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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離婚父母共親職的樣貌，與不同樣貌下子女身歷

其中的感受和經驗，同時亦探究影響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力。透過立意取

樣以監護權歸母親所有且成為單親後仍能知覺父職參與的青少年子女為研究對

象，共徵得七位單親青少年子女分別進行深度訪談。研究發現如下： 

 

一、 父母理性相待，子女能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愛，無忠誠衝突的困擾，亦

有益於子女身心適應；父母間存在衝突角力，子女易衍生負向情緒與

行為模式，心底也希望能不受父母紛爭所擾。 

二、 離婚父母共親職依關係特徵可分為三種樣貌，分別為「協同合作型」、

「平行給愛型」、「聯盟角力交互型」。承上，前者所述以「協同合作型」

為代表，「平行給愛型」次之，後者所述則特別見於「聯盟角力交互型」。 

三、 三種共親職樣貌從離婚至今的發展亦有所不同：「協同合作型」為「初

期尷尬來往－其後協調合作」，「平行給愛型」為「初期緊張但未相互

排除－其後少交集無合作」，「聯盟角力交互型」為「初期衝突且存在

角力－其後合作漸增」。 

四、 就受訪子女觀點獲知母親對父職參與持開放認同態度、父親本身認同

父職角色、子女接納父職、父母理性相待以子女最佳利益為考量等皆

有利於離婚父母發展良性共親職。 

 

文末就研究發現對離婚父母、相關實務工作與政策提出討論與建議，包含檢

視現行單親家庭服務方案與調整服務項目、增進實務工作者相關專業素養、提高

離婚商談資源的可近性與能見度、社政與教育系統接軌合作、相關政策之推動訂

定等。最後，說明取樣限制使研究呈現的三種離婚後共親職樣貌為單親家庭的部

份樣態，亦建議未來後續研究以離婚父母為對象，以更為細緻瞭解當事父母在共

親職中的經驗脈絡，據以提供不同角度觀點的寶貴資訊。 

 

關鍵詞：單親、離婚父母、共親職、父職參與



Abstract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uti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pattern of coparenting after divorce and th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as well as both promoter and suppresser of positive coparenting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bjects involved are the adolescents living in mother-custody associated 

with father's involvement. Through the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there are seven 

single–parent adolescent have participated in in-depth interviews separatel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ellows: 

 

1. As long as the divorced spouses who have been treating each other rationally, and 

their children feeling loved by both of their parents. This would benefits the well 

being of children from not being disturbed of the loyal conflicts. Parental conflict 

would consequently promote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s. Children 

don't want to see their parents are troubled with arguing or fighting. 

 

2. The patterns of coparenting after divorc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Cooperativ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Parallel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and “Competitive Alliance Relationships”. “Cooperativ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is the most common stereotype in the previous 

describing scenario; “Parallel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the second, the 

“Competitive Alliance Relationships” would particularly happen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hree kinds of coparenting patterns have been 

changing since the date on which the deserting spouse divorced: “Cooperativ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is shifting from the embarrassing period of time – to 

coordinated phase；“Parallel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is shifting from the 

initial phase of tension without totally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 to later period of 

les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Competitive Alliance Relationships” is 

shifting from the initial phase of tension with conflicts and collisions – to 

increasing opportunity of cooperation. 

 

4. The ideas from adolescent who were interviewed are including the open attitude 

of involvement and concern from mothers to fathers, the approval identity of 

father himself, the acceptance of the father from children, parents to act rationally 

in their child's best interests and etc. All of the above would favor a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after divorce.  



The suggestions of the research to divorcing parents, the re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and political policy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the last paragraph, which including the 

single-parents family services, service adjustment proposal,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relative workers,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and visibility resources of the 

divorce counseling, co-operation between social and academic system, promotion of 

the relevant policy and etc. At last, the restrictions of sampling to present as a part of 

the pattern of all those three different relations. There are also other suggestions of the 

future study of divorced parents with the purpose of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parenting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Keywords：single parent, divorced parents, coparenting, father's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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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施教裕、宋麗玉（2006）指出隨著社會變遷，台灣家庭的型態、樣貌與過往

有相當的差距，家庭結構與功能亦產生變化。且如同 Wetzel 所言，這些變化包

括愈來愈少人生活於傳統的雙親家庭中、內部關係不穩定，而單親家庭逐漸成為

台灣社會主要的家庭型態之一（趙善如，2006）。其中，薛承泰（2003）從婚姻

變遷的觀點來看，認為現今兩性婚姻關係不如傳統穩定，因此有愈來愈多的單親

家庭是源自於離婚，而陳桂英（2006）整理多位學者觀點後也表示，現代家庭組

合多為雙薪家庭，加上婚姻觀改變，許多女性不再因本身無謀生能力，而讓自己

忍耐不幸福的婚姻，故傾向在婚姻關係產生問題時，不排除以離婚來解決問題。

因此，隨著因離婚而成為單親的現象愈來愈普遍，許多研究紛紛關注單親子女在

父母離婚後的適應，Clarke-Stewart 與 Brentano（2006）就指出雖然不是所有的

單親子女都會因父母離婚而陷入困境或造成永久性的傷害，但也發現當子女經歷

父母離婚時，隱約卻也常見的損失有無法在學業、行為表現和健康上達一般水

平，情感上易感到困窘、害怕被拋棄、擔心父母的生活，甚或面臨忠誠衝突和影

響日後親密關係的發展等。所以，賴月蜜（2005）曾表示從離婚率升高與單親子

女的福祉來看，若父母在離婚後能持續關注與照料子女的需求、共同擔負其生活

教養費用，使得父母的角色與職責不因離婚有異，那麼子女將不會因父母離婚而

影響身心發展與生活適應。 

 

然而，在離婚單親家庭中，單一家長與前配偶的關係常伴隨著不少負向情

緒，且若離婚前曾因子女監護權引發劇烈衝突，爭得監護權的一方也通常會限制

無監護權一方與子女接觸，除了會造成子女對於雙方父母的情感產生矛盾與掙扎

外（郭淑美，2005），父母之間的衝突也會影響彼此的親職參與、親職規範與教

養的一致性，對子女產生壓力和負向影響（王春美，2001），像是 Erel 和 Burman

在離婚家庭的研究中就指出父母間嚴重的衝突會直接損害子女發展自我管理的

能力，且自我管理較差者亦與低學業成就和內外化問題息息相關（Brody & Flor，

1996），以及父或母任一方與子女結盟來排除他方、彼此在發展合作的共親職產

生困難，也都有可能使子女產生輟學、攻擊等外化問題（Schoppe, Fangelsdor, & 

Frosch，2001）。再者，Van Egeren 與 Hawkins（2004）亦談到離婚後若其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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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未能有效參與親職，如同形成一段不良的共親職關係，並且有可能以代間循

環模式對子女成年後的共親職行為造成負向影響。因此，McHale 與

Kuersten-Hogan（2004）指出當學界在 1970s 到 1980s 間發現有些子女會在父母

離婚後產生嚴重的適應問題時，就也開始關注父母在離婚後的共親職，以及證實

不良的共親職關係（包括很少支持、有顯性或隱性的抵制行為、教養觀念不一致、

與子女結盟、其中一方未參與教養等）確實不利於子女調適與發展。 

 

  因此，相對而言，良性的共親職對於子女因應父母離婚與生活適應則有相當

大的助益。陳若喬和鄭麗珍（2003）在研究單親青少年的優勢經驗中就發現家庭

結構的改變不一定會不利子女發展，反而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才是影響青

少年生活適應的關鍵，故建議離婚單親子女與不同住家長之間若能維持持續性、

固定性的親子關係，不論是心理支持亦或經濟支援，都將為子女未來的發展帶來

正向的影響。而這樣的論點與 Carter 與 McGoldrick（1999）所提出的「離婚家

庭的週期發展階段」相呼應，Carter 等人認為離婚家庭若能在離婚前後的過程中

適當調整應有的心態與發展因離婚而帶來的階段性任務，將有助於家庭中成員

（包括子女）的調適與復原。其中在離婚後的階段，建議具監護權的家長在心態

上宜接納自己仍與前配偶同為父母且願意為了子女問題有所聯繫，以及支持子女

與不同住家長維繫親情，同時要能共同安排探視計畫；相對地，對不同住家長的

建議則為依然要努力維繫親子關係，以及維持對前配偶和子女的經濟責任。而

Feinberg（2003）整理學者們的研究也提出良性的共親職能保護子女避免受父母

感情衝突的波及，即只有當雙方在同為父母角色的關係上是不良的時候，嚴重的

夫妻衝突才會不利於子女發展，所以 Kelly（2007）在探討子女在父母離婚後的

生活安排之研究亦表示，協調合作的共親職有助於單親子女從悲傷經驗中復原，

建議離婚父母應以子女最佳利益為考量，使其免於父母衝突的威脅，以及共同擔

負教養責任與協同解決孩子的問題。換句話說，離婚雖為夫妻雙方關係之結束，

但父母角色與親子關係卻依然延續，為了子女的身心適應與發展，前述文獻皆建

議離婚父母宜持續共同擔負養育和關懷子女的責任、在同為父母的關係上盡可能

協調合作，並致力讓雙方都能參與子女的生活，特別是提醒具監護權的家長能接

納不同住的家長參與子女的教養。 

 

  只是，Demo 與 Ganong 指出女性和男性在離婚的經驗上，不論是在感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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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所引發的結果都有相當大的不同，因此有研究顯示性別的差異會影響個人與

前配偶的共親職，像 Lund 就提到母親除了因較父親易受情感影響外，也會因在

社會化的角色中對家庭投注不少的心血及從中建構了自我認同，故在婚姻關係結

束後，可能會感到更大的失落和有不少負向情緒難以調適，進而不利於與前配偶

維繫良好的共親職（Bonach, Sales, & Koeske，2005）。再者，若當母親為擁有監

護權的一方，除了可能與子女父親在維繫良好的共親職有困難外，很大的可能是

有機會當起守門員限制父親參與子女的生活（Bonach et al.，2005；Markham, 

Ganong, & Coleman，2007）。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有研究特別指出父親在親職中

的參與有其功能與重要性：當父親從親職的角色中缺席時，會導致子女失去與其

的依附關係、家中經濟呈現不穩定、男性的權威規範形象消失、單親母親因忙於

生計對於子女的督促指導相形減少等，使得有一些單親子女相較於雙親子女在心

理健康、行為表現、教育、生涯和形成親密關係上會有不利的發展；相反地，

Amato 與 Gilbreth 表示若不同住的父親能積極參與親職、提供關懷支持，則是有

助於提升單親子女的福祉（Thompson & Amato，1999），使子女感受到被愛、受

喜愛和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Clapp，2000），而 Ahrons 與 Tanner 認為父親在離

婚後與子女的關係會影響子女直至青年期的幸福感，Hetherington 與

Stanley-Hagen 則談到當父親能給予子女經濟支援，其實有助於具監護權的母親

對子女的教養，King 認為同樣地對子女的課業成就也有正向影響（Hallman, 

Dienhart, & Beaton，2007）。其次，男孩需要從父親身上尋求性別認同，以型塑

自己的角色形象，而女孩若能在父母離婚後依舊與父親維持良好的關係，亦有助

於培養日後與他人建立親密關係的自信與正向態度、行為（Clapp，2000）。 

 

  因此，綜合上述文獻可推知，離婚父母原本可能因兩人關係不甚和諧而不是

那麼容易維繫良好的共親職，若母親又為具監護權的家長，其情感特質、社會化

結果與守門員的角色可能會讓父親的親職參與顯得受限，使得一些與母親同住的

子女可能會比與父親同住的子女更容易缺乏另一方家長的支持和關愛，增添不利

適應的可能性，同時也係排除了父職在子女成長過程中的功能與重要性，以及忽

略子女個體對於父職角色的心聲和需求，像是 Clapp（2000）的文獻提到對於單

親子女來說，父母離婚這件事不單單只是一項改變而已，關鍵的是他們或許會仍

保有兩個父母，但也可能只剩下一個父母可以依賴，因此單親子女通常會在心底

有疑問「我還可以繼續見到不同住的父母嗎？」、「怎麼樣才可以見到？」以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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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可以見到一次？」，聽起來頗令人心疼。故 Bonach 等人（2005）曾提出離婚單

親母親與子女父親在共親職的發展值得關注，有必要適時提供協助，這似乎是呼

應著並不是每位單親子女的心聲都可以被聽見、實現，並且擔心有一些與母親同

住的單親子女可能會因父親無法有效參與親職而產生情感上的失落、遺憾，以及

產生不良適應的情形。但真的所有離婚單親母親就一定會守門到底、不讓子女與

不同住父親接觸嗎？或是真的完全無法正視子女的需求而排拒不同住父親參與

親職的工作？實際上應不全然如此。在陳若喬（2001）的研究中可看到多位受訪

單親子女談到同住家長對於他們與不同住家長的互動抱持著開放的態度，其中不

乏與母親同住的單親子女能透過電話、實際相處等獲得不同住父親的情感性與經

濟上的支持，產生被關懷的感受與獲得充足的資源，對生活有莫大的助益。再者，

研究者 98 年於某縣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進行期中實習時，也曾在整理機構的團

體紀錄中發現有位單親母親在團體中分享自己會鼓勵子女與不同住父親聯繫，並

盡可能不在子女面前批評父親、不想要使子女因父母婚姻衝突而必須面臨選邊站

的兩難，認為子女能接受雙方父母關愛而享有兩邊資源是好事等正向經驗。故這

些發現雖然並非多數，但也顯示現實情境中會有一些與母親同住的單親子女有機

會知覺到父職的參與，以及離婚單親母親與子女父親嘗試建立非惡性的共親職也

應有其可能性。 

   

而這些單親子女所知覺、感受到的不同住父親的親職參與是什麼樣的情形

呢？處在該情境中的他們有著什麼樣的想法與體會？以及，單親母親對於不同住

父親參與子女的生活是否知情？所持態度為何？還是所謂的父職參與，僅是單親

子女與不同住父親的單線往來，父母雙方在有關子女教養的議題上係平行無交集

的？又倘若單親母親知情不同住父親會參與親職、涉入子女的生活，那麼雙方在

遇及和子女有關的親職議題時兩人間會有什麼樣的事情發生呢？對於子女本身

而言又會有什麼樣的感受、想法和因應。這些問號在過去以單親子女為主題的研

究中很少深入地被看到，即使有探究單親家庭親子經驗之研究亦僅以與同住家長

之關係為主，以及更少從子女的觀點來瞭解當父母離婚後雙方在遇及親職議題時

會有什麼樣的情形發生和子女的觀感與經驗又為何？因此，研究者希望對前述相

關問題進行探討，以該單親子女為主體瞭解其主觀知覺與感受，希冀所得能作為

提升單親子女福祉、發展實務工作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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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在台灣，社會工作實務上為了因應高離婚率與考量單親子女日後的生活安排

與調適，重視離婚父母發展合作共親職之理念係已付諸實行，目前有兒童福利聯

盟文教基金會（2007）透過推展「離婚協議商談服務」與「未成年子女會面交往

服務」，協助父母在離婚時能以子女最佳利益為考量，達成共同教養子女的共識，

以讓子女日後繼續擁有父母雙方的關懷和照顧。但較可惜的是，當父母離婚後，

一般機構在現行針對單親家庭提供之處遇服務大多還是以協助單一家長提昇養

育照護功能與連結正式、非正式資源為主，過程中較少涉及協助離婚父母培養合

作共親職的服務（例如：協助具監護權家長接納或協同不同住的家長共同參與子

女教養的工作等），研究者依據先前的學習經驗猜想這樣的現況可能反應多數單

親家長仍未認同不同住家長參與親職的重要性，故對於協助發展良性共親職的服

務較無需求，一般機構自然也就少提供相關服務，更或許也是在台灣許多離婚父

母要發展良性共親職仍有其限制之處，以及實務工作者在提供處遇上也有挑戰待

克服。故研究者認為目前現實情境中有一些與母親同住但仍能知覺到父職參與的

單親子女應是少數、難得且值得探究的一群，甚或該子女亦能知覺母親對於不同

住父親參與親職的想法、態度與因應。因此，本研究希冀從該單親子女知覺不同

住父親親職參與的相關經驗中，瞭解兩方父母在遇及親職議題時會發生的關係樣

貌，以及單親子女處於其中的主觀感受和想法，亦從中探究離婚後共親職的變化

與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可行方式和問題限制，藉此促進離婚父母關心子女的

福祉與需求，並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國內推展相關實務工作之參考。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離婚父母共親職的樣貌與子女主觀感受。 

二、探討離婚後共親職的變化 

三、探討離婚後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與阻力。 

 

承上述研究目的，發展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單親子女所知覺的離婚後共親職會呈現哪些不同的樣貌？以及，子女處於其

中的主觀感受與想法又為何呢？ 

二、離婚後，隨著時間過去，離婚父母的共親職呈現什麼樣的變化？ 

三、就單親子女的主觀感受，是什麼有助於父親在離婚後還能持續正向穩定地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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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職？是什麼讓離婚後的父母有意願發展非惡性的教養關係？建立良性

共親職的助力與阻力為何？ 

 

第三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的「不同住父親」（nonresident father）意指無監護權且無法常時與子

女同住的父親（noncustodial father），包含離婚後完全未與子女同住，或是能在

部份時間擁有與子女同住機會的父親。如此界定之理由如下： 

一、Bainham 指出英國 1989 年兒童法之修訂係強調父母對子女的扶養照顧責

任，不因其結婚與否，或嗣後分居或離婚等因素有所改變，以及如 Stuart 所

提廢除監護權（custody）裁定，改以居所裁定（residence order）取代之（賴

月蜜，2005）。因此，研究者從國外一些有關單親、離婚相關文獻看到的「不

同住父親」（nonresident father）其意涵通常類似與國內離婚後無監護權且無

法常時與子女同住的父親。 

二、Clapp（2000）指出談論如何重整教養夥伴關係時，避免使用負向標籤和「前

夫」、「前配偶」等字眼，使得雙方在面對與對方共同有的關係時，會將焦點

擺在失意的婚姻上，建議改用「孩子的父親/母親」或是「教養夥伴」等稱

呼。因此，研究者認為以「不同住父親」取代無監護權父親，亦可避免使焦

點放在父親未具有親權而忽視其責任與義務。 

三、研究者認為就國內現行狀況，當父親無監護權則子女通常主要與具監護權母

親同住，父親相對成為不同住父母，以及併考量引用文獻依循原文、避免負

向標籤和使名詞統一，採以「不同住父親」統稱無監護權且無法常時與子女

同住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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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共親職的概念 

壹、各學者對共親職的定義 

一開始共親職（coparenting）的概念在家族治療學者 Minuchin 的著作中大

量出現，Minuchin 將其視為家庭中的父母子系統，探討其功能運作對於兒童發

展的影響（McHale et al.，2004）。不過，Van Egeren 等人（2004）也指出至今各

個學者對於共親職（coparenting）的定義仍不盡相同，Feinberg 認為共親職為父

母共同扮演與執行身為父母的角色，Deutsch 強調係為教養責任的分擔，Floyd

與 Zmich 表示是一種養育子女的夥伴關係，Cohen 與 Weissman 則提出教養聯盟

的概念；因此，Van Egeren 等人為了使共親職的定義更加明確，嘗試從「誰具有

資格」、「從何時開始」和「在何種情境下」等外在條件與「至少需養育一名子女」、

「有相對的夥伴」、「為二元互動歷程」和「有兩個方向的作用力發生」等內在條

件下建構共親職的意涵，提出共親職的產生是來自於兩個結婚、未婚或離婚的個

體之間，因彼此的協議或體制的規範為一位特定且已出生兒童之福祉負起共同責

任的關係，且關係中包含任何促進對方或抵制對方執行該角色責任的顯、隱性互

動。更進一步的說，共親職有別於家庭中的夫妻子系統，其所強調的是對於一位

特定子女有養育照護責任的成人彼此之間因教養議題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同時有

共親職關係的成人不一定要是婚姻伴侶，所以父母即使婚姻關係結束而不再是夫

妻，也因子女的存在使得共親職關係依然延續（McHale, Kuersten-Hogan, & Rao，

2004）。換句話說，離婚配偶雖不再因對方扮演伴侶的角色，但還是會因子女的

存在而繼續與對方共同保有父母的角色，故彼此間的共親職關係不會隨著離婚而

消失，雙方對子女仍共同有教養的責任與應盡的親職本份。 

 

其次，Feinberg（2003）整理多位學者觀點提出共親職包含四大面向：第一，

「教養共識（Childrearing agreement）」指對於教養子女在信念、價值與目標的共

識程度；第二，「支持與抵制（Support and undermining）」指個體在對方執行教

養時所表現出的支持或抵制的行為；第三，「勞務分工（Division of labor）」指雙

方在養育子女相關勞務家事的分配、金錢提供和法定義務上的安排與責任；第

四，「家庭聯合管理（Joint family management）」係特別描述家庭中父母子系統

的互動最常被關注的議題為父母之間的衝突、父或母拉子女與自己結盟以排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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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及父母與子女同在一起時雙方對於子女事務的參與是否相當等；同時，

Feinberg 亦假定這四大面向彼此是互有關聯且部份重疊的。因此，研究者認為從

另一個角度來看，Feinberg 的整理其實也凸顯出過去各學者在討論父母共親職

時，有些研究是嘗試從「認知層面」切入（如父母在教養觀點的同異情形），有

些則是從「行為層面」進行探討（如父母在彼此執行教養角色時，對對方所表現

的支持與抵制），另外有些研究是改從父母對子女皆有「親職義務的層面」出發

討論（如雙方在教養事務上的分配與參與），而最後一種則是就「家庭次系統的

互動模式」（如父母之間的衝突、結盟和與子女同在時雙方參與教養是否平衡的

現象）探究雙方在共同扮演父母角色時所產生的互動。 

 

貳、本研究所指的共親職 

故綜合前述各學者定義與以 Feinberg 的觀點為主軸，研究者廣義認為只要係

兩方父母因一位特定子女而有了同為父母的教養夥伴關係，其兩方因親職議題所

產生的「認知想法」、「對對方支持、抵制或不干涉的行為」、「親職參與分配」與

「關係型態」等皆可屬於共親職探討的範圍，亦皆為本研究共親職所欲探究的面

向。例如：研究者認為認知層面宜可再探討身為一方父母「是否認同對方親職參

與有益於子女」等，可不侷限於僅探討 Feinberg 定義中的教養理念共識程度，以

及行為層面也可不限於支持與抵制，如在陳富美與利翠珊（2004）的研究中亦談

到有學者認為共親職行為可有更細緻的分類，如「未涉入」等也值得探究。 

 

其次，本研究緣起主要係認為現實情境中一些與母親同住但仍能知覺到父職

參與的單親子女是少數、難得且值得探究的一群，故依研究動機和參採 Feinberg

觀點選擇本研究的共親職將先從「親職參與」的層面切入，以能知覺不同住父親

親職參與的單親子女為對象，瞭解其父親在親職義務的參與情形，進而探究單親

母親對於父職參與的想法、態度與因應，包含認知上是否認同父職價值與其教養

理念、行為上係支持、不干涉或抵制等，以及兩方在同為父母的角色關係中所呈

現的樣貌型態或互動；整體探究之子女知覺的離婚父母共親職亦綜合涵蓋了

Feinberg 共親職定義的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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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離婚後共親職的樣貌與子女經驗 

壹、離婚後不同住父親的親職參與情形 

  國外的文獻指出父母離婚後有些子女會缺乏與不同住家長接觸的機會，而且

在親職角色上缺席的通常是不同住的父親，且就算父親在離婚後曾探視過子女，

這種機會也不多，甚至會隨著時間而愈來愈少；在一項大型的全國性調查顯示，

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父親在離婚後不曾探視過子女，僅有四分之一的父親大約會一

週探視一次（Clarke-Stewart & Brentano，2006），又倘若探視的情形是不穩定的，

也容易使子女產生害怕被拋棄的心理，並且渴望能與不同住的家長有穩定持續的

接觸（Clapp，2000）。不過，不宜忽略的是，也有一些不與子女同住的父親在離

婚之後，能成功扮演父親的角色，甚至比在婚姻狀態時還好。像是住得離子女很

遠的父親，會經常寫信或打電話給子女，讓子女知道父親仍愛他們、也願意繼續

關注他們的生活，因此有些與母親同住的子女表示，雖然與父親聯繫有限，但父

母離婚後覺得與父親關係更好，而且覺得父親隨時站在自己這邊，只要有需要，

就可以打電話給他（Ahrons，2008）。 

 

  而在台灣，同樣從相關文獻也可以發現不同住父親參與親職的狀況有不同型

態，謝品蘭（1992）指出國內不同住家長與子女的關係可分為穩定持續、不穩定、

未曾探視三種類型。林慧華（2000）在離婚單親兒童對父親主觀經驗之研究中談

到兒童認為與不同住父親見面的機會是不穩定也不確定的，同時研究者也提出

「假日父親」的命名，並指出「什麼時候可以再見面？」是兒童很想詢問但卻又

難以說出口的一句話。不過，在陳若喬等人（2003）的研究中卻也可以看到有些

單親子女在父母離婚後都能與不同住的家長維持某種程度的互動關係，有的是固

定每週或每個月見面一次，有的則是特定活動才會見面，這之中不少具監護權的

家長對於子女與不同住的父母互動抱持開放的態度，其中亦不乏具監護權的單親

母親；再者，從該研究中可得知不同住父親透過「心理上的支持」與「經濟上的

支持」與子女維持某種支持性的互動，在前者有受訪青少年表示因母親負擔家

計，因此不同住父親成為自己情緒的安慰者，藉由打電話就能獲得情緒的紓解，

也有青少年提到因不同住父親會協助生活照顧，故仍能感受到關懷、覺得父親還

是自己的父母與努力盡父親的責任；而在後者則是有受訪青少年回憶因不同住父

親能提供經濟支持，故不至於使他們頓失依靠，因此對於父親也能產生感激而不

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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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綜合上述文獻可知，雖然離婚後有些不同住父親會涉入子女的生活，

但其與子女互動的穩定程度在子女心中會產生不同的感受，即愈是維持某種穩定

持續的互動，愈能在子女心理或實質生活上給予補足與依靠。其次，當不同住的

父親能繼續參與子女的生活時，可以發現親職參與的面向包含了生活照顧、經濟

提供、關懷支持等，而其方式也是多元的，例如：探視時與子女面對面的接觸、

書信與電話聯繫、金錢資助與心理支持等；不過也有文獻指出因父親不與子女同

住、接觸時間少，而使得親職參與的內容有所侷限，不太可能參與例行性的養育

工作，例如：帶子女購物、監督課業或出席學校的活動等，反而是以和子女從事

娛樂方面的活動居多（Clarke-Stewart & Brentano，2006）。Sobolewski 與 King

（2005）就曾指出許多不同住的父親雖然會帶子女上餐廳或看電影，但卻未能執

行權威的角色對子女進行教誨與實施規範設限。另一方面，雖有文獻顯示一些單

親母親不反對不同住父親參與親職的工作，但這些發現尚無法更完整地描述單親

母親對於不同住父親參與親職和雙方仍共同擔負親職責任的態度、想法與感受，

這些皆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貳、離婚後共親職的關係類型 

在國外有些研究會依據離婚父母在同為教養夥伴上的角色關係將離婚後共

親職分為不同的類型。 

 

Kelly（2007）整理學者們的研究指出，離婚後的共親職可分為三種類型： 

一、「平行無交集型」：約有半數的父母其關係中少衝突少互動，對於子女教

養議題各自為政，雙方通常也不因結束的感情而困擾。 

二、「衝突型」：雙方關係中存在頻繁的爭執、無效的溝通，無法關注子女的

需求，且至少有一方無法走出感情的困擾，約佔四分之一。 

三、「合作型」：雙方對於子女生活安排能共同擬定計畫、進行協調，並互相

在教養上給予支持，亦佔四分之一。 

 

而Ahrons透過隨機抽樣訪談美國中西部 98對離婚一年且無心理疾病史的父

母將離婚後的共親職分為四種類型（Ahrons，1999；Clapp，2000）： 

  一、「完美夥伴型」：彼此視前配偶為好友，並且能在同為父母的角色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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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像是給予對方高度的尊重也會相互詢問關於子女教養的意見，甚至能共同

參與子女的活動，是非常難得與稀少的類型，約佔 12%。 

  二、「協同合作型」：雙方不認為彼此是親密的好朋友，或在婚姻感情的衝突

並不亞於「互有敵意型」，但最大的特色是與對方互動時能管理情緒、將父母的

責任與婚姻的衝突劃分開來，並致力以子女最佳利益為考量，努力堅守同為父母

的承諾與崗位，約佔 38%。 

  三、「互有敵意型」：彼此對於要與前配偶因子女教養有所聯繫是不情願的，

通常也因互有敵意而將對方貶得一文不值、見面就吵得很兇。這類型的父母通常

不會共享監護權，同時會長久面臨其中一方不願意支付足夠的贍養費與經常改變

探視計畫等問題，約佔 25%。 

  四、「誓不兩立型」：即雙方仍深陷感情的衝突，幾乎很少說話，但只要一有

接觸就是爭吵，法律上的官司也不斷，通常會迫使子女必須選邊站，在多數的家

族聚會上也會刻意排除對方，約佔 25%。 

  此外，Ahron（1999）表示其實還有第五類「關係消失型」，指雙方離婚後從

此不再往來，其中一方父母就這樣徹底在子女的生活中消失了，不過 Ahron 認為

此種類型並不多見。 

 

  因此，綜合上述研究，大致可知與台灣國情較不同的是，在國外似乎有較多

的父母在離婚後仍多少會繼續參與子女教養的工作，其彼此在同為父母的關係上

有一些是合作有交流、能協調的，有些是各自為政少互動，而有一些則是在扮演

父母的角色上無法關注子女需求，彼此的教養關係少不了緊張與衝突。再者，有

多項研究顯示離婚父母常見的衝突內容多與子女的探視計畫、生活費與教養議題

有關，以及在這種負向關係下不論任何年齡子女都容易產生焦慮、恐懼、害怕、

無助、悲傷、憤怒、愧疚、頭痛、胃痛等不良生心理反應，甚或面臨忠誠衝突（Brown 

et al.，2000；Bonach，2005；Clapp，2000）。 

 

  Clapp（2000）就談到因離婚父母的衝突不合而使得子女也陷入戰火、產生

忠誠衝突的情形有： 

  一、向子女探問前配偶的訊息：像是前配偶的行程、新交朋友等，使得子女

被問得戰戰兢兢，擔心回答不慎就得罪任一方父母。 

  二、要求子女當彼此意見的傳聲筒，而不願意親自與對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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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子女面前詆毀另一方父母：係一種非常容易引發子女焦慮矛盾的衝突

形式，易使得子女不曉得該如何自處和面對另一方父母，同時也可能因子女對父

母有楷模認同關係而損害了自我認同與自尊。 

  四、直接要求子女與自己結盟和承諾忠誠：此種方式會迫使子女學習如何在

一方父母面前表現忠誠以獲得喜愛，例如：不在一方父母面前說另一方父母的好

話，或刻意對另一方父母冷淡等，易導致形成不當的人我互動模式。 

 

  此外，Johnston 與 Campbell 亦發現子女長期身陷父母戰場下的不良影響尚

有以下幾種情形，例如：對於怎麼樣才算是公平非常執著，擔心自己稍有不慎就

會被一方父母當成把柄來攻擊另一方父母；學會說對方愛聽的話取悅任一方父

母；變得只在乎他人而忽視自己的需求與感受等。倘若，一旦子女確實選擇了與

一方父母結盟，完全撇下對另一方父母的情感與接觸，雖然可減輕因忠誠衝突引

發的緊張與焦慮，但研究也發現子女會較容易有易怒等其他情緒問題。至於對於

年齡較大的青少年子女來說，會比較能意識到自己可能成為父母對付對方的武

器，同時也較能將自己拉離父母的戰場、避免非黑即白的絕對觀點，有些青少年

會重新與過去不往來的一方父母聯繫，但也有些青少年會對雙方父母皆採疏離的

策略（Clapp，2000）。 

 

再從另一個觀點來看，前述 Ahrons 所做的研究在四年後又針對同一批離婚

父母進行訪談，發現原本屬於「完美夥伴型」的父母其關係不是些許下降成為「協

同合作型」，就是令人詫異地變成「誓不兩立型」；而其餘三種類型的共親職則是

呈現維持原狀、關係進步和關係變差等三種變化（Clapp，2000），符合 Feinberg

（2003）所言，共親職為一動態的概念，可能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因此，

值得關注的是，有些離婚父母雖在早期有著非常糟糕的關係，但是一段時間過去

卻也能在教養子女上發展成良性合作的互動，這之間究竟是什麼讓關係產生變化

呢？若能瞭解該正向經驗之發展，亦可作為離婚父母維繫良好共親職之指引與參

考。而接下來兩節將繼續從離婚適應歷程探討離婚後共親職之關係型態在時間序

列上的發展，以及亦從系統觀點探討影響離婚後不同住父親親職參與、父母教養

關係的助力與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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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個體適應歷程探討離婚後共親職的發展 

  Ahrons 與 Rodgers 談到離婚後的調適時，認為成功的調適即是離異的雙方能

彼此遵守繼續合作扮演父母角色的承諾（Brown et al.，2000），而 Sutton與 Sprenkle

也提出離婚後良好適應的指標，包含離婚者能與前配偶發展出有效的關係且和平

共處，以及能勝任離婚後親職的角色等（李奕萱，2004）；這些觀點顯示了離婚

者的調適與離婚後和前配偶的關係、共親職品質有關連，即當離婚者愈能從婚變

中調適與復原，就愈有可能與一方父母建立良好的教養夥伴關係。只是，Clapp

（2000）亦指出在離婚後要能有良好的調適是一件非常不容易的事，它代表者離

婚者需學習處理重大的失落、複雜的情緒、生活的改變與大大小小現實中會面臨

的問題，大多數的人通常需要花上幾年的時間才能良好調適和重建生活。因此，

一般學者在探討離婚適應時常以時間序列方式描述調適歷程的發展，再者離婚也

象徵著關係的失落，在哀慟理論中談到如何從失落的悲傷中復原時，也常以階段

的方式描述悲傷過程，故研究者將依據學者們所提出的離婚適應歷程與哀慟理論

從個體調適歷程討論離婚後共親職關係的發展。 

 

