的關係。至於

阿桃的爸媽，托育決定過程中和阿桃有著相當的權力，或者阿桃的爸媽大些，但費用上

則叉明顯的是阿桃在做決定。男外由於阿桃爸媽透過阿桃和托育有所關聯，於是阿桃和

爸媽間較鬆散的界限是存在的，特別是阿桃和阿桃媽媽的關係'同時也由於透過阿桃媽

媽轉知阿桃爸爸，於是阿桃媽媽叉較阿桃爸爸更接近托育功能的聯盟，阿桃的媽媽和阿

桃也有著較鬆散的界限。這樣，阿桃的爸媽和阿桃的婆家便有著較僵硬的界限，因為只

靠阿桃在中間做聯繫'同時阿桃爸媽對阿桃婆婆的權力認可，也更說明了阿桃婆婆仍是

托育決定權力的核心。

口金旺嫂協助托育決定過程的家庭結構分析

金旺嫂協助托育決定的過程裡，金旺嫂似乎仍是最具托育決定權力的人，計劃、決

定托育的事宜，告訴阿桃怎麼做，或者直接提出建議，所以她主動的參與托育功能的聯

盟，當然因為阿桃也很早就知道金旺嫂要帶，所以在阿桃夫婦認可其權力之下，金旺嫂

也被視為托育功能聯盟的一員。在托育功能的聯盟內權力和界限仍並非絕對的固定，金

旺嫂一般而言有較大的權力，但從決定過程中，阿桃的先生文被視為形式上最後的決定

者，而阿桃的權力是最小的。但在給外人托育、以及托育時間的決定上，決定的過程叉

遵循阿桃的堅持，當然這和金旺嫂本身也認同是有關的。至於三人的界限關係'金旺嫂

和阿桃或金旺擾和阿桃先生都是一個較僵硬的界限，雖然金旺嫂視阿桃夫婦間有聯盟關

係'但這個聯盟關係並非十分穩固。金旺嫂對各別的僵硬關係都做了許多解釋，但似乎

也僅只說明金旺嫂是更企求和阿桃或阿桃的先生有鬆散的界限，只是實際的情形並非如

此。同時金旺嫂的先生也在這不穩的托育聯盟之外，透過金旺嫂得以和托育聯繫'於是

金旺嫂和金旺嫂的先生有著較鬆散的界限，同樣也是金旺嫂有著較大的權力。至於阿桃

的媽媽，亦透過阿桃和托育有所關聯，於是阿桃和媽媽有鬆散的界限，甚至形成和金旺

嫂、阿桃先生的對立，但金旺嫂的權力是大過阿桃的媽媽。至於阿桃的爸爸則與托育決

定較無關係'阿桃爸爸在托育聯盟之外，甚至有較僵硬的界限。

二、阿蓮一平姥家庭的資料分析結果
←)阿蓮托育決定的家庭結構分析

在整個托育決定過程中，阿蓮夫婦兩人的聯盟，以及兩人在托育決定上的主導身份

，兩人在托育上有著一定程度的權力，相對於阿蓮的婆婆就有著清楚的界限。但阿蓮夫

婦的決定必需配合阿蓮的婆婆，於是阿蓮的婆婆似乎叉是具有最大權力的人，只是當阿

蓮的婆婆放棄托育時，決定權就再度回到阿蓮夫婦身上。至於阿蓮的先生和婆婆間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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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相較之下是比阿蓮和婆婆間要鬆散的，因為決定過程中是透過阿蓮的先生和婆婆討

