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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離開施暴情境的婚暴目睹兒童，也許不若婦女一般需煩惱家計及生活，但在

搬遷的過程中卻受到環境、家庭生活、學校人際網絡轉換的影響，這意味著婚暴

目睹兒童有著與婚暴婦女不同的困境與需求，而此篇的目的，即在還原婚暴目睹

兒童對家庭轉換歷程中的主觀感受與需求，並探討其因應家庭轉換的模式。 

本研究以目前與婚暴婦女同住的婚暴目睹兒童為研究對象，藉由與四個家庭

中的七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照顧者分別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婚暴目睹兒童對家庭

轉換經驗的主觀感受、因應方式及對家的認知與期待。研究結果發現婚暴目睹兒

童脫離暴力之後，可依照受暴力的影響程度將其經驗分為變動期以及調適、穩定

期。而從受訪的婚暴目睹兒童的感受中發現，他們在變動期對不穩定或不佳的環

境可接受，但對照顧者改變則表達較多的不適應，並重視穩定的情感陪伴，而在

調適-穩定期則對父親角色的期待較少表達。此外，經歷家庭轉換的受訪婚暴目

睹兒童，出現許多適應困境及心理困擾，其中又以轉換照顧者對他們在生活適

應、安全感上的影響最大。 

另外，本研究也整理出「與母親同住」、「曾接受機構安置」、「曾單獨與父同

住」三種婚暴目睹兒童的環境轉換型態可能分別面臨不同的危機及需求，也發現

婚暴目睹兒童即使處於逆境，也能正向看待物質匱乏的環境，而家庭也有能力發

展出資源來因應危機。 

 

 

關鍵字：婚暴目睹兒童、目睹暴力兒童、家庭生活轉換、生活改變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family life transition of children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Abstract 

Children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may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livelihood 

after leaving the violence environment, but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hanging of 

circumstances, family lif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school during the course 

of moving.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the needs during 

the period of family life transition; furthermore, to study the pattern of children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facing family life transition. 

This research takes as object children whom witnessed marital violence and now 

are living with women who have experienced marital violenc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seven children who witnessed marital violence from four different 

families and their care takers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experience of family 

life transition and their cognition and anticipation to family. The result finds that after 

departure from violence,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whom witnessed marital viol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variable time, adapting-stable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affection of violence.  

It is also found from the interview that children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can 

often has trouble adapting to a new environment, and reveal discomfort to the change 

of their care takers. They take stable emotion companies seriously and seldom express 

their expectation to the role of Father. Besides, children interviewers who experienced 

family life transition show many adapting problem and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especially on the changing of care takers. 

This research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children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who “live with the mother”, “placed in institutions”, and “lived alone with the father” 

are facing different crises and needs. They can still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poor conditions even in time of adversity; meanwhile, the family is also capable of 

raising resources to face crises. 

 

 

key word： children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children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the family life transition、life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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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壹壹壹壹、、、、    初繪婚暴目睹兒童初繪婚暴目睹兒童初繪婚暴目睹兒童初繪婚暴目睹兒童    

婚暴目睹兒童未直接受虐，卻可能因長期目睹家庭暴力，出現情緒、人際互

動上的困擾，並影響兒童與父母的依附品質（莊靜宜，2003）。對此，國內也已

於近十年關注目睹暴力兒童的家庭重建及心理輔導問題，除了民國92年制訂「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新增第43條「目睹家庭暴力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主管機關應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計畫」之外，兒

童局也於90年度起，將「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心理輔導治療服務」專案列入

推展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之補助項目（黃碧霞，2006）。 

而國內有多少婚暴目睹兒童有待關注，目前尚無名確的統計數據，但根據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94-96年對婚姻暴力通報數的統計，民國96年婚姻暴

力為40,494件，95年有38,757件，94年也有39,564件（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2008）。以上通報案件若以內政部統計處公布的近三年（94-96年）育

齡婦女平均子女數1.1人（內政部統計處，2008a）推估，則估計94年至96年每年

至少有三至四萬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需協助。此外，根據民國96年家庭暴力被害

人保護扶助項目中則指出，子女問題協助便有7,515件，就學及轉學服務也有1,623

件（內政部統計處，2008b）。這些數據說明了有一群為數不少的婚暴目睹兒童，

他們雖未受虐，卻仍受到婚姻暴力的影響，並面臨就學環境的改變而需提供協助。 

貳貳貳貳、、、、    燃起熱情燃起熱情燃起熱情燃起熱情------------初識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初識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初識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初識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    

研究者於與婚暴目睹兒童接觸的實習期間，觀察到婚暴目睹兒童除了飽受目

睹暴力的驚嚇以外，在離開婚暴家庭的同時也失去玩伴，甚至被迫離開原照顧

者，並發現這些改變常使兒童感到失落，甚至影響其往後的生活適應。因此，研

究者開始透過相關文獻，發現有些婚暴目睹兒童於學齡期離開暴力家庭後，也短



2  

 

暫接受安置、庇護，這段時間不但需調適與過去家庭生活大不相同的機構生活形

態，還需面臨轉換學校、失去原本的友伴等環境的改變（洪文惠，2006；許文娟，

1998），而這種離開原本熟悉的家庭及同儕、學校環境所造成的雙重失落，對兒

童適應新環境無疑是極大的危機（Dowling & Barnes, 2000，引自楊雅華，2003，

頁13）。這些實習經驗及文獻閱讀讓研究者瞭解，目睹暴力不只造成兒童身心創

傷，離開婚暴後的環境轉換也對兒童造成不小的影響，而其中又以學齡期兒童需

面臨家庭、學校雙重的環境轉換，也引發研究者想針對學齡期的婚暴目睹兒童，

進一步瞭解他們的家庭轉換經驗。 

意識到家庭轉換對學齡期目睹暴力兒童可能造成的影響後，研究者再度透過

實習及閱讀相關文獻瞭解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對家庭轉換的感受，並發現他們對離

開施暴者均有不同於成人的思考角度及感受歷程，例如：雖然有些孩子與施暴母

親一樣慶幸能離開施暴者，但有些仍表現出對暴力家庭及施暴者濃厚的情感，甚

至抱持著父母能和好的期待。此外，研究者亦發現在跟隨母親離開施暴者的過程

中，一些曾因接受安置而與母親分開的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他們對機構生活也有

其獨特的感受。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由宋月瑜（2004）對婚姻暴力受虐婦女離婚後生活適應

研究中，發現以受暴婦女主觀觀點來看，離開婚暴後的環境的受暴婦女所擔心的

事，包括面臨民生困境、與孩子分離的情感剝奪、暴力問題延續、單親焦慮等。

這也讓研究者好奇，若是從學齡期兒童主觀感受來看這段離開施暴父親的生活經

驗，他們最擔心的事情為何？對這段歷程有何感受與需求？他們適應的困難點是

否與婦女不同？對各階段的環境及家人的認知與期待為何？ 

國外對目睹暴力兒童議題的研究，研究者根據Cummings等人(2002)、Kitzmann

等人（2003）所整理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國外近幾年對此議題的研究可包括：一、

目睹暴力兒童的定義及目睹類型：例如：區辨目睹與非目睹、合併受虐與單純目

睹，探討不同的暴力類型，對目睹暴力兒童的影響程度。二、目睹暴力兒童家庭

背景：探討婚暴家庭特有的家庭環境及資源特性，瞭解兒童復原及往後調適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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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助力。三、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提出兒童對目睹暴力的反應、因目睹暴

力產生的各項症狀與發展困擾，以及暴力對婚暴目睹兒童的長期適應問題(Jarvis, 

Kelly, &Lynn, 2006; Katz & Low, 2004;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四、目

睹暴力兒童的特質：探討不同的兒童特質，例如：氣質、性別、年齡..等的差異，

造成婚暴目睹兒童受婚暴影響程度的不同（Kitzmann et al., 2003）。 

國內的針對婚暴目睹兒童的議題則包括：一、目睹暴力經驗與因應：包括目

睹暴力兒童對婚暴家庭的主觀感受與因應策略（胡美齡，1999；黃珮儀，2005）。

二、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與需求：包括目睹暴力兒童身心症狀與發展困擾（曾

慶玲，1998；羅斐諭，1996）、婚姻暴力對親子關係的改變（莊靜宜，2003；陳

卉瑩，2003；黃群芳，2002）、婚暴目睹的長期影響及需求（邱菀瑜，2005；洪

素珍，2006；姜琴音，2005；楊美婷，2003）。三、目睹暴力兒童的特質：探討

不同的兒童特質（例如：性別、家中排序）影響婚暴目睹兒童身心創傷的程度（沈

慶鴻，1997）、四、婚暴家庭特質：婚暴類型、父母社經地位、婚姻狀況、家庭

人數..等變項影響婚暴目睹兒童身心創傷的程度（陳卉瑩，2003；曾慶玲，1998；

趙小玲，1998）。 

在瞭解婚暴目睹兒童家庭環境轉換歷程的研究方面，國外有研究庇護所經驗

對兒童調適的影響 (Fantuzzo & Lindquist, 1989，引自Kitzmann et al., 2003；Jarvis, 

Gordon, & Novaco, 2005；Ornduff & Monahan, 1999)。然而國內雖已有針對婚暴目

睹兒童長期適應的需求進行瞭解，卻少有以家庭轉換此項因素切入，瞭解學齡期

兒童主觀知覺之轉學、家庭生活轉換（包括家庭結構改變、庇護、安置機構）的

經驗及調適困境。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學齡期離開婚暴家庭的兒童，藉由他們描

述家庭轉換的歷程與經驗，瞭解他們對婚暴後家庭轉換的感受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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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家庭是提供兒童身心發展最重要的環境，也間接影響兒童身心的調適

(Borduin, B. J., Borduin, C. M., Cone, & Mann, 1990)。本研究想藉由學齡期經歷家

庭轉換的婚暴目睹兒童主觀感受，描繪離開暴力家庭後的家庭生活及適應的困

境，並瞭解婚暴目睹兒童對家的需求及期待。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瞭解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經驗。 

二、瞭解婚暴目睹兒童如何因應、調適家庭環境的轉換。 

三、瞭解婚暴目睹兒童對家的期待與需求。 

期待經由上述目的，能對暴力事件過後重建家庭的婚暴目睹兒童有更多瞭

解，並經由他們的主觀經驗，對於父母或監護人、社會工作體系或相關政策提出

建議。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側重在瞭解婚暴目睹兒童對家庭生活轉換的看

法，以及對家的認知與期待。因此研究問題為： 

一、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歷程為何？有何感受經驗？ 

二、面對家庭環境的轉換，婚暴目睹兒童如何因應與調適？ 

三、面對家庭環境的轉換，婚暴目睹兒童有何需求？對於家有何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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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一一一一、、、、婚暴目睹兒童婚暴目睹兒童婚暴目睹兒童婚暴目睹兒童    

婚暴目睹兒童是指看到、聽到或事後察覺（包括事後觀察、經驗到暴力的後

果）父母婚姻暴力之十八歲以下未成年兒童（洪文惠，2006；Holden, 2003, 引自

童伊迪、沈瓊桃，2005）。其中又可依據是否受虐，區分為「婚暴目睹且合併受

虐的兒童」及「單純婚暴目睹兒童」兩類（沈慶鴻，2001b）。 

本研究所探討之婚暴目睹兒童為於學齡期隨母逃離婚暴而經歷家庭轉換歷

程的單純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這群兒童雖未受虐，所遭受的多為心理上的傷害，

較不易察覺，但這些心理傷害卻可能會造成兒童在發展、適應上的問題。 

 

二二二二、、、、家庭轉換家庭轉換家庭轉換家庭轉換    

家庭暴力導致兒童面臨的環境轉換（transition），根據 Gardner 及 Helen（2007）

研究因家庭暴力而接受寄養服務的兒童，發現其環境轉換包括照顧者及兒童生活

環境、學校、鄰里、人際網絡環境的改變（change）。因此本研究所指稱之「家

庭轉換」，為婚暴目睹兒童逃離施暴父親後，曾經歷以下任一種或多種家庭環境

改變的情況： 

((((一一一一) ) ) ) 曾轉換照顧者。 

((((二二二二) ) ) ) 曾轉換居住環境：轉學、鄰里及人際網絡改變..等環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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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經歷家庭環境變動的婚暴目睹兒童在整個家庭變動的過程

中，對家庭生活的感受與調適、及對家的期待。因此將於第一節先探討家的意義，

以說明家庭經驗所包含的範圍，並說明家庭事件如何改變一個人對家的看法，及

兒童對家庭概念的認知發展。此外，於第二、三節探討婚暴目睹及暴力家庭動力

對兒童造成的影響。最後提出家庭轉換的相關研究，以瞭解家庭轉換對兒童的影

響。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初繪家庭初繪家庭初繪家庭初繪家庭    

壹壹壹壹、、、、    家的定義家的定義家的定義家的定義：：：： home home home home 與與與與 familyfamilyfamilyfamily 

提到家，應該探討什麼？根據國內外文獻指出，家可包含兩種意義，一種是

家（home），一種是家庭（family），兩者在定義上有所差別。因此，本研究將於

此小節澄清「家」所涵蓋的意義，以便說明本研究指稱之「家庭經驗」。 

一般而言，家（home）是強調空間及對此空間的情感，指的是一個人對家抽

象的情感及想像的樣貌。所以提到家的意義，除了指住宅之外，還包括鄰近的環

境，以及一個人對於這個地點的情感連結(Lewin, 2001；Rykwert, 1991)。而這層情

感連結，讓一個人即使居住環境改變，仍對家保有一致的感覺及形象。藉由對家

的詮釋，可瞭解人對自我的定位、對家的感受及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Lewin, 

2001)，而協助婚暴目睹兒童詮釋家的意義，也幫助我們瞭解他們對家的轉換，

及對不同階段家庭與周遭環境的情感。 

家庭(family)則強調團體內的組成成員、組成關係及功能（畢恆達，2005；黃

迺毓，1998），探討的層面眾多。本研究整理國內外對家庭的定義，將家庭所探

討的面向分為客觀組成要件與情感互動關係兩大層面。其中客觀組成要件可包括

家庭成員、家庭功能、居住、物理空間，情感互動關係層面則包含家人情感、互

動及成員對家的感受（許美瑞，1998；黃迺毓，1998；戴蒂，1997）。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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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客觀組成要件客觀組成要件客觀組成要件客觀組成要件    

((((一一一一) ) ) ) 居住居住居住居住、、、、物理空間物理空間物理空間物理空間：：：：根據戴蒂（1997）研究指出，多數受訪者會以「共

同居住」做為判斷一家人的標準。物理環境則包括家庭居所、周遭

環境與位置、及居家空間配置（許美瑞，1998）。 

((((二二二二) ) ) ) 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家庭成員：：：：透過受訪者對家庭成員的定義，一方面瞭解受訪者對「家

人」的概念，另一方面也瞭解家人與受訪者間的情感親疏（So & 

Hodkin，1988，引自洪毓璟，2004，頁 16)。 

((((三三三三) ) ) ) 家庭功能家庭功能家庭功能家庭功能：：：：家庭功能以情感、生殖、及經濟功能較常提到（趙淑珠、

蔡素妙，2002）。 

二二二二、、、、    情感互動關係情感互動關係情感互動關係情感互動關係    

((((一一一一) ) ) ) 成員情感與成員情感與成員情感與成員情感與互動關係互動關係互動關係互動關係：：：：包含成員彼此空間與情感上的距離，例如：家

人是共處或各自分離、與家人相處能否感到安心、及對父母與手足

的情感(Geer, 1981，引自洪毓璟，2004)。 

((((二二二二) ) ) ) 成員對家庭的感受成員對家庭的感受成員對家庭的感受成員對家庭的感受：：：：可透過「正負向家庭概念」、「家庭一致性」、「家

庭滿意度」來瞭解個人知覺他的家庭快不快樂(Van der veen,1965; 

Grice, 1980; Hetel, 1992，引自洪毓璟，2004)。此外「成員對家的向

心力」、「將問題歸因於外還是歸於家庭內部」也是成員對家庭感受

的一部份（洪毓璟，2004）。 

目前國內大部分文獻都將家（home）與家庭（family）的概念結合討論，本

研究在考量兒童對家的認知概念發展階段，不特別區分家（home）或家庭（family）

的不同來探討，而是將兩者所談的概念結合，重新將家的概念分為「家庭成員組

成及心理支持層面」（對家庭成員與家庭功能轉變的感受、與家人的互動經驗與

情感關係）、「物理環境層面」（對周遭環境及住屋的情感經驗、對居住環境改變），

以探討婚暴目睹兒童面對家庭轉換而對家產生的感受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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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家庭事件如何影響對家的期待家庭事件如何影響對家的期待家庭事件如何影響對家的期待家庭事件如何影響對家的期待    

Lewin(2001)提出家除了代表安全感、個人的個性、私人空間或家人情感的核

心等觀點外，也提出經驗觀點（experiential perspective）與現象學及發展觀點

（phenomen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說明家也可能是文化、個人等

各種經驗的複合概念（composite）、或是隨著時間改變的概念。以下研究者將藉

由探討此兩種強調經驗及時間概念的觀點，瞭解婚暴事件對兒童家庭概念的影

響： 

一一一一、、、、    經驗觀點經驗觀點經驗觀點經驗觀點    

此觀點重視「個人對家的感覺」。強調每個人在不同階段所經歷的家庭經驗

不同，而前一個時間點的經驗，也會影響往後生活中如何看待家的意義(Lewin, 

2001)。因此，不管是正向經驗，例如家人、朋友彼此支持及愛的關係，或是負

向經驗，例如家庭暴力、兒童性虐待、老人疏忽等，都足以改變人對家的看法，

而婚暴目睹也可能改變兒童對家的意義的看法。 

另外，一個人對家的感受，會因人、事、時、地、物改變。因此需瞭解人在

不同生命階段及居住地點下，如何看待不同家庭經驗。藉此，我們才能從人成長

的經驗脈絡中，瞭解這些經驗對他們對家的感受的影響。 

二二二二、、、、    現象學及發展觀點現象學及發展觀點現象學及發展觀點現象學及發展觀點    

此觀點認為家是永久且持續的，他就像是一個大型的記憶庫，容納了過去到

現在的所有連續記憶，是維繫一個人過去到未來經驗的過程，而個人生命歷程中

的特殊事件會影響他們如何經驗家 (Lewin, 2001)。 

對暴力家庭的兒童或受虐婦女來說，家不見得是避風港或親密空間，反而只

是暴虐、傷害、囚禁的地方（Lewin, 2001; Mallett, 2004）。然而，對婚暴目睹兒童

來說，即使家庭曾是暴虐、不穩定的，他們也如所有兒童一般，對一個充滿安全

感、歸屬、認同的環境有所期待。若能藉由婚暴目睹兒童詮釋家庭經驗，探討他

們對家的經驗與感受，也將幫助我們瞭解他們對家的轉換歷程的感受及期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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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的思考角度，瞭解家庭事件如何影響他們對家的印象。 

參參參參、、、、    兒童對家庭概念的形成兒童對家庭概念的形成兒童對家庭概念的形成兒童對家庭概念的形成    

家是涵蓋成員角色功能、空間、及情感等許多元素的整合性概念。兒童對家

庭的概念發展是有階段性的，也會因不同性別、所經驗的家庭類型而對家有不同

程度的認知，本研究旨在探討學齡期婚暴目睹兒童，故針對學齡期孩子對家的認

知發展進行探討，以便瞭解他們怎麼看家庭： 

兒童對家庭的概念發展，可依照學齡期作為分界。學齡前期的兒童對家庭的

定義，多半會以比較具體的面向指標來判斷，Piaget (1976)便指出，7 歲以下的兒

童以「是否同住」作為判斷家人的準則（引自 Borduin et al., 1990, p.34）。Borduin 等

人 (1990)針對白人學齡期兒童進行家庭概念發展的研究，結果顯示 6 歲的兒童使

用具體的標準（共同居住）來定義家庭，對家人關係的永久性概念薄弱。 

到了學齡後期，兒童逐漸發展出抽象思考的能力，對家庭的定義開始轉而重

視血緣、家庭情感支持、對家的向心力、家庭角色等象徵意義來定義家庭(Piaget, 

1976；引自 Borduin et al. , 1990, p.34)。尤其女孩比男孩更重視家庭角色及凝聚力、

陪伴的情感關係（Newman, Roberts & Syre, 1993；洪毓璟，2004）。 

而青少年時期，也承襲學齡後期兒童的發展，重視家庭的情感因素、家庭向

心力等（Newman, Roberts & Syre, 1993）。除此之外，根據洪毓璟（2004）研究青

少年家庭概念的結果指出，青少年多以自身從家庭感受到的情感來定義家庭，例

如「瞭解我需要什麼」、「碎碎唸煩死了」、「討厭的地方」…等等，較少以定義的

家庭組成、角色及功能的概念來描述家庭。 

除了年齡與性別將使兒童對家有不同認知發展之外，家庭結構也會影響兒童

對家庭概念的認知。根據 Newman 等人(1993)、Parish, J. G. 及 Parish, T. S. (1983)

的研究，提出父母離異或分居等家庭經驗也可能影響兒童對正向家庭概念的發

展。而根據 Newman 等人（1993）的研究也指出，經歷離婚或分居等家庭經驗的

兒童，可能更難以用情感關係來定義家庭，且較難成熟的發展出家庭的正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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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學齡期正好處於是家庭概念的轉變時期，他們開始以抽象的情感歸屬及血緣

概念來建構家庭及家人的意義、關注「對父母忠誠」的議題，並重視家庭成員的

角色與功能。所以學齡期的重視血緣的特色，將有助於減輕兒童因父母關係破

裂，而害怕永遠失去父母(Borduin et al., 1990)，但他們對家庭成員及角色的變動，

將產生較多認知矛盾與情緒困擾，加上進入學校環境後，人際關係也更加多元，

環境變動也將連帶威脅他們的學校生活及人際網絡。因此本研究選擇探討曾在學

齡期經歷家庭轉換經驗的婚暴目睹兒童，瞭解他們在經歷照顧者、居住環境、家

庭型態等家庭環境的變動後，對「家庭成員組成及心理支持層面」、「家物理環境

層面」的感受，及兒童對家的期待。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變色的童年變色的童年變色的童年變色的童年    

壹壹壹壹、、、、    誰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誰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誰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誰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    

婚暴目睹兒童的定義，可分為「目睹且合併受虐的兒童」，以及「單純目睹

並未直接受虐的兒童」兩類（Rosenberg & Giberson, 1991，引自沈慶鴻，2001b，

頁 242）。 

一一一一、、、、    目睹婚暴且合併受虐的兒童目睹婚暴且合併受虐的兒童目睹婚暴且合併受虐的兒童目睹婚暴且合併受虐的兒童    

此類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不但目睹父母間的暴力，本身也受到暴力攻擊。遭

受虐待的原因，可能是成為雙親宣洩憤怒的對象，或是在保護被毆打的父母時，

連帶受到暴力波及（沈慶鴻，民 2001b）。 

二二二二、、、、    單純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單純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單純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單純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    

係指看到、聽到或事後察覺父母婚姻暴力行為的十八歲以下未成年人（洪文

惠，2006；陳怡如，2003）。單純目睹的形式，根據童伊迪、沈瓊桃（2005）整

理學者 Holden(2003)對目睹兒童的分類，包括直接看到或聽到雙親威脅與毆打，

或間接聽說，或事後看到暴力發生的結果，例如：事後觀察、經驗到暴力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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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這群兒童所遭受的多為心理上的傷害，較不易察覺，但這些心理傷害卻可

能會造成兒童在發展、適應上的問題。 

因考量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會因兒童是否也受虐而有差異，因此本研究僅

針對單純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進行研究。此外，因學齡期為兒童發展認知、道德及

家庭概念的關鍵時刻，且考量兒童對此議題之認知及表達能力，故本研究受訪者

以目前至少國小三年級以上之婚暴目睹兒童為受訪對象，回溯從變動期一直到現

在穩定期所經驗的整個家庭轉換歷程。 

貳貳貳貳、、、、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樣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樣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樣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樣貌    

一一一一、、、、    從理論觀點檢視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從理論觀點檢視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從理論觀點檢視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從理論觀點檢視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    

婚暴目睹兒童之所以值得關切，是因為目睹婚姻暴力使他們暴露在有毒的環

境（Toxic environment）中，對他們的情緒、認知、行為、適應、生活信念造成

負面影響，成為婚暴目睹兒童往後家庭生活適應的不利因子（洪文惠，2006）。

以下便從發展階段觀點來瞭解婚姻暴力對兒童短期、長期發展及人際關係的影

響、以依附理論來瞭解婚暴目睹兒童情緒及人我關係，並從創傷理論瞭解兒童生

理症狀的起因，社會學習理論瞭解暴力環境如何讓目睹兒童出現外向攻擊行為。 

((((一一一一) ) ) )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階段觀點階段觀點階段觀點階段觀點    

發展階段觀點認為，每一個階段都有社會發展任務，若能成功的達成任務則

可以成長並順利邁向下一個發展階段，若無法達成任務，將造成適應困難並阻礙

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洪素珍，2006）。就兒童時期而言，可分為兩個階段，即

3~5 歲的兒童早期，以及 6~12 歲的兒童中期（張宏哲、林哲立，2000）。以下分

述兒童時期兩個階段的任務與發展危機： 

根據艾瑞克森（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提出，兒童早期的發展任務為在

自主與依賴間取得平衡，同時隨著年齡及認知、智能、身體等各項能力的增長，

開始進入積極主動與罪惡感的發展課題。因此，兒童約於 2~3 歲時，形成對父母

或其他人的依附，也發展出自我的意識，想要自我控制與獨立，並對其他兒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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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興趣。若此時遭到限制或過度的懲罰，將使兒童懷疑自己的能力。而當兒童進

入 3~5 歲的階段時，社交、情緒、認知、智能、身體等能力均有所進展，使兒童

開始想主動的進行各種不同活動，並於此時顯現出自尊心。若此時常受到否定，

則阻礙各項能力的發展，懷疑自我能力並產生罪惡感，不利於未來學齡階段的學

校與人際生活（張宏哲、林哲立，2000）。 

6~12 歲的兒童中期，在社交資源及分辨環境訊息的能力增加，且情緒認知

也逐漸能與他人產生連結。整體而言，他們更具有現實感去瞭解事件，有較佳的

技巧解決問題並分辨正、負向或中性的情緒，也重視與他人的情感探索（洪素珍，

2003；陳怡如，2003）。但這些認知與情緒的發展，也導致兒童容易吸收父母扭

曲的角色示範，並忙於處理憤怒、羞愧等複雜情緒，讓他們被困在家庭暴力傳達

的矛盾資訊中，產生更多情緒困擾及對父母角色的錯誤認知（洪素珍，2003）。 

另一方面，此階段開始處理較複雜訊息，並重視事件背後的動機、想法。長

期目睹循環暴力模式，使兒童多疑、不確定感增加、易陷入僵化思考。婚暴目睹

兒童長期接收與原本的認知有所落差的暴力訊息，為了減少內在衝突，遂於採取

自我防衛，出現偏激、撒謊、固執、逃避被責怪，取巧等不當言行（洪文惠，2006）。 

兒童中期的人際發展場所擴展到學校。學校是家庭以外另一個形成自我概念

的重要場所，透過在學校與同儕、師生間的人際互動，逐漸瞭解自己是怎樣的人。

然而來自高衝突家庭的孩子比一般家庭更容易削弱社會認知能力，防衛、敵意、

不相信別人對自己的正向回饋、對他人言行斷章取義。這些不利因子也造成目睹

兒童社會化不良的問題（Malia & Julia, 1996；洪素珍，2003）。 

進入青少年時期的婚暴目睹兒童，他們身心上都面臨很大的轉變：除了關心

身體的發育之外、自我意識強烈，思考能力擴張，且在思考上容易陷入自我中心

的現象。而根據 Erikson 提出的人格發展階段任務則指出，青少年時期最主要的

任務在自我認同（洪文惠，2006；蘇建文等，1998）。因此，若此時目睹暴力，

則將因暴力家庭缺乏彈性、獨立自主空間而剝奪兒童此階段欲追求的獨立及自我

表達需求。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使婚暴目睹兒童因對家內事感到羞愧且易認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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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團體。婚暴目睹兒童此階段對同儕認同與歸屬以滿足自我認同有強烈的需求，

因此易受負向同儕帶領，出現偏差行為。但相對的，青少年時期思考能力的提升，

也提升他們對事情的判斷能力，使青少年較易對暴力有正確認知。另一方面，青

少年重視同儕團體的認同，也將注意力放在與同儕建立關係上，一方面減低了對

家庭壓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代表若有正向的同儕團體支持，同儕資源則可成

為目睹暴力子女面對家庭暴力的重要資源（洪文惠，2006；陳怡如，2003）。。 

不同階段的兒童受到家庭暴力影響的面向及嚴重性不同，但其中以 6~12 歲

兒童最容易受暴力事件影響，因為此階段是他們在認知、情緒、道德、問題解決

技巧上積極發展的階段，若此時目睹暴力又面臨搬遷等家庭變動，將影響兒童在

家庭及學校的適應與學習（洪素珍，2003；陳怡如，2003）。因此瞭解婚暴目睹

兒童於學齡期 6~12 歲承受的壓力與調適方式，將有利於他們適應未來生活。 

((((二二二二) ) ) ) 依附理論依附理論依附理論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最早由 Bowlby 提出，是嬰兒對照顧者形成的一種情感連結。此種

依附關係將發展出一套內在認知的運作模式，影響往後人格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

（陳怡如，2002）。Ainsworth 設計的陌生情境測驗結果，發現安全依附的兒童，

可在照顧者在的時候，主動的探索環境，對於照顧者的離去雖有情緒反應，但照

顧者返回便能平復情緒並與照顧者靠近（黃翠湄等譯，2002）。根據理論，若親

子間依附關係是溫暖的、穩定有回應的，則可建立安全依附，並有助於兒童社會

能力的運用及適時利用外在資源面對挫折，也比較有能力處理情緒，反之則造成

不安全依附關係，影響兒童未來的人我關係及與他人的情感連結（黃翠湄等譯，

2002；劉蓉果，1998）。因此當父母間嚴重衝突時，會使孩子產生情感上的不安

全感，這種不安全感若不處理，將增加婚暴目睹兒童的適應困難。 

依附是延展整個生命歷程的現象，且隨著個人生命歷程的發展不斷與環境重

新建構新的依附模式。所以即使過去有一段不安全的依附關係，仍可透過重建新

的安全依附，來提升兒童的社會能力及處理挫折情緒的能力。因此過去依附關係

的破壞，有賴脫離暴力情境後，在穩定的環境中調整親子依附關係，並提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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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並適應生活的能力。 

((((三三三三) ) ) )     創傷理論創傷理論創傷理論創傷理論    

許多婚暴目睹兒童會出現一些生理症狀，除了因為受暴的主要照顧者無力給

予孩子適當的照顧外，另外就是面對重大危機事件或創傷時，出現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而學齡期兒童常見的 PTSD 症狀為：

易出現退化行為、某一方面出現身心發展障礙，自動化喚起症狀而干擾學習能

力，產生強迫式防衛、攻擊行為等（陳怡如，2002）。 

除了生理症狀外，也會出現焦慮、害怕、無助等情緒反應（黃群芳，2002；

林英欽、古稚偉、王慈蜂、林正清與謝瀛華，2006）。此外，因為暴力發生在朝

夕相處的父母親身上，兒童因而更容易不斷經由暴力相關的人、事、物的刺激，

重複創傷的痛苦經驗。 

((((四四四四) ) ) )     社會學習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主張攻擊如同其他複雜的社會行為一樣，是基於過去對攻擊情

境的認知與判斷、學習而來的（Bandura,1976, 引自 Richardsons, 1994；洪素珍，

2003）。根據 Lee (2001)研究 50 位 6~12 歲兒童的情緒經驗與控制對婚姻暴力及兒

童行為問題間的關連，發現憤怒（anger）的情緒變項被控制時，婚暴與兒童行為

問題間的關連便消失了。因此，婚暴目睹兒童的外向性攻擊行為，是模仿父母在

暴力當下的侵略及生氣行為，藉此習得暴力可有效解決問題，並認為對家人施暴

是被允許的，從而習得以暴力達成目的或對待他人(Lee, 2001)。 

此外，社會學習理論也強調當我們學習新訊息時，會主動評估並與其他訊息

組織在一起，應用在不同情境。因此長期目睹婚暴的兒童，也將家中習得的暴力，

應用於自己的人際關係或衝突處理，甚至帶到未來自己組成的家庭中，讓暴力成

為一種代間傳遞（沈慶鴻，2001a）。 

二二二二、、、、    婚暴目睹兒童的樣貌婚暴目睹兒童的樣貌婚暴目睹兒童的樣貌婚暴目睹兒童的樣貌    

針對上述理論可知，婚暴破壞了婚暴目睹兒童的成長環境，對他們情緒、認

知、行為、適應、生活的信念方面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洪文惠，2006）。Banett(1997)



15  

 

曾整理眾學者研究，將婚暴目睹兒童可能出現的症狀分為內向性行為/情緒困

擾、外向性行為困擾、學校問題與社會適應能力三類，又 Fantuzzo 及 Lindquist 

(1989)所做的整理，可再將此三類細分為外在行為困擾、情緒困擾、社會功能、

智力與學業困擾、身體障礙五大面向分析（引自曾慶玲，1998，頁 37）。以下彙

整上列內容，分別從生理困擾、內向性行為/情緒困擾、學校問題和社會能力、

外向性行為困擾進行描述： 

((((一一一一) ) ) )     生理症狀生理症狀生理症狀生理症狀    

暴力家庭成長的兒童，常合併多種健康問題，例如頭痛、胃痛、抽筋、疲倦、

嗜睡、失眠、尿床、厭食、抵抗力弱、注意力不易集中，及個人衛生習慣不良等

症狀(Hughes, 1988，引自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 p.56；林英欽等人，2006)，

也可能有自殺的危機（Fantuzzo & Lindquist, 1989，引自曾慶玲，民 87，頁 37）。 

此外，處於暴力情境中，被害母親疲於應付，個人身心難以維持一個穩定的

狀態，更難顧及小孩的照顧，也使小孩長期缺乏妥善的健康照顧之下，造成營養

不良、疾病或其他健康上的問題。 

((((二二二二) ) ) )     內向性行為內向性行為內向性行為內向性行為////情緒困擾情緒困擾情緒困擾情緒困擾    

兒童可能出現多種情緒困擾，例如：恐懼、矛盾、困惑、害怕再次發生衝突、

焦慮、悲傷、憂鬱、擔心、憤怒、對暴力事件發生在自己家中感到羞恥，進而自

我隔絕，對無法保護受暴母親而有無力無助感、罪惡感（Lee, 2001; Hughes, 1988，

引自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 p.56；陳卉瑩，2003）。自尊及自我價值感較

低，且難以信任別人、麻木、否認，缺乏安全感（Hughes, 1988，引自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 p.56）。 

婚暴目睹兒童對家庭關係及父母忠誠的困惑，常使他們對施暴者又愛又恨，

即使逃離婚暴環境，還是無法由混亂的情緒中解放出來。根據陳卉瑩（2003）的

研究結果，婚暴目睹兒童即使離開了婚暴環境，但還是會擔心施暴者找上門、擔

心自己與家人、朋友的安危，並不因離開施暴情境減少其負面影響。又根據

Graham-Bermann 及 Levendosky (1998)的研究，受虐婦女的孩子相較一般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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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情緒管理能力發展較差，較少對事件表現適當的情緒，且更常表達他們的負

面感受（引自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 p.56)。因此，婚暴目睹兒童雖沒有

身體上的傷害，但這些情緒上的傷痕，都需要一段調適時間。 

((((三三三三) ) ) )     學校適應及社會功能學校適應及社會功能學校適應及社會功能學校適應及社會功能    

婚暴目睹兒童容易將對家庭的情緒直接帶入學習環境中。混亂的情緒及擔心

受暴母親的心情都影響上課的情緒，導致在課業上無法專心，課業因此落後 

(Crowder, Kahn, & Claudson, 2006；陳卉瑩，2003；羅斐諭，1996)。另外，污名與

家庭暴力的隱密性使得兒童感到悲傷與孤立，許多孩子表示在交朋友或經營友誼

上有困難，對人際關係也傾向比較保留、退縮，甚至出現恃強凌弱的行為（Gorin, 

2004；Holden,1998，引自陳怡如，2003，頁 37）。 

在社會表現上，婚暴目睹兒童的問題解決技巧及社交技巧較低、且缺乏同情

心（Banett, 1997）。社會角色功能較低，角色勝任能力比一般兒童差（Fantuzzo& 

Lindquist, 1989，引自曾慶玲，1998，頁 38~39）。 

((((四四四四) ) ) )     外向性行為外向性行為外向性行為外向性行為    

即明顯可見的行為，嚴重的甚至出現犯罪行為，例如違反規定或酒精、藥物

濫用等（陳怡如，2002）。另外，也可能出現具有攻擊或破壞性的行為以及社交

撤離的現象(Katz & Low, 2004)。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婚暴目睹兒童家庭圖像婚暴目睹兒童家庭圖像婚暴目睹兒童家庭圖像婚暴目睹兒童家庭圖像    

婚暴目睹兒童來說，是重大的家庭事件，以下將以家庭系統的次系統概念，

說明婚姻暴力如何影響家庭次系統間的運作，並提出暴力家庭的動力關係對兒童

造成的影響。 

 

壹壹壹壹、、、、    家庭系統理論家庭系統理論家庭系統理論家庭系統理論    

家庭系統理論假設家庭型態是重複、可預測且循環互動的，而家庭中的成員

都同時參與家庭問題的形成與維持（沈慶鴻，2001）。因此，以家庭系統理論觀



17  

 

點看個人問題時，會將焦點放在系統與問題個人之間的關連性，注意問題成員與

家庭的 互動 ，並 以 婚 姻、親 子、 手足等 次 系統的回 饋 （ feedback ）、穩定

（homeostasis）、均衡（equifinality）運作狀況，來分析家庭型態、家庭成員、角

色關係、權利分配、家庭規則、成員互動方式等議題。因此，家庭系統觀點可協

助釐清以下的家庭互動現象： 

一一一一、、、、    次系統間互相影響次系統間互相影響次系統間互相影響次系統間互相影響    

次系統是系統中因特殊功能分化出來的，其中婚姻次系統是家庭的基礎，一

旦婚姻次系統有任何失功能都會反應到整個家庭中。而親子（親職）次系統則負

責子女養育跟教導社會化的功能，一旦此次系統出現問題，會透過出現問題症狀

的小孩來反應出家庭的混亂跟不安全。相較於其他次系統，手足系統對家庭功能

的影響則取決於其他次系統的運作狀況。 

二二二二、、、、    次系統層級對親子衝突的影響次系統層級對親子衝突的影響次系統層級對親子衝突的影響次系統層級對親子衝突的影響    

系統是有高低階層的，高層系統會包含低層系統並提供低層系統生存的環

境。高層系統扮演著執行者的領導地位，因此若下層者-兒童不願聽從父母管教

時，使父母權威無法發揮功能時，極易導致家庭內親子衝突（陳曉蕙，蔣碧君，

2000）。 

三三三三、、、、    次系統界線與家庭規則次系統界線與家庭規則次系統界線與家庭規則次系統界線與家庭規則、、、、角色的互相影響角色的互相影響角色的互相影響角色的互相影響    

系統依家庭規則運作，規則協助家庭形成次序及維持穩定。每個人從中學習

到什麼是被允許、期待的。通常這些規則是調理化、隱而不顯的，但可從家庭關

係中重複的行為互動模式察覺（翁樹澍、王大維，1999）。角色是在家庭中被成

員期待的行為並用以控制系統的功能，當某些角色無法發揮時，將導致角色間關

係不良，例如：父母堅持權威角色，而子女不願接受則導致親子關係衝突。界限

是維持系統完整性跟凝聚力的象徵性保護膜（曾瑞真，1993），界限一旦成立，

規則即因應而生以區分每一個成員間的差異及互動規則，並限制外來者以保護系

統的完整性。因此，界限鬆散、混淆或過度干擾都會導致不健全的家庭系統與失

功能（楊子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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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家庭權力與同盟家庭權力與同盟家庭權力與同盟家庭權力與同盟、、、、聯盟關係的形成聯盟關係的形成聯盟關係的形成聯盟關係的形成    