壹、從離婚適應歷程看離婚後共親職 

  首先，Clapp（2000）將離婚適應歷程大略分為三個時期： 

  一、「離婚前的時期」：離婚者在決定離婚之前通常會經歷許多憤怒、無望、

無助、訝異不安、消沉或悲觀的情緒，而女性在過程中所承受的壓力也通常較男

性來得大，與離婚的決定大多由女性提出且決定前經歷了長期間的混亂和思考有

關。 

  二、「過渡－調整期」：離婚者通常會經驗到比原先設想的還要難受的創傷與

迷惘，並經常感到焦慮與沮喪，平均而言大約需花兩年的時間走過這段時期。而

在第一年處於過渡的階段時，許多人會感到焦慮、倦怠與孤獨，並且有很深的失

敗感與低自尊，甚至對前配偶有滿腔的憤怒。雖然有少部份的人表示一旦不用再

每日與前配偶接觸，兩人緊張的關係會減緩，但大部人還是認為即使婚姻結束，

雙方的互動仍常有激烈的衝突。到了第二年一般會進到調整的階段，大部份的人

在情緒上已能逐漸找到平衡，雖然進步的狀況仍不是很穩定，但會較積極地拓展

自己的新生活，同時也較能有效關注子女的需求。 

  三、「復原－重建期」：又稱為「鳳凰期」，指離婚者已能跳脫前期抗拒離婚

事實和經常受負向情緒折騰的低潮，而致力追求個人的成長，通常要在離婚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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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才能進入此歷程，不過也有些人需要更久的時間。成功走過這個時期的離婚

者，能正視婚姻的結束、在生活上不再怨恨或依賴前配偶，同時創造新的角色認

同。 

  其次，國內李奕萱（2004）將離婚二到六年婦女的適應歷程歸為煎熬期、重

建期與展翅期，其中在情緒調適上會從一開始承受婚變的痛苦到懂得沉澱、排解

情緒進而重建個人生活，而與前配偶的關係則是從怨懟、對過往感情難以釋懷到

能與前配偶維持平淡的關係。 

 

  因此，從前述的適應歷程可推知，在婚姻真正結束的初期（通常是第一年），

大部份的離婚父母常會深陷情緒的困擾，且會因婚姻問題而對前配偶有很深的敵

意、彼此關係緊繃，很可能也因此無法將父母角色與婚姻伴侶角色作區隔，使得

雙方在婚姻中的戰火延燒到共親職的場域，導致同為父母的角色互動可能是衝

突、相互排除的。等到離婚已過了一段時間（通常是第二年起），雙方在情緒調

適上會較前一階段穩定，同時亦較能從子女的立場關注其需求，故推想當兩人敵

意降低與較能看重子女最佳利益時，雙方在父母的角色上其衝突亦可能會趨於和

緩或願意為了子女的事情有所聯繫、商量等；直到再過更長的一段時間，因彼此

已不再怨恨和展開各自的新生活與找到新定位，發生衝突的機會會降得更低，這

時若依據 Ahrons 等人所言，可能有部份父母會因調適良好，而在父母角色互動

上顯得更協調合作，但國內李嘉莉（2001）研究也指出婦女離婚後其實與前配偶

關係變得疏遠者居多，因此也可能有部份父母不再怨懟也幾乎沒什麼衝突，甚至

不會在親職角色上互相排除，但彼此在同為父母的角色互動是平行、少有聯繫交

流的。 

 

貳、從哀慟理論看離婚後共親職 

  另一方面，在哀慟理論中討論個體從悲傷中復原的過程時，也常出現像上述

離婚適應歷程般從低潮的谷底向上攀爬、漸入佳境的階段論。像是 Kubler-Ross

的經歷喪失之五階段：否認、憤怒、討價還價、沮喪到接受；Kavanaugh 的七個

悲傷調適階段：震驚及否認、複雜情緒湧現、罪惡感、失落與寂寞感、解脫感、

重新建立；而最後，Rando 整合過去對悲傷過程的描述，歸納正常悲傷的過程大

致可分為：逃避階段、對抗階段與重新建立階段（引自李佩怡，2000）。這些觀

點與離婚適應歷程所描述的感受、內涵有相似之處，故推想離婚雙方在父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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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互動亦可能是從初期的高衝突不合作逐漸演變為低衝突部份合作，到後來的

協調合作或平行無交集等。 

 

  然而，在哀慟理論中所描述的調適歷程除了漸入佳境式的階段論之外，

Neimeyer（2007）提出一個以成年悲傷者為主的大型群體研究中發現的「復原曲

線」概念，指悲傷者在經歷失落的當下因初期處於逃避階段，所產生的震驚與麻

木多多少少能保護個體的生活功能不受到太大的影響，或是周遭他人因較能認知

到個體的痛苦而給予支持協助，使其生活功能尚維持在良好階段，但是隨時間過

去，個體會逐漸下滑至更加迷惘與沮喪的狀態，同時也因社會支持逐漸消退，故

其生活功能會逐漸變差，到失落發生後的第五到六個月降到最低，從第七個月之

後才又起起伏伏地慢慢爬升，其間會有幾次較為嚴重的間歇性功能下降，直至失

落發生後的兩年才逐漸走過悲傷歷程。因此，若從該觀點推想離婚後共親職的發

展，可能有些父母在離婚初期因因應失落的重整功能較佳，反而較能合作扮演父

母的角色，直到後來隨著調適的低潮會變成非良性的互動，而之後再隨著調適的

狀況彷彿進兩步又退一步似地、慢慢地衍生成良好的夥伴關係。 

 

此外，Stroebe 與 Shut（2003）亦提出「雙軌擺盪理論」（dual process model），

將喪慟的調適視為一種需要在兩種相反功能的狀態中持續來回擺盪的過程。指個

體在經歷悲傷的過程中會有「失落導向」與「復原導向」這兩個向度的任務要處

理，在前者的狀態中悲傷者會面對、體驗失落帶來的感覺，例如：哭泣、對離開

的人有所眷顧、尋找與過往有關的回憶等，而在後者的狀態中則是會把焦點放在

生活中其他尚待處理的事務，例如：處理隨著失落發生而產生的事項、專注於工

作和生活的責任等，以「逃避」的方式暫時跳脫悲傷的包圍。故在悲傷初期，個

體會在這兩種導向之間像鐘擺般來回擺盪，有時會讓自己處於悲傷的狀態，但有

時又會跳脫悲傷讓自己盡可能步上生活的正軌，但一般通常是讓失落所帶來的負

向效應佔據生活的主要部份；不過，隨著時間過去，正向效應會逐漸增加，直至

悲傷工作逐漸完成，而屆時這兩個向度的比重也將逐漸縮小，個體會再慢慢地形

成新的生活經驗與規則。因此，依著個體的調適過程呈現如鐘擺般於「失落」與

「復原」之間反覆來回，似乎也可推想有些離婚父母在離婚初期其共親職的關係

可能經常呈現時好時壞、來回擺盪的形態，有時無法理性劃分婚姻伴侶與父母角

色的關係，但有時又可以正視己身與前配偶同為父母的責任而考量子女最佳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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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相互配合，只是大多時候可能還是會以非良性互動的狀況居多，直到離婚後期

才逐漸跳脫不穩定的關係型態，進而形成新的互動模式。 

 

  綜合上述兩小節的討論，可知就不同的觀點，個體調適歷程的初期階段有著

不同的內涵描述，但各觀點間共通的是，通常在距離失落事件長達兩年以上，有

許多人會開始重建新生活，並進而發展成良好調適的個體；故推想離婚初期雙方

在父母角色上的互動可能因適應狀況不同，而有不同的樣貌，但當時間愈來愈

久，調適狀況愈好的情形下，雙方應愈有機會發展不相互排除的教養夥伴關係，

惟彼此在父母角色上的互動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各自皆可對子女盡親職義

務，但雙方顯得疏離少交流的。 

 

第四節 從系統觀點探討影響離婚後共親職的助力與阻力 

  社會工作強調「人在情境中」的系統觀點，認為人在情境中是一個聯合的交

流系統，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會影響個人對所接收訊息的認知、處理和與他人的

互動，而且個體與環境在系統中亦是相互影響的（宋麗玉、曾華源、施教裕、鄭

麗珍，2002）。本研究所探究的共親職為離婚個體對於關係的處理和互動，包含

離婚單親母親如何看待父職參與、兩方父母如何處理彼此同為父母的關係和扮演

角色等，因此參採系統的觀點，先從個體角度討論是什麼影響不同住父親的親職

參與、離婚父母教養關係，以及也從系統觀點中指的社會環境包含微視層次、居

間層次與鉅視層次等擴充探討可能存在的助力與阻力。 

 

壹、個人層次的影響因素 

Kelly（2007）談到母親的態度是影響父親參與親職的關鍵，不僅在婚姻狀

態中是如此，在雙方離婚後所帶來的影響會更大，即母親在行為和態度的守門程

度可以決定父親有多少機會能實踐親職的角色和與子女發展親密的關係。而研究

顯示母親的守門通常來自於觀念中認為自己比父親更能勝任親職的角色、覺得父

親不適合或沒有資格作為一位父親（Kelly，2007）、離婚後視父親對於子女生活

的參與是沒有什麼價值的，以及不滿意父親對子女經濟需求沒有貢獻等，這些都

會讓守門的情形愈演愈烈，使得擁有監護權的母親不太有意願與子女父親繼續共

同扮演父母的角色（Markham, Ganong, & Coleman，2007）。此外，Kelly 也提到

母親因婚姻結束所感受到的創傷、憤怒與對子女父親的敵意，同樣會使其不想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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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父親維持對子女穩定的探視，因此就有研究指出當單親母親在情感上愈能原

諒子女父親或是減少仇恨，雙方在教養工作上的互動就愈能協同合作與減少衝突

（Bailey & Zvonkovic，2003；Bonach, Sales, & Koeske，2005）。 

 

其次，也有學者從角色認同理論來探討持有什麼樣自我認同的離婚單親媽媽

才比較願意與子女父親維持協同的教養關係，使實際行為與接納的自我形象是相

符合的。而研究顯示當媽媽愈能認同與子女父親繼續共同扮演父母的角色是對的

事情，或認為這麼做能感覺自己是位好媽媽，也就較願意朝協同共親職的方向去

努力。同樣地，角色認同的概念也被運用在探討不同住父親之親職參與，Stone

與 Mckenry 表示當父親愈能認同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在離婚後也就愈能參與

親職的工作（Markham, Ganong, & Coleman，2007）。另外，有一些學者希望社

會不要以過於嚴苛的角色看待不同住父親在親職上的缺席或參與上的侷限，他們

表示事實上有些父親不再探視子女，理由並不是不愛子女，而是覺得一再地只能

偶而見到子女也相當痛苦並感到失落，因此為了逃避最後就慢慢從子女生活退出

了；而有的父親未能提供子女經濟支援，也是因為自己本身也有經濟困頓的問

題，和子女一樣都過著苦日子；或是，對父親而言可以與子女聚在一起的時間很

短，他們也不太確定該怎麼盡到父親的責任才是好的，因此只能以娛樂休閒活動

為主（Ahrons，2008；Kelly，2007）。其他像是父或母任一方搬家、任一方展開

新的同居生活或再婚等，也都會對父親參與親職和雙方父母的互動關係產生影響

（Kelly，2007）。 

 

貳、微視層次的影響因素 

在系統觀中所指的微視層次是個人在平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觸和互動的環

境，Pincus 與 Minahan 又稱其為非正式系統，包含我們的家庭成員、朋友和同事

等（宋麗玉等人，2002）。因此，研究者嘗試從家庭中的婚姻關係、親子關係、

與其他家庭成員關係、朋友關係等討論其如何影響離婚後的親職參與和雙方父母

的互動。 

 

一般在探討是什麼影響父母共親職的關係時，常將夫妻婚姻情感視為與共親

職品質互有關聯，即倘若婚姻關係有許多的不快，那麼彼此在同為父母的關係上

也通常是充滿敵意或競爭意味濃厚的（Stright, & Bales，2003；陳富美、利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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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而依據學者所做的整理，第一次婚姻離婚的主因以外遇排名第一，且當

初在外遇事情曝光後，直至開始採取法律程序以結束婚姻、進行財務和子女監護

權分配等過程，雙方都可能產生較大的情緒或衝突，就算日後婚姻關係結束，離

婚者最常有的感受之一也包含覺得自己對前配偶感到氣憤；再者，現實生活中發

生外遇的又以男性較多（柯淑敏，2007）。因此可以推想的是，對不少離婚單親

母親而言，談起其婚姻關係可能會覺得是很不愉快的經驗，而在與前配偶同為父

母的關係上亦不容易有良好的互動。另一方面，Kelly（2007）提到有些父親在

離婚前就很少投入親職的工作和對子女做情感的投資，因此親子關係是疏離的，

以至於離婚後同樣也很少涉入子女的生活。此外要特別一提的是，若單親母親是

因婚姻暴力而離婚，那麼與子女父親的關係必定是充滿壓迫與恐懼的，加上父親

若又曾對子女施暴，大部分的子女也會傾向不想再與父親見面（Ahrons，2008），

因此在彼此關係受到創傷與安全的考量下，對於因暴力而離婚的家庭來說，要使

父母繼續在教養工作上維持夥伴關係是不容易也較不切實際的。 

 

還有，像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與周遭的朋友有可能促進離婚父母在親職的參

與，也有可能妨礙雙方共同扮演父母的角色。Bailey 與 Zvonkovic（2003）的研

究顯示，有些不與子女同住的父親表示自己曾從原生家庭的父母那邊獲得經濟的

資助，使得自己能繼續提供子女生活費，也有父親提到朋友的支持讓他能在工作

與探視子女兩頭燒的狀況下得以支撐下去；相反地，有些父親則會得不到家人或

再婚配偶的體諒，或是因離婚而遭到朋友的冷淡等。另外，Greene 等人也談到

因父母離婚後，通常會各自與原生家庭再次產生緊密連結，而 Ferguson 發現當

上一代介入後，通常會因站在自己子女的這一邊，而將過錯怪在對方的身上，或

是在孫子女的面前表現出批評其父或母的言詞和態度（陳美秀，2008），這些也

都有可能造成離婚父母之間的隔閡，或是令子女對不同住家長產生誤解、減少接

觸意願，影響彼此的聯繫與互動。 

 

參、居間層次的影響因素 

  而居間層次 Pincus 與 Minahan 又稱其為正式系統，包含學校、工作單位、

社福機構、宗教團體等正式組織與社區資源（宋麗玉等人，2002）。Austin 在一

項針對美國中西部學校調查的研究顯示，有將近一半的學校是排除無監護權家長

參與孩子教育的，例如：許多學校並沒有蒐集無監護權家長的通訊資料，因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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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少關注該如何與無監護權家長聯繫的事情；Keller 亦指出同時政府在政策與

法律上也沒有清楚指示學校宜如何協助離婚父母共同關心孩子的教育，因此有些

不同住家長表示即使覺得自己與前配偶能相互客氣的對待，但在與學校接觸時仍

覺得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不能被認同。另外，少數有些離婚父母能獲得工作老闆

的體諒，在時間上給予彈性以利其安排參與子女生活的規劃（Bailey & 

Zvonkovic，2003）。 

 

其次，為了因應高離婚率與協助離婚父母思考對子女的親權義務、增加彼此

的合作關係，目前台灣在法院引進家事商談制度、在社福機構亦有兒童福利聯盟

文教基金會（2007）推展離婚協議商談服務，皆是希望協助有意離婚或已離婚的

當事人對離婚後子女生活照料、探視、教養、居住及財務分配等各項安排達成協

議，進而提升雙方日後共同教養子女的意願，讓離婚單親子女仍能享受父母雙方

的愛與照顧；即希望達到 Parkinson 對商談機制所提出的潛在益處（賴月蜜，

2005）：協助夫妻朝向未來看、讓彼此能建立對話機制，同時促使其站在孩子的

立場，充分考慮孩子的需求與感受，以合作的方式達成對子女是最佳安排的協

議。再者，兒童福利聯盟亦承辦「未成年子女會面交往服務」，提供特定地區之

民眾透過申請能在機構安全的環境下，使離婚父母有機會探視不同住的子女，提

供親情的支援與關懷。這些正式的資源與服務理念皆重視父母雙方親職參與對子

女的意義與價值，也為離婚父母合作式的共親職注入希望。 

 

  若再從角色認同的理論來看，Stryker 與 Serpe 認為個人對於角色形象的認同

係內化他人期待和本身與外界互動的結果（Markham, Ganong, & Coleman，

2007），那麼可以推想的是，離婚父母是否能發展協同的共親職、不同住家長是

否同樣能繼續參與親職義務，其實也與外界是否能認同、支持與協助他們繼續共

同扮演好父母的角色有關，假使離婚父母未能接收到外界希冀雙方在教養上能合

作的期待、協助，或是不與子女同住的家長經常感到不再被視為是「真正」的父

母而遭受排除，對他們而言也將可能缺乏在教養上經營夥伴關係與共盡親職義務

的承諾。 

 

肆、鉅視層次的影響因素 

  最後，鉅視層次指的是個人成長的大社會環境中有關社會文化、法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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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規章等結構，同樣會影響或限制上述個體的認知行為、微視與居間層次環境

的建構和運作（宋麗玉等人，2002）。因此，當我們在討論離婚後為什麼有些父

親就不再參與子女的生活，或是即使嘗試盡親職的義務，卻也可能僅侷限在提供

經濟支援與娛樂等層面，仍要從大社會環境下探討這些現象的產生究竟被什麼牽

引著呢？ 

   

  Lightfoot 和 Valsiner 指出父母職責的建立會受到社會文化的指引，文化透過

種種的途徑影響個體的父母職責信念，故王叢桂在分析國小教科書內所包含的價

值觀念時，發現書中傳統的母親形象職責為子女教養、家務整理，而父親的職責

形象則為努力工作打拼、愛子女但不輕易流露情感（王叢桂，2004）。其次，McBride

與 Darragh 的質性研究也發現，部份父親會有母親是較佳育兒者的刻板印象，或

認為自己在扮演父母的角色上只能侷限在某些形象，例如：陪孩子運動等；甚至，

倘若父親本身有意願改變態度也不易實現，因為如同 Fishbein 和 Ajzen 在態度與

行為的研究發現，個體的主要社會規範對於其行為行動有重要的影響，故有些父

親即使想參與傳統觀念中認為是母親宜擔負的親職，家中持有傳統性別角色的長

輩也不贊成（王叢桂，2000）。因此，可以推想的是社會文化潛移默化地在多數

父母心中植下了各自宜承擔哪些親職事務的信念，像是父親主要扮演經濟提供和

擔任子女玩伴的角色，母親則負責生活照料、教養與擔任柔性關懷的角色，而這

些個體在處於婚姻狀態中所養成的角色認知、態度與行為，在離婚後也可能如溢

出效應（Margolin, Gordis, & John，2001）所指，會再轉移至無婚姻狀態下的父

母角色扮演。所以，Babcock 進一步指出，就男性而言，離婚後只要可以如往日

般繼續給予經濟上的支援以及與子女做間隔性的接觸，其實就符合社會印象中的

父職表現（林之珮，2007），而不同住父親在與子女接觸後，多以提供娛樂性活

動，和擁有監護權的母親仍被視為主要照顧者而擔負起大部分的親職，同樣與傳

統父母角色的分工有關。 

 

  另外，在本土的文化中，通常也會直覺認為夫妻離婚後多是不相往來的，而

子女的事務也理應是由具監護權的一方父母來出面或代表，因此當離婚後雙方尚

能和諧共處且共同為子女的事務齊心努力時，有時候可能還會令旁人覺得詫異。

在研究者有一次與母親談及論文的研究主題時，研究者母親即分享過去參加友人

婚宴時，看到新郎的父母即使早已離婚但仍在當日共同參與兒子喜宴並一起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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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許多人看到後都在私下臆測該對父母究竟是離婚了沒？要不然怎麼會共同

延攬新郎的結婚大事呢？由此可知，在我們的民情中視夫妻離婚後還能共同扮演

子女永遠的父母似乎是一件很難想像、或未曾想過或許可行的一件事，如此一來

也或多或少侷限了夫妻在離婚後發展協同共親職的動機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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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目前的社會科學大致分為量化與質性兩種研究方法，其中量的研究採用事物

可以量化的部份對其進行測量、計算和分析，即所蒐集資料的特點為：量化資料、

可操作的變量、統計數據等，適合在宏觀層面對事物進行較大規模的調查和預

測；而質的研究則是透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對事物進行深入的探

索，所蒐集資料的特點為：描述性資料、實地筆記、當事人引言等，比較適合在

微觀層面對個別事物進行細緻、動態的描述和分析（陳向明，2002）。由此可知，

質性研究與量化研究很大的不同在於所呈現的內容不是以數字為主，以及重視透

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來往互動對所探究的事物進行細膩、深層的描述，進而賦

予意義，所以潘淑滿（2003）指出質性研究具有「動態」與「意義」的內涵，亦

認為研究者在對所收集之資料進行詮釋的過程，必須從被研究者之內在觀點出

發，充分瞭解其主觀的知覺、想法與感受，以理解研究現象之外顯或蘊含的意義；

以及，屬於質性研究的建構理論典範談到研究結果是由不同主體透過互動所達到

的共識，意義不是客觀地存在被研究者的腦中，而是存在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

關係中（陳向明，2002）。再者，簡春安與鄒平儀（2004）對質性研究適用的情

境描述如下：第一，進入一個不熟悉的社會情境；第二，研究情境較不具控制和

正式權威；第三，研究的概念與相關理論尚處於初期探索階段；第四，研究重視

被研究者的主觀世界；第五，研究在於定義一個新概念或形成新假設。 

 

因此，研究者就研究主題特性、研究目的與問題採用質性研究，其考量的理

由如下： 

一、 本研究屬於探索性研究 

目前在國內的研究中，有關於離婚後共親職之探究尚處於初期探索的階段，

研究者希冀研究所得結果能促進社會工作與相關領域對該議題之關注，並提出具

體建議作為國內在推展相關實務工作之參考，故決定研究主題適合以質性研究方

法進行探討。 

 

二、 本研究重視被研究者主觀經驗之描述與意義的詮釋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單親子女知覺離婚父母共親職之整體經驗，在閱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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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充實先備知識和作為研究架構之依據後，強調從單親子女內在的觀點出

發，即從被研究者之立場對離婚父母共親職經驗進行全貌性的探索與瞭解，包含

被研究者所理解的現象為何？處於情境中的自己是怎麼想的？其心情感受為

何？產生了哪些影響？為什麼？以及，在時間的脈絡下這些經驗又會有什麼樣的

變化呢？希望透過文字的描述將被研究者之主觀世界以豐富、細膩、具脈絡化的

方式盡可能完整地呈現。因此，從質性研究的特質來看，質性會較量化更適合探

究本研究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搜尋過去的文獻發現，對於共親職的研究多以幼童或學齡前期的兒童為背

景，以青少年為研究對象是缺乏的。再者，McHale 等人（2004）表示父母的共

親職對於兒童直至青少年的發展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就青少年時期的發展特

色而言，正處於 Erickson 所指的「認同與角色混淆」任務發展階段，被視為是形

成自我概念的關鍵時期，以及也因生理快速成長帶來心理成長的波動，故又被

Stanley Hall 稱為「狂飆期」（Ashford, LeCroy, & Lorite，2007）。而在這段成長的

過程中，研究者就從事青少年輔導工作之經驗發現，個體在追求自我認同的同時

通常會伴隨許多焦慮、壓力及不確定感，若能適時得到父母的正向支持與回饋，

將有助於順利度過發展危機，建立良好自我概念；同時，青少年心理發展的關鍵

時期中，不論是對性建立適切認知，或是發展自主與規範的能力、培養生涯興趣

與成就、學習與人建立親密關係等皆是重要的課題，亦有賴父母的引導與培育，

以利順利進入成年前期。 

 

因此，倘若當父母離婚後若不與子女同住的一方父母就此在親職角色中缺

席，或是雙方持續在子女教養議題上爭執不斷，不僅可能無法關注青少年的發展

需求、適時提供協助，亦容易使其引發內、外化的問題，例如：感到被拋棄、低

自尊、過早性行為、藥物濫用、攻擊行為、學業低成就、輟學、對未來目標感到

迷網、難以與人建立親密關係等（Clarke-Stewart & Brentano，2006），不外乎都

顯示青少年時期的重要發展任務難免會因離婚父母無法發展良性共親職而受到

阻礙。 

 

故研究者認為單親青少年子女所知覺到的離婚後共親職和其心聲也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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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去關心，本研究選擇單親青少年子女為研究對象，並設定被研究者須符合以下

條件： 

一、年齡介於 12-20 歲，成為單親的原因為父母離婚，且其監護權歸母親單

獨擁有，並與母親同住。 

二、在父母離婚後本身與不同住的父親未完全斷絕往來，且能知覺到父親仍

參與親職的工作。 

（一）前者所謂的未完全斷絕往來是指與父親有實際的面對面接觸互動、或

是未見面但會透過書信與電話等通訊方式聯繫。 

（二）後者所謂的參與親職工作，則是指單親青少年子女能知覺到父親於離

婚後在「生活照顧」、「經濟提供」、「關懷支持」、「教養培育」的任一

層面有參與的行為，或是知覺到父親在任一層面仍希望繼續扮演父親

的角色與願意負起責任等。其設定之相關說明如下： 

1、親職的內涵為何？ 

陳青青談到親職包含五項基本任務：從事教養工作、給予心理支持與安全

感、培養良好的生活習慣與行為規範、提供經濟與教導社會資源之運用、培養健

全的人格發展（林之珮，2007）。王叢桂（2004）指出父母親職責的內涵有五個

面向：和諧關愛、培育子女、生活照顧、子女發展與經濟支持。王郁琇（2005）

則將其歸納為六個向度：情緒、教育、家務、事業、撫育與生殖。故綜前所述與

考量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議題是子女已出生的條件下，依子女成長過程有生理、心

理、教育與社會化之需求，將「親職」的內涵定位為「生活照顧」、「經濟提供」、

「關懷支持」、「教養培育」等四個層面。 

2、怎麼樣才算是有參與到親職？ 

Lamb 談到所謂是否參與親職可從家長與子女一對一的互動、家長對於子女

有形或無形協助的可近性，以及對於教養子女的責任感等三個方面去探討

（McBride & Mills，1993），反映了親職的參與並不侷限於與子女同住或必定要

有實際與子女互動的形式，而是也包含了即使父母不在子女身旁，但在子女有需

求時，能適時提供支持與協助，以及父母己身對於教養子女具有責任感，這些皆

可視為在親職上的參與。 

 

因此，不論青少年與父親之間係維持著實際的接觸互動，或是只會透過各式

通訊方式維持聯繫，只要本身能知覺到父親在離婚後仍在「生活照顧」、「經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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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關懷支持」、「教養培育」等任一層面有參與的行為或具責任感，都是研究

者所欲訪談的對象。 

 

  為考量研究目的與取樣之便利性，研究者主要係以立意抽樣方式請託學校同

事、他校教師、友人尋求符合條件的受訪者。當對方獲知有合適的受訪對象時是

先代為傳達本研究的訊息與轉交研究者製作之「研究邀請函」（附錄一）、「參與

研究個人同意書」（附錄二）、「參與研究家長同意書」（附錄三）予可能受訪對象，

並在可能受訪者與其家長皆同意參與研究並簽署同意書情況下，對方才交予研究

者有關於同意受訪者的聯繫資料，而研究者也才正式第一次與同意受訪者聯繫，

避免讓可能受訪者在未簽署同意書、考慮過程中接到研究者電話而感到有壓力或

是不好意思拒絕而參與研究，同時也希望充分尊重未成年子女的家長，減少其被

打擾的感受。其次，在等待他人協尋受訪者過程中，研究者也在個人部落格發文

簡介研究論文內容與徵求自願受訪對象。另一方面，研究者本身工作為學校輔導

教師，從事個案輔導工作中雖曾遇及符合受訪條件之個案，但研究者秉持助人倫

理應避免有害的雙重關係 1，不希望使輔導個案因雙重關係受到傷害，故受訪對

象之取樣排除邀請研究者所屬個案而選擇全數另行徵求，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間無

輔導與研究的雙重關係存在。 

 

請託的同事、他校教育夥伴裡，一些教師因擔任導師職務較瞭解學生家庭背

景狀況，或是從事輔導工作也能遇及合適的研究對象，故在協助篩選符合資格的

受訪者上幫了很大的忙，以及其中一位學校的輔導主任認為本研究若能順利產

出，對於輔導單親青少年與協助家庭關係將能提供寶貴資訊，因此亦熱忱協助研

究者媒合在另一所單親學生數多學校任教的教師，擴展尋求受訪對象的可能性。

之後，研究者在陸續得知有參與者同意受訪的情形下，第一次聯繫是以電話與受

訪者確認其受訪條件是否相符，以及再次說明本研究意義和告知研究倫理，亦同

時告知若受訪者在研究者說明後覺得自己不適宜參與研究，研究者會尊重其放棄

參與之決定，此外電話中也視受訪者需求澄清其疑慮，最後在確認受訪者條件符

合且確實自願受訪下，才進一步討論與約定後續面訪事宜。 
 

1 指的是助人者需對與個案的雙重關係做檢視，一個可能有害的雙重關係為，當一個有權力的人

（如助人者）在與一個較無權力的個體（如個案）之間加上了其他的角色，讓他們的互動關係導

向傷害或有利用較無權力的一方之虞（Hill & O’Brein，2000）。研究者希望避免讓輔導個案考量

己身地位較無權力或擔心影響關係而傾向順從受邀參與研究，產生非完全自願同意的情形，再者

研究者亦希望避免研究關係與助人關係互為干擾，影響個案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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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99 年 9 月開始尋求受訪者，其間曾遇及三位符合資格的受訪者未能順利

受邀，包含一位受訪者（友人介紹）在研究者第一次電話聯繫後考量個人雖與父

親有所來往但關係不熟、擔心可提供資訊有限而婉拒受訪，兩位受訪者（他校教

師代尋）在口頭同意他校教師願意受訪後則因個人因素無預期休學而取消受訪，

另一位受訪者（從研究者部落格得知研究資訊）則是雖極有意願分享個人經驗但

因家長擔心隱私安全而拒絕子女受訪，再者亦有一位已獲家長同意之受訪者（學

校同事代尋）原以為資格符合但經研究者與之確認得知係屬父母共同監護下與父

親有來往，故以不符合受訪資格而排除。故歷經八個月的尋求，從 99 年 10 月起

至 100 年 4 月共訪談 7 位離婚單親青少年，直至 100 年 11 月訪談分析工作趨近

尾聲之際，未再覓得合適的受訪對象，在取樣上希望資料達最大飽和有不盡完美

之處，只是考量研究對象因其特殊性影響尋求難度，以及感受手邊已有的七位受

訪者經驗皆屬難得珍貴，很是期盼研究成果的產出與分享，故決定讓資料蒐集工

作告一段落，致力完成全文撰寫。 

 

這 7 位離婚單親青少年來自五所中等教育學校，皆是由學校教師協助尋得，

其中男性青少年四位，女性青少年三位，年齡介於 13-17 歲，皆為在學學生，高

中職階段有五位，國中階段二位。其次，成為單親的年數多數為四年，且一開始

即為母親監護，僅有一位受訪子女單親年數為十年，早期為父親監護，但中期之

後轉為母親監護已達七年，其訪談內容以母親監護期間的經驗為主。另外，7 位

單親青少年中，有四位其一方父母已結交異性朋友或有交友情形，而一位其兩方

父母在離婚後感情變佳亦皆無另交異性朋友，至於另外兩位其父母交友情形則不

清楚。 

 

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與權益，受訪者姓名全數以化名方式處理。七位單親受

訪子女的背景資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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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子女背景資料一覽表 
受訪

者化

名 

性

別 

年

齡 

受

訪

求

學

階

段 

家

中

排

行 

父

母

離

婚

年

數 

成

為

單

親

年

級 

父母離婚

原因 

父母離婚後

交友狀況 

母親教育程

度與職業 

父親教育程

度與職業 

訪談地

點 

逸凱 男 17 高

二 

老

大 

4 國一 個性不合 母：有男友 高中/無 高中/臨時工 學校諮

商室 

紹宇 男 17 高

二 

老

大 

4 國二 對配偶生

活不滿意

父：有女友 大學/金融業 高職/服務業 學校諮

商室 

薏玲 女 17 高

三 

老

么 

4 國二 債務問題 父：有女性

友人 

國中/廚師 高中/師父 學校諮

商室 

育勤 男 17 高

三 

獨

子 

10

（母

親監

護

7） 

小一

（小

五監

護權

歸母

親） 

未知 不清楚 大學/設計師 專科/工程師 簡餐店 

潔心 女 15 高

一 

老

二 

4 小六 經濟問題 母：有男友 高職/工 高職肄/工 速食店 

聖文 男 14 國

二 

老

三 

4 小五 債務問題 父母皆無另

交男友朋友

高中/看護 高中/建築師 學校視

聽教室 

子萱 女 13 國

一 

老

三 

4 小三 經濟問題 不清楚 高中/居家清

潔 

國中/裝潢 速食店 

 

第三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壹、 資料蒐集步驟 

資料蒐集部分，選擇「深度訪談法」，希望透過雙向的互動，瞭解研究對象

之思維體系與主觀世界，有利於對研究對象所經歷之共親職經驗進行深度的探

索。其次，因研究者對於所欲探究的議題有特定瞭解之面向，以及期望研究對象

在所設計的訪談主軸下仍能盡可能提供豐富資訊，故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所

使用的研究工具為「參與研究個人同意書」（附錄二）、「參與研究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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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訪談大綱」（附錄四），其中「訪談大綱」內容依據本研究所欲探究