論的。回到阿蓮和媽媽之間，同樣也是阿蓮的媽媽有著較大的權力。同時，由於阿蓮的

媽媽直接的界入，阿蓮和媽媽有較鬆散的界限，甚至形成托育功能的聯盟，當然這也在

之後的實際托育、托育時間、費用的決定上表現如此。因為阿蓮的先生和阿蓮的爸爸都

沒有參與給阿蓮媽媽托育的討論，這樣阿蓮的先生和阿蓮的爸爸便似乎是在托育決定之

外的。同時，相對於阿蓮的爸爸，在托育決定上，阿蓮有較大的權力。至於在阿蓮夫婦

之間的討論，不論托育或費用的決定過程亦多是阿蓮說了，阿蓮先生也不會有意見，這

似乎亦表明了阿蓮在主導，有著較大的權力。不過，也有阿蓮先生對費用上的堅持，這

樣阿蓮的先生也是有權力的，只是不常出現。至於在費用上，阿蓮為媽媽要能和婆婆有

相同的費用，而和先生做出爭論，這更清楚的表明了存在於阿蓮和阿蓮媽媽，相對於阿

蓮的先生和阿蓮的婆婆之間清楚的界限，阿蓮和媽媽的聯盟是清楚的。

阿蓮的媽媽雖有大的權力，但這些都是在阿蓮的婆婆同意後，於是阿蓮的媽媽仍視

阿蓮的婆婆有著最大的權力，只是在阿蓮的婆婆放棄權力時，阿蓮的媽媽便一躍而有較

大的權力。另外，阿蓮的公公並不平涉阿蓮婆婆的決定，兩人有著較清楚的界限，同時

阿蓮的公公也較阿蓮的婆婆權力來得小。最後在實際的托育上，阿蓮的媽媽有著實際的

托育能力，這使得阿蓮媽媽的權力較大，但也就是如此，在阿蓮沒有能力可帶時，阿蓮

的媽媽必得要帶，這也讓阿蓮的媽媽權力小些。

同平措協助托育決定的家庭結構分析

在整個協助托育的決定過程裡'平矯似乎始終有著最大的權力，對托育決定也是積

極的界入、決定，不用獲得阿蓮的同意，就像平矯本來就有這個權力的，是大過阿蓮的

，而同時平播和阿蓮問就有鬆散的界限，平嬉更是托育的核心，也就和阿蓮成為托育功

能的聯盟。至於平播和阿蓮的先生，似乎平婚的權力仍大，而且由於阿蓮先生的不參與

、沒意見，平嬉只能猜測阿蓮先生的支持，於是阿蓮先生和平嬌間界限似乎是較僵硬的

。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平嬉和平婚的先生的互動過程中，平措先生的不參與仍被視為被

排除在托育決定的聯盟之外，但因鑄平婦的代行決定，於是平矯夫婦之間反倒是較鬆散

的界限，形成配偶的聯盟。最後，平播和阿蓮的婆婆間似乎也呈現著平婚的權力較大。

雖不斷提及平矯的權力，但也由於平播的托育能力，托育成為無可推卸的責任，這就使

得平婦形同被決定，相對於環境是有較小的權力的。

三、阿梅一水來嫂家庭的資料分析結果

←)阿梅托育決定的家庭結構分析

在阿梅的托育決定過程中，阿梅似乎是托育的核心，阿梅分別徵詢不同人的意見、

同意，不過阿梅並不是最後的決定者，阿梅的婆婆較阿梅來得有權力，婆婆做了托育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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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阿梅夫婦就不好拒絕，費用上亦是婆婆較堅持。但阿梅夫婦還是能有自己的托育決