同盟是共同參與家庭活動的方式，是成員間情緒跟心理的連結。當父母邀請

小孩結盟對抗對方時，這種由第三者來解決問題的失功能同盟方式叫做三角化關

係。另外，家庭成員長期或短期不公開同盟與合作的關係為聯盟，可分為固定、

沒有彈性的穩定聯盟與轉嫁雙方壓力給第三人的轉向聯盟，這種聯盟也影響次系

統間的界線（翁樹澍、王大維，1999）。 

貳貳貳貳、、、、    以家庭系統觀點看婚暴對家庭樣貌的改變以家庭系統觀點看婚暴對家庭樣貌的改變以家庭系統觀點看婚暴對家庭樣貌的改變以家庭系統觀點看婚暴對家庭樣貌的改變    

根據上述，婚姻、親子與手足次系統實為家庭內最主要的三個次系統，尤其

婚姻次系統對親職功能、次系統層級、界限、角色分配、運作規則的運作有極大

的影響。因此婚姻暴力在婚姻次系統功能失調的情況下，也影響親子、手足等次

系統的運作，以下便針對暴力家庭系統運作情況作一描述： 

一一一一、、、、    婚姻次系統對親子次系統的影響婚姻次系統對親子次系統的影響婚姻次系統對親子次系統的影響婚姻次系統對親子次系統的影響    

親子關係與婚姻關係是兩相牽連的（Fauchier & Margolin, 2004）。婚姻暴力會

影響親子關係及親職功能發揮（胡美齡，2000）。以下根據所蒐集的相關文獻，

以父親為施暴者、母親為受暴者的角度，分點詳述這樣的婚姻暴力類型家庭對親

子次系統的影響： 

((((一一一一) ) ) )     婚姻暴力對親子互動的影響婚姻暴力對親子互動的影響婚姻暴力對親子互動的影響婚姻暴力對親子互動的影響    

目睹婚暴將造成子女與施暴者互動關係的改變，根據胡美齡（1999）的研究

指出，目睹子女與施暴者間的關係是疏離、緊張及衝突的，除了對父親的正向互

動減少，也可能與母親站在同一陣線對抗並疏遠施暴者。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

指出有些施暴者未曾對子女施暴，使得這些婚暴目睹兒童對施暴者同時存在恐懼

與依賴的矛盾情緒，而非只是單純厭惡（洪素珍，2003；黃群芳，2002）。 

另一方面，子女與母親間的互動模式，也因母親受暴而產生改變。受暴婦女

本身承受了相當大的身心創傷，情緒低落之際，透過向子女傾吐、自我傷害來緩

減情緒，或隻身離家躲避暴力。這些受暴母親對暴力的反應，也改變了原本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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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互動關係（胡美齡，1999）。對兒童來說，面對處在弱勢的母親，也許選擇

陪伴、安慰母親，甚至與母親結盟對抗施暴的父親，但有些則寧可裝作沒看到，

選擇逃避、冷漠抗拒（胡美齡，1999；莊靜宜，2003）。由此可知，不管暴力使

母子關係更加緊密或疏離，都使原本親子互動模式產生了變化，也增添了親子間

的互動壓力，而婦女或子女對暴力的恐懼也影響親子間安全的依附關係（莊靜

宜，2003）。 

((((二二二二) ) ) )     婚姻暴力對親職功能的影響婚姻暴力對親職功能的影響婚姻暴力對親職功能的影響婚姻暴力對親職功能的影響    

受暴母親疲於應付婚暴情境之餘，還需負擔管教子女的責任。因此受暴母親

在情緒不佳或擔心目睹婚暴對子女的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出現一些負向的管教態

度，例如擔心孩子模仿暴力行為，而採取嚴格控管的嚴厲型管教方式，或是基於

補償或怕給子女太大壓力，反而採取放縱的態度，或出現「被毆婦女症候群」，

在身、心、認知、情緒都不穩定的狀態下，管教子女的態度不一致，也十分情緒

化（莊靜宜，2003；黃富源、黃翠紋，2000）。以上這些管教方式，都使得親職

教養功能無法有效發揮，親子關係也呈現緊張、衝突的狀態。 

此外，暴力也削弱了受暴母親的管教威嚴。夫妻次系統權力失衡，使受暴母

親無力行使親權，同時也動搖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權威。施暴者對受暴者所展現

出來的暴力行為模式與輕蔑態度，強化兒童對其母親的不尊重感，使受暴母親難

以管教子女（洪素珍，2003；胡美齡，1999）。這種權力與層級的失衡，會在離

開施暴者後更為明顯，因兒童從施暴者控制與壓力中解放的同時，卻容易使母親

在管教時更加難以控制（洪文惠，2006）。另一方面，父母離婚後，取得監護權

的母親，承受照顧責任及情緒壓力，導致對子女要求多，少回應需求，但未取得

監護權的父親，反而對小孩更加溺愛或縱容，也因此造成母親對子女教養上的阻

礙（黃翠湄等譯，2002）。因此當受暴婦女與施暴者離婚後，施暴者對孩子採取

縱容、以物質享受賄賂等行為，也將削減母親在教養上的努力，而增加母親管教

上的困難。 

夫妻與子女次系統的界限不清也危及父母親職功能的發揮，並造成子女的親



20  

 

職化。家庭次系統間界線模糊，使得當子女不斷以代罪羔羊、聯盟等方式介入婚

姻次系統時，子女與父母間界限瓦解，影響父母、孩子在家庭系統內的位階（張

虹雯、郭麗安，2000）。此外，暴力家庭的父母無法發揮親職角色功能時，子女

也將取代長期處於壓力跟沮喪的父母其中一方，彌補父母失功能的角色（胡美

齡，1999；陳怡如，2003）。家庭次系統界線問題不僅只存在暴力家庭中，也可

能出現在攜子脫離施暴者的受暴婦女與子女組成的單親家庭裡。攜子離家的受暴

母親必須獨自扛起照顧及家庭經濟支持的重擔，而無力兼顧所有家庭照顧角色、

致使親職出現缺口，此時家中的長子（女）將親職化，代替父母照顧弟妹（Winton, 

2003，引自蔡秋雄，高淑清，2006，頁 7）。當子女被迫擔起照顧父母或照顧手

足時，將使兒童陷入家庭系統的需求中，阻礙兒童在自我認同、情緒表達及控制

上的發展（Well & Jones,2000；Eearley & Cushway,2002）。 

此外，婚暴目睹兒童也可能出現婚暴之前所沒有的認知、行為上的問題。

Davis 等人 (1998)研究指出，兒童目睹夫妻衝突，將降低兒童負面行為的抑制。

Katz 及 Low (2004)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婚暴目睹兒童相較其他類型的家庭與親

職形式的兒童，更容易有攻擊及社交撤離的問題行為。沈瓊桃（2005）則提出兒

童對成為父母衝突的代罪羔羊的感受越深，越不容易表現正向行為。從上面的研

究中可知，婚暴造成婚暴目睹兒童負向行為增加及正向行為減少，將使父母管教

更加困難。 

二二二二、、、、    婚姻次系統對於手足次系統的影響婚姻次系統對於手足次系統的影響婚姻次系統對於手足次系統的影響婚姻次系統對於手足次系統的影響    

為了維持家庭系統的恆定，手足次系統會因應婚姻次系統的問題而調整。因

此，婚姻次系統發生嚴重衝突，手足為了回應親職與婚姻次系統的失功能，而負

起「平衡」、「保護」失衡系統的任務，成為家庭內因應危機的重要資源（葉致芬，

2004）。然而手足次系統的因應方式卻影響其內部正常的互動關係及界線，根據

陳卉瑩（2003）探討兒童時期目睹婚姻暴力經驗歷程的研究，便提出婚姻暴力下

的手足關係可分為「緊密型」、「疏離型」及「壓力型」。而這意味著雖然手足間

的關係可能因暴力而更加團結、藉由彼此支持來因應失功能的婚姻次系統，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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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演變成以暴力、疏離來回應對婚姻次系統衝突的焦慮，而使手足間關係惡化。 

另一方面，婚姻暴力也提供手足以衝突解決問題的不良示範。根據林妍佑

（2005）研究婚姻衝突對手足衝突關連性，發現當父母的肢體暴力衝突越多，手

足的肢體暴力衝突也越多，反之父母以理性處理，則手足也會模仿父母理性處理

問題的方式。因此，子女目睹婚暴也學會以暴力解決衝突，並將此不當的解決問

題策略，用於解決手足糾紛，影響手足和睦。 

三三三三、、、、    婚暴家庭社會脈絡的影響婚暴家庭社會脈絡的影響婚暴家庭社會脈絡的影響婚暴家庭社會脈絡的影響    

若將系統的觀點拉到家庭成員與外在環境的交流，可發現家庭系統與環境也

是相互影響的(林巧翊，2003)。因此，家庭透過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也可使家庭

自外部環境中獲得資源（趙善如，2006）。但相對的，若鄰里親友對婚暴家庭採

負面看法或孤立、拒絕的態度，加上逃離施暴者後，婚暴婦女及其子女所經歷的

環境是不穩定、不安全或不被接納時，也會對原本的家庭系統帶來負向的影響，

也為家庭成員帶來以下生活困擾。 

((((一一一一) ) ) )     適應環境的困難適應環境的困難適應環境的困難適應環境的困難    

婚姻暴力發生後多半使婚暴目睹兒童面臨一些環境的變動。根據黃群芳

（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有些目睹子女因此經歷安置經驗，或是與婦女一起進

入庇護中心，也可能使目睹子女出現出適應不良的困擾。 

((((二二二二) ) ) ) 鄰里親友的異樣眼光鄰里親友的異樣眼光鄰里親友的異樣眼光鄰里親友的異樣眼光    

有些婚暴目睹兒童需承受周遭親友對暴力家庭或父母的輿論壓力，亦可能因

意識到自己家庭與別人有所不同，，加上父母隱瞞此種家庭祕密的態度而擔心可

能因此引來他人異樣眼光。這些原因均促使婚暴目睹兒童為了隱藏家庭暴力這個

不可說的秘密，而以衝突、孤立、拒絕透露等方式與同儕保持距離，即使能與同

儕分享心事，也僅選擇性的對一些人說（黃群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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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家庭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與轉機家庭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與轉機家庭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與轉機家庭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的危機與轉機    

一般認為家，象徵這個空間下的家庭關係與生命歷程，庇護家人並提供安穩

的感覺。然而對經歷過暴力家庭生活的子女來說，家庭經驗卻是不安全感與恐懼

的印象（Mallett, 2004）。這些經驗也使婚暴目睹兒童雖已離開暴力家庭，但他們

在重新適應、詮釋家庭的過程中，也可能遭受以下阻礙： 

壹壹壹壹、、、、    目睹婚暴使兒童對家的認知目睹婚暴使兒童對家的認知目睹婚暴使兒童對家的認知目睹婚暴使兒童對家的認知、、、、情感發展受阻情感發展受阻情感發展受阻情感發展受阻    

學齡期兒童正處於人格、行為及認知、家庭概念成熟的關鍵時期，他們對關

係的理解是模糊的，所以對「家」的認知與感受往往是藉由觀察家庭事件以及成

員互動而來，因此家庭環境影響兒童能否發展出正確情感與對家的認知。因此親

密與暴力衝突交錯的矛盾情感互動，將使家庭關係與氣氛產生變化，身處其中的

兒童無論在認知或情緒的調適歷程上都增添複雜性（Fauchier & Margolin, 2004；

鄭淑蓮，2004）。此外，婚暴目睹兒童在父母離婚後，須經歷另一段調適，根據

Lee (2001)研究指出，經歷父母離婚的兒童多半也經驗到忠誠衝突，對父母親的

依附產生內在衝突並懷疑家是否安全。 

另一方面，目睹父親的暴力行為也衝擊兒童對父親角色的認知。根據黃有志

（1999）從家庭發展階段的角度，父親角色應包括養護者、規範者、守護者及教

養者。兒童在學齡期時，父親需扮演協助孩子培養操作技巧、健全的自信、協助

孩子掌控自己的個性與情緒，尤其是憤怒情緒、與母親一同提供性別認同的模

範，並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孩子放心探索學習，因此，父親對兒童安全感及情

緒經驗、未來兩性、婚姻關係的認知有很大的影響（柯里斯、林為正，1995）。

然而，婚暴目睹兒童在發展過程中，不但無法從父親身上獲得上述的協助，還必

須長期應付對父母忠誠矛盾的情感的困惑與不安全依附的內在衝突，阻礙兒童發

展任務的執行，對父親形象產生混淆，造成兒童未來兩性、婚姻認知的困擾（柯

里斯、林為正，1995）。因此，婚暴目睹兒童對家人的情感關係、家庭角色的認

知困擾是需要他人協助釐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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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環境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造成適應困境環境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造成適應困境環境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造成適應困境環境轉換對婚暴目睹兒童造成適應困境    

兒童健康發展有賴於安全及穩定的環境及照顧（Harden, 2004）。因此當無法

提供穩定的環境，或與照顧者間的連結被切斷時，將影響兒童往後的身心發展。 

Gardner 及 Helen（2007）提出，安置在寄養家庭的兒童將面臨環境轉換

（transition），這些轉換包括照顧者及兒童生活環境、學校、鄰里、人際網絡環境

的改變（change）。而 Johnson 等人（1995）研究接受家外安置兒童的研究結果也

提到，離開原生家庭進入一個機構型態的環境中，將面對轉換學校、朋友、鄰居

的衝擊。根據 Fantuzzo 及 Lindquis (1989) 的研究指出，因婚暴而住進庇護所的

兒童，相較於遭受同樣等級的目睹家暴孩童但住在社區的婚暴目睹兒童，承受更

多樣的壓力，並且出現更多調適的問題（引自 Kitzmann et al., 2003）。因此，離

開婚暴家庭之後，不同的家庭環境轉換所帶來的多重壓力，也是影響婚暴目睹兒

童長期適應的一項因素。 

儘管有研究提出搬遷到庇護所會增加婚暴目睹兒童的痛苦，但根據 Jarvis 等

人 (2005)研究因婚暴隨母親住進庇護所的 42 位 6-12 歲兒童，發現不喜歡庇護所

的兒童只佔了 10%，而表示很喜歡或有一些喜歡的兒童，各佔了 40%以上的比

例，原因是庇護所讓他們遠離暴力，且此處的環境也讓他們感到很有趣、機構內

的人員也很親切。Ornduff 及 Monahan (1999)則針對 56 名住在庇護所的學齡前及

學齡期兒童進行訪談，結果也發現兒童對庇護所的居住經驗是正向的、較為安

全、快樂的。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離開婚暴家庭，轉換到庇護所、寄養等機構形式的生

活環境，對兒童來說並非全是負面經驗，但Jarvis等人（2005）也針對此項研究結

果提出解釋，說明兒童轉換歷程所要面對的困難，並非不存在，而是已透過正向

與支持的母子關係而獲得緩減。另外，根據Jarvis 及 Novaco（2006）的研究指出，

離開庇護所之後，婚暴目睹兒童的內在化行為與外在化行為問題，仍持續困擾他

們。因此，在婚暴目睹兒童適應轉換家庭生活環境的過程中，事實上還有許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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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品質、兒童目睹暴力創傷等因素，影響婚暴目睹兒童如何看待每個的家

庭生活轉換經驗及他們對環境的適應（Jarvis et al. , 2005）。對兒童來說，目睹婚

暴之後的內外在行為問題需要長時間調適，而婚暴目睹兒童帶著目睹婚暴的影響

經歷家庭環境的變動，也將於兒童復原的過程中，增添了更多元的壓力，提高了

兒童在離開暴力家庭之後，重新適應新生活的困難度，但相對的，也同時有其他

因素有助於降低轉換環境的壓力（Jarvis et al. , 2005 ；Fantuzzo & Lindquis, 1989，

引自Kitzmann et al., 2003；Jarvis & Novaco, 2006）。 

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過後，婚暴目睹兒童也可能也經歷短暫與母親的分離，

如接受安置、母親獨自離開暴力家庭，或因受虐而寄養。依照 Bowlby 所提出的

觀點，認為依附照顧者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因此當婚暴目睹兒童經歷了與照顧者

短暫或長期的分離時，這種親子關係的中斷（disruptions）將成為兒童最大的威

脅。這種威脅也反應在兒童的行為跟生理上，大幅增加兒童發展成混亂型依附的

危機，使得他們難以在痛苦時向他們的父母尋求安慰，也很可能出現內在化困擾

（internalizing disorders）、外在化困擾（externalizing disorders）及解離（dissociation）

等長期問題（Dozier & Bick,  2007）。Myers 等人（1999）針對父母入監服刑的兒

童進行研究，發現兒童因家庭失功能而轉換照顧者或失去原生父母，將導致兒童

出現發展上的困擾。而 Harden（2004)與 Dozier 及 Bick（2007）從環境安全、穩

定的觀點探討，也發現幼童時期離開原生家庭進入寄養機構時，將因為轉換環境

及照顧者，而使其出現健康上的問題，或是感到苦惱、焦慮，並缺乏與外在環境

的連結。 

參參參參、、、、    家庭結構改變帶來的危機與轉機家庭結構改變帶來的危機與轉機家庭結構改變帶來的危機與轉機家庭結構改變帶來的危機與轉機    

兒童的問題往往來自不快樂的雙親家庭經驗，但此種經驗之後的家庭型態改

變，例如，離婚、分居，又將加重兒童心理健康的問題（李曉燕、李詠慧，2005）。

受暴婦女與施暴者離婚後，婚暴目睹兒童在處理暴力認知與對施暴者情感的同

時，又需調適家庭成員、家庭結構改變，而這些改變更增添他們生活適應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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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黃群芳，2002）。根據宋月瑜（2004）研究指出，脫離婚暴的婦女可能擔

心兒童因外界異樣的眼光、目睹暴力、過度早熟、多重角色衝突等。 

另外根據離婚與兒童適應的相關研究指出，單就離婚事件就包含許多風險因

子，例如單親家庭的經濟困難，連帶影響兒童的住家、學校及同儕團體及母親陪

伴時間，或婦女離婚期間沈浸在自己情緒裡，也影響兒童的照顧品質（李曉燕、

李詠慧，2005）。而從彭淑華（2003）對單親家庭生活處境的描述可知，除了經

濟及子女教養、親子關係的困擾外，也可能因經濟困境導致居住的品質不佳或住

居處交通不便、租屋困難等問題，以及面臨子女探視、監護等法律上問題。 

父母離婚也會對兒童婚產生心理影響，例如兒童對改變的家庭結構產生忠誠

的矛盾、焦慮與失落等情緒、害怕再被傷害、害怕被遺棄等「苦惱」（Lee, 2001; 

Hughes, 1988；陳卉瑩，2003；李曉燕、李詠慧，2005）。此外，有些婚暴家庭因

受暴婦女基於經濟及其他對施暴者情感依附的原因，遲遲無法做出離婚的決定，

根據黃宗堅（2006）研究提出，父母對離婚意願的不一致，或一方提出離婚，另

一方卻猶豫不決，將使兒童基於對父母雙方的忠誠，抱持著父母會復合等不切實

際的期待，反而使兒童更難調適父母已經分開的狀態。 

離婚將造成兒童經歷一段無法掌握的過渡期，但若能維持與離婚前一致的環

境，避免破壞兒童熟悉的人際網絡、學校、生活環境，則兒童較容易適應父母一

方離開的狀況（黃宗堅，2006）。然而，跟隨母親逃離施暴父親的婚暴目睹兒童，

其生活必然面臨改變、轉學及人際網絡的破壞，當環境再也不是溫暖且熟悉可掌

握時，他們對家的調適及成長需求，也需要重新釐清。 

儘管家庭結構的改變為婚暴目睹兒童帶來危機，但仍不可忽視離婚對婚暴目

睹兒童及其家庭帶來的轉機。變動的環境除了可能阻礙兒童適應外，也可能相對

注入有助於兒童適應的有利因子。Amato 等人 (1995)的研究指出，來自高衝突家

庭的兒童在父母離婚後反而發展的比離婚前好，代表對這類家庭的兒童來說，離

婚反而是種解脫(引自李曉燕、李詠慧，2005，頁 69)。 

另一方面，失去施暴者所提供的經濟來源，受暴婦女可能無法提供兒童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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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物資源，但根據趙善如（2006）研究家庭資源對單親家庭生活品質的影響，

其結果仍發現，經濟性資源並不是家庭生活品質的首要條件，反而照顧者的認知

能力及技巧、對家庭投入的時間與心力，才是影響生活品質的首要關鍵。這份研

究結果也說明，儘管受暴婦女離開施暴者後無法立即克服家庭經濟困境的危機，

但藉由外在資源的注入，提升受暴婦女能力，妥善安排子女照顧計畫，仍可提升

婚暴目睹兒童的生活品質。 

就目睹暴力兒童的資源面來說，婚姻暴力後不同的家庭變動經驗，都擁有其

不同的環境阻力及助力，根據復原力的觀點，兒童擁有內在自我復原之潛能，能

在逆境中也也可發揮韌性（resilience）適應變動後的環境並讓身心正常的發展（史

提芬，1997）。而根據陳卉瑩（2003）的研究指出，婚暴目睹兒童在離開婚暴情

境後，體會到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及家人關係破碎，這些與不同於婚暴家庭的生活

現狀，也讓他們有經濟協助及家人關係重建等新的需求，而婚暴目睹兒童也較尚

未脫離婚暴家庭前，更能考量自己的需求（陳卉瑩，2003）。承上述，目睹暴力

兒童經歷家庭轉換的過程中，將面臨危機，但也也可能因離開暴力環境而產生新

的資源，使得危機也能成為轉機。 

結語 

隨著對家庭概念的新發展，兒童對家庭變動的情感更加敏感、認知更加複雜 

(Borduin et al., 1990)。學齡期經歷家庭轉換的婚暴目睹兒童將面臨家庭解組、父

母離異或分居、轉學、人際網絡變動、照顧者或照顧型態改變等事件，也影響他

們對家庭角色、情感及認知概念上的發展，甚至出現健康、情緒等問題(Harden, 

2004 ; Dozier & Bick, 2007)。 

然而，從上述研究中，也發現婚暴目睹兒童即使處在看似惡劣的環境中，仍

有一些對環境的正向經驗及極佳的復原力，Kline 等人(1991)便提出，暴力對兒

童在情感上、行為上的影響會隨著時間而減弱，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與照顧者間的

互動關係品質，這個縱貫性的研究結果，說明了往後家庭重建過程的親子關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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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才是對目睹子女復原最重要的關鍵，而 Gorin (2004)也提出提供適當的教養環

境及需求的滿足，是可以修正兒童先前對家庭的負面經驗的。承上述，本研究將

深入婚暴目睹兒童對「家庭成員組成及心理支持層面」、「物理環境層面」及「對

家的期待」的主觀解釋，瞭解他們在這段家庭變動的調適路上對家產生的困惑、

對家人的情感及對家的期待及理想家的樣貌，以期從中發掘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家

庭的內外在資源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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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質化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主要原因為本研究對象，雖然同樣經歷暴力情境

及家庭變動的歷程，仍有不同的歷程發展、對變動的感受及面對變動所擁有的資

源，而相關的理論與研究也尚在發展建構，因此難以用量化研究的因果關係，為

特定脈絡下產生的特定關係下一個結論。針對此點，質性研究不對因果有所預

設，較具變通性，能從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掘歷程與情境脈絡下的意義，符合

本研究在所知不足、無法推論因果的情況下，欲深入瞭解這群特定對象的目的（朱

柔若，2002）。 

另外，質性研究強調「內在特殊性（emic）」，捕捉當事人主觀的「活生生的

經驗」（lived experience），從中創造意義（王金永等，2000）。本研究目的希望婚

暴目睹兒童表達自己所見，及對目前情境與自我需求的感受，瞭解他們對家的看

法、對家的期待與需求。因此除了靜態瞭解婚暴對兒童環境的改變以外，更重視

捕捉他們對家庭經驗轉變歷程的內在感受歷程，而這種需要放在特定情境脈絡下

看當事人主觀想法及心理歷程的議題，可透過質性研究達成。 

就研究對象的考量，兒童受訪者的語言表達能力，及對文字情境的抽象思考

尚未完全成熟，要從量化問卷中引出對家的感受、對家與家庭氣氛的期待等深度

情緒的訊息較為困難，且兒童需要更多的暖身、引導及同理，始能讓兒童進入訪

談情境。因此透過質性研究的訪談過程，採取較迂迴的方式，並透過語言、文字

及其他活動作為媒介，從過程中順著受訪者的語言探問、引導，則較量化問卷能

蒐集到更多敏感而深度情緒的資料（王金永等，2000）。 

基於以上理由，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重視開放與互動的研究關係，透過一個

彈性、動態、開放的資料蒐集方法，讓研究者與婚暴目睹兒童在安全、自然的互

動情境中，深入瞭解他們的主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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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壹壹壹壹、、、、    選樣管道選樣管道選樣管道選樣管道    

本研究以研究者曾實習並擔任志工的台北某提供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機構

為選樣管道，一方面較為瞭解機構內婚暴目睹兒童的特質，另一方面也對機構立

場較為清楚。與受訪者取得聯繫的方式，為先透過機構社工員詢問已結案之案家

意願，並於案家同意後，由研究者自行聯繫訪談事宜。 

貳貳貳貳、、、、        立意取樣立意取樣立意取樣立意取樣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對家的看法與主觀經驗，而目睹婚

姻暴力兒童的個人特質、暴力經驗、表達能力及智力均會影響本研究主題資料蒐

集的豐富性。故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透過機構社工人員，推薦適合的訪談對象，

以便使樣本資料具有豐富性、深度、多元的（胡幼慧，1996）。 

本研究受訪對象原設定為學齡期中、高年級（9-12 歲）且於學齡期經歷家庭

轉換經驗的婚暴目睹兒童。但瞭解機構受訪者年齡分佈後，因考量一些適合本研

究主題之受訪兒童雖已升國一，但其同樣在學齡期時經歷家庭轉換歷程，且因經

歷家庭轉換時，已是國小中、高年級，反而對當時記憶及想法、感受更為完整。

因此，在考量認知能力、選樣標準及機構內學齡期經歷家庭轉換且結案的受訪兒

童年齡層偏高的限制下，將受訪兒童年齡從 9-12 歲放寬至 9-13 歲。 

本研究除了以婚暴目睹兒童為主要受訪對象，也訪談現在婚暴目睹兒童之照

顧者（受訪的四個家庭照顧者均為受訪兒童之母親）。但與照顧者訪談之內容，

在資料分析時，只提供補充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史及婚暴目睹兒童未提出或已

遺忘之重要事件之對照，不額外呈現。 

參參參參、、、、        選樣標準選樣標準選樣標準選樣標準    

因研究以兒童口語訪談內容為主要分析，故受訪兒童需具有一定的語言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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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人訊息能力。另一方面，考量尋找學齡期經歷過家庭環境轉換經驗的婚暴目

睹兒童，並兼顧倫理避免傷害，因此本研究之取樣標準設定為： 

一、 9-13 歲具備基礎口語表達能力的婚暴目睹兒童。 

二、 學齡期因婚暴而經歷家庭轉換歷程。 

三、 家庭現階段無太大的危機或變動且目前身心狀況穩定。 

四、 現已搬離原婚暴家庭，不與施暴者同住。 

肆肆肆肆、、、、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訪談四個家庭，四位照顧者，七位婚暴目睹兒童，其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表表表 3333----1 1 1 1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家 庭

代號 

受訪者代

名 

年齡 性別 照 顧 者

代名 

家 庭 轉

換年數 

曾離開

母親 

家庭轉換過程 家 庭

型態 

小文 13 歲 女 
A 

小敏 11 歲 女 
A 母 約 2 年 無 與母同住 

父母 

分居 

晴晴 12 歲 女 
B 

小穎 11 歲 女 

B 母 約 10 年 有 曾機構安置 單親 

C 凱凱 11 歲 男 C 母 約 8 年 有 
曾與施暴者同

住 
單親 

小韺 13 歲 女 
D 

涵涵 9 歲 女 
D 母 約 5 年 有 

曾與施暴者同

住 
單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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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步驟資料蒐集方法與步驟資料蒐集方法與步驟資料蒐集方法與步驟    

壹壹壹壹、、、、    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旨在深入瞭解婚暴目睹兒童對婚暴後家庭經驗歷程的主觀感受，因此

希望藉由深度訪談法的方式，蒐集研究所欲回答的問題，以便對研究的現象有全

面而深度的瞭解。而質化研究的訪談目的為發現現象與行為模式，而非尋求問題

的標準答案，所以強調「聽」的重要性，研究者必須保持開放、彈性的態度，並

創造一個自然的情境，以便與受訪者進行雙向式的溝通對話（潘淑滿，2003）。 

此外，本研究由於考量到兒童受訪對象的認知發展階段，採用「引導式訪談」

(guided interview)，在訪談進行前，先設計一份訪談大綱，以確保訪談能回答研究

問題，但研究者仍注意受訪者於訪談問題之外，所提出的特殊事件，以確保不遺

漏有意義的資料。 

為求資料的完整性，考量兒童可能無法全面描述事實情境，除了對兒童進行

訪談之外，也對受訪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進行訪談，以下分別針對兒童訪談及照顧

者訪談方式加以說明： 

一一一一、、、、    兒童訪談部分兒童訪談部分兒童訪談部分兒童訪談部分----半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    

為避免訪談經驗不足而導致訪談偏離主題或遺漏重要訪談問題，故採半結構

式的訪談，設計訪談大綱。在每次的訪談當中修正問題陳述方式，以確保兒童能

理解問題的意思。訪談大綱主要問題為詢問兒童對家的轉變歷程的主觀感受，對

各個改變階段的理解與調適及他們對目前生活與對家人的期待（詳見附件三）。 

實際訪談狀況，每位受訪兒童訪談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並於訪

談前十分鐘進行暖身。遇到比較抽象的問題，或兒童難以進入情況時，研究者以

繪本、自製情緒形容詞卡，吸引兒童注意力，並作為引導表達的輔助工具，讓兒

童能較完整表達所欲表達的事情。 

二二二二、、、、    主要照顧者訪談部分主要照顧者訪談部分主要照顧者訪談部分主要照顧者訪談部分----半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    

此部分的訪談，主要瞭解目前家庭狀況、婚暴之後的家庭轉換過程、受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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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反應、目前與兒童相處的狀況、兒童對於過去或現在生活環境或家人的期待

（詳見附件二）。採半結構訪談，訪談前先提供訪談大綱給照顧者參閱，並於訪

談前當面說明訪談之焦點在瞭解孩子的狀況。 

根據資料蒐集豐富度、照顧者意願而縮短或延長訪談時間，四位受訪者訪談

時間為 2~3 小時不等。並於訪談後將訪談內容謄成逐字稿，以瞭解兒童的家庭變

動史及在照顧者眼中，兒童的家庭生活樣貌及需求。 

三三三三、、、、    兒童訪談輔助工具兒童訪談輔助工具兒童訪談輔助工具兒童訪談輔助工具    

本研究為協助受訪兒童表達感受，設計形容詞卡、家庭分工卡、繪本，依兒

童需求應用於訪談過程中，目的在協助兒童瞭解研究問題，並協助表達： 

((((一一一一) ) ) ) 形容詞卡：包括正向、負向情緒的形容詞。 

((((二二二二) ) ) ) 家庭分工卡：包括各項常見之家庭分工項目，例如：打掃、賺錢、準

備三餐、陪伴、保護我、接送我…等等的卡片。 

((((三三三三) ) ) ) 繪本：包括「哈利的家」（描述哈利因母親有事，短暫到外公家居住

的感受歷程）、「家」（介紹各種家庭型態、家庭可能包含的成員、

家庭氣氛、家庭功能..等）、「我最重要的東西」（透過兒童的繪畫，

瞭解兒童心目中最重要的東西）。 

貳貳貳貳、、、、        資料蒐集步驟資料蒐集步驟資料蒐集步驟資料蒐集步驟    

一一一一、、、、    訪談前訪談前訪談前訪談前    

在正式進入訪談前，本研究進行了下列各項準備工作： 

((((一一一一) ) ) ) 個案選擇與資訊掌握 

1.  經機構社工員協助，確認符合本研究受訪者條件的兒童與其照顧者，

初步瞭解他們的個人特質、兒童的智力程度及表達能力、生活背景。

並於正式訪談前，配合每個兒童的獨特性，事先調整問題排列順序、

問話方式，及選擇是否使用繪本、形容詞卡作為輔助或暖場工具。 

2.  瞭解機構的立場及使用機構個案做研究的相關規定與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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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研究對象的初次接觸 

1.  由社工員篩選適當受訪者，並進行初步聯繫。協助說明研究主題、寄

發邀請函及訪談大綱，並詢問受訪照顧者及其兒童意願，研究者始取

得訪談對象聯繫電話。 

2.  與照顧者接觸：研究者先與照顧者以電話聯繫初步建立關係，並先約

照顧者正式訪談時間，並詢問與受訪兒童取得聯繫的方式，告知照顧

者會與受訪兒童另約時間訪談。 

3.  與受訪兒童接觸：研究者透過照顧者與受訪兒童取得聯繫，於電話內

詳細說明為什麼要訪談？研究者身份？再次徵詢受訪兒童意願，並約

正式訪談時間。 

((((三三三三) ) ) ) 說明受訪者權益，並與照顧者簽署訪談同意書（含監護人同意書）、與

受訪兒童簽署訪談同意書（詳見附件四、五）。 

二二二二、、、、    訪談進行方式訪談進行方式訪談進行方式訪談進行方式    

訪談前，先提供「訪談同意書（照顧者）」（附件四）及「訪談同意書（兒

童）」（附件五），載明研究者身份及此份研究之目的、訪談的型式、訪談內容

及受訪者權利，並回答受訪對象（兒童及其照顧者）對訪談同意書及訪談進行方

式的疑問，以確保受訪者對權利有充分瞭解。當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後，始得

進行訪談。 

為確保與兒童的訪談能順利進行並訪出豐富的資訊，採取先訪照顧者。藉由

照顧者所提供的資訊，瞭解兒童的家庭轉換歷程後，再與兒童進行訪談。訪談過

程中均為受訪者與研究者一對一的訪談，避免干擾。 

與照顧者訪談時間平均 2.5 小時，為讓照顧者提供更豐富的訊息，避免打斷

照顧者回憶的脈絡，訪談過程中，前半小時主要由受訪者主導想表達的內容，只

在受訪者過度失焦時才打斷。 

與兒童訪談時間平均 1.5 小時，並針對兒童認知能力及每個家庭敏感議題的

考量，針對不同受訪兒童使用繪本（哈利的家、我最重要的東西、家）、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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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等訪談媒介，受訪者使用媒介的情況為： 

凱凱：繪本（哈利的家、家）、形容詞卡 

晴晴：繪本（哈利的家、我最重要的東西）、形容詞卡、繪圖 

小穎：繪本（哈利的家、家）、形容詞卡。 

小文、小敏、小韺：無使用任何輔助媒介 

涵涵：繪本（哈利的家、家）、形容詞卡、家庭分工卡 

考量受訪兒童需要更多的時間引導或使用暖身的媒介來放鬆以建立關係，因

此實際訪談時，研究者在訪談開始前十分鐘與兒童建立關係及進行暖身，並視兒

童狀況進入訪談主題或中場休息。 

本研究針對兒童及其照顧者兩類訪談對象，分別製作半結構訪談大綱作為引

導。因受訪者意願及時間考量，此四個家庭均無法進行第二次補訪。故研究者僅

針對每位受訪者進行一次深度訪談。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蒐集的資料為受訪兒童及受訪照顧者的訪談內容，並輔以社工員

對受訪兒童及其照顧者所提出的相關資料做為資料分析時的參照，整理與分析方

法如下（王金永等，2000；朱柔若，2002）： 

壹壹壹壹、、、、    謄寫逐字謄寫逐字謄寫逐字謄寫逐字稿稿稿稿    

將受訪兒童及受訪照顧者的訪談錄音謄成逐字稿，逐字稿內容除了受訪者與

研究者的對話內容之外，也特別註明訪談過程中，兒童或照顧者的非語言訊息（包

括語氣、表情、長時間的沈默..等）紀錄。 

貳貳貳貳、、、、    編碼登錄編碼登錄編碼登錄編碼登錄    

一一一一、、、、    開放編碼開放編碼開放編碼開放編碼（（（（open codingopen codingopen codingopen coding））））    

將注意力放在所蒐集的資料本身，從逐字稿、相關檔案與研究者訪談筆記

中，找出主題並訂出初步的符碼及概念。同時根據所訂的符碼，撰寫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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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主線編碼主線編碼主線編碼主線編碼（（（（axial codingaxial codingaxial codingaxial coding））））    

檢視初步的符碼，將初步的概念重新組織，並分出次類別或結合成一般性概

念。重新思考概念間的關連性，深入尋找支持的證據以增強核心主題，並刪除某

些不必要的概念，最後辨識出首要主題。 

三三三三、、、、    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selective codingselective codingselective coding））））    

再次檢視主軸編碼時所辨識出的特定主題，藉首要主題或概念的引導，重新

組織這些特定主題，並選擇性閱讀能彰顯主題的資料內容以回答研究問題。 

參參參參、、、、    各資料的使用與平衡各資料的使用與平衡各資料的使用與平衡各資料的使用與平衡    

本研究為彌補兒童口語表達能力及抽象思考能力的侷限，也參照了照顧者訪

談內容及社工員口頭提供的受訪家庭基本資訊（包括經歷過哪些特別的家庭轉換

歷程、兒童性格及建立關係注意事項），但基於本研究為瞭解婚暴目睹兒童主觀

經驗，因此原則上以兒童訪談內容為主要分析內容，照顧者訪談內容只做為補充

受訪兒童表達的感受背後的情境脈絡。 

此外，若照顧者的訪談內容及社工員提供的文件資料出現與兒童部分有相關

之重要主題時，則使用兩個方式呈現： 

一、 於第四章分析內容中，以補述方式呈現，但在下標題及呈現分析的內容

時，仍以受訪兒童的思考角度撰寫。 

二、 於第四章第一節描述家庭轉換資料時說明，或於結論與討論時，輔助分

析兒童感受背後的事件因素。 

肆肆肆肆、、、、    定義家庭轉換的階段定義家庭轉換的階段定義家庭轉換的階段定義家庭轉換的階段 

本研究於資料處理分析中，發現受訪兒童所經歷的家庭轉換經驗可依其生活

穩定性、身心復原、正式資源介入多寡，分為變動期及調適-穩定期，故於資料

分析時，則依照此兩期分類，以突顯兒童於此兩階段所呈現的樣貌及需求： 

一、變動期：指婦女離開施暴情境也未再回去與施暴者同住開始，直至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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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開始穩定，不再因暴力因素而有搬遷的情況為止，這段時間受訪兒

童的居住、學校環境、人際網絡、照顧者不斷變動，也受到施暴父親較

多的傷害及干擾，多數受訪兒童也尚有目睹暴力的身心症狀。 

二、調適-穩定期：指受訪者居住開始穩定，不再因暴力因素而有搬遷的情況至

今。這段期間受訪兒童生活各方面趨於穩定，比較多需處理家庭型態改

變後，重新調適單親家庭的家庭角色、關係，並處理於變動期所導致的

不安全依附問題及憤怒情緒。衝突的親子互動模式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的嚴謹性研究的嚴謹性研究的嚴謹性研究的嚴謹性    

質化研究重視社會事實建構的過程，強調人在特定文化脈絡下的經驗與解

釋，加上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因此質化研究的嚴謹度不同於量化所強調的

信效度，而是訪談時所經歷的互動關係及事後研究者的分析過程。本研究參考

Lincoln 及 Guba (1989)提出的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靠性（dependability）指標，進行嚴謹度的檢核（引自胡幼慧，1996）： 

壹壹壹壹、、、、    確實性確實性確實性確實性（（（（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    

有效性在確保被研究者與研究者所認知的訊息一致，類似量化研究的內在效

度，強調資料的真實性（莊靜宜，2003，頁 45）。針對這個部分，本研究採取以

下方式： 

一一一一、、、、 透過兒童及主要照顧者的訪談逐字稿、輔以主責社工所提供的案家資

訊，進行三角檢核，增加資料來源的多元化及一致性。 

二二二二、、、、 使用錄音的方式，將訪談原音忠實記錄，並轉謄成逐字稿，並確認逐字

稿之完整性，並於訪談中確實記錄過程中非語言的訊息，以求分析過程

當中能反覆檢核、還原現場。 

三三三三、、、、 研究過程中持續與同儕、老師或機構社工員討論訪談方式是否恰當，以

確保取得豐富的資訊且資料意義不被研究者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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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可轉換性可轉換性可轉換性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 

類似量化的外在效度，強調受訪者的資料能有效轉換成文字，以深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把資訊完整轉換。針對這個部分，本研究採取以下方式以達