的共親職，即綜合各學者定義與以 Feinberg 的觀點為主軸，認為兩方父母因親職

議題所產生的「認知想法」、「對對方支持、抵制或不干涉的行為」、「親職參與分

配」與「關係型態」皆屬於共親職探討的範圍，並依研究目的選擇先從「親職參

與」的層面切入探究，以瞭解父職參與情形為出發點，再在該情境下延伸探討其

他面向。故訪談大綱內容架構如下： 

一、不同住父親的親職參與情形（屬於研究目的一：探討共親職中「親職參

與與分配」） 

二、母親對於不同住父親參與親職的態度與想法（屬於研究目的一：探討共

親職中「認知想法」、「對對方親職所反應的行為」） 

三、母親與不同住父親共親職關係的樣態與發展（包含研究目的一：探討共

親職中「認知想法」、「對對方親職所反應的行為」、「關係型態」，與研

究目的二：探討共親職發展變化。） 

四、影響離婚後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阻力與子女整體經驗（屬於研究目

的一、三，探討子女整體感受與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阻力） 

 

另外，訪談大綱問題類型參考 Patton 的建議（簡春安等人，2004）就所欲探

究的主題設計三大類的開放式問題：一，「受訪者的經驗與行為」（例如：父母離

婚後，您和不同住的父親之間透過什麼方式維持聯繫？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互動

經驗？等）；二，「意見與價值」（例如：您滿意不同住父親在父職角色上的扮演

嗎？您認為是什麼原因讓父親在離婚後還是持續在親職工作上付出呢？等）；

三、「感受性的問題」（例如：一路走來面對父母在教養關係上的態度與處理，您

有哪些想法與感受？對往後有什麼樣的期待？等），以利更有方向的引導研究者

與受訪者進入訪談情境，讓資料的蒐集更為完整、順暢。 

 

正式訪談的時間與地點，皆以受訪者覺得方便且能安心受訪為原則，在徵得

學校同意下其中有四位受訪者選擇在放學後直接至就讀學校諮商室或視聽教室

進行訪談，感覺熟悉且方便，至於另三位受訪者則是選擇在放學後或是週末時段

於離家近的餐飲速食店與研究者見面和進行訪談，如此訪談結束也能很快返家以

讓家長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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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七位受訪者與研究者皆屬於第一次正式見面，為舒緩不熟悉帶來的尷尬

或減輕受訪者的緊張，研究者會為在放學後於校內進行訪談的受訪者準備簡易的

點心與飲料，而在校外餐飲店約訪則是邀請一起享用餐點，表達研究者的善意與

感謝，也期望透過享用餐點的輕鬆與愉悅營造對話的氛圍，使受訪者能在身心皆

佳的狀態下參與研究。其次，在進入正式訪談前，研究者除了自我介紹外，也會

再次分享當初選擇從事此研究的原因，說明受訪者的家庭經驗在單親青少年中是

屬於難得少數，因此期待能透過受訪者的分享瞭解其家中是什麼樣的情形？怎麼

做到的？以及，受訪者在這之中的感受又是如何？希望研究成果產出後，能運用

於相關領域的助人工作，提昇更多單親青少年的生活品質。接著，研究者在主動

分享後，亦會以感謝且好奇的心詢問受訪者為什麼答應參與研究，有一位受訪者

告訴我「之前沒有碰過，就覺得好像還滿刺激、滿有趣的。」（聖文），而不少受訪

者（逸凱、紹宇、薏玲、潔心、子萱）幾乎沒有什麼猶豫地告訴我覺得就是聽到

老師有需要，因此就答應幫忙，同時並不介意分享的內容，讓研究者對受訪者的

不吝於助人感到很溫暖；其中還有一個有趣插曲是，聽代尋教師轉述曾有一位受

訪者私下探問參與研究是否能記嘉獎，似乎有意以與校內懲處紀錄相抵，代尋教

師回應這是屬於研究者個人研究且須受訪者完全自願同意，無嘉獎機制、可不參

與，此時只見該位受訪者打趣的轉而豪氣回應「喔，沒關係，我就是要問沒有嘉獎

的我才願意幫忙呢！」以特別展現大氣，聽了不禁令人莞爾，也感受到青少年可

愛的一面，而這位其後也成為受訪的一員。至於受訪者的家長為什麼會答應讓子

女受訪呢？一些表示自願幫忙的受訪者都回應母親尊重其意願，不特別覺得有不

妥，而一位受訪者（子萱）家長則是在電話聯繫過程中表示希望有機會能向研究

者暸解子女想法，以及還有一位受訪者家長陪同受訪者（育勤）到餐飲店，研究

者與之交談時得知家長亦認為相關經驗可開放分享，本身不特別顧慮。 

 

總之，在正式訪談前研究者透過好奇詢問讓自己與受訪者之間開啟對話的空

間，也為後續訪談做了暖身，再者研究者亦向受訪者說明正式訪談後若感到不適

宜繼續受訪可隨時取消參與，以及雖有錄音但研究者會視需要同步筆記，此時受

訪者不需等待筆記完成而中斷談話，以錄音已可協助研究者不遺漏所談讓受訪者

安心敘說；此外，也請受訪者不要因錄音擔心 NG，表示錄音是協助研究者分析

資料使用，而非錄製廣播或作品不可出錯，若受訪過程想對所談更清楚敘說，直

接再進行補充即可。本次研究每位受訪者皆訪談一次，當次受訪時間為 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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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過程中遇及受訪者感到緊張時，會停下來先舒緩受訪者的情緒與給予正向

回饋，例如：「感覺很緊張嗎？我們先停下來喝一口飲料好了。」、「我覺得你剛剛在……

部分說得很清楚，對我很有幫助。」等，以及遇及受訪者對話題有所停頓時，也會

開放確認受訪者對話題的接受度與是否影響心情，惟經詢問的受訪者皆表示並不

妨礙，心情無受影響；訪談中除了如前述全程錄音外，研究者進行的實地筆記其

內容包含過程中認為關鍵的話語、欲進一步追問的備忘提醒，與當下被引發的心

情思緒等，使訪談過程中因互動所產生的訊息更真實地被紀錄。全數受訪者訪談

結束後，皆儘快補上當下未能妥善紀錄的必要細節以建立更完整的資料，對於日

後的分析工作極有助益。 

 

另外，特別想分享的是在訪談結束之際，研究者也會關心受訪者的感受，同

時好奇此次訪談經驗是否為受訪者帶來新的心情想法，受訪者所給予的回饋都是

正向的，如逸凱一句「比讀書輕鬆阿！」認為談話是無負擔的、紹宇感念父母的

關愛「很感謝媽媽…從小到大對我們的照顧啊…然後爸爸的話啊，就蠻感謝他、離婚

之後不是…會離我們越來越遠，反而就越來越關心我們…。」、聖文興起了以父親為

表演楷模的念頭「嗯…我們現在學校有在玩，扮演夫妻的角色嘛，啊我會去模擬一

下…，[爸爸的那個形象]會想表現出來。」，甚或一些受訪者回應透過訪談讓自己的

情緒有所紓解、看到自己面對單親這件事的成長，以及亦對參與研究具助人價值

這件事展現了充分的熱誠與誠意： 

 

「因為這些事情都沒有跟同學講過，然後就只有跟同學講說我是單親，所以就覺得

比較放鬆，因為[平常]…就是、會有點ㄍㄧㄥ。（笑）…[還有]老師你想到[要問]

的時候，你可以再打電話給我。」【子萱】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那麼坦白地告訴別人說、就是我看待這件事情，我其實還滿

開心，就是一方面是可以幫助到你，然後一方面是…啊我長大了，就是可以很輕鬆

地看待這件事情…。」【薏玲】 

 

「我在剛開始的時候…我有偷禱告，…就是希望我們的訪談可以很順利，然後就是

我能夠真的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然後可以幫助到更多的家庭，還有更多的小

孩子。…也一直不會排斥說去跟別人分享這一類的事情，…好的事情是可以跟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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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然後其實也是一個見證…，所以覺得還滿開心的啦。」【潔心】 

整理逐字稿時再次回顧了受訪者的心意也湧出了滿滿的感謝，在這邊不禁要

大聲地向我的受訪者們表達感謝：「謝謝您們！謝謝您們願意將生命經驗與我分

享，透過您們我才能對自己非完全瞭解的世界有了新的發現與收穫，對我的論文

生涯與助人歷程來說都是正向的力量！」 

 

貳、 資料整理分析 

  資料分析部分，初步整理時每份訪談的錄音內容皆謄寫成逐字稿，除了語言

的內容外，亦包含各種非語言的訊息，例如：嘆息、哭泣、沉默、遲疑、笑等，

而部份非語言訊息未能在錄音內容中瞭解，例如：握拳、搓手、談話的眼神等，

則以研究者當時的實地筆記來補足。進行到資料分析時，研究者以歸納方式將文

本內容逐步進行由繁化簡，不斷整理、對照、比較與重組的工作，萃取出核心的

概念與意義，其運用的編碼登錄步驟如下（潘淑滿，2003）： 

  步驟一：開放譯碼 

  閱讀文本資料時，逐步在資料中找出關鍵字或主題，並在旁加以註記，建立

暫時性的概念。 

  步驟二：主軸譯碼 

  在上述形成的暫時性概念間，歸納與比較不同資料間的符碼，企圖從共通或

相異的地方建構主軸或具體的概念。 

  步驟三：選擇性譯碼 

  選擇可以凸顯研究主題的主軸概念，作為詮釋研究問題的根據。 

 

此外，Bogdan 與 Biklen 指出在實地蒐集資料的同時也對資料進行整理與分

析，可以有以下益處（引自陳向明，2002）： 

一、促使研究者逐步縮小研究的範圍，儘早就研究的方向和類型做出決定。 

二、幫助研究者提出一些可以統整所有資料的觀點，發展出可供進一步分析

的問題。 

三、促使研究者從原始資料朝向理論建構的方向過渡。 

四、幫助研究者在整理資料的過程中瞭解自己還需要哪些方面的資訊，以便

下一步更有計畫地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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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依循學者們的建議，盡力使資料的蒐集與分析同步進行，並且

及時做整理與分析，使研究的結果脈絡能在反覆蒐集與分析的過程逐步清晰呈

現，例如：研究者在一邊進行訪談與等待下位受訪者的同時，即開始逐步分析逐

字稿，漸漸地從中即可發現一些受訪者共通的經驗，幫助形成研究的具體概念，

同時將其列為下一次訪談提問與比較檢核的題材架構。再者，潘淑滿（2003）亦

指出若資料分析過程中發現所蒐集的資料有相互矛盾之處，就必須進一步的蒐集

資料以釐清問題，直至主軸概念清楚浮現，且資料間沒有明顯矛盾或新的概念再

出現，就可以說已達資料飽和狀態，資料蒐集的工作亦可準備結束。本研究至訪

談分析工作近尾聲之際，共計訪談七位單親青少年，未再覓得合適的受訪對象，

其所蒐集的資料雖無明顯矛盾之處，但理想上仍應再增加受訪者人數以重複檢核

主軸概念、確認其完整性，惟研究對象因其特殊性影響尋求難度，故取樣上希望

資料達最大飽和有不盡完美之處。 

 

第四節 研究之信效度 

  信效度的考量原本是屬於量化研究對於研究應客觀和無偏誤的要求，而質性

研究雖不採量化研究認為結果應呈現重複測量之客觀穩定和共通法則的立場，但

仍重視研究的嚴謹度，故在本研究的信效度考量上，遵守以下方法（潘淑滿，

2003）： 

一、可靠性（dependability） 

  係質性研究所指的信度，強調研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料蒐集策略蒐集到值

得信賴的資料。在資料蒐集過程中，研究者運用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輔助工具，

並依實際情境彈性運用，同時訪談過程中亦全程錄音與實地筆記，盡可能完整蒐

集與受訪者互動所得的資訊，其後當訪談結束，也儘快整理與補足訪談過程中未

能妥善紀錄的資訊，避免有些寶貴的訊息在當下遺失後就難以再獲得。 

 

二、確實性（credibility） 

  即質性研究所指的內在效度，重視研究者在過程中所蒐集資料的真實程度，

是否能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研究者在邀請受訪者時完全尊重研究對象的意

願，確認其是在準備好的情形下自願參與研究，且在訪談地點的選取也選擇受訪

者便利且能安心分享的場所，包含學校諮商室、學校視聽教室、離家近餐飲店中

能保護隱私和不受外界聲音干擾的空間。其次，在訪談結束之際，為了使理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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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的內容能符合受訪者的經驗感受，研究者會依當下的實地筆記再次與受訪者

總結與檢核受訪的內容，鼓勵受訪者對研究者所領略的事實給予回饋、澄清，以

讓研究所得結果與受訪者經歷經驗有所相符。 

 

三、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為質性研究所指的外在效度，強調研究者是否能有效的描述研究對象所表達

的感受與經驗，透過厚實描述與詮釋過程，將研究對象的感受經驗完整呈現。研

究者在分析逐字稿的過程中除了以轉騰出來的語音資料為主外，亦留意逐字稿與

實地筆記所紀錄的非語言訊息，以更清楚反映受訪者當下的情緒感受。其次，在

分析過程中亦定期與指導教授討論、主動向同儕和相關專業人員請益，幫助自己

以更貼切的方式詮釋研究對象的經驗樣貌。 

 

第五節 研究者之角色 

  Bogdan 與 Biklen 指出，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及

建議研究者需避免主觀意識，始能對研究現象具有較佳的敏感覺察能力（潘淑

滿，2003）。為了使研究能順利進行，研究者就本身的學習與經驗說明如下： 

一、與研究主題相關議題的學習與訓練 

  研究者在 97 年碩一下修習「質性研究」課程，培養從事質性研究的各項能

力，包含研究設計、資料蒐集與分析、報告撰寫等，學期中也曾配合課堂訓練獨

自進行兩次對社會工作者的訪談，透過實作與撰寫學習心得訓練膽識和釐清訪談

的盲點，以促使自己能成為良好的研究媒介。接著，在同年碩二上修習「共親職

專題研究」課程，研讀共親職的理論與相關研究，同時透過課堂中與同儕、老師

的討論和對話，培養對該議題思考、探究與表達的能力。而至 98 年碩二下，研

究者申請到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實習，透過在該領域服務單親家庭與協同帶領單親

子女成長團體，拓展了研究者對該服務對象的認識以及更近距離地貼近研究對象

群，覺察其生命經驗與培養己身對單親家庭主觀世界的敏感度。 

 

二、多年從事個案輔導工作的經驗 

在擔任訪談者的角色上，研究者現職為學校輔導教師，自 92 年起至今共有

7 年從事個案輔導工作的經驗，在工作中所培養的技能有助於在訪談過程中秉持

真誠、開放之態度，以及運用提問、追問、澄清等技巧引導受訪者表達個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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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覺、想法與感受，增進訪談資料之豐富度，並能適時給予正向的同理與澄清，

因此在這次的研究訪談中，研究者除了適時運用過去習得的晤談技巧與經驗外，

也秉持著在訪談結束後不忘反思的精神和態度，及時進行調整與修正，以使下一

次的訪談工作更形順利。 

 

三、對己身家庭背景與成長經歷的反思 

  研究者本身是屬於在雙親家庭中成長的子女，只是父親因工作關係自研究者

有記憶起即長年在外工作，故自小到大的生活起居、直接教養多為母親一手包

辦。但是在研究者的想法裡，雖然父親不常在身邊，卻未曾覺得他從父職的角色

與責任中缺席，透過電話、簡訊與難得相處日子裡的互動，父愛的關懷與支持是

濃厚的，同時研究者也清楚地知道在研究者父親與母親之間有關於子女的事務，

是會相互流通與協商的；故在某種程度來看，研究者似乎也體驗了有些單親子女

在某一階段後即很少與父親同住、但卻仍能感到被愛的生活，並對於母親如何與

不常在子女身邊的父親共同擔負親職工作有些感觸與體會。 

 

當然，綜觀說來，研究者的家庭屬性與本研究所關注的單親家庭在本質上還

是有許多的不同，包括父母的婚姻狀態、子女監護權已歸某一方父母所有、家庭

成員在離婚發生後所經歷的心理反應與想法等。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係時

時檢視自己是否不自覺地預設視框，亦重視質性研究中強調互為主體的精神，避

免探究受訪者主觀世界之目的受到牽制。其次，研究過程中指導教授之提點與指

導，亦對釐清個人研究中的盲點有莫大助益，協助己身突破生命經驗之限制。 

 

第六節 研究倫理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所秉持的倫理信念與具體遵循事項如下（潘淑滿，2003；

簡春安等人，2004）： 

一、告知後同意 

即使受訪者在他人轉知研究訊息下經考慮已同意參與研究，並先簽署參與研

究同意書，但研究者在第一次電話聯繫時仍係再次充分告知受訪者關於本研究的

意義與相關訊息（包含受訪者可隨時取消參與），確保受訪者是在被充分告知下

決定參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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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可隨時取消參與 

  考慮受訪者可能在談論時會憶起過去父母離婚或成為單親後的不愉快經驗

而產生情緒起伏，因此訪談前告知受訪者若過程中任何時刻覺得自己不適宜繼續

受訪，可隨時取消參與，研究者會尊重其決定，並視情形提供相關資源之協助；

實際訪談時研究者亦隨時留意受訪者之情緒感受，例如：遇及受訪者對話題有所

停頓時，會開放確認受訪者對話題的接受度與是否影響心情，惟經詢問的受訪者

皆表示並不妨礙，心情無受影響可繼續受訪。 

 

三、匿名與保密原則 

  在呈現訪談內容的同時，會遵守研究對象匿名、保密原則，受訪者身份皆

以化名指稱，並避開可能透露其真實姓名的學校資料、居住地、父母工作地點等

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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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探究離婚父母共親職的樣貌與不同樣貌下其子女所知覺的經驗

感受，同時瞭解離婚後共親職的發展變化，以及是什麼讓離婚父母有意願發展非

惡性的共親職？影響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力為何？因此，本章將先於第一

節描繪子女所知覺的離婚父母共親職之經驗圖像；其次，於第二節分述不同樣貌

下「父職參與的情形」、「母親的態度」、「兩方父母角色在親職議題上的呈現」、「單

親子女的感受」等意涵；於第三節說明離婚後共親職從離婚後至今呈現了什麼樣

的變化；最後，再於第四節整理影響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力。 

 

第一節 單親青少年子女知覺的共親職圖像 

－逸凱：父親只是名義上的爸爸 

逸凱就讀高中二年級，校內成績名列前茅，個性自主獨立，不太需要父母督

促。記憶中父母在其國一、二時離婚，且雙方在快離婚前關係就降到冰點，而逸

凱認為自己一直以來與父親的關係是疏離的，同住時只是覺得看得到人但不太講

話、各過各的生活。父母離婚後，逸凱與弟弟、母親搬出來同住，但因母親仍會

回父親原生家庭照顧阿公、幫忙家族拜拜等，故在拜拜日子或過年聚餐時會與父

親碰面，以及平時父親拿生活費給母親時也會見到面，不定期父親會透過母親希

望安排時間帶逸凱和弟弟到外邊吃飯，通常就是母親講了時間，逸凱覺得沒事就

參加，但母親不會一起參加；目前逸凱覺得在功課愈來愈忙、下課就補習的情況

下，也就愈來愈少與父親見面了。偶而父親會主動打電話給母親，談話結束前會

請母親拿電話給逸凱聽，逸凱覺得與父親沒什麼話好講，常叫了「爸爸」就結束

談話，對於父親平時送宵夜過來的舉動未有特別感受，對於父親在親職的參與最

先想到的是幫忙繳補習費、申請獎學金，除此之外就沒有什麼特別的、也不認為

有其他的需要，感覺父親好像只是名義上的爸爸。 

    母親知道逸凱與父親處得不是很好，偶而教養上感到生氣時會半威脅要逸凱

回去跟父親住，逸凱會回應「不要」或乾脆當做沒聽到；不過，假使無關此事，

逸凱也知道母親本身有時候會因經濟的考量而想過是否要再帶孩子回去與父親

同住，但逸凱並不希望如此。另外，逸凱自己對母親離婚後還會回父親原生家庭

幫忙、生活中關懷父親等舉動感到不解，認為兩方畢竟已離婚且母親過去也認為

前夫家對她不太好，為何還依然繼續付出，逸凱一方面以「很扯」形容父母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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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方面表示是母親人太好使然。 

現在，逸凱感覺父母親關係從剛離婚時的彷彿仇人變得較像朋友般會互相關

心，同時父親亦知情母親已另結交了男友，惟逸凱覺得自己與父親關係是愈來愈

冷淡，認為目前的自己不太會在意父親，亦不會想到要去關心他，更是不會想念，

自述可能要等以後長大了、比較懂事了才會想開始照顧父親吧。 

 

－紹宇：父親從未離開，自己一直是父親珍視的子女。 

    紹宇就讀高中二年級，個性大而化之愛耍寶。父親在其國二時同意與母親正

式離婚，離婚前雙方已分居七、八年，紹宇從幼稚園中班時父母分居至離婚後與

妹妹皆一直與母親同住，同時也持續與父親維持可聯繫關係，不覺得父親從生活

中消失。像是父親會不定期在假日帶紹宇與妹妹出遊或是回阿公阿嬤家，平時也

經常會打電話關心紹宇的學業與生活；紹宇覺得這樣的互動在父母正式離婚、不

再有感情的牽扯與拉鋸後，更顯得頻繁與自然，覺得父母離婚前若父親若想要帶

他出去，理應需要告知母親，但即使母親從未拒絕，也因父母兩人曾為了感情不

愉快，父親似乎會顯得不太想開口，不過到離婚後彼此關係不再因感情困擾，父

親就能很自在表示要帶孩子出遊或找機會相處。 

印象中，母親不會在紹宇面前說父親的壞話，也認同父親始終為孩子的父

母，因此對於父親與孩子接觸皆欣然同意，必要時也會以電話和父親談及紹宇的

現況與協調管教，到了寒暑假則會希望紹宇找時間與父親同住、陪陪父親，增加

相處的機會。與一些單親子女相較，紹宇不覺得自己在父母之間有感覺難做人或

有硬是要選邊站的時候，也不特別覺得生活中缺少了什麼，只感覺是父母沒有住

在同一個屋簷下，但卻沒有少了任一方父母的愛，也很佩服父母親在離婚後彼此

仍能溝通，不像同學中分手的情侶就很難再說話。有一陣子紹宇在課業與生活都

令母親覺得不甚積極、管教上感到疲累，母親便與父親商量讓紹宇在一星期中的

上學日皆與父親同住，接受父親的管教，週末再返家與母親同住；紹宇與父親同

住的日子裡，自知父親的管教比較嚴格，同時要求作息正常、少看電視與限制上

網，因此紹宇在規範下也變得比較能規律讀書和準時上學，且另一方面也能更近

距離地感受父親對自己的關懷，知道父親其實一直都希望可以參與紹宇生活中的

大小事情。 

紹宇相信自己與父親在彼此心中都佔有很大的份量，也聽父親的女友（紹宇

稱之為阿姨）說過紹宇和妹妹對父親來說很重要，紹宇很感激父親沒有在離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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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使自己的人生產生缺憾，相反的是比以前更加關心自己的生活，加上父母

能讓紹宇同時都享有雙方的愛，紹宇感覺自己可能還比一些雙親家庭來得幸福！ 

 

－薏玲：離婚使父親成了半個外人，不再是能撒嬌的家人。 

薏玲就讀高中三年級，平常不帶微笑的表情易令人有距離感，但內心實則細

膩體貼。父母親於國三時因債務問題離婚，離婚後父親維持每週固定到薏玲與姊

姊和母親同住的家裡居住，薏玲一開始會期待能再與父親同住，但每當父母因經

濟、感情與教養議題經常吵架，薏玲從初期的害怕、期待大家能珍惜相聚轉為現

在的失望，然後無奈接受。其次，即使已離婚但母親仍視父親為伴侶、要求情感

的忠貞，會對於父親在外可能有女性友人感到不悅，但另一方面又會在與父親爭

吵時以子女監護權歸屬自己而要求薏玲與母親結盟，或聲張教養的主權，令薏玲

內心充滿矛盾與痛苦，且為了減少母親的不滿，薏玲也傾向以隱藏情緒與想法的

方式來保護自己，這樣的習慣在與同儕相處時偶而會令同學感到訝異，覺得薏玲

過於冷靜（成熟）或疏離，難免也會產生一些誤會。 

再者，研究者觀察薏玲似乎也複製了母親處理婚姻與共親職關係界限不清、

存在矛盾的互動模式於自身與父親的關係，即無法全然接納父親角色在離婚後仍

有其延續性，但也未能完全說服自己接受父親和自身已非自家人的說法，內心仍

保有對父親身為父母的預設與期待。薏玲表示父母離婚的白紙黑字就是一道將原

本是一個整體的家庭進行分切、區隔的動作，自己與姊姊、母親獨立成了一個家，

父親也不再完整屬於自己與母親同住的家，薏玲告訴自己父親已成了半個外人，

因此無立場再對有著外人身分的父親像以前那樣撒嬌；但另一個層面，在成為單

親後與父親互動的經驗中，父親其實相較於母親能理性管理情緒，也會適時提供

薏玲生活支持與協助，例如：在課業與生活上給予薏玲關懷打氣和具體建議、當

薏玲與母親產生親子衝突時居中調解、或在母親處理薏玲的問題感到沮喪無頭緒

時站出來接手，很多時候皆發揮了正向親職功能。薏玲自述欣賞父親的理性，從

其身上學到理性能使狀況不更糟的處事態度，也很感念父親的關懷與付出，補足

母親在教養角色上無法提供的功能。 

後來，一次父女衝突動搖了薏玲對父親的信任與對關係帶來衝擊。過去即使

薏玲認為父親已成了半個外人，但互動中所流露的關懷讓其感受父親仍待自己如

子女而非外人，薏玲對此感到滿足，惟衝突發生當下薏玲生氣父親的舉動似乎是

不把她當自家人看待，破壞了其內心實則為父親保留的父職角色與期待，衝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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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失落讓薏玲深感受傷，與父親的關係也出現裂痕。 

只是，最終至訪談結束薏玲仍是坦承內心尚期待父親能盡力向子女彌補過

錯，也希望父母之間的爭吵拉鋸能減少，各自做好身為父母的角色，這樣至少對

子女會是好的。 

 

－育勤：與父親互動如昔，父親是玩伴也是管教者。 

    育勤就讀高職三年級，個性單純隨和且率真。父母已離婚十年，自身是家中

唯一的子女，成為單親的第四年轉為母親監護並與之同住，談及與父親的互動表

示父親風趣又幽默，兩人就像感情好的兄弟，可以一起從事許多活動，例如：看

電影、打電腦、游泳、泡溫泉、做飯給家人吃等，相處起來自在又有趣。其次，

父母兩人多以電話溝通、齊力管教，且父親會在見面相處或打電話時經常關心其

課業與生活，舉凡健康、衣著、髮型、成績與行為舉止等皆給予叮嚀，對育勤有

不小的約束力。育勤回想起來，父母離婚的第一年雙方關係確實比較尷尬，當時

對話氣氛多顯得凝重或嚴肅，但約一年後父母為了自己的事多有聯繫，關係亦逐

漸改善，現在兩方講話也能互開玩笑。整體而言，育勤認為父母離婚並沒有讓自

己與雙方的關係產生影響，感覺只是父母兩人不再經常見面，但自己仍可以自在

地與任一方相處或頻繁碰面。 

  另育勤也笑著說母親是「報馬仔」，自己打電動規勸不聽、太晚睡等行為父

親都知道，對於父親管束時的正經態度還是會因此感覺到嚴肅而收斂行為，且當

父母合力時，育勤沒輒地表示訓話量是加倍，比喻父母好似同一陣線，自己才是

兩人的敵對國；偶而，育勤也觀察到父母親會一人扮黑臉、一人扮白臉，在教養

上產生互補。總之，育勤始終肯定父母能共同為自己設想，例如：過去面臨升學

選校的抉擇，因父母的合作討論使得問題解決方案變多，自己不至於感到無助；

再者，有時候看父母用手機溝通許久，猜想雙方可能意見不一致，但兩人卻從未

在他面前吵架或讓他受到波及，最終還是會達成共識再由其中一人告知結論，育

勤甚為佩服父母能平靜理性的對話，也表示從他們身上學到保持冷靜在很多時候

都派得上用場。 

總之，育勤對於父母無時無刻提供關心滿懷感謝，形容自己的家庭是既熱情

又搞笑的家庭，不論是父親或母親都不會讓人感到冰冷或疏離，生活充滿趣味、

不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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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心：父親像認識多年的好友，經常閒話家常也可輕鬆見面。 

潔心就讀高職一年級，個性爽朗大方、樂於助人，父母在其小六時離婚。潔

心談起父親顯得輕鬆自在，表示四年來與父親一直都維持聯繫、互動沒什麼改

變，兩人相處就像朋友，也知道父親很疼愛自己，總可以放心跟父親撒嬌或耍任

性，不會有距離感。父親幾乎每天都會打電話給自己，不是噓寒問暖就是閒話家

常，也會詢問潔心錢夠不夠用，能幫的就盡量幫；平時想見面就可以見面，但受

限於平日要上課，因此通常是週末參加外縣市教會活動時會請住該縣市的父親接

送，然後週五、六晚上就在父親與爺爺奶奶同住的地方過夜。潔心認為因平時大

多沒有住在一起，父親不像母親可以注意到潔心生活中各項細節，但卻不減對自

己的支持與關愛，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潔心與舅舅發生誤會感到非常難過，關起

門大哭後就突然想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在當下給予很大的安慰也嘗試瞭解原委以

幫忙解決問題。潔心能感念父親的付出，也覺得能擁有父親的愛很幸福。 

另一方面，潔心知道母親一直以來都沒有反對自己和父親聯繫，猜想可能是

母親不希望對潔心造成二度傷害或也不願意因此破壞母女關係，再者潔心認為母

親同時也信任父親和自己，相信父親不會藉此拉攏小孩，以及信任潔心也不會因

與父親友好就選擇撇下母親與父親同住。其次，當潔心各自與父母相處時，若任

一方得知對方在關於潔心的事情上所持想法不同時，兩方最常說的話都是「看妳

啦！」，給予潔心思考選擇的空間並尊重之，不使其為難。 

當然，潔心也清楚父母至今關係仍尷尬疏離，雖不至於與對方有深仇大恨或

刻意在子女面前醜化對方，但彼此是互不干涉、不交談、極少相互關懷，有時候

潔心會找機會扮演他們之間的橋樑，希望軟化兩方的關係，即使母親現在已有男

友，以及潔心也表述知道對方對她和母親都很好、很體諒，但終究覺得不是自己

的父親，心裡仍想若有天父母能復合是最好不過。但就目前而言，潔心滿意現在

的生活方式，也認為自己身處在不錯的家庭，生活不感到匱乏、具自主性，可以

自在與兩方父母相處、不因父母離婚而失去誰，同時兩方父母原生家庭的親人也

都還持續給予關懷和照顧，是一件很幸福的事！ 

 

－聖文：與父親仍然像一家人般生活，感情和諧。 

    聖文就讀國二，第一眼給人的印象是溫和有禮貌。父母在其小五時離婚，離

婚前爭吵不斷，聖文表示當時的自己知道父母要離婚感到很傷心，心裡很徬徨不

曉得要選擇和誰同住比較好，同時也害怕父母親會都拋下自己不理會、轉由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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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照顧。所幸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父母離婚後兩人分隔兩地工作，雙方爭吵

減少，但一直都維持聯繫，且父親結束工作返台的休假也會再到聖文與母親的家

同住，假期從一星期到數個星期不等，聖文對此覺得很開心，感覺中父母就好像

沒有離婚，而且感情比離婚前好，生活沒有預期的改變，同時也喜歡全家人現在

和諧相處的樣子。 

    這四年來，當父親因工作不在台灣，會以電話與母親保持聯繫瞭解家裡的情

形，假使通話中得知聖文成績不理想，就會要聖文聽電話給予叮嚀，等到休假返

台回到同住的生活，在家會督促子女讀書，懂得察言觀色的聖文看到哥哥被父親

唸，也會快點拿起書來看；其次，父親在家會主動關心聖文的學校生活，知道聖

文受到了委屈會給予安慰，聖文也會好奇詢問父親在外工作的情形，父子兩人面

對面時可以講的話比電話中還多，感覺彼此的關係也比父母未離婚前還要親近。

放假的話，如同一般家庭會全家人一同出遊，也是聖文最開心的時刻。另外，聖

文也知道父親在離婚後一直都有寄錢回來，若生活中有需要的花費也會提供，像

是姊姊需要電腦，父親就會買，但是如果是像聖文使用手機通訊費過高，也會受

到父親的規範而暫時禁止使用。 

  對聖文來說，父母雖然離婚但大家仍像一家人般生活，而且因為感受得到父

母共同的關愛，當初因父母離婚的擔心和傷心已愈來愈少，同時聖文覺得與其他

單親小孩相較，自己是最幸福的，可以經常與父親在一起；另一方面，印象中父

母在管教上通常意見一致、相互配合，很少有爭執，因此聖文也不需要當父母之

間的夾心餅乾，反倒覺得父母共同管束使得約束力加倍，會自我督促做好本份的

功課與責任。 

 

－子萱：父親是最佳心情垃圾桶，給予極大的溫暖與支持。 

子萱就讀國一，與人互動溫和有禮，有一顆想為大人分憂解勞、體貼的心。

父母在其小三時離婚，離婚前幾天吵架頻繁，離婚後則變成互不相理、也幾乎不

再講話，有事情都會讓子萱傳話，例如：母親希望父親提供經濟支援、找時間帶

子女出遊等，皆是由子萱代為傳達。子萱很高興自己還有機會幫忙傳話，也不感

到辛苦和為難，更希望能藉由自己的傳話讓母親感受到父親的善意，盼望有一天

父母能再在一起、全家團圓。 

  這四年來，父親都以電話和子萱保持聯繫，考前會來電叮嚀壓力不要太大，

希望子萱記得放鬆，也希望子萱能請母親帶自己出去玩，平時子萱也會主動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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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和父親聊天，覺得父親總能給予支持安慰，令自己感到很溫暖；若母親得知父