定，阿梅夫婦可以做了決定再告訴婆婆，這樣，阿梅夫婦還是有自己在托育上的權力。

這樣托育的核心聯盟是阿梅夫婦，阿梅的婆婆也被視為是共同決定托育的人，因為不論

給誰帶，都要得到婆婆的同意的。

至於阿梅夫婦間的互動過程中，雖然阿梅夫婦共同決定，但決定的過程往往是阿梅

主導，阿梅的先生配合，阿梅似乎有著較大的權力。僅在對阿梅婆婆費用的決定上，阿梅

的先生有著較清楚的決定。

這樣在托育聯盟內，阿梅、阿梅的先生、阿梅的婆婆雖有較外人更鬆散的界限，但

彼此在界限上仍是有變化的，阿梅和阿梅先生成為配偶的次系統，和阿梅的婆婆便有清

楚的界限，其中阿梅的先生卻叉比阿梅來得接近阿梅的婆婆，另外，也有些時候，阿梅

和先生、婆婆都有界限的。

有關阿梅和媽媽之間的互動過程，雖然阿梅的媽媽較為主動，但仍要看阿梅夫

婦的決定，只不過由於阿梅和阿梅的媽媽有較多的分享，這使得兩人似乎有著較鬆散的

界限，只是在托育上兩人便維持清楚的界限。另外，阿梅的媽媽和阿梅的先生間也因透

過阿梅傳遞訊息，而有較清楚的界限。至於阿梅的媽媽和阿梅的婆婆之間，是各有權力

的，兩人間並未直接的接觸而是透過阿梅，於是兩人似乎有著較為僵硬的界限。至於阿

梅的婆婆和阿梅的媽媽間的權力關係'在孫女時，阿梅媽媽沒有考慮婆婆會要帶，婆婆

也可能因為孫女而同意阿梅夫婦做決定，可知孫女對阿梅的媽媽或婆婆的決定或許都有

影響。只是到最後還是婆婆做了決定自己帶，或許這樣看來，婆婆的權力最終還是比媽

媽來得大的。

另外，阿梅的爸爸是透過阿梅媽媽得以和托育決定有關聯的，阿梅和媽媽形

成的聯盟可透性是大的，只是權力的關係上，阿梅和媽媽聯盟的權力要大過阿梅的爸爸

，但並不公開的表現。不過到了最後，阿梅仍受到爸爸影響而改變決定，阿梅和媽媽的

聯盟也就消除了。至於阿梅的公公和婆婆之間的互動，阿梅的婆婆似乎比阿梅的公公來

得權力大些，同時兩人間有著清楚的界限，阿梅的公公則在托育決定的聯盟之外的。

口水來嫂協助托育決吏的家庭結構分析

在托育的決定過程中，水來嫂的權力來自對孩子的公平原則，以及實際上外人托育

的限制，水來嫂在托育上有著一定的原則，也會告訴阿梅夫婦要怎麼做，水來嫂有較大

的權力可以決定、勸服，但水來嫂仍在最後表示阿梅夫婦自己看看，這意味著讓出決定

的權力回到阿梅夫婦身上，只是阿梅夫婦的實際決定仍受到水來嫂建議的影響，於是水

來嫂在托育決定上仍有是權力的。至於其他的決定過程亦是如此，包括實際托育過程、

費用的決定、以及阿梅夫婦對孩子負責任的堅持上，水來嫂的權力是大的。但也就因為

阿梅夫婦對孩子的責任，於是在決定的過程，阿梅夫婦會計畫、決定、提出意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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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決定的權力、或直接提出請水來嫂幫f亡，加上實際的托育上，水來嫂雖提議但也仍

是配合阿梅夫婦的做法，這樣阿梅夫婦對托育決定的權力仍是清楚可見。於是托育決定

雖是以阿梅夫婦為核心，但水來嫂也是極端被考慮的人，所以大部份的情況是阿梅夫婦

會主動詢問水來嫂的，只有少數是水來嫂主動的，托育決定的聯盟是包括三個人的，相

較外人，彼此也就有較鬆散的界限。至於這個聯盟內，水來嫂和阿梅先生間的界限，因

為互動較頻繁，所以較之水來嫂和阿梅間的界限是更鬆散的，再加上阿梅夫婦的配偶次

系統是清楚的被認定的，於是阿梅夫婦和水來嫂間的互動就成為阿梅先生是和水來嫂談

，阿梅再和水來嫂說。至於實際的托育也使得水來嫂和阿梅間的關係親近些，但時間、

托育責任的劃分上，意味清楚的界限仍存在。不過透過時間不用談論、費用不收，這也

維持了相較外人而言，有著鬆散的界限。

水來嫂的先生並不參與托育決定，對托育決定沒有影響力，是在托育決定的聯盟之

外的，但透過水來嫂叉得以參與實際托育，於是水來嫂夫婦問仍有鬆散的界限。至於水

來嫂和阿梅的媽媽，由於是外孫，阿梅的媽媽便沒有義務要幫忙帶，這就使得水來嫂和

阿梅的先生不能勉強阿梅的媽媽要帶，也就使得對阿梅媽媽這邊，水來嫂的權力要顯得

小些，不過決定過程中則是有清楚的界限的。

至於阿梅的表姐和阿梅夫婦間，水來嫂以為阿梅的表姐和阿梅夫婦有著稍微鬆散的

界限，表姐主動的要界入托育，同時表姐對托育有著較大的決定權，決定不要帶了，但

阿梅也有決定不要給表姐帶的權力。

結果討論

←)金旺嫂-阿桃家庭結構分析結果的詮釋

1 托育決定過程中男方家族的長輩似乎具有絕對的優勢，托育並沒有視為是新家庭

單獨的責任，第三代同時兼具傳承的責任，於是第→代的照料延伸到第三代，再加上男

女分工的形式，就使得金旺攪成為第一代中積極界入的人。同時對家族的責任也形成婆

婆對自己的要求及壓力，甚至比工作賺錢更具影響力，不過實際的決定中經濟因素仍影

響托育的最後決定。至於父親的角色(阿桃的先生)在托育決定的過程中是形式上的最

後決定者，因為阿桃的先生是爸爸身份，使得阿桃的先生進入托育決定變得必然。父系

文化中的權力集中在男性的手中，阿桃或金旺嫂似乎都認同阿桃的先生在家中具有絕對

的地位，但由於托育是家中的小事，或者是家庭內的事，或者以阿桃的先生為軸的疏離

的家人互動，要「家人各人管各人的 J 於是造成男性的不界入托育，而由女性來做決

定，所以阿桃的先生便只以形式上的權力表現於外，於是阿桃和金旺嫂作為女性的角色

，成為主要討論者。至於阿桃也是具有權力的，這些真實存在的權力運作並沒有真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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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的互動，也就不會和金旺嫂的權力發生衝突，只是透過阿桃的堅持，如「不給外人