成可轉換性： 

一一一一、、、、 受訪者的陳述跟經驗，在轉謄成逐字稿後，研究者反覆檢視其脈絡，從

訪談資料中找出其意義脈絡、並忠實還原現象。 

二二二二、、、、 每個訊息對照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及當下所經歷的生活，交代受訪者受訪

當下所經歷的情境脈絡，盡可能完整的把語言與非語言的訊息轉換為文

字，讓閱讀者理解完整的受訪者感受。 

參參參參、、、、    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depdepdepdependabilityendabilityendabilityendability）：）：）：）：    

即資料的穩定性，類似量化的內在信度，需詳實紀錄資料蒐集的過程及謹慎

的處理資料。本研究主要訪談的對象為兒童，兒童容易受到引導的問話、陌生的

訪談情境、重要他人從旁提供的語言或非語言暗示等因素而被誘導。為減低此種

情況發生，本研究採取了以下作法來增加可靠性： 

一一一一、、、、 營造無干擾而熟悉的訪談情境：此七位小朋友均在受訪者家中進行訪

談，為避免干擾，均事先請受訪者母親安排家中安靜的場地，或選擇家

庭成員較少在家的時間進行訪談，避免手足或其他環境因素的干擾。此

外，在訪談前與兒童建立關係，減低兒童對訪談情境的焦慮。 

二二二二、、、、 將訪談內容錄音：轉騰成逐字稿後，確認錄音與轉騰的文字間無誤，以

確保資料是正確記載的，並詳細說明訪談的次數及時間。 

三三三三、、、、 清楚交代資料蒐集過程：於論文書寫中，交代各種蒐集資料執行的方式

及取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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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研究倫理與研究者角色研究倫理與研究者角色研究倫理與研究者角色研究倫理與研究者角色    

壹壹壹壹、、、、    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訪談對象均曾經歷暴力事件，需特別關注兒童與照顧者當下的身心狀況是否

適合進行訪談。因此研究者在訪談期間執行以下方法，以避免對受訪者造成傷害： 

一一一一、、、、 受訪者最佳利益考量受訪者最佳利益考量受訪者最佳利益考量受訪者最佳利益考量 

((((一一一一) ) ) ) 不不不不傷害傷害傷害傷害    

1.  訪談前，詳讀機構提供之「學術研究合作相關規定」，瞭解研究者與

受訪者接觸時應保持的中立立場。並向受訪者表明研究者的身份，不

帶有任何機構立場。 

2.  擔心受訪兒童不見得能明確表達喜歡、不喜歡、願不願意接受訪談。

因此在研究進行之前，均先透過此受訪對象的主責社工聯繫。因主責

社工與案家已十分熟悉，在詢問意願之時，也能先瞭解家庭目前狀況

是否適合訪談，並瞭解照顧者與受訪兒童對接受訪談的真實意願。 

3.  為確保訪談不對兒童造成負面影響或傷害，訪談前均會根據兒童當天

情緒、家裡狀況考量是否適合訪談或擇日再訪，若有疑慮，也會先行

詢問照顧者。 

4.  為避免投射性訪談媒介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與兒童訪談前，先從社

工及照顧者所提供之訊息，瞭解兒童的個性、較容易有情緒反應的議

題、建議避開的話題。瞭解之後，重新修正媒材的使用，遇敏感的問

題則盡量避開。 

5.  訪談過程中，有些問題如果觸及受訪者的忌諱、或是探討有使受訪者

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時，即使此項訪談內容對研究是重要資訊，也不強

迫或使其感到為難。尤其兒童在受訪過程中，對於一些不想談的問題

不會直接拒絕，但會有「忘記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唉呀

～」..等伴隨較多情緒反應的回答。研究者遇此狀況則不再勉強兒童



39  

 

回憶，或確認兒童回答此項問題之意願，以考量是否避開某些訪談問

題或選擇較不傷害但仍可回答研究問題的替代問法。 

6.  訪談後，針對受訪者提出對機構的問題、需求及研究者無法處理之特

殊情緒，研究者當下也不做任何承諾。但訪談時有幾位受訪照顧者因

回憶之前歷程勾起情緒，於訪談結束時情緒尚未平復，研究者傾聽受

訪者的感受，直到受訪者情緒稍微平復後，與受訪者閒聊做為緩和。 

(二二二二) 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保密原則 

研究者應保證訪談內容的保密性，採取匿名處理，並盡量避免在研究中呈現

容易辨識出受訪者身份的資料。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提起對某些社會資源的主觀

態度跟意見，研究者則向受訪者表示嚴守匿名保密的承諾，避免資料身份外洩。 

二二二二、、、、 填寫訪談同意書填寫訪談同意書填寫訪談同意書填寫訪談同意書 

研究前，先提供受訪者訪問同意書，並解說研究目的、過程、訪談資料呈現

方式、可能會有的訪談內容等等，讓受訪者及其照顧者或監護人在答應受訪之

前，對研究有充分的瞭解，爾後能依他們自己的意願，考量是否願意參與研究。

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受訪者（包括受訪母親及受訪兒童）對訪談的意見，包括他們

可接受訪談的時間、地點。 

貳貳貳貳、、、、    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是蒐集資料的工具，對資料及文獻的篩選帶有主觀詮釋。因此研究者

必須交代本身的角色及觀點，以下便針對研究者的觀點及研究角色進行說明： 

一一一一、、、、 研究者觀點與知識基礎研究者觀點與知識基礎研究者觀點與知識基礎研究者觀點與知識基礎 

研究者根據過去實習及相關文獻，對目睹暴力兒童採較正向的思考。對兒童

於訪談所表達的內容及所展現的個人特質，均較以正向的角度思考，尤其兒童談

到如何調適變動的生活時，研究者除了詢問兒童適應的困難外，也會詢問兒童正

向的經驗及環境帶來的優勢，從中找出兒童調適困境的能量。 

此外，研究者除了依據之前在機構實習所學之與兒童溝通技巧外，也於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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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參與兒少焦點解決訓練課程，學習與兒童工作及建立關係的相關技巧。訪談

時，帶入之前所學及焦點解決之部分精神，以不評斷、不預設、正向、瞭解細節

等方式與兒童會談，並留意兒童提出訪談大綱之外的訊息。 

二二二二、、、、 訪談者訪談者訪談者訪談者 

(一一一一) 訪談前向受訪者澄清研究者角色訪談前向受訪者澄清研究者角色訪談前向受訪者澄清研究者角色訪談前向受訪者澄清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在此機構前後以實習生、志工及社工助理的角色與機構內的兒童進行

互動，但均未涉及研究。本次受訪對象，均為機構結案之家庭，其中有三個家庭

之受訪兒童及照顧者，在訪談前尚不認識研究者。但有一個家庭（2 位受訪兒童）

的其中一位受訪兒童則曾以志工身份協助機構活動，並因共同協助機構活動進行

而認識、另一位則以參與者身份出席同一個活動，雖見過但與研究者較少接觸。

研究者針對以上狀況，在訪談時分別做了以下處理以澄清角色： 

1.  主責社工協助澄清 

主責社工代為聯繫受訪兒童，並告訴受訪兒童回家考慮後再以電話回覆社

工，說明研究者不代表機構立場，並強調不接受訪談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影響。 

2.  因共同協助機構活動而認識的受訪兒童 

確認受訪兒童對研究者是大姊姊的形象，而非像老師般具有太多權威感。另

一方面，確認接受訪談的原因，是因為認識、可信任，而非考量其他與機構相關

之因素而答應。此外，研究者在訪談前詳細解釋機構活動協助者與研究生的身份

及立場差異，讓兒童清楚瞭解此次訪談的目的，並自行拿捏與研究者的訪談關係。 

3.  因參與機構活動而認識的受訪兒童 

此類受訪兒童不太認識研究者。研究者說明研究生身份及與之前機構活動時

的立場差異，並以大姊姊而非具權威感的身份進行訪談。 

4.  尚不認識的受訪者 

介紹研究的目的，並強調學生及研究者的立場，以此身份與受訪者建立關

係。受訪者訪談時，均以大姊姊稱呼研究者。 

 



41  

 

(二二二二) 訪談過程中角色訪談過程中角色訪談過程中角色訪談過程中角色 

本研究的訪談重點不在於描繪暴力家庭，但在訪問時，難免涉及對暴力情境

的回憶，因此需特別留意過程中，可能引發研究對象憤怒、悲傷的情緒。尤其針

對受訪兒童的反應，需抱持高度敏感並小心處理。故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均以同

理、傾聽、不評價的方式予以陪伴並釐清其情緒。而研究者也以正向觀點看待兒

童所表達的訊息及處理所蒐集的資料。 

(三三三三) 訪談結束的角色訪談結束的角色訪談結束的角色訪談結束的角色 

結束訪談之時，也會就訪談所得之心得提出正向回饋，並稍做閒聊、協助受

訪者轉換心情。對兒童則做結束訪談前的緩和，例如：陪兒童玩小遊戲、聽兒童

分享他所喜歡的東西並解答兒童對訪談或研究者衍生出的疑問。 

三三三三、、、、 資料分析者資料分析者資料分析者資料分析者 

整理資料時，謹守保密的倫理原則，將所有可辨識受訪者的資料刪除，並確

保訪談資料轉錄的正確性。分析過程中，也謹守資料忠實呈現，避免個人主觀判

斷。當對照兒童訪談內容及照顧者訪談內容後，發現兩方資訊有所出入時，則以

兒童訪談內容為主，並於補述中忠實呈現照顧者的資訊，提供閱者對照，避免研

究者草率解讀雙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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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從受訪對象中發現，婚暴目睹兒童對家人的感受及對家庭生活形態的期待有

所不同。因此研究者針對兒童對家庭型態不同的期待分成期待父母重聚、不期待

父母重聚兩類探討，第一節分別簡述此兩類兒童的家庭轉換經驗概況，並於第二

節、第三節開始，以婚暴目睹兒童的主觀立場，分析此兩類兒童家庭轉換變動期、

調適-穩定期的兩階段歷程，及他們對環境的看法及與父親、母親、手足、學校

同儕的互動關係。此外，也分析兒童在脫離婚暴家庭時主要適應的困難點及調適

方式，並提出兒童對家的看法與對未來家的期待。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家庭故事家庭故事家庭故事家庭故事    

婚暴目睹兒童離開施暴者後，需經歷一段調適的歷程，這段時間兒童的心理

創傷尚未復原，已被捲入父母爭奪監護權的角力中、面對失去父母一方的失落

感、甚至被施暴父親威脅，並面臨居住、照顧者不穩定的生活環境。兒童在婚暴

家庭重建的歷程中，有許多環境、家人、現實狀況的困境，也從中長出他們因應

環境的能力及對未來的期待，藉由以下家庭故事的簡述，描繪目睹暴力兒童的家

庭樣貌： 

壹壹壹壹、、、、    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小文與小敏的家庭轉換經驗小文與小敏的家庭轉換經驗小文與小敏的家庭轉換經驗小文與小敏的家庭轉換經驗    

「希望..以後，爸爸媽媽還是可以在一起。因為那樣才算美滿的家。」∼小文 

「兩人...當然是希望兩人都一起，只是說是...不要吵架。」∼小敏 

小文今年國一，小敏是他的二妹，今年小五，從小住在大陸，因母親受暴，

在小文 11 歲，小敏 9 歲時，母女三人從大陸遷居台灣。家庭轉換歷程約 2 年，

目前兩人與媽媽及小妹、小弟一起住在台灣，父母目前分居，未離婚。 

小文及小敏還住在大陸時，父母便時常有口角或肢體衝突。在小文 11 歲，

小敏 9 歲那段時間，因父親對母親施暴，且母親被阻擋看孩子，母親才匆忙的將

小文與小敏帶離父親，回到台灣，但小文與小敏這段時間對父母婚暴及母親所受

的傷害並不清楚。回到台灣後，母親與小文、小敏曾暫時與當時來台的父親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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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父親將母親趕走，小文與小敏也跟著母親離開，並先後寄住在幾個親友

家，直到小文 12 歲，小敏 10 歲，才有比較穩定的住所。這段期間，小文與小

敏面臨無戶籍可入學的問題、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居住環境品質不佳、母親的壓

力與情緒，讓兩人開始體驗到家庭重建過程中的適應困擾。 

小文與小敏在大陸時與父親的關係良好，來台灣後對父親的冷漠態度感到失

望。小文對父親依附及期待較多，對父親的冷漠也較憤怒、失望；小敏對父親依

附較少，只有在需要買東西時，才會想到父親，對父親的期待較少。 

小文與小敏來台後，均能體諒母親的辛苦，並覺得母親很偉大，但有時仍因

母親情緒性的管教方式而與母親有衝突。另外，根據母親的觀察，衝突的婚姻關

係加上之後無預警的轉換環境，孩子現在仍對離開母親有不安全感。 

小文與小敏的母親目前不考慮離婚，一方面害怕小文與小敏無法接受父母離

異，另一方面害怕離婚將使其不符合補助資格、也無法獲得娘家支持。小文與小

敏對父母關係狀態抱持順其自然的態度，但因懷念小時候與父母一起同住的快樂

回憶，因此還在很期待父母重聚，並給她們一個沒有爭吵的家。 

 

貳貳貳貳、、、、        不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不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不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不希望父母重聚的兒童    

一一一一、、、、 希望這次搬到爸爸找不到的地方希望這次搬到爸爸找不到的地方希望這次搬到爸爸找不到的地方希望這次搬到爸爸找不到的地方-晴晴與小穎的家庭轉換經驗晴晴與小穎的家庭轉換經驗晴晴與小穎的家庭轉換經驗晴晴與小穎的家庭轉換經驗 

「...不要一直搬好不好！」（晴晴，p.6） 

「就是懷爸爸不要來的希望。」（小穎，p.14） 

晴晴今年小六，小穎是他的妹妹，今年小五，大約在晴晴 3 歲，小穎 2 歲時

便與母親一起逃離施暴父親的家，家庭轉換歷程長達 10 年。父母目前離婚，監

護權歸母親所有，跟媽媽及阿姨一起住，與父親偶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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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與小穎均目睹嚴重婚姻暴力。在晴晴 3 歲，小穎 2 歲時，為躲避父親暴

力威脅，母女三人在 2 年內多次搬家，但父親仍藉探視機會，跟蹤並騷擾他們的

生活。在晴晴 7 歲，小穎 6 歲時，母親曾因經濟困境暫時將兩人送至安置機構，

晴晴對於居住在機構難以適應，並對母親無法諒解；小穎則較易適應機構環境，

但仍十分想念母親。晴晴與小穎的居住、照顧一直不穩定，直到晴晴 10 歲，小

穎 9 歲時，才有穩定住所及家庭經濟收入，並與父親切斷聯繫。 

就母親觀察，晴晴與小穎至今仍對離開母親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晴晴對母親

有不安全的依附關係，親子互動關係緊張、衝突，卻又離不開母親，導致無法適

應住校生活，小穎與母親則衝突較少。 

父親曾對晴晴與小穎有言語上、精神上的攻擊，晴晴與小穎對抱持恐懼、怨

恨的情緒。對父親的探視不抱持期待，對父親的外貌、性格有許多負面的評價，

不期待父親提供情緒支持，只認為父親應以金錢補償過去對他們的傷害。 

晴晴與小穎都不希望父親再來騷擾他們，認為家裡面只需要有媽媽、手足及

他們喜歡的親戚，不一定要與爸爸同住，也希望環境能穩定下來，不要再搬家了。 

  

二二二二、、、、不想再回爸爸那裡了不想再回爸爸那裡了不想再回爸爸那裡了不想再回爸爸那裡了-凱凱的家庭轉換經驗凱凱的家庭轉換經驗凱凱的家庭轉換經驗凱凱的家庭轉換經驗 

「…在那邊已經留下一個不好的回憶了，就不要再去了，…」（凱凱，p.6） 

凱凱今年小五，大約在凱凱 4 歲時，與母親一起逃離父親的家，家庭轉換歷

程至今約 8 年。父母已離婚，目前凱凱的監護權歸母親，並與媽媽一起住。 

凱凱的母親在多次受暴後，在凱凱 4 歲時，因父親不讓凱凱母子進家門，凱

凱才跟著母親離開父親，寄住親友家或在外租屋。凱凱 5 歲時，曾一度在父親的

堅持下，回到父親的家，後因凱凱無法適應父親嚴厲打、罵、罰跪等的管教方式，

非暴力因素的搬家。 

與父親無聯繫。 母女一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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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此心生恐懼，才又再度被母親帶回。在凱凱 6 歲以前，父親一直在爭奪孩子

的監護權，凱凱也因此一直更換照顧者及居住環境、無法穩定受教育。直到凱凱

8 歲時，才確定監護權歸母親，凱凱的哥哥監護權則歸父親所有，從此凱凱與父

親及哥哥斷了聯繫，照顧者與居住環境也隨之穩定，但父親與母親至今仍持續在

打官司，造成凱凱與母親仍為此倍感困擾。 

凱凱從小便主要由媽媽陪伴成長，父親很少參與。因此凱凱認為母親對他來

說是最重要、最關心他的人，對於母親無法給他優渥的生活也能體諒。但根據母

親說法，因目睹暴力及父親長期在孩子面前羞辱母親、破壞母親管教威嚴，使得

孩子不服母親管教。 

凱凱對父親的評價抱持著中立的態度，一方面責備父親對母親施暴的不當行

為，另一方面又為父親說情，認為父親仍有優點。但因之前與父親相處的經驗不

佳，使得凱凱不想再與父親同住。 

凱凱對由母親獨力撫養的單親生活很滿足，對家的期待是希望能早日與哥哥

重聚。根據凱凱母親的補述，目前仍須應付與凱凱父親之間的官司，這是孩子與

她重建家庭的壓力源，但也使孩子對目前的家有很強的向心力，想一起共度困難。 

 

三三三三、、、、 這個只有媽媽的家這個只有媽媽的家這個只有媽媽的家這個只有媽媽的家，，，，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小韺與涵涵的家庭轉換經驗小韺與涵涵的家庭轉換經驗小韺與涵涵的家庭轉換經驗小韺與涵涵的家庭轉換經驗 

「就是現在家人啊，然後現在的同學啊。…不算他（爸爸）..就在一起就好了，在一起

就好了。」（小韺，p.19-20） 

小韺今年國一，涵涵是他的妹妹，今年小三，約在小韺 9 歲，涵涵幼稚園時，

兩人與哥哥離開母親，被父親帶到海外 3 年，後由母親帶回台灣。家庭轉換歷程

約 5 年，目前跟媽媽及哥哥一起住在台灣，父母已離婚，偶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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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韺與涵涵沒有直接目睹暴力，對父母衝突的事情是間接聽聞。在小韺 9

歲，涵涵幼稚園時，離開母親與父親來到海外，在海外之生活由祖父母照顧。在

這段時間，小韺曾因父母離婚並判決監護權歸屬而回台出庭，最後小韺、涵涵監

護權歸父親，哥哥監護權歸母親，小韺、涵涵再度被父親帶回大陸。小韺與涵涵

與父親生活時雖有祖父母打理生活起居，但兩人仍因陌生環境且父母也無法在身

邊照顧而適應困難。小韺 11 歲，涵涵 7 歲時，再度透過母親協助離開父親並回

到台灣，且於小韺 12 歲，涵涵 8 歲時，改定監護權歸母親。在等待改定監護權

的期間，小韺因恐懼父親追查而不敢出門或上學，回憶這段時間，母親也深感若

學校系統能體諒與協助，將是保護正處於逃離父親威脅的孩子最有利的資源。 

小韺、涵涵與母親關係良好，小韺敘述與母親有時像朋友一樣親近，涵涵來

台後與母親關係緊密，另根據母親補述，手足至今仍會競爭母親的愛，而這也是

目前他們正在協調的。 

小韺之前與父親關係良好、十分信任父親，知道父親對母親的行為後，對父

親轉為憤怒。涵涵對父親無明顯好惡，但父親仍非最重要的人。 

小韺非常珍惜得來不易的重聚，小韺與涵涵均喜歡回到台灣遇到的人、事、

物，對於現在跟母親同住的日子，感到很開心。小韺也表達對家的期待，就是排

除爸爸後，能跟家人、朋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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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        

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    

小文與小敏沒有太多目睹婚暴的創傷，不清楚父母間的關係究竟惡化到什麼

程度，父母也較少將他們捲入戰爭。因此，孩子對環境的改變沒有太多的負面感

受與驚嚇，也較少恐懼或退縮的身心症狀，但他們尚未接受目前父母分開的家庭

狀況，相信父母分居只是一個過渡期，未來父母還有和好的可能。 

壹壹壹壹、、、、    婚暴目睹兒童變動期的家庭經驗婚暴目睹兒童變動期的家庭經驗婚暴目睹兒童變動期的家庭經驗婚暴目睹兒童變動期的家庭經驗    

此段描繪小文 11 歲，小敏 9 歲離開父親的過程，這段變動期經驗包括兩人

離開父親在大陸的家，搬遷到台灣，其後與短暫來台的父親同住、寄住在幾個親

戚家的經驗，這段期間讓孩子感受到照顧者角色的轉換、居住環境的不穩定，以

及經濟困境、經濟環境的落差。 

一一一一、、、、 照顧者角色的轉換照顧者角色的轉換照顧者角色的轉換照顧者角色的轉換 

在變動期，小文與小敏的照顧者由原本的父、母及爺爺奶奶共同照顧，轉換

由母親一人照顧。跟著母親來台後，小文與小敏看到父親對他們時好時壞，也逐

漸對他們冷漠、不再理會，所有的照顧、保護他們的責任，落在母親一人身上。

另一方面，隨著照顧者的改變，小文與小敏手足間的關係也有了明顯的改變： 

((((一一一一) ) ) ) 父親形象時好時壞父親形象時好時壞父親形象時好時壞父親形象時好時壞    

父親及爺爺奶奶為了尋求小文與小敏的認同、爭奪監護權，而對他們進行賄

賂。小文與小敏一方面經驗到父親的好處及婚暴發生之前對父親的良好印象，另

一方面又看見父親現在對他們的傷害，讓他們對父親產生又愛又恨的情感矛盾，

也增加他們對父親形象的困擾。雖然母親也提到，夫家及先生總是能善用一些言

語上的說服及物質誘導，成功的讓孩子在物質上降服於他們，不過對小文來說，

即使從父親仍持續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求，但父親時好時壞的形象，反而讓小文

對父親形象產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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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就像是聖誕老公公一樣。可是有時候就像那個~~~很恐怖的大野狼

一樣。」（小文,p.2） 

「嗯~~~一直以來都是~嗯~就是時好時壞這樣子。（R：你喜歡嗎?）小文：

嗯哼!不喜歡。」（小文,p.4） 

((((二二二二) ) ) ) 父親很少陪伴我們父親很少陪伴我們父親很少陪伴我們父親很少陪伴我們    

從訪談的幾個家庭發現，父親在家庭的角色功能多為經濟提供，但在孩子眼

中，父親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具備什麼功能？對小文來說，他曾經很期

待父親回來陪伴，對父親角色的期待並非只有經濟供給的功能。只是父親一直在

陪伴的角色中缺席，如同小敏說的，「離開台灣之後，...就很少見到爸爸。」

（小敏,p.3）。雖然小文仍曾經對父親的歸來滿懷期待，只是期待越深，失落感

越大，當這樣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發生，她放棄了，因為「根本沒有用」： 

「嗯~~~那時候，就覺得爸爸是個~~~嗯~~~說話不算話的人。…他就常常~~~

嗯~~~回台灣以後，就網路上面就會跟媽媽講說：他再過幾個月就會回來

了，然後結果我們等了兩年。一、兩年都沒有見到他，那時候就不會很想

找爸爸玩。…因為覺得根本就沒有用啊。所以就~~~可能只是在他們家自己

坐在那邊而已。」（小文,p.3） 

((((三三三三) ) ) ) 父親不再保護我們父親不再保護我們父親不再保護我們父親不再保護我們    

從小文與小敏的經驗中看出，孩子也曾期待父親能兼具照顧、保護及玩伴的

功能，只是孩子從日常生活中體會到父親不只無法成為他們的最佳玩伴，甚至也

無法保護他們。小文來到台灣所認識的父親，不僅無法供給他們生活所需，還在

他們遭受欺負時冷眼旁觀： 

「算整我們的吧，就是叔叔他們。爸爸都通常不是、不會出面。可是就覺

得說爸爸應該出面制止一下。」（小文,p.4~5） 

父親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應隨著兒童發展，扮演養護者、規範者、守護者

及教養者的角色（黃有志，1999）。但從上述小文對父親角色的感受可知，有些

婚暴家庭的父親不但無法陪伴、保護兒童，也無法提供他們穩定的經濟生活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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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這使得小文一方面表達當時仍存有期待父親陪伴、保護的需求，但父親時好

時壞的形象，也讓小文對父親的角色感到更加失望與困惑。 

((((四四四四) ) ) ) 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    

離開暴力環境後的生活轉換歷程，也因為轉換照顧者引起手足間互動改變。

奶奶、父親、母親不同的管教方式，改變了手足間的對爭執的處理方式，過度關

切、介入手足間紛爭的結果，反而削弱了手足間凝聚力： 

「嗯~~~之前可能就會彼此出賣。就~~~譬如說…本來不要講的東西，然後

他就會利用這個東西去威脅，可能就跟你說敢怎樣怎樣怎樣，我就什麼什

麼什麼。…譬如說：如果你敢不帶我出去，我就跟媽媽講：你把這個東西

用壞。…跟爸爸在一起的時候，因為奶奶很寵孩子，所以~其實大家相處的

都還 O.K。就都很團結。…就是因為沒什麼好告密的啊!就是感覺起來說 O.K

的。」(小文,p.9~10) 

雖然林妍佑（2005）、陳卉瑩（2003）等有關婚暴目睹兒童的文獻均提到婚

暴目睹兒童手足間會因模仿暴力的互動模式、受到父母爭執的情緒壓力，改變手

足原本的互動模式。本研究發現對此類婚暴目睹兒童來說，家庭暴力經驗並不會

改變手足互動，反而是離開施暴父親的家庭轉換過程中，因轉換照顧者、不同的

管教方式，才導致手足間互動的改變。 

二二二二、、、、 居住環境居住環境居住環境居住環境/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 

((((一一一一) ) ) ) 居住環境不穩定居住環境不穩定居住環境不穩定居住環境不穩定    

小文與小敏匆忙來台，居住來不及安排，必須不斷寄住在親友家，但都先後

因為住屋不安全、父親及叔叔的惡意驅趕，或親友無法接受孩子的吵鬧，使得小

文、小敏與母親不斷更換居住環境，小文與小敏也感受到環境的不穩定及不安全： 

「那個時候我們睡在閣樓上，然後那個玻璃門什麼都碎掉，親戚 A 他用那

個報紙幫我們黏起來，然後晚上就躺在地板上。…然後就很恐怖! …下雨

天，可能風大都會…没有很安全，嗯。」（小文,p.4） 

「媽媽不好意思一直住在 XX（親戚 B）那邊家，然後爸爸又不讓我和媽媽

進去住。」（小文,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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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經濟生活的落差經濟生活的落差經濟生活的落差經濟生活的落差，，，，物質享受降低物質享受降低物質享受降低物質享受降低    

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小文無法像過去無限制的滿足自己的慾望，現在買東

西，往往需要考慮再三，克制慾望： 

「會啊!以前在 XX 就是想拿什麼就自己盡量拿。然後回來就是通常拿好幾

樣，拿十幾樣二十幾樣，然後最後看看又放回去，然後又想要，但是不行。」

（小文,p.12） 

兒童經歷不穩定的家庭經驗，將影響他們對自我的定位、對家的感受、及與

周遭環境的關係 (Lewin, 2001)。從小文與小敏在變動期的生活描述中可知，他們

在此階段經歷居住環境的不安全、不穩定，以及經濟生活需求的剝奪，也將對小

文與小敏的學齡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貳貳貳貳、、、、    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主觀感受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主觀感受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主觀感受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主觀感受    

小文與小敏看到父親突然變得冷漠，輕易放棄他們、所有照顧及保護責任落

在母親一人身上，經濟生活變差、物質生活及居住生活上都變得更加窘困且不穩

定，也對環境、照顧者轉換有以下感受： 

一一一一、、、、 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受受受 

對照顧者由雙親變成單親照顧、父親推卸照顧責任，母親扛起所有照顧、保

護責任，小文與小敏開始覺得母親很偉大，並對父親感到失望： 

((((一一一一) ) ) ) 想念離開的母親想念離開的母親想念離開的母親想念離開的母親    

因夫妻關係破局及夫家的毀謗，使母親必須更辛苦的維繫孩子對母親的信任

感。子女夾在中間，往往讓他們無法順著自己的意願親近母親。小敏在母親被單

獨趕出父親住所，與父親同住的那段時間也難掩對母親的思念之情： 

「會啊，會想，可是沒辦法。」（小敏,p.8） 

根據母親補述，小文與小敏曾經與母親出去，但回來卻遭致父親那方的嚴厲

懲罰及恐嚇，也對此感到十分委屈。如同文獻提到的，父母間的嚴重衝突將使孩

子產生情感上的不安全感（陳怡如，2002；劉蓉果，1998），因此，即使小文與



51  

 

小敏的父親不會對孩子施暴，甚至會討好孩子，但施暴父親對母親的驅趕、挑撥

孩子與母親的關係，仍使受訪兒童在父母爭奪中受到傷害，也造成孩子無法與母

親維繫安全的依附品質。 

((((二二二二) ) ) ) 媽媽很偉大媽媽很偉大媽媽很偉大媽媽很偉大、、、、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根據母親補述，孩子離開施暴父親的家庭轉換歷程中，受暴母親必須在情

緒、生活雙重壓力下，負起所有照顧、保護的責任，還必須在孩子父親的阻撓下，

維繫與孩子間的關係。受訪母親談起這段日子，總害怕子女在經濟、物質生活條

件以及父親對母親形象的破壞下，轉而向著父親：「他就跟孩子說：妳媽不要你

們啦。」(A 母,p.1)、「孩子會在物質上面降服於這個部分…」(A 母,p.6)。但對

小敏來說，儘管被挑撥、經濟狀況不佳，母親仍是重要的，因為母親是他們在大

陸主要的照顧者，也是來台打理他們生活的重要人物。 

「住在大陸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媽媽。」（小敏,p.18） 

在小文與小敏來台短暫與父親居住的時間，父親試圖要把母子趕出門，母親

此時的保護反而加強了母親在兩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也提升小文對母親的尊敬： 

「媽媽就報警啊!反正那個時候媽媽就很偉大。」（小文,p.4~5） 

小文來到台灣後，對單親的生活能以平常心看待，雖然母親擔心小文會因對

朋友提起單親的事情而受到傷害，但小文對此抱持正向看法，並肯定母親對家的

付出：    

「我都會講說，嗯~爸爸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然後~~~然後媽媽很偉大，

她就一個人帶四個小孩這樣子。」(小文,p.6~7) 

雖說施暴者對受暴者的暴力行為及輕蔑態度會動搖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權

威（洪素珍，2003；胡美齡，1999），但事實上孩子對受暴母親的形象未必會因

目睹暴力而受到貶抑。如同受訪者小文與小敏所說的，父親的冷漠及傷害，也讓

他們看到母親堅強的扛起保護孩子的角色，並肩負原本父親應該負的保護、照顧

責任，這反而使得兩人在變動期對母親更加尊敬，也覺得母親很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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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 ) ) 對父親行為感到不滿對父親行為感到不滿對父親行為感到不滿對父親行為感到不滿    

當父親的傷害行為越來越明顯時，小敏也開始向父親表達不滿、甚至與父親

產生更多負向的互動，其中對父親嗆聲，是小敏向父親表達強烈不滿的方式： 

「會對爸爸比較隨便啊，比較敢罵爸爸這樣子。…就是有一次就去他們家。

她(媽媽)就叫我跟他(爸爸)說，你女兒來，然後就叫我跟爸爸講啊！結果

就講一講，就開始罵他。然後他也沒有怎樣，後來就越來越敢罵他這樣子。」

（小敏,p.4） 

小文沒有與手足討論過對父母衝突的看法，只是相信手足跟他一樣，都對父親

感到不滿： 

「就~~~大家可能都想一樣吧! …那時候就、我是覺得說：爸爸有點壞。」

（小文,p.10） 

由上段可知，小文與小敏都開始對父親感到不滿，尤其小敏也會罵父親來宣

洩對父親的情緒。但根據母親補述，在尚未經濟獨立及找到穩定的居所，許多生

活仍須依賴父親，因此母親也告訴小敏「搞不好你再罵下去，他連他們家門都不

讓你進。」（A 母,p.19），藉此阻止小敏對父親做出反擊。而也反應出許多婚暴

家庭無法離開施暴者的經濟依賴原因，而在無法經濟獨立的過渡期，孩子內心對

父親的憤怒，也遭到壓抑。 

((((四四四四) ) ) ) 對父親放棄我對父親放棄我對父親放棄我對父親放棄我們感到恐懼們感到恐懼們感到恐懼們感到恐懼、、、、驚訝驚訝驚訝驚訝    

小文跟隨母親來台時，又再度遭到父親的驅趕，他們的母親也補述孩子對父

親態度的轉變：「心裡慢慢有越來越認識爸爸，可是不敢有太明顯的動作，…」

（A 母,p.18~19），而隨著父親良好形象的瓦解，小文發現父親竟不再是保護他

們的人，反而意圖驅趕他們，對此也感到恐懼且不可置信： 

「爸爸會想說要把我們趕出去。嗯~~~就很恐怖!」（小文,p.4）。 

「就覺得我是他女兒耶!怎麼可以這樣。」(小文,p.13) 

由上段發現，小文離開父親後一度被父親驅趕，這種經驗動搖過去對父親的

良好印象。另外根據母親補述，孩子表明住在台灣的意願後，父親便表示不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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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與小敏的生活了，這是小文與小敏做決定當下無法意識到情境，也對抉擇之

後父親態度的轉變感到不敢置信、恐懼。 

小文與小敏對父親不只是單純的憤怒，還包括對父親形象期待落空的失望。

小文的母親進一步補述，小文無直接目睹父母婚暴，且婚暴發生前與父親關係良

好，使小文對父親現在的行為更加難以接受，就如同洪素珍（2003）、黃群芳（2002）

所提出的，施暴者若未曾對子女施暴，則婚暴目睹兒童對施暴者將產生既恐懼又

依賴的矛盾情緒，而非只是單純厭惡。 

((((五五五五) ) ) ) 不喜歡爸媽沒有住在一起不喜歡爸媽沒有住在一起不喜歡爸媽沒有住在一起不喜歡爸媽沒有住在一起    

小文對搬家並沒有太多抗拒，只是表示：「沒有什麼看法!」（小文,p.13），

但問到對於照顧者從父母、還有爺爺奶奶一起照顧，轉換成由母親一人照顧的感

受時，小文表示當時她並不喜歡爸媽沒有住在一起的日子，因為她仍懷念與父

母、親戚同住時熱鬧的日子：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子。…就~~~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這樣子。…因為如

果跟爸爸媽媽一起住，家裡就有奶奶、然後叔叔、阿姨那些，然後大家就

會開玩笑，就會覺得很好玩。」（小文,p.2） 

而與小敏談起媽媽帶著她離開爸爸的那段時間，小敏表示瞭解搬遷是因為父

母間有難以解決的問題，也認為只要能有人照顧他的基本生活所需，他比較沒有

像小文一樣不喜歡父母分居，對於照顧者轉換也沒什麼特別的不適應： 

「應該…就是媽媽不希望我們跟爸爸住在一起吧，我也不知道。(R：有沒

有喜歡或不喜歡？)小敏：沒有。」（小敏,p.16） 

根據經驗觀點，即使是同一個家庭內的手足，他們對家的認知與期待也依「個

人對家的感覺」而有不同，而這些感受也會影響往後生活中如何看待家的意義

(Lewin, 2001)。與父母同住時的家的歡樂氣氛，曾帶給小文對家美好的經驗，使

得小文重視家的情感性功能，因此面對父母的分居，小文即使瞭解父母的關係十

分衝突，但仍認為所有家庭成員同住的家，才是他最嚮往的。相形之下，小敏將

家定義在工具性功能上，也對父母分居則較能平淡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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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 ) ) 不太敢告訴朋友轉換照顧者的原因不太敢告訴朋友轉換照顧者的原因不太敢告訴朋友轉換照顧者的原因不太敢告訴朋友轉換照顧者的原因    

家內事令人難以啟齒，對小文與母親來說，過去小文曾因向同儕傾訴父母的

婚姻狀況而招致傷害，小文也因此感到難過，因此小文在與同儕相處時，當提到

父母分居、單親的家庭狀況，也會小心翼翼： 

「媽媽通常不會跟同學講，因為以前在大陸同學都知道，那同學有些人就

會用這種東西來、來干擾我，然後我就可能會~~~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讓我

傷心，然後媽媽就覺得說不要讓同學知道，免得等一下讓我的自尊心受

創。…這裡嗯~~~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講出去，可是同學就一般就不會再去

傳來傳去。」(小文,p.6) 

婚暴目睹兒童為了隱藏家庭暴力這個不可說的秘密，將與同儕保持距離，即

使能與同儕分享心事，也僅選擇性的對一些人說（黃群芳，2002）。小文的家有

兩個祕密，一個是爸爸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一個是父母間曾發生的暴力。小文

對父親沒有與他們同住的事情，尚能選擇性的與同儕分享，但對於父親的暴力行

為仍是小文不願分享的一段：「嗯! 就不會去講這個東西。」(小文,p.6~7)。 

二二二二、、、、 對環境轉換的感受對環境轉換的感受對環境轉換的感受對環境轉換的感受 

小文與小敏的搬遷，不只要適應新環境，還包括不同的文化、居住環境不穩

定/不佳，但面對這些艱難的適應任務，小文與小敏反而能正向看待： 

((((一一一一) ) ) ) 一開始對搬家滿懷期待一開始對搬家滿懷期待一開始對搬家滿懷期待一開始對搬家滿懷期待    

小文與小敏當初對於突然搬遷是很開心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母親帶他們離開

是因為父母關係的決裂，還以為是為了與父親團聚、過更好的生活。而小文與小

敏的母親為了避免孩子受傷，在讓孩子抉擇是否回台的過程中，也隱瞞了父親遺

棄、暴力行為： 

「媽媽可能要帶我們回來找爸爸吧。」（小文,p.13） 

對小敏而言，跟著母親來台灣只是因為媽媽想讓他們來台灣受教育。 

「好像是媽媽是、就是~~~媽媽想~她是想帶我們回台灣讀書。」（小敏,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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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雖不喜歡一直換環境雖不喜歡一直換環境雖不喜歡一直換環境雖不喜歡一直換環境，，，，但仍能正向看待但仍能正向看待但仍能正向看待但仍能正向看待    

雖然孩子擁有自身力量適應環境，但適應新的家庭成員，對孩子來說還是一

段累人的歷程。小文與小敏不喜歡不斷搬遷的環境。小敏覺得搬家要幫忙大人打

掃、搬東西，對她來說，這件事情一旦不斷發生，是很累人的： 

「搬家…就會覺得很累啊。…因為搬家就會要去適應一個新的環境。…搬

家要~就是要幫大人很多忙，就覺得很累。但是不搬家的話呢，就會覺得過

的很舒適。」（小敏,p.17） 

與小文談到哪些事情讓她不喜歡搬家，小文提到「新人，新的家庭規矩。…

新的環境，就可能就房子大小什麼的。」（小文,p.15），也表示要適應新的家庭

成員最困難的。而詢問適應新家庭成員及居住環境困難的原因，小文則提到： 

「不是很喜歡。…因為一直搬就一直扛東西，然後又要到一個新環境，再

重新適應它，就需要一點時間，就很麻煩…新的家人吧，可能就去 OO（親

戚）那裡，因為 OO（親戚）脾氣比較奇怪，就~~~很可怕! …就是沒有辦法

適應，沒有辦法很快適應。」（小文,p.14） 

根據小文與小敏的看法，他們都不喜歡一直搬家，因為不穩定而陌生的環境

都會增加兩人生活適應的困擾，母親也補述，孩子因為環境不穩定而沒有安全

感。但當研究者詢問小文與小敏一直轉換環境，有沒有也帶來什麼好處時，小文

與小敏也能找到了一些搬家的功能，而透過他們的正向思考，也減弱了對環境適

應困難的負面情緒：  

「我對新的環境很好奇。我覺得搬家有好處』（小敏,p.17） 

「XX(親戚 A)家呢!就因為很多小孩子一起玩，加我們家就八個了，就好奇

心，然後加上他們家又養動物，就覺得很好玩。…就是嗯~~~可能就可以認

識一些新的人吧!」（小文,p.14） 

雖然離開施暴者後，婚暴目睹兒童因為必須要不斷調適家庭成員、家庭結構

及居住環境的改變，而增加生活適應上的困難（黃群芳，2002）。但從小文與小

敏的感受中可知，搬家對她們並非只帶來負面的衝擊，他們仍從中找到一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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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尤其是小文，雖然他認為適應新家庭成員是最困難的，但也發現新家庭成員