親來電，通常會詢問談話內容，子萱會如實敘述，以及認為母親只是想關心自己

而非排斥父女聯繫，並不對此感到有壓力或刻意隱瞞。然而，可以與父親見面則

是至父母離婚後兩年，約子萱小五、小六階段始才開始較能獲得母親的認同與同

意，子萱猜想獲准的原因可能是母親認為自己年齡大一點後會較懂事（不會隨意

在學校透露家中私事），也較不會受到二度傷害，同時希望父親能關心子女，讓

子女享有父愛。目前每個月父親通常會主動約子萱見面，子萱同樣也期待能與父

親相聚。 

    現在因母親希望父親安排出遊，故有了全家人一起出遊的機會，子萱對此感

到很開心，過程中也會嘗試湊合父母，但認為至目前為止父母關係與剛離婚時相

較似乎沒什麼改善，雙方仍不太交談、感覺尷尬。不過，值得慶幸的是，即使父

母關係未修復，子萱覺得自己還是受到兩方父母的關愛與體諒，而且並不因父母

關係感到為難或必須當夾心餅乾，例如：在各自與父母互動、討論事情的經驗中，

子萱可自在表述任一方的想法，父親會與子萱討論，但亦表示尊重母親為主要照

顧者，以及知道母親個性、不希望引發母親的不悅等，通常會請子萱以母親意見

為主，而母親則是不排斥子萱聽取父親意見，也會給予子萱思考與選擇的空間且

尊重其決定。對子萱來說，父親、母親與自己三個人彼此都是互相包容與體諒的，

在這樣的氛圍中子萱能感受到被愛，也很高興能自己做決定、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節 離婚後共親職的樣貌與子女主觀感受 

在國外有些研究依據離婚父母在同為教養夥伴上的關係型態將離婚後共親

職分為不同的類型，Kelly（2007）整理文獻將離婚後共親職分為「合作型」、「平

行無交集型」、「衝突型」，而 Ahrons 依個人研究分為「完美夥伴型」、「協同合作

型」、「互有敵意型」、「誓不兩立型」四種類型（Ahrons，1999；Clapp，2000），

因此可發現國外研究中的離婚父母共親職大致呈現出協同合作、各自為政少互動

與存在高度緊張衝突等三種較為明顯的樣態，且是以同為父母關係中呈現的內涵

與互動來分類。本研究參考過去文獻分類方式，與依據受訪子女對父母在教養夥

伴關係中所描述的情境與內涵，將離婚後共親職整理出三種樣貌，分別為「協同

合作型」、「平行給愛型」與「聯盟角力交互型」，並於以下分述不同樣貌下「父

職參與的情形」、「母親的態度」、「兩方父母角色在親職議題上的呈現」、「單親子

女的感受」等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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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協同合作型：代表的單親子女為紹宇、育勤、聖文 

一、 父職參與的情形 

本研究所探討的親職參與包含「生活照顧」、「經濟提供」、「關懷支持」、「教

養培育」等四個層面，以下將依此為範疇做整理說明： 

（一） 不侷限於吃喝玩樂，也能提供一般生活支援、給予關懷與參與教養

監督工作，跳脫傳統父母角色的分工。 

  前述文獻曾提及因離婚後父親不再與子女同住、接觸時間少，因此不太可能

參與例行性的教養工作，以及社會文化對父職形象多定位在經濟提供與擔任玩

伴，因此使得父職角色上能督促提點子女的功能有限，多以支持與陪伴娛樂功能

居多。但在「協同合作型」中，父職的參與跳脫文獻描述的限制，有兩位父親有

機會在某些日子能與子女同住，較長時間的接觸與相處中可見父職參與方式顯得

多元，以及一位父親雖不與子女同住，但也能運用不同方式積極參與教養，使這

三位子女皆感受到了關懷與教養督促兼具的父愛。 

 

1、父親有機會與子女同住－紹宇、聖文 

經父母協調，有一段時期一週中紹宇在週一放學後就開始到父親住處，週

二、三、四皆從父親家上學，直至週五放學再回去與母親同住，過週末至週一再

從母親家上學；而聖文的父親則是在工作結束返台休假期間會回來與自己和母親

同住，假期從一星期到數個星期不等。在紹宇、聖文與父親同住的這些日子裡，

父親在生活上能近距離參與子女生活，不僅提供生活上的支援，例如：接送、購

物等，也會傾聽子女心聲給予關懷支持，同時亦擔負了生活規範與課業等教養監

督之責，對子女而言具有約束力量。 

 

－提供生活支援 

「他就會覺得為什麼我不要等到回去吃完飯之後，他再載我去買？…因為他覺得他

希望他可以參與我生活的所有事情。」【紹宇】 

 

「我們補習的時候，他會載我們去。…如果媽媽沒空的時候，爸爸會去做。」【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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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關懷支持 

「因為、就是我怎麼樣他都會想要參與到，不管是好的壞的，他就是想參與到。…

嗯，當然他這樣子，我蠻感動的啊。」【紹宇】 

 

「嗯、就是他如果有節日回來的時候，就會、嗯、帶我們出去玩啊，然後、呃、跟

我們聊聊天之類的，然後學校的狀況這樣。」【聖文】 

 

「嗯，就是在學校被欺負的時候，爸爸會去問，啊問了，然後講一講，然後爸爸就

會安慰我。」【聖文】 

 

－參與教養督促 

「我爸爸知道我這次考就是很爛很爛很爛，…即使不想讀書也是要回房間，就是讓

他知道我、我在讀書啊，可是我還是會讀啊…。」【紹宇】 

 

「住我爸爸這裡就、就是、因為你、生活作息不好，他就會念啊。【紹宇】 

 

「像功課方面，會要、會教我們怎麼去看之類的。」【聖文】 

 

「就是我們在看書的時候，如果我哥哥在那邊玩吧，啊我爸爸就會去罵他，…然後

我就會馬上跑到樓上啊。（訪：啊跑到樓上，會拿書起來看嗎？）會。」【聖文】 

 

2、父親未與子女同住－育勤： 

育勤不與父親同住，談到父親笑說父親像玩伴、像感情好的兄弟，能一起從

事許多活動，例如：「欸、游泳，嗯...看電影，…看卡通，…打電腦，然後...吃飯，然

後...泡溫泉，嗯...去爺爺家做飯，然後一起吃」；但另一方面卻也有管教者的威嚴和

約束力，形容管教的當下是「嗯、就會比較ㄍ一ㄣ一點點，就會讓你感覺，你就是、

你就是該感到嚴肅。」父子平時因各式各樣的休閒與父親家族的活動有著頻繁的

聯繫和接觸，父親在互動過程中會關心與瞭解育勤生活大小細節，兩人累積了深

厚的感情與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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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深厚如同兄弟 

「很像...欸、兄弟的感覺，不會讓你感覺到爸爸的那種威嚴。會、很自然地玩，不

會感覺會有那種父子間的那種隔閡，…，他是感覺比較風趣幽默，然後有時候會吐

槽，或是會講那種很像兄弟間在講的話。」【育勤】 

 

－主動關懷 

「看電影是看我喜歡的，我最喜歡看那種殭屍片，就惡靈古堡啊那類的，他就說就

只有你這種變態才喜歡看這種變態片。變態小孩看變態片。（訪：所以殭屍片出來

的時候，你會跟他說你想去看？）沒有啊，他會主動找我。」【育勤】 

  

 「嗯...他如果有載我的話，他會在路上問。」【育勤】 

 

－參與教養且具約束形象 

「嗯...因為如果兇得時候他會、就是、會讓你感到有點小怕怕的那種。」【育勤】 

 

「嗯...像證照啦，然後、就是考幾分啦，他、嗯、到底有沒有在讀書啊，還要不要

考大學啊？…還有不准給我騎超過 50cc 的機車…。」【育勤】 

 

「不要太晚睡、…還有不要老是打電動，（停頓四秒）然後叫我多做一些運動。」

【育勤】 

 

「嗯，他上次記我的學號，…嗯...感覺有點沈重。（受：深吸氣，停頓三秒）然後

看到裡面的品行『喔！遲到、遲到、（受：抽了一口氣）、遲到...。』…嗯...他會跟

我講說，你再遲到給我試試看，看我會不會把你宰了！」【育勤】 

 

從育勤描繪父親在親職的參與與投入，可知其父親在不同住的情形下，係以

主動、積極的態度且多元的活動型態與子女維繫親情，同時親子間的活動不僅止

於形式，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培養感情、增加接觸與了解的機會。當然，與有機會

能與父親同住的子女相較，育勤所感受的父職參與經驗上較少呈現例行性的生活

支援事項，可能與文獻所述因不同住故較少機會可隨時支援有關，但其父親在關

懷支持與教養培育層面的投入與展現卻未必受到不同住影響，反而跳脫過往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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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限制。 

 

3、不因己身未具監護權就將自己排除於學校正式系統外 

值得肯定的是，有兩位父親對子女在校所發生的事務持有主動參與意願，並

未因己身不具有監護權身份就自行將自己排除於像學校這樣的正式系統外。紹宇

的父親在得知子女在校發生問題，表現高度參與意願：「之後要開會了，…我就跟

我爸爸說那你可以不用來，因為媽媽要來了，然後他就說他還是想來，…就是我怎麼樣

他都會想要參與到，不管是好的壞的，他就是想參與到。」；而育勤父親則瞭解目前

學校建有以學生學號等基本資料登入即能查詢在校缺曠、成績等紀錄之系統，有

意運用學校系統掌握育勤學習情形，督促育勤做好自我管理 

 

4、經濟提供程度呈現個別差異 

    三位父親在經濟層面的付出有個別差異，三位受訪子女所感受到的父職參與

中，育勤未提及經濟的議題，紹宇知情父親每個月皆有提供但不足以支應，相較

之下聖文則較能感受父親的經濟支援對生活和擴充學習資源有實質的幫助。因

此，大致上經濟提供在這類型受訪子女的經驗中似乎未成為衡量父親是否參與親

職的唯一要項。 

 

「住媽媽那邊就不會有什麼經濟的問題還是幹嘛，可是爸爸每個月還是會拿來，可

是就是還是沒辦法、嗯、沒辦法說、就是、可能他拿來的錢可能沒辦法，就是除、

可能繳完學費之後就沒了那種，所以整個生活費就是媽媽這樣。（訪：那媽媽對爸

爸就是拿的那個錢的多寡啊，…）她不會規定，…就是有拿就好。」【紹宇】 

 

「因為爸爸找到比較適合的工作，然後也會寄錢回來。…嗯、他會幫助我們註冊那

些。（訪：是只有最近這段時間，還是這四年來都是？）都是。…需要電腦的時候，

爸爸會買。」【聖文】 

 

（二） 電話追蹤關懷為持續親職常用方式 

此類型的父親，不論是否有機會在某些日子與子女同住，平時皆會運用電話

持續關懷、安排可共同進行的活動，以及適時與具監護權母親保持聯繫，補足未

與子女同住而漏失的訊息，有助於持續督促教養與經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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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宇提到「就是可能突然我爸爸突然想到，看一下我功課好、有沒有進步什麼的，

就打來問一下打來問一下這樣而已。」或是「我爸爸就是會突然、可能突然想到，就

會說、那、就會問我們兩個[紹宇與妹妹]明天有沒有、明後天有沒有事啊之類的，我們

就說沒事啊，就是都有空這樣子，然後他就說那我們去哪裡、去哪裡」，育勤則是深知

若己身行為屢勸不聽，則母親會「用手機打給他（指爸爸）……然後把我的、喔、

什麼事情都講出來。」，至於聖文父親即使遠在外島，則盡可能用電話進行追蹤與

規範，「考試段考的成績是，打電話來的時候，爸爸會問」、「爸爸就知道了[手機費太高]，

然後爸爸就會打電話，說要找我，還會先念我一下，說、啊、以後如果超過什麼的數量，

那個金錢上，對、然後爸爸會說，我不能用幾個禮拜之類的。」。 

 

這些皆可見父職角色鮮明、在子女心中佔有一定份量，亦能發揮教養規範的

功能。 

 

（三） 在互動中成為子女的楷模 

父職在教養培育層面的影響除了以言教給予指導和規範外，其本身的生活態

度、信念、能力與習慣，亦為身教的題材，對子女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子女從

與父親互動的經驗中觀察、欣賞、認同父親所持有的角色形象，進而接受改變或

期許自己也能培養擁有如父親所具備的良好特質與能力，甚或有意願將之實踐於

平常生活。 

 

對紹宇來說，漸漸地認同節儉不失為是成熟懂事的表現，也佩服與讚賞父親

的人際魅力，而育勤則是希望能像父親一樣擁有不同於一般搞笑藝人的幽默與風

采，聖文則是欣賞父親處事的毅力，並以此勉勵自己持續不氣餒的面對學業挑戰。 

 

－節儉為美德 

「爸爸就覺得，只要是可以用的就好了，就不一定要好，啊可是在媽媽那裡就是、

可能你要、你要買好一點東西就蠻習慣的，…，啊就是其實現在也有在習慣啦，就

覺得、嗯、就是要長大了，就是想法也要成熟一點啊，就是爸爸這樣可能也是為我

們好啊，對啊，就是、就慢慢可以接受爸爸的那個。」【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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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人際魅力 

「他都不認識的啊，可是他還是可以跟人家聊得很開心，就是、不知道耶、就是這

種、他這方面還蠻強、蠻厲害的。」【紹宇】 

 

「就是在待人處世上，然後會有點小幽默，不會讓人家覺得太無聊，可是又感覺到

那種、又感覺到有趣。」【育勤】 

 

－處事努力不懈 

「他的、他的工作毅力比較好。…嗯。他有堅持說一定要做完，不然就、嗯、就會

覺得一定很失敗。…對，他會下定決心。（訪：所以這個部份，你也想跟他學習嗎？）

會，譬如說堅持要做到底，是在學業上的話，就會有、就是因為一科讀不好，想說

要再努力一點。」【聖文】 

 

二、 母親的態度 

依受訪子女的經驗，歸納「協同合作型」的母親在知悉與面對父親參與親職

的態度與因應方式如下： 

（一） 以認同前夫的父職角色取代守門 

母親對於前夫扮演父職角色持開放接納的態度，像是紹宇提到「就是有講明

說，畢竟他還是兩個小孩子的爸爸啊，然後、嗯、也希望他負點責任，負點、盡到一點

爸爸的責任啊。」，子女能自在平常地向母親告知要與父親出門，不需擔心母親拒

絕或感到不悅；再者，因子女大多時間仍較常與母親共處一個屋簷下，因此有需

要時，母親本身也會幫忙父親聯繫孩子，方便兩人接觸。 

 

－接納父親與子女聯繫 

「所以如果我媽媽聽到有時候我爸爸要帶我們出去，就、她也不會特別反對，她就

說『喔，好啊，那你們有要回來吃飯嗎？』還是『有要吃午餐嗎？』幹嘛的，只是

問這些而已。」【紹宇】 

 

「比如說...要我回爺爺家的時候吧。會跟媽媽講。」【育勤】 

 

「（訪：像爸爸如果假日回家帶你們去玩嘛，他是跟誰講？）就會跟媽媽講。…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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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回來的時候，會先、先講一聲，然後再聊個時間，然後去哪裡玩之類的。」【聖

文】 

 

    另外，除了行為上的接納、不守門外，有母親也會願意主動為父親與子女搭

起互動的橋樑，期待父子能有更多相聚相處的機會，這些都讓子女感受到母親在

離婚後仍是認同父職的存在與重要性，以及也冀望父親能繼續共同為子女著想與

付出。 

 

－主動為父親與子女搭起互動的橋樑 

「然後他之前就會叫我去、搬去我爸爸那裡住一陣子，就可能暑假寒假這樣子，搬

去住那樣子，就是陪我爸爸一下，不然他都沒有什麼機會跟我們在一起啊。」【紹

宇】 

 

「我是覺得，如果、如果有為我們著想，他們會去協調。（訪：協調讓你們可以見

面？）嗯、就是每天見到面。」【聖文】 

     

（二） 不會在子女面前刻意說貶抑父親的言語 

在子女的印象中，即使離婚對父母來說不是愉快的經驗，但母親不會特意在

他們面前說一些有損父親形象的言語，或是以具傷害性意圖來表達對父親的不

滿，因此子女較不會因之感到有負擔、不曉得該怎麼辦。 

 

「不會，也不會特別說要我們不要跟爸爸太好，或者是講爸爸的壞話，都不會。…

就是、讓我覺得他們、我蠻佩服他們這一點的啊，就是、真的一般的爸爸媽媽做不

到的事情。」【紹宇】 

 

「嗯...（停頓兩秒）不滿意的話，應該會直接講吧。不然就是偷、偷偷講、在爸爸

不在的地方，然後偷偷跟他、跟我講說他的壞話。對。（訪：嗯，可是媽媽不會在

爸爸不在的地方，講爸爸的壞話給你聽？）嗯、不會。」【育勤】 

 

（三） 對於父親在經濟層面的付出無特別表示不滿 

每位父親能提供的經濟支援程度不同，但「協同合作型」中的母親對於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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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付出的金額未表現不滿，子女也無特別感受父母在離婚後因金錢有所不快。從

紹宇描述可知其母親經濟狀況穩定較能供應子女生活，即使父親提供的有限，也

不因此感到不快；而就聖文所描述可知父親一直都持續提供經濟支援，母親亦無

為此提出不滿。 

 

「我媽媽公司的工作就是、外商公司和金融業，所以就、好像比我爸爸會賺錢一點

點吧，然後她就、所以就媽媽、住媽媽那邊就不會有什麼經濟的問題還是幹嘛，可

是爸爸每個月還是會拿來，可是就是還是沒辦法…可能繳完學費之後就沒了那種，

所以整個生活費就是媽媽這樣。（訪：那媽媽對爸爸就是拿的那個錢的多寡啊，…）

她不會規定，…就是有拿就好。」【紹宇】 

 

「（訪：那你怎麼知道爸爸會寄錢回來？）嗯、媽媽會講。…（訪：喔、啊所以媽

媽就會讓姊姊知道說，爸爸其實有在供應你們的生活還有學費？）嗯。」【聖文】 

 

三、 兩方父母角色在親職議題上的呈現 

「協同合作型」的父母其兩方皆有合力處理子女教養議題的意願與經驗，綜

合子女知覺與感受父母的互動，有幾點發現如下： 

（一） 促使兩方教養合作的常見議題：生活規範、學業表現、生涯規劃與

抉擇。 

在子女的印象中因為自己而需要讓父母兩人費心和齊力處理的問題大多與

個人生活規矩、作息、成績和跨教育階段須面臨的人生抉擇有關。在子女的描述

中，兩方父母皆在意子女是否能循生活正軌穩定作息，克盡學生本份，以及謹慎

做好可能影響人生規劃的重要決定，在這之中當初準備升讀高中的紹宇和現在面

臨準備考大學的育勤皆有感覺父母在該跨教育階段的時間點有較多的討論和接

觸，希望能給予子女適性的協助。 

 

－生活常規 

「好像說我有一天比較晚回家吧，就打電話過去跟爸爸講，然後就開始在找人，然

後之後回家，...然後就叫我打給爸爸，我就說不要，我等一下一定又被臭罵一頓。」

【育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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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表現 

「（訪：…假設考得不是很理想，所以是媽媽會跟爸爸講，考得不理想？）嗯。（訪：

啊誰會去督促你啊？）嗯、兩個都會。」【聖文】 

 

－生涯抉擇 

「學業、課業、然後供、就是生活的一些、嗯、點點滴滴吧。…就是妹妹要、前陣

子就考高中啊，然後再來就我又要考大學、妹妹也要考大學，所以[爸媽聯繫]就比

較密集。」【紹宇】 

 

「（訪：嗯...所以那個時候在考高中的時候，有去討論考不上以後該怎麼辦？）對。」

【育勤】 

 

（二） 電話是讓彼此聯繫的最大功臣 

    除了聖文的父母在離婚後感情變佳、兩方還有可以與子女共同同住碰面的機

會外，紹宇、育勤的父母為了子女的事情有所討論時大多還是透過電話手機、以

不見面方式進行，而非特地相約面談，如同紹宇所說的「其實也沒有說很正式的兩

個人這樣坐下來溝通，也不會說兩個約出去講話什麼的。」；倘若在自然情形下碰面，

也僅是簡短交談：「除非載我回來，就會講個兩句、兩三句。（育勤）」。 

 

其次，由前文也可知此類型的父親在無法與子女同住的時間裡，也都是透過

電話與母親聯繫以持續親職的工作，故從這些子女的經驗可知離婚父母並非一定

要碰面才能共同執行教養的工作，在雙方皆有合作意願下，日常生活常用的電

話、手機也能成為很好的媒介。 

 

（三） 兩方齊力合作，掌握資訊流通、想法達共識、作法同步調等三原則。 

兩方父母參與教養工作最大的特點是共同涉入和合作執行，作法上受訪子女

的父母皆掌握了以下三點原則： 

1. 能即時告知對方有關子女教養的重要訊息，保持資訊流通。 

Kelly（2007）談到母親的態度是影響父親參與親職的關鍵。離婚後父親因

未每日與子女同住或因不具監護權身分通常較容易漏失子女在家生活與在校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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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校正式系統的適應訊息，因此母親扮演了協助父親知情的關鍵角色，主動適

時的告知能使父親即時得知，並且也有機會在事件處理的時效內採取親職的行

動，使親職的參與更能使力。再者，資訊流通亦可減少子女可能對單一方父母報

喜不報憂的情形，避免一方父母被蒙在鼓裡而未採取任何作為，或因與他方理解

資訊程度不同造成教養不同調。 

 

－母親主動告知 

「可是我媽媽覺得這種事情要讓我爸爸知道，所以就、她就請教官那時候也打給我

爸爸，跟我爸爸講。…她自己好像有打吧，我不曉得。所以就、後來、我爸爸也知

道了啊，他也有、他就打給我啊。」【紹宇】 

 

「他有一個報馬仔…嗯，因為我如果我不睡啊，就是一直打電動，講不聽啊，就會

有人用手機打給他…然後把我的、喔、什麼事情都講出來。（訪：那個人是誰？）

好，是、是我媽。」【育勤】 

 

「試段考的成績是，打電話來的時候，爸爸會問。（訪：爸爸怎麼知道你什麼時候

段考啊？）…欸、好像都是媽媽講的。」【聖文】 

 

同樣地，當紹宇在某一段時間經父母協調與父親同住時，父親一樣也採取相

同的原則讓母親掌握子女的生活訊息：「然後我爸爸也會規定我說，就是回家可能就

要打電話，打電話給媽媽，跟她說我到家了。」。 

 

總之，可以看到母親開放且父親配合的狀態下為後續的教養合作帶來好的開

始。 

 

2. 雙方盡力在教養議題達成共識。 

雙方因過去曾為伴侶，也非第一次共同扮演父母的角色，因此有父母在一些

教養議題上能因某種默契自然達成共識，反之若遇到尚無定見或無共通想法的時

候，雙方亦會採取溝通討論的方式協調作法與定論，在想法上得到雙方皆同意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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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過去認識自然達成共識 

「就是莫名其妙就變這樣子的，就是我爸爸也瞭解我媽媽在、在想什麼啊、要幹嘛，

然後我爸爸、我媽媽也知道我爸爸要幹嘛、要想什麼這樣。」【紹宇】 

 

－進行溝通協調達成共識 

「（訪：有沒有爸爸跟媽媽意見是不一樣的時候？）有啊。可是我不知道，他們討

論好才跟我講啊。（訪：啊那你怎麼知道他們有意見不一樣的時候啊？）有啦，有

時候就會、手機就會講很久，那就是意見不合。」【育勤】 

 

「我是覺得，如果、如果有為我們著想，他們會去協調。」【聖文】 

 

3. 雙方就所達共識共同執行教養策略。 

當父母對於教養的方向與執行有共同的想法，那麼父母就會依共識一致地執

行教養策略。像是育勤的父母習慣在電話中討論建立共識，然後由就近子女的一

方傳達結論：「兩個人用電話講，啊一個、啊、他們做出結論是怎樣，就跟我講啊。…

看我那時候在誰旁邊啊。」；紹宇的父母建立之共識為子女對管教應有反省改進態

度、須遵守家庭教育常規，故雙方會共同關注子女的表現，必要時一致採取下一

階段的管教策略： 

「就是我可能態度不好，媽媽就會變得都會打電話跟我爸爸講。…其實我爸爸就問

我要不要過去住，…因為…我也知道我爸爸管比較嚴，就比較不會希望去爸爸那裡

住，…然後他就說那他不要再聽到，又我媽媽跟他講什麼。」【紹宇】 

 

「那一次…就可能就也是講話大聲一點，然後我媽媽就又跟他講，我爸爸就隔天就

打電話給我，…叫我東西收一收，就是這幾天過去住…。」【紹宇】 

 

聖文的父母則是都將學業表現與手足友愛列為教養上宜關注的議題，且因教

養觀念相同，故行動上亦是相輔相成、相互配合： 

「（訪：假設考得不是很理想，所以是媽媽會跟爸爸講，考得不理想？）嗯。（訪：

啊誰會去督促你啊？）嗯、兩個都會。」【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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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爸爸會準備一根棍子。（訪：（笑）啊媽媽呢？）媽媽喔、會拿來打我們。」

【聖文】 

 

另值得肯定的是，不論教養策略是由哪一方父母來執行或兩方父母共同執

行，從子女描述可知子女其實都明瞭當下宜遵守的規範或約定是父母雙方共同的

立場，也較無機會找所謂較好說話的一方討價還價。 

 

（四） 合作使彼此教養角色產生互補、相輔相成與約束力加倍的效果。 

即使父母對於教養的想法與作法皆達一致，但每位父母的人格特質、人生經

驗、擅長的教養策略與在子女心中的形象多少不盡相同，同時有些子女問題僅靠

單一方的處理難免有其限制、心有餘而力不足，因此合作除了能讓兩方父母共同

分擔教養、減輕負荷外，也能以截長補短、角色互補的組合方式突破個人角色的

限制，提高親職的效能。 

 

像是以紹宇父母為例，不同於傳統分工，母親在經濟上較能提供子女穩定的

保障，而父親在管教上反倒能留意課業細節與生活作息，同時採耳提面命方式促

使子女調整行為，改善不佳習慣；而育勤認為父母共同的討論與設想，使問題解

決方案變多，是不錯的收穫。還有，父母之間也會在某些情境出現一個扮黑臉、

一個扮白臉的教養策略，讓當時適合扮黑臉的一方發揮規範管束的功能，而白臉

一方則以柔性方式在旁輔佐。 

 

－父母角色功能互補 

「就是他會問我考得好不好，…我媽媽比較不會管，媽媽也不會問我說成績單怎麼

的…。」【紹宇】 

 

「（訪：你覺得你搬到爸爸家之後，對你的生活作息，或者是你...）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在媽媽家就、每次上課都一定會遲到啊…可是住我爸爸這裡就、就是、因為

你、生活作息不好，他就會念啊…。」【紹宇】 

 

－集思廣益有助於問題解決 

「會討論吧，就方案會比較多一些。比如說學校啦、或是將來要幹嘛啦，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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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論，啊就會選擇會比較多。」【育勤】 

 

－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 

「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誰氣在頭上，那另外一個就扮白臉。」【育勤】 

 

－父職權威角色奏效 

「嗯...因為如果兇得時候他會、就是、會讓你感到有點小怕怕的那種。」【育勤】 

 

「（訪：為什麼在爸爸打電話來的時候，就是每次段考成績出來，她會跟爸爸講？） 

這個問題嘛，欸、我覺得講了應該會、欸、會懲罰我之類的。」【聖文】 

 

－雙管齊下，約束力加倍 

「然後、當然就是訓話也會有雙倍的這樣，比如說一個訓完了，換另外一個訓。…

那種、會覺得、有點（笑）都是講同樣的話啊，然後兩個不同的人講。（訪：約束

力有沒有加倍？）有阿。」【育勤】 

 

「（訪：啊你覺得如果兩邊都互相督促啊，那個效果會加倍嗎？）會。（訪：對你

的約束力？）會會會。…會想說、啊、一定要在、那個、在功課上努力，不然就是

你以後不能怎樣怎樣怎樣的，就是不能常跑出去玩，因為會被念。」【聖文】 

 

另外，研究者從事青少年輔導工作的經驗發現瞭解青少年期需要追求自我認

同的同時，也須引導其發展自我規範的能力，以利其順利進入成年前期。關於這

一點，從前述受訪子女分享的經驗可知父母齊力就共同目標執行教養下，無形中

也增強了親職引導、規範的功能，提昇子女自我管理與調整習慣的能力。 

 

此外，子女與同住母親難免會因生活事件發生摩擦與衝突，此時平時保有聯

繫和獲得子女信任的父親也能很自然地扮演潤滑劑的角色，引導子女體諒當事父

母的心情與感受，陪伴子女以和緩理性的態度學習溝通，協助親子關係的修復；

即未具監護權的父親在子女面前採取的態度是緩頰、分析，而非落井下石，對於

與母親同為父母的關係表現的是誠懇，而非角力，著實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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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扮演潤滑劑角色 

「搬出去住之後，我爸爸就跟我說，其實我媽媽也不是想把我趕出來，只是就覺得、

嗯、可能真的管不動我吧，然後也覺得我爸爸比較會管一點。」【紹宇】 

 

「比如說媽媽發火了啊，那爸爸就說啊你應該是要、就是理性地講…。」【育勤】 

 

（五） 未達共識時，堅守理性、不在子女面前爭執讓父母的愛更圓滿。 

    如前所述，雙方合作的原則之一為在教養議題達共識，故當雙方尚未達成共

識前，係採取理性的方式進行溝通協調，避免因此引發爭執拉鋸，讓子女受到戰

火的波及。如同紹宇提到「就是不會再因為我的事情，然後會吵架什麼，就是他們會

用講的。」，以及育勤父母溝通首重理性「嗯、意見不合的話，通常都是很理性的那

種溝通，對啊，不會讓你感覺到那種是吵架。」等，三位子女皆認為自己並無成為

夾心餅乾的困擾。 

 

其次，在紹宇的經驗中還可以看到，即使兩方合作中難免有未能順利達成共

識的時候，但可貴的是事件發生當時父母仍未在子女面前爭執或迫使子女選邊

站，即便事後讓子女知情，亦為單純表述兩方想法，最終仍尊重子女就父母不同

的想法學習評估、做決定與為選擇負責。 

 

「嗯，當然他們沒有講出來，就是只有事後、就是他們兩個都沒事之後，我媽媽就

跟我說、他覺得我爸爸這樣處理，她不喜歡，她比較希望我可以自己去道歉。」【紹

宇】 

 

「不會，他們都尊重我們的決定。」【紹宇】 

 

四、 單親子女的感受 

    身處家庭的系統，經驗了父母離婚、父職的參與、父母雙方在教養的合作，

該類型子女的感受如下： 

（一） 父親在子女心中佔有重要份量，其付出也使子女感受到被愛、有價

值。 

    Clapp（2000）曾提到倘若父親的探視不穩定，將容易使子女產生害怕被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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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的心理，並且渴望能有穩定持續的接觸。不過，同樣的感受其實也曾發生在父

母分居期間與父親一直保有穩定聯繫的紹宇身上，即使父母離婚當時已是國二的

青少年，但對於單親後第一個生日等不到父親的來電祝福仍感到不安：「我記得

國三、還是國二就有一年的生日，他沒有打電話來，就會覺得、呃、是不是真的他、可

能、我們對他來說已經沒那麼重要了之類的…。」，深怕自己真的對父親不再重要，

而自己也將失去父親。這顯示父母離婚或多或少還是造成一些子女擔心與不同住

父母的關係可能產生變化，以及也渴望自己仍能在不同住的父母心中佔有重要

性。 

     

所幸紹宇的父親從未離開，與育勤、聖文的父親，離婚後仍持續與子女有穩

定的互動，這些都讓子女在心理與實質生活皆獲得補足與依靠、感受到被愛、相

信自己是有價值的，如紹宇就相信「因為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啊，…我跟我妹妹其實

在爸爸的心中很重要。」，亦凸顯父親的角色不可或缺。 

 

－感念父親在離婚後未曾離開 

「因為我覺得（停頓兩秒）就如果、從、離婚、從分居之後，他就真的消失的話，

我覺得、人生中應該會有遺憾吧！就真的就會覺得就是單親家庭。可是、他、離婚

之後，他也沒有就是這樣離開、離開我們啊，就、不會覺得自己是單親家庭啊。最

主要、算、就是對我來說、就、就真的只是沒有在、沒有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而已。

可是平常的照顧啊、聯絡什麼，就是都有做到啊，我就覺得就是爸爸在我的生活中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紹宇】 

 

－肯定父親的價值並感到滿足 

「爸爸...很棒啊，還有什麼好抱怨的呢？」【育勤】 

 

（二） 不因父母離婚受到衝突波及或感覺匱乏，能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愛，

覺得自己是幸福的。 

    該類型的子女能共同獲得父母雙方的愛，即使成為單親可能是人生中的一項

失落，但子女表示成為單親後的生活還是感受得到幸福、不因此在情感上感到匱

乏，其中一位子女亦表示有助於從父母分開的悲傷中復原： 

「（訪：所以你覺得你的傷心，就是這四年走過來，它有越來越少嗎？）會、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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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越少，…已經快沒了。（訪：那你覺得，可以越來越少啊，是因為爸爸媽媽做了

什麼？）嗯，就是關心我們之類的。」【聖文】 

 

－只是不住一起，依然享有幸福 

「也不會覺得說少了爸爸的愛啊，少了媽媽的愛阿這樣子。…對啊，就覺得還是其

實也是算是兩個人，只是爸爸媽媽沒有住在一起。…不會感覺好像生活缺了什麼這

樣子。…可能還比那種、就是爸爸媽媽住一起的還幸福啊，我覺得。」【紹宇】 

 

「呃、就、無時無刻都很關心吧，不會讓你感覺到冷漠，或感覺到冰冷，就是很、

熱情，很搞笑的家庭。對。沒錯，無論是爸爸還是媽媽。」【育勤】 

 