帶J 是可以擁有一些權力的，而這些權力的運作似乎就顯得是隱藏的。不過兩個家庭

兩代的人都認可婆婆在托育上的權力，這同時也包括了女方的父母，這和「婚姻代表的

是女性角色進入男方的家庭，女性的身份只是媳婦，是附屬於男方的身份底下，於是第

三代的孫子自然的歸屬於男方的家族」這個父系社會不可替代的規範似乎是有關的。這

樣的情況下，女性在婚姻系統中並不因為婚姻的新家庭而具有配偶次系統的權力，同時

女方的娘家也不具有和婆家一樣的權力。阿桃的婚姻本身並不強調新家庭的獨立，強調

的是阿桃進入金旺嫂的家庭，新家庭依附於男方的原生家庭中，阿桃學著重新適應這樣

的家庭系統、家庭結構。阿桃夫婦在其中的權力、界限、聯盟等的變化，就圍繞在阿桃

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加入，從而形成其後的托育決定。

2.盒旺嫂似乎更容易感到阿桃夫婦間的聯盟，而阿桃反倒容易指出金旺嫂和阿桃先

生聯盟 o 這或許因為在三個人的次系統中，金旺嫂和阿桃發生對抗時，便由第三者(阿

桃的先生)來擔任評判者，阿桃的先生的評判，使三人成為二人對一人的局面，聯合的

對偶將有較大的權力，於是阿桃和金旺嫂都容易擔心另一個聯盟存在及其反應的壓力，

進一步影響到自身的聯盟及地位，所以對新的聯盟關係都十分的注意。至於阿桃忽略了

自己的重要性，或許是阿桃並不知道自己在托育決定中佔有的重要地位，再加上阿桃並

未共同參與阿桃先生和金旺嫂的互動，同時叉對金旺嫂和阿桃的先生的關係感到擔心，

所以益發注意到的是金旺嫂和阿桃的先生之間鬆散的界限。:至於金旺嫂極力強調阿桃夫

婦的聯盟，或許金旺嫂也想要掩藏和阿桃先生的親近關係'於是忽略了自己和阿桃的先

生在托育上有著更基本的共識，轉而強調自己所擔心的部份一阿桃夫婦的緊密聯盟。

3金旺嫂的先生在托育土的權力較金旺摟在托育上的權力來得小 D 這或許和家庭內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是有關係的，於是金旺嫂便擔負家庭內的生活，也就維

持了金旺嫂在家庭內有較大的權力。

4.金旺嫂和阿桃之間似乎有著明確的界限，不過金旺嫂仍極力表現和阿桃有著親近

的關係'顯然在金旺嫂的觀點中，表現出和阿桃有著親近的關係似乎是重要的，其理由

或許來自視為一家人彼此應該有著較親近的關係的認定，另外可能金旺嫂也擔心研究者

會不會評判婆媳闊的關係'而金旺嫂也就更努力要說明自己在關係上做的努力。雖是兩

代有著較為清楚的界限，但由阿桃仍是代表金旺嫂的家庭來向阿桃的媽媽聯繫的人，於

是相較於外人，親，間仍是較鬆散的，只是阿桃相對於阿桃先生的原生家庭似乎仍被視

為一個較遠離的角色，同時阿桃先生對阿桃的原生家庭亦是如此。

5.阿桃和爸媽，在托育決建的過程中似乎刻意的結持一個較為清楚的界限，這符合

了尊重男方家庭具有的權力，三個家庭對托育權貴劃分的看法是一致的，似乎也就維持

了托育決定過程中三個家庭的和諧。不過金旺嫂也極力的表明在和親家母間的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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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楚的界限，或許使彼此仍無法成為托育的聯盟。