的加入，能為她增添了生活樂趣。 

((((三三三三) ) ) ) 不喜歡父母會爭吵的家不喜歡父母會爭吵的家不喜歡父母會爭吵的家不喜歡父母會爭吵的家    

小文與小敏沒有直接目睹嚴重婚暴，爭吵的家庭氣氛也沒有為他們帶來太多

恐懼、驚嚇的回憶。小敏對於爭吵的家庭氣氛不盡然是負面感受，因為她也喜歡

伴隨父母爭執時所獲得的利益，加上非直接目睹暴力且父母提供了轉移注意力的

機會，也減低她因父母爭吵而產生的負向感受及創傷經驗。不過，進一步澄清後，

小敏當時還是不喜歡家裡變得很吵： 

「爸爸媽媽吵架的時候，有時候媽媽或爸爸就會叫奶奶帶我們出去玩。或

者是帶我們就是去外面，…不然有時候他就會叫我們去玩電腦啊。或者是

看電視啊。就是他們吵架的時候，我們就會得到好處。但是他們不吵的時

候，就覺得很安靜。就都很喜歡，都有好處。…嗯。跟爸爸媽媽一起住的

話，其實嗯~~~結果家裡面就會變的很吵。就是~~嗯，對啊，不喜歡。」（小

敏,p.13） 

((((四四四四) ) ) ) 懷念熟悉的生活環境懷念熟悉的生活環境懷念熟悉的生活環境懷念熟悉的生活環境    

當初跟母親一起逃來台灣，小文其實很開心，但她並不是因為可以逃離暴

力、傷害的環境而高興，只是因為幼年時期的記憶，讓她覺得此次來台，可以重

溫幼年時期的快樂：    

「對!我其實一直很想回台灣。…因為我覺得台灣應該比那裡好很多。…我

就喜歡台灣的那種感覺。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滿地都檳榔，然後就~~~那時

候就覺得滿好玩的。…我想要離開那裡，因為這個好像鳥籠。」(小文,p.8) 

((((五五五五) ) ) ) 懷念可供遊戲的生活環境懷念可供遊戲的生活環境懷念可供遊戲的生活環境懷念可供遊戲的生活環境    

生活品質是小敏衡量居住環境的重點，有電腦的父親家是她所喜愛的： 

「住在爸爸那邊就是…有電腦啊。…就是會比較想待在那邊。…在爸爸那

邊，會住的比較舒適。」（小敏,p.14） 

此外，與父親離開台灣的那段日子所具備的富足、娛樂空間，也是小敏難

忘的居住地點： 



57  

 

「（最懷念的）在 XX 最後搬，…我來的時候還住在那邊的那個家。…我覺

得那邊它就是嗯~~~我們前面、前面還有一排別墅，然後再前面，就是一塊

遊樂場。然後旁邊這邊是那個游泳池和~~~其實我忘記是種什麼的。然後就

很近啊，就比較會常去玩。然後像奶奶他們就比較會同意讓我們玩。」（小

敏,p.17） 

婚暴目睹兒童離開婚暴情境後，體會到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及家人關係破碎，

也讓他們在經濟協助及家人關係上產生新的需求（陳卉瑩，2003）。轉換環境之

後，生活品質及家人關係改變，而從小敏對居住環境的期待，正說明了跟隨受暴

婦女脫離施暴者的孩子在經濟生活協助、家庭和諧氣氛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從小文、小敏對環境的感受這部分，發現兩人對環境轉換及轉

換的原因並沒有很在意，但轉換後，新環境的生活條件是否與之前相似、環境是

否熟悉、家庭氣氛是否良好才是他們所關注的。 

參參參參、、、、    婚暴目睹兒童調適婚暴目睹兒童調適婚暴目睹兒童調適婚暴目睹兒童調適----穩定期的家庭經驗穩定期的家庭經驗穩定期的家庭經驗穩定期的家庭經驗    

此段描繪小文 12 歲，小敏 10 歲，一直到現在小文 13 歲，小敏 11 歲的階段。

這段時間兩人與母親居住環境較為穩定，並與母親獨立生活，與父親往來減少。

此時孩子開始適應單親的照顧方式及照顧角色重分配、接受家裡經濟狀況大不如

前，適應經濟環境的落差、適應轉換學校。在此階段，受訪兒童對父親互動的描

述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與母親磨合產生的摩擦： 

一一一一、、、、 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 

在變動期的階段，小文與小敏經歷了照顧者的轉換，從由爺爺奶奶照顧、父

親與母親輪流照顧，到完全由母親一人照顧。進入穩定期，他們已經穩定的由母

親照顧，但隨著父母對立關係的緩解，父親也與母親及小文、小敏逐漸恢復聯繫，

只是這次回來，父親不再有照顧責任，角色功能上也不同於之前： 

((((一一一一) ) ) ) 管太多的母親管太多的母親管太多的母親管太多的母親    

電視與電腦是小敏重要的娛樂，也是當初幫助她轉移思念母親情緒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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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同住後，這些娛樂被禁止了，讓小敏覺得有點無趣，也對於這麼嚴厲的母

親有些抱怨： 

「待在媽媽那邊的時候，就會比較覺得有點無趣。…就不能看電視，也不

能玩電腦。然後呢，有時候跟妹妹、姐姐、弟弟他們玩太瘋，媽媽就開始、

就會開始不高興。」（小敏,p.14） 

根據母親的補述，除了自責自己無法給孩子一個正常的環境，也擔心夫家不

當的價值觀影響孩子。在這種焦慮下，母親更加嚴格的管教孩子日常生活的小細

節。只是過度限制的結果，反而切斷了母子原本暢通的溝通管道，甚至小文也一

度因母親管太嚴而離家出走。 

((((二二二二) ) ) ) 父親的疏遠父親的疏遠父親的疏遠父親的疏遠    

父親的角色隨著目睹子女與母親單親生活展開而逐漸退出：「他對孩子也是

愛理不理的…不管是在出錢、出力，他完全不出..」（A母,p.6），父親疏遠的態

度，也使子女重新定位父親的角色功能，小敏也因父親角色功能的萎縮，感受到

父親可有可無： 

「就是覺得有沒有他都無所謂啊!」(小敏,p.8)。 

除了父親對小文與小敏的關心減少，母親也因害怕孩子學到父親不良的價值

觀，而不希望小文與小敏和父親太親近。因此父親與小文、小敏的關係就在雙方

都刻意保持距離的情況下，父親更少參與子女生活：  

「嗯~~~（對爸爸）印象沒改變，只是說，嗯~~~媽媽比較不會讓我去他那

裡，因為她覺得說去他那裡會學壞。」（小文,p.4） 

((((三三三三) ) ) ) 父親仍有無可取代的功能父親仍有無可取代的功能父親仍有無可取代的功能父親仍有無可取代的功能    

根據母親的觀察，婚暴之前父親對小文最照顧，使小文仍認為父親在情感上

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對父親存有依戀：「雖然嘴巴講說：『誰希罕啊！』…妳還是

可以看到她那種雀躍…」（A 母,p.14）。 

另一方面，父親在孩子心目中，也有情感依賴以外的其他功能。根據母親的

觀察，父親因不需負起管教責任，又能滿足孩子物質上的需求，因此孩子還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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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父親的陪伴。對此，小敏雖然表示已不在意父親是否能陪伴她，但當小敏想

暫時脫離母親的管教，或物質享受需要滿足時，父親此時仍很重要，但也僅限於

滿足他們物質生活需求的功能上： 

「有的時候就是~~~會想做一些~~~媽媽不讓的事，那就會想到爸爸。…就

覺得嗯~~~去跟爸爸住。然後、然後我們要什麼，爸爸有時候就會買給我們。」

(小敏,p.8) 

「我覺得他（爸爸）嗯~~~在平常沒、對我沒有很重要。但是，在、在我需

要他幫忙的時候，對我而言，非常非常重要。（小敏,p.18）」 

受暴母親在擔心目睹婚暴對子女的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可能採取嚴厲型管教

方式（莊靜宜，2003；黃富源、黃翠紋，2000）。但另一方面，沒得到監護權的

一方，則可能對孩子更加縱容（林翠湄等譯，2002）。如同此階段小文與小敏與

父母的相處模式，兩人因母親的嚴厲管教方式而喘不過氣，但相對的卻自退出家

庭功能的父親身上，發現父親更能對他們採取縱容的態度。因此當小文與小敏想

尋求物質享受或放鬆的環境時，父親就更顯的重要，但如同小敏的敘述，兩人多

半在與母親發生爭執或想要買東西時，才會想起父親的重要，平常則可有可無。 

((((四四四四) ) ) ) 旁人協助增進親子關係旁人協助增進親子關係旁人協助增進親子關係旁人協助增進親子關係    

小文、小敏與母親生活上的衝突、經濟生活的困境，常使小文、小敏與母親

因管教或情緒壓力而發生爭執。此時教會提供了讓母子雙方互相瞭解、體諒的溝

通管道。根據小敏母親的補述，教會讓子女瞭解，母親的辛苦與偉大，使母女間

更能彼此瞭解，而小敏也在教會的雙向溝通下，感受到母親對待他們的態度改善

了： 

「有，她、她自從、自從她進入教會，然後差不多半年吧。然後她就對我

們比較好。」（小敏,p.7） 

家庭系統與環境是相互影響的(林巧翊，2003)，當家庭系統失衡時，環境資

源的介入也對穩定家庭系統有所幫助。從小文與小敏對這個階段母親照顧狀況的

敘述，發現婚暴母親帶著孩子重建新家園的過程中，往往承受心理與生活雙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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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容易使母親在情緒壓力下，對子女採用情緒性的管教方式。最後不但無法