「有、我覺得我是最幸福的。…就是可以跟爸爸聯絡在一起。像其他單親的，就是

媽媽一個人住嘛，啊就是不會跟爸爸說、就是一起去，啊我們、像我們就不會，就

會爸爸跟媽媽會聯絡，然後我們會知道，然後再一起出去玩。」【聖文】 

 

（三） 父母願意溝通與理性表達，展現了良好的身教，亦為子女示範人生

的智慧。 

    子女從父母在離婚後的表現與教養上的互動，看到願意溝通、保持理性冷靜

的正向價值與意義，為其人生中有關人際、關係的課題帶來了良好的示範。育勤

從父母身上學到：「就是冷靜吧，保持冷靜。一定要保持冷靜，不然氣在頭上，什麼

都不用說了。」，而紹宇看到父母願意以行動讓關係有好的開始，且發現良好的溝

通不一定要建立在長談，而是也能以不同方式進行，只要有心都能嘗試：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可能不是面對面這樣子溝通，可是那種生活的、生活上面那

種、那種用、用行動來溝通的方式，我覺得還、還不錯。寫信啊，還願意這樣子寫

信啊什麼，就是到後面甚至會願意講電話什麼，我就覺得還不錯，可能不是像朋友

這樣子長談，可能講個一兩分鐘這樣子我也覺得很好，至少、嗯、是會有好的改變，

而不是繼續惡化下去。」【紹宇】 

 

五、 小結 

綜合前述，可知「協同合作型」中的子女與父親情感連結穩定，親子關係融

洽，以及整理該共親職類型之一般特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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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母兩人關係未必親密，但在同為父母的角色上彼此能考量子女最佳

利益與相互尊重，避免受婚姻關係的不愉快影響。 

（二）雙方有合力處理子女教養問題的意願與經驗。 

（三）當雙方教養意見未達共識時能私下處理、理性表述，不波及子女。 

 

貳、 平行給愛型：代表的單親子女為潔心、子萱 

一、 父職參與的情形 

（一） 父親是子女生活中穩固的精神支柱，亦會不定期提供子女零用錢給

予經濟資助。 

    此類型的父親其中一位有機會在子女到其居住縣市參與活動而留宿時，能與

子女擁有較長的相聚時光，而另一位父親則是與子女分住。然而，不論是否有機

會同住，子女都能感受父親溫暖、支持性高的關懷，親子關係親密、融洽，以及

父親亦不定期在經濟上提供資助，惟與子女關係傾向溫暖支持，較少出現規範約

束形象。 

 

1、父親是子女穩固的精神支柱，電話是聯絡感情的最佳媒介。 

    兩位子女與父親平時一直皆維繫著通話，子萱談到「就、兩、三天吧」約可

通一次電話，而子萱則是毫無遲疑地說「他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親子間

可閒話家常，也可分享心事，兩人不因不同住而產生距離，同時父親也會藉由電

話適時關心子女生活，以及當子女主動傾訴時給予滿滿的溫暖支持與安慰，是子

女生活中穩固的精神支柱，為其帶來能量。 

 

－平時閒話家常 

「對啊，他有時候、就他都會打來，就問說『吃飯了沒？』，然後會問就是『吃什

麼？』，然後就跟他講吃什麼，他說『喔喔要吃飯喔』，然後或是『需不需要用到

錢？』，然後最近有沒有事要跟他講，就這樣，就大概是這樣。」【潔心】 

 

「就、他就會、嗯、假日啊，要不然就是、就、家裡出什麼狀況，他也會打來。嗯。

就爸爸昨天也有打電話啊。因為他的手脫臼。（笑）」【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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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穩定的關懷與默契 

「好像、就是真的是認識好幾年的朋友了，嗯、那種他知道我、他知道我在想什麼，

他也都、一直都很知道…。」【潔心】 

 

「就是假日啊、要不然就是要考試之前，爸爸會打電話來關心我。…就是不要有太

大壓力。然後要叫媽媽常常帶我出去玩。」【子萱】 

 

－子女主動傾吐心事 

「有一次就跟是舅舅啦，就是小誤、他誤會我、就是誤會我了，…我就很難過…我

就突然想到要打給我爸爸，…我爸爸就是那時候就是關心我這樣，就是會安慰我，

就是我也不知道那時候突然就想要第一個就打給他。」【潔心】 

 

「我會找爸爸聊天，跟爸爸講，因為爸爸每次都會說那些安慰我的話。就會覺得很

開心。」【子萱】 

 

－有機會就安排見面 

子萱與父親大約一個月可見面一次，通常是父親主動邀約，而潔心與父親見

面的次數則是較顯彈性與頻繁，對潔心來說，電話與見面都是家常便飯，形容自

己與父親之間是「就不會有那種忽然斷掉訊息」。 

 

「喔、只要想就可以啊。對啊，就是打電話，然後、要回去就回去啊，媽媽其實也

不太會管啊。」【潔心】 

 

「（訪：你會主動跟他說，你想要見面嗎？）嗯。可是通常都是爸爸跟我講。」【子

萱】 

  

2、以零用錢方式給予經濟資助 

    潔心表示平時若需要花費會像父親提出需求，「就我可能要的時候，他就會…

就可能給個就是一兩或之類的，就是看他、能出最多多少他就會給我這樣。…沒有固

定。」，而子萱則是與父親碰面時，父親會主動給予一些零用錢，子萱會將其交

給母親，讓母親感覺父親在經濟層面盡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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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時候會找爸爸出去，啊不然就是去爸爸家，然後爸爸就會給我錢。然後就給

媽媽。…嗯、嗯、可是都不多。因為爸、爸爸是把那一些錢要給我，當零用錢，因

為他怕我沒有錢吃飯，然後我都會把錢交給媽媽，當作是爸爸的經濟支持。」【子

萱】 

 

3、與子女互動像朋友、關係傾向溫暖支持，較少出現親職規範約束的形象。 

    潔心認為父親對自己多是像朋友般關心，親職態度傾向民主開放、不嚴格，

且認為「因為也沒有住在一起啊，所以其實他能管到的也不多」，而子萱則描述父親

對自己的叮嚀多是出於關心而非要求或管束。 

 

－像朋友般關係融洽 

「因為我們就是比較像朋友，就是其實跟爸爸就除了像爸爸一樣，他會像朋友，就

是從小因為他很疼我…。…就不會就是很像要很太尊敬那種。」【潔心】 

 

－親職形象傾向民主開放 

「他通常是不會管我。就是不會說那種很嚴格。就比較、爸媽就比較民主這樣。（訪：

所以功課他會問嗎？）還好，就也不會特別。」【潔心】 

 

－叮嚀出於關心而非要求 

「爸爸會說不能太早交男朋友啊，要不然就是盡量不要交到那個壞小孩。然後、就

是看到人家在霸凌學生的時候，就要趕快跑，就不要接近，不然你等一下也遭殃。」

【子萱】 

 

（二） 與「協同合作型」有相似的發現，其中一位父親在生活上也成為子

女的楷模。 

    就子女與父親互動的經驗中，再次可見父親處事態度亦對子女產生了身教的

影響，子萱以欣賞崇拜的語氣肯定父親的好：「就是爸爸做什麼事情，都比我好，

我就會覺得爸爸很帥。（笑）」，也表示從父親身上學到「體諒別人。…盡量把自己、

就是能夠做的事情，就做得更好」的優點，並以此勉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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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親的態度 

（一） 以接納、低干涉取代守門，願意嘗試讓子女與父親保有自然的聯繫

與互動。 

    母親通常不會刻意排斥子女與父親聯繫，特別是潔心談到即使父母關係尷

尬，但自己與父親聯繫顯得相當自由與自在，「只要想就可以啊。對啊，就是打電

話，然後、要回去就回去啊，媽媽其實也不太會管啊。」，而子萱則是描述母親不會

特意排斥自己與父親通話，只是會希望瞭解通話內容，子萱將之視為一種關心，

也表示能自在描述通話內容，並不對此感到壓力。 

 

－不刻意排斥父親進入子女生活 

「他們關係很尷尬。對啊，但是倒是不會說到、就是到那種會讓小孩子不去見父母、

就是見雙方那種，對，倒是不會。」【潔心】 

 

「就是接受我跟爸爸講電話啊，然後有的時候去爸爸家，她都會、有的時候都會接

受。」【子萱】 

 

－多少認同子女需要父愛。 

「媽媽覺、就是、沒有跟爸爸住在一起，媽媽就是、也會想說，給我一點點就是…

讓我有、就是、也能接近爸爸，…就是也會跟爸爸有講話的時間。」【子萱】 

 

另外，值得肯定的是，子萱提到母親現在還會漸漸釋放出希望父親更加投入

親職的想法與意願（雖然仍是請子萱傳話），像是「上次那個萬年祭啊，媽媽也叫

爸爸帶我們出去。」，子萱認為母親的用意應是「讓爸爸再多關心我一點吧。」，顯示

母親對父職價值的認同感有所提昇。 

 

其次，母親態度雖持接納、低干涉，但因與子女父親關係尷尬疏離，本身並

不太擔任親子聯繫的橋樑，而是交由父親與子女自行聯繫。 

 

－母親不擔任聯繫橋樑 

「就是打電話給我，然後我跟媽媽說，要跟爸爸見面，然後她就會讓我去。」【潔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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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所以那個感覺比較像是，爸爸都是直接打給你？）嗯。（訪：他比較不會

說，打給媽媽？(受：嗯，不會。)，然後叫媽媽拿電話給你聽？）嗯。」【子萱】 

 

（二） 偶而會傾向讓子女對自己多一些認同，但與子女父親關係不至於對

立衝突。 

如同潔心描述「就覺得他們倒是不會覺得像對方真的是什麼、什麼天敵，或是有

什麼深大仇恨之類的倒是沒有…。」，指出此類型的母親與父親兩人關係雖疏離、

幾乎不來往，但彼此也不至於有著嚴重的對立衝突，對於子女與父親互動也傾向

接納、不排斥。不過，偶而母親還是曾在子女面前提到對父親的不滿意，或是透

過探問、揶揄、開玩笑等方式窺知對方親職表現，某些時候呈現了些許的較勁意

味，似乎是難免會試探子女是否對自己多一些認同，但並非惡意：  

 

－提到對方令人不滿意之處 

「講到爸爸怎樣，她就會小念一下他以前怎樣就是之類的。你看，都你爸爸不負責

任啦，然後怎樣怎樣，你看都沒有好好工作，才會這樣啦，然後就可能就、就這樣

一下下而已，她不會就是很久，就是不會、我也不會在、站在、一直在那個情緒裡

面。對。」【潔心】 

 

「（訪：沒有在乎媽媽的感受，這個是媽媽跟你講的嗎？）對啊，她覺得爸爸都沒

有在乎他的感受。」【子萱】 

 

－探問、揶揄一方父母親職表現 

「他們常常只是可能提到對方都會就是故意小說他一、一兩句這樣子，就說『他還

沒給你錢唷？』之類的那種，…但是不會到那種完全生氣不想聽，或直接太生氣就

掛斷、掛、掛我電話之類的，那種倒是不會。」【潔心】 

 

「有的時候啦，她會說爸爸都、就是、就是有沒有在關心我啊，她會問這個。」【子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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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認同 

「然後我媽之前還曾經說你要不要改名字之類的，我說我不要。（笑）對啊。」【潔

心】 

 

所幸子女認為這些言行皆無傷大雅，不會因此感到受傷或產生忠誠衝突： 

「我就想說，心裡就會覺得『齁、又來了』那種感覺，但是就是覺得習慣，她一定、

就是也不會有什麼就是、會覺得、就會覺得說『喔』就那種、就是可能回答說『喔、

好啦好啦』就是那種，對啊，就是不會很在、很在意那句話。」【潔心】 

 

「（訪：他們也不會就是說你們一定要選邊站？）嗯。【子萱】 

 

（三） 會希望父親在經濟層面有所付出，但不至於為此產生爭執。 

    從潔心描述「他們常常只是可能提到對方都會就是故意小說他一、一兩句這樣子，

就說『他還沒給你錢唷？』之類的」和潔心提到「就是叫爸爸帶我們出去玩啊，然後、

嗯、就、就是、叫爸爸啊，要、就是要有、就是經濟的支持。（笑）」，可知母親仍期

待父職角色宜在經濟層面有所付出，將之納為父職責任的一種，但子女並未提到

兩方曾因經濟議題產生爭執。 

 

三、 兩方父母角色在親職議題上的呈現 

（一） 兩方父母關係冷淡尷尬，彼此不主動往來，無法建立合作教養。 

    此類型的子女表示父母離婚後兩人關係尷尬疏離，潔心描述「就是可能接電

話就會、就比如說不小心接到，就會『喂、嗯、喔、嗯、喔』，…然後就是會很冷漠那

種…。」，亦如同子萱所講「爸爸媽媽很少在講話。就離婚以後，幾乎就沒有再講話。」，

因此子女共同認為在父母兩人皆不來往的情形下，應該是從不為有關自己的事情

有所商議和交談。 

 

    其次，父母兩人間的尷尬疏離在見面時依然存在。子萱表示當父親帶自己與

弟弟出遊而母親亦陪同時，「我們兩個、弟弟跟我，都站在中間，然後他們都在旁邊。」、

「就是上次那個萬年祭啊，…然後他們也沒什麼在講話，就一個走前面，一個走後面，

就也都沒什麼講話。」，父母兩人仍保持距離，關係冷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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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孩子是彼此的傳聲筒。 

    因父母彼此幾乎不交談，也無意願親自對話溝通，因此子女成為兩人之間的

傳聲筒，替代雙方向另一方提出需求、傳達訊息：「我都會跟她講說…爸爸要怎樣

怎樣之類的。」（潔心）、「嗯。都是我在傳話的。（笑）」（子萱）。 

 

－要求父親提供經濟支援 

「叫爸爸啊，要、就是要有、就是經濟的支持。（笑）要不然就是爸爸以前就是都

沒有在出錢管我的學費。…（訪：所以你覺得是，爸爸透過你傳話，有聽到媽媽的

要求？）嗯。（訪：所以他也會盡量去做？）嗯。」【子萱】 

 

－要求父親帶子女出遊 

「就、只有最近就是，…媽媽會要求爸爸帶我們出去玩。…是媽媽叫我跟他講。」

【子萱】 

「（訪：然後爸爸要帶你們出去玩的時候，像那次去小人國啊，爸爸是先跟誰說，

他想要帶你們出去玩？）是爸爸先跟我講，然後我再跟媽媽講。（笑）」【子萱】 

 

（三） 接納對方各自執行親職角色，無形中多少產生教養互補。 

    父母兩人各自執行親職任務，彼此不會為親職議題有所交談和合作，但也不

因此產生排擠或角力，而是傾向各自為政，然後也接納對方親職角色的存在。潔

心即同意研究者所反映的現況：「（訪：他們也不會去溝通說要有共識或什麼，他們

就是各自跟你講就對了？）嗯，對啊。」。其次，因兩方父母並不刻意排除他方參與

親職，因此子女亦多能感受到父母之間雖關係尷尬，但卻也嘗試以信任、體諒的

態度表現對另一方親職角色的接納，相信對方同樣為子女著想，尊重其在親職上

的想法與意見。 

 

－以信任、體諒態度接納對方親職角色 

「算是滿厲害的，就是、有、夠信任對方吧，…就是不會覺得說，好像我去那邊會

受到怎樣的傷害，…或是又、會有怎樣的事情發生，…，就是都相信我們、就相信

孩子這樣子。…然後也不會就是突然、就是『啊、我就在這裡唷』（笑）那種。」

【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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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是、那個爸爸體諒媽媽。就是會尊重媽媽的意見。」【子萱】 

 

「就會體諒爸爸，就有的時候真的，她的作法不對，然後她也想不到作法，然後她

就是會、就是叫我聽爸爸的想法。」【子萱】 

 

    再者，即使雙方非以合作模式執行親職，但在一些時候兩方親職角色卻在自

然的情況下產生了相互呼應和互補作用。潔心談到父母各自分享的人生經驗，都

是期許子女要把握在學機會努力耕耘，以利未來發展；子萱認為母親較具規範管

束形象，能有效督促其日常生活，而父親角色為溫暖關懷，有助於舒緩生活的壓

力，不論是母親的黑臉或是父親白臉皆有其意義，此外，有時候父親的意見也能

解決母親在教養上遇到的難題，對問題解決有所幫助。 

 

－自然對子女形成共同期許 

「他們都希望就是我們可以、就其實就長輩都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的讀書，然後就

是、可以就是以後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可以就是讓自己好過一點，…因為他們

都是過來人，他們、就也都曾經跟我，就是分享過…。」【潔心】 

 

－有助於問題解決 

「就會體諒爸爸，就有的時候真的，她的作法不對，然後她也想不到作法，然後她

就是會、就是叫我聽爸爸的想法。」【子萱】 

 

－父母角色功能互補 

「通常都是媽媽當黑臉。（笑）嗯。然後爸爸就是關心我那一個。…就是、就、媽

媽就會常常罵我，就會說什麼什麼事情做不好，然後爸爸就會說，沒關係啊，下次

再做好就好。」【子萱】 

 

（訪：所以說假設今天啊，都只有扮白臉，沒有媽媽這個黑臉，你覺得會變成怎樣？）

缺點就是沒有人管我，就覺得少了什麼，就是、嗯、太寵我吧。（笑）…（訪：如

果都是那個黑臉，（笑）都沒有白臉？）我會覺得、在、就是會覺得，壓力會真的

很大。」【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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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扮演潤滑劑角色 

    另值得一提的是，此類型中也有一位父親能扮演子女與同住母親之間的潤滑

劑。潔心描述父親在知道自己與母親吵架時會關心「媽媽為什麼跟我吵架，他會知、

先知道這件事情，然後才、才說、就是體諒一下媽媽。」，引導子女同理母親的立場

與感受，協助兩人化解不悅，且母親亦知情其善意，「她、媽媽知道。…因為他是

讓我們兩個就是不要太常吵架。」（子萱）。 

 

（四） 若從孩子口中得知彼此意見不同，則尊重子女自主性，不使孩子為

難。 

    因父母關係冷淡、不對話，因此當子女在生活中遇到需要成人提供意見或找

人商量事情時，通常會主動分別向兩方徵詢意見，有時候也會在一方父母面前提

及另一方的觀點，以獲取綜合資訊，最後再考量自身想法做決定： 

「然後就是可能就會、呃、聽她的意見，然後在這邊問爸爸，…然後就聽他的意

見這樣。就是會先想一下啊，…然後之後再看自己的意見吧。」。【潔心】 

 

「嗯、我會跟媽媽講說，爸爸的感受。…會跟爸爸講說媽媽的感受。然後就看他

們的意見是怎樣，我再去做。」。【子萱】 

 

    當中，相當可貴的是，即使父母從子女口中得知自己的教養觀點與另一方不

同，特別是子女都提及「就有時候他們的觀點，就會很不一樣。」（潔心）、「我覺

得他們好像意見都沒有什麼很合。」（子萱），但彼此並無意競爭或迫使子女要選

邊站，而是選擇給予子女思考空間，尊重其自主決定，就算子女最終決定係採納

另一方意見亦無妨，。 

 

－尊重子女自主性 

「就有時候會跟、就可能就問問題，就問她一些什麼東西，然後可能她說這樣子，

啊我就說『蛤，爸爸說這樣耶』…（訪：啊媽媽那時候會怎樣嗎？）就說『啊看你

啦』，或是什麼之類的。他們都會這樣，兩個都這樣。…這樣說這句的頻率滿高的。」

【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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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無忠誠衝突的壓力 

「（訪：啊假設你做的決定，是偏向爸爸，這樣會怎麼樣嗎？）不會啊。對啊，就

 是這樣啊，我媽也不會覺得怎麼樣。其實就知道會、他們會看我啦。…嘿啊，

他們不會說只管他們的意見，然後不管我的。如果他們是這樣的話，如果是這樣的

話，我現在應該也見不到爸爸了吧。」【潔心】 

 

「嗯、因為他們就是都不會給我壓力。…他們都會就是看我的意見…。」【子萱】 

 

四、 單親子女的感受 

（一） 子女與父親情感連結穩定，亦能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愛，無忠誠衝突

的困擾。 

   兩位子女皆與父親維持正向溫暖的親子關係。一句「因為他愛我吧。愛我們啊。…

因為畢竟還是我們的、他的小孩子啊…。」（潔心），潔心感受到被愛的心情展露無

遺。另一位子女子萱亦對父親持續的關愛感到滿足：「我覺得爸爸做這樣我就已經

很開心。…就是爸爸會陪我聊天啊，陪我講心事。」，覺得即使父親未與自己同住，

但也同樣肯定父職的付出「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他也是會關心我的課業啊，就是做

他該做的事情，我就會覺得…他有當了。」（子萱）。 

 

    其次，潔心和子萱皆認為自己也不因單親而失去任一方父母，除了能繼續享

有父愛外，也能同時擁有母親的愛，生活中並無忠誠衝突的困擾。如同潔心所描

述的：「不會說就是很像只有就跟媽媽相處，然後也都沒有跟爸爸相處那種，就是都還

是會有聯繫，…覺得…還滿不錯，…只是他們分開而已。」，對現有的生活抱持著正

向的評價：「嗯。我覺得其實還滿幸福的，...然後就是不管是爸爸那邊的家人，或是媽

媽這邊的家人，都、都很、很關心我們，很照顧我們…。」（潔心）。 

 

（二） 父母接納彼此親職角色所展現的氣度，使在愛與尊重中成長的子女

發展了同理心、獨立、自主等正向特質。 

「（訪：你最佩服他們的是什麼啊？）就是、能體諒對方啊。…然後能、就是、能以

我的…就是意見作為標準。」【子萱】 

 

「他們都會先想小孩子的感受，然後就同理心、然後再、就是、再支持我。」【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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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彼此能接納、體諒對方教養立場與尊重子女自主性的氣度，子女看在眼

裡，也佩服在心裡，進而從父母身上觀察學習到「體諒」、「同理心」等善意的人

際特質，與人相處懂得設身處地為人著想、付出關懷。除此之外，父母的愛與尊

重亦有益於子女在單親經驗中獲得正向的體驗與成長，如增強個人因應環境的韌

性和養成個人自主能力等。 

 

－培養同理心與關懷他人 

「就是、可以體諒別人。」【子萱】 

 

「比如說講完這句話，我就會想說『欸、我剛講什麼？』不管是跟家人，或者是跟

別人，就是你講了一次剛就會『剛講的是很傷人』，還是這句話好不好，都會自己

會想一下，對。…做了不好的事情，然後自己心理就會想、啊、原來要更慢等等，

或是向別人道歉的那種，會想一下。」【潔心】 

 

「因為我去那個教會，我就還自己主動問我媽媽，有什麼是我需要為她禱告…。」

【潔心】 

 

－獨立、抗壓性佳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家可以學到，就是我有這樣的經驗，…就可以學習到的就是夠

獨立，…很、可以很堅強、很勇敢這樣子。就、有那個、抗壓性比較高。」【潔心】 

 

－具自主能力 

「能夠做自己的選擇，就是不用去、就是可以選擇哪一邊比較好，…就是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子萱】 

 

（三） 傾向持續擔任父母之間的橋樑，期待父母再次復合。 

     此類型的子女對父母都抱持著期待復合的心情：「如果他們能在一起當然是好

啊，…因為畢竟是自己的爸爸媽媽…。然後就是、一個家啊。」（潔心），「就能夠團

圓啊。」（子萱）是他們一致的心聲，言談中仍透露覺得父母和子女同在一起才

更像一個家。因此，子女並不以當傳聲筒為苦，反而情願持續擔任父母之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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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橋樑，像子萱即表示覺得這四年來自己做得很好的是「就是能幫爸爸媽媽傳

話。」，希冀透過一己力量協助父母修復關係，讓兩方有破鏡重圓的機會。 

 

－將協助父母修復關係視為己任 

「也會因為我的這樣子，就是可能就是在那邊說一點、這邊說一點的好話，然後就

是、又在他們重新當中鋪一個橋樑，然後讓他們又重新在一起的可能性。」【潔心】 

 

「就是很想趕快長大啊。…就是、能夠彌補就彌補。（訪：嗯嗯嗯。因為你覺得如

果知道的話，你會希望可以為他們做一些事喔？）嗯。」【子萱】 

 

子女們常用的方法有在一方父母面前幫忙另一方父母做人，例如：幫對方說

好話、傳達對方好意、突顯對方的盡責等，或是也會刻意拉近兩方父母的距離，

例如：製造相處的機會、拉其牽手等。 

 

－幫忙另一方父母做人 

「也會因為我的這樣子，就是可能就是在那邊說一點、這邊說一點的好話…。」【潔

心】 

 

「就是她也知道那個，爸爸關心她那個，我有故意跟她講…。」【潔心】 

 

「就是想讓、想讓、也是一樣想讓媽媽知道爸爸是關心她的。」【子萱】 

 

「爸爸是把那一些錢要給我，當零用錢，因為他怕我沒有錢吃飯，然後我都會把錢

交給媽媽，當作是爸爸的經濟支持。（訪：所以媽媽知不知道說，一開始爸爸那個

是要給你當零用錢？）不知道。（訪：媽媽只知道說，欸、爸爸好像有在盡他的責

任？）嗯。」【子萱】 

 

－刻意拉近兩方父母距離 

「我就會…一定會牽著媽媽，然後我也牽著爸爸，然後就故意把他們手牽在一起，

（笑）然後他們、他們就會縮回去。」【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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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會把、爸爸硬拉、硬拉到媽媽病床旁邊。爸爸跟媽媽就很尷尬。事後他們就、

就沒講話，然後就爸爸坐在、就是陪伴椅那邊，然後媽媽躺在床上看電視，然後我

就也不知道怎麼說。（笑）」【子萱】 

 

    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亦觀察到在子女經常習於為父母著想的情形下，其人格特

質也較同齡孩子顯得懂事成熟，呈現子女親職化的現象。例如：與父母相處時會

將成人的需求擺在自己前面，如子萱就提到在小三年紀剛成為單親時，因為擔心

母親難過「就是會怕媽媽就是、會哭。」，因此選擇將思念父親與想見面的心情放

在心中，不主動提出需求，希望能減少母親的傷心，研究者初始有感受訪者年齡

小即能表達體貼心意屬不易，但事後卻意識到如此係以照顧母親情緒為先，著實

壓抑了己身對親情的需求，在小三的年紀即背負了照顧成人的責任感，想來不禁

令人感到心疼；其次，潔心的成熟則是表現在對父親生活的關心與叮嚀，潔心形

容「感覺，好像是我在做榜樣。對啊，我就、因為我都告訴他『不要喝酒』不要喝什麼，…

然後就是他現在就是都比較沒有在喝酒，比較少喝，然後就覺得因為他有聽我的

話…。」，呈現子女在生活中扮演了「教誨者」的角色，父親成了「聽話者」，父

母與子女在教養關係中的角色顛倒。 

 

五、 小結 

綜合前述，可知「平行給愛型」中的子女與父親的情感連結亦正向，親子關

係溫馨愉快，以及該共親職類型之一般特徵為： 

（一）父母兩人關係尷尬疏離，在考量子女利益與成人調適需求之間採取折

衷的作法，未建立合作教養關係但也盡量做到不干涉他方參與親職。 

（二）兩方平行盡親職責任與義務，各自給予子女關愛。 

（三）當雙方意見不同時，能給予子女思考空間與尊重其自主性，不使子女

為難。 

 

參、 聯盟角力交互型：代表的單親子女為逸凱、薏玲 

一、 父職參與的情形 

（一） 子女所感受與認同的父職參與顯得較為單一，以關懷支持或經濟支

援為主，親職規範督促功能不明顯。 

此類型中其中一位父親有機會能與子女同住，一週中有兩三天可共處同一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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簷下，而另一位父親則與子女分住；類似的背景在前述「協同合作型」中也可見，

但兩類型的父職參與情形在子女知覺上卻不盡相同。 

 

1、父職參與層面顯得單一 

「聯盟角力交互型」中的父親不論是否與子女同住，子女所感受與認同的父

職參與的層面顯得較為單一、非全面多元，一位子女認為父親以提供關懷支持為

主，而另位子女則感受父職以經濟資助為多。 

 

－以關懷支持、問題解決為主要 

薏玲一週中可能會有兩三天能與父親同住，感覺上父親能給予自己精神上許

多的支持與鼓舞，必要時亦會提供想法指引，支撐薏玲因應生活中的難題與升學

課業的壓力。對子女來說，有一種「啊！有一個人在支持我真好」的溫暖與感動： 

「就是在我有困難的時候，他還是會幫我…。（訪：就是支撐著你這樣？）對。（停

頓三秒）像是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啊，我就會、就是會坐下來問他，然後他就也是會

告訴我，然後幫我、就是他會精神喊話，然後我就會覺得啊有一個人在支持我真好，

就是當所有人都不、就是沒有辦法、就是認同我的時候，至少他是支持著我的。」

【薏玲】 

 

「他就說你現在剩沒幾天了，你就、就是不需要就是每一課都去看，你應該改變你

自己的讀書態度，然後你應該先寫題目什麼什麼這樣。」【薏玲】 

 

    不過，薏玲也發現雖然父親在情感層面確實能給予很大的支持，但在經濟層

面卻未能同等付出，未將經濟支援視為父職的責任與義務，薏玲即談到：「就是

金錢方面，他就會覺得說啊我們離婚了，所以錢是我的，不是大家的這樣。」。 

 

－父職價值限縮為經濟資助，親子活動流於形式。 

對逸凱來說，父親實質在經濟層面的付出反倒較生活中的心意還能讓逸凱感

受父職的功能與存在：「（訪：你覺得離婚之後爸爸參與親職最重的工作現在看起來應

該是什麼？）經濟提供(笑)。」（逸凱），言談中較少深刻感受到父親平時的電話關

懷與邀請聚餐等也是父職的參與。像是逸凱就提到父親會「問說最近功課怎麼樣

吧，然後有時候可能想吃什麼東西吧，…然後他可能會送過來吧。」，以及每隔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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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也會安排與子女聚餐，希望透過相聚聯繫感情。不過，逸凱表示自己反應冷

淡「我也不會打電話去跟他說什麼謝謝。」、「他就會帶我們去吃像是貴族世家那種，

但是那時候都是我弟負責跟我爸講話，然後我就在旁邊自己一個人吃。」，也認為這些

與父親的接觸似乎僅止於維持聯繫，視電話聯繫、聚餐見面等為形式上的安排，

較無實質親子情感交流：「（訪：有時間你就去，那你覺得有原因是要跟爸爸相處嗎？）

(笑)沒有。」。 

 

2、與子女互動鮮少出現親職規範約束的一面，偶而協助母親支援子女生活

事務。 

就前所述，薏玲就父職參與較深刻的經驗是感念父親給予的情緒支持，逸凱

則是可明確指出父親長期在經濟層面的付出，但兩位子女皆未特別提及父親在教

養層面發揮規範督促的親職功能，而是僅提到父親有時候會協助母親分擔支援子

女生活事務的工作。 

 

－交通接送 

「有時候我爸可能會去...幫忙載我們什麼的，因為有時候我媽沒空或她生病的時

候，然後有時候他有空的話可能會幫忙載我們，就是補習回來或是放學回來吧。」

【逸凱】 

 

「但是常常就是、就是要去遠路的時候會希望他就是、就是當司機這樣子。」【薏

玲】 

 

－帶子女就診 

「像...有，他（指逸凱弟弟）那個...皮膚不好可能會叫我爸帶他去看醫生吧，就是

叫他幫忙一下，因為我媽可能沒有空什麼的吧。」【逸凱】 

 

（二） 與「協同合作型」有相似的發現，其中一位父親在生活上也成為子

女的楷模。 

    雖然此類型的子女並未特別提及父親曾在生活中給予規範約束或發揮親職

督促的功能，但薏玲的父親在生活中無形也透過身教對子女產生影響，成為子女

欣賞與學習的楷模。薏玲描述自己處事傾向理性的特質來自於父親，認為雖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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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未曾以言教灌輸子女理性的觀念，但透過觀察父母的互動，發覺理性、冷靜、

不火上加油反而較能控制局面，不使狀況更糟糕。 

 

－特質傾向理性 

「我覺得我有時候，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會比較像爸爸吧，因為比較理性一點。…

就是在有困難的時候，用情緒去面對一切。我覺得是優點。嗯...是爸爸教我的。（訪：

什麼意思？）就是看他在跟媽媽、就是相處的情形啊，…（訪：所以就是你在旁邊

看？然後學到的？）對。」【薏玲】 

 

二、 母親的態度 

（一） 對於前夫的父職角色未全然認同、也非完全否定，有時接納支持，

有時抵制、不尊重。 

    就受訪子女的描述，母親不會排斥或拒絕父親與子女聯繫和見面，有的時候

母親其實也會鼓勵子女與父親聯繫、幫忙父親傳達好意給子女或是讓父親也有機

會與子女同住、參與子女教養的事務，表現出接納支持父親延續父職角色的一面。 

 

－轉遞父親來電 

「電話可能是他打給我媽媽的時候，然後他可能...我媽她就會拿給我們叫我們聽一

下吧，因為她覺得我爸可能太孤單了。嘿，因為其實我們可能也不太想打電話給

他，…，那他就叫我媽拿給我們聽吧。」【逸凱】 

 

－請子女打電話給父親 

「都是我媽叫我打，因為我不太喜歡...不是應該是說不太常會打電話給別人，比較...