6費用決定的無可談論，但在兩代卻有不同的理由加以說明，阿桃以為金旺嫂疼子

疼孫本來就不收的，金旺嫂卻因為擔心和阿桃的先生談費用，阿桃的先生會指責「自己

的孫子還說這個」故而不談。這個差異似乎表明了存在的僵硬界限，而這或許也和對聯

盟關係感到疑慮是有關的，金旺嫂擔心自己和阿桃先生間的聯盟關係受破壞，阿桃雖接

納原來的家庭結構，視阿桃先生和金旺嫂為聯盟，但仍不免疑慮。而時間規則的遵守，

是阿桃刻意維持的界限，似乎亦指明了父母能有效執行親子功能時，外力(祖母)的界

入將變小。不過實際費用的不收取、時間也未進行談論，卻指明了彼此有相較於外人更

為鬆散的界限。

7.家庭中勞工的角色，似乎使男性(金旺嫂的先生)需透過較為親近的女性(金旺

嫂)才得以和托育有所關聯，但也因為家族的關係，所以不致一無所悉。

口平措-阿蓮家庭結構分析結果的詮釋

1 父系的「祖母」在托育決定上似乎仍有優先的地位，因為不論方便與否，祖母仍

是要被優先考慮的對象，但父系家族的權力不是絕對的，第二代夫婦仍是托育決定的核

心。

2.阿蓮似乎視倫常、蹄，對自己在托育決定所傲的限制是更為強制的，包括重視婆

婆在托育上的優先地位、婆婆決定要帶，自己就要配合，而平矯反倒能跳脫了這樣的模

式，沒有刻意強調婆婆的優先地位，而是強調女方家族可以提供的協助及其權力。

3.阿蓮夫婦計劃給平措帶，還是阿蓮夫婦「父母親」的角色所具有不變的權力，但

當托育的決定是回到給平揖帶時，決定懂似乎就回到平姆的身上。前者指出新家庭的獨

立是存在的，只是因為阿蓮夫婦無力自行完成托育的功能，而托育功能的執行又與原生

家庭聯結，於是阿蓮主動的讓出權力，平嬉則是承績來自家族賦予的權力，家族中的長

姐、阿蓮的媽媽、長輩的身份，這都使得平嬉自然表現出較大的權力，成為取代阿蓮考

慮如何托育，並和家族聯繫，做出最後決定的人。不過兩人在說法上的差異是:阿蓮更

強調平措對托育的決定，一種來自家庭中母子的權力關係'而平矯則強調了阿蓮在托育

決定上的不參與，自己的主動成為不得不為的互補性關係，兩者都在使平矯(自己)權

力的來源有其合法性，或者兩人皆在表明彼此在關係上的親密性，一方不說，另一方亦

能主動的提供支援。至於平措實際托育的能力勝過阿蓮、家族協助托育的義務觀亦都使

得平嬉更加主動，阿蓮亦支持平婚的介入。不過費用上兩人所言焦點的不同，平嬉提到

的不收費，所以要帶不必獲得阿蓮的同意，而阿蓮則說明自己媽媽帶可以不付錢。前者

，或許透過減低費用的工具性性質，一種公平法則的人際關係(黃光圈，民 77) ，平嬉

得以換取自己在托育決定和實際執行上的權力;後者，阿蓮亦因此拉近彼此關係，讓出

權力，但得到費用上的優惠。不過，阿蓮也因沒有托育能力，平嬉必得接手，阿蓮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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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因而產生，這就如同平措提到女兒和媳婦是不同的，女見可以「賴給」媽媽，而媳