達成管教的目的，反而造成母子（女）關係緊張，此時若有正向的非正式資源介

入，協助母子在管教與自由間取得協調，將有助於母子間的正向互動。 

((((五五五五) ) ) ) 必須肩負照顧弟妹的責任必須肩負照顧弟妹的責任必須肩負照顧弟妹的責任必須肩負照顧弟妹的責任    

跟母親住以後，母親因為需工作，也較少時間照顧小文與小敏，小文是家中

的老大，也理所當然開始扛起照顧弟妹的責任。但小文敘述這件事情時，表示這

個過程就像與妹妹一起玩一樣，弟妹也會互相幫忙，對他來說並不造成壓力： 

「沒有（想法），就當平常跟他們玩一樣。…就那個比較大一點的會一起幫

我帶。就那個最小的比較不聽我的話，那個大一點的會聽我的話。」（小

文,p.18） 

單親家庭母親，必須身兼以往家庭經濟供給者的父職角色，也使排行較大的

子女親職化，代替父母照顧弟妹（Winton, 2003，引自蔡秋雄，高淑清，2006，頁

7）。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小文的家庭，當婚暴母親帶著孩子獨立生活，除了過去

照顧孩子的任務以外，也必須扛起家中經濟。母親需要工作，相對能照顧子女的

時間隨之縮短，也讓照顧子女責任，一部份轉移到較大的孩子身上。 

二二二二、、、、 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 

過去主要的經濟來源及居住環境都由父親提供，但離開父親以後，母親至今

要扛起一家的經濟開銷仍十分吃力，也尚無法提供較好的居住環境，因此生活品

質跟之前有很大的落差： 

「環境就比較髒一點。然後在 XX 有女傭，然後回台灣可能就在 OO 已經習

慣東西亂丟，然後她跟在後面這樣收這樣，所以回來台灣就要開始學習，…」

（小文,p.11~12） 

「嗯~~~在爸爸跟 XX(居住地)那邊，會住的比較舒適；在跟媽媽住的時候就

~~~還好。」（小敏,p.14） 

三三三三、、、、 轉換學校適應困難轉換學校適應困難轉換學校適應困難轉換學校適應困難 

轉換環境讓小文與小敏必須適應不同的文化、語言。小文與小敏的母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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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業跟不上是小文與小敏共同的適應困擾，小文也敘述那段時間，他必須比

其他學生多花很多時間，才能跟上學業進度： 

「嗯~~~剛回來比較跟不上功課。…剛開始是被老師逼的，老師就說中午不

可以睡覺怎樣，然後就要一直寫一直寫。然後後來就習慣了。剛開始會有

點抱怨，都說為什麼不給我睡覺，就很累啊!然後後來功課就有跟上，老師

就說 O.K 了!…就覺得好累。」（小文,p.7） 

根據母親的看法，孩子一再處於努力學卻學不好的挫折經驗中，小敏也覺得

很多事情都已經適應了，但學業仍沒有起色：  

「我就~~~我到現在功課還很爛耶！…除了學業其他都還好。」（小敏,p. 

11~12） 

肆肆肆肆、、、、    兒童對調適兒童對調適兒童對調適兒童對調適----穩定期環境的主觀感受穩定期環境的主觀感受穩定期環境的主觀感受穩定期環境的主觀感受    

小文與小敏在父母緊張關係抒解後，雖然仍抱持父母復合的期待，但他們也

逐漸發現分開的父、母仍能各自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並開始正向看待父親與母

親的分居關係及目前的生活環境。另外，對於父母無法滿足的需求，也轉而從朋

友、手足身上獲得： 

一一一一、、、、 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 

根據上述調適—穩定期的經驗，父親與母親分離後，重新取得和諧的關係，

並重新分配照顧孩子的角色。對小文與小敏來說，雖然父親仍只偶爾提供娛樂及

物質需求滿足，但兩人也能重新喜歡這樣的父親，並接受目前的單親照顧。不過

在單親生活適應上，他們仍感受到與母親獨立生活產生的許多摩擦： 

((((一一一一) ) ) ) 母親的情緒性管教讓我害怕母親的情緒性管教讓我害怕母親的情緒性管教讓我害怕母親的情緒性管教讓我害怕    

小文與小敏發現自從跟著母親搬離父親家之後，母親的情緒變得很暴躁，對

待他們的態度也隨著情緒起伏不定，母親的觀點則認為對孩子嚴厲管教都是為了

孩子人格養成著想，只是母親激烈而嚴格的管教作風，已經讓小敏感到可怕： 

「跟媽媽在一起相處就是比較保持、保持衛生。然後不能亂丟東西。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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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就是妹妹因為妹妹她桌上每次都很亂。…然後有一次媽媽就很生

氣。結果媽媽就把整個妹妹桌上的東西，好像用掃把還什麼東西，就全部

都用在地上。…所以那些東西全部都碎掉嘛！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怕。」（小

敏,p.7） 

((((二二二二) ) ) ) 我可以體諒母親的壓力我可以體諒母親的壓力我可以體諒母親的壓力我可以體諒母親的壓力    

母親受訪時，雖然覺得並沒有因過去與先生的互動關係而改變他對子女的管

教態度，但也注意到管教子女時所使用的方法，的確會受到情緒的影響，而這也

增加親子衝突的危機。不過透過小文的敘述，也發現小文雖曾因無法承受母親情

緒性管教而離家出走，但她內心仍能瞭解母親情緒背後所承受的壓力： 

「嗯!有啊!我媽就她一個人，就剛搬到這邊的時候，她沒工作，然後一個

人扛四個孩子，然後就很累，常常就會脾氣就很暴躁，然後嗯~~~剛開始就

是偷偷來的，然後嗯~~~她就、也是就有時候會突然對我們很好，然後有時

候就可能壓力太大了吧!就也受不了。…不穩定（指媽媽的情緒）。…那時

候就偷偷跑到爸爸家去住啊。然後就跟媽媽關係就比較差。」（小文,p.9） 

((((三三三三) ) ) ) 對與父親疏遠關係仍正向看待對與父親疏遠關係仍正向看待對與父親疏遠關係仍正向看待對與父親疏遠關係仍正向看待    

父職角色的撤離，及父親與孩子之前的負向互動經驗，破壞了父女間的情感

依附，使小敏對父親產生負面情緒，如同的母親補述：「老二就冷冷的說了一句：

『怎麼樣？這種滋味怎麼樣？妳上次也是這樣對我的』…她這種有點復仇的心

態。」（A母,p.17~18）。只是父職角色撤離的同時，也脫去管教與照顧責任的擔

子，使得小文與小敏對這種輕鬆的父子關係反而很能接受，如同小文也提到「我

倒覺得比較想跟爸爸住。…就比較自由啊！」(小文,p.2)，兩人都因為父親的放

任，更願意接近父親，對父親的感受也不再是負面。甚至開始比較與父親、母親

同住的差異，並發現父親能給他們輕鬆、自由的生活： 

「就很想去啊!對呀!因為爸爸管的就比較鬆，他不會像媽媽要求那麼高。」

（小文,p.4） 

「我是比較喜歡爸爸，管人比較鬆啦。」（小敏,p.4） 

婚暴婦女承受情緒及生活壓力、單親母親承受經濟壓力及情緒低潮都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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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情緒性管教，引發親子關係也呈現緊張、衝突的狀態。（林翠湄等譯，2002；

莊靜宜，2003；黃富源、黃翠紋，2000）。但從上述小文與小敏對現在與父、母

相處的感受可知，小文與小敏雖然對於母親的情緒性管教難以承受，但小文仍能

對母親的壓力多所體諒，而小文與小敏兩人雖然仍生氣父親之前的冷漠、放棄他

們，但隨著父母關係融冰，仍能正向看待與父親疏遠的關係，也發現父親有無可

取代的功能，並喜歡與父親相處時的輕鬆。 

((((四四四四) ) ) ) 手足陪伴角色更顯重要手足陪伴角色更顯重要手足陪伴角色更顯重要手足陪伴角色更顯重要    

隨著家庭型態改變為單親家庭，母親陪伴減少，手足因此代替父、母的陪伴

角色。另外，母親也補述，手足為了適應陌生環境，也發展出相互陪伴的關係：

「老大晚上不敢去尿尿，就把老三搖醒，…她經常要跟老三擠在一起湊在一起睡

覺，…」（A母,p.21）。以上原因使手足更顯得重要，小敏也因家庭型態的改變，

感覺到現在跟姊姊的關係比從前更好，尤其在適應台灣生活的過程中，兄弟姊妹

較之前更重要： 

「嗯，我倒覺得跟媽媽住在一起之後，我覺得跟姐姐會比較合，比較多話

講。」（小敏,p.15） 

「住在 XX（婚暴情境）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媽媽。然後回到台灣之後，才

是兄、才加入兄弟姐妹。」（小敏,p.18） 

((((五五五五) ) ) ) 現在朋友非常重要現在朋友非常重要現在朋友非常重要現在朋友非常重要    

同儕是支持小文最重要的動力，根據母親的觀察，小文很需要同儕認同，因

此即使在課業上是挫折的，小文仍很喜歡上學，而小文也表示，同學是分享心事、

尋求協助的重要管道。而談起同學對她來說是否一直都如此重要，小文也提到這

是轉換照顧者後才有的現象： 

「我有事情都跟同學講。同學就會幫我想辦法。…有啊!可能現在就比較依

賴同學吧!就好朋友這樣子，以前可能就比較依賴我奶奶。」(小文,p.16) 

對小敏而言，朋友則是除了家人以外最重要的：  

「除了家人哦，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當然就是我的、我的朋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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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p.19） 

小敏與小文認為同儕關係的處理是他們在轉學適應上最關心的，訪談中也對

同儕間的事件有許多細節的描述。小文與小敏在此階段正好處於將步入青少年的

階段，她們感受到個性上有改變，關注的焦點也逐漸從家庭轉移到學校同儕。因

此，學校環境便成為將邁入青少年階段的兒童適應生活的重要資源，而透過友善

的學校及同儕團體，也將協助減低兒童在家庭環境、課業方面的適應壓力（洪文

惠，2006；陳怡如，2003）。 

((((六六六六) ) ) ) 只要父母合作只要父母合作只要父母合作只要父母合作，，，，可以習慣單親生活可以習慣單親生活可以習慣單親生活可以習慣單親生活    

小敏對父母分居沒有表達太多不適應，也表示不管與誰住「都有好處。…」

（小敏,p.9）。對小敏來說，即使父母是分開的狀態，但若父母能在分開的狀態

下，各自提供他協助，則小敏不管單獨與父母任何一方同住，都很喜歡： 

「就是都跟爸爸或媽媽住的時候，都很喜歡，就是爸爸會管的比較鬆，然

後媽媽就是會對我們比較好，而且媽媽會比較常常陪在我們身邊這樣。」

（小敏,p.4） 

小文曾提到仍希望父母重聚，但因為不想看到父母天天吵架，加上隨著對與

父母同住的記憶及對父親的印象逐漸淡忘，也慢慢習慣這樣的單親生活，對父母

能否重聚，也不那麼堅持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嗯~~~可能爸爸媽媽就、大家一起吃晚餐吧!就很開

心。…現在可能比較不太會了。…嗯就不太想要看到兩個人天天吵架。而

且，嗯~~~基本上就是沒有想像過他們兩個在一起住的感覺。」(小文,p.13) 

「以前覺得說一定要見到爸爸，那現在因為很少見到他，所以就覺得無所

謂…就覺得比較沒有他的印象。」（小文,p.17） 

二二二二、、、、 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 

這段時間小文與小敏經濟來源仍主要由母親一人獨撐，受經濟困窘的影響，

居住環境並不好，但小文與小敏仍能正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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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 ) ) 逆境中正向思考逆境中正向思考逆境中正向思考逆境中正向思考    

經濟收入的銳減，使獨立生活的婚暴婦女與子女們感受到物質、居住生活的

落差。從小敏的敘述以及母親的補述中，可發現母女的居住環境較離開父親之前

更差，且這樣的環境也讓小敏不喜歡： 

「最不喜歡那種有蟑螂螞蟻老鼠的那種，就像我現在這個家，以前會有蟑

螂，然後現在會有螞蟻、老鼠和螞蟻。」（小敏,p.17） 

小敏雖然不喜歡這樣的環境，但根據母親的補述，小敏也曾經告訴母親「哼！

爸爸家有什麼好，哪有我們家比較大…他們家有老鼠嗎？他們家有蟑螂嗎？」（A

母,p.21），也說明小敏也在逆境中，也能幽默的看待，並以此安慰母親。而小

文在訪談中，則沒有像小敏曾對這樣的居住環境有負面的表達，比較多是以玩樂

的心態來輕鬆面對： 

「那個時候就覺得~~~這房子還滿好玩的!裡面又沒有人，一進來就黑漆漆

的，感覺就像鬼屋這樣子。」（小文,p.14） 

從以上兩人對環境的感受，發現拮据的生活對孩子也有正面的影響。從小文

與小敏的例子，看到孩子對惡劣環境仍能生出正向思考，或以遊戲的輕鬆心情看

待，而非抱持負面的想法或自卑的態度。 

((((二二二二) ) ) ) 隨遇而安隨遇而安隨遇而安隨遇而安、、、、已經滿足了已經滿足了已經滿足了已經滿足了    

小文與小敏對目前的生活保持著知足的態度，就如同小文說的「可能就會覺

得已經滿足了。」(小文,p.12)。同樣的，小敏認為自己對環境品質的要求不會

太堅持，加上並不要求有錢的生活、也喜歡出國遊玩的感覺，使得小敏展現出對

適應轉換環境的彈性： 

「嗯，我都可以，不要送我去垃圾場住就好了。」（小敏,p.17） 

「因為我很喜歡、我還蠻喜歡出、我很想出國玩啦。感覺就是每一種都試

一試嘛。就覺得耶~~~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耶。…無所謂。」（小敏,p.14） 

((((三三三三) ) ) ) 對自己能獨立感到驕傲對自己能獨立感到驕傲對自己能獨立感到驕傲對自己能獨立感到驕傲    

跟著母親居住以後，環境不若之前富裕，也少了傭人打理生活。此時小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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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必須為母親分擔家務，打理自己的生活，這讓小文有了學習獨立自主的機

會，也讓小文因此獲得外人的讚美，小文對此感到驕傲，也十分開心： 

「就跟媽媽住以後，開始學習自己洗碗啊、洗衣服啊什麼的，然後整理自

己的房間。…其實還不錯耶！因為這樣子，出去會被人家稱讚。」(小文，

p.11~12) 

三三三三、、、、 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 

兒童也許對喪失原人際網絡沒有立即性的情緒反應，但當兒童離開原人際網

絡後，卻發現無法靠自己力量與朋友取得聯繫時，則產生無力感：小文對於與朋

友無法聯絡，只是很無奈的說「就想念，我也不知道。」(小文,p.5)，問到小敏

時，小敏也對與朋友失去聯絡有些無力感，並感到煩躁： 

「那個非常、非常、非常要好朋友的媽媽的ＭＳＮ。但是我記得我回到台

灣沒多久後，媽媽有打電話給我的朋友過。然後她現在又找不到那個電話

號碼，每次想起朋友的時候，就會叫她找那個電話號碼，她每次都不肯找，

那就覺得很煩。嗯，就想說算了。」（小敏,p.12） 

四四四四、、、、 其他感受其他感受其他感受其他感受-以後不想結婚以後不想結婚以後不想結婚以後不想結婚 

對小文來說，看到父親與母親不睦的婚姻關係，讓小文暗自決定長大不要結

婚，在兩性及婚姻的認知上，產生負面感受： 

「爸爸基本上不會對我們怎樣，他就是都在欺負媽媽。我就每次都嚇到哭

這樣子。…就是會想說長大了不要結婚。」(小文,p.8~9) 

婚暴家庭無法提供正向的夫妻相處經驗，也影響婚暴目睹兒童對未來兩性、

婚姻關係的認知（柯里斯、林為正，1995）。小文因為看到父母暴力相向的相處

模式，也讓他對婚姻抱持負面的態度。 

伍伍伍伍、、、、    兒童的適應困擾與調適方式兒童的適應困擾與調適方式兒童的適應困擾與調適方式兒童的適應困擾與調適方式    

從上述兒童對變動期一直到調適、穩定期的感受，也發現兒童在調適照顧者

角色轉換、家庭成員變動，以及居住環境不穩定或經濟環境不佳方面，都產生一

些適應的困擾，但也能正向看待逆境。透過訪談，小文與小敏也談到面對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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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有自己的調適力量：    

一一一一、、、、 調適照顧者轉換調適照顧者轉換調適照顧者轉換調適照顧者轉換/家庭成員改變家庭成員改變家庭成員改變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要適應家庭成員改變，必須調適對原家庭成員離開的心情，並適應新家庭成

員。除此之外，因失去或增加某些成員造成的生活方式改變，也是孩子需要適應

的一部份。 

((((一一一一) ) ) ) 適應沒有母親的日子適應沒有母親的日子適應沒有母親的日子適應沒有母親的日子----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    

小敏的適應方式是在思念母親時，藉由自己喜歡的娛樂轉移對母親的想念： 

「看電視或玩電腦啊。…不會啊，這樣就不會想。」(小敏,p.8) 

((((二二二二) ) ) ) 與母親磨合與母親磨合與母親磨合與母親磨合----爭取與試探爭取與試探爭取與試探爭取與試探    

離開與父親、與奶奶同住的生活，與母親同住又是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母親對小敏有許多要求，小敏也能採取正向積極的解決方法，不斷與母親溝通： 

「嗯，不習慣的地方就是不能一直看電視。因為我們在爸爸家就會、就是

會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嗯~~~但我會一直跟媽媽求。」（小敏,p9） 

「就是媽媽就說一定要那樣的話，那就是照她做啊。…但她叫我做，但是

不一定要做，我就會覺得就~~~不要做。」（小敏,p.14-15） 

二二二二、、、、 調適居住環境不佳調適居住環境不佳調適居住環境不佳調適居住環境不佳/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 

小文與小敏的調適-穩定期，需調適新的居住環境以及新的家庭規則、家務

分工，而這些調適歷程，也足以讓婚暴目睹兒童因此成長、成熟。 

((((一一一一) ) ) ) 收起玩心收起玩心收起玩心收起玩心，，，，學習成熟獨立學習成熟獨立學習成熟獨立學習成熟獨立    

小文並不是一開始就能調適凡事都需自己打理的生活模式，對搬家後突然增

加的家務工作，一開始雖能抱持玩樂的心態，但漸漸的也對繁重的家務工作感到

倦怠，就如同她說的「就很小孩子脾氣啊!」（小文,p.11）。只是經歷了一段與家

人討價還價的過程後，小文覺得自己更成熟了，學會了幫母親分擔，也喜歡這樣

成熟獨立的自己： 

「剛來的時候~~~剛到阿公家的時候還滿勤勞的，就會覺得說啊!好好玩唷!

大家一起在那邊掃啊，還有搬床這樣子。然後後來慢慢的就會覺得說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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唷!我跟那個剛剛那個妹妹，兩個人要輪流洗碗，然後每次兩個人都在那邊

爭爭爭，爭到媽媽後來發脾氣，然後乖乖去收拾，有的時候媽媽就懶得發

脾氣，自己就去收了。可能後來就比較成熟了吧!覺得說要幫忙這樣子。」

（小文,p.11~12） 

根據上述，環境的困頓讓小文成熟獨立，從中也看到小文適應環境的韌性。 

((((二二二二) ) ) ) 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    

小敏不會陷在對環境不習慣的情緒裡，而是運用當下能獲得的資源，與手足

聊天、找其他娛樂轉移對居住環境的不適應。 

「不習慣就會、就會呃~~~就不會想太多，就會跑去找妹妹或姐姐聊天，不

然就跑去跟他們玩。」（小敏,p.15） 

「呃~~~可以轉移我的注意力的就是電視或電腦。」（小敏,p.17） 

由小敏的適應方式發現，居住環境的落差，確實令剛從優渥環境中搬遷來的

兒童感到不習慣，但從新環境中找到新的樂趣，也可降低對不習慣事物的注意力。 

((((三三三三) ) ) ) 規劃金錢規劃金錢規劃金錢規劃金錢    

當媽媽禁止小文再去找爸爸之後，過去主要供給小文金錢的來源也隨之消

失。因為可運用的金錢有限，小文改變以往的花錢習慣，開始規劃金錢花用的方

式，克制自己的慾望，養成儲蓄的習慣。從小文的觀念可知，當金錢不再是源源

不絕的提供，有些兒童似乎更能看到如何在有限的供給內，做最有效的規劃： 

「以前在 XX，我們都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戶頭，可以自己去領錢，那來

到台灣就媽媽沒有錢給我們啊!然後又不能找爸爸啊，可能就拿不到什麼

錢。…嗯就會開始想說要不要存點錢起來。因為常常自己在花完以後，突

然同學的生日到，若是突然要出去幹嘛，喔~~~沒錢了!就可能拿這次過年

拿到六百塊錢，我可能會抽大概兩百出來用，剩下的就是存下來。」(小

文,p.12) 

由上段小敏與小文對生活品質及物質條件變差的調適歷程中發現，基本需求

的滿足對兒童來說是必備的，但在居住及物質生活短缺的情況下，她們也能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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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彈性及適應力，積極找出一些調適的方式，在逆境當中成長。 

三三三三、、、、 調適轉學的不適調適轉學的不適調適轉學的不適調適轉學的不適 

((((一一一一) ) ) ) 友善同儕削減突然轉學的適應問題友善同儕削減突然轉學的適應問題友善同儕削減突然轉學的適應問題友善同儕削減突然轉學的適應問題    

搬離婚暴家庭，也讓孩子跟著無預警的轉學。只是轉學對兒童最大的影響，

不見得是與舊友離別的失落感，也可能是害怕無法預知的新環境，一旦解決，兒

童對轉學的情緒似乎就減少了。如同小敏所說的，因為學校同儕的友善，讓他並

沒有感受到新學校環境的陌生或不適應： 

「不會耶！我覺得我一回到台灣，…然後進入那個學校，然後那個班級之

後，然後一下課就有一個女孩，她就因為那時候還不認識，她就直接拉著

我的手，然後就帶我去參觀學校，就很熱情。」（小敏,p.11） 

((((二二二二) ) ) ) 尋找聯絡管道尋找聯絡管道尋找聯絡管道尋找聯絡管道、、、、交新朋友交新朋友交新朋友交新朋友    

環境不斷轉換，兒童的人際網絡也不斷改變，但小文與小敏也能運用一些資

源來適應人際網絡的變動，例如小文找到一個與好友維持聯繫的穩定管道，減低

了失去舊友可能帶來的失落感： 

「有!有一個!可是我們倆個現在 MSN 還是會聯絡。」(小文,p.5)。 

另一方面，當研究者提到交朋友是否有助於他調適失落感時，小敏想了一下

回答：「應該有。」（小敏,p.12）。說明交新朋友也有助於他們轉移對失去舊

友的失落感。 

陸陸陸陸、、、、    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 

走過了變動期，日子雖然在調適中步向穩定，但這群婚暴目睹兒童也因經歷

這麼多不同的家庭改變，而對家人、生活環境有不同的看法與期待。 

一一一一、、、、 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 

脫離婚暴的過程中，婚暴目睹兒童經歷家人組合的改變及經濟、生活、與家

人情感上的變動歷程。兒童對這些經驗的感受，也可從對家人的期待中呈現出來。 

((((一一一一) ) ) ) 我想要家人開心我想要家人開心我想要家人開心我想要家人開心    

對小文來說，看見媽媽開心自己也會很開心，因為這樣，小文也樂於在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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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能幹的一面，換取母親被外人誇獎時的好心情。 

「可能有時候在教會幫忙啊！因為我會煮一些東西啊，就可能會用個什

麼，然後大家就說：好棒喔！就是這樣媽媽其實也有被誇獎到。…他就說：

你好會教孩子。…很開心啊！因為媽媽會笑。」（小文,p.11） 

小敏希望家裡面的人都能很開心，對很多事情也都能往正向的方向思考，不

要總是愁眉苦臉的，也希望媽媽能不要為生活費不開心。 

「我希望我姐可以不要很暴力，因為我姐她很容易就生氣。」（小敏,p.22） 

「我希望那個媽媽~~~就是我的家人就是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不要有那種負

面的思想。…然後我希望就是我希望我的家人就是可以很開心。…媽媽不

會常常笑啊。媽媽常常愁眉苦臉。…應該是嗯~~~生活費吧。」（小敏,p.21） 

由小文與小敏各自的觀點可知，兩人都期待母親開心，足以瞭解家中主要照

顧者的情緒是孩子十分關注的。 

((((二二二二) ) ) ) 我想要一個不吵架的美滿家庭我想要一個不吵架的美滿家庭我想要一個不吵架的美滿家庭我想要一個不吵架的美滿家庭    

提到未來嚮往的家庭組成時，小文還是希望父母能在一起的，因為對他來

說，有父、母、小孩且氣氛和樂才是美滿家的條件。 

「希望以後，爸爸媽媽還是可以在一起。因為那樣才算美滿的家。…嗯，

夫妻加小孩。(R:妳希望你未來的家是什麼樣的家？) C：美滿的吧，大家

大家就吃飯的時候，都可以一起笑笑的啊，然後爸爸媽媽可以天天都很開

心，都不要吵架。」（小文,p.17） 

雖說小文期待一家團圓，但對小敏來說，有沒有爸爸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不

過小敏最後還是表示，雖然不在意父親能否參與他現在的生活，但仍跟小文一

樣，希望父母和好，只是附加前提是..不要再吵架了！ 

「我會希望能有~~~當然是要有兄弟，就弟弟或姐姐或妹妹。或哥哥。然後

也，然後和媽媽。爸爸~~~爸爸還好。」（小敏,p.19） 

「就是那種常常吵架的那種，就不要有那種狀況。或者是夫妻動手動腳，

或者是呃~~~媽媽跟嬸嬸鬥嘴這樣。」（小敏,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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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當然是希望兩人都一起，只是說是不要吵架。」（小敏,p.22） 

根據小文與小敏母親補述，孩子都是希望他爸爸回來的，但根據上述小文與

小敏的觀點，仍發現手足對父親同住的期待程度卻是不同的，小文認定有父、母、

子女這種家庭成員的組成才是美滿的。但對小敏來說，「家庭和諧氣氛」比家庭

成員組成型式更為重要。如同廖翊合（2007）研究所提出的，家庭氣氛是子女判

斷親子互動與父母婚姻狀況的指標，也成為子女判斷對家的滿意程度的重要指

標。 

((((三三三三) ) ) ) 我期待父母能多給一點自由與個人空間我期待父母能多給一點自由與個人空間我期待父母能多給一點自由與個人空間我期待父母能多給一點自由與個人空間    

小文與小敏期待有更多獨立生活空間，如同與小文談到希望家人提供什麼

時，小文很快的表示：「嗯，一點自由」(小文,p.17)，而小敏在受訪時，則界定

了一個家庭圖像，在這個圖像裡，父母沒有住在一起，卻能在父母的合作下，讓

小敏有個舒適的生活環境： 

「希望媽媽只能上班、講電話、打電腦、帶我出去玩。…兄弟姐妹哦？如

果是接近，就是比我大的話，就希望他能常常買東西給我吃。那如果比我

小的呢，就希望他們不要來煩我。」（小敏,p.20） 

「我倒希望爸爸一棟房子，買一棟房子。然後呢，就搬來搬去。然後有的

時候，如果要邀什麼人去我家玩，就去爸爸家。然後呢，如果想在家裡面

靜一靜的話，就去媽媽家。」（小敏,p.22） 

二二二二、、、、 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對居住環境的期待 

((((一一一一) ) ) ) 期待居住品質改善期待居住品質改善期待居住品質改善期待居住品質改善    

雖然小敏表示很能適應各種環境，但在物質生活突然匱乏的情況下，還是感

受到床、電視，這些基本日常用品，對她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仍期待未來

居住品質能有所提升： 

「除了人之外，當然就是要有一個給我住的地方啊，還有加上床、電視是

日常用品。…搬來台灣之後，…我就覺得變的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知道耶。像我覺得搬到那個 A（現居）那邊那個家。就變的電視變的非常

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只希望能看電視。」（小敏,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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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家能很大很漂亮。…，然後，然後給我兩個房間。」（小敏,p.22） 

((((二二二二) ) ) ) 期待回到懷念的故居期待回到懷念的故居期待回到懷念的故居期待回到懷念的故居    

小文認為，不管父母是否還在一起，父親的住所才是他的根，是他從小最熟

悉的記憶。小文沒有很在乎居住環境品質，但幼年的記憶卻讓小文對父親住所充

滿深刻的情感，也因此很想回去：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可能就是喜歡搬到爸爸那裡吧! …我已經習慣那個

家了，就從小就住在那裡，我四歲才離開那裡的啊!」（小文,p.15） 

「我只想回到爸爸家裡。…才是我的家」（小文,p.17） 

從小文與小敏不同的觀點可知，兩人雖一起經歷家庭風暴，但手足間個人特

質的差異，仍使他們所重視的有所不同。 

((((三三三三) ) ) ) 我希望能改善家裡經濟困境我希望能改善家裡經濟困境我希望能改善家裡經濟困境我希望能改善家裡經濟困境    

對年紀較長的小文來說，她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改善家裡的經濟問題。小文期

待有一天能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也開始將改善家中目前遇到的困境，納入未來的

人生規劃中。    

「我會開始想我高中要考好，然後要想辦法去賺錢，就去那個當就是平常

那種幫忙，就可以賺錢，這樣家裡至少收入就可以有一點那個幫助。」（小

文,p.17） 

結語 

從受訪者的家庭歷程中，發現這群只是間接聽聞父母婚暴事件，且在婚暴當

下較少被波及的婚暴目睹兒童，他們在父母關係仍緊繃的變動期時，對施暴者同

時存在恐懼與依賴的矛盾情緒（洪素珍，2003；黃群芳，2002）。但在傷害關係

結束後，仍可正向看待與父親，對於母親與父親分居雖能接受，但仍期待回到從

前與父母住在一起的生活。 

小文與小敏對環境轉變的認知與喜好，較受轉換過程中，照顧者的照顧品

質、態度以及學校適應與同儕支持程度的影響，也較少把家庭轉換的困頓及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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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歸咎於父母婚暴或父親的暴力行為。因此目睹暴力對小文與小敏的影響並不

多，反而是家庭型態變成單親之後，面臨與母親在經濟、照顧品質、親子關係的

危機及社會支持的需求，是他們較需要被關注的（彭淑華，2004；黃秀香，曾華

源，2003）。 

從小文與小敏的家庭轉換圖像中發現，兩人以及他們的母親都較少提到目睹

暴力及之後的環境轉換是否造成小文與小敏出現哪些明顯的身心症狀。小文與小

敏少了目睹婚暴的心理創傷，而母親在面對兒童時，也將受暴負面情緒加以過

濾、使得她們在家庭危機的期間，仍保有孩子的生活，免去承擔成人角色或捲入

父母戰場的傷害。這使得兩人在適應各種變動不安的生活時，仍多了一份兒童的

天真及遊戲的心態，對困頓的環境正向看待。只是也因為父母狀態的不明，尤其

小敏對父母目前分離的關係有時候仍較缺乏現實感，兩人都抱持著對未來父母關

係不確定的心情，並期待父母能再度一起為他們找回過去一起生活時的快樂。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轉換圖像----家家家家！！！！不一定要有爸爸不一定要有爸爸不一定要有爸爸不一定要有爸爸    

這一節將描述晴晴、小穎、凱凱、小韺、涵涵與母親逃離父親的家庭經驗。

此類受訪兒童曾目睹嚴重暴力或捲入父、母的戰爭，在變動期除了要躲避父親騷

擾、威脅，也曾幾度與母親分離，住在機構、親友家，或與施暴父親住。此類受

訪兒童較前一類兒童經驗更多生活環境、教育、變動及與家庭成員的分離。另外，

目睹及家庭轉換的經驗，對此類受訪兒童在人際、情緒上也產生較多負面影響，

對於家庭的感受，也認為家不一定要有爸爸。 

壹壹壹壹、、、、    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變動期經驗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變動期經驗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變動期經驗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變動期經驗    

此段描述從受訪兒童第一次跟隨母親離開施暴父親，直到有一個穩定的居所

及經濟來源之前的時期。這段時間，受訪兒童經驗到施暴父親傷害與恐嚇、照顧

品質不佳/不穩定、被迫入住陌生的機構環境、經濟困境環境、不斷轉學的困擾： 

一一一一、、、、 父親的傷害與恐嚇父親的傷害與恐嚇父親的傷害與恐嚇父親的傷害與恐嚇 

此類受訪兒童，在變動期飽受父親的傷害與恐嚇，也造成他們在變動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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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穩定。此類兒童最大的願望，不是期待與父親回到過去在一起的生活，而是期

待可以逃到父親找不到的地方： 

(一一一一)  父親傷害我們父親傷害我們父親傷害我們父親傷害我們 

對凱凱來說，被母親送回與父親同住的那段時間，是個可怕、讓他不願再去

回想的經驗，根據母親補述：「他到現在的記憶就是他被跪在客廳，飯是一直塞、

塞、塞到吐到整地，你還是要給我撿起來吃乾淨。他是受了這麼大的傷害…」（C

母,p.23）。而凱凱回憶那段時間，也表示父親心情不好時會威脅他： 

「其實他以前啦，就是不開心的時候，嘖！會做一些威脅的事啦，對…就

說你如果怎樣怎樣，我就打你啊！」（凱凱,p.10） 

晴晴與小穎知道父親常傷害母親，根據小穎的母親補述，孩子持續目睹父親

對母親的暴力，並遭受父親言語上的傷害。晴晴也表示對小時候目睹父親傷害母

親的片段，印象深刻： 

「好像是爸爸用鑰匙打我媽媽，打的時候，不小心戳到，鑰匙拿在手上，

然後忘記放下來就不小心戳到。」（晴晴,p.3） 

(二二二二)  父親欺騙我父親欺騙我父親欺騙我父親欺騙我 

小韺跟晴晴一樣，曾非常期待父親的關懷與陪伴，而父親對她的態度，也讓

小韺一度感受到自己相較於其他手足，是特別受到父親重視的：「我對爸爸就是

有時候會跟他講，你不可以這樣子。對！就是有時候可以跟他生氣，可是哥哥就

比較那個，比較不行。」(小韺,p.21)。只是隨著小韺與母親取得聯繫，小韺才

發現父親欺騙她，讓她對母親產生誤會。 

「在 XX（與父居住）的時候，嗯…剛開始啊，就是，爸爸都說媽媽很、很

怎樣很怎樣很怎樣，然後我就相信啊，然後我、我也覺得媽媽很怎樣很怎

樣很怎樣，就是，聽他的話。…我就是也有叫、就是我也有就是跟爸爸說

就是想要回來看一下啊什麼什麼的，就是回來臺灣看一下這樣，可是他就

很生氣就說不要談這件事什麼什麼什麼的…對。就是那時候爸爸有說、有

說他要回來嘛，可是每次都沒有，或、就是不然就是我們回、我們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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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他也沒有，就是也不讓我們回來…就覺得說回來一下又沒有關係。…，

就覺得爸爸很奇怪吧，這種事情為什麼不讓我回來。」（小韺,p.7~8） 

相較於前一類兒童，此類受訪兒童都直接目睹暴力，父親甚至在傷害母親同

時，也會波及他們，因此這群兒童對於父親對母親的暴力行為都十分清楚，也對

父親的暴力行為感到憤怒。此類受訪兒童目睹父親傷害母親，有的受訪兒童的父

親也企圖破壞母親在他們心中的形象，根據文獻，這可能動搖母親在孩子心目中

的權威或強化兒童對母親的不尊重感，甚至使往後母親對子女的管教更顯困難

（洪素珍，2003；胡美齡，1999）。 

二二二二、、、、 照顧品質不佳照顧品質不佳照顧品質不佳照顧品質不佳/不穩定不穩定不穩定不穩定 

婚姻暴力會影響親子關係及親職功能發揮（胡美齡，2000）。此類受訪兒童

的變動期都曾經歷與母親的分離，加上父親挑撥、母親承受經濟、生活等壓力及

情緒困擾，也影響對兒童的照顧品質及兒童與母親間依附關係。    

(一一一一)  母親無力維持穩定照顧母親無力維持穩定照顧母親無力維持穩定照顧母親無力維持穩定照顧 

有些兒童在母親無力照顧時，必須替代父母擔負親職的照顧角色。小韺被父

親偷帶走後，讓小韺的母親需要更努力才得以與小韺取得聯繫。而根據母親的補

述，小韺被帶到陌生的環境後，遭遇許多學習上的不適應，生活也因沒有母親在

旁照顧而過得很辛苦：「爸爸就是也沒有跟孩子住在一起，所以孩子長時間，他

必須適應生活的環境…他必須要去、去接受那個殘酷的事實，就是跟媽媽分開，

甚至沒有辦法跟媽媽聯絡！」（D 母,p.2）。根據小韺表示，那時她也無法見到

母親，只能與母親透過視訊傳達關心： 

「嗯，那時候就是在說，要裝視訊，就可以看媽媽，可是我一直跟爸爸講，

爸爸就是說沒空啊什麼什麼的，然後有一天媽媽就是請了她、就是以前的

同事，他剛好到這裡，然後就是就幫我們裝，這樣。」（小韺,p.10） 

(二二二二)  父親無法回應我們的需求父親無法回應我們的需求父親無法回應我們的需求父親無法回應我們的需求 

根據此類受訪兒童的說法，父親對他們常常疏忽、不瞭解，也不回應他們的

需求，如同涵涵說的：「爸爸都很忙啊，然後都不是每天回來啊。」（涵涵,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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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穎、凱凱及小韺也認為父親很少陪伴他們、也無法回應他們的需求： 

「就我從五、四歲以前吧，我從來沒看過爸爸，爸爸都要去 H 出差。…所

以其實就是因為我從來沒看過爸爸，忽然看到爸爸，就覺得、就、就長的

樣子就令我失望了…他也很冷漠，…就是他平常在家都沒有什麼理我們

啊，就是我們家的小孩他也都沒什麼理我們啊，對，然後也沒有什麼關心。」

（凱凱,p11~12） 

「爸爸不喜歡，他又不會帶我們出去，就算出去我們也沒事做。我那麼小

怎麼還會有事做，拜託。」（小穎,p.6） 

「之前哪，有好多次他都答應我要做的事他都沒有做，然後我就覺得爸爸

怎麼可以這樣，就是都沒有那個…就是都沒有，實現他說的話。」（小韺，

p.7~8） 

另一方面，根據小穎的說法，父親有時候會提供他們經濟生活的照顧，但也

很不穩定的：    

「他（爸爸）都~~~他如果高興的話就給你兩千塊，如果不高興的話就叫你

把昨天兩千塊給我。」（小穎,p.2）。 

 

兒童需在安全而穩定的環境中接受照顧，否則將不利於兒童的發展（Harden, 

2004）。又根據依附觀點，兒童與照顧者的親子關係中斷（disruptions）也將造成

兒童發展為混亂型依附的不安全依附關係（Dozier & Bick,  2007）。因此，此類

兒童在變動期因監護權的拉扯，或曾短暫接受機構安置，面臨照顧者不斷轉換、

居住環境不穩定的狀況，將影響兒童發展、照顧品質及兒童與照顧者的安全依附。 

(三三三三)  照顧者缺席照顧者缺席照顧者缺席照顧者缺席，，，，手足相依為命手足相依為命手足相依為命手足相依為命 

就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當父母無法發揮親職功能時，手足往往替代親職次

系統，成為家庭內因應危機的重要資源（葉致芬，2004），而這樣互相支持的關

係，在小韺與涵涵、凱凱與哥哥姊姊的手足互動模式中可窺見。小韺、涵涵與母

親分離了一段時間，根據母親的說明，小韺這段時間肩負起保護涵涵的角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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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要扮演一個身兼爸爸跟媽媽的角色來陪伴涵涵。…哥哥回來以後，她就必須

要自己去面對她是最大的，她跟妹妹兩個人相依為命…」（D 母,p.17）。回憶當

時，小韺也表示因心疼涵涵，所以盡可能安慰、陪伴她：    

「嗯…有時候就是會覺得她好可憐，因為，嗯！她就是像小學，然後，就

是嗯~~~有時候作業都沒交啊什麼的，然後，就是、阿公有時候就是會罵她，

然後要背、要叫她背那個九九乘法表啊，…她還是不背，然後她就、然後

阿公就把那個妹妹啊，就鎖在外面，就是我們有一個陽台，就鎖在陽台那

邊，這樣子。…然後過一段時間以後，阿公就會把她放出來，可是放出來、

放出來以後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後，就是我都會逗她，就逗她笑，

這樣。…嗯很親…會啊，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兩個就在一起。…有時候，

我也會惹她哭啦！惹完以後就是、也是逗她笑，就是這樣子。」（小

韺,p.11~12） 

涵涵當時年紀小，對事情及與家人互動的印象十分模糊，但她卻對姊姊有深

刻的印象，也表示姊姊是那段時間主要陪伴他的人： 

「最記得…應該是姊姊。…就是、就在那時候啊，阿公他跟我講嗯~~~應該

是爸爸還是阿公吧，他說，她（姊姊）不想回去的原因是嗯~~~姊姊要跟我

啊在一起。」（涵涵,p.2~3） 

根據凱凱母親補述，凱凱被迫回去父親身邊的期間，常受到父親的打罵，幸

而有凱凱的哥哥提供安慰、隨時與母親聯繫凱凱的狀況，並在凱凱受不了時，協

助凱凱與母親取得聯繫： 

「我就馬上打電話求救啊!我就鼓起勇氣，因為那時候他剛好在泡澡、洗

澡，然後我就去打電話，那時候是偷用哥哥的手機，哥哥讓我用的，因為

打電話一定會被他發現的嘛。就用手機，然後蹲在那個書桌底下，然後就

跟媽媽講…」（凱凱,p.10） 

暴力對此類兒童在手足互動上的影響，除了因照顧品質不佳使較大的孩子擔

負照顧責任以外，父母婚暴也提供手足不良示範（林妍佑，2005）。根據晴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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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穎的母親補述，因為長期的目睹父親的暴力模式，使得晴晴與小穎在那段時間

出現暴力的互動模式：「我兩個，我大的都一天到晚都打…他很會打他妹妹，打

的乒蹦乒蹦，就那個暴力的動作ㄝ！」（B 母,p.5）。 

 

三三三三、、、、 居住環境居住環境居住環境居住環境\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 

 此類兒童在變動期時，對環境都較無掌控的能力，被母親送入機構、或被

送回與父親同住。此外，經濟的困境也使他們的居住品質不佳 

(一一一一)  被迫進入陌生的環境被迫進入陌生的環境被迫進入陌生的環境被迫進入陌生的環境 

在搬遷過程中，晴晴、小穎與母親除了要對外在環境及父親提高警覺，另一

方面也陷入經濟困境。母親在無力兼顧工作與照顧子女，情緒又遭受極大壓力的

狀況下，將晴晴與小穎暫時送至機構安置，好專心於短時間內穩定工作及收入，

再將孩子接回照顧。然而，暫住於與過去家庭生活不同的機構裡將增加兒童生活

適應的困難度（洪文惠，2006；許文娟，1998），如同晴晴一般，據晴晴母親補

述，晴晴因為不習慣環境、母親不在身邊，在機構出現許多情緒及行為的困擾：

「他們真的是沒安全感，心理還沒調好，…他每個禮拜回來都說自殺、跳樓！這

麼小他說：『跳樓、自殺！他要回家他不想住那裡。』」（B母,p.7），而晴晴

描述機構環境時，也表示機構環境與居家環境差異大，母親不能待在身邊都讓她

不習慣： 

「搬進 XX 的時候，一搬進去，媽媽走了之後，我就開始亂踢東西、亂踹東

西，我不睡覺然後一直踢東西！…因為我想媽媽啊！」（晴晴,p.15） 

「那邊（機構）的話需要"空間"!…也可以出去啊！可是我說沒有像家裡，

像這個現在那麼熱鬧！」（晴晴,p.23~24） 

(二二二二)  經濟生活惡化經濟生活惡化經濟生活惡化經濟生活惡化 

根據受訪母親補述，當時的經濟狀況十分拮据，不但沒有多餘的收入提供子

女休閒娛樂，就連居住都有問題。而讓晴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必須躲著房東： 

「住在那裡的時候，房東沒有收我的錢，所以呢，房東來收錢的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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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藏起來！」（晴晴,p.2）。 

四四四四、、、、 轉學造成學習中斷轉學造成學習中斷轉學造成學習中斷轉學造成學習中斷 

根據凱凱母親的補述，凱凱因為從小跟隨母親躲避父親的騷擾，使得凱凱在

學業上時常面臨中斷或學習環境不穩定的狀況： 

「國小幾個月就已經沒了，連上學期都沒有，一上都沒有那個畢業又走了。」

（凱凱,p.7）。 

小韺與涵涵轉學後，要面對截然不同的學習體制及文化，使小韺覺得轉學過

來以後的學校生活，簡直就是場惡夢： 

「剛開始去的時候，對什麼都不懂，然後就是、就是簡字啊，有些字也不

會寫啊，然後他們的數學就是、就教的很快，根本就跟不上。然後對啊！

就是這樣，然後也不適應那邊，因為這邊都有分星期幾、星期幾，就是半

天嘛，可是那邊就都沒有，都是一整天下來這樣子。然後就是一剛開始都

很不適應，然後就覺得那裡的老師很可怕。…剛開始就是因為那個數學老

師啊，就是.他教數學的時候，就是一定要教到你會，不會的話就是感覺好

像.就是他覺得會用很嚴厲得說、說話方式還是怎樣來對你，反正就是覺得

很可怕就對了啦不知道怎麼講，就很可怕就對了。」（小韺,p.14） 

貳貳貳貳、、、、    婚暴目睹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感受婚暴目睹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感受婚暴目睹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感受婚暴目睹兒童對變動期環境的感受    

在父親傷害與恐嚇、照顧品質不佳/不穩定、被迫入住陌生的機構環境、經

濟困境、不斷轉學的經驗中，兒童表達了對父親的憤怒、對母親穩定陪伴的需求，

並展現對經濟、居住困境的適應能力。 

一一一一、、、、 對父親很反感對父親很反感對父親很反感對父親很反感 

打從凱凱對父親有印象以來，就對父親的形象感到失望，但他並沒有表達太

多對父親的憤怒「那時候還沒有惹，就是他做過份的事情做到讓我心情不好，那

時候應該還沒有啦。」(凱凱,p.10)，但搬去與父親同住的那段時間，父親嚴厲

的管教手段讓凱凱對父親失望，也覺得跟父親住在一起非常痛苦： 



80  

 

「他可能會讓我哭啊、讓我覺得不開心啊，對，然後他不是心目中的好爸

爸，所以是令我失望的。…他做出過份的事情也令我失望。…還有加一個

無情！無情就是他做了一些過份的事…就我比較怨恨他。恐懼的！因為他

很會打人，用那個竹掃把打人，都很痛。然後痛苦、痛苦的，我跟他生活

在一起我覺得很痛苦。」（凱凱,p.11~13） 

對小穎及晴晴來說，父親的威脅讓他們對環境有很深的不安全感，鎮日生活

在恐懼下：「一聽到、一看到他，我們三個人就牽著手，我女兒就馬上『媽媽！』…

她就緊張。」（B 母,p. 2~3）。此外，父親對他們及母親的傷害也讓晴晴難以

釋懷：「覺得很可惡！呵！」（晴晴,p.3），小穎也表達當時對父親的憤怒： 

「就是、就是外表是微笑，心理是恨。…恨他之前不給我吃飯。」（小穎,p.2） 

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程度，會因兒童本身是否成為父親攻擊母親的工具而

有差別（洪文惠，2006）。根據晴晴的母親補述，晴晴過去也很渴望父親來找他，

但父親卻常在辱罵母親的同時，也用言語攻擊晴晴幫著母親一起說謊，並刻意冷

落晴晴做為懲罰，讓晴晴非常受傷。小韺原本與父親的感情是很好的，但發現被

父親欺騙後，讓小韺感到非常生氣，而當小韺發現父親利用了她的信任與崇拜，

一度成功的挑撥了她與母親的感情後，對父親不只是失望，更不願意再見到父親： 

「以前哪，因為爸爸都很少回來，所以我每天都、我、就是，他有時候就

會說他什麼時候要回來嘛，然後我就很期待他回來這樣子…三年級。然後

到幾年前，然後我跟媽媽聊天的時候，我們就是聊要說要回來嘛，然後就

那時候媽媽就跟、跟我說，ㄝ…就跟我說爸爸一些事，然後，我就覺得爸

爸怎麼可以這樣啊什麼什麼的…我剛開始聽到ㄝ…爸爸說媽媽的時候，…

就是覺得媽媽怎麼可以這樣，也是很生氣啊，然後後來聽到媽媽說的時候，

還是一樣很生氣爸爸啊。」(小韺,p. 6~7) 

對父親夾雜痛恨與失望，但又難以割捨過去對父親的情感，將使得目睹兒更

加無助、絕望（洪文惠，2006）。晴晴與小韺曾經認同父親，但最後卻因此被父