不會打電話給親人吧，然後可能會打給朋友(笑)。」【逸凱】 

 

－轉知子女有關父親安排聚餐訊息 

「因為都是經由她手，然後再轉告我們。…因為都是每次我放學回來就跟我說『今

天晚上要去跟你爸吃飯』。」【逸凱】 

 

－讓子女有與父親相處的機會 

「然後她可能說就讓我們三個人這樣自己一起出去會比較好。因為太久沒見面，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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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多多也熟一下吧。」【逸凱】 

 

「因為媽媽以前一直告訴我們說，啊爸爸就是做錯事、爸爸就是做錯事，然後我們

會覺得為什麼他做錯事，你還要讓他回來…。」【薏玲】 

 

－替代子女接收父親的好意 

「他最近有時候會去復健，然後他就會順道帶一些吃的東西過來，可是都是我媽去

拿，我們沒有去拿。」【逸凱】 

 

－同意父親參與教養 

「然後就、就媽媽就說那給他處理好了，因為媽媽就是也不想管，因為她覺得太難

過了，考太爛這樣。」【薏玲】 

 

    然而，在一些時候卻也觀察到母親對於父職的接納態度存在著條件設限，當

父職的參與從生活支援、關懷支持或經濟提供，延伸至教養層面，且在教養理念、

作法上可能與母親意見有所不同時，母親會因此感受到威脅，且無法尊重父職角

色在教養領域的呈現，並表現出抵制父親參與教養、對父親介入不以為然、要求

子女必須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等聲張教養主權的動作。 

 

－抵制父職參與教養 

「然後爸爸就說，他會去跟媽媽講，然後在跟媽媽講的時候，媽媽、因為媽媽會以

她自己的想法、就是看我，因為她覺得我的監護權在她那邊，所以她應該要管我，

然後不是爸爸，然後她也會覺得為什麼我要去跟爸爸講，不是跟她講…。」【薏玲】 

 

－要求子女向自己靠攏 

「嗯。…應該會氣說，呃、我跟她應該是在同一條船上，然後為什麼我是、反而是

去相信、就是爸爸這樣。」【薏玲】 

 

    又或者，當母親在教養上感到無力時，會拿捏著子女應該是較親近自己而遠

父親的偏好，以此威脅子女聽從教養，否則將安排子女與父親同住。與「協同合

作型」的母親相較，兩者雖然皆表示有意安排子女與父親同住，但就子女描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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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卻有所不同；此類型的母親並非視父親同為教養夥伴、信任父職角色的價

值，而選擇採取教養合作的態度，相反地是視父職角色的存在為鞏固己身教養權

力的利器，且無形中貶低父職在子女心中的價值，凸顯母親在教養領域仍是佔優

勢的一方，彼此同為父母的角色呈現教養權力不對等，隱性削弱了父職在教養層

面的價值與功能。 

 

－貶損父職的價值 

「她知道我跟我爸處得不好阿，…因為她有時候生氣的時候，還是什麼時候會說要

我們回去跟我爸住什麼的，然後我會說我不想要什麼的。…她有時候會拿那個來威

脅我們吧(笑)。」【逸凱】 

 

（二） 會在子女面前表達對婚姻關係的不滿，但生活中面對前段婚姻的一

些作法行動卻又讓子女感到不解、混淆。 

    除了前述母親會在子女面前表現出不悅父親干涉母親教養決定、以威脅方式

隱性削弱父職價值等態度外，此類型的母親亦會在子女面前表達對婚姻關係和前

夫的不滿： 

 

－提到個性不合 

「他們不太合吧，...從很久以前我媽可能就會想要離婚了吧，…所以她是她說她是

為了我們在撐，不要那麼快離婚。所以到了國中的時候，她才決定要離婚的吧。」

【逸凱】 

 

－抱怨父親表現不佳 

「她只是有時候會說以前他對她不好這樣子而已吧。…可能好像是她剛生完我弟的

時候，我爸也不會關心她，還是天天出去打麻將，然後...好像...就是沒有照顧到她，

然後她後來現在身體沒有那麼好，可能是這樣。」【逸凱】 

 

「因為媽媽以前一直告訴我們說，啊爸爸就是做錯事、爸爸就是做錯事…。」【薏

玲】 

 

或許並非刻意要使子女討厭父親，但已能使子女感受到母親在婚姻中的不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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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產生同情心疼母親的心理，進而降低對父親的好感、偏向母親，像是逸凱認

為自己並不太在意父親：「可能多多少少會影響我對我爸的評價吧。...就是覺得沒有非

常在意他吧，應該不會想到要去關心他什麼的，不太會想到…。」，而薏玲則吸收了

母親認為離婚是父親做錯事的想法、解讀父親與他們分開是一種懲罰，這些或多

或少影響父親與子女關係的建立：「我們會覺得為什麼他做錯事，…你幹嘛又回

來。」。 

 

  不過，如同母親在面對父職的角色採取有時接納、有時抵制的態度，母親在

面對與處理自己前段婚姻關係也有著不是那麼一致、令子女感到不解和混淆的地

方。逸凱不解為何母親都已經離婚了，且前段婚姻關係亦不是那麼愉快，為何在

離婚後還繼續與父親和其原生家庭往來、過年一起吃年夜飯，並照顧和關心他們

的生活。以及，同樣的薏玲亦不明白既然母親對父親曾犯過的錯那麼在意、耳提

面命，為何還是繼續接納父親回來，過年時仍期待子女要與她共同返回奶奶家吃

團圓飯，甚至當薏玲與父親發生衝突摩擦時，母親也不像先前對薏玲講的兩人應

該是在同一條船上而支持薏玲，反而是選擇袒護父親，令薏玲感到不滿和混淆。 

 

－持續照顧前夫與其原生家庭 

「然後我媽她也會去照顧我阿公，...然後載他上下還是什麼東西的。就是她還是會

去照顧他，然後可能有時候會關心我爸一下吧。…像拜拜的時候也都是她負責回去

弄，…對，就是像有時候過年然後中元普渡那些都是她回去負責弄。」【逸凱】 

 

「然後，因為之前我爸有生病過嘛，我媽也是會打電話去問他怎麼樣吧，然後可能

有時候他沒辦法拿藥或是什麼麼，她可能會去幫忙拿藥吧。」【逸凱】 

 

－持續參與前夫家族活動 

「[過年]就像普通家人一起吃飯一樣吧…。」【逸凱】 

 

「那時候我跟姊姊，就過年的時候，然後都不想回奶奶家，因為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啊離婚了啦，不要回去啦，有什麼好回去的，回去傷心地幹嘛？那媽媽會覺得我們

還是在一起啊，所以你還是、過年你還是應該要回去…。」【薏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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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接納前夫 

「因為媽媽以前一直告訴我們說，啊爸爸就是做錯事、爸爸就是做錯事，然後我們

會覺得為什麼他做錯事，你還要讓他回來…。」【薏玲】 

 

－袒護前夫，而非與子女同一陣線。 

「我覺得她在我面前、就是、質問他這件事情，就覺得對我感覺是、就是做表面而

已，因為她還是很支持他啊。」【薏玲】 

 

  因此，此類型的母親不論是在處理與前夫同為父母的關係上，還是面對已結

束的婚姻關係，其表現出來的言語、行為或態度，並非一直維持讓旁人覺得一致

的狀態，也令子女感到矛盾困惑，像逸凱就說「有時候會覺得如果我不是這個家的

孩子，我會覺得她為什麼要這麼得放不下去幫忙他，因為已經不是她的...應該已經算不

是她的。」，且直言苦笑著「(笑)...朋友關係嗎？我覺得很扯...(笑)。」。 

 

（三） 對於父親在經濟層面付出不足產生微詞 

    母親對於父職在經濟層面的付出有所期待，兩方也曾因金錢產生不滿與爭

吵，所幸並非激烈嚴重的衝突。研究者從受訪者家庭背景資料推想可能與母親經

濟能力較為緊縮，故對父親在經濟資助的期待較大有關，因此當父親提供的有

限，則較易因負荷壓力大引發不滿的情緒；其次，此類型的父親在親職參與層面

較為單一，且從母親顯得希望掌握教養主權的觀點來看，或許父親能否在經濟上

提供穩定支援是母親評價父職的要項，也較其他親職參與的層面來得重要，故在

要求未達到標準的情況下也可能因此評價父親未盡到父職責任而有所微詞。 

 

「有時候可能會吵起來吧，就是因為金錢上的問題，因為之前一開始的時候錢不太

夠用，然後我媽可能會希望我爸多一點，然後可能好像有吵起來，吵起來之後又什

麼的...。」【逸凱】 

 

「像是...呃、就是他們、就是經常因為錢的事情吵架啊…。」【薏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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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兩方父母角色在親職議題上的呈現 

（一） 兩方共同關注的親職議題：經濟、生涯規劃與抉擇 

此類型的父親在親職上較少扮演規範約束子女生活常規的角色，以及子女也

未特別談起母親會與父親共同執行相關的教養策略。大致父母親較常對話的議題

多與經濟相關，逸凱印象中父母親會為了獎學金申請與補習費是否足夠有所討

論，薏玲的父母也曾為了金錢有所爭執；除此之外，逸凱的父母很少在其他與逸

凱有關的事件對話，以及有關於求學階段重大決定也交由逸凱自行處理，僅有薏

玲提到父母親在面臨自己國中升高中選填志願與安排打工等生涯規劃事件時，兩

方會共同商討決定。 

 

－經濟議題 

「最近的一次我只知道要申請獎學金的時候吧，我爸會說他那邊有什麼獎學金，問

說要不要申請什麼的。…好像...之前好像會說剛要補習的時候吧，因為補習費有點

那個太多，然後她會跟我爸說幫忙多一點吧，好像就這兩件事情我記得的、我知道

的。」【逸凱】 

 

「像是...呃、就是他們、就是經常因為錢的事情吵架啊…。」【薏玲】 

 

－生涯抉擇 

「以前一二年級的時候，我有去工作，然後我工作的事情，然後還有就是、我以前

國、國中要升高中的時候，那個填志願的事情。…然後就是、就是那種比較重大的

事情吧，就會討論…。」【薏玲】 

 

（二） 電話聯繫、見面談論皆為常見方式 

    逸凱表示父母親兩人平時比父親和自己還常見面與聯繫，以及薏玲父母一週

中也有兩、三天同住的機會，因此兩方父母的接觸並非是為了親職議題才有所互

動，而是平時私下即有來往，故只要雙方想要就親職議題有所討論，電話或當面

談都是常見的方式。 

 

「對，他們應該是比我們還常碰面。」【逸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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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會固定地、就是、到家裡面來住啊。就是可能一個禮拜來個兩三天之類這

樣。」【薏玲】 

 

（三） 母親會視情況決定是否開放父親加入教養領域。開放後若兩方立場

不衝突則可產生教養互補的成效，反之則產生教養角力。 

    母親顯得是擁有教養主權的一方，在教養上會視情況選擇是否讓父親加入、

共同與之商討相關議題。 

1、未開放父親加入教養領域 

逸凱的母親願意在經濟層面與父親合作，協助子女申請獎學金，但另一方面

在遇到教養子女的挫折時，則不見得選擇與父親協同合作，而是憑藉著子女較親

近自己、不喜愛父親的特性，以安排與父親同住作為威脅，促使子女聽從教養，

故可以推想的是母親在鞏固自己教養地位的同時，其實也貶低和削弱了父職的地

位與價值。 

 

－父親成為鞏固己身教養地位的利器 

「她知道我跟我爸處得不好阿，…因為她有時候生氣的時候，還是什麼時候會說要

我們回去跟我爸住什麼的，然後我會說我不想要什麼的。…她有時候會拿那個來威

脅我們吧(笑)。」【逸凱】 

 

2、開放父親加入教養，兩方有聯盟也有角力。 

    而薏玲的母親雖會開放父親參與子女的教養事務，但也會視情形採取限縮父

職權限或抵制父職的作法： 

（1） 當雙方立場不衝突，母親持續開放、不做干涉。 

當父親所參與的教養議題，其理念作法不與母親產生對立，或是父親所涉入

的事務非母親所在意與堅持的議題，則母親通常不做干涉，兩方在教養上可形成

互補，對子女產生助益。薏玲提到父親較母親能留意自己日常生活的壓力並給予

關懷指引，也很盡力補足了母親在親職上的限制，認同父母親在教養上能相互合

作和互補才是好的親職模式：「我覺得…就是沒有人可以完美，然後如果你就是去照

顧你的孩子，你、不是完美、你應該要就是、找另外一個人去填補你的不完美，然後、

就是、把你的小孩子教得更好，因為不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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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職補足母職限制 

「就是至少他會引導我正確的方法。（訪：那這些事媽媽會做嗎？）不會。因為她

會覺得（停頓四秒）呃、書是你自己應該就是自己去尋找方法，不是別人說啊你應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她會希望我們自己去摸索。」【薏玲】 

 

「媽媽會覺得他做到，因為他幫媽媽就是、就是媽媽不能的，但是他可以，而且他

會、就是盡力去做。」【薏玲】 

 

（2） 當雙方立場未達真正共識，母親採取消極配合，或各式抵制、要求

子女與自己結盟的動作。 

有時候，當母親對於面臨的教養議題感到無力解決、不知道該怎麼做時，也

會選擇與父親共同討論，惟兩方意見未達共識時仍不免爭吵，某些時候母親在本

身也無其他對策的情況下會消極接受父親的作法，之後並讓薏玲在場與父母三個

人一起討論，但過程中不見得平靜，像是母親原本同意就父親觀念以薏玲現有成

績討論可選填志願，但真正討論時亦會再次與父親發生爭吵、未理性思考問題焦

點。 

 

－爭吵後消極認同父親教養作法 

「媽媽、就是沒有想法的時候，然後不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然後就會、經過吵架、

然後認同爸爸的想法。就是也不算認同，就是...不得不。」【薏玲】 

 

－非理性抵制父職 

「爸爸就覺得說，啊有進步就好，然後她就覺得說不行，你一定要考、就是一定要

填到很好的學校，然後那時候就因為我分數在吵架，…然後說要填志願了，…然後

我就、我就不知道該填什麼。然後、因為那時候、媽媽就很像發瘋一樣，就說『你

考那麼爛，啊不用填啦，沒什麼好填的』這樣…。」【薏玲】 

 

    或是，不論是否經過爭吵，當父母親無共識時，還有一種情形是兩方會各自

私下向子女表述想法，特別是當父親與子女單獨對話時，母親會默默在旁觀聽子

女的反應，並試圖向子女使眼色、暗示子女不應該聽從父親的意見，情急之下也

會在旁直接插話干涉，明顯表現出不認同與抵制父職教養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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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私下向子女表述想法 

「爸爸跟媽媽講，他們兩個先溝通，然後但是他們還是覺得對方不對，就是、就是

理念還是不同的話，他們就會私底下來跟我講這樣。」【薏玲】 

 

－母親在旁觀聽與暗示子女不應聽從父親 

「她通常不會直接講，她就是會、就是點一下點一下，啊如果我就是聽得出來的話，

我就會、就是會比較不會去依爸爸…。啊如果我就是、我沒有聽出來，然後我還是

照我自己想法走的話，她就是會、就是（笑）會再繼續地提醒我提醒我…。」【薏

玲】 

 

「她就是原本她都自己做自己事，然後如果她聽到我跟爸爸講話，她就會偷偷地、

也不算偷偷啦，就是她可能覺得自己偷偷吧，她就會默默地走到旁邊，然後就會把

電視聲關很、就是關很小，然後聽我們兩個在講話。如果她發現我認同爸爸，她就

會、就是會使個眼色，告訴我這樣…。」【薏玲】 

 

－母親直接插話抵制 

「啊那如果我不知道的話，就我沒有在看她的話，她就直接、就是插話進來就說，

你不應該怎樣怎樣怎樣怎樣。」【薏玲】 

 

    另一方面，當薏玲與母親在事件上產生衝突，轉而向父親求助尋求調解時，

即使父親是善意的想在子女與母親之間扮演潤滑劑的角色，協助兩方解決問題與

修復親子關係，但母親也會因父親所持立場未完全與自己配合、有違母親心意，

而對父親產生不悅，並直接向子女聲張教養主權，認為子女不應該向父親求助，

而自己也才是真正有權管教子女的一方。 

 

－母親不悅父親扮演潤滑劑，再次聲張教養主權。 

「是爸爸會在中間就是調解，就、就是會跟媽媽說她不應該怎樣，然後也會來跟我

說就是、她是媽媽、她是長輩，我不應該這樣子對她，…然後，就是我多多少少還

是會聽這樣。」【薏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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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覺得我的監護權在她那邊，所以她應該要管我，然後不是爸爸，然後她也會覺

得為什麼我要去跟爸爸講，不是跟她講…。」【薏玲】 

 

    直至事件最後，雖然母親接受了父親協助協調的結果，但並非打從心底同

意，故仍舊是屬於消極配合，且母親對於子女選擇與父親持相同想法仍多有芥

蒂，並會在日後像翻舊帳般找機會提起，試圖向子女強調當初不聽從母親的教養

非明智的決定，再次暗喻子女應選擇向母親靠攏才是。 

 

－翻舊帳暗喻子女不忠誠 

「她就是現在如果想到的話，就會講一下講一下，就說你當初就是聽爸爸的話，然

後怎樣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對。」【薏玲】 

 

（四） 兩方在教養未達共識或因感情產生不愉快，無法理性管理情緒與溝

通，將易使子女受到牽扯波及。 

    當父母親在教養議題產生衝突，或因感情有所不快，尚無法做到私下協調

或以理性方式面對處理，而是按捺不住情緒地經常在子女面前發生爭執或使子

女知情而牽扯其中，子女會對父母已經離婚卻還持續為感情衝突感到失望，也

會因父母爭執產生害怕、難過、無助、不滿、氣憤等負向情緒。相對來說，成

人在其當下耐不住性子而產生衝動的言行已比顧及子女的感受來得優先。 

 

－感到無奈、害怕、難過、無助 

「然後就是、因為太多爭執，然後會覺得說、就是一開始都會很害怕，就覺得『啊，

離婚了，不要再吵架…』。」【薏玲】 

 

「嗯，在吵架那個過程會、就當下會覺得很、很難過，…然後沒有任何想法。」【薏

玲】 

 

－感到不滿、氣憤 

「嗯。…他有動手打過我媽吧...，我不知道...(苦笑)。…不爽我爸吧。都離婚了...，

他沒資格管我媽了，他就是...因為已經不是他老婆了，所以他已經沒有資格管她就

這樣子。」【逸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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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當父母發生爭執且子女未能幫具監護權的母親說話、或做出表態向母

親靠攏時，母親不悅的情緒亦會延燒到子女，使子女無辜受責罵或感覺被迫使選

邊站，且日後可能還會再次無端受其擾。 

 

－被迫要求表態與母親結盟 

「然後我就會不小心被波及到，她就說、嗯、『你也說說話啊』怎樣怎樣，然後我

就說『我沒有什麼話好說』這樣，然後她就會生氣，就會說『你應該要幫我講話』、

呃、『你現在是跟我，所以、就是你的一切都是要聽從我』這樣。」【薏玲】 

 

－無辜受責罵與波及 

「啊如果我就是、我沒有聽出來，然後我還是照我自己想法走的話，…就是她會、

就如果下一次、下一次我跟她吵架的時候，她就會、提起這一點，然後就會罵我、

或者是她跟爸爸吵架的時候，我就會不小心被波及到。」【薏玲】 

 

四、 單親子女的感受 

（一） 未完全否定父親的付出，卻也未全然認同父職角色的延續，親子情感連

結矛盾、不穩定。 

    該類型的子女與父親的情感顯得疏離、不親密、未持續加溫，且有漸行漸遠

的趨勢，兩人皆未在言語上直接給予父職滿滿的肯定。逸凱認為父親好像是名義

上的父親，薏玲感覺自己對父親愈來愈冷淡，也無法像以前那般自在向父親撒嬌。 

 

－子女與父親情感漸行漸遠 

「因為一直以來就習慣這樣子了，所以忽然不會有什麼期待什麼想法了，…然後我

也跟我爸感覺沒有處那麼好。所以我覺得應該比較像是名義上的吧。」【逸凱】 

 

「我對他...越來越冷淡。…就是如果沒離婚的話，就算長大，多少還是會撒嬌一點，

但是離婚了就比較不會。應該說是幾乎沒有。」【薏玲】 

 

    然而，若談到父親離婚後在親職上的付出，則子女一方面未完全否定父親對

自己的關懷與照顧，也多少同意父親應該還是把自己當子女看待，另一方面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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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對地視父親為親密家人，對於父親的存在與價值感到可有可無，不過仔細留

意子女們於受訪中拋出的訊息，卻也又發現他們並非全然忽視與放下這份親子關

係： 

 

－未完全否定父親的愛 

「可能他還是關心我們的吧。」【逸凱】 

 

「就是他還是做到他該做的。…他...愛，算是愛。嗯。」【薏玲】 

 

「就是爸爸沒有做到她（指媽媽）心目中的爸爸，所以他不是百分之百，但是對我

來說，這樣就夠了。」【薏玲】 

 

－未視父親為親密家人 

「因為...（停頓兩秒）不知道耶，感覺他、已經是個、就是、已經不是我可以撒嬌

的家人了。…因為已經、已經簽字離婚了，…我覺得那個就已經是事實了，所以就

是你就像鄰居一樣，只是來借住而已，並不是我真正的家人。」【薏玲】 

 

－也未全然忽視父親與放下 

「（訪：就是不會在意爸爸是不是孤單？有沒有人陪？）可能以後長大才會這樣覺

得吧…可能長大會比較懂事吧(笑)。」【逸凱】 

 

「就是自己人不應該做這樣的事情。…如果他還把我當作是他孩子看的話。」【薏

玲】 

 

   逸凱雖未否定父親對子女的關心，但也非平時即有所感念，現在的自己對父

親是少關懷，認為或許未來長大較懂事了就會付出行動。而薏玲一方面肯定父親

已在父職角色盡力付出並符合自己的需要，亦感謝生活中的某些時刻有父親的存

在；但另一方面即使父親已做了這些，薏玲仍無法敞開心房像過去般視父親為親

密家人，只不過就算是告訴自己這麼想，矛盾的是對於父親應如何對待子女仍有

所期待，也才會在一次親子衝突中對父親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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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都顯示子女與父親情感連結矛盾，彷彿複製了母親面對過去伴侶與現在

同為父母角色皆有其矛盾、無一致標準的互動模式於自身與父親的關係。 

 

（二） 面對父母的衝突與遭受波及，子女與兩方父母互動未維持平衡，易產生

負向情緒感受、影響人際行為模式。 

    面對父母的爭執衝突與無端受到波及或被迫選擇向母親靠攏，使得子女在過

程中面臨了忠誠衝突和產生負向情緒感受： 

1、覺得是自己的錯－自責、愧疚 

「就是會、會覺得、不應該吧，就是自己不努力這樣。然後去、就是、害他們兩個，

就是因為我的事然後哭、呃、就是吵架，然後媽媽也哭那樣，對。」【薏玲】 

 

2、不知所措－無助、害怕、無奈、無辜 

「我在旁邊哭啊。…（訪：你覺得你是為什麼而哭？）（受訪者停頓一秒）因為...

覺得、考太爛吧，然後又覺得說、嗯、為什麼會要吵架…。分數都已經是事實，然

後就是媽媽在那邊無理取鬧，也已經沒有辦法改變什麼…。」【薏玲】 

 

「然後就是、因為太多爭執，然後會覺得說、就是一開始都會很害怕，…，然後但

是現在會覺得說，這也許就是他們的、就是、生活方式。」【薏玲】 

 

「我覺得會啊，還是會傷害吧，…變成是說好像是我的錯一樣。」【薏玲】 

 

3、可以說真話嗎？－擔心、恐懼、無安全感 

「可能是因為爸爸媽媽有一方，就是太過於、偏激吧，…就是會害怕如果再講的話，

會、會又有什麼就是不好的事情發生。」【薏玲】 

 

「那個時候通常我就是不敢講話，有想法也不敢講，因為講了話，就是會引起更多

的紛爭…。」【薏玲】 

 

「會比較不喜歡讓人家知道說，我現在到底在想什麼，因為如果讓人家知道我在

想什麼的話，就會很沒有安全感。」【薏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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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憑什麼？－生氣、不滿 

「不爽我爸吧。都離婚了...，他沒資格管我媽了…。」【逸凱】 

 

「然後我就會不小心被波及到…。然後那時候我會覺得…，因為我也有我自己的想

法，然後當時候離婚是因為你們協議好，然後、就是也沒有、當時候也沒有過問我

跟姊姊的想法，那你現在也不應該就是干涉我的想法這樣。」【薏玲】 

 

    子女在一段不算短的時間裡承受了父母的衝突、產生負向情緒，漸漸地也衍

生出一些因應父母衝突的習慣策略：  

1、見人說人話－察言觀色、巧言令色 

    薏玲提到為了避免引起母親的不悅，學會依當時情境說話，以博得母親的好

感和展現忠誠，「好處就是會比較知道什麼場合該講什麼話，啊壞處就是、嗯、比較算

是巧言令色，就是、人家說什麼、嗯嗯嗯、對這樣。」，也發現這與自己變得較沒有

安全感有關，將之視為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法： 

 

「對，也算是一種、就是保護自己吧。就是。（訪：嗯。因為就是不能像、像你剛

剛講，不能讓媽媽覺得你有的時候，是認同爸爸的？）對。」【薏玲】 

 

2、好惡不形於色－壓抑情緒與隱藏想法 

    處於父母爭執的風暴中，另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為不表露個人情緒與想法，

以避免引發更多爭端，企求平靜。 

「那個時候通常我就是不敢講話，有想法也不敢講，因為講了話，就是會引起更多

的紛爭，所以會覺得、嗯、我安靜好了，然後我有想法，我自己知道就好。」【薏

玲】 

 

「就是會比較不喜歡讓人家知道說，我現在到底在想什麼，因為如果讓人家知道我

在想什麼的話，就是、就會很沒有安全感。」【薏玲】 

 

3、不關我的事－冷眼旁觀、不插手、減少期待 

或有時候，子女也會刻意讓自己遠離紛爭、降低期待，以避免受到波及、感

受不快，陷入忠誠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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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會想說他們自己的事情就自己解決，不會想去幫忙什麼的。」【逸凱】 

 

「呃、她跟爸爸吵架的時候吧，然後我就…就現在已經不想管那麼多了，然後就是

會冷眼旁觀，然後看他們在那邊吵，然後我就是自己在那邊看自己的電視…。」【薏

玲】 

 

「就一開始會[期待]，但是之後就會覺得還好了。」【薏玲】 

 

而這些因應父母衝突與自我保護的習慣策略多少對子女產生內化效果，對其

個人行為與人際模式帶來一些影響。例如：在人際關係中為了避免衝突，會較懂

得察言觀色或是難免巧言令色，亦或因習慣隱藏個人情緒與想法，連帶讓表情顯

得冷淡，也會令旁人覺得過於理性冷靜、較同齡的孩子成熟，甚或認為其冷眼旁

觀而不被諒解，產生人際誤會與困擾。 

 

－過於冷靜成熟 

「像遇到就是跟同學吵架啊，或者是、就是、就是那種感情的問題的時候，我會顯

得比較冷靜，然後會好像比他們好像還要就是成熟…。…比如我跟同學吵架，然後

他、我同學在哭，然後我就默默在旁邊、就冷眼旁觀這一切，然後他就會說『啊你

確定你真的是他同學嗎？你沒有比他年紀還要大嗎？你怎麼那麼成熟』之類的這

樣。」【薏玲】 

 

－表情遭同儕誤解 

「同學…發網誌就說，我在瞪他，…但是我沒有，我只是很羨慕，…，我只是看，…

然後、而且我不笑的時候，就人家都覺得我在生氣，但是沒有啊，就是只是覺得沒

有什麼好笑的啊，對，就這樣。」【薏玲】 

 

其次，對當事子女來說，長久習慣壓抑情緒與隱藏想法對個人而言也是辛苦

的，在自然流露情緒與表達自己上感到困難，外在表現無法對照呈現內心真實情

感，同時無把握能得到旁人的理解下，為了不使自己陷於內外在呈現的衝突，只

好再一次選擇壓抑武裝自己的情緒，以刻意說服自己內在情感與外在表現相符，

亦可避掉旁人疑惑的問號，但實則加深內外在失衡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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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壓抑武裝個人情緒 

「（訪：嗯。啊你覺得冷眼旁觀會不會辛苦？）（停頓三秒）會，就是、就是會很、

也是很想哭，但是會裝作、就是裝作、呃、我不在意，嗯。就是內心會很想哭，但

是我哭不出來，然後會覺得、好吧、那就讓大家覺得我對這件事情不在意。但是我

其實是在意的，然後只是我真的哭不出來。」【薏玲】 

 

另一方面，在親子關係中也可以看到青少年親職化的行為模式。由於子女經

常看到母親因婚姻關係而痛苦，因此對於母親的執著感到不解、也極力勸說母親

放手，希望有天母親能聽從子女的意見有所解脫。此時的母親宛如孩子般的無

助、需要撫慰，而子女為了讓母親有所依靠和給予指引，顯得理性、比大人還大

人。 

 

－青少年親職化 

「因為就是我們有勸過她很多遍，就說啊爸爸都外遇了，那就算了啦，不要這麼執

著…，但是她會就、她就是會覺得他就是我老公啊，為什麼他要去外遇這樣子。那

我們已經勸她很多遍，但是我還是覺得，多講媽媽一定會聽…。我會、覺得、嗯、

媽媽很可憐，但是就是會覺得『啊他又做錯事了』這樣子。」【薏玲】 

 

（三） 子女共通的傾向為不希望受父母紛爭所擾，亦不會期待父母復合。 

    子女對父母是否再次復合不抱期待，僅希望大人的事情能由大人們自己去解

決，最好還能作到減少紛爭，有意與父母兩人之間的紛紛擾擾保持安全距離。 

 

「看他們會不會再復合什麼的吧，…可是我覺得可能不太會了。…所以...我應該不

太會希望他們復合吧，因為...這件事情是他們自己解決。」【逸凱】 

 

「然後我會希望，他們就是、就是能夠、越來越就是、少一點紛爭。就是、至少對

我們都是好的這樣。…我也會希望他們就是（停頓兩秒）就是、已經離婚了，所以…

私生活就是不需要就是干涉…。」【薏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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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綜合前述，可知「聯盟角力交互型」中的子女與父親的情感連結矛盾、不穩

定，親子關係較為疏離，以及整理該共親職類型之一般特徵為： 

（一）同為父母的角色有協同、也有角力，並非全然以子女最佳利益為考

量，有時候成人的需求也可能勝於子女的需要。 

（二）母親顯得是擁有教養主權的一方，會視情況決定父親能有多少參與親

職的機會，與是否開放父親涉入親職中的教養領域。 

（三）子女較易受到父母間的衝突影響，產生負向感受或忠誠衝突困擾。 

 

第三節 離婚後共親職的變化 

Feinberg（2003）表示共親職為一動態的概念，可能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有所

改變。以下將從本研究探討共親職時最先切入的「父職參與」和整體性的「父母

教養關係」分述不同共親職類型的子女於父母離婚後在該部份所覺察到的發展與

變化；其中受訪的單親子女成為單親的年數多數為四年，僅有一位受訪子女單親

年數為十年，早期為父親監護，但中期之後轉為母親監護已達七年。 

 

壹、「父職參與」部份 

    在「協同合作型」中，子女皆認為成為單親後與父親的關係並不因此疏離，

而且隨著時間過去與父親的感情愈來愈好，以及覺得父親在親職的參與同樣愈來

愈盡心與投入，如紹宇描述「離婚之後不是…之後不是會離我們越來越遠，反而就越

來越關心我們，就是可能比他們在一起他這樣每天晚上不回來什麼的，好、好很多我覺

得。」。 

 

在「平行給愛型」中，潔心認為不論父母關係如何變化，自己與父親的聯繫

始終持續、父親的參與不受影響，親子關係一直穩定良好；而子萱則是有感覺這

兩年「 [媽媽]讓我比較跟爸爸接近吧。因為在三、四年級的時候，我都沒有跟爸爸太

接近，…對爸爸就是也會有一點陌生。」，因此與父親見面機會增加下，父親更能參

與子女的生活，親子情感亦加溫。故父職參與呈現走來始終如一和參與增多的兩

種經驗。 

 

至於在「聯盟角力交互型」中，對逸凱來說知情父親在經濟層面一直有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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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點未因時間產生特別變化；其次，父親也會在生活中付出行動來維繫親子

關係，但逸凱對此無特別感受，加上現在課業忙碌、時間有限，與父親的交集愈

來愈少，感情也平淡。而薏玲則是提到能感受到父親對家人愈來愈珍惜與付出，

也更能尊重子女感受，但卻也表示與父親關係是「對他...越來越冷淡。」。故其兩

位父親在親職參與上係持續付出或更加用心，惟親子情感卻未隨之增溫。 

 

因此，綜合三類型共七位子女的感受描述，可知隨著成為單親的年限拉長，

父職參與部份呈現「持續參與」、「參與增加」兩種趨勢，但其中較為可惜是「聯

盟角力交互型」的子女並不因父親持續或漸增的付出而增加對父親的情感，反而

認為自己與父親是日漸疏遠。 

 

貳、「父母教養關係」部份 

一、「協同合作型」：「初期尷尬來往－其後協調合作」 

在「協同合作型」中，子女有感覺父母在離婚或分開初期仍有來往但關係都

顯得較為尷尬，育勤描述「嗯、有一段時間是緩衝期，（停頓四秒）因為剛分完都會

覺得尷尬，可是之後為了我的事，就、沒有那麼僵。（訪：緩衝期大概是多久？）一個

年級吧，差不多是一個年級。」，但過了緩衝期進入第二年則趨於自然，且認為整

體而言父母都是理性互動的。而紹宇的父母在正式離婚前已分居七、八年，回想

當時也覺得父母分居後「都沒有什麼在見面，所以就不會吵架」，但關係顯得尷尬，

提到父母之間是「因為離婚這個事情在不開心，[媽媽]就很難跟爸爸那邊有互動啊，

就是媽媽不會說特別阻止我們啦，可是爸爸大概也不會想要…就是跟我媽媽說可不可以

帶我們出去什麼的吧」，但正式離婚後「雙方…不會再有什麼任何瓜葛什麼的，可是就

還是因為我們是他的小孩啊，所以…就比較有多一點的互動」，彼此很快地能擺脫不

愉快，以及這些年來感覺兩人合作次數愈來愈頻繁。至於聖文則是覺得父母離婚

前經常吵架，但離婚後感情變佳、教養合作，與父親也時常可聯絡和同住、受父

親管束情形增加，並認為若父母感情不佳，那麼可能就無法與父親常見面，故推

想其父母離婚後共親職關係宜是正向的發展。因此大致而言，該類型的父母在離

婚初期或經過分居再離婚至今，子女多認為共親職關係是漸入佳境式的發展，即

使兩方於離婚或分開初期需要花一些時間調適整理心情，但隨著時間過去、調適

變佳，父母會為了子女的事與對方共同扮演好父母的角色，理性相待；以及，其

父母離婚初期的關係也非緊張對立，子女多以尷尬形容，故整理其父母教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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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傾向呈現「初期尷尬來往－其後協調合作」。 