婦就不敢了，以及阿蓮亦提到和婆婆的互動不同於和媽媽的互動。這使得在家族的系統

中表現「無能」似乎反倒能獲致較多的支援，這或許就是阿蓮夫婦何以在權力上的運作

上除了計劃外，便直接讓出權力的解釋。最後平擋在托育決定上除了完全主動積極參與

外，還有來自沒有工作，沒有其他人可帶，不得不托育，較為被動角色的存在。

4.關於男性的角色，平揖強調阿蓮的先生對托育決定的不參與，除了實際互動較少

所致，或許阿蓮的先生以為透過阿蓮和平嬉問較親近的關係'溝通會較為容易，故而尊

重阿蓮和平播的黏結關係而順應家庭原有的互動，主動的退在他們的聯盟之外，或者還

有其他的可能是平嬉刻意的強調阿蓮的先生對托育參與的退卻，因為透過強調托育是女

人的事，男人是不管事的，這就相對的強化了平矯自己對托育參與介入的權力。或許平

攜也擔心阿蓮先生以父親角色所提出的意見將是自己所無法對抗的，故而更加強調自己

的付出以及分工上的男性不應參與。相對的，阿蓮則無此疑慮，且更強調夫婦次系統的

穩固性，於是先和先生有共識後，才單獨和平嬉討論的。至於阿蓮的公公或是阿蓮的爸

爸，大都與托育均沒有直接的關係，家庭內分工的模式似乎是清楚可見的，當然這或許

亦與實際托育的能力是有關係的。

5.阿蓮夫婦和阿蓮的婆婆間似乎有著較清楚的界限，可能與阿蓮先生由費用的部份

開始談論托育，形成工具性關係是有關的;當然也可能與兩個家庭並沒有居住在一起，

而有較清楚的分化，新家庭較為獨立有關。只不過阿蓮的先生和婆婆間，原生家庭的關

係仍是較為緊密而有著較為鬆散的界限，加上阿蓮和平擋在托育上的互動，托育似乎仍

非新家庭的事而是家族的事，各人均需盡其所能，兩個原生家庭在阿蓮夫婦仍與平嬉同

住的情況下，阿蓮夫婦和平嬉間較為鬆散的界限也就更得以維持。至於阿蓮先生也就自

然透過阿蓮以和平嬉有所聯繫，因為或許透過中間較為親近的第三者溝通是較為便捷的

6.阿蓮夫婦闊的互動只存在阿蓮的說明中的，阿蓮的權力一般是大過阿蓮的先生，

阿蓮的先生支持或不平涉阿蓮的決定。這個阿蓮夫婦間的聯盟，相較於之後阿蓮再和平

措進行討論，於是阿蓮夫婦似乎是更為主要的次系統，特別是討論和形成決定上，只是

實際托育上，受限於阿蓮夫婦托育功能的執行，於是有彈性的讓平措界入，形成為平播

和阿蓮的聯盟，以完成托育功能，托育決定的權力也轉移到平措身上。費用上亦是如此

，阿蓮夫婦先決定再和平矯說明，同樣也指出了阿蓮夫婦的獨立性仍是存在的。

7在阿蓮夫婦兩人單獨的互動上，因為實際托育功能是由母系家族來實踐，就加強

了平播和阿蓮的聯盟，強化的聯盟就足以和阿蓮先生婆婆的聯盟形成對抗，於是在費用

的支付上可以看到，阿蓮代替自己的媽媽，向先生爭取付給和阿蓮的婆婆一樣的費用。

但由於這種對立只在阿蓮夫婦的討論內出現，阿蓮夫婦形成相對外人的封閉系統，於是



130 教育，心理學報

阿蓮夫婦次系統仍存在。

8費用的不收取和托育時間的不談論、實際托育時間的彈性，說明家族內似乎仍有

較高的互助性質，以一種「各盡所能」的方式互動，但同時由於阿蓮也確知在費用上的

責任，雖然平矯目前不會收，但收了也是應該的，平矯也以為有需要就收起來用，於是

各盡所能之後的「以取所需」亦是可以期待的。至於平婚的堅持不收或許指明平措並未

十分接受阿蓮夫婦的獨立性，這就像阿蓮夫婦願意和平婦維持鬆散的界限關係，因為阿

蓮夫婦無法獨立擔負托育工作。

(:)水來嫂-阿梅家庭結構分析結果的詮釋

1兩代間是各有權力的，但家族的權力似乎更被認可，托育工作一開始便被設定需

要回到阿梅先生的原生家庭，再加上長輩的身份，就使得水來輝有著較大的權力。同時

不論阿梅或水來嫂雖然都認同了公平性的義務觀點(對子女要公平，都要帶到) ，及其

指明了家族文化觀點的確存在，但水來嫂不能直接以「家族」的觀點為名，僅能透過公

平性的原則做為說辭，似乎說明家族的力量並非公開運作。同時第二代媳婦(阿梅)往

往更能指出文化倫常賦予婆婆的權力，因為婆婆權力的憑藉是來自文化社會所共同認可

的，至於第二代自身的權力只在實際的互動中運作，權力的憑藉則未被言明。於是在決

定的實際互動上是阿梅夫婦主動，而水來嫂較被動。父母較家族長輩更能直接的表達對

子女的決定，而家族的祖父母雖是被動的界入，但影響力並不小，第一代的權力往往隱

於被動的建議中。

2.阿梅夫婦次系統存在，兩人和水來嫂的關係又是有順序性的 o 媳婦強調第二代配

偶聞聯盟的關係，相對於水來嫂，如此或許得以維持和第一代的界限，新家庭的獨立性

相對的得以提高;婆婆依著關係親近的程度，強調親子閉關係的親近，勝過婆媳間清楚

的界限，親子闊的關係似乎得以被鞏固。不過阿梅和水來嫂間也仍維持一些鬆散的關係

'可以直接溝通，但更多是透過猜測對方的意願'這種接近一致的猜測再行動，在兩代

間的決定過程似乎維持了某種和諧的關係。

3.阿構和水來揖所強調的參與托育決踅對車是有所不同的，但兩人皆強調自己的家

族在托育中所提供的貢獻，這似乎說明了和原生家庭有著親密關係的本質，及重視家族

的習慣。

4.托育聯盟的成員，包括了水來嫂、阿梅夫婦。不論是阿梅或是水來嫂都認為托育

的責任是屬於阿梅夫婦的，不過水來嫂以身為家族內的人，同時叉有能力可帶，於是「

盡己所能」提供協助，阿梅對水來嫂界入的解釋除了之前的公平原則外，更增加上水來

嫂「以取所需」的期待，這樣兩代便都認同了二代在托育決定過程中參與的權力。但阿

梅夫婦似乎仍是主要的核心，共同完成初步的決定，同時阿梅亦強調自己在托育決定過

程中的核心地位，如同他人亦尊重阿梅身為母親的角色，於是所有的決定都會回到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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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這個核心，且多數的訊息透過阿梅取得。而水來嫂在托育決定中是被動的角色，不