親出賣、傷害，也使她們與父親的關係更難以修復。除此之外，根據小韺的母親

補述，小韺離開父親後，父親仍持續尋找她的下落，又讓小韺飽受驚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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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整天躲在家裡，…她一年以後才敢自己開門出來走到家樓下。…所以就是她

上學一定是我要載她到學校，我把她放到學校門口都不行。」(D 母,p.15)，這

也使小韺到現在仍不太願意見到父親。 

從以上受訪兒童對父親的感受中可知，他們對施暴父親的行為十分清楚，並

對父親產生負面情緒，如同胡美齡（1999）的研究指出，父子關係呈現緊張、疏

離、衝突，正向互動減少，並與母親站在同一陣線對抗並疏遠施暴者。但從上述

受訪兒童的表達中，仍可發現有些受訪兒童雖知道父親對母親施暴、並因此對父

親感到憤怒，但仍尚未割捨對父親的愛。但是父親長期疏忽、不瞭解、說話不算

話、將孩子當成打擊母親的工具，才是逐漸降低父親在受訪兒童心目中的形象與

地位的關鍵因素。 

此外，從此類受訪對象中發現，兒童對父親形象的感受，也受到年齡及目睹

暴力嚴重程度的影響，根據涵涵母親補述：「她並沒有經歷我跟爸爸婚暴的過程，

因為她還小，所以她不知道我們以前發生了什麼事。…她對爸爸卻不會像姐姐有

那麼多的仇恨。」(D 母,p.24)。因為涵涵當時年齡還小，並不理解父親很多的

行為是不當的，因此跟小韺比起來，涵涵對父親的形象是比較中立的。 

二二二二、、、、 對照顧品質不佳對照顧品質不佳對照顧品質不佳對照顧品質不佳/不穩定的感受不穩定的感受不穩定的感受不穩定的感受 

在照顧者不穩或照顧品質不佳的狀況下，兒童也表達他們對良好照顧品質的

定義，並說明在此情況下手足對他們的重要性。 

(一一一一)  比起經濟上的照顧比起經濟上的照顧比起經濟上的照顧比起經濟上的照顧，，，，我們更需要陪伴我們更需要陪伴我們更需要陪伴我們更需要陪伴 

凱凱與小韺都曾單獨與父親同住過，並認為當時父親沒有提供他們想要的照

顧品質。從凱凱對父親的看法發現，雖然父親極力突顯經濟優勢並努力維持良好

照顧者形象，但對受訪兒童而言，錢無法等同於愛，比起錢，他們更需要陪伴： 

「他講話都很隨便，我覺得啦。我覺得、我覺得他，說難聽一點啦，我覺

得他只會用錢啊、什麼什麼來嗯~~~怎麼說勒？就類似收買啦…他根本就不

瞭解我啊，怎麼會覺得是關心我呢？他那個玩具都是我不會玩的啊，我那

時候還很小啊。對啊！這樣就表示他根本都不瞭解我。從這些地方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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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凱凱,p.9)  

「哥哥他們可能會有一點，因為有玩具嘛，就覺得在那邊會比較好，但是

我不會覺得有玩具或在那邊會比較好，有什麼東西啊、錢啊，會讓我覺得

好，我覺得我不會，我不會。」（凱凱,p.11） 

父親說話不算話的情況一再發生，孩子對父親的信任也隨之降低，也對父親

感到失望。晴晴的母親補述，晴晴曾期待父親來接他出去玩，但最後父親卻爽約，

讓晴晴期待落空，讓晴晴有很大的失落感。而小韺過去與父親的關係是很好的，

只是父親常常沒陪伴小韺，加上對小韺提出的要求一直說話不算話，使得小韺除

了感到失望，也開始對父親的好感度減低： 

「那時候我都跟爸爸睡在一起吧…就很期待爸爸回來啊，然後爸爸一回來

就很高興啊，然後有一次他就是、他買東西回來，就是他回來，然後買東

西，然後我就高興啊，就是、走樓梯嘛然後跑跑跑…跑，跑到一半跌倒了

這樣子，然後就是起來的時候還是、就是，不會覺得很痛，就、就很高興…，

然後也跟爸爸上來啊，就跟他說很多很多事情。…之後啊，爸爸就是像我

說的，就是他說的話都沒有做到，所以，就是慢慢、慢慢，就是對他ㄝ~~~

好感就是、就降低了。」（小韺,p.9） 

「剛開始的時候，爸爸就剛開始他說好要回來可是沒有回來的時候，就有

點失望，然後睡覺。可是後來慢慢就習慣了。…還是有期待啦，可是沒有

的話，也不會太失望，就這樣子，太常發生了。」（小韺,p.13） 

受訪兒童的母親曾提出他們的擔心，認為經濟上的相對弱勢，加上必須負擔

嚴父的管教角色，常導致母親對子女的照顧品質降低，使得孩子更容易被父親收

買，但對受訪兒童來說，物質生活的照顧並不能取代情感的陪伴。根據小韺母親

補述，父親當時也用金錢試圖獲得小韺的心，但因為父親較少陪伴孩子，使得小

韺仍很清楚父親的金錢供給，只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收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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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雖被挑撥雖被挑撥雖被挑撥雖被挑撥，，，，仍慢慢感受到母親的關心仍慢慢感受到母親的關心仍慢慢感受到母親的關心仍慢慢感受到母親的關心 

回憶被父親挑撥的時期，小韺表示曾經一度誤會母親，並對母親的態度很冷

淡，但母親在這段期間積極回應小韺的需求，小韺仍感受到母親的用心與關懷： 

「有時候就是想到（爸爸說媽媽很壞的事情），嗯，媽媽打來的時候就是不、

不太想跟她講話，然後她、就是跟她講話就是沒什麼精神啊，然後就是嗯、

喔、啊這樣子回答這樣。…對媽媽，就還是覺得她很關心我們哪，就是關

心我們在 XX（地名）怎麼樣。」（小韺,p.10） 

根據凱凱母親的敘述，雖然母親無法給他像父親一樣的經濟環境，但目睹父

親的不當行為，也讓凱凱比較喜歡母親： 

「我比較一點點喜歡媽媽啦，但也沒有特別不喜歡爸爸。…因為爸爸做出

過份的事，但是媽媽從頭到尾都沒有啊。」(凱凱,p.10) 

 

根據 Piaget (1976)的研究，學齡期後期的兒童，重視家庭情感支持（引自

Borduin et al. , 1990, p.34)。其中女孩比男孩更重視陪伴的情感關係（Newman, 

Roberts & Syre, 1993；洪毓璟，2004）。從上述受訪兒童的敘述可發現，不管是

否與父或母住在一起，他們不再以「是否同住」來定義與家人的關係，而是重視

「情感上的支持」，如同小韺、凱凱一般，即使父親提供物質上的享受，仍因父

親無法滿足陪伴的需求或感覺父親不是真心關懷而與父親疏遠，反之兩人雖未能

與母親同住，但母親積極的關懷也拉近小韺、凱凱與母親的距離。 

(三三三三)  很依賴哥哥姊姊的照顧很依賴哥哥姊姊的照顧很依賴哥哥姊姊的照顧很依賴哥哥姊姊的照顧 

因為被迫離開母親，與父親同住，凱凱與涵涵很依賴哥哥姊姊的照顧。涵涵

表示母親不在的時候，姊姊是最重要、最主要陪伴他的人，也因此很喜歡姊姊：

「（姊姊）很好啊。…（因為）陪我。」（涵涵,p.2~3）。而凱凱的哥哥同樣也代

替母親，負起陪伴、保護凱凱的角色，當問到凱凱當時與哥哥姊姊的相處時，凱

凱當時也最期待哥哥、姊姊的陪伴、保護： 

「就會希望哥哥、姊姊陪我們玩。以前啦，就會希望哥哥、姊姊陪我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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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保護我們這是一定會的。」(凱凱,p.20) 

(四四四四)  長子長子長子長子（（（（女女女女））））角色承擔壓力大角色承擔壓力大角色承擔壓力大角色承擔壓力大 

涵涵及凱凱的哥哥姊姊在母親無法發揮親職功能時，肩負照顧責任，但這種

替代親職功能的手足關係，卻造成手足相處的壓力。根據小韺的母親補述，小韺

在那段時間被要求替代母親的功能，這不但導致小韺習慣性在涵涵面前扮演母親

的角色，對涵涵管教多過於陪伴，增加涵涵壓力，小韺本身也因被照顧的需求無

法滿足，導致情緒反彈：「她必須當起一個媽媽的責任，…姊姊就開始很不耐煩…

就是那個情緒，『為什麼是我!』」(D 母,p.21)，當小韺談起那段時間，也提出自

己需要陪伴的需求無法被滿足的落寞： 

「嗯…那時候哥哥不在的時候，我就在想，就以前我都會跟他搶電視，然

後現在都沒有人跟我搶電視，就覺得很，就是沒有、就是沒有那種~~~就是

（R：…沒有一個伴？），對對對對對，打打鬧鬧這樣子。…ㄝ~~~我也不知

道，反正就是覺得以前有，現在沒有了…可是妹妹…，就是覺得跟哥哥不

一樣，…，她跟我就是、相差很多歲啊，然後就覺得，…不一樣。」（小

韺,p.10-11） 

兒童扮演親職角色將造成兒童在自我認同、情緒表達及控制上的發展，並使

兒童忽略或犧牲自我的需求（Well & Jones, 2000；Eearley & Cushway, 2002）。就

如同上述受訪兒童的說法，手足雖能成為婚姻次系統失調時的家庭資源，給予年

紀較小的手足支持，但卻使手足從陪伴關係變成管教的互動關係，增加手足相處

的壓力，也使親職化兒童必須犧牲自我需求，來滿足家庭的需求。 

總結受訪兒童這段時間不穩定的照顧生活，發現涵涵、小韺、凱凱及晴晴、

小穎的父親都曾切斷母親與孩子的聯繫，且也無提供穩定而良好的照顧品質，使

得孩子受到傷害。此外，受訪兒童也在此時分別面臨：捲入父母監護權拉扯戰、

對父、母忠誠兩難，生氣母親無力保護他們、子女親職化、子女將生活壓力發洩

在母身上、與母親關係緊張等議題。以上議題也延續到穩定期，為之後穩定期的

母子單親生活增添許多親子及兒童調適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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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 

此類兒童在變動期經歷居住環境不穩定、擔心施暴父親騷擾、與母親分離住

在陌生環境的經驗。對此，此類的受訪兒童著重在表達離開母親對他們造成的困

擾，也表達對環境變動、生活品質不佳尚可接受，但無法接受照顧者離開身邊： 

(一一一一)  不喜歡沒有母親陪伴的環境不喜歡沒有母親陪伴的環境不喜歡沒有母親陪伴的環境不喜歡沒有母親陪伴的環境 

晴晴、小穎與凱凱都曾有一段時間離開母親並進入陌生環境，或是單獨與不

喜歡的人同住，並對於被安排到這樣的環境，非常不滿。尤其是晴晴更無法接受

離開母親，根據晴晴母親補述，暫時將晴晴安置機構，導致晴晴產生不安全感及

適應問題，加上晴晴並不瞭解母親為何要他住在機構，也讓她害怕媽媽會拋棄

她，並對母親將她送至機構非常生氣： 

「無趣！無聊！…喔就是~~~還有擔心。…媽媽啊!就是~~~不理我們了！…

害怕！。…那邊因為很少人，我怕有鬼！」（晴晴,p17~18） 

「那時候我很討厭她，XX（指機構）的時候…因為她跑走」（晴晴,p.22）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要來啊！都是媽媽，那個怪胎！」（晴晴,p.31）。 

小穎與凱凱認為，儘管居住品質較好、遊樂設施較多，沒有母親在身邊的日

子，讓凱凱很想家，也讓小穎對環境產生不安全感，害怕在陌生環境被欺負： 

「我一直都很想家。我覺得那邊都不好玩，整天都悶在家裡，要不然就是

去上學，…喔！那個..那個心情實在是壞透了，真是的…所以我超想、超

想回家，反正我在那裡的心情就是一直都很想回家就是了。…就等待、希

望、禱告，有一天媽媽會來接我。所以其實那天啊，我打電話求救，其實

也是為了找個機會，讓媽媽來救我、來帶我。」（凱凱,p.16~17） 

「應該是難過的吧！…因為看不到媽媽。…害怕的、痛苦的、悲傷的、冷

漠的、無聊的、不滿的、怨恨的。…因為沒有媽媽在。…怕我在這邊會被

欺負。」（小穎,p.9） 

(二二二二)  對機構生活的感受對機構生活的感受對機構生活的感受對機構生活的感受-其實很好玩其實很好玩其實很好玩其實很好玩 

晴晴與小穎曾因母親工作關係，暫時安置於機構中。晴晴與小穎在這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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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新適應一個與家裡不同的新環境、新生活規矩，加上母親不在身邊，使兩人

一開始都很難適應。但一段時間後，晴晴與小穎逐漸習慣機構生活，雖然仍不適

應母親不在身邊，但對環境也逐漸能接受，並從中找尋樂趣：  

「熱鬧！…有喔～出去玩的時候很好玩。」（晴晴,p17~18） 

「其實還不錯，因為對面有玩的東西，因為他那邊都有遊樂設施之類的，

然後那邊的東西也很好吃。…就是那邊都有很多嗯~~~讓人意想不到的東

西，然後又很輕鬆自在，都不用寫東西..不用寫作業之類的。」（小

穎,p.9~11） 

如同晴晴、小穎不喜歡機構的原因，離開原生家庭進入機構環境中，造成兒

童的作息、人際網絡均改變，使他們適應困難（Johnson, Yoken, & Voss, 1995；

Fantuzzo & Lindquis ,1989，引自 Kitzmann et al., 2003）。但就如同 Jarvis 等人（2005）

提出的，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兒童對機構安置的感受，從晴晴與小穎的感受中也發

現，他們並不否認機構生活的正向經驗，但想念母親、害怕母親不要他們、對陌

生環境的不安全感，才是影響他們對安置機構適應的原因。 

(三三三三)  樂於與母親共體時艱樂於與母親共體時艱樂於與母親共體時艱樂於與母親共體時艱 

根據受訪母親的補述，當時的經濟狀況十分拮据，但晴晴並沒有表達不適

應。而在物質生活享受上，凱凱因為頓失父親的經濟來源，母親又因為父親的騷

擾，無法找到一份穩定工作，使得凱凱一開始對經濟生活的落差很不諒解，如同

凱凱的母親所說：「他們會跟我講：『媽！我已經一個月沒吃麥當勞，你在虐待

我』…哥哥走了以後…他們認為…你少養哥哥了，你為什麼還那麼窮？』」（C

母,p,13~14）。只是當研究者與凱凱談到此問題時，凱凱卻表示能體諒母親，也

願意節制自己的慾望： 

「…就覺得要體諒媽媽…就反正家裡面沒有多的錢我也知道，然後就不要

買，就這樣…我自己知道，所以很少跟他討論，因為我自己也知道。」（凱

凱,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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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照顧者穩定照顧者穩定照顧者穩定照顧者穩定，，，，對環境改變便能正向看待對環境改變便能正向看待對環境改變便能正向看待對環境改變便能正向看待 

環境雖然不穩定，但是當孩子是與照顧者或熟悉的親友居住時，他們對環境

變動的不安全感也較少，對於家庭成員的變動也較不敏感。如同晴晴表示父親對

母親施暴的那段日子裡，因為她年紀還太小，在阿嬷的照顧下，對家庭成員變動

的敏感度不高，對母親不在身邊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有喔！好像還有住阿嬤家。…阿嬷對我很好喔，每天都會給我喝牛奶，

然後早上給我吃麵包。…我知道我跟妹妹有住阿嬤家，可是我不知道媽媽

在哪裡。喔～那那個時候我還小我沒感覺。」（晴晴,p.15） 

此外，母親補述一開始受訪兒童跟著她們時，居住環境很不安全，居住品質

也很差，但受訪兒童對那段時間的居住環境較少負面情緒。如同晴晴、凱凱、小

韺提出的，只要能滿足基本需求、母親在身邊，他們便能從新的環境中，尋找新

的生活樂趣： 

「那邊（父母同住時的家）！因為那邊比較大，那邊有四層樓啊！…比較

好玩，可以跑來跑去。而且我還記得在那邊玩躲貓貓的時候，可以躲那個、

躲那個、躲那個哪裡啊？那邊有個床，上面可以打開放東西，我們躲那邊。」

（晴晴,p.19） 

「特別喜歡去的地方就每次上學樓下那間商店。那裡可以買很多很多零

食。」（凱凱,p.1） 

「不會想要問啦，就是搬就搬了。…都差不多吧，反正可以住就好了。」

（小韺,p.17） 

根據陳卉瑩（2003）的研究結果，婚暴目睹兒童即使離開婚暴環境，還是會

因為擔心施暴者騷擾、擔心自己及家人安危，而持續加重兒童的心理困擾。只是

此類的兒童並沒有提出對父親騷擾的感受，卻強調了離開母親對他們造成的困

擾，換句話說，對他們來講，儘管環境變動不安，若母親能陪伴他們，即使沒有

穩定的環境及富裕的生活，他們仍能接受，如同 Kline 等人 (1991)研究所提出

的，離開暴力情境後，兒童與照顧者的關係品質將是兒童適應與復原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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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對轉學的感受對轉學的感受對轉學的感受對轉學的感受 

此類受訪兒童，有些在變動期經歷負向的轉學或就學經驗，使他們分別在學

業適應、人際互動上出現一些困擾，針對這些困擾，有些受訪兒童也在表達中透

露出無力感，或對這段經驗感到挫折、艱辛：  

(一一一一)  失去朋友失去朋友失去朋友失去朋友，，，，我沒差我沒差我沒差我沒差？？？？ 

根據母親補述，晴晴與小穎因目睹暴力及轉換環境的因素，使得他們在人際

互動的技巧上出現困擾。小穎的母親曾提到，小穎過去不說話、也不表達，常出

現不當的人際互動方式。而晴晴同樣也有人際適應困擾：「他很沒有信心啊！他

覺得他永遠沒有辦法做朋友…沒有辦法得到好朋友。」（B 母,p.23）。當與晴

晴談起朋友的事情，晴晴也表現很淡然、無所謂的態度，但卻仍從敘述時憤怒的

語氣中，感受到當時仍渴望朋友，卻無力改變的無奈： 

「有啊！一、二年級時候，我跟同學跟我很好，後來呢，三年級的時候被

討厭。有個人很"白目"的人搶走。…很無奈！（離開朋友）…影響？不！

太！會，我無所謂！…就不知道！就沒關係！朋友多得是！…對！朋友還

可以再交！」（晴晴,p5~6） 

根據晴晴母親的補述，晴晴每當人際關係受挫，便將轉學當成解決學校、人

際適應困擾的方式：「剛開始不就轉很多間嗎？晴晴會說：『媽媽，這個幼稚園不

好，我們來轉！』。我就怕到！…他覺得他跟那個朋友不好，他認為不好就是要

離開嘛。」（B母,p.22~23）。晴晴因為時常轉學，因此常在尚未解決遇到的人際

問題之前，就離開原學校，所以晴晴錯將轉學視為解決人際問題的方法，讓晴晴

在校的人際問題遲遲未獲得解決，人際困擾的挫折，也讓她產生更嚴重的情緒困

擾。 

相較於晴晴的人際困擾，凱凱在人際相處上並沒有令他印象深刻的困擾，原

因主要是他的年紀還小，當時對同儕的印象並不是很深刻： 

「之前的地方，那時候很小啦，現在的朋友幾乎也都忘了，所以嗯~~~也沒

差啦。」（凱凱,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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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學業挫折感大學業挫折感大學業挫折感大學業挫折感大 

凱凱因躲避暴力無法穩定受教育，導致他的學業基礎不佳，在學業適應上也

出現許多困難，但因為母親一路陪凱凱轉學，並協助凱凱適應每一個新的環境，

使得凱凱對母親不但沒有抱怨，也很感激母親在他學習上的協助： 

「在我寫功課的時候，他會一再提醒、一再提醒，她才會打人，所以那個

我覺得那是我的錯啦，那不是她的錯，因為他真得有給我很多提醒。」（凱

凱,p.14） 

小韺與涵涵認為他們所經歷的轉學經驗不多，不過無預警的轉到一個文化背

景與原本學習環境截然不同的地方，讓他們難以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同儕及語言

文化，也讓小韺非常排斥上學： 

「會很不想去上課，然後每天早上要去上課前，就是一定會去鬧一次，就

會又哭又鬧，然後說我不想去上學。然後爸爸就會、反正爸爸就會出面就

對了，然後就會跟我講一些事情，可是最後還是哭著去上學。」（小韺,p.14） 

小韺與涵涵都因學習困難而厭學，不過小韺的父親會安撫小韺，這也減輕了

小韺適應學校環境的負擔，但根據母親補述涵涵的狀況：「在學校被欺負，爸爸

是不理會的，…她都被同學打，被同學捏，然後去跟老師講也沒有用，跟阿公講

也沒有用，跟爸爸講也沒有用，然後跟媽媽講，媽媽只會在這邊哭。」（D

母,p.21）。由此可知，父親對涵涵是疏忽的，加上母親不在身邊、缺乏同儕協

助，使涵涵在適應學業環境上更加孤立，也一直無法適應學校生活。 

目睹暴力削弱社會認知能力，造成婚暴目睹兒童社會化不良的問題（Malia & 

Julia, 1996；洪素珍，2003）。加上因婚暴而離家的婚暴目睹兒童，也喪失了原有

的人際網絡（洪文惠，2006；許文娟，1998）。如同受訪兒童的轉學經驗，這段

時間不穩定的學校經驗，讓孩子失去在穩定教育環境中，學習適應學校及人際互

動技巧的機會，也造成孩子在學習上或交友上的困擾。此外，若家庭能提供的情

感支持有限，更使受訪兒童無法抒解挫折的情緒。就兒童發展來看，根據 Malia

及 Julia（1996）、洪素珍（2003）所提到的，學齡期兒童需要穩定的學校環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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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形成自我、學習人際技巧，而受訪兒童所經歷的學校變動，將可能讓他們在

自我概念及社交能力發展上，遭受阻礙。 

參參參參、、、、    調適調適調適調適----穩定期家庭經驗穩定期家庭經驗穩定期家庭經驗穩定期家庭經驗    

調適、穩定期是描述受訪兒童的父親威脅緩減、受訪兒童的居住環境穩定，

並開始適應與母親同住的單親家庭生活的階段。這段時間母親因為怕孩子受到影

響或孩子本身不願再接觸父親的緣故，使得此類兒童在這段時間與父親的聯繫

少，甚至互不往來。此時受訪兒童經驗到的是與母親單親生活的磨合、家庭關係

重新協調、適應新環境、轉學： 

一一一一、、、、 適應單親生活適應單親生活適應單親生活適應單親生活 

這段期間，受訪兒童與父親多半切斷聯繫，讓受訪兒童及母親得以把重心放

在適應單親生活、調整家庭角色、重建母子安全依附關係上。 

(一一一一)  母親管教方式的重新協調母親管教方式的重新協調母親管教方式的重新協調母親管教方式的重新協調 

根據母親補述，因為晴晴過去與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使得晴晴不服管教：「他

真的不聽我的話…很吃定我，是不是因為從中間，就他爸爸拉扯拉扯…就這樣搶

來搶去，他對我很吃定妳知道嗎。」（B 母,p. 24~25），而晴晴也時常將自己

的生活壓力發洩在母親身上，與母親關係緊張疏遠。而凱凱的母親也表示與凱凱

還在協調適當的溝通方式，也常因為溝通不良，出現情緒化的管教：「頂的不好

聽認為我不好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情緒化，我就會動手去打他，…」(C 母,p.22)。

不過對凱凱來說，母親給他的印象就是安全感、愛心的，所以凱凱即使與母親偶

有爭執，但都認為與父親相較之下，媽媽還是比較好的。 

「媽媽的就是他會打人！哈哈！每個人都會打人，可是他打得好痛，不過

還是爸爸比較可怕。」（凱凱,p.14） 

凱凱、小韺與涵涵曾因母親無力將他們從父親手上帶回，使他們回到母親身

邊以後，出現手足相互競爭母親的愛的情況。凱凱的母親表示，在管教凱凱時，

凱凱常拿過去單獨與父親居住的經驗來抱怨母親：「弟弟就會計較，說：『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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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麼苦？姊姊都沒有被送回去過。…我被你送回去的時候，我是遭受到什麼樣

子的.，所以妳就比較疼姊姊』」（C母,p,23），小韺與涵涵的母親也表示，在

將孩子全部接回照顧後，兄弟姊妹間會互相競爭母親的愛。這也讓母親在管教

時，需特別小心管教的公平性： 

「然後每次她（妹妹）都會吵一吵、吵一吵，然後她就會哭！然後哭了然

後媽媽就會問為什麼…，然後有時候如果是我錯的話，媽媽就會罵我，然

後就跟我說下次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然後如果是妹妹錯的話，她

也會罵妹妹，然後說下次要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就這樣。…OK 啊!」（小

韺,p.2） 

根據小韺的母親補述，因為之前與母親不穩定的依附品質，使得小韺與涵涵

也遺留之前未處理的情緒壓力及不安全感，並將父親給他的傷害投射在母親身

上：「她這些情緒上的反應，她也會反射在我身上，…她無形中她心裡面她就會

覺得別人在否定他、別人在誤會她，因為她帶著她背叛爸爸的議題，…」（D

母,p.18~19）。 

目睹暴力使得母親管教權威動搖（洪素珍，2003；胡美齡，1999）、親子關

係的中斷導致不安全依附（Dozier & Bick,  2007）、受暴母親在壓力下對子女

採取情緒化管教（莊靜宜，2003），這些議題均在此類受訪兒童的家庭中可窺見，

使此類受訪兒童的母親在管教、與兒童的互動關係上，都需要更多磨合。 

(二二二二)  不與父親來往不與父親來往不與父親來往不與父親來往 

單親家庭的兒童，因與父親接觸的時間及機會減少而與父親的關係疏遠（謝

美娥，1997）。此類的兒童的家庭中，父親常常成為不可提起的名稱，更別提與

父親聯繫，因此此類受訪兒童也逐漸對父親不再那麼關切了。例如根據晴晴與小

穎的母親補述，之前曾告訴晴晴不准再問到父親：「我女兒突然說他要看某某人，

她們不太敢表達，只是講咦？某某人怎麼沒打電話來…我說『喔！不准再提到』。」

（B 母,p.30~31），父親成為家中的禁忌話題，晴晴一段時間都沒有父親的消息： 

「喔！那是從出去爸爸家之後，到四年級了下面那一段時間，都沒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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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的時候都沒有聯絡。」（晴晴,p.23） 

而小韺則是與母親一起回到台灣後，也經歷過一段躲避父親追查的日子，經

過了這段日子以後，小韺也不太想再跟父親有太多往來，對父親的感覺也改變了： 

「我們這段時間都沒有、就是…比較沒有聯絡，這樣子。…不是完全沒有，

就是有時候啦！有時候他也、他也會打電話給我啊，然後有時候也會打電

話給哥哥吧，然後有時候也會跟媽媽聊網路吧。…只是比較疏離而已。…

就比以前、就是比以前（跟父居住時）疏離。…現在接到他的電話就不怎

麼想要接。…在 XX（跟父居住）的時候，我…我就覺得爸爸有點、就是、

就是爸爸也也也、也有點壞壞的就對了。然後就慢慢就是跟他疏離，然後

到臺灣的時候就已經、就是、就是沒什麼接觸啦。…對爸爸的感覺就是完

全就改變了。」（小韺,p.6~7） 

根據母親補述，父親指控小韺背叛他跟著母親來到台灣，造成小韺對父母的

忠誠困惑及罪惡感，也因此父親對小韺來說是有壓力的，且小韺至今仍很不願與

父親見面。 

(三三三三) 手足關係重新調整手足關係重新調整手足關係重新調整手足關係重新調整 

小韺及涵涵跟母親住以後，手足也得以團圓，但面對環境及生活形態的再度

改變，也使得小韺與涵涵手足間的互動關係又再一次改變。小韺回到台灣後，因

為對環境不熟悉，因此轉而特別依賴哥哥的帶領，但等到對環境熟悉後，也逐漸

各自獨立： 

「後來回到臺灣，就是變成、就是我跟哥哥，然後妹妹跟媽媽。…，因為

回來的時候，…就是我跟哥哥就是、不會、就是年齡不會差很多，然後有

時候，而且他對這裡就很熟，然後有時候我就是會叫他就是陪我去買東西

呀什麼的，然後妹妹就跟媽媽，然後就是一回來的時候她也是跟媽媽睡在

一起，這樣。」（小韺,p.12） 

「沒有變得跟以前那樣親啊。就是因為、熟了嘛！就是如果我要出去買東

西嘛，然後我就會找哥哥一起去，可是現在就直接自己就講一聲然後就出

去了這樣。」（小韺,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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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同住後，生活模式與家庭規則也隨之改變，沒有過去優渥的經濟環境

及傭人協助打理家務，手足開始學習如何協調分工： 

「就有時候，我就會妹妹、跟妹妹吵架啊！…就是、就是吵說誰要收桌子

啊然後誰要關門啊誰要什麼什麼什麼的。…我們都有分好，比如說我是洗

衣服，然後妹妹是洗碗，然後哥哥是倒垃圾，然後媽媽是煮飯嘛！然後剩

下那些事就是由我們幾個，來、就是去弄，然後有時候我就會跟妹妹吵架

啊！就說誰要幹嘛誰要幹嘛。…我跟哥哥都很 OK 啊！嗯，沒有什麼爭執啊，

然後有時候就是會互相買東西啊，就幫忙買東西這樣。」（小韺,p.1~2） 

除了因環境改變，手足需重新協調互動方式及家庭分工外，小韺還必須重新

調整與涵涵間的手足關係。過去小韺扮演母親的角色來管教及照顧涵涵，這使得

涵涵與小韺的互動並不像手足，隨著母親與哥哥的加入，家人的變動讓小韺無須

再遞補母親的位置，但也讓小韺與涵涵需要一段時間重新調整互動模式。 

二二二二、、、、 重新適應陌生環境重新適應陌生環境重新適應陌生環境重新適應陌生環境 

根據母親的補述，凱凱與小韺都不喜歡換環境，過去不斷換環境的經驗讓他

們缺乏安全感。但就小韺的看法，要熟悉一個陌生環境，都要花一些時間： 

「因為覺得搬家就有很多事要做啊，然後就很忙很忙很忙。不喜歡這種很

忙的感覺。」（小韺,p.17） 

「環境吧，嗯，跟同學啊，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就 OK 了，可是在環境的話就

是..還是要哥哥陪啊，就是一、兩個月才會全部都熟。…（R：那家人改變

呢？）不會啊！」（小韺,p.20） 

三三三三、、、、 適應新學校適應新學校適應新學校適應新學校 

此階段受訪兒童轉學的原因，不再是為了躲避父親的騷擾，而是根據母親工

作地點、目前居住地點為考量。 

(一一一一) 家庭問題影響學校生活家庭問題影響學校生活家庭問題影響學校生活家庭問題影響學校生活 

根據母親補述，小韺曾一度因家裡必須申請低收入戶身份而造成小韺在學校

的困擾，另一方面，也感覺小韺不願讓同學知道他的家庭跟別人不一樣：「跟她

很好的同學不知道我們家生什麼事，也不知道她的事。…她不想提…她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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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對啊！…自己家裡面跟、跟別人家裡面是不一樣的。」（D 母,p.36）。但

根據小韺的說法，她並不排斥同學問起家裡的事，但也不會刻意跟同學傾訴或分

享，且同學也尚無提到令他難以回答的問題：    

「就在 XX（與父同住），就是在 XX（與父同住）那段時間的事，我就不會

講。…因為沒什麼好講的。…應該是覺得就是，怎麼講勒，就、就是說、

就是也沒有刻意要避開啦，就是只是說，既然沒有提到的話，就不用講這

樣子。那如果他們有問到的話，就是說一些這樣子。」（小韺,p.15） 

(二二二二) 課業是的生活重心課業是的生活重心課業是的生活重心課業是的生活重心 

凱凱對過去家裡一些不愉快的事已不在意，主要就是專注在自己現在的生活

中，而學校課業正是他目前的重心： 

「我那時候的事，我也幾乎都已經忘了，現在都忙課業而已啦。」（凱

凱,p.21） 

肆肆肆肆、、、、    婚暴目睹兒婚暴目睹兒婚暴目睹兒婚暴目睹兒童對調適童對調適童對調適童對調適----穩定期環境的感受穩定期環境的感受穩定期環境的感受穩定期環境的感受 

這段時間受訪兒童與父親遠離並穩定的接受母親的照顧，受訪兒童很珍惜與

母親在一起的生活，也不希望父親回來與他們重聚。 

一一一一、、、、 對單親生活的感受對單親生活的感受對單親生活的感受對單親生活的感受 

單親家庭子女面臨的危機包括經濟生活不佳、單親照顧者壓力影響照顧品

質、經常搬家導致社會支持不穩定（黃秀香、曾華源，2003）。但在此類受訪者

的感受中發現，他們認為只要與母親同住，他們對家庭型態改變、轉學的經驗均

正向看待，對與父親甚少接觸、居住環境的貧困及不穩定也能接受： 

(一一一一) 跟母親生活很快樂跟母親生活很快樂跟母親生活很快樂跟母親生活很快樂 

對小穎、涵涵與凱凱而言，與母親生活有安全感、感覺很快樂，也認為母親

對她們是瞭解、用心及充滿愛心的： 

「就是如果妳很生氣或難過的時候，妳會談得起來，就是ㄝ~~~媽媽跟你講

什麼、講什麼之後，妳就會好開心、好開心喔！」（小穎,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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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有點老老的、也有點土土的，我同學媽媽就是比較時髦、而且比

較年輕，可是我覺得我媽媽的愛心，比其他同學媽媽的愛心還要更強。…

她有耐心…她是充滿愛的，…我覺得我有感受到她是真得愛我們的，…」(凱

凱,p.14) 

「（對媽媽的感覺）應該是快樂的。 (R:做過什麼事情讓你覺得是快樂的？)

出去玩啊。」（涵涵,p.9） 

(二二二二)  與母親關係更加緊密與母親關係更加緊密與母親關係更加緊密與母親關係更加緊密 

根據受訪母親補述與兒童間的關係，都表示孩子更加懂事、能體貼母親的辛

苦，也較過去更加團結、親密，也會在父親騷擾母親時，安慰母親，並與母親同

仇敵慨。凱凱對於父親之前做的事情，沒有太多憤怒，但父親至今仍持續向法院

告母親，根據母親補述，凱凱也會為母親抱不平「他們就會說：『喔！那敗類又

告你喔！妳不要理他，妳不要難過』…他已經習慣性這樣稱呼他爸爸。」（C

母,p.21）。晴晴在母親被父親及其他親友傷害或責罵時，也時常安慰母親，想

要保護母親： 

「他罵媽媽，打媽媽，我就會討厭他。」（晴晴,p.13~14） 

除了感情更加親密以外，母親也補述晴晴、凱凱、小韺的不安全感，使他們

與母親無法分離，反而影響受訪兒童自己的生活，例如：晴晴不願唸需住校的學

校，凱凱的母親也表示：「他害怕他一個人睡，可能小時候的陰影，小時候的陰

影，可能害怕離開我…」（C 母，p.31），小韺的母親則補述小韺出門都需要她

帶，但根據小韺對此事的說法，她認為只是單純對環境不熟悉、加上許久未見到

母親，讓她格外珍惜與母親相處的時間：    

「那時候我跟哥哥、妹妹還有媽媽都很好，就是因為那時候剛回來嘛！然

後就是都很好啊！然後是、ㄜ、到現在才會有一點點就是爭執。…，因為

我們都很久都沒有見面了嘛！所以所以、所以就會就是很親很親，然後好

像每天都黏在一起的樣子。」(小韺,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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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家家家家，，，，不需要爸爸不需要爸爸不需要爸爸不需要爸爸 

長期目睹暴力、加上本身也遭受過父親言語上的攻擊，使得晴晴與小穎對於

父親及男性的形象都偏向負面，也認為一個家裡面，母親才是能保護他們安全的

角色，而小穎也曾提出對家人組成的期待是：「…有媽媽就好了。」（小穎,p.12），

不需要爸爸：    

「喜歡…跟媽媽一起住的時候…因為比較有安全感，我是女生ㄝ！因為男

生都色北北」（晴晴,p.20） 

「我喜歡這裡（現居），多一個阿姨少一個爸爸，不喜歡那裡（與父母同

住時的居所）。…因為爸爸很可恨。…爸爸沒有一個是好人。…男生都不

是好人！…賭博、吃檳榔、抽煙，去喝酒，喝酒後就會打人，很恐怖。」

（小穎,p.5） 

「對啊！媽媽跟好吃的東西現在也是最重要的。(那你覺得家裡面應該要有

哪些人)。小穎：就像現在一樣。阿姨、媽媽跟姊姊還有我。(那爸爸呢？)

不要！他（爸爸）很討厭。」（小穎,p.15） 

涵涵因為經歷父親之前對他們的疏忽、漠不關心，也對父親是否參與他們的

生活不抱期待： 

「開心的時候爸爸都…不在…沒有！沒有關係（強調語氣）!」(涵

涵,p.14~15) 

(四四四四) 不會想念離開的父親不會想念離開的父親不會想念離開的父親不會想念離開的父親 

胡美齡（1999）的研究指出，目睹子女與施暴者間的關係是疏離、緊張及衝

突的，除了對父親的正向互動減少，也會與母親站在同一陣線並刻意疏遠施暴

者。如同當研究者問晴晴、小穎與父親切斷聯繫的那段時間，是否會思念父親或

希望父親為他們做什麼，晴晴與小穎都立刻表示不會：「唉呀！怎麼可能想他啊。」

（晴晴,p.23）、「沒有，沒有！老爸讓我很不喜歡。」（小穎,p.4）。尤其是

晴晴，對父親至今仍憤怒，也刻意表現對父親漠不關心的態度： 

「他的行為不是那麼瞭解。還好啦，（跟他）沒有很熟！…他最近還被騙錢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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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該！…他活該！惡有惡報！」（晴晴,p.25） 

即使晴晴與小穎都異口同聲的說討厭父親，但根據兩人母親補述，在那段與

父親完全斷絕往來的期間，晴晴仍曾小心翼翼向母親探問父親的下落，足見晴晴

也曾思念過父親，而晴晴在這段被禁止與父親見面的期間，也曾對父親出現憤怒

及思念的矛盾情感。 

(五五五五) 對父親形象的幻滅對父親形象的幻滅對父親形象的幻滅對父親形象的幻滅 

經過變動期父親的傷害之後，受訪兒童重新檢視父親的形象。根據母親補

述，晴晴、小穎與母親的生活逐漸恢復穩定後，晴晴與小穎也開始想與久未見面

的父親碰面，只是當他們見到父親後，父親落魄、失意的形象，反而讓小穎對父

親形象更加失望： 

「覺得他像白癡，而且又是鄉巴佬，每次都說..有一次我跟他去吃牛排，

他穿一個短袖...無袖的那個白色襯..白色衣服，然後腳又穿一個短褲，

哼，鄉巴佬。」（小穎,p.7） 

「爸爸ㄝ..現在..還好啦，可是..沒有說喜歡，也沒有說討厭，但是就是

不那麼重要。…因為他就是會說話不算話。」（小韺,p.19） 

另一方面，父親一直無法兌現晴晴及小韺對父親的期待，也讓晴晴及小韺對

父親留下不好的印象，也對父親一直無法兌現他的承諾感到失望： 

「他是自私、小氣、不負責。…現在還好！以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自

私、小氣、不負責）!…他有一次啊，說要讓我們領紅包，然後結果呢那天

就沒有來。…他說話不算話，就覺得很討厭。…反正他就沒有來！反正他

那種人喔！」（晴晴,p.13-14） 

「不知道耶！就是覺得…，爸爸沒有以前、就是那樣好啊。就、就覺得爸

爸~~~ㄝ~~~就是有一點壞，就是因為嗯，哥哥現在…，之前、之前在上補

習班嘛，那時候爸爸就說要幫忙付一些補習費，然後結果後來就是不了了

之了。」（小韺,p.7） 

凱凱則認為父親對他不是真正的關愛，也不會為他們著想，因此也認為父親



98  

 

是不友善的： 

「爸爸…沒有愛嘛，不是真正愛我們，…他現在啊，那一天啊，他們一起

要去喝喜酒，他的長官就跟我爸爸說，那可不可以那天順便路，順便載我

一起去喝喜酒，然後爸爸就直接拒絕了，…我覺得他是不友善的。」(凱

凱,p.14) 

雖然大部分的受訪兒童都提出對父親的形象感受是負面的，但凱凱與涵涵對

對父親並沒有太深的負面情緒，如同凱凱不斷在訪談中強調的：「我也沒有說特

別不喜歡爸爸啦，其實爸爸跟媽媽都一樣啦，只是我覺得就是爸爸做了一些過份

的事啦。」（凱凱,p.8），甚至兩人也在訪談過程中，表達仍從父親身上看到一

些優點： 

「也不會那麼討厭爸爸的。嗯，就是、就我剛剛講的啊，就他、他也不會

壞到不去上班，然後就去拿國家薪水啊。對啊，就是~~~他也沒那麼爛啦。」

(凱凱,p.10) 

「我覺得是~~~嗯~~~安心的。嗯，就是，嗯，要出門之前會跟我講他要去

哪裡啊。」（涵涵,p.9） 

(六六六六) 父親應該在經濟上補償我們父親應該在經濟上補償我們父親應該在經濟上補償我們父親應該在經濟上補償我們 

晴晴看到這段時間都只有母親一人撫養他們，父親不但不幫忙，還不斷傷害

他們，這使晴晴為母親感到不公平。根據母親補述，晴晴時常在她面前表達，希

望能去跟父親多要一點錢來減輕母親的負擔，而問到晴晴對父親的感受時，晴晴

也一直強調父親應該多拿一點錢出來彌補他們： 

「他（父親）喔！…沒關係跟他 K多一點錢，反正一年媽媽養我們那麼大，

他花的錢都不夠。」（晴晴,p.12-13） 

像晴晴、小穎這類遭受父親傷害的受訪兒童，雖然表面上已與父親疏遠，但

心理上卻還在重新定位對父親的情感，仍對父親存有負面情緒，未跳脫對父親之

前傷害行為的憤怒。但凱凱與涵涵則隨著與父親疏遠，反而對父親的負面情緒轉

淡，能跳脫暴力事件，以其他角度評斷父親。不過整體而言，他們都不願意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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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太親近，也不希望父親參與他們現在的生活。 

(七七七七) 懷念以前與手足相處的日子懷念以前與手足相處的日子懷念以前與手足相處的日子懷念以前與手足相處的日子 

自從父母分開以後，凱凱與哥哥無法再見面，這使得凱凱一直對於哥哥無法

陪伴他一起成長感到遺憾，也想念與哥哥一起玩的日子： 

「就覺得以前他那樣逗我們，怎樣怎樣開心，就會有點懷念。…不開心，

然後就會覺得說，就少了一個哥哥嘛，所以會覺得就沒那麼開心，就以前

的開心，現在都~~~就忽然不見了，就這樣。」（凱凱,p.6） 

Amato 等人 (1995)的研究指出，來自高衝突家庭的兒童在父母離婚後反而發

展的比離婚前好，因為對此類兒童來說，離婚反而是種解脫 (引自李曉燕、李詠

慧，2005，頁 69)。如同此類受訪兒童對單親生活的感受，他們不但能接受單親

生活，也很開心能與母親一起生活，並認為少了父親，反而讓他們的生活更安全。 

二二二二、、、、居住居住居住居住/物質環境感受物質環境感受物質環境感受物質環境感受 

在穩定期的階段，受訪兒童都已在學齡期後期，也較之前重視家的情感歸屬 

(Piaget, 1976；引自 Borduin et al. , 1990, p.34)。因此，即使生活不如之前環境享受，

但受訪兒童卻喜歡現在的家庭成員、氣氛、人際互動，反而覺得物質上的享受並

非必要。    

(一一一一) 喜歡現在的家喜歡現在的家喜歡現在的家喜歡現在的家 

受訪兒童都喜歡現在的家庭成員、家庭氣氛以及生活方式。雖然一些受訪母

親也擔心這樣不穩定/不佳的居住品質及經濟環境對受訪兒童的成長及自尊心養

成可能造成不好的影響，但對經歷家庭轉換的受訪兒童來說，他們現在最在意

的，還是能否與喜歡的家人住在一起，並提供他們溫暖、安全感等情感上的滿足。 

「這邊比較好！…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而且家人可以來，都不會覺得很

吵，…像家裡，像這個現在那麼熱鬧！」（晴晴,p.23~24） 

「比較喜歡這裡。…就是很大啊，然後阿姨他們都會來.. 嗯！來我們家

玩。」（小穎,p.11） 

「現在想念的都在一起啊，所以沒有想念的。…就是覺得說以前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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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邊已經留下一個不好的回憶了，就不要再去了，就不喜歡就對了

啦。…我也沒有那麼想離開，因為住在那邊很舒服啊，每天也可以看電視

啊，怎樣的。也很舒服，也沒有比這裡不舒服啊，…但是…我就覺得其實

他（爸爸）不是真得愛我們，他那時候就覺得沒有情感啊，他那時候就買

很多玩具啊，叫我們不要走、不要走啊，但是我還是想要走，因為那一看

我就曉得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對你有感情啊。」（凱凱,p.6~9） 

「特別開心的時候就是回來嘛！已經回來臺灣，然後看到好多好多人哪，

就這樣。…就是家人！就是阿公阿嬤，然後還有媽媽還有哥哥啊這樣子。」

(小韺，p.5) 

「就搬回來這裡，就覺得有很多開心的事情啊，然後也比較輕鬆，沒有什

麼壓力這樣子。…就是嗯，關係、人跟人的關係吧，在這裡人跟人的關係

就比較近，在那裡人跟人的關係就比較遠。」（小韺,p.19） 

(二二二二) 跟著媽媽跟著媽媽跟著媽媽跟著媽媽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 

對於小穎來說， 雖然換過這麼多環境，但他並不覺得在適應陌生環境上有

什麼困難，只要與媽媽在一起，她很快能在新環境中找出有趣的事情，協助他適

應對陌生環境的恐懼： 

「不會（不習慣）啊，只要不要很暗就可以了，然後媽媽在。但是如果有

爸爸在就會不習慣。…住在那個地方都可以很習慣，應該是吧。」（小穎,p.8） 

根據母親的看法，不管環境如何搬遷，能跟著母親的孩子是最幸福的，而對

凱凱來說，環境轉換最讓他難以適應的也是離開母親： 

「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會想到，就想到以前在那邊開心的生活啊。所以我就

覺得好想好想回去喔。」（凱凱,p.16） 

三三三三、、、、對轉學對轉學對轉學對轉學/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 

這段時間的轉學，不見得是因為躲避父親的騷擾，有時是因為母親工作的需

要。在此時的轉學也帶來一些變動，但照顧者較穩定，使得受訪兒童在學校的經

驗多半是愉快的，也表示老師與同儕也較過去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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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喜歡這次的轉學喜歡這次的轉學喜歡這次的轉學喜歡這次的轉學 

雖然晴晴在轉學的過程中，因無法適應住校及人際關係困擾而影響晴晴適

應，但如同晴晴說的，這段期間的轉學及學習經驗「我只記得好的!」（晴晴,p.5），

即使在適應的挫敗中，對他來說轉學仍有一些好的經驗： 

「在 OO 國小管得比較嚴格，然後後來搬到 XX 國小就比較鬆。」（晴晴,p.5） 

對小韺及涵涵來說，轉學並沒有太多適應上的困擾，原因是轉學以後，在學

習、交友上獲得正向的經驗，而小韺、涵涵也在轉來台灣後，得到更多同儕及老

師的協助： 

「我還是覺得這裡的老師都比較好。…因為在那邊就會有一種很大的壓

力。就是跟不上別人然後就會覺得很..就是覺得自己很失敗，就為什麼跟

不上別人這樣子。…然後就會一直想要超越別人之類的。」（小韺,p.14） 

(二二二二)  想念轉學前的朋友想念轉學前的朋友想念轉學前的朋友想念轉學前的朋友 

對凱凱來說，轉學的課業適應雖然困難，但因為有母親的陪伴，並不會造成

困擾。不過凱凱也提到當他懷念之前的朋友，卻無法再與他們聯絡時，還是會有

些失落：  

「會啊！之前因為媽媽…要回去那邊那時候啊，就很想寫一封信啊，然後…

去那個班上去寫信給他們，可是那時候我們去都太晚了，那個樓梯的鐵門

都拉下來了。」（凱凱,p.7） 

(三三三三) 一直換朋友很麻煩一直換朋友很麻煩一直換朋友很麻煩一直換朋友很麻煩 

晴晴從小一直有人際技巧上的困擾，也使得他對於要不斷適應新的人際網

絡、重新建立自己的人際圈，感到很麻煩、很不習慣： 

「有啊！就是不習慣！…一直換朋友…會！就覺得很麻煩！…唉~~~不知

道，就隨便適應就對了！」（晴晴,p.29） 

對人際網絡改變的適應能力仍因受訪兒童特質及社交技巧而有差異，晴晴雖

不習慣人際的改變，但根據母親的補述，小穎反而認為交新朋友是件很簡單的事： 

「交朋友!不會啊，很簡單。…對啊！不會怕啊…。」（小穎,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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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兒童對轉學兒童對轉學兒童對轉學兒童對轉學、、、、搬遷的調適方式搬遷的調適方式搬遷的調適方式搬遷的調適方式    

父親威脅、照顧者及居住環境不穩定、無預警或時常轉學，這些經驗使得此

類受訪兒童較前一類兒童對不安全的環境更無力控制，但對於家庭成員、居住環

境的不穩定及經濟困境，受訪兒童仍能藉由正向環境的支持、自己調適，來適應

所遭遇的困境或創傷： 

一一一一、、、、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 

(一一一一) 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轉移注意力，，，，淡化對母親的思念淡化對母親的思念淡化對母親的思念淡化對母親的思念 

小韺與涵涵、凱凱、晴晴與小穎都曾經歷與母親分離的狀況，根據這些受訪

兒童及其母親的說法，這件事對他們的情緒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問到當他們想念

母親卻無法相見時，每個受訪兒童都會使用一個或多個因應方式：晴晴與涵涵剛

開始並不會特別做什麼來抒解對母親思念的方式，而是消極的安慰自己或做一些

事情來迴避這種感覺，藉由此淡化對家人的思念： 

「就是在意的家人也無所謂，反正遲早會見面嘛。」（晴晴，p.12） 

「我有的時候會去睡覺。」（涵涵,p.7） 

小穎則是在想念媽媽時，看媽媽的照片，藉此消減對母親的思念，並且在機

構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來轉移對母親的思念及對陌生環境的不適應： 

「嗯~~~應該是難過的吧！因為看不到媽媽…就是看媽媽的相片…還好，但

是媽媽不在的時候會想媽媽，有一次就是第一次搬過去的時候，就是想媽

媽，然後一天睡不著，就是都不睡覺，然後就在那裡，然後一直坐在那裡，

然後一直看媽媽照片、一直看一直看，然後後來說咦！覺得慢慢適應了。…

有很多可愛的娃娃，然後那裡又很熱鬧，所以…嗯（可以慢慢適應）。」

（小穎,p.9~10） 

(二二二二)  建立新的人際網絡建立新的人際網絡建立新的人際網絡建立新的人際網絡，，，，融入機構生活融入機構生活融入機構生活融入機構生活 

根據凱凱、晴晴與小穎所說的，媽媽不在身邊雖然難過，但只要有能轉換他

們心情的人、事、物，以及正向的人際經驗，他們是可以慢慢習慣的： 