 

  二、「平行給愛型」：「初期緊張但未相互排除－其後少交集無合作」 

在「平行給愛型」中，潔心描述「要離婚的那一、那一陣子，就很不好，就常

常吵架。」、「可能講到對方還是會、就是會很生氣那種，但是在我面前就是還好啦」，

子萱亦有類似感受「剛離婚的時候，他們是整個都不講話，然後一講到爸爸的事情，

媽媽就會不開心。」，顯示離婚前至離婚初期父母因婚姻關係都顯得較為緊張，不

過值得慶幸的是兩方基本上都還是願意接納彼此親職角色，不至於刻意排除對

方，其中潔心一直都能感受母親接納子女與父親聯繫，而子萱則是於初期一直都

能與父親保持通話，直至約進入單親的第二、三年間與父親直接接觸的機會還有

增多。直至現在成為單親已達四年，子女都有感覺父母的關係已稍微破冰、趨於

和緩：「時間久了，而且就是也沒有什麼相處，所以其實就是不會那個[吵架]。」（潔心），

而且子萱亦有感覺母親較以前會表示希望父親更加投入親職，如「上次那個萬年

祭啊，媽媽也叫爸爸帶我們出去。」，只是父母彼此仍處於冷淡疏離，在同為教養

關係上亦未就親職議題做交談合作。因此大致而言，隨著時間過去，子女都能感

覺父母緊張關係趨於和緩，但兩人之間依舊少交集也都還未在教養上形成合作模

式，故整理其父母教養關係的發展傾向呈現「初期緊張但未相互排除－其後少交

集無合作」。 

 

  三、「聯盟角力交互型」：「初期衝突且存在角力－其後合作漸增」 

在「聯盟角力交互型」中，子女印象中父母剛離婚時兩方關係緊張且衝突較

顯劇烈，逸凱的父母彼此較無法諒解對方帶給自己的傷痛，而薏玲的父母則因彼

此對感情關係認知不同多有爭執，再者其兩人的母親在伴侶關係和共親職關係中

也都存在著不一致，面對父職的存在有時候會其價值或與之產生角力，但有時候

卻又是能接納、讓父親參與子女生活；直至子女受訪的當下，請其回想過去並與

現今做比對，則表示能感覺父母關係隨著時間過去已較趨於緩和，逸凱形容「一

開始可能比較像仇人吧，然後慢慢地應該現在變...變普通朋友吧。」，且兩人交談碰面

的次數比子女與父親聯繫還多，而薏玲則是認為「可能媽媽自己也、多少也有就是

看開一點…」，母親對感情已較能釋懷，漸漸能顧及子女的需要，在親職上與父親

理性互動的情形漸增，自己與父母親三人一同坐下來討論事情的機會愈來愈多，

「我覺得他們會、比較會尊重我的想法。…我覺得應該是媽媽的想法改變吧。」（薏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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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致而言，隨著時間過去，子女能感覺父母之間緊張衝突降低，逐漸地母親

排除父職的情況似乎也趨於減少，理性與父親共同扮演父母角色的機會增多，故

整理其父母教養關係的發展傾向呈現「初期衝突且存在角力－其後合作漸增」。 

 

  四、總結 

而過去文獻 Ahrons 與 Rodgers 認為離婚後成功的調適即是離異的雙方能繼

續合作扮演父母角色（Brown et al.，2000），顯示個體調適與離婚後共親職品質

有所關聯，當個體調適愈佳，兩方可能也會愈有機會發展出良性的共親職，以及

研究者從離婚適應歷程與哀慟理論探討個體調適，可知共通的是個體約距離失落

事件兩年以上可良好調適、不再怨懟與找到新的定位。因此研究者於研究前曾推

想離婚兩年以上的父母有可能傾向良好調適，有機會發展出低衝突、不相互排除

的共親職，只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一些父母可以形成合作關係，而有些父母則可

能如國內李嘉莉（2001）所言婦女離婚後與前配偶關係變得疏遠者居多，而形成

各自執行親職角色、無合作的教養關係。 

 

而從研究發現可知本次研究中單親年數皆至少四年的三種共親職於離婚至

今的發展亦皆是朝向衝突降低、不相互排除或排除降低的狀態，其中「協同合作

型」、「聯盟角力交互型」的父母之間存有合作關係，前者合作成效佳，後者則有

排除降低、合作增加的趨勢，而「平行給愛型」係無合作但接納對方各自執行親

職角色。 

 

再者，離婚初期的教養關係似乎也與父母初期面對婚姻關係的調適狀態有

關，「協同合作型」的父母於離婚初期似乎調適較佳，故教養上仍可來往只是尷

尬，而「平行給愛型」的父母談到對方仍顯不愉快，所幸不至於對立衝突，故教

養上可不相互排除，相較之下「聯盟角力交互型」的父母面對婚姻關係尚有直接

衝突，使得教養上雖有合作卻也存在角力，且在初期非理性互動多過於理性合

作，如同哀慟理論中 Stroebe 與 Shut（2003）提出的「雙軌擺盪理論」，個體在

調適失落初期生活會在負向效應與理性面對之間擺盪，且仍以負向效應居多，但

隨著時間過去，理性效應會增加，直至悲傷復原，而該類型的父母在離婚前期其

共親職關係如子女形容係呈現時好時壞的狀態，有時無法理性劃分婚姻伴侶與父

母角色的關係，但有時願意考量子女利益接納父職或與之合作，直到現今已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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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反覆不穩定，形成合作漸增的趨勢。 

 

第四節 影響離婚後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與阻力 

綜合第二節所述，穩定、支持性佳的父職參與能帶給子女持續感受到被愛、

有價值與溫暖的正向感受，不因單親而失去一方父母的關愛，產生情感上的失

落，其中離婚共親職類型為「協同合作型」（紹宇、育勤、聖文）和「平行給愛

型」（潔心、子萱）的子女皆有相似的經驗，而「聯盟角力交互型」（逸凱、薏玲）

的子女則因與父親情感連結不穩定，故對父職的感受未全然肯定、存在矛盾。 

 

其次，當兩方父母在親職中能建立教養夥伴關係，形成良好的共親職，亦有

助於提昇單親子女的幸福感受、從父母離婚的失落經驗中復原，以及增進親職效

能，正向促進子女人格與行為的發展養成；最具代表性的離婚共親職類型為「協

同合作型」，父母能發展合作、平等、相互尊重的教養夥伴關係，其子女不因成

為單親而感到匱乏，也不需為父母兩方的關係費心，反之「平行給愛型」、「聯盟

角力交互型」的父母則較無法建立合作、不角力兩者並存的教養夥伴關係，前者

雖然很少發生角力情形但幾乎不合作，後者則是有合作經驗但彼此卻存在角力，

只是即使兩類型父母還無法建立高度接納與協調合作的共親職，但其經驗中仍存

有一些較為正向、有益於子女適應的「亮點」3，值得肯定與持續耕耘。 

 

那麼，究竟是什麼有助於父親在離婚後還能持續正向穩定地參與親職？有效

發揮親職整體功能？以及，是什麼讓離婚後的父母有意願建立不相互排除甚或合

作的教養關係呢？接下來本節將就受訪子女的主觀知覺依母親角色、父親角色、

子女角色與關係的處理四大項描述影響父職參與與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

力，並擬於第五章提出研究建議。 

 

 

 

 
3

指的是敘事治療重視案主生活經驗中較易被忽略卻具有潛在重要性的事件，被視為「特殊意義

事件」（unique outcomes）或「例外」（exceptions），值得促成與鼓勵以對問題因應或困境帶來新契

機（White，2008）。一般實務上也會以「亮點」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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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母親角色 

Kelly（2007）談到母親的態度是影響父親參與親職的關鍵，即母親在行為

和態度的守門程度可以決定父親有多少機會能實踐親職的角色、與子女發展親密

的關係。如潔心（平行給愛型）談到「喔、只要想就可以啊。…就是打電話，然後、

要回去就回去啊，媽媽其實也不太會管啊。」，母親開放不守門的態度給予子女和父

親自在聯繫與可頻繁接觸的機會，父親會更有機會參與子女的生活。那麼是什麼

樣的情況，母親可以不守門、對父職採取接納態度呢？ 

 

一、 認同父職的價值 

母親的認同是促使父親有力參與親職的一大助力。當母親能認同父職角色的

存在與價值：「就是有講明說，畢竟他還是兩個小孩子的爸爸啊，…也希望他…盡到一

點爸爸的責任啊。」（協同合作型，紹宇）、「他有一個報馬仔…然後把我的…什麼事情

都講出來。」（協同合作型，育勤）、「讓爸爸再多關心我一點吧。」（平行給愛型，子

萱），其接納與期望的態度使得父職有所延續，且在一些時候若又會主動促進父

親與子女聯繫，亦有助於父親在親職上更能使力，不會在離婚後感到被排除。 

 

二、 同理子女的感受與理解其需要 

「媽媽覺、就是、沒有跟爸爸住在一起，然後媽媽就是、也會想說，給我一點點就

是…也能接近爸爸…。」（平行給愛型，子萱），子萱的母親站在子女的角度思考孩

子在成為單親後即無與父親同住生活，相對的也少了享有父愛的機會，故認為還

是有需要讓子女與父親相處，使子女感受到父親的關懷。其次，薏玲（聯盟角力

交互型）的母親則是考量子女年紀漸長，宜尊重其自主與想法：「她可能覺得我們

長大了，不應該就是用命令的口氣，應該是要就是和平的、就是坐下來談。」，故教養

上漸漸願意從捍衛教養主權和習於直接命令，調整為接納父親理性共談的建議與

尊重子女表達意見，如此子女需求獲得重視且父職參與亦少了設限。 

 

三、 認為不綁住子女的母親才是好母親 

「她覺得、她、如果她太把我們綁住的話，反而會讓小孩子討厭她，或是、會讓我

們有二度傷害，所以她覺得其實就是讓我們自由…。」（平行給愛型，潔心），從潔心

的描述可知，母親期望自己在子女心中能維持一個受子女喜愛、不會再次傷害子

女的好母親形象，因此選擇放手讓子女擁有自由與父親聯繫的機會，不希望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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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而失去子女的心，或成為無法照顧子女需求的母親。故母親本身對於好母親

形象的認知促成了不守門的態度，與研究文獻所提有呼應之處，即當母親愈能認

同與父親繼續共同扮演父母的角色是對的事情，或認為這麼做能感覺自己是位好

母親，也就較願意朝良性共親職的方向去努力（Markham, Ganong, & Coleman，

2007）。 

 

四、 對前段婚姻較為釋懷 

    薏玲亦談到母親愈來愈能接納父親的意見，以及接受子女、父親與其三個人

共同坐下來一起商討事情，除了如前所述與能同理子女的感受和需求有關外，一

部分原因也與母親對前婚姻中的不快較為釋懷，使其漸漸地不像以往那般拒絕父

親對教養議題提出意見。 

  

「（訪：你覺得媽媽因為看開了， 所以你們三個比較能夠坐下來談，那個看開是

指她對爸爸的那個感情的部份嗎？）嗯、對吧。」【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 

 

    反之，當母親無法認同甚或貶低父職的價值，以及誤解子女的需求與感受，

則較易出現一些守門行為：如對子女求助父親感到不悅「她覺得我的監護權在她那

邊，所以她應該要管我，然後不是爸爸，然後她也會覺得為什麼我要去跟爸爸講，不是

跟她講…。（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在離婚初期擔心子女不夠成熟故未特別

安排子女與父親見面「大概是六年級和國一的時候。應該是、就是長大了吧，…就是、

我可能就是比較懂事了，她才會讓我跟爸爸就是比較接近。」（平行給愛型，子萱），

但事實上子女於成為單親初期即有見面需求等，這些皆限縮了父親參與親職的機

會，亦不利於父母雙方形成良好的共親職關係。 

 

貳、父親角色 

一、 認同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 

如 Stone 與 Mckenry 所言當父親愈能認同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在離婚後也

就愈能參與親職的工作（Markham, Ganong, & Coleman，2007）。而子女們面對

父親在離婚後還能持續在親職工作有所付出，所思考和感受的是「就是我怎麼樣

他都會想要參與到，不管是好的壞的。」（協同合作型，紹宇）、「因為他愛我吧。…因

為畢竟還是…他的小孩子啊。」（平行給愛型，潔心）、「他就會跟我說，我覺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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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有一個家，…你們還是要有我這個爸爸。」（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這些

皆顯現子女們認為父親對自身親職角色具有認同與責任感，因此願意以行動實踐

親職。 

 

二、 對子女家人感到抱歉、愈發珍惜。 

子女覺得父親可能也對過往感到抱歉，因此在離婚後較之前更為加倍付出：

「他可能也覺得很後悔吧，所以反而對我們的關心就比之前生活在一起還多。」（協同

合作型，紹宇），又或是對子女家人愈感珍惜，因而在父親角色上表現得更能同理

與理解子女的需要：「他現在會、反而會比較珍惜我們。然後也會、就是、會比較尊

重我們。」（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並在適當時候給予支持協助。 

 

三、 在離婚前即與子女建立親密情感 

有研究談到父親在離婚前若很少投入親職的工作和對子女做情感的投資，親

子關係呈現疏離，則離婚後也會較少涉入子女的生活（Kelly，2007）。換句話說，

若離婚前親子關係良好，則父親在離婚後就較有可能持續關懷子女的生活，如潔

心（平行給愛型）所描述「因為我們就是比較像朋友，就是其實跟爸爸就除了像爸爸

一樣，他會像朋友，就是從小因為他很疼我…。」、「他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

可知父親在離婚前就已與子女建立親密情感，故離婚後對潔心的疼愛依舊，且持

續頻繁地關切其生活。 

 

四、 以積極參與來克服不同住的限制 

    透過受訪子女的描述發現，父親積極穩定的參與增加了親職的可近性與可有

效發揮教養督促功能，如「協同合作型」與「平行給愛型」的父親在親職上皆維

持穩定持續的參與行動，平時係主動透過電話與安排活動經常性地關懷子女和維

繫情感：「我爸爸突然想到…就打來問一下。」（協同合作型，紹宇）、「他也幾乎每天

都會打電話給我。」（平行給愛型，潔心）、「看電影是看我喜歡的，…他會主動找我。」

（協同合作型，育勤），子女在感受到溫暖關懷的父愛之餘，有困難亦會願意主

動求助，父親自然能融入子女生活，減少不同住帶來的限制。其次，積極穩定的

參與亦有助於適時補足未與子女同住而漏失的訊息，持續發揮教養督促的功能：

「考試段考的成績是，打電話來的時候，爸爸會問。」（協同合作型，聖文）、「爸爸

就知道了[手機費太高]，然後爸爸就會打電話，說要找我，還會先念我一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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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型，聖文）。 

 

另額外一提的是，全數單親子女皆表示即使父母已離婚，但卻都能持續感受

到父親家族成員對自己的關懷與幫助，例如：逸凱（聯盟角力交互型）提到「可

能就靠著我爸的贍養費跟我阿公有時候會幫助我們的錢這樣過吧。」，知道爺爺仍視自

己為家族的子孫，平時亦會在經濟上提供援助；以及「阿公阿嬤也希望我跟爸爸住

啊。」（協同合作型，紹宇）、「嗯。我覺得其實還滿幸福的。然後就是不管是爸爸那邊

的家人，或是媽媽這邊的家人，都很關心我們，很照顧我們…。」（平行給愛型，潔心）、

「阿公阿嬤也會打給我，啊爸爸也會打給我。」（平行給愛型，子萱）等，這些都顯

示該父親原生家庭願意接納和希望與單親子女持續往來，對孫子女的親情與愛護

並不因下一代的離婚而有所改變，自然對父親在離婚後持續參與親職應是助力。 

 

    至於，談到就父親一方可能影響親職參與的原因，有子女提到過去曾顧慮父

親經濟狀況不佳，因此不願意在假期與其同住：「印象中就是覺得爸爸那裡就比較

爛，比較不喜歡去爸爸那裡住。」（協同合作型，紹宇），以及潔心認為因父親不與自

己同住，故教養上還是有其限制：「因為也沒有住在一起啊，所以其實他能管到的也

不多，就、就是管的都是在媽媽，…他可能就是會、頂多只是問問啊。」（平行給愛型，

潔心），且其父母係少互動無交集，故無法像「協同合作型」的父親透過與母親

保持資訊流通等各式方式突破不同住對教養帶來的限制。 

 

參、子女角色  

子女在父母離婚後監護權歸屬母親且於母親同住，不論是生活或是與父親接

觸的機會皆產生一些改變，若其本身能接納父職角色不因父母分開有所改變，且

仍舊珍惜與父親的親情，對於父親參與親職會是一項助力。例如：子女願意主動

與父親分享心事、主動求助、珍惜與父親相處的時光等，不僅讓父親有機會付出

關懷，亦會令父親感受到被認同，持續有動力在親職上付出。反之，若子女對父

親反應冷淡，不太在乎與父親的關係，父親也會感受到不被接納的挫折，如逸凱

提到「我爸可能會跟我媽說『他們都不打電話給他』。」，可知父親也會有對該如何

參與子女生活感到無力的時候。 

 

 



 100

－子女的主動接納與珍惜有利於父職參與 

「印象中就是覺得爸爸那裡就比較爛，比較不喜歡去爸爸那裡住。可是那是以前的

想法，啊現在就、因為就是就覺得好像跟爸爸住的時間，…就是相處的時間，好像

也沒有很多。」【協同合作型，紹宇】 

 

「我也不知道那時候突然就想要第一個就打給他。」【平行給愛型，潔心】 

 

「我會找爸爸聊天，跟爸爸講，因為爸爸每次都會說那些安慰我的話。就會覺得很

開心。」【平行給愛型，子萱】 

 

「像是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啊，我就會、就是會坐下來問他，然後他就也是會告訴我，

然後幫我…。」【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 

 

－子女反應冷淡使父職較無法使力 

「應該是我都會先說，會先叫他爸爸吧，然後之後可能就直接掛掉了，因為不知道

要說什麼。…有時候可能想吃什麼東西吧，…他可能會送過來吧，看他有空的時

候。…但是我也不會打電話去跟他說什麼謝謝。」【聯盟角力交互型，逸凱】 

 

    「他就說『他們都不理我了』。」【聯盟角力交互型，逸凱】 

 

－子女不認同父職使父職面臨挑戰 

      

「以前還沒離婚的時候，我都會、就是會跟他撒嬌什麼的。…但是離婚了就比較不

會。應該說是幾乎沒有。」【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 

 

「因為已經、已經簽字離婚了，…我覺得那個就已經是事實了，所以就是你就像鄰

居一樣，只是來借住而已，並不是我真正的家人。…嗯，就是、不知道耶、漸行漸

遠吧。」【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 

 

肆、關係的處理 

接下來亦進一步說明子女眼中的父母是如何處理婚姻關係的？以避免使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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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中的不快影響到同為父母的教養關係，以及在同為父母的角色上做了哪些努

力，得以形成良性的共親職？ 

  一、婚姻關係 

    （一）能妥為處理婚姻的不快、不再受牽絆 

    在「協同合作型」子女的印象中，父母在離婚初期彼此即願意為了子女的事

情有所往來，且過了一段時間在教養上也能形成理性合作，而聽其描述父母在離

婚前雖難免有爭吵，但都是一旦決定離婚後則能果決地收拾起婚姻中的不快、在

生活中找到新的定位，似乎無「歹戲拖棚」的事情發生。 

 

－能俐落處理婚姻問題 

「因為正式離婚之前，…因為離婚這個事情在不開心，就很難跟爸爸那邊有互動

啊…。就是雙方都離婚，不會再有什麼任何瓜葛什麼的，可是就還是因為我們是他

的小孩啊，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比較有多一點的互動。」【協同合作型，紹宇】 

 

「（訪：ok，所以一決定離婚之後，反倒讓他們感情...）比較好。…就是會覺得很像

是朋友的感覺，就是會覺得感情比較好。」【協同合作型，聖文】 

 

    （二）即使仍有不快，但願意將婚姻伴侶與同為父母角色做區隔。 

    「平行給愛型」的父母因關係初期緊張且後期仍冷淡尷尬、尚無法建立合作

的教養關係，但值得肯定的是彼此能區分婚姻伴侶角色與父母角色實屬不同，因

而接納對方在離婚後持續參與親職的工作：「他們關係很尷尬。對啊，但是倒是不會

說到、就是到那種會讓小孩子不去見父母、就是見雙方那種，對，倒是不會。」（平行

給愛型，潔心）。 

 

    反之，當父母兩方尚無法妥為處理婚姻中的不快，或是無法理性區隔婚姻伴

侶與父母角色，導致關係中仍存在糾結、在處理伴侶關係與同為父母關係上呈現

矛盾不一致時，將如同「聯盟角力交互型」中的母親在無法對前夫的父職角色由

衷給予認同下，產生時而接納，時而抵制，以及要求子女向自己靠攏、聲張教養

主權等行為，這些都會不利於兩方發展良性的共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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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同為父母關係 

    （一）以考量子女利益為優先 

    當兩方身為父母，能以子女最佳利益為出發點來思考父母角色應盡的責任與

義務，將較有機會以理性來面對同為父母的關係，並發展有益子女的共親職，如

育勤（協同合作型）提到父母原先剛離婚時關係顯得尷尬，但「之後為了我的事，

就、沒有那麼僵。」，同樣的聖文（協同合作型）亦有感覺父母「有為我們著想，他

們會去協調。」，因此父母願意溝通並採取合作教養模式來扮演好父母的角色。 

     

相對於「協同合作型」，「平行給愛型」的父母尚無法建立合作的教養夥伴關

係，但其中仍值得肯定的是，如潔心（平行給愛型）無慮的說著「都尊重小孩子。

他們都會先想小孩子的感受，然後就同理心、然後再支持我。」，顯示成人在己身有

調適的需求下亦願意顧及子女需求，不剝奪子女享有另一方父母的愛，尊重其自

主性，子女能避免產生忠誠衝突的困擾。同樣的，即便是「聯盟角力交互型」共

親職，只要有願意看到子女需求的時刻，那麼父母的互動也有可能改善：「嗯，

我覺得應該是媽媽的想法改變吧。…或者是她可能覺得我們長大了，不應該就是用命令

的口氣，應該是要就是和平的、就是坐下來談。」（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 

 

    （二）兩方理性相待、誠懇不角力 

    「協同合作型」的父母彼此皆願意持理性的態度來處理子女的事務，遇及意

見不合時，「通常都是很理性的那種溝通，…不會讓你感覺到那種是吵架。」（協同合

作型，育勤），有助於合作問題解決，也不會使子女陷入忠誠衝突的困擾。其次，

當子女與母親發生衝突時，亦可見父親中肯地協助雙方修復親子關係，對母親展

現了同為合作夥伴的氣度，而非藉此落井下石、從中角力，這些皆有益於建立良

性的共親職。 

 

再者，彼此不角力、互相接納的態度亦能見於「平行合作型」的父母。子女

描述父母兩人即使不合作，但態度上願意相互尊重、信任與體諒、不要求子女結

盟：「就是、能體諒對方啊。」（平行給愛型，子萱）、「就說『啊看你啦』，或是什麼

之類的。他們都會這樣，兩個都這樣。」（平行給愛型，潔心），同樣有助於兩方形

成非惡性的共親職，以及有利於父親參與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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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補充說明，7 位單親青少年中，有四位其一方父母已結交異性朋友或

有交友情形，包含「協同合作型」的父親一位、「平行給愛型」的母親一位、「聯

盟角力交互型」的父親母親各一位，但這些子女於訪談中並未特別提到一方父母

已結交異性友人這件事與父親參與親職、父母教養關係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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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就研究發現做結論，第二節依結論進行討論，第三

節對單親父母與發展相關實務工作提出建議，第四節說明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主要探究離婚父母共親職的樣貌與不同樣貌下其子女所知覺的經驗

感受，同時瞭解離婚後共親職的發展變化，以及影響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

力為何？ 

研究者從 99 年 10 月至 100 年 4 月共訪談 7 位離婚單親青少年，其中男性青

少年四位，女性青少年三位，年齡介於 13-17 歲，皆為在學學生，高中職階段有

五位，國中階段二位。其次，成為單親的年數至少為四年。另外，7 位單親青少

年中，有四位子女其一方父母已結交異性朋友或有交友情形，而一位其兩方父母

在離婚後感情變佳亦皆無另交異性朋友，至於另外兩位其父母交友情形不清楚。 

 

壹、 離婚後共親職的樣貌與子女主觀感受 

本研究參考過去文獻分類方式，與依據受訪子女對父母在教養夥伴關係中所

描述的情境與內涵，將離婚後共親職整理出三種樣貌，分別為「協同合作型」、「平

行給愛型」與「聯盟角力交互型」，並以表 5-1 呈現其一般特徵與子女感受： 

表 5-1 離婚後共親職樣貌整理 

共親職樣貌 

特徵與子女感受 

協同合作型 平行給愛型 聯盟角力交互型 

1.父母教養關係 合作不角力 無合作無角力 有合作也有角力 

2.照顧子女需求程度 子女需求為優先 兼顧子女與成人需求 有時能顧及子女需求，有

時則是成人需求為先。 

3.處理意見不合方式 傾向理性溝通、不使子女

受到波及 

兩方無對話故尊重子女自

主選擇 

離婚初期非理性互動較合

作多、會要求子女選邊站

4.子女身處其中感受 1.不因單親感到匱乏，能

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愛，覺

得自己是幸福的。 

2.父母理性相待展現良好

身教，子女從其身上學到

人生智慧。 

1.子女能感受到父母雙方

的愛，無忠誠衝突的困

擾。 

2.父母彼此接納體諒與尊

重子女，使子女發展了同

理心、自主等正向特質。

3.傾向擔任父母橋樑，期

待父母復合。 

1.子女與父親情感連結矛

盾、不穩定 

 

2.身陷父母的衝突，易產

生負向情緒感受或影響人

際行為模式。 

3.希望不要再受父母紛爭

所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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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綜合提出幾點結論： 

一、 父母理性相待，有益於子女身心適應；父母衝突角力，子女易衍生負向情

緒與行為模式。 

此次研究「協同合作型」的子女在個人適應與父母教養關係上皆給予正面的

評價，體認到父母對自己愛沒有改變，也如文獻所提有助於自己從父母分開的悲

傷經驗中復原；其次亦有「亮點」值得肯定的為「平行給愛型」，子女也皆認為

不因單親而失去任一方父母，生活中無忠誠衝突的困擾。再者，「協同合作型」

與「平行給愛型」的父母處理關係的方式也帶給子女良好的身教。 

    相對的，較需留意的是「聯盟角力交互型」的子女，如 Kuersten-Hogan（2004）

所提有研究證實不良的共親職關係不利於子女調適與發展。此類型的子女面對母

親時而接納、時而抵制父職感到困惑，除了與父親的親子情感產生矛盾外，也因

受到父母衝突波及，易產生忠誠衝突和負向情緒感受，例如：自責、不知所措、

無安全感、生氣、不滿等，無形中也衍生一些因應衝突的習慣策略，對其個人人

際模式有不佳的影響，例如：因習慣隱藏個人情緒與想法，被認為冷眼旁觀，產

生人際誤會與困擾等。 

 

二、 不同住父親可以不只是玩伴，以「協同合作型」的父職參與最為多元且具

親職規範教養功能。 

本研究發現此次受訪子女眼中的父親，不論是屬於哪一類型在參與父職的情

況下都可以不只是玩伴，付出的層面除了經濟支援，還涉及了生活支援、關懷支

持與教養督促，跳脫過往文獻所提的限制，在子女所描述的許多地方從第三者來

看皆可感受到這些父親的用心與愛子女的心。 

再者，三類型中以「協同合作型」父親的參與最為多元，不論是否有機會在

某些時間與子女同住，都能運用多元方式參與親職與經營親子關係，例如：電話

關心生活、面對面談話分享、安排親子活動、主動出席子女學校會議、提供生活

支援與給予經濟資助等，最難得的是亦能透過與母親聯繫合作、電話追蹤、適時

耳提面命、善用學校資源等積極參與教養工作，父職參與顯得相當多元，同時不

僅發揮了教養規範功能，亦與母親產生教養互補、相輔相成的成效，提昇整體親

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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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不同住父親可扮演親子關係的潤滑劑，有益於母親與子女關係修復。 

受訪的七位子女中有四位子女皆談到平時都曾與同住母親因生活或教養事

件發生摩擦與衝突，此時平時保有聯繫的父親知情後通常都自然地扮演潤滑劑的

角色，例如「我爸爸就跟我說，其實我媽媽也不是想把我趕出來…。」（協同合作型，

紹宇）、「那爸爸就說啊你應該是要、就是理性地講…。」（協同合作型，育勤）、「是

爸爸會在中間就是調解，…也會來跟我說就是、她是媽媽、她是長輩，我不應該這樣子

對她…。）」（聯盟角力交互型，薏玲、「他會知、先知道這件事情，然後才、才說、

就是體諒一下媽媽。」（平行給愛型，子萱）等，引導子女體諒當事父母的心情與

感受、學習以和緩理性的態度溝通，以幫忙兩方修復親子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

些未具監護權的父親不論是否已與母親建立合作的共親職，在處理兩方衝突事件

上並非火上加油、藉機落井下石，對於與母親同為父母的關係亦是誠懇，而非角

力，著實值得肯定，亦再為離婚後的父職參與帶來正面意義。 

 

四、 生涯規劃為青少年子女重要的人生課題，父母的引導與陪伴有其意義。 

共親職中有過合作經驗為「協同合作型」與「聯盟角力交互型」，兩者在商

討議題上共通的是皆在意子女從國中升讀高中職或高中職考大學的選擇與發

展，子女亦有感覺父母在該跨教育階段的時間點有較多的討論和接觸，這些多少

顯示跨教育階段的選擇在父母眼中是青少年子女當階段很重要的一件事，因此傾

向陪伴子女以審慎、周全的考量來做好可能影響人生規劃的重要決定，而子女亦

認同需要有人一起商量，如育勤提到「比如說學校啦、或是將來要幹嘛啦，這些。

都會討論，啊就會選擇會比較多。」，顯示子女感覺父母的合作能使自己從中受惠，

而薏玲說。「我工作的事情，然後還有就是、我以前國、國中要升高中的時候，那個

填志願的事情。…就是那種比較重大的事情吧，就會討論…。」，也呈現子女同樣認

為父母所關注的焦點對自己而言是重要的。而這樣的結果也與研究者從事青少年

輔導工作經驗有所相符，對於正處於 Erickson 所指的「認同與角色混淆」任務發

展階段的青少年（Ashford, LeCroy, & Lorite，2007），在追求自我認同與定位（包

含發掘生涯興趣與做決定）時，確實會伴隨不少焦慮、壓力及不確定感，此時若

能獲得成人的協助與支持，將有助於其釐清人生價值觀、學習分析與抉擇，並培

養為選擇負責的行動力，為進入成年前期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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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離婚後共親職的變化 

第三節就本研究探討共親職時最先切入的「父職參與」和整體性的「父母教

養關係」分述不同共親職類型的子女於父母離婚後在該部份所覺察到的發展與變

化： 

一、 「父職參與」部份 

綜合三類型共七位子女的感受描述，得知隨著成為單親的年限拉長，父職參

與部份呈現「持續參與」、「參與增加」兩種趨勢，但其中較為可惜是「聯盟角力

交互型」的子女並不因父親持續或漸增的付出而增加對父親的情感，反而認為自

己與父親是日漸疏遠。 

二、 「父母教養關係」部份 

    （一）「協同合作型」：「初期尷尬來往－其後協調合作」 

    （二）「平行給愛型」：「初期緊張但未相互排除－其後少交集無合作」 

    （三）「聯盟角力交互型」：「初期衝突且存在角力－其後合作漸增」 

過去文獻顯示個體愈能良好調適，則愈可能於離婚後發展良性共親職，以及

從個體調適相關文獻可知約距離失落事件兩年以上可良好調適。而本研究單親年

數至少四年的共親職大致符合文獻描述，不論是那一類型的共親職，在成為單親

後的兩年至今，其關係皆呈現衝突降低、不相互排除或排除降低的正向趨勢。其

次，離婚初期的教養關係似乎也與父母初期面對婚姻關係的調適狀態有關，三種

類型下的父母於離婚初期的調適實則有差異，因此在初期也產生不同的教養關

係：初期尷尬來往、初期緊張但未相互排除、初期衝突且存在角力不同。 

 

參、 影響離婚後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與阻力 

第四節就受訪子女的主觀知覺依母親角色、父親角色、子女角色與關係的處

理四大項描述影響父職參與、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力如下： 

一、 母親角色 

（一）助力：認同父職的價值；同理子女的感受與理解其需要；認為不綁住子

女的母親才是好母親；對前段婚姻較為釋懷等。 

（二）阻力：貶低父職的價值；誤解子女的需求與感受等。 

二、 父親角色 

（一）助力：認同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對子女家人感到抱歉、愈發珍惜；在

離婚前即與子女建立親密情感；以積極參與來克服不同住的限制；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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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對子女的認同與關懷等。 

（二）阻力：父親經濟狀況不佳；父親不與子女同住等。 

三、 子女角色 

（一）助力：子女的主動接納與珍惜。 

（二）阻力：子女反應冷淡、不認同父職。 

四、 關係的處理 

（一）助力 

1、婚姻關係：能妥為處理婚姻的不快、不再受牽絆；即使仍有不快，但願

意將婚姻伴侶與同為父母角色做區隔。 

2、同為父母關係：以考量子女利益為優先；兩方理性相待、誠懇不角力。 

（二）阻力：無法妥為處理婚姻中的不快、無法理性區隔婚姻伴侶與父母角

色、要求子女向自己靠攏等。 

 