是核心卻是必要的角色。於是阿梅夫婦便前後各自與水來嫂討論，維持了阿梅夫婦在托

育決定中間等的地位，僅是與水來嫂的關係親近程度有所不同，接觸的順序便有了先後

之別。

5.水來嫂夫婦是互補性的結構 r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加上互補性的支持，

於是在托育的議題上，水來嫂似乎有著較大的權力做出決定，而水來嫂的先生大多是一

個支持性的角色，包括在托育的決定過程以及實際托育工作執行上的協助。這些使得水

來嫂夫婦的關係，以及第一代對第二代的權力都更形穩固。

6.阿梅和阿梅爸媽間，似乎存在著阿梅和媽媽聯盟以對抗阿梅爸爸的形式，阿梅的

爸爸對阿梅的媽媽協助托育的反對，阿梅的爸爸其意在避免阿梅的媽媽過度勞累，而阿

梅的媽媽反對阿梅爸爸的意見，目的亦是要滿足女兒阿梅的需求，最後解決這樣的僵局

，就靠阿梅的讓步，這樣阿梅的媽媽就失去和阿梅的聯盟。於是對抗的結盟似乎並不穩

固的存在，和諧的互動仍被視為行動的準則引導最後的互動，家庭關係亦由緊張趨於緩

和。

7在阿梅的攝揚和水來嫂之間並沒有直接的互動的，而是透過阿梅得以聯聽，阿梅

以為水來嫂會為孩子的性別而決定是否給阿梅的媽媽帶，其實或許反映的是阿梅很重視

孩子的性別是否真的影響自己和上一代的關係;相對的水來嫂提到親家母的身份，所以

要給阿梅的媽媽、阿梅決定，一則阿梅和媽媽的聯盟是被認定的，男外反覆強調內孫與

外孩的差異，卻似乎反映的是水來嫂自己對父系倫常的重視。

8.阿梅和表姐對托育決踅是各具權力，因為兩人在托育的事件上是維持著工具性的

關係的，不過阿梅更強調阿梅夫婦做出的決定，或許意在說明阿梅夫婦在托育決定上的

權力;而水來嫂藉由闡明表姐決定不托育，或許用以支持自己對托育的界入是合理而適

當的，因為阿梅夫婦沒有適當的人(阿梅的表姐)可提供協助了。

9.二代間似乎透過托育時間的鐘守和費用的不收取，維持著界限清楚但相較外人又

是較鬆敞的基本關係模;tt o 托育時間的遵守符合了水來嫂所說的盡責任，阿梅夫婦得擔

負孩子照料的責任，同時這也是阿梅以為的守本分，符合了阿梅對新家庭獨立的期望，

於是阿梅和水來嫂同時都堅持在時間上有清楚的規則。而費用的收取將使得托育轉變為

金錢交易的工作，兩代間的關係也將由情感性關係轉為工具性關係'於是水來嫂表明不

收費以維持彼此在情感性的關f系，而阿梅則透過考慮費用以及直接的付費行動以設法維

持新家庭的獨立性，只是不被水來嫂所同意，於是退回費用。兩代終能維持相較外人更

為鬆散的界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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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來自三個家庭的六個成員，包括二對婆媳一對母女的托育決定的訪談資

料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的結論:

τ在托育決定過程中，父系家族的優先權，在托育決定過程中似乎是普遍被認定的

，長輩的權威，再加上男女分工的角色，使婆婆的角色經常被設定在優先考慮的位置，

家族觀點似乎也賦予婆婆托育上相當的權力，婆婆在托育決定上一般會成為有權力的人

。上一代普遍有著較大的權力，但其權威性似乎並不被普遍公開的認可。第二代的獨立

性一般而言是被瞭解，認知到的，同時第二代也並非處在完全被動接受的狀態。

二三兩代的權力運作上，往往具有互補性，同時互補性強化了彼此權力的關係，權力

大者表現更多的權力。另外二代同樣都計劃怎麼做，但第一代往往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提

出自己對托育的建議，第二代只有在不給外人帶的情況下有過絕對的堅持，其他的似乎

只能透過影響配偶成為聯盟，或尋求資源以達到自己的期望。第二代對第一代的決定似

乎較感到無可拒絕，第一代往往也會試圖說服第二代改變心意。

三孩子的母親似乎不被期待放棄工作而擔負帶孩子的實任，而男主外、女主內的分

工模式，常使托育工作擴延到家中的其他女性，加上社會文化賦予婆婆帶孫的義務觀點

被延續下來，有能力托育的第一代有時反成為環境下的被決定者，無權不帶。

四父系家庭似乎仍被視為最重要的家庭，女方原生家庭的人，要對外孫有所決定，

大都需要先經過第三代所屬男方家族長輩的同意，這樣使得女方家族在托育決定上，對

男方家族有著較尊重的態度。而這樣先後順序的判斷，往往更常在女兒(媳婦)的角色

中被明顯知覺注意到，同時也就更戒慎於這樣的文化規範。文化的影響，似乎也就勝過

個人(女見或媳婦)自主意念中給自己的媽媽帶的希望。

五在托育決定過程中，女性似乎仍較被期待是托育主要的負責人，男性的角色形同

支持者，男性的角色往往不容易界入托育決定的討論，對托育決定的參與也較被動，與

托育決定的聯盟往往有著較僵硬的界限，權力也自然較小。第一代的男性叉較第二代的

男性更為被動、不參與，第一代的女性往往也更視托育為是「小事J r女人」的事;

而第二代的女性似乎更積極的讓丈夫參與托育的決定，要形成兩人的共識。於是兩代夫

婦閉的托育觀點的改變，第二代在使夫婦雙方共同參與托育決定上，往往是更積極的;

而兩代夫婦在托育決定上的權力，似乎逐漸由(第一代)女性有絕對的權力轉為(第二

代)夫婦雙方較為均等的權力，只是女性的權力仍是較大的。

六與外人互動的工具性原則，似乎較不會出現在家庭系統內的互動，如:時間、費

用。這往往指明了家庭系統內，甚至是家族內較為鬆散的界限，相對於外人是有著清楚

的界限。如此，家庭擴大到家族系統似乎是存在的，家族內仍傾向形成一個互助的團體

，結婚成立的新家庭似乎並非是要完全獨立於原生家庭之外的，托育也往往不被視為是

新家庭單獨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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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庭內的溝通似乎較常透過關係較親近的家庭成員，以便能順利的和關係較遠離