「就是如果有快樂的事，都很開心啊，就慢慢習慣、習慣了，就已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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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凱凱,p.6） 

「我嘛，我那個時候我就跟（機構）那邊人適應了之後，就可以一直玩在

一起就還好了。…就是跟同寢的…同學」（晴晴,p.22） 

(三三三三)  母親定期聯繫母親定期聯繫母親定期聯繫母親定期聯繫，，，，維繫穩定依附關係維繫穩定依附關係維繫穩定依附關係維繫穩定依附關係 

當母親可積極向孩子表達關心、讓孩子預期母親何時會來探視時，則孩子也

能慢慢習慣母親不在身邊的日子。例如晴晴的母親週末固定將晴晴從機構接出來

玩，小韺的母親則設法為小韺裝上視訊，每日用網路與小韺取得聯繫，根據晴晴

與小韺的說法，這些方式也有助於他們慢慢適應無法與母親天天見面的日子： 

「後來就習慣，因為媽媽也會帶我們出去。」（晴晴,p.15~16） 

「就是會想媽媽、哥哥、阿公…就那時候就可以跟媽媽、就是通網路哪，

就跟她講一些事情什麼什麼什麼的。」（小韺,p.8） 

(四四四四)  調適手足分離的思念之情調適手足分離的思念之情調適手足分離的思念之情調適手足分離的思念之情-不要一直想不要一直想不要一直想不要一直想 

在父親爭奪孩子的過程中，凱凱、小韺與涵涵都曾與手足分離，並對此感到

失落。但小韺與涵涵會設法轉移自己失落的情緒，不再去想「就不要想啊！」（小

韺,p.11）。凱凱則提到此時並不會想對朋友抒發情緒，因為覺得一直提這件事

只會更難過，所以就把這種失落感藏在心裡，盡量不去想： 

「因為那時候就玩啊。我就不會找誰誰誰。因為我覺得那個我不想說啊，

所以我就不會跟人家說，就這樣子。…因為說了也沒什麼用，我覺得啦，

說了也沒什麼用啊。…就不要提到。就因為那..那就不開心啊，所以說慢

慢習慣、慢慢習慣，就是都不要講啊，就像你生氣的時候，人家在火上加

油，你會更生氣嘛，意思是一樣，就這樣子。…就不會、就不會那麼生氣，

就習慣、就慢慢就習慣了啊，就慢慢習慣沒有哥哥的日子啊，就這樣子。」

(凱凱,p,6~7) 

二二二二、、、、調適居住環境調適居住環境調適居住環境調適居住環境/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 

(一一一一) 手足的帶領與陪伴手足的帶領與陪伴手足的帶領與陪伴手足的帶領與陪伴 

對小韺而言，因為不喜歡失去對環境的控制感，使得適應新居住環境成為她

在家庭轉換上最大的適應障礙。但小韺也表示，若有手足一開始協助她探索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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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等到對環境熟悉、能掌控了，她也就適應了： 

「反正搬了就搬了啊，也不能再回去啊，對，就是應該沒有（不習慣）啦，

入境隨俗。…在這邊當然不一樣啊，就是那時候，我就是叫哥哥就慢慢帶

我嘛，然後就都熟了。」（小韺,p.17） 

(二二二二) 經濟生活惡化經濟生活惡化經濟生活惡化經濟生活惡化，，，，學會克制慾望學會克制慾望學會克制慾望學會克制慾望 

根據凱凱母親的補述，凱凱一開始常常因不習慣跟著母親生活以後，物質享

受變差，因此時常頂撞母親、抱怨母親。但當詢問凱凱對於這方面的看法時，凱

凱也表示，一開始不懂事，也不瞭解家裡的狀況，等到長大以後，母親讓他瞭解

家裡面的收支狀況，他也能克制自己的慾望： 

「我，嗯，就不要買啊，就、就忍耐一天，明天還有錢的話就買，啊不然

如果一直都沒有的話，那就都不要吃飯，不吃也不會怎樣…因為我也知道

那個不健康就少吃。就是我們家也沒有很多的錢啊！」。（凱凱,p,1） 

(三三三三) 學會幫忙做家事學會幫忙做家事學會幫忙做家事學會幫忙做家事 

搬來與母親居住以後，母親需身兼照顧及維持經濟收入的雙重責任，使得家

務需與孩子做分工。而小韺面對突然要做這麼多工作，一開始感到不習慣，並對

無法勝任家務感到挫折，但小韺也說，如同母親補述的，這些工作並不會佔他們

生活上太大困擾，所以做久就習慣了，並不難調適： 

「剛開始會啊，因為要洗衣服、晾衣服、然後還要收衣服，然後就會覺得，

我要做的事情為什麼這麼多。剛開始會啦，但是後來慢慢習慣以後就不會

了。…就一直做就習慣啊。」(小韺,p.20) 

三三三三、、、、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 

因為在變動期不斷轉換環境的緣故，使得受訪兒童往往好不容易與朋友建立

友誼關係後，又匆匆搬遷。凱凱認為當時年紀還小，對於所失去的原人際網絡，

很容易隨時間淡忘。此外，友善的新環境及新同學，讓他有了新的正向人際經驗，

也有助於他們減低失去之前人際網絡的不習慣： 

「之前的地方..那時候很小啦，現在的朋友幾乎也都忘了，所以嗯，也沒

差啦。」（凱凱,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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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認識這些朋友，之前那些朋友我現在也都忘啦，所以就沒關係了。」

（凱凱,p.7） 

「有啊！（在機構）一個好朋友，就是那個好朋友。…特別想他啊…還 OK

啦！…想到也不會做什麼啦！就是想一下就忘記了」（晴晴,p.23） 

陸陸陸陸、、、、    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對未來家的期待與需求表達    

對這群跟著母親躲避父親威脅的受訪兒童來說，他們都與母親感情十分親

密，並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力量，減輕母親的壓力。也因此他們對家的期待，時常

反應母親的需求，較少表達孩子自己的需求，如同晴晴與小穎的母親補述的：「晴

晴現在每次講：『媽媽我長大，我會賺錢我一定要買房子給妳住！』…小穎她只

是這樣：『媽！反正我有什麼我全部都送給妳！』…不會耗的一定要叫我買什麼

什麼…」（B 母,p.37~38）。另一方面，這群受訪兒童更常表達出對家的穩定、

安全感及家庭和樂氣氛的期待。 

一一一一、、、、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 

透過以下受訪兒童對家人的期待，可發現他們理想中的家，是只有母親、家

庭氣氛和諧、安全的。對於理想的父親形象，有些兒童並不期待父親能有什麼功

能，有些則表示依照自己的父親，訂出一個理想父親的形象： 

(一一一一) 理想的父親就是不要像爸爸一樣理想的父親就是不要像爸爸一樣理想的父親就是不要像爸爸一樣理想的父親就是不要像爸爸一樣 

受訪兒童除了目睹暴力外，也在跟隨母親的過程中，遭受父親的騷擾與傷

害，這使他們拿對自己父親的形象，來重新評判父親的家庭功能及理想父親該有

的形象。如同凱凱強調的，父親只需要心地好即可、小穎認為理想的父親，是排

除所有小穎父親的缺點，而小韺則從與父親相處的經驗，認為並不期待父親這個

角色能發揮什麼功能： 

「（爸爸應該是）幫助別人，然後很壯，不要很卒仔，然後是做正事的，

不要做什麼..蓋..蓋房子之類的，就是做那種賣房子啊之類的東西。就是

做一些正事的，或是老闆之類的，然後要很有錢，然後要常帶我們出去玩，

要帶給我們家歡笑。」（小穎,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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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他（爸爸）的心很好就好了，外觀其實沒什麼重要。」（凱凱,p.12） 

「他（爸爸）喔，他就是，我想一下，應該沒什麼…因為叫他做他也不會

做啊，所以…。」（小韺,p.21） 

(二二二二)  希望媽媽兼具父希望媽媽兼具父希望媽媽兼具父希望媽媽兼具父、、、、母雙重角色母雙重角色母雙重角色母雙重角色 

受訪者在談到對母親角色期待時，都提到陪伴、照顧以及提供愛與溫暖的功

能。此外，涵涵也提到母親對他來說也兼具了經濟供給及保護等傳統父職的角色： 

「賺錢。是媽媽的工作。…陪我…難過時安慰我…保護我。」（涵涵,p.10） 

「（媽媽）那就是ㄝ~~~我們有事情的時候可以跟他聊，然後她也可以給我

們一些意見或者是建議，然後大概就這樣。」（小韺,p.21） 

「媽媽會對我們很好，然後就是會感覺裡面很溫暖，都是媽媽的愛。…媽

媽是像現在一樣，就是會照顧我們，然後會我們笑。…就是會煮飯給我們

吃，然後會讓我們笑。…嗯（媽媽應該要是）好的人、充滿愛的人，親切

的、…彼此關懷的，跟媽媽彼此關懷。然後溫暖的、喜愛的、甜蜜的、安

心的，然後友善的，ㄝ！不對，不是友善的，是無聊的時候會讓我們開心，

還有高興的，就是帶我們出去玩。」（小穎,p.16~17） 

「我媽媽有點老老的、也有點土土的，我同學媽媽就是比較時髦、而且比

較年輕，可是我覺得我媽媽的愛心，比其他同學媽媽的愛心還要更強。但

是，當然是那個有愛心的比較..我說那個外表不注重，就是心比較重要。

她也會讓我感到恐懼，因為..我只要功課寫不完她就會打人。但是他會給

我很多提醒啦，說：你現在一定要寫完，如果你不寫完，我就怎樣怎樣喔！

但是我有時候還是會做不到，然後他就會來打我，然後我就會恐懼。嗯~~~

她有耐心。」（凱凱,p.14） 

(三三三三) 希望除了爸爸以外的家人住一起希望除了爸爸以外的家人住一起希望除了爸爸以外的家人住一起希望除了爸爸以外的家人住一起 

此類受訪兒童經歷過與父親、母親居住的經驗，也對於爸爸、媽媽、手足及

其他家人有不同的期待，而從他們對每個家庭成員角色及形象的期待，也透露出

他們渴望家人的保護與關懷，以及經歷目睹家庭互相攻擊傷害之後，他們對家人

形象、功能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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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受訪兒童希望未來能與哪些家庭成員同住時，從小穎、凱凱與小韺的敘

述，他們所期待的家人，不只包括母親、手足，還包括能帶給他們快樂的人，而

他們所提到的人，也都排除了父親： 

「就是懷爸爸不要來的希望。…（家人）要一起玩啊，玩在一起。」（小

穎,p.14~15） 

「就是現在，朋友啊，就是很熟悉的人。…就跟我關係比較好的人吧。…

就是現在家人啊，然後現在的同學啊。…就是媽媽、哥哥還有妹妹。…對！

不算他（指爸爸）…就在一起就好了，在一起就好了。」（小韺,p.19~20） 

對凱凱來說，住在哪裡不重要，只要能跟喜歡的人住在一起，這些人不要離

開他就好了： 

「只要能跟媽媽住在一起，還有姊姊住在一起就很好了，而且對，就這樣

子。我覺得就已經很好，就已經是我的希望之內了。其實我的、我家裡，

我說要有誰、要有誰的那個要求很少。…我的這些住的家人不要離開我就

好了，這些人不要離開我，我就覺得心滿意足了。」（凱凱,p.19） 

「就是嗯~~~把以前沒得到的，就是陪我玩啊，什麼什麼的，現在都補償回

來，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話…哥哥！因為就哥哥離開我們，我們兄弟姊妹就

只有哥哥離開我們。…保持現狀就 OK 了。像現在這種生活情況就 OK 了。…

就是..我覺得爸爸因為他會讓我不開心，所以就少跟他接觸，我不想跟他

接觸，嗯。還有嗯，我不希望他會在我身邊。」(凱凱,p.21) 

不同於上述受訪兒童，對晴晴來說，父親雖然傷害過他，但他還是覺得熟悉

的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只是對於是否希望父親住在一起，晴晴似乎還有些遲疑： 

「熟的人在一起…對啊！全部的阿姨，還有全部的表姊、表妹、表哥、媽

媽、妹妹！…唉~~~唉~~~（爸爸）也 OKOK 啦！」。（晴晴,p.24） 

(四四四四) 希望家庭氣氛溫暖和諧希望家庭氣氛溫暖和諧希望家庭氣氛溫暖和諧希望家庭氣氛溫暖和諧 

搬過許多次家，也從一開始父母嚴重爭吵的家庭氣氛、到不穩定不安全的居

住環境，到後來與母親重建屬於自己的新家園後，也邁入穩定期。回憶這段時間

不同的家庭氣氛，小韺、晴晴與涵涵都很喜歡現在比較輕鬆、愉快的家庭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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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小穎提到的，希望家裡面的氣氛是「很好的、溫暖的。」（小穎,p.16）： 

「希望…是和諧啊，然後就很開心啊。…之前就僵僵的吧…就是每個人都

在自己房間做自己的事。」（小韺，p.20） 

「呴！(希望)家的感覺…壞的（形容詞）就拿走吧！」（晴晴,p.33） 

二二二二、、、、對居住的期待對居住的期待對居住的期待對居住的期待-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 

對晴晴來說，他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就是希望能有個穩定、安全的大房子，

有足夠的空間讓所有她喜歡的人都能住在一起： 

「不要一直搬好不好！可是這邊遲早要搬的，因為這邊只能再住幾年

了！…就是搬來搬去啊！就覺得很麻煩！搬家很累！…我想像中的家有五

層樓，…然後呢第二層樓是給我全部阿姨住的，…第三層樓是我跟媽媽和

妹妹住的…然後呢第五層樓呢當然是玩得地方還有給我表姊住的！」（晴

晴,p.32） 

「媽媽還有姊姊他們跟我住在一起，還有現在這個大房子就 OK 了。我覺得

這個房子還蠻大的啦，對我來說啦。就是都可以怎樣怎樣怎樣子，可以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凱凱,p.21） 

結語 

根據上述受訪兒童及受訪兒童母親的補述，發現此類兒童在變動期，都多少

因目睹暴力、父親威脅、環境變動等因素，導致人際技巧（Banett, 1997）、情緒

（Hughes, 1988）及生理（Fantuzzo & Lindquist, 1989，引自曾慶玲，民 87，頁 37）

上的困擾。晴晴與涵涵、凱凱的母親都曾提到，目睹暴力讓他們都帶著一些身心

症狀，晴晴與小穎都曾出現人際技巧上的困擾，造成人際上的壓力，而父親對凱

凱也產生心理上的壓力，並透過生理症狀顯露出來：「他爸去找他，她就氣喘發

作…」（C 母,p.6）。 

另一方面，照顧者不穩定也會讓孩子有不安全感，對母親產生不安全依附關

係（劉蓉果，1998），尤其有曾經離開母親，獨自在陌生的機構環境經驗的兒童，

更會對母親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及對環境的不安全感「才幾歲多的小孩就說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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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因為他們真的是沒安全感，心理還沒調好…（B 母，p.7）。但若母親

不得已需將兒童送至機構安置或轉換照顧者時，若事先讓孩子能預期母親探視的

時間，並與孩子說明進入機構或轉換照顧者的原因，將降低兒童對離開母親的不

安全感，而孩子對機構環境，仍可藉由建立機構內人際網絡，融入機構生活，靠

自己的力量習慣。 

此外，此類兒童對父親出現比前一類兒童更多的負面情緒或矛盾情緒，也容

易將過去累積的情緒傷害及對環境轉換不適應的壓力，投射在與母親的互動上，

就像凱凱的母親所說的「他們也是情緒不穩，就沒有安全感。」（C 母,p.21），

這些情緒困擾也連帶影響母女互動關係。 

另一方面，這群這訪兒童過去的環境經驗皆是高度不穩定的，這使得受訪的

婚暴目睹兒童在進入與母親生活磨合時，過去轉換環境對孩子的影響也在此階段

浮現出來，造成學齡期兒童發展階段任務的困擾：「可能就是這樣子，對！可能

就是從小我就這樣換環境，我覺得影響我小孩很大。」（B 母,p.26）。晴晴與

小韺、涵涵的母親就曾經提到，從小帶著兩個孩子不斷躲父親、無法穩定的住在

同一個地方，也使得孩子在課業、安全感、同儕相處、自我認同上面臨困境，使

得在與母親相處時需更多時間調整家庭角色及親子互動，並修復心理創傷。 

學齡期兒童正處於人格、行為及認知、家庭概念成熟的關鍵時期，他們會藉

由觀察家庭事件及成員互動形成對家的認知（Fauchier & Margolin, 2004；鄭淑

蓮，2004）。此類婚暴目睹兒童在經歷家庭暴力事件後，認為父親不是家庭中必

備的角色，也對單親的家庭型態很能接受，認為現在的平靜生活雖然少了父親，

卻多了過去所沒有的安全感、溫暖及愛，「家」的情感性的功能遠比工具性功能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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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為從婚暴目睹兒童的主觀經驗中，瞭解離開施暴父親後所經歷的

家庭轉換經驗，藉此分析這群兒童在家庭轉換中所經歷的困境與資源，以及他們

對家庭的期待與需求，以提供婚暴目睹兒童創傷復原的長期處遇建議。基於此研

究目的，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對學齡期經歷目睹暴力、家庭轉換經驗的 9-13

歲兒童進行深度訪談，並依照研究發現，分別敘述以下研究結論與討論、其他研

究發現及討論、研究建議以及研究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研究結論與討論研究結論與討論研究結論與討論    

國內對婚暴目睹兒童的研究，不論在探討暴力對兒童身心發展及其家庭動力

的影響均已逐漸累積一定的知識，但研究者也發現除了暴力對兒童的影響之外，

脫離暴力之後在變動期以及調適、穩定期所經歷的特殊家庭轉換歷程，也使他們

經歷比非暴力家庭轉換兒童更多的適應困境及心理困擾。 

本研究根據第四章所分析的期待父母復合、不期待父母復合兩類兒童加以整

理對照（詳見表 5-1），發現兩類兒童雖均受到父親的傷害或遺棄、環境變動及家

庭型態的改變，但卻對父親形象、環境及家庭型態改變有不同的看法，而對第二

類兒童來說，又以轉換照顧者對他們在生活適應、安全感上的影響最大。另一方

面也從受訪者中，整理出「與母親同住」、「曾接受機構安置」、「曾單獨與父同住」

三種環境轉換的型態（如表 5-2），而每種不同類型的環境轉換，也有不同的家庭

重建危機及需求。此外，研究者也關注到家庭內部與兒童個人仍擁有其特有的資

源來因應危機。以下便綜合討論兩類受訪兒童的照顧者、居住環境、人際/學校

轉換遭遇的阻礙與助力，並探討他們的感受、因應資源及需求期待。 

表表表表 5555----1111 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經驗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經驗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經驗婚暴目睹兒童主觀家庭經驗（（（（兩類兒童的對照兩類兒童的對照兩類兒童的對照兩類兒童的對照））））    

 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期待父母重聚的小文與小敏（（（（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家家家家！！！！不一定要有爸爸不一定要有爸爸不一定要有爸爸不一定要有爸爸（（（（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    1.1.1.1.父親的傷害與恐嚇父親的傷害與恐嚇父親的傷害與恐嚇父親的傷害與恐嚇 

(1) 父親傷害我們 

(2) 父親欺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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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照顧者角色的轉換照顧者角色的轉換照顧者角色的轉換照顧者角色的轉換    

(1) 父親形象時好時壞 

(2) 父親很少陪伴我們 

(3) 父親不再保護我們 

(4) 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    

2.2.2.2.照顧品質不佳照顧品質不佳照顧品質不佳照顧品質不佳////不穩定不穩定不穩定不穩定    

(1) 母親無力維持穩定照顧 

(2) 父親無法回應我們的需求 

(3) 照顧者缺席，手足相依為命    

3.3.3.3.居住居住居住居住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    

(1) 居住環境不穩定 

(2) 經濟生活的落差，物質享受降低    

3.3.3.3.居住居住居住居住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    

(1) 被迫進入陌生的環境 

(2) 經濟生活惡化    

一、 

變變變變 

動動動動 

期期期期 

家 

庭 

經 

驗 

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    4.4.4.4.轉學造成學習中斷轉學造成學習中斷轉學造成學習中斷轉學造成學習中斷    

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 1.1.1.1.對父親很反感對父親很反感對父親很反感對父親很反感    

1.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 

(1) 想念離開的母親 

(2) 媽媽很偉大、最重要 

(3) 對父親行為感到不滿 

(4) 對父親放棄我們感到恐懼、驚訝 

(5) 不喜歡爸媽沒有住在一起 

(6) 不太敢告訴朋友轉換照顧者的原因 

2.2.2.2.對照顧品質不佳對照顧品質不佳對照顧品質不佳對照顧品質不佳////不穩定的感受不穩定的感受不穩定的感受不穩定的感受    

(1) 比起經濟上的照顧，我們更需要陪

伴 

(2) 雖被挑撥，仍慢慢感受到母親的關

心 

(3) 很依賴哥哥姊姊的照顧 

(4)(4)(4)(4) 長子（女）角色承擔壓力大    

2.對環境轉換的感受對環境轉換的感受對環境轉換的感受對環境轉換的感受 

(1) 一開始對搬家滿懷期待 

(2) 雖不喜歡一直換環境，但仍能正向看待 

(3) 不喜歡父母會爭吵的家 

(4) 懷念熟悉的生活環境 

(5) 懷念可供遊戲的生活環境 

3.3.3.3.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對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改變的感受    

(1) 不喜歡沒有母親陪伴的環境 

(2) 樂於與母親共體時艱 

(3) 對機構生活的感受-其實很好玩 

(4) 照顧者穩定，對環境改變便能正向

看待    

二、 

變變變變 

動動動動 

期期期期 

兒 

童 

主 

觀 

感 

受 

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    4.4.4.4.對轉學的感受對轉學的感受對轉學的感受對轉學的感受    

(1) 失去朋友，我沒差？ 

(2) 學業挫折感大 

1.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父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    

(1) 管太多的母親 

(2) 父親的疏遠 

(3) 父親仍有無可取代的功能 

(4) 旁人協助增進親子關係 

(5)(5)(5)(5) 必須肩負照顧弟妹的責任    

1.1.1.1.適應單親生活適應單親生活適應單親生活適應單親生活    

(1) 母親管教方式的重新協調 

(2) 不與父親來往 

(3) 手足關係重新調整 

    

2.2.2.2.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生活品質不佳    2.2.2.2.重新適應陌生環境重新適應陌生環境重新適應陌生環境重新適應陌生環境    

三、 

調調調調

適適適適 

∣∣∣∣ -

穩穩穩穩

定定定定 

期期期期 

家 

庭 

經 

驗 

3.3.3.3.轉換學校適應困難轉換學校適應困難轉換學校適應困難轉換學校適應困難    3.3.3.3.適應新學校適應新學校適應新學校適應新學校    

(1) 家庭問題影響學校生活 

(2)(2)(2)(2) 課業是的生活重心    

四、 

調調調調

適適適適

∣∣∣∣ 

穩穩穩穩

定定定定

期期期期 

兒 

1.1.1.1.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對照顧角色重新分配的感受 

(1) 母親的情緒性管教讓我害怕 

(2) 我可以體諒母親的壓力 

(3) 對與父親疏遠關係仍正向看待 

(4) 手足陪伴角色更顯重要 

(5) 現在朋友非常重要 

(6)(6)(6)(6) 只要父母合作，可以習慣單親生活    

1.對單親生活的感受對單親生活的感受對單親生活的感受對單親生活的感受 

(1) 跟母親生活很快樂 

(2) 與母親關係更加緊密 

(3) 家，不需要爸爸 

(4) 不會想念離開的父親 

(5) 對父親形象的幻滅 

(6) 父親應該在經濟上補償我們 

(7)(7)(7)(7) 懷念以前與手足相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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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轉換 

2.2.2.2.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對居住環境不佳的感受    

(1) 逆境中正向思考 

(2) 隨遇而安、已經滿足了 

(3)(3)(3)(3) 對自己能獨立感到驕傲    

2.2.2.2.居住居住居住居住////物質環境感受物質環境感受物質環境感受物質環境感受    

(1) 喜歡現在的家 

(2)(2)(2)(2) 跟著媽媽就好了    

3.3.3.3.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無法維繫原人際網絡，，，，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    3.3.3.3.對轉學對轉學對轉學對轉學////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同儕互動經驗的感受    

(1) 喜歡這次的轉學 

(2) 想念轉學前的朋友 

(3)(3)(3)(3) 一直換朋友很麻煩    

童 

主 

觀 

感 

受 

4.4.4.4.其他感受其他感受其他感受其他感受----以後不想結婚以後不想結婚以後不想結婚以後不想結婚    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無表達    

1.1.1.1.調適照顧者轉換調適照顧者轉換調適照顧者轉換調適照顧者轉換/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 

(1) 適應沒有母親的日子-轉移注意力 

(2) 與母親磨合-爭取與試探 

1.1.1.1.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適應家庭成員改變的方法    

(1)     轉移注意力，淡化對母親的思念 

(2) 建立新的人際網絡，融入機構生活 

(3) 母親定期聯繫，維繫穩定依附關係 

(4)(4)(4)(4) 調適手足分離的思念之情-不要一

直想    

2.調適調適調適調適居住居住居住居住環境不佳環境不佳環境不佳環境不佳/經濟生活落差的方經濟生活落差的方經濟生活落差的方經濟生活落差的方

法法法法 

(1) 收起玩心，學習成熟獨立 

(2) 不要想太多！-轉移注意力 

(3)(3)(3)(3) 規劃金錢    

2.2.2.2.調適居住環境調適居住環境調適居住環境調適居住環境////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經濟生活落差的方法    

(1)  手足的帶領與陪伴 

(2) 經濟生活惡化，學會克制慾望 

(3) 學會幫忙做家事 

五、 

兒 

童 

的 

調 

適 

方 

式 

3.3.3.3.調適調適調適調適轉學轉學轉學轉學的不適的不適的不適的不適 

(1) 友善同儕削減突然轉學的適應問題 

(2)(2)(2)(2) 尋找聯絡管道、交新朋友    

3.3.3.3.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新朋友減低失去原人際網絡的失落    

1.1.1.1.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    

(1) 我想要家人開心 

(2) 我想要一個不吵架的美滿家庭 

(3)(3)(3)(3) 我期待父母能多給一點自由與個人空

間    

1.1.1.1.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對家人的期待    

(1) 理想的父親就是不要像爸爸一樣 

(2) 希望媽媽兼具父、母雙重角色 

(3) 希望除了爸爸以外的家人住一起 

(4)(4)(4)(4) 希望家庭氣氛溫暖和諧    

六、 
對 

家 

的 

期 

待 

與 

需 

求 

2.2.2.2.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對居住環境的期待對居住環境的期待    

(1) 期待居住品質改善 

(2) 期待回到懷念的故居 

(3)(3)(3)(3) 我希望能改善家裡經濟困境    

2.2.2.2.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希望有個安全的大房子    

    

    

表表表表 5555----2222：：：：婚暴目睹兒童環境轉換類型婚暴目睹兒童環境轉換類型婚暴目睹兒童環境轉換類型婚暴目睹兒童環境轉換類型    

    

 變動期 調適-穩定期 

第一類轉換型態 機構安置 單親/與母居住 

第二類轉換型態 與施暴父親同住 單親/與母居住 

第三類轉換型態 與母搬遷 單親/與母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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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兒童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兒童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兒童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兒童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    

一一一一、、、、父親缺席父親缺席父親缺席父親缺席，，，，母親需身兼父職母親需身兼父職母親需身兼父職母親需身兼父職 

在詢問受訪兒童在環境還不穩定的變動期對轉換照顧者的感受時，兩類受訪

兒童對照顧者轉換的感受有所不同：期待父母復合的第一類受訪兒童，對父親的

行為及婚姻暴力狀況較不清楚，因此一開始還期待父親提供協助，賦予父親較多

情感支持的角色期待，對父親離開及冷漠有較多的失落感、情感上既依戀又憤

怒。另一類受訪兒童，其身心涉入暴力較為嚴重，在此時期對父親存著高度憤怒，

也不期待父親提供照顧。反觀兒童對母親扛起所有照顧責任的看法，雖說施暴者

對受暴者的暴力行為及輕蔑態度會動搖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權威（洪素珍，

2003；胡美齡，1999），但本研究詢問受訪兒童對受暴母親的觀感時，發現有些

兒童，不但不因目睹母親受暴而動搖母親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因看到母親獨

立撫養他們，覺得母親很偉大，較親近母親、替母親抱不平、更能體諒母親的壓

力及情緒，當母親對他們做出不合理的情緒性管教時，雖會因此與母發生衝突，

但事後仍傾向體諒。 

進入調適期-穩定期，家庭穩定的由母親照顧，父親的照顧功能幾乎消失。

本研究也詢問兒童當時對這樣照顧環境的感受，第一類受訪兒童提出對父親的負

面情緒以隨時間減少，也還喜歡父親、需要父親在物質生活或其他生活上的協

助，因此仍期待父母能合作，提供他們比較完善的照顧品質，但對第二類受訪兒

童來說，因變動期遭受過父親的心理上傷害或生活上的騷擾，使得這群受訪兒童

多半提出不期待父親陪伴或情感上的照顧，認為父親現在能做的只有經濟上的供

給，也有受訪兒童對於過去父親的行為仍存在憤怒與不平，認為父親應該多給他

們錢，以補償過去對他們的傷害。另一方面，從受訪兒童、受訪母親及研究者觀

察家庭互動也發現，兒童與母親的關係更緊密，並對母親抱持照顧、保護的多重

角色期待。 

從受訪兒童的感受中可知，在家庭轉換的變動期，均面臨照顧者由雙親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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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暴母親獨力撫養的單親家庭，值得注意的是，這群受訪兒童的母親均表示，

攜子離家的婚暴婦女，因為親友、鄰里多半不敢或不願支持，使得撫養重擔全落

在受暴母親一人身上。 

二二二二、、、、情情情情感上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感上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感上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感上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不論在變動期或調適、穩定期，轉換照顧者後，父親的功能都開始淡出，也

與兒童的接觸較少，有些受訪兒童提出父親會藉由提供給兒童物質條件及物質享

受來維持關係。對此現象，受訪母親也表示十分擔心兒童會因此靠向父親，但根

據受訪兒童對此的感受可知，他們並不會單只考量經濟生活條件來選擇跟隨父親

或母親。根據 Piaget (1976)的研究，學齡期後期的兒童，重視家庭情感支持（引

自 Borduin et al. , 1990, p.34)，而從單親家庭生活品質的影響因素來看，父母對家

庭投入的時間及心力，也比維持兒女的財物資源來得重要（趙善如，2006）。就

如同本研究受訪兒童一般，他們較重視家庭提供情感上的功能，比起物質享受，

他們比較需要陪伴。 

三三三三、、、、照顧者不穩定照顧者不穩定照顧者不穩定照顧者不穩定，，，，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 

本研究亦從兩類兒童家庭轉換經驗中發現，是否能穩定的轉換照顧者影響他

們對照顧者的安全依附。本研究發現，第一類兒童對轉換照顧者較能接受，也較

無表達轉換照顧者的不適應及不安全感，但第二類兒童則對於離開母親、轉換照

顧者表達較多對環境產生不安全感及不適應，並擔心母親不要他們。根據文獻提

出，動盪、不穩定的環境將不利於兒童健康發展（Harden, 2004），就依附觀點也

提出兒童與照顧者的親子關係中斷（disruptions）將造成兒童發展為混亂型依附

的不安全依附關係（Dozier & Bick,  2007）。依此文獻角度探究兩類兒童對轉換

照顧者感受之差異，發現第一類兒童期照顧者是穩定的從祖父母、雙親轉換到由

母親照顧，且一旦轉換後便就無再度變動，相較於本研究中的第二類兒童，在家

庭轉換的過程中，經歷監護權爭奪、被迫與母短暫分離，居住在陌生或自己不喜

歡的環境中等無預警或無法掌控的狀況，也使得第二類兒童產生較多發展上的困

擾、不安全依附及不適應。除此之外，也使得進入調適期-穩定期後，這些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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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依附的問題，開始影響母親的管教權威及母女間互動關係，如同凱凱母親表

示，在母子間因管教發生口角時，凱凱便會藉機抱怨之前對他們遺棄。 

四四四四、、、、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轉換照顧者影響手足互動 

過去文獻及家庭系統理論均曾提出目睹暴力將影響手足間的互動（林妍佑，

2005；陳卉瑩，2003；葉致芬，2004），本研究也詢問受訪兒童主觀知覺手足互

動的改變，卻發現並非所有目睹暴力兒童均因目睹暴力改變手足互動，如同第一

類受訪兒童，目睹暴力不會影響手足互動，反而轉換照顧者才是改變手足相處的

關鍵。探究目睹暴力之所以不對此類受訪兒童的手足造成影響的原因，可根據家

庭系統理論所提出的概念，認為婚暴家庭中，手足次系統的改變是為了因應婚姻

次系統失調，適時『平衡』、『保護』家庭系統窺知（葉致芬，2004）。本研究此

對受訪兒童的祖父母在婚姻次系統失調之時，即時扮演婚姻衝突的仲裁者、並穩

定孩子的情緒，也使得手足次系統較不易受到父母次系統的影響。由此研究發現

可注意到，對目睹暴力兒童來說，手足相處問題或互動改變不盡然都是暴力所影

響，照顧者的轉換也促使手足改變原有互動模式來適應。換言之，在轉換照顧者

的過程中，管教方式是否適當、管教的一致性，也成為手足互動的重要影響因素。 

五五五五、、、、兄姊被賦予過度的權力及壓力兄姊被賦予過度的權力及壓力兄姊被賦予過度的權力及壓力兄姊被賦予過度的權力及壓力 

轉換照顧者的過程中，受訪兒童因為不同照顧者提供的照顧品質及模式不連

續或部分照顧功能欠缺，促使年紀較大的兒童必須填補照顧上的缺口。本研究試

圖瞭解兒童主觀對親職化的想法，並對照一對姊妹對親職化的感受，結果發現年

紀較長的一方感受到自己滿足弟妹陪伴需求的同時，自己的需求卻無法被滿足，

而根據母親補述，當時兒童也提出對此需求被剝奪、被賦予過重責任感到不平

衡。根據文獻指出，這種需求長期無法滿足，未來將可能導致兒童在自我認同、

情緒表達及控制上的發展困擾（Well & Jones,2000；Eearley & Cushway,2002）。    

另一方面，就被姊姊照顧的受訪兒童而言，雖對姊姊的照顧感到溫暖、並讓

她感受到在陌生的環境下，還有姊姊陪伴而減低他在環境中的不適應。但根據母

親的補述，因姊姊取代母親管教地位，使得手足兩人地位不平等，導致妹妹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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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互動上受到壓抑，無法表達需求，也增加手足相處的壓力。這種手足間位階不

平等的現象，使得當手足再度回歸母親照顧時，母親、手足在重新協調家庭角色

及位階上發生困難。 

貳貳貳貳、、、、    對居住環境轉換的感受對居住環境轉換的感受對居住環境轉換的感受對居住環境轉換的感受    

本研究藉由幾位 9-13 歲的受訪婚暴目睹兒童回憶家庭轉換歷程及描述近期

的生活，從中歸納出離開婚暴後的三個家庭轉換類型，也整理出這些不同的家庭

轉換類型，在不同階段均會出現不同的困境及需求（如表 5-3），以下便分點敘

述婚暴目睹兒童對此三種轉換類型的感受與需求： 

一一一一、、、、對機構安置的感受對機構安置的感受對機構安置的感受對機構安置的感受 

針對兒童對機構安置的主觀經驗已有一些相關研究，有些研究提出兒童住在

機構中必須面對生活形態、人際網絡的改變，造成他們的壓力及適應問題（Johnson, 

Yoken, & Voss, 1995； Fantuzzo & Lindquis ,1989，引自曾慶玲，民 87，頁 37），也

有研究指出，兒童主觀知覺的機構生活是正向的，兒童並不如想像中般排斥

(Ornduff & Monahan,1999)。對此本研究深入瞭解兒童對機構安置的主觀感受，

發現他們也提出機構生活有許多好玩的地方，也能吃好吃的東西，但他們還是不

喜歡住在機構裡。其原因可分為兩類： 

((((一一一一) ) ) ) 擔心離開母親擔心離開母親擔心離開母親擔心離開母親：：：：想念母親卻見不到母親、擔心母親是否打算遺棄他們、

憤怒母親無緣無故將他送至機構、害怕母親不在會被機構內的人欺負。 

((((二二二二) ) ) ) 不喜歡機構型態不喜歡機構型態不喜歡機構型態不喜歡機構型態：：：：不習慣陌生環境、沒有像家裡有足夠的自由空間、

家裡氣氛比較熱鬧、溫馨。 

此外，研究也發現當這群受訪兒童離開安置機構後，會因為在機構安置階段

對照顧者的不安全感及憤怒，使得轉換由母親照顧後，需處理兒童的不安全依附

感，並重新調整單親家庭型態的角色分配。 

二二二二、、、、對與父親對與父親對與父親對與父親同住的感受同住的感受同住的感受同住的感受 

根據有離開母親而與父親同住的受訪兒童經驗，他們都並不認為在與父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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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時有遭到虐待或肢體傷害，甚至有些受訪兒童認為與父親同住的生活品質較

佳，但受訪兒童仍不喜歡與父親同住，整理其原因包括以下幾項因素： 

((((一一一一) ) ) ) 父親不當管教態度父親不當管教態度父親不當管教態度父親不當管教態度：：：：不當管教，令兒童心生恐懼。 

((((二二二二) ) ) ) 成為挑撥的工具成為挑撥的工具成為挑撥的工具成為挑撥的工具：：：：藉由同住的機會，使其與母切斷聯繫，並在兒童面

前中傷母親形象。 

((((三三三三) ) ) ) 父親非真心關懷父親非真心關懷父親非真心關懷父親非真心關懷：：：：父親在婚暴發生前提供的關懷少，對兒童需求遲鈍、

不瞭解兒童、時常說話不算話，使兒童懷疑父親是否真心關懷。 

((((四四四四) ) ) ) 兒童親職化兒童親職化兒童親職化兒童親職化：：：：根據本研究受訪兒童主觀敘述，父親一直以來均較少照

顧他們的生活起居，也因此與父親單獨同住後，父親仍無法勝任照顧

功能，造成家中較大的孩子親職化，犧牲自我需求，擔負照顧弟妹之

沈重責任。 

((((五五五五) ) ) ) 目睹暴力的陰影目睹暴力的陰影目睹暴力的陰影目睹暴力的陰影：：：：目睹暴力將對兒童造成人際技巧不佳（Banett, 

1997）、情緒（Hughes, 1988）上的困擾及生理症狀（Fantuzzo & Lindquist, 

1989，引自曾慶玲，民 87，頁 37）。根據照顧者補述，不喜與父親同

住的受訪兒童在變動期有人際、外向或內向性行為等目睹創傷，尤其

面對父親時症狀更加明顯，而受訪兒童也已認定父親之前對母親有不

當行為，因此認為不管父親能提供多好的生活，母親都比父親好。 

((((六六六六) ) ) ) 暴力發生之前與父親關係不佳暴力發生之前與父親關係不佳暴力發生之前與父親關係不佳暴力發生之前與父親關係不佳：：：：婚暴之前與父親親子關係較淡漠的兒

童，較不習慣與父親同住，反之，仍有一受訪兒童因之前與父關係良

好，所以一開始與父親同住時並無感到不習慣。 

與施暴父親同住的兒童，可能因施暴父親照顧不當及疏忽，對兒童身心發展

造成危機，也可能因父親及其他替代照顧者（ex:祖父母、傭人或保姆）缺乏足

夠的親職技巧或無法回應兒童所需的照顧及陪伴，使得一些排行較大的兒童需求

無法被滿足，並造成兒童親職化，肩負過重的角色壓力。另一方面，當這群兒童

再度回到受暴母親身邊時，兒童可能將過去與父親居住時的委屈及憤怒投射在母

親身上，影響母子互動關係，或因之前造成的親職化現象，使得兒童與母同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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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轉換 

在調適家庭角色上出現困難。 

三三三三、、、、對穩定與母親同住的感受對穩定與母親同住的感受對穩定與母親同住的感受對穩定與母親同住的感受：：：： 

此類兒童較少轉換照顧者，只轉換學校及居住環境，從變動期轉換到穩定期

所產生的適應困境也與單親適應困境類似，如同彭淑華（2003）的研究指出，經

濟困境及對經濟生活的不安全感、母親的教養壓力、社會孤立均是單親家庭可能

面臨的議題。 

表表表表 5555----3 3 3 3 家庭轉換各階段之困境與需求家庭轉換各階段之困境與需求家庭轉換各階段之困境與需求家庭轉換各階段之困境與需求    

 變動期 調適-穩定期 

第一

類轉

換型

態 

機構安置 

擔心被母親拋棄 

對陌生環境產生不安全感 

人際網絡需重新建立 

目睹暴力的創傷 

單親/與母居住 

兒童與照顧者間的親子衝突 

兒童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 

家庭規則與角色需重新協調 

第二

類轉

換型

態 

與施暴父親同住 

父親的威脅與傷害 

父親疏忽或不當管教 

父親趁機削弱母親形象 

母子依附關係中斷 

長子、長女親職化 

單親/與母居住 

子女將對父親的憤怒投射在母親身上 

兒童與父親同住留下的心理創傷 

調整兒童家庭角色，處理親職化議題 

重建母子安全依附關係 

協調母子間親子關係 

第三

類轉

換型

態 

與母搬遷 

對經濟環境落差的失落 

母親情緒性管教對兒童造成的壓力 

對父親疏離的失落感 

環境不穩定造成的不安全感 

單親/與母居住 

經濟生活不穩定 

兒童對經濟環境產生不安全感 

協調親子互動關係及管教方式 

父母照顧角色需重新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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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對環境轉換的需求對環境轉換的需求對環境轉換的需求對環境轉換的需求 

對於轉換環境的感受，兩類兒童大部分都不排斥搬遷，但從他們對搬遷後的

環境有不同感受。從第一類的受訪兒童可知，他們在轉換環境後面臨最大的困擾

是生活品質、經濟生活的落差及家人關係改變，而他們也期待居住環境及物質條

件不要與之前差異太大，家庭氣氛要和諧。相較於第一類受訪兒童，第二類受訪

兒童在轉換環境時面臨最大的困擾是照顧品質的不穩定及經濟困境，受訪兒童對

環境轉換的要求偏向情感需求，希望有母親陪伴，擁有溫暖、安全感等情感上的

滿足，在此條件滿足下，經濟拮据他們是可以接受的，如同 Kline, Johnston 及 

Tschann (1991)研究所提出的，離開暴力情境後，兒童與照顧者的關係品質在兒童

適應上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 

 另一方面，發現有些受訪兒童對於生活品質、居住環境差，仍可抱持著正向

的看法、視惡劣的環境為成長的契機，也能幽默的看待家中的惡劣環境。例如小

文表示房子像鬼屋，但很有趣，也對自己在逆境中成熟獨立感到驕傲，而小敏也

表示對轉換環境抱持著開放、彈性的態度，並樂於嘗試。此外，根據母親補述，

小敏也會幽默的看待家中衛生環境不佳的問題，並安慰母親。 

參參參參、、、、    對轉學對轉學對轉學對轉學////人際網絡轉換的感受人際網絡轉換的感受人際網絡轉換的感受人際網絡轉換的感受    

學校對學齡期的兒童是除了家庭以外的重要環境，處於家庭轉換過程中的受

訪兒童，他們都面臨轉學、學業跟不上及失去人際網絡的困擾。而大部分受訪兒

童提出轉學最大的困擾是因為過程中學習中斷、學習不連續，使得他們在適應課

業上有困難，並對此感到挫折。另一方面，對人際轉換的困擾是因為轉學使他們

失去原有的人際網絡，也對於難以再與之前朋友取得聯繫感到難過。 

肆肆肆肆、、、、    兒童因應家庭轉換的方式兒童因應家庭轉換的方式兒童因應家庭轉換的方式兒童因應家庭轉換的方式    

一一一一、、、、適應照顧者適應照顧者適應照顧者適應照顧者的轉換的轉換的轉換的轉換 

兒童面臨照顧者轉換時，被迫與原照顧者分離，使得兒童產生適應上的困

難。面對這些不適應，婚暴目睹兒童因應的方式可分為「消極因應」、「積極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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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採「消極因應」的兒童並不會特別採取什麼行動或求助於人，當情緒來時，

靠刻意做別的事情來逃避或淡化情緒，例如睡覺、安慰自己遲早可與母親見面、

找事情做轉移注意力。採「積極因應」的兒童，則積極融入陌生環境，建立新的

人際網絡，減低對母親的依賴。根據受訪兒童的因應策略，受訪兒童並不會單用

一類因應方式，一開始先採消極因應，試圖淡化失去照顧者的情緒，一段時間後

則採取積極的因應措施，讓自己融入生活環境中，當兒童建立起人際網絡，也較

不孤單，對母親的依賴及母親不再身邊的不適應也隨之減低。 

從兒童因應照顧者的模式中亦發現，友善環境所提供的正向生活經驗將促使

兒童採取「積極因應」的方式來轉移對母親離開的注意力。受訪兒童多半表示一

開始都很不能適應照顧者轉換，但隨著環境提供一些正向、有趣的事情、在新環

境建立新的人際網絡，也能慢慢適應陌生環境。此外，根據依附理論，親子間的

安全依附有助於兒童社會能力的運用及適時利用外在資源面對挫折，也比較有能

力處理情緒（黃翠湄等譯，2002；劉蓉果，1998），如同晴晴提出的，居住機構

後一段時間，因可預期母親會來就比較能釋懷。因此，照顧者與兒童若能保持穩

定、可預期的聯繫，則兒童也較有安全感，願意探索陌生環境。 