的成員做聯繫。而互動的方式似乎也強化了彼此原有的關係'較親近的成員，在需求

付出的互動方式，往往讓彼此關係更親近;公平原則的互動，則似乎較能維持彼此清楚

或疏遠的關係。

J\夫婦和親子似乎仍是最核心親近的關係'相對由此關係從而衍生的親屬關係'關

係一開始往往仍是較為僵硬的。所以，對上一代而言，女見和媳婦的不同，在於兩人間

的界限關係是不同，女兒和媽媽間的界限較為鬆散;婆媳間則有清楚到僵硬的界限。但

婆媳表面上維持和諧似乎仍是一件重要的事，而這或許與文化中強調「和為貴」是有關

係的。另外夫婦聯盟常常是家庭中穩固的次系統，親子聯盟在新家庭獨立後，未必絕對

會對夫婦聯盟造成影響，這似乎和原有的家庭系統有闕，也和夫婦聯盟的次系統是否對

外有清楚的界限有關。

九聯盟關係出現在三人問時(如婆婆、兒子、媳婦) ，聯盟中的兩人似乎較第三人

有更大的影響力，不穩固的聯盟往往使三人都對關係感到不確定(婆婆不斷強調親子的

聯盟是穩固的，而媳婦亦對配偶聯盟感到較多的不信任) ，這就更容易引起對自身聯盟

的疑慮，以及擔心關係受到威脅的不安感，而這樣的不安常常叉是第二代甚過第一代 o

而穩固的聯盟則可形成對外較僵硬的界限，聯盟亦形穩固。

根據以上的結論，本研究提出幾項建議，以供未來相關研究參考:

首先，在研究設計上，以三個家庭六個成員的參與研究仍嫌不足，可擴大研究參與

的家庭數，使研究結果能更接近類似家庭的互動狀況。另外，可將誰協助坐月子、孫葷

的性別、早期親子關係等可能對托育決定有著重大影響的因素加以考慮，同時擴大家庭

互動的層面，至教養、托育等的行為，甚至擴大參與研究的範圈，將所有成員納入，或

者擴大更多不同類別的父母，如年齡、教育背景、距離違近、托育的時數，如此可對托

育決定的互動乃至家庭互動有更清楚的瞭解。最後在研究的設計上亦應考慮在訪談外增

加直接的觀察資料，如此將有助於進一步釐清二代間的互動。

至於兩代的互動上，甚至托育的決定過程中，權力關係已非昔日絕對權威的方式，

二代若能不固守自己的權威，並增加對他人的尊重，將較能適應現今社會變運下家庭內

部的改變。兩代的權賣劃分亦將有利家庭任務的達成，以及各別次系統界限的維持，而

男性亦應當更積極的參與親子次系統功能的發揮。另外兩代關係的建立，似乎是可以透

過互動的方式加以改善的，婆媳、丈婿透過女見(媳婦)固然容易溝通，但代闊的黏結

關係亦被加強，相對消弱夫婦次系統的聯盟關係'所以夫妻次系統形成相對於第一代的

關係亦需漸次增加，或許較能維持兩代清楚的界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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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u中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 boundary and alliance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p訂'ents when they want to decide who's going to nurture 

the new bom baby. 
The participants were two pairs of mother in-law and daughter in-law, and one 

pair of mother and daughter. In-depth interview was adopted to collect data, and data 
was analyzed from the opinion of 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The main findings were 晶
follows: (1) The first generation have .more vantage , and mother in-law is the most 
powe的11 person to make the decision , howev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was not totally 
p部sive. (2) Parents weren't both responsible for nurturing the baby, and such a 
situation strengthen grandmother's duty to take care of grandchildren. Even the social 
cul個re give the mother in-law some duty, therefore a capable grandmother would take 
care ofgrandchildren, and she wouldn't sayNO. (3)Men who were more p品sive than 
women who were expected to hav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The wotnan of second generation was more active than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let 
spouse make the decision together. (4) Daughter in-law pay more attention to 也e

patemal priority belonging to the culωre. The e叮ect of culture is more powerful then 
personal expectancy. Daughter in-law would think about mother in-law's opinion first. 
Thus, if mother and daughter could coopera紛 agai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m 
would be more diffuse than that between mother in-law and daughter in-law. (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would be connec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closed family member, therefol惜， the way of interaction would be continued in the 
original way. (6)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spouse alliance was a stable subsystem. 
The original parental alliance, especially mother and son, would be kept, but it's not 
necessary to influence the working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If p訂'ental alliance or 
spouse alliance were not stable in their relationship, each member, especially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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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aw, would woηy that her own alliance would be threatened by the other aIIiance 。
Base on the results, discussìon and suggestìon were presented. 

Keywords : Family interaction, Nurture decision, 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two 
generatí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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