二二二二、、、、適應居住環境的轉換適應居住環境的轉換適應居住環境的轉換適應居住環境的轉換 

環境轉換使兒童要適應陌生環境、居住品質不如從前，需適應物質生活的落

差、母親必須扛起經濟重擔，也造成生活形態改變。針對這些改變，兒童也分別

提出以下因應方式： 

(一一一一) 適應陌生環境適應陌生環境適應陌生環境適應陌生環境：：：：依賴兄長的協助，積極的探索陌生環境，使其適應新

環境。也促使手足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二二二二) ) ) ) 對物質生活的落差對物質生活的落差對物質生活的落差對物質生活的落差：：：：兒童對經濟生活大不如前，多半能在母親讓他們

瞭解家庭困境後，體諒母親，並且克制慾望，年紀較長的兒童，則學

會規劃金錢，量入為出。母親與孩子公開討論家庭的經濟狀況，不但

不會增加兒童對家裡的經濟的壓力，反而有助於孩子調適目前的家庭

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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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隨著母親必須將一部份家務責任交給子女，受訪兒童也抱持正向

態度，一方面調整心態，對環境的變化保持彈性的態度、收起玩心，學習成熟獨

立，開始學習做家事。而家庭的安定、穩定的情感性支持也減弱經濟生活等工具

性資源的不足。    

這些轉換應是不利於兒童適應的，但從兒童因應的方式中可發現，這些居住

環境的困境，並非均對兒童造成負面影響，反而促使兒童成長、學習正向看待環

境，也提升了兒童適應環境的能力。 

三三三三、、、、適應轉學適應轉學適應轉學適應轉學/人際網絡的轉換人際網絡的轉換人際網絡的轉換人際網絡的轉換 

受訪兒童的變動期多半在國小低年級，據受訪兒童表示，因當時年紀還小，

對當時朋友記憶較模糊，因此對於失去舊友較無不適應。另一方面，也有受訪兒

童表示曾因轉學而有思念的舊友，並認為有效的因應方式是交新朋友，重建新人

際網絡。 

另一方面，在適應新學校方面，友善同儕削減突然轉學對兒童造成的適應問

題。受訪兒童提出，在適應轉學的過程中，友善的同儕、老師，以及母親耐心的

陪伴與協助都是讓他們覺得適應並不困難的因素。 

兒童因應轉學/人際網絡轉換的能力視兒童社交技巧而有差異。如同晴晴，

因其受目睹暴力的影響，在社交技巧及人際相處上屢遭挫折，使其較難依靠建立

新的人際網絡來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對於新環境適應發生挫折，也較傾向以逃避

的方式來避開人際困難。但對小穎來說，容易與朋友建立關係，對於適應新居住、

學校環境也較晴晴快。    

伍伍伍伍、、、、    對家庭型態的看法對家庭型態的看法對家庭型態的看法對家庭型態的看法    

大部分受訪者是可接受離婚的，且根據兒童敘述，離婚對他們的人際關係尚

無造成阻礙、反而從跟同儕的比較裡，突顯母親的偉大，或努力從與同儕的物質

生活差異中，尋找自己家庭的優勢。另一方面，對離婚的態度，也視母親的態度、

經濟是否獨立、分開的父母是否能合作有關。從本研究中兩類兒童的比較中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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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較不受目睹暴力影響的第一類兒童，對父親抱持著正向的看法，對之前的家

庭也較多正面回憶，使得受訪兒童仍會懷念過去父母關係良好的時光，期待父母

復合，但若父母無法保證提供一個衝突、沒有爭吵的家庭氣氛，則復合也非兒童

的期待。根據廖翊合（2007）家庭氣氛在學齡期兒童對家的滿意程度上扮演重要

角色。而對目睹家庭嚴重衝突的兒童來說，家庭氣氛比家庭型態來得重要(Amato, 

Loomis & Booth , 1995，引自李曉燕、李詠慧，2005，頁 69)。如同第一類的小文

與小敏，從他們對家的期待中仍發現，他們需要的是合作的父母，不是同住而爭

吵不休的夫妻，而第二類的兒童，則因為過去對婚暴家庭經驗的負面情緒，也認

為家不一定要有爸爸。 

陸陸陸陸、、、、    對家的期待與需求對家的期待與需求對家的期待與需求對家的期待與需求    

婚暴目睹兒童在離開婚暴情境後，體會到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及家人關係破

碎，也讓他們有經濟協助及家人關係產生新的需求（陳卉瑩，2003）。本研究對

此也進一步瞭解這群受訪兒童在脫離婚暴情境後的家庭經驗中，產生哪些需求。

以下分別提出受訪兒童對家在「物理環境方面」、「心理支持方面」的期待與需求： 

一一一一、、、、物理環境方面物理環境方面物理環境方面物理環境方面 

受訪兒童期待目前的居住環境改善、希望回去之前有美好家庭經驗的環境、

家庭經濟困境得以改善、安全的大房子，可容納所有他喜歡的人，並讓會傷害他

的人找不到。 

二二二二、、、、心理支持方面心理支持方面心理支持方面心理支持方面 

在心理支持方面，經歷家庭轉換，兩類兒童對家庭氣氛、家庭成員也產生一

些期待：  

(一一一一) 期待和諧的家庭氣氛期待和諧的家庭氣氛期待和諧的家庭氣氛期待和諧的家庭氣氛：：：：期待家人能開心，尤其是母親、不要吵架、氣

氛溫暖和諧。 

((((二二二二) ) ) ) 期待母親放鬆管教期待母親放鬆管教期待母親放鬆管教期待母親放鬆管教：：：：整理受訪照顧者的補述，發現在家庭轉換的過程

中，擔心子女在此環境下學壞、情緒壓力、母兼父職導致管教立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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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均可能影響受暴母親對子女的管教態度，而小文與小敏也提到對

母親的情緒管教仍無法適應，期待母親能放鬆管教，讓他們多些自由。 

((((三三三三) ) ) ) 對父親的期待對父親的期待對父親的期待對父親的期待：：：：第二類的兒童對於家庭組成及父親形象因經歷家庭轉

換歷程，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們從自己所討厭的父親外表、行

為、個性中，描繪出父親應是無不良嗜好、個性溫和的，並且都不太

希望把父親納入家人。此外，如同小文提到的，雖然受目睹暴力影響

較少，但從小目睹父母衝突，仍使其以後不想結婚。因此，不管夫妻

間有無發生暴力，但兒童長期處於爭吵的家庭氣氛中，無法獲得正向

的兩性相處方式，仍有可能影響兒童對未來兩性、婚姻關係的認知（柯

里斯、林為正，199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其他研究發現與討論其他研究發現與討論其他研究發現與討論其他研究發現與討論    

壹壹壹壹、、、、    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的資源困境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的資源困境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的資源困境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的資源困境    

本研究除了瞭解婚暴目睹兒童主觀經驗，也訪談受訪兒童的照顧者，並從照

顧者敘述中，發現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家庭在轉換過程中面臨的資源困境，分點敘

述如下： 

一一一一、、、、社會資源不連續導致家庭重建困難社會資源不連續導致家庭重建困難社會資源不連續導致家庭重建困難社會資源不連續導致家庭重建困難 

有受訪照顧者表示，兒保社工與婦保社工有其不同的堅持與立場，中間卻缺

乏很好的橋樑，若母親不夠清楚目前家庭階段所需要的立場，將無法整合這些資

源。因此兒保與婦保資源中間的銜接及資源整合不足，使他在應用各項資源時耗

費心力。然而，婦女在身心遭受創傷之餘，一方面需穩定經濟及居住生活上的危

機，以準備跟父親打監護權的官司，另一方面要整合資源以解決兒童因目睹暴力

的身心困擾，使其覺得即使社會資源豐富，但要適當利用資源以協助解決困境又

是另一個問題。 

二二二二、、、、非正式資源對家庭重建支持薄弱非正式資源對家庭重建支持薄弱非正式資源對家庭重建支持薄弱非正式資源對家庭重建支持薄弱 

雖在第四章並未摘錄受訪兒童的母親的看法，但從幾位受訪兒童的母親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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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一致強調，雖然娘家是願意接受或支持婦女離開施暴者，但卻不代表接受

母親帶著孩子一起回到娘家。有些娘家只願支持婦女，卻不願協助照顧孩子，其

原因一方面是有些傳統價值觀認為孩子是父親的，另一方面則認為養孩子是父親

那方責任，擔心此時接下照顧孩子的責任，未來父親那方更可能不負責。因為這

些原因，使得在轉換歷程中，非正式資源對這些攜子離家的受訪婦女與婚暴目睹

兒童的支持仍十分薄弱的。而親友支持系統一開始便不支持，導致經濟生活更加

困難，兒童更易遭到環境轉換的負面衝擊。 

貳貳貳貳、、、、    影響婚暴目睹兒童對父親情感轉變的原因影響婚暴目睹兒童對父親情感轉變的原因影響婚暴目睹兒童對父親情感轉變的原因影響婚暴目睹兒童對父親情感轉變的原因    

根據綜合兩類目睹受訪兒童的結果，發現即使暴力平息後，仍有暴力以外的

因素，影響兒童對父親的情感轉變及互動關係，以下分點說明：  

一一一一、、、、目睹年齡目睹年齡目睹年齡目睹年齡 

目睹年齡牽涉到兒童對婚暴事件的接觸程度及認知發展，如同涵涵當時年齡

還小，對父母關係的微妙變化較不理解，而父母也會顧及兒童年紀尚輕，刻意隱

瞞家庭轉換背後牽涉的暴力、經濟困境的議題，父親認為年紀小的孩子較不會表

達、聽不太懂，因此較不會對涵涵進行籠絡或詆毀母親。因此，跟小韺比起來，

涵涵對父親的形象比較從與父親的互動中體驗，對父親形象較中立。 

二二二二、、、、跳脫暴力陰影的程度跳脫暴力陰影的程度跳脫暴力陰影的程度跳脫暴力陰影的程度 

兩類受訪兒童在生活尚未穩定時，第一類兒童對父親較多又生氣又渴望的矛

盾情感，第二類則對父親充滿憤怒。但兩類兒童均會隨著生活步入穩定而對父親

的負面情緒降低，以其他角度評斷父親。須注意的是，受父親傷害較嚴重的第二

類兒童，即使生活步入穩定，仍須視兒童心理上是否脫離暴力情境而定，如同晴

晴與涵涵雖與父親少往來，但心理上卻還在重新定位對父親的情感，提及父親，

仍有許多情緒性上的反應。 

三三三三、、、、目睹程度目睹程度目睹程度目睹程度/捲入父母戰爭程度捲入父母戰爭程度捲入父母戰爭程度捲入父母戰爭程度 

對父親離開的看法，視是否遭受父親威脅而有不同：從受訪兒童的感受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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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對父親離開這件事情，仍視當初涉入暴力的程度，是否成為父親利用來傷害

母親的工具、是否將家庭轉換的負面影響歸因於父親有關。對曾被父親傷害、利

用過，並將轉換環境的困頓歸因於父親的受訪兒童，傾向表達支持母親的堅定立

場，即使生活開始穩定，仍對父親懷有敵意、防衛、把父親排拒在家庭成員之外。 

四四四四、、、、父親之前與子女之感情基礎父親之前與子女之感情基礎父親之前與子女之感情基礎父親之前與子女之感情基礎 

相較於第二類受訪兒童，第一類對父親較容易產生又愛又恨的矛盾情感矛

盾。根據受訪兒童及其照顧者的補述，此矛盾情感是來自暴力發生之前已建立的

良好父子關係。而生活步入穩定後，之前與父親感情較好的兒童，也較能淡化家

庭轉換過程中父親的不當行為的情緒，對父親也較多正向看法。 

五五五五、、、、父親回應兒童需求的程度父親回應兒童需求的程度父親回應兒童需求的程度父親回應兒童需求的程度 

從柯里斯、林為正（1995）、黃有志（1999）父親對兒童發展影響的相關研

究中可發現，雖然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對父親賦予男主外、嚴父的形象，但就父親

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可知，父親的情感支持及陪伴是兒童發展需求上的一大重點。

從上述受訪兒童的表達中，仍可發現有些受訪兒童在婚暴之前，甚至家庭轉換歷

程中，都曾需要父親的關懷與陪伴，只是父親長期疏忽、不瞭解、說話不算話，

才逐漸降低父親在受訪兒童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 

六六六六、、、、母親對施暴父親的態度母親對施暴父親的態度母親對施暴父親的態度母親對施暴父親的態度 

當母親立場不明確，也抱持著與先生關係會轉好的態度，則孩子也會受到母

親的影響，期待父母和好（黃宗堅，2006），如同第一類兒童在暴力過後，父母

兩人仍未決定離婚，受訪兒童也對父親的離開視為暫時的狀態。而根據第三節的

家庭，有一些母親明確對孩子表達不可以再提到父親、或是母親仍持續被父親傷

害，則孩子也持續對父親的憤怒，或是即使內心想念，但仍傾向只表達對父親負

面的評價，不承認對父親有所依戀。 

參參參參、、、、    婚暴目睹兒童因應能力婚暴目睹兒童因應能力婚暴目睹兒童因應能力婚暴目睹兒童因應能力及家庭資源及家庭資源及家庭資源及家庭資源    

從婚暴目睹兒童因應外在環境轉換的方式可發現，在穩定的依附關係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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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安全感的前提下，婚暴目睹兒童也能發揮其復原力，運用其內在資源，如

正向思考、幽默感、情緒調節能力、問題解決及人際互動技巧，善用所處的外在

環境資源，並對變動的環境及生活形態抱持彈性，將逆境轉換為成長動力的能力。 

除此之外，根據 Cohen 等人 (2002)研究結果，家人情感、家庭價值觀能有效

因應家庭危機。從本研究的受訪家庭中也發現，家庭成員在家庭危機下產生了一

致的想法，情感連結增強，再加上外部資源的協助，均成為家庭度過危機、支援

兒童調適環境的資源，以下列出家庭因應轉換危機之內、外資源： 

一一一一、、、、家庭凝聚力家庭凝聚力家庭凝聚力家庭凝聚力 

根據本研究受訪照顧者的補述，為了度過家庭危機，母子對克服困境產生一

致的目標，也使家庭成員凝聚向心力，不只在情感上可彼此支持，在家庭角色與

分工上，也較能互助、彈性調整。 

二二二二、、、、良好的溝通良好的溝通良好的溝通良好的溝通 

因應家庭型態轉換產生的經濟、生活模式調整，受訪母親與婚暴目睹兒童開

始建立有效的溝通模式，以隨時協調家庭角色及分工，這些良性溝通不只能促進

親子關係，兒童也可學習參與家庭決策，也增進兒童對家庭困境的瞭解，更能體

諒母親的辛苦。 

三三三三、、、、外部資源外部資源外部資源外部資源    

家庭外學校體系、人際網絡也為兒童削減在家庭中所累積的負面情緒，並轉

移兒童對家庭困境的注意力，而宗教團體對照顧者的精神支持、對母女間因管教

產生的緊張對立，也發揮了疏通的作用。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根據以上結論，發現兒童在轉換環境的過程裡，更需要情感性的陪伴及穩定

的照顧者，而轉換居住環境的適應能力也受到照顧者功能強弱的影響，然而受暴

母親沈重的角色壓力及生活困境，卻使她們無力滿足兒童穩定照顧及情感陪伴的

需求。因此服務網絡及資源如何減低受暴母親的角色及情緒壓力、如何增進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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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親職能力以回應婚暴目睹兒童的需求便是一重要的議題。另一方面，本研究也

發現不同家庭轉換經驗的婚暴目睹兒童也有不同的需求，而在變動期中，不適當

的探視經驗對這群孩子產生的安全問題及心理影響也是需要關注的。除此之外，

也從研究中發現婚暴目睹兒童未必均對困頓生活抱持負面、消極的態度，而處於

危機中的家庭及婚暴目睹兒童也擁有資源及潛能，在適當的協助中，生出正向積

極的態度，調適困境並重拾對未來的希望，這些正向及家庭資源的思考觀點，是

值得社會工作者參考的。以下便根據結論，分別針對婚暴目睹兒童服務網絡、家

庭轉換輔導計畫以及親子關係三部分提供社會工作實務面的建議，並於最後提出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壹壹壹壹、、、、    目睹暴力兒童目睹暴力兒童目睹暴力兒童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網絡服務網絡服務網絡服務網絡    

一一一一、、、、增進目睹暴力兒童增進目睹暴力兒童增進目睹暴力兒童增進目睹暴力兒童、、、、婦保及單親家庭服務資源訊息的整合與輸送婦保及單親家庭服務資源訊息的整合與輸送婦保及單親家庭服務資源訊息的整合與輸送婦保及單親家庭服務資源訊息的整合與輸送 

針對受訪者反應兒保社工與婦保社工有其不同的堅持與立場，中間卻缺乏很

好橋樑的部分，可增加兒保與婦保更暢通的溝通平台及服務合作模式。另外，婚

暴目睹兒童及婚暴婦女的身心復原、家庭重建是在危機解除後仍持續進行的，從

家庭轉換的圖像中發現，婚暴後的家庭轉換所面臨的困境橫跨婚暴目睹兒童、婦

保及單親家庭服務等資源體系：包括婚暴目睹兒童暴力議題及身心症狀、照顧者

身心復原、婦女離婚身心適應、兒童監護權及撫養、經濟生活..等。因此，應持

續加強單親、目睹暴力兒童及婦保服務輸送體系的資源整合，使脫離婚暴的家庭

在變動期能獲得整合性的各項服務，滿足家庭重建需求，並增進資訊的可及性，

讓脫離婚暴的家庭即使在離開福利體系後，仍能持續獲得所需之服務資訊，進行

長期婚暴目睹兒童身心復原及家庭重建計畫。 

二二二二、、、、促進學校及教育單位對婚暴目睹兒童的敏感度及協助促進學校及教育單位對婚暴目睹兒童的敏感度及協助促進學校及教育單位對婚暴目睹兒童的敏感度及協助促進學校及教育單位對婚暴目睹兒童的敏感度及協助 

學齡期兒童需要穩定的學校環境讓他們形成自我、學習人際技巧(Malia & 

Julia,1996；洪素珍，2003）尤其對將步入青少年階段的兒童，關注的焦點也逐漸

從家庭轉移到學校同儕。因此，學校環境便成為將邁入青少年階段的兒童適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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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重要資源，教師若能熟悉社福資源、敏感於家庭轉換中的目睹學童在學業及

心理上的需求，並針對特殊需求提供額外協助及資源轉介，將有利於婚暴目睹兒

童的復原。目前目睹暴力兒童服務的推展，已逐漸重視與教育單位合作，而教育

體系也逐漸關切目睹暴力、高風險、危機家庭的學童，未來還有待透過宣導及建

置不同危機家庭兒童的評估指標，以利教師評估轉介。此外，也需定期瞭解教育

單位立場及對社福資源使用的困境，以建立一套教育與社福系統的合作及轉介模

式。 

貳貳貳貳、、、、    家庭轉換輔導計畫家庭轉換輔導計畫家庭轉換輔導計畫家庭轉換輔導計畫    

一一一一、、、、婚暴目睹兒童的福利服務及輔導計畫可依婚暴家庭轉換型態規劃服務婚暴目睹兒童的福利服務及輔導計畫可依婚暴家庭轉換型態規劃服務婚暴目睹兒童的福利服務及輔導計畫可依婚暴家庭轉換型態規劃服務婚暴目睹兒童的福利服務及輔導計畫可依婚暴家庭轉換型態規劃服務 

從本研究對婚暴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歷程的分類發現，家庭轉換歷程可分

為曾與施暴者同住、機構安置及單親家庭的狀況，每一類的兒童，都有其需處理

的議題及需求，因此可依照不同家庭轉換類型的需求，為婚暴婦女及其兒童規劃

長期的服務。 

二二二二、、、、關注家庭轉換變動期的兒童探視問題關注家庭轉換變動期的兒童探視問題關注家庭轉換變動期的兒童探視問題關注家庭轉換變動期的兒童探視問題 

受訪兒童與父親變動期的接觸，多半是藉探視的機會，但這些受訪兒童並沒

有進入監督會面的服務中，而是父母雙方私下協議的探視。使得在探視過程中，

發生兒童被父親言語洗腦、言語暴力、被父親藏起來，或是探視後被尾隨跟蹤，

導致住處一再遭父親騷擾的問題。此種未進入監督會面機制的目睹暴力兒童，將

因探視的問題而使兒童喪失對環境的安全感與掌控感，並於搶奪中遭受心理創

傷，影響兒童健康發展，因此探視對婚暴目睹兒童所衍生之權利及安全問題，是

需要進一步更多研究及社福系統的關注的。 

三三三三、、、、協助婚暴目睹兒童掌握變動的環境協助婚暴目睹兒童掌握變動的環境協助婚暴目睹兒童掌握變動的環境協助婚暴目睹兒童掌握變動的環境，，，，消除機構安置的不適應消除機構安置的不適應消除機構安置的不適應消除機構安置的不適應 

獨自在陌生的機構環境的經驗，將對母親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及對陌生環境

的不安全感。但從受訪兒童的感受可知，穩定的探視、與孩子商討進入機構或轉

換照顧者的原因、協助兒童熟悉並融入轉換後的環境，並參與母親對兒童生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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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決策過程，均可降低兒童對離開母親的不安全感。此外，進入機構後，也可

提供社交技巧能力不足的兒童相關人際及團體課程，加快兒童建立機構內人際網

絡，融入機構生活，熟悉及掌握環境。 

四四四四、、、、與兒童討論家庭現況與兒童討論家庭現況與兒童討論家庭現況與兒童討論家庭現況，，，，減低兒童對居住減低兒童對居住減低兒童對居住減低兒童對居住/經濟生活落差的不適應經濟生活落差的不適應經濟生活落差的不適應經濟生活落差的不適應 

受暴婦女憂心兒童因經濟上無法滿足，或為了維持兒童之前的經濟生活，努

力想讓兒童維持過去的經濟生活，但兒童仍感受到生活環境的改變。在此情況

下，反而使兒童在不瞭解經濟困境的狀況下，對生活品質落差產生錯誤認知，並

對母親產生抱怨。然而，根據受訪兒童的說法，開放的與兒童討論家中經濟困境，

他們是可以體諒的。因此，以中性、正向積極（非悲觀的）的態度與兒童討論與

他們相關的家庭改變及經濟現況，共同尋求解決之道，將有助於兒童對生活品質

落差抱持正確的認知，並調適自己以因應經濟生活落差並防止親子相處的摩擦。 

參參參參、、、、    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的增進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的增進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的增進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的增進    

一一一一、、、、加強對施暴父親的教育及對父職角色的重新定位加強對施暴父親的教育及對父職角色的重新定位加強對施暴父親的教育及對父職角色的重新定位加強對施暴父親的教育及對父職角色的重新定位 

受訪兒童在變動期均多少被捲入父母的戰爭中，施暴父親對受訪兒童不當的

言行及管教方式均可能使得婚暴目睹兒童在這段時間受到傷害，而與施暴父親同

住的孩子，更可能因父親親職功能不佳，導致兒童出現親職化及需求匱乏。因此，

應加強施暴父親的親職教育及其他相關協助資源。 

從受訪兒童的家庭經驗中也發現，少部分家庭在婚暴平息後，仍在父母雙方

取得共識的狀況下，持續良性互動，但父親卻仍無法發揮親職功能來回應孩子的

需求。因此針對婚暴平息後願意合作的父親，也應引入相關資源來協助施暴父親

重新定位正確的父職角色及互動關係，一方面減低暴力再度發生的可能，另一方

面也協助兒童重新與父親建立健康的互動關係，並使父親也可重新成為婚暴目睹

兒童的成長資源，避免婚暴目睹兒童在困窘的生活環境下，擔負沈重責任而犧牲

自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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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重視攜子離家婦女的心理復健及正式重視攜子離家婦女的心理復健及正式重視攜子離家婦女的心理復健及正式重視攜子離家婦女的心理復健及正式、、、、非正式社會支持非正式社會支持非正式社會支持非正式社會支持 

從本研究受訪對象可知，在逃離施暴者的家庭轉換過程中，婚暴目睹兒童的

照顧者需面臨的暴力的身心創傷、加害人的威脅以及單親環境的困境，而婚暴目

睹兒童的照顧品質受主要照顧者能力及情緒影響，且受暴母親能否保持好心情也

是受訪兒童所關切的。本研究受訪者亦提出過去也曾使用過其他資源，卻因社工

無法與其建立良好溝通而導致兒童、親子關係及家庭更多困擾。因此，婚暴目睹

兒童實務工作者欲協助婚暴目睹兒童重建生活，主要照顧者是關鍵，應與家長建

立良好關係，並注意婦女及親職需求，協助轉介適當資源，以強化婦女能力及情

緒穩定，協助婦女維持良好照顧品質，也能有助於婚暴目睹兒童重建對家的正向

經驗。 

另一方面，根據一受訪照顧者補述，目前仍存在社會價值觀認為子女撫養應

是夫家的責任，造成婦女雖與父母同住，仍因恐懼夫家離婚後撇清責任、娘家不

願提供經濟後盾，擔心無法取得低收入戶而不敢離婚，使得婚暴目睹兒童也在父

母關係不明的狀態下，抱持著不切實際的期待。對此，可持續加強大眾對攜子離

家婦女困境的重視及對子女應歸屬於男方的迷思，並思考未來相關救助法規的配

套措施，以利受暴婦女在做決定時，無後顧之憂。 

肆肆肆肆、、、、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一一一、、、、增加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歷程類型之研究增加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歷程類型之研究增加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歷程類型之研究增加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歷程類型之研究 

國內針對暴力對婚暴目睹兒童的影響及長期適應提出許多研究，但從兒童

主觀知覺家庭轉換歷程及需求的研究仍屬少數。婚暴導致的家庭轉換歷程，其

個別差異大，本研究在樣本數、時間限制下，蒐集之家庭數有限，無法完整呈

現經歷家庭轉換歷程的家庭的所有可能的樣貌與需求，且受訪對象均為跟著受

暴母親的婚暴目睹兒童。因此建議未來可針對更多因經歷家庭轉換的婚暴目睹

兒童及家庭進行研究，或瞭解與施暴父親同住的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經驗，

以納入更多家庭轉換類型及婚暴目睹兒童於家庭轉換的需求，提供相關單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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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配套服務措施的建議。 

二二二二、、、、擴大研究其他年齡層婚暴目睹兒童之家庭轉換經驗感受擴大研究其他年齡層婚暴目睹兒童之家庭轉換經驗感受擴大研究其他年齡層婚暴目睹兒童之家庭轉換經驗感受擴大研究其他年齡層婚暴目睹兒童之家庭轉換經驗感受 

本研究在瞭解學齡期經歷家庭轉換歷程的婚暴目睹兒童的感受，發現有些

學齡期高年級的婚暴目睹兒童，在家庭轉換過程中，已提前早熟，傾向於青少

年的思考邏輯及需求，本研究亦訪談幾個學齡期經歷家庭轉換，而目前已進入

青少年的目睹兒少。也發現進入青少年時期，他們對家庭的需求及家庭型態的

看法與國小學齡期兒童有所差異。因此建議未來可針對目睹青少年或青少年期

經歷家庭轉換歷程的受訪者進行研究，瞭解其對家庭轉換歷程的感受。 

三三三三、、、、未進入親子監督會面之婚暴目睹兒童探視議題未進入親子監督會面之婚暴目睹兒童探視議題未進入親子監督會面之婚暴目睹兒童探視議題未進入親子監督會面之婚暴目睹兒童探視議題 

從本研究結果中可發現，在逃離施暴父親的變動期，有些兒童並未進入監

督會面的機制，而這些兒童也在與父親的探視過程中，遭受許多心理傷害及人

身安全問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此類未進入監督會面機制的婚暴目睹兒

童進行研究，瞭解期於這段期間的創傷、對父、母的情感及心理上、生活上的

需求。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壹壹壹壹、、、、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訪談兒童的侷限訪談兒童的侷限訪談兒童的侷限訪談兒童的侷限 

本研究受訪者以兒童主觀經驗為主，然有些家庭的家庭轉換經驗期間較長，

兒童因此對時間較久遠的轉換經驗及感受，常有因時間久遠，記憶已遭扭曲、回

應的答案零星而不完整，或因當時年記小而遺忘的狀況。針對此研究限制，研究

者輔以照顧者的描述及當時對兒童反應的觀察，但難免造成無法完全以兒童主觀

立場呈現所有歷程及感受。 

二二二二、、、、訪談次數不足訪談次數不足訪談次數不足訪談次數不足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需要較長時間與兒童訪談，才能深入瞭解兒童主觀描

繪的歷程及心理狀態，且研究主題對學齡期兒童來說，需要較多時間來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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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回憶。然而兒童專注力時間較短，很難在一次約訪時間便能針對所有主題深入

探討，但在約訪過程中，多數受訪家庭不願或無時間再進行第二次訪談，因此，

本研究結果在對兒童心理歷程及感受的描述上，恐有深度不足的疑慮。 

三三三三、、、、三角檢核侷限三角檢核侷限三角檢核侷限三角檢核侷限：：：：未取得機構紀錄未取得機構紀錄未取得機構紀錄未取得機構紀錄  

在與受訪者訪談時，發現受訪者對家庭轉換歷程的感受及思考模式，可能也

受到過去所接受的服務資源多寡及服務內容影響，然而本研究並未蒐集受訪者於

家庭轉換歷程中所接受過的各項服務內容及使用成效，因此無法完整呈現兒童於

家庭轉換歷程曾發生過的特殊議題、身心症狀，也較難得知社福資源協助對受訪

者所帶來的改變。另一方面，未訪談受訪者的主責社工，僅由社工口頭敘述及基

本資料中得知受訪家庭的部分訊息，因此在試圖對照社工、受訪兒童、主要照顧

者三方訊息時，出現三角檢核上的困難。 

四四四四、、、、研究分析的限制研究分析的限制研究分析的限制研究分析的限制 

在研究分析時，研究者把分析焦點放在動態的瞭解兒童對家庭轉換的感受

時，也發現受訪兒童在受訪當下的感受是由「時間點」與其他許多因素交互作用

而成的。在這份研究中，我將時間點切分成變動期、調適-穩定期兩個階段，但

我仍不能因此忽略了每個孩子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特殊的「時間點」，例如：什麼

年齡經歷目睹暴力？在什麼發展階段經歷父母離婚？他們是否真得認同自己在

訪談的當下已處於調適-穩定期？這些時間點的個別差異造成了每位受訪兒童受

訪當下不同的感受與需求層次，而這些卻是本研究無力在討論中一一呈現的。 

貳貳貳貳、、、、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婚暴目睹兒童的家庭轉換歷程類型繁多，但本研究受訪者均來自北市某服

務目睹暴力兒童的機構協助篩選適當的受訪對象。故本研究無法得知其他地區

是否因人口特質及資源特性，而造成在轉換歷程之不同困境及需求。 

再者，本研究受訪兒童均為目前與受暴母親同住的兒童，因此其結論及建

議無法涵蓋目前與施暴父親同住的婚暴目睹兒童，及父親為婚暴受害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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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時間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機構可聯繫且願意受訪的受訪家庭及受訪

兒童人數有限，因此只能針對四對不同狀況之家庭進行瞭解，無法瞭解全貌。 

本研究因探討於學齡期經歷家庭轉換經驗的婚暴目睹兒童，加上可受訪的兒

童有限，因此本研究之受訪兒童年齡設定在國小中、高年級至國中一年級。因受

訪者年齡層較廣，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因不同階段的認知發展及思考能力，而影

響對學齡期所經歷的家庭轉換記憶的詮釋。 

參參參參、、、、    研究者本身的研究者本身的研究者本身的研究者本身的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研究者並無婚暴目睹兒童或家庭暴力的實務工作經驗、與受訪家庭接觸時間

短、對婚暴目睹兒童的瞭解僅限於實習經驗、與社工討論及相關文獻、報導，因

此對婚暴目睹兒童的心理歷程瞭解尚淺。此外，研究者與兒童訪談時，一方面因

與兒童訪談經驗不足，另一方面擔心某些與暴力相關的敏感話題會造成受訪兒童

的傷害，例如某些照顧者提醒，孩子尚在處理一些議題，建議研究者盡量避談，

以免造成受訪兒童的不適。以上原因限制了問題的深度與廣度，而影響到訪談的

結果。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這份論文傳達了我對於婚暴目睹兒童感受的關切，也見證我走過漫長的專業

學習及個人成長之路。透過論文我更加瞭解兒童對婚暴家庭重建的感受，也發現

仍有許多諸如：兒童性別、年齡、家庭型態以及時間因素、其他延伸議題是本研

究未能深入瞭解，但值得探討的。因此，我想在研究的最後，詳述我對這個議題

的思考，期盼能補充研究中未能呈現的細節，也整理與兒童訪談的經驗與反思，

並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相關議題研究的投入，還原婚暴目睹兒童的內在世界： 

～～～～我與受訪者的對話我與受訪者的對話我與受訪者的對話我與受訪者的對話～～～～    

放棄調查、驗證他們的故事 

回想從實習階段開始接觸婚暴目睹兒童的時期，我就如同許多關懷孩子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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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婦女一般，對孩子所處的負面環境、成長經驗感到焦慮，卻也成為我撰寫這篇

論文的原動力。只是當真正訪談時，我才發現唯有放下這些對婚暴目睹兒童處境

的焦慮及既定印象，才能夠傾聽他們的經驗。在與受訪者對話的過程中，我開始

改變我原本對婚暴家庭及困頓環境的負面思考，也改變我慣於以消極態度看待惡

劣環境的思考邏輯。在這段艱辛的家庭轉換歷程中，生活飽受威脅、不斷在正式、

非正式網絡中受挫的確使受訪的婚暴婚暴目睹兒童及婦女難以承受，但有些受訪

的婦女及兒童卻仍試圖傳達出他們對自我生存能力的肯定與對自我成長的驕

傲，就如同一位受訪照顧者在訪談中所說的：「覺得不可思議呴！後面的故事還

長的呢！」。這提醒我，儘管受訪者均承認經歷過一段無助、混亂的情緒，仍不

可弱化了他們，或是對他們所表達的經驗回應出過度悲觀的同情。 

而與兒童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受訪兒童也許因為年齡還小、知道的資訊不

多、記憶軼失等影響，使得他們腦海裡的記憶有時只剩下一種感覺，而他們也用

這種感覺重新排列組合那些破碎而不完整的事實經過。這使得想拼湊正確事實的

我，在訪談初期十分挫折，並試圖藉由增加訪談大綱，來改善始終無法從孩子身

上獲得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但這個方式卻使兒童更難回答我的問題。終

於透過與老師、同儕討論及每次會談經驗的心得，我領悟到孩子會以自己的方式

原諒自己所愛的人及他們的遭遇，儘管這些方式並非符合成人的邏輯。有了這種

瞭解後，我不再要求孩子表達「我」想知道的問題，只是抓著幾個重點，讓孩子

表達「孩子」想表達的事情，此時我與兒童的訪談才終於比較順利。也使我驚覺

過去從未真正放下自己的預設，來瞭解婚暴目睹兒童的主觀世界。 

這些訊息對我與受訪者對話的焦點來說是重要的，因為這種訊息引導我逐步

放鬆自己，不再堅持”調查”、”驗證”事情的真實性及自己預設的悲慘記憶圖像，

也唯有這樣，我才更有可能抓住每個艱辛的故事背後，他們真正想被瞭解的部

分、想向我展現的自信、以及他們想傳達的需求。 

 



135  

 

～～～～我對婚暴目睹兒童的看法我對婚暴目睹兒童的看法我對婚暴目睹兒童的看法我對婚暴目睹兒童的看法～～～～    

這是未來來臨之前的一段成長故事 

在訪談的過程中，當我問到對物質生活的看法時，時會聽到受訪兒童說「以

前比較不懂事，現在不會要求了」、「以前會這樣，現在不會了」，從中也看到婚

暴目睹兒童在婚暴事件發生到受訪當下這段時間，他們的思考都在轉變，他們也

清楚的感覺到自己的改變，並視這樣的轉變為「成長」。這讓我注意到，家庭轉

換雖對兒童有造成不良的影響，但在兒童眼中更是一個成長、懂事的歷程，這讓

我對婚暴目睹兒童的需求有了新的思考方向，不再只執著於如何為婚暴目睹兒童

改變連成人都無力改變的環境，而是思考，在這樣無法改變的環境中，如何提供

孩子協助，讓他們將危機轉為成長的契機。 

另外，這種縱貫瞭解兒童婚暴後家庭轉換歷程的研究也讓我驚覺，他們的成

長並不會因我的訪談而停留在此時，因此，未來他們的感受還會繼續改變，他們

在未來的另一個時間點，都將再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這段婚暴家庭重建的經驗，

但是我並不知道這群兒童帶著這樣的過去經驗去經歷未來其他的人生考題時，他

們是否又將在那個階段再度思索過去的經驗，並產出不同的思考與需求。因此，

正式資源的介入也許將隨著兒童的復原而告一段落，但照顧者的關懷將在婚暴目

睹兒童未來的路上扮演比過去經驗更重要的角色，讓兒童在想再度重新整理這些

經驗時，有個情緒抒發及提供討論的窗口。 

～～～～我的反思我的反思我的反思我的反思～～～～    

放下我的自我中心與焦慮 

與受訪者接觸讓我獲益良多，我從受訪照顧者身上看到堅毅，更從與受訪兒

童的對話中面質了我的自我中心與焦慮。我於撰寫這篇論文之前，一直對婚暴目

睹兒童所處的負面環境、成長經驗感到焦慮，並自以為是的設想孩子心目中主觀

的感受，只是當真正與他們訪談，卻發現我所焦慮的不見得就是這些孩子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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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在我終於放下自我中心試著進入兒童的主觀世界時，更驚覺他們世界並沒

有太多龐雜的事情，即使有，也有一部份是成人傳達了一些曖昧不明的訊息或過

多的絕望與煩惱。因此，為了跟著受訪兒童進入他們的世界，在與他們會談時，

我學會暫時放下我自己的煩惱、對訪談的焦慮，也從他們對婚暴、家庭轉換的困

頓的正向積極反應中，學著以更遊戲、正向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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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受訪者家庭轉換經驗受訪者家庭轉換經驗受訪者家庭轉換經驗受訪者家庭轉換經驗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家庭變動史家庭變動史家庭變動史家庭變動史                                                                                            目前的家庭生活狀況目前的家庭生活狀況目前的家庭生活狀況目前的家庭生活狀況    

    
        

兒童離

開婚暴

家庭 

 

家庭環境改變家庭環境改變家庭環境改變家庭環境改變 

（（（（住屋搬遷住屋搬遷住屋搬遷住屋搬遷）））） 

婚暴至今至少婚暴至今至少婚暴至今至少婚暴至今至少 2222

次轉換經驗次轉換經驗次轉換經驗次轉換經驗    

                                                            

親友家 

與父親同住 

其他安置機構 

只與受

暴者同

住 

婚暴後的家庭變動史婚暴後的家庭變動史婚暴後的家庭變動史婚暴後的家庭變動史    
居住環境變動概況居住環境變動概況居住環境變動概況居住環境變動概況    

家庭成員變動概況家庭成員變動概況家庭成員變動概況家庭成員變動概況    

與受暴

者及親

友同住 

婚暴至今僅婚暴至今僅婚暴至今僅婚暴至今僅 1111

次照顧者轉次照顧者轉次照顧者轉次照顧者轉

換經驗換經驗換經驗換經驗    

                                                        

離家後跟隨母

親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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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兒童照顧者兒童照顧者兒童照顧者兒童照顧者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受訪者： ________  性別：＿＿＿年齡：_______編號：_______  

訪談日期：_______  訪談地點：__________________ 

一一一一、、、、    家庭環境轉換的歷程階段家庭環境轉換的歷程階段家庭環境轉換的歷程階段家庭環境轉換的歷程階段：：：： 

（（（（一一一一））））    離開婚暴家庭至今是否曾搬過家？若有，曾住過哪裡？大約什麼時候？

那時孩子是否一起搬遷，若無，孩子那時住哪？ 

（（（（二二二二））））    目前是否離婚？孩子監護權？與先生（前夫）目前是否還有聯絡？ 

（（（（三三三三））））    那段時間，妳認為哪些事情對孩子的生活及適應有所幫助或造成不良的

影響？ 

二二二二、、、、    家庭環境轉換對兒童的影家庭環境轉換對兒童的影家庭環境轉換對兒童的影家庭環境轉換對兒童的影響響響響：：：： 

（（（（一一一一））））    各階段孩子與家人的互動關係改變的感受及調適情況如何？(對家人、對

您、其他同住的親友、孩子自己的朋友) 

（（（（二二二二））））    兒童是否曾有比較印象深刻的外在行為、內在行為困擾？ 

（（（（三三三三））））    各階段兒童家庭轉換的適應情況： 

1. 對居住環境適應狀況如何？有無表達對搬家或新居住環境的感受？ 

2. 孩子是否有提過轉學所帶來的學校適應狀況、或提出與同學相處的

問題？ 

（（（（四四四四））））    是否有提過他對家的感受或需求，或對家人、生活環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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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兒童訪談大綱兒童訪談大綱兒童訪談大綱兒童訪談大綱 

受訪者： ________  年齡：_______編號：_______  

訪談日期：_______  訪談地點：__________________ 

一一一一、、、、    兒童主觀知覺家的改變兒童主觀知覺家的改變兒童主觀知覺家的改變兒童主觀知覺家的改變：：：： 

（（（（一一一一））））    與之前住的地方有沒有什麼對周遭的環境、日常生活不同的感覺或與父

母、親戚或同住的人、朋友互動關係的改變？  

（（（（二二二二））））    妳喜不喜歡這些改變呢？為什麼？如果不喜歡，你如何調適？  

（（（（三三三三））））    那時有沒有希望什麼人為妳做什麼、或對他們有什麼期待？如果他們沒

辦法做到，你會怎麼調適？  

（（（（四四四四））））    那時候轉學到這裡，有沒有給妳帶來一些困擾？如果有，你覺得是什麼

原因？妳後來是如何調適或解決這些困擾的？ 

二二二二、、、、    對轉換家庭的認知與感受對轉換家庭的認知與感受對轉換家庭的認知與感受對轉換家庭的認知與感受 

（（（（一一一一））））    你覺得那時候為什麼要搬家呢？你喜歡這樣搬家的感覺嗎？為什麼？ 

（（（（二二二二））））    離開父親的家以後，有沒有發生令你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為什麼？ 

（（（（三三三三））））    你覺得現在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跟以前不一樣嗎？不一樣

的原因是什麼？ 

（（（（四四四四））））    妳覺得家裡應該要有哪些人？能跟你一起做什麼事？ 

三三三三、、、、    對家對家對家對家的期待的期待的期待的期待 

（（（（一一一一））））    對於現在的生活，你有沒有希望家裡還能有什麼人、事、物，或希望有

誰能幫妳完成什麼事，為什麼？ 

（（（（二二二二））））    這樣經歷過這麼多次的轉換，你現在對家的期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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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訪談同意書訪談同意書訪談同意書訪談同意書（（（（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    

您好！ 

非常感謝您與您的孩子願意接受我的訪談，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婚暴過後，

婚暴目睹兒童對家庭變動歷程的經驗感受。有了您與您的孩子的參與，將使本

研究更具有價值，並作為提供婚暴目睹兒童輔導工作的相關單位的之參考。 

在徵得您同意之後，與孩子訪談前，仍會再個別徵詢兒童的同意。且您與

您的孩子於訪談過程中，仍可隨時提出中斷訪談，或決定中途退出研究。 

我保證您與孩子的訪談內容不會讓第三者知道，但基於研究需要與指導教

授討論，我會在研究報告中刪除能夠辨認身份的資料，並採用匿名的方式來呈

現訪談內容以確保您的隱私。 

為能確實紀錄您的訪談內容，在徵得您同意之下，我將會在訪談過程中全

程錄音及做隨手筆記，並在訪談資料分析後，將所有筆記及錄音予以銷毀。 

若您已充分瞭解上述之內容並願意接受訪問，煩請您於下面受訪者與監護受訪者與監護受訪者與監護受訪者與監護

人同意欄人同意欄人同意欄人同意欄簽名，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者 陳玟璇  敬上 

民國＿ 年__月 

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    

我接受陳玟璇同學的「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經驗初探」研究之訪談，並

同意於訪談過程中錄音，我願意盡力協助研究的完成。 

受訪者: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監護人同意欄監護人同意欄監護人同意欄監護人同意欄    

我同意孩子          接受陳玟璇同學的「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經驗初

探」研究之訪談，並同意於訪談過程中錄音。 

受訪兒童:______________ 

監護人：               （簽名）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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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訪談同意書訪談同意書訪談同意書訪談同意書（（（（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你好！ 

此次跟你訪談的目的，是因為研究者正在進行「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經

驗初探」，基於想瞭解你對家庭經驗的主觀感受，因此希望邀請你接受個別訪

談，在此十分感謝你的同意。 

在您同意之後，於訪談過程中，你仍可隨時提出中斷訪談，或決定中途退

出研究。我保證訪談內容不會讓第三者知道，但基於研究需要與指導教授討

論，我會在研究報告中刪除能夠辨認身份的資料，並採用匿名的方式來呈現訪

談內容以確保您的隱私。 

為能確實紀錄您的訪談內容，在徵得您同意之下，我將在訪談過程中全程

錄音及做隨手筆記，並在訪談資料分析後，將所有筆記及錄音予以銷毀。 

若您已充分瞭解上述之內容並願意接受訪問，煩請您於下面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

簽名，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者 陳玟璇  敬上 

民國＿ 年__月    

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受訪者同意欄    

我同意接受陳玟璇同學的「婚暴目睹兒童家庭轉換經驗初探」研究之訪

談，並同意於訪談過程中錄音。 

 

受訪者: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