第二節 研究討論 

一、 母親「不守門」、不同住父親「就位」、兩方「理性正向」，對促進良性共親

職有莫大助益。 

（一） 母親「不守門」配合不同住父親「就位」，是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基本條

件。 

Van Egeren 與 Hawkins（2004）認為離婚後若其中一方父母未能有效參與親

職，如同形成一段不良的共親職關係，Kuersten-Hogan（2004）亦指出學界證實

不良的共親職關係，包括其中一方未參與教養、很少支持、有顯性或隱性的抵制

行為、教養觀念不一致、與子女結盟等不利於子女調適，以及 Thompson 與 Amato

（1999）也曾表示當父親從親職的角色中缺席時，隨後產生的問題會使一些單親

子女相較於雙親子女在心理健康、行為表現、教育、生涯和形成親密關係上產生

不利的發展，這些文獻都顯示父母中任一方的缺席其實就會使共親職呈現不良的

狀態，認為兩方父母皆能參與親職是形成非惡性共親職的基本條件。其次，在離

婚後的共親職若談到母親為擁有監護權的一方，學者們通常認為有很大的可能會

當起守門員限制父親參與子女的生活（Bonach et al.，2005；Markham, Ganong, & 

Coleman，2007），如同 Kelly（2007）強調母親的態度是影響父親參與親職的關

鍵，即母親在行為和態度的守門程度可以決定父親有多少機會能實踐親職的角色

和與子女發展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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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本次研究中所有受訪子女皆是屬於能知覺父職參與的單親青少年，以

及其母親亦知情，同時原則上可見這些具監護權的單親母親都接受父職的存在，

不刻意排除子女與父親聯繫，並有意願使父親在離婚後實踐親職的角色，與過去

文獻常見的守門情境大有不同。此時，研究者發現要形成一段無任一方父母缺席

的非惡性共親職，父親的態度也連帶地顯得重要，即當母親已能夠作到「不守門」

時，則父親也需「就位」，進到父親的角色來實踐親職的參與，始能呈現兩方父

母共同參與的共親職，否則即使母親不守門，但父親無法「就位」，依然是有一

方父母缺席，很可惜地回到不利於子女適應的共親職狀態。因此，研究中除了受

訪子女的母親能開放不守門著實難得外，不同住父親也能認同己身身為父母的角

色，以及對參與子女生活表達主動意願與行動，亦是值得肯定，兩方父母的配合

使受訪子女都能不因父母離婚而真的成為「單親」。 

 

（二） 兩方處理關係「理性正向」，可促進共親職品質 

    再者，如前所述要形成非惡性的共親職，兩方父母皆參與親職是基本條件，

但若要進階形成積極正向的共親職，則有賴兩方父母的努力與耕耘，特別是對關

係的處理能「理性正向」，對於提昇共親職品質才有幫助，且不論是面對婚姻關

係或同為父母的教養關係皆是。如文獻中探討是什麼影響父母共親職的關係時，

常將夫妻婚姻情感視為與共親職品質互有關聯，即婚姻關係若有許多的不快，那

麼彼此在同為父母的關係上也通常是充滿敵意或競爭意味濃厚的（Stright, & 

Bales，2003；陳富美、利翠珊，2004）。但我們從研究可知，即使受訪子女對父

母離婚前關係的描述大多有緊張、爭吵存在，但有些父母在離婚後卻能繼續為子

女的事情有所來往，甚或合作，或是即使還有不快，也能將伴侶角色與父母角色

做區隔，其子女看在眼裡也對父母佩服在心裡，以及從子女的描述發現這些能不

角力競爭與發展協調合作的父母在處理關係議題上其實都具備了理性正向的思

維與特質，包含能俐落處理婚姻問題，讓結束就真的是儘快擺脫過去，避免讓婚

姻中的負向效應影響自己日後的父母角色與責任，或是以理性區分婚姻與共親職

場域的不同，視場域性質盡力扮演宜扮演的角色，不使婚姻中對對方的評價與怨

懟延伸到父母關係中對對方親職的貶抑和排除；另一方面，在面對父母關係，也

能正向思考兩方父母存在對子女的助益與價值，願意以體諒、同理接納對方的親

職，若彼此有合作意願在遇及共識不同時，也能再採取理性溝通，避免非理性互

動讓子女產生二度傷害。研究中共親職品質最佳的為「協同合作型」，其次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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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給愛型」，而「聯盟角力交互型」在離婚初期雖兩方父母皆參與親職但因處理

婚姻與教養關係的態度仍是以非理性居多，故當時的共親職品質尚有努力空間，

不過值得慶幸的是，該類型中也有子女感受隨著母親能嘗試以理性扮演父母的角

色，就有感覺父母的合作機會漸增了。 

 

二、 時間或許是有助於個體調適的良藥，但並非萬能。 

（一） 時間似乎是有助於父母調適，使共親職傾向良性發展。 

文獻顯示個體調適與離婚後共親職品質有所關聯，因此若依個體適應歷程觀

點，可知隨著時間過去約距離失落事件兩年以上個體即可獲得良好調適，從悲傷

中復原，同時也較有機會發展良性的共親職。而從研究發現，三類型共親職的父

母不管在離婚初期調適情形如何，在離婚後的四年（僅有一位達 10 年）原先因

婚姻關係與對方產生的緊張衝突多已不在，一些父母彼此不受感情牽絆、一些父

母感到釋懷甚或變成像朋友的關係，而一些父母則是保持冷淡，但大致共通的是

都形成低衝突、低排除或排除降低的共親職。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到時間在某種

程度上似乎就如一般的說法是治癒悲傷最好的良藥，隨著時間過去，個體自然能

從悲傷中復原，也可以逐漸發展出較佳的共親職。 

 

（二） 但時間並非萬能，子女適應在不同共親職樣貌下仍存在個別差異。 

    不過，從研究中同樣也可發現，時間並非萬能，因為隨著時間過去，並無讓

發展變佳的共親職呈現完全相同的樣貌，不同樣貌間仍顯現關係品質的差異，同

時身處其中的子女也因父母共親職品質之差異，產生不同的感受，其中屬於「聯

盟角力交互型」的子女則有較多負向感受和衍生不良的人際模式。換句話說，時

間或許可以治癒父母的悲傷，但卻不一定保證能同步使父母發展成積極合作、不

角力的共親職，同時也無法確保子女在等待父母自然復原的歷程中不會因父母關

係再受到傷害。因此，研究者認為為了促進良好的共親職，時間或許可以是助力，

但絕非萬能，若父母能有效的幫助自己從悲傷中復原，或是在離婚前、離婚初期

調適階段即能培養發展良性共親職的認知與行為，愈早能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則

愈早能積極維護子女最佳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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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觀點強調系統中各部份彼此牽引，為促進良性共親職可視整體中的各

部份皆具介入契機。 

在探討是什麼影響離婚後良性共親職之發展時，雖係分別以個體角色與互動

關係部份來分述子女所感受到的助力與阻力，但若再以系統觀點來看，個體角色

與互動關係亦屬於系統中涵蓋的個人層次與微視層次，同時系統中的各部份也有

著彼此牽動和互為影響的關係（宋麗玉、曾華源、施教裕、鄭麗珍，2002），如

本研究發現母親的態度會影響父親有多少機會可參與親職、亦影響子女認同與接

納父職的程度，進而子女的態度也對父職使力程度產生影響，如逸凱表示父親會

向母親吐苦水「說『他們（指子女）都不理我了』。」，多少透露了父親因子女的冷

淡出現參與上的無力；而父親參與的積極程度與共親職品質也有關聯；婚姻關係

的調適影響教養關係的品質等。 

 

因此，若知道影響良性共親職發展的助力與阻力因素皆存在於同一個系統，

那麼藉著系統中各部份彼此牽引的特性，研究者認為這即代表系統中的各部份對

整體系統的產出皆有責任，也都可以對系統有所貢獻，從助人工作的角度來看則

每一個部份都具介入契機，助人工作者可以在整體性評估後嘗試從最可使力的部

份開始工作，為系統注入不同的動力，催化新的改變。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以下擬就研究發現與討論，對單親父母、相關實務工作與政策提出建議。 

一、 對單親父母的建議 

離婚對父母來說大多是情非得已的決定，而子女更通常是被動無從選擇的一

方。從相關文獻與本次研究可知，單親子女在面臨父母即將離婚之際或是剛成為

單親的初期，心中通常都藏有不少的不安、害怕與難過，不確定父母離婚後是要

和誰同住比較好？或如果最後與一方同住，那麼會不會失去另一方父母？就真的

是「單親」了嗎？我還可以同時有父親和母親的愛嗎？其次，從受訪子女的正向

經驗獲知，即使監護權歸屬母親，但父親在多數子女心中仍佔有重要的份量，特

別是對過去已與父親建立親密情誼的子女來說，對父親更有一份難以割捨的親情

與回憶，所幸這些子女在成為單親後都還能與父親保有聯繫，以及從與父親的互

動中能感受到被愛、有價值、有助於生活適應和從悲傷中復原，再者父母之間若

能為子女的事情共同商討與理性溝通，則子女更是能感受不因父母離婚而有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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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同樣能擁有幸福的感受。 

 

因此，為了增進子女在成為單親後的適應，以及給予子女真正需要的愛，提

供幾點意見如下： 

第一，建議離婚父母都能傾聽子女的心聲與瞭解需求，在離婚前盡可能引

導子女瞭解父母的決定與協助其化解不安，例如：讓子女明白離婚

僅是父母不再維持婚姻關係，但父母與子女的關係卻不會改變，任

一方父母都會是子女永遠的父母。 

第二，為了做到永遠父母的承諾，建議具監護權的家長宜接納子女與不同

住的一方保有聯繫，不僅是電話聯絡，實際的見面相處也有其必要，

除了有助於子女排解思念外，也有助於與該方父母建立穩定、支持

性佳的親子關係，不因不同住而顯得陌生疏離。 

第三，建議父母宜盡可能地幫助自己從婚姻結束的失落中調適復原，如此

才較能以理性平和的態度與對方建立良好的教養關係，在同為父母

角色上能共同為子女獲取最佳利益；倘若尚無法與對方平和對話，

也建議至少仍維持讓子女與對方維持聯繫，並留意不在子女面前批

評對方或要求子女選邊站，避免讓子女感到為難、產生忠誠衝突或

因認同的父母形象受貶抑而產生自我否定，衍生其他不良適應。 

第四，建議父母善用各項社會資源以提高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可能性，例

如：運用離婚協議商談服務理性擬定離婚後關於子女的各項安排；

善用諮商或諮詢服務，協助個人處理關係議題與調適等。 

 

然而，在這邊要特別一提的是，以上鼓勵離婚父母發展良性共親職以益子女

適應的建議則不適用於因遭受家庭暴力而離婚的單親家庭，假使母親是因婚姻暴

力而離婚，那麼與子女父親的關係必定是充滿壓迫與恐懼的，倘若父親又曾對子

女施暴，大部分的子女也會傾向不想再與父親見面（Ahrons，2008），因此考量

雙方關係已受到創傷與安全為首要原則下，對於因暴力而離婚的家庭來說，父母

要繼續在教養上維持來往與合作是令人擔心與較不可行的。 

 

二、 對實務工作的建議 

從角色認同理論來看，Stryker 與 Serpe 認為個人對於角色形象的認同係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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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期待和本身與外界互動的結果（Markham, Ganong, & Coleman，2007），因

此研究者認為離婚父母是否能發展協同的共親職、不同住家長是否同樣能繼續參

與親職，也應與外界是否認同、支持與協助他們繼續共同扮演好父母的角色有

關；假使離婚父母未能接收到外界希冀雙方教養合作的支持與期待，或是不同住

家長常感受到不被視為「真正」的父母而遭到排除，對於認同與形成良性共親職

將會更有所不易。因此就現行實務工作提出建議如下： 

（一） 對於現行單親家庭服務方案進行檢視與調整，推展良性共親職之價

值。 

一般機構在現行針對單親家庭提供之處遇服務大多還是以協助單一家長提

昇養育照護功能、提供喘息服務與連結正式、非正式資源為主，過程中較少涉及

協助離婚父母培養合作共親職之服務。而研究者認為不論是目前台灣尚有不少離

婚父母尚未認知合作共親職之必要性或是現行實務發展有其挑戰，皆有必要嘗試

推展良性共親職之價值與加強大眾認知。 

 

    首先，在機構經常辦理的單親家長成長團體可納入共親職課程，瞭解成員對

共親職之瞭解與認知、與前配偶之共親職品質，若有合作之正向經驗亦鼓勵成員

分享心情體會與具體作法，必要時由領導者提供真實案例做討論示範，引導成員

思考離婚共親職對子女之影響與良性共親職帶來的正面意義，進而催化其合作動

機與就共親職挫折培養問題解決的能力。 

 

    其次，針對單一家長提供的支持性個案服務，也將共親職諮詢和經濟資源連

結、法律諮詢、就業訊息、情感支持等項目一樣納為服務內容，特別是當單親家

長就親職議題有所討論時，可進一步詢問與關心離婚後共親職品質，協助單親家

長檢視共親職關係、父職的價值與意義與何謂以子女利益為考量，引導其思考發

展良性共親職的可能性。必要時，亦可轉介單親家長接受諮商服務，協助處理離

婚帶來的適應問題，以利其經營與前配偶的共親職。 

 

    第三，目前單親服務的對象多設限在單親且至少育有一位 18 歲以下的子

女，因此未具監護權但對子女亦有扶養責任的家長則是很少被正式納入服務體系

內，故被服務劃分於外的這些家長或許有一些對親職的認同與責任有待提昇與加

強，而有一些則是願意在離婚後持續參與親職，但卻因不曉得該如何參與子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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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子女建立穩定關係感到無力，這些同樣都影響離婚後共親職之發展，且

需留意的是這些家長很可能被服務排除在外，面臨不知到哪求助的困擾。因此，

建議機構所提供的單親服務可適時納入無監護權家長之參與，例如：單親家長成

長團體或相關親職課程可設計成員與在教養上有合作經驗或意願的另一方父母

共同參與，藉由分享、示範與演練催化離婚父母建立良性共親職的可能性並給予

支持，亦或辦理單親親子團體、親子共遊等活動時，鼓勵具監護權家長邀請另一

方家長同行、共同參與，藉此增進親子交流、父母互動，共同陪伴子女成長。再

者，活動中子女正向感受亦或團體成員給予的回饋也能成為一種見證，達到增強

的效果，使離婚父母感受到外界認同、支持他們繼續共同扮演好父母的角色。 

 

    第四，對單親子女提供的團體課程與個別諮商等服務，宜留意子女如何看待

與感受父母在離婚後的關係，協助其瞭解親情並非隨著父母離婚就要有所改變，

與成為單親後繼續擁有兩方父母的愛與資源對生活的正面意義，以適時澄清迷思

和處理矛盾感受。再者，若父母在離婚後仍持續衝突、在教養上產生角力、要求

子女選邊站，亦需協助子女處理身處其中產生的負向感受和對人我互動模式的影

響，甚至當成人無法顧及子女需求，子女也可能反過來照顧成人的需求，顯得較

為早熟、呈現青少年親職化現象，皆應進一步留意與介入或追蹤關懷其適應情

形，必要時協同單親家長或離婚父母共同商討與處理。 

 

（二） 增進實務工作者對離婚後共親職議題之認知，培養相關素養與知能。 

    除了對於現行單親家庭服務方案進行檢視，納入離婚後共親職概念以及調整

或增設相關服務項目外，亦須同時增進第一線與案主工作的實務工作者、方案執

行者對離婚後共親職之認知，始能有效推展相關方案與服務。建議透過相關會議

加強該議題宣導、於相關研討會探討實務面的推展與挑戰、安排工作坊規劃實務

操作課程，例如：離婚後共親職團體工作之設計與帶領、不同住家長可參與之親

子團體設計與帶領等，以及拓展關係諮商的內涵與工作模式，例如：發展共親職

諮商等。其次，各項會議、研討會、工作坊不僅以加強和增進實務工作認知與技

能為目的，亦可廣集推展上遇到的問題困難等資訊，作為政策推動與後續研究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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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政策的建議 

（一） 提高離婚商談資源的可近性與能見度，促進民眾善用資源與建立適切

認知。 

目前台灣在法院引進家事商談制度、在社福機構亦有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

會（2007）等機構推展離婚協議商談服務，北、中、南各有據點提供離婚商談資

源，但相對之下其服務輸送對非北中南地區之民眾仍顯得較不便利，是些為可惜

之處。其次，好的服務亦須加強宣傳，例如：運用廣播介紹服務內容、於電視媒

體播放社福廣告等，以提高能見度來促進資源使用，更有效的幫助需要協助的民

眾，故建議提高離婚商談資源的可近性與能見度，增進資源使用的便利性，以及

加強民眾對離婚商談、離婚後良性共親職之意義建立適切認知，增進社會對離婚

父母共同扮演好父母的期待，讓民情不再認為離婚後扮演子女永遠的父母是一件

很難想像、不可行的一件事。 

 

（二） 社政與教育系統接軌合作，增進教育人員對離婚後共親職之認識與相

關資源運用。 

    在研究者所處的教育現場中，單親子女有逐年增加趨勢，教師亦為較有機會

接觸與觀察到單親子女適應的一群，甚或研究者所認識的導師中也曾遇到單親家

長與無具監護一方角力拉鋸影響子女適應的問題。故建議社政與教育系統接軌合

作，透過宣導或文宣製作加強教育人員對於單親家庭福利與服務之概念，以及離

婚後共親職之價值意義，協助教育人員知悉在遇及共親職相關問題時可使用之因

應策略，或有能力視需要轉介合適資源介入協助。 

 

（三） 政府應在政策上清楚指示學校在不違反具監護權家長權益下，宜如何

協助離婚父母共同參與子女教育。 

Keller 曾指出政府在政策與法律上沒有清楚指示學校宜如何協助離婚父母

共同關心孩子的教育，因此有些不同住家長表示即使覺得自己與前配偶能相互客

氣的對待，但在與學校接觸時仍覺得自己身為父母的角色不能被認同（Bailey & 

Zvonkovic，2003）。身處教育現場，研究者亦對學者的評論有所共鳴，目前在一

般社會中仍視具監護權家長有實質的親權，即使無監護權一方依賴月蜜（2005）

所指民法第一千一百一六條之二明定父母親對子女的扶養照顧責任不因離婚有

所改變，但研究者認為對於無監護一方較屬定義扶養的責任與探視子女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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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明確定義其他與親權相關的權利，因此使得教育人員在處理學生問題時，若

學生為單親，為避免違反監護權，在正式文件簽署或正式場合出席仍以維護具監

護權家長之權利為優先，即使有意協同離婚父母共同處理子女事務，亦會先徵詢

具監護權一方的同意，因此倘若具監護權一方守門、排除另一方家長參與，則學

校多只能尊重其決定。故建議政府應在政策與法律上清楚指示學校宜如何協助離

婚父母或協同無監護家長共同關心子女的教育，減少學校對違反監護權之擔心，

且能適切做出合法、有益良性共親職的決定行動。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呈現的三種離婚後共親職樣貌並未出現文獻提及的高度衝突敵意

型和關係消失型，其中前者類型並非不存在，研究者在徵詢受訪對象中也曾遇

及，但最後因家長拒絕子女受訪故無法順利取樣；而後者類型則因研究採立意取

樣，故不會成為研究對象。再者，研究者推想當受訪條件設限在父母離婚後還能

知覺父職參與，以及子女未成年需具監護權母親簽署家長同意書下還能獲得家長

同意，設想受訪子女所經歷的共親職經驗應多是母親對於父職參與並非完全排

除，或是可能認為共親職關係尚可故不太擔心子女透露實情，因此有機會成為研

究者的受訪對象。故由此推想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此次呈現的離婚後共親職樣貌未

出現高度衝突敵意型，以及說明取樣的限制使研究結果呈現的三種離婚後共親職

樣貌應為單親家庭的部份樣態。 

 

    另一方面，本次研究係以單親子女之主觀感受出發，從其觀點瞭解父母於共

親職關係中持有的態度想法與因應，但或許會與父母當事人之真實經驗有所落

差，因此未來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以離婚父母為對象，探討當事人在同為父母

關係中的想法、立場與互動，以更為細緻瞭解父母在共親職關係中的經驗脈絡，

據以提供不同角度觀點的寶貴資訊。 

 



 118

參考文獻 

※ 中文部份 

王叢桂（2000）。促進參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理研究，6，131-171。 

王春美（2001）。父母知覺與祖輩親職教養行為一致性之研究。嘉義：國立嘉義

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王叢桂（2004）。父母職責信念與工作價值觀。應用心理研究，22，201-216。 

王郁琇（2005）。單親父親之親職實踐。台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論文。 

宋麗玉、曾華源、施教裕、鄭麗珍（2002）。社會工作理論－處遇模式與案例分

析。台北：洪葉文化。 

李佩怡（2000）。失落與悲傷。載於林綺雲主編，生死學，312-348。台北：洪葉

文化。 

李嘉莉（2001）。高雄縣市離婚婦女生活適應及其復原現況之研究。高雄：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李奕萱（2004）。在泥沼中成長－離婚婦女的適應與學習。台北：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林慧華（2000）。離婚女性單親家庭兒童對父親主觀經驗之研究。台北：東吳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論文。 

林美珠、田秀蘭（譯）（2000）。助人技巧：探索、洞察、行動的催化。Hill, C.E.& 

O’Brein, K.M.著。台北：學富文化。 

林之珮（2007）。離婚後與子女離居女性之婚姻與母職之心理歷程敘事研究。台

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碩士論文。 

林哲立、邱曉君、顏菲麗（譯）（2007）。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Ashford, J.B., LeCroy, 

C.& Lorite, K.L.著。台北：雙葉書廊。 

柯淑敏（2007）。兩性心理學。台北：楊智文化。 

施教裕、宋麗玉（2006）。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劃執行狀況初探。社

區發展季刊，114，103－117。 

郭淑美（2005）。離婚婦女爭取子女監護權歷程探究。高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論文。 

章薇卿（譯）（2007）。走在失落的幽谷－悲傷因應指引手冊。Neimeyer, R.A.著。

台北：心理。 

陳星、莫東江、侯秋玲（譯）（1999）。良性離婚。Ahrons, C.著。台北：天衛文



 119

化。 

陳若喬（2001）。單親小孩上大學--以優勢觀點探討青少年時期經歷父母離異事

件的生活歷程。台北：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北：五南。 

陳若喬、鄭麗珍（2003）。破繭而出－青少年時期經歷父母離異之大學生生活歷

程的優勢經驗。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7（1），35－97。 

陳富美、利翠珊（2004）。夫妻的育兒經驗：親職分工與共親職的探討。中華心

理衛生學刊，17（4），1-28。 

陳桂英（2006）。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功能初探。南投：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論文。 

陳美秀（2008）。離婚訴訟家庭未成年子女的家庭角色、因應行為及保護因子之

初探性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 

黃孟嬌（譯）（2008）。敘事治療的工作地圖。White, M.著。台北：張老師。 

楊淑智（譯）（2008）。我們仍是一家人－孩子成年後對父母離婚有何意見。Ahrons, 

C.著。台北：新視野。 

趙善如（2006）。家庭資源對單親家庭生活品質影響之探究：以高雄市為例。台

大社工學刊，13，109－172。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理論與應用。台北：心理。 

薛承泰（2003）。台灣地區人口特質與趨勢：對社會福利政策的幾個啟示。國家

政策季刊，2（4），1－22。 

賴月蜜（2005）。澳洲、香港、日本之家事商談相關制度比較研究－兼論我國家

事商談制度之現況與發展。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

士論文。 

謝品蘭（1992）。單親家庭親子關係與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以離婚分居家庭為

例。台北：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論文。 

簡春安、鄒平儀（2004）。社會工作研究法。台北：巨流。 

 

※ 西文部份 

Bailey, S. J., & Zvonkovic, A. M.（2003）.   Parenting after divorce: Nonresidential 

parents’perceptions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Joum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39（3/4）, 59-80。 



 120

Bonach, K.（2005）.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quality coparenting: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policy.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43（3/4）, 79-103. 

Bonach, K., Sales, E., & Koeske, G.（2005）.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coparenting quality among expartner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43

（1/2）, 1-28. 

Brody, G.H., & Flor, D.G.（1996）.  Coparenting family interactions, and competence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th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74, 

Jassey-Bass Inc., Publishers. 

Brwon, N.M., & Amatea, E.S.（2000）.  Lov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eys of 

the heart.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Carter, B., & McGoldrick, M.（1999）.  The divorce cycle: A major variation in the 

American life cycle.  In B. Carter & M. McGoldrick（Eds.）, The expanded 

family life cycle: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pp.373-380.  

Boston: Allyn & Bacon. 

Clapp, G.（2000）.  Divorce and new beginnings: A complete guide to recovery, solo 

parenting, co-parenting, and stepfamilies.  New York: Wiley. 

Clarke-Stewart, A., & Brentano, C.（2006）.  Divor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einberg, M.E.（2003）.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context of coparenting: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3

（2）, 95-131. 

Hallman, M., Dienhart, A., & Beaton, J.（2007）.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fathers’ 

experiences of parental time after separation and divorce.  Fathering: A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about Men as Fathers, 5（1）, 4-24. 

Kelly, J.B.（2007）.  Children‘s living arrangements following separation and divorce: 

Insights from empir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Family Process, 46（1）, 35-52. 

Margolin, G., Gordis, E.B., & John, R.S.（2001）.  Coparenting: A link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 and parenting in two-paren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5, 3-21. 

Markham, M.S., Ganong, L.H., & Coleman, M.（2007）.  Coparental identity and 

mothers’ cooperation in coparental relationships.  Family Relations, 56（4）. 



 121

369-377. 

McBride, B.A., & Mills, G.（1993）.  A comparison of mother and father involvement 

with their preschool age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8, 

457-477. 

McHale, J.P., & Kuersten-Hogan, R.（2004）.  Introduction: The dynamics of raising 

children together.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3）, 163-164. 

McHale, J.P., Kuersten-Hogan, R., & Rao, Nirmala.（2004）.  Growing points ofr 

coparen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3）, 

221-234. 

Schoppe, S.J., Fangelsdorf, S.C., & Frosch, C.A.（2001）.  Coparenting, family 

process, and family 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preschooler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5（3）, 526-545. 

Sobolewski, J.M., & King, V.（2005）.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parental relationship 

for nonresident fathers’ ties to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5）, 1196-1212. 

Stright, A.D., & Bales, S.S.（2003）.  Coparenting quality: Contributions of child and 

parent characteristics.  Family Relations, 52（3）, 232-240. 

Stroebe, M., & Shut, H.（2003）.  Meaning making in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In R. Neimeyer（E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 the 

experience of loss, pp55-73.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hompson, R.A., & Amato, P.R.（1999）.  The postdivorce family: Children, 

parenting, and societ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Van Egeren, L.A., & Hawkins, D.P.（2004）.   Coming to terms with coparenting: 

Implications of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

（3）, 165-178. 

 

※ 網路部份 

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2007）。離婚協議商談服務。2008 年 5 月 21 日，取

自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網站：

http://www.children.org.tw/about_service_1.php?id=14 



 122

附錄一 研究邀請函 

研究邀請函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是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魏嘉眉，目前正從事「單親青少年子女知

覺離婚父母共親職經驗之探討」的碩士論文研究，主要是想瞭解單親子女在感受不同住父親

參與親職的生活經驗，以及您自身對此生活經驗的感覺與想法。 

  如果您符合受訪者所需的兩項條件，本研究將非常需要您的參與與協助，期望透過您的

分享得以使我對此一主題有更深入的瞭解。同時，我也會徵得您家長的同意。關於受訪者的

條件與訪談的主要情形如下，您可以詳細閱讀後，再決定是否參與這份研究： 

  受訪者所需條件： 

□ 1.年齡介於 12-20 歲，成為單親的原因為父母離婚，且監護權為母親單獨擁有，並且

主要與母親同住。 

□ 2.成為單親後到現在，與不同住的父親仍有實際的面對面接觸，或會透過各式通訊方

式聯繫，並且能感受到父親於離婚後在「生活照顧」、「經濟提供」、「關懷支持」與「教

養培育」的任一個層面有參與的行為（或仍希望繼續扮演父親的角色）。 

 

本研究採用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研究者在得知您有意受訪後，會先主動與您聯繫，說

明研究目的和澄清您對於這份研究的疑惑，同時您也可以再次確認本身是否適合參與此研

究。若您經過研究者的說明後同意參與，會選擇在您方便的時間進行一至二次的訪談，每次

訪談時間約 60-90 分鐘。為了方便研究者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訪談過程會以錄音紀錄訪談

內容，但您在訪談中所提供的資料會以匿名保密的方式在論文中呈現，以保護您的隱私；當

然訪談過程中，若您有任何疑義或覺得本身不適合再接受訪談，也有權利要求放棄參與本研

究。 

最後，誠摯地邀請您參與本研究、分享寶貴的生活經驗，這些不僅在研究者學習、反思

的歷程中顯得彌足珍貴，也可以成為國內推展相關實務工作與福利政策之參考。 

敬祝 平安順心 

 研究者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 魏嘉眉 

 聯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信箱：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 彭淑華 

------------------------------------------回函----------------------------------------- 

本人初步同意參與本研究的訪談與分享我的生活經驗。 

研究參與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平日較方便聯繫的時段：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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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參與研究個人同意書 

參與研究個人同意書 
 

  本人瞭解「單親青少年子女知覺離婚父母共親職經驗之探討」研究目的，並

同意參與研究，接受研究者魏嘉眉進行有關我個人經驗的訪談，所分享的內容亦

供研究之用，不做其他用途。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若有任何疑義或覺得本身不

適合再接受訪談，我有權利要求放棄參與本研究。 

 

  為了方便研究者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我同意在訪談過程中全程錄音。以

及，在保護我個人的隱私條件下，我允許研究者以代號或化名指稱受訪者身份，

並可引用雙方交談的內容於碩士論文中。 

 

  本同意書一式兩份，由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各執乙份。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研究參與者：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   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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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參與研究家長同意書 

參與研究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魏嘉眉，目前正從事「單親青少年子女知

覺離婚父母共親職經驗之探討」的碩士論文研究，主要是想瞭解單親子女在感受不同住父親

參與親職的生活經驗，以及您子女自身對此生活經驗的感覺與想法。 

  本研究非常需要您子女的參與，期望透過您子女的分享得以使我對此一主題有更深入的

瞭解與學習。在此，我需要徵得您對子女接受訪談的同意。關於受訪者的條件與訪談的主要

情形如下，您可以詳細閱讀後，再決定是否同意您子女參與本份研究： 

  受訪者所需條件： 

□ 1.年齡介於 12-20 歲，成為單親的原因為父母離婚，且監護權為母親單獨擁有，並且

主要與母親同住。 

□ 2.成為單親後到現在，受訪者本身與不同住的父親仍有實際的面對面接觸，或會透過

各式通訊方式聯繫，並且能感受到父親於離婚後在「生活照顧」、「經濟提供」、「關懷

支持」與「教養培育」的任一個層面有參與的行為（或仍希望繼續扮演父親的角色）。 

 

本研究採用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若您經過研究者的說明後同意子女參與，會選擇在您

子女方便的時間進行一至二次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60-90 分鐘。為了方便研究者進行資

料蒐集與分析，訪談過程會以錄音紀錄訪談內容，但您子女在訪談中所提供的資料會以匿名

保密的方式在論文中呈現，以保護您子女的隱私；當然訪談過程中，若您的子女有任何疑義

或覺得本身不適合再接受訪談，也有權利在任何時間要求放棄參與本研究。 

最後，誠摯地邀請您同意子女參與本研究，您子女的寶貴意見不僅在研究者學習、反思

的歷程中顯得彌足珍貴，也可以成為國內推展相關實務工作與福利政策之參考。 

敬祝 平安順心 

研究者：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學生魏嘉眉 

敬上 

 聯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信箱：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 彭淑華 

-----------------------------------------------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女參與本研究，並享有上述權益保護。 

本同意書一式兩份，由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家長各執乙份。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研究參與者家長：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   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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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一、 不同住父親的親職參與情形： 

（一）父母離婚後，您和不同住的父親之間透過什麼方式維持聯繫？您的感受如

何？ 

（二）您認為不同住的父親在離婚後怎麼樣繼續扮演父親的角色？他參與了哪

些親職的工作（生活照顧、經濟提供、關懷支持、教養培育等）？都怎麼

做？ 

（三）承上，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互動經驗？ 

（四）大致來說，您滿意不同住父親在父職角色上的扮演嗎？您認為是什麼原因

讓父親有今日的表現？ 

 

二、 母親對於不同住父親參與親職的態度與想法 

（一）父親在離婚後參與親職的情形，母親瞭解多少呢？您和父親的互動，母親

是否完全知情？ 

（二）就您所知，母親對於父親在離婚後所扮演的角色和在親職工作上的表現有

什麼想法？她的態度與立場是什麼？是什麼原因讓母親如此？ 

（三）承上，母親的態度與反應，給您什麼樣的感受？對於您和父親的互動與聯

繫有什麼影響？ 

 

三、 母親與不同住父親共親職關係的樣態與發展 

（一）母親與父親在遇及有關於您的事情時，兩人之間會有什麼樣的事情發生？

或是，包括您三個人之間會有什麼樣的事情發生？您觀察到什麼？會造成

您的困擾嗎？您的想法與感受是什麼？曾經試圖改變什麼嗎？結果呢？ 

（二）雙方曾為了您的事情有所聯繫、溝通、協調、合作或衝突嗎？如果有，那

是什麼樣的情形【事件、時間點、頻率、情境、衍生的結果等】？如果沒

有，那麼雙方在有關於您的事情上是彼此互不干涉嗎？還是有什麼更好的

描述與形容？ 

（三）承一、二，這樣的狀況在成為單親的初期也發生過嗎？後來有什麼樣的變

化？為什麼？ 

（四）您認為是什麼原因讓父母親呈現這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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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響離婚後發展良性共親職的助力/助力與子女整體經驗 

（一）大致來說，您滿意不同住父親在父職角色上的扮演嗎？您認為是什麼原因

讓父親有今日的表現？ 

（二）成為單親後到現在，您對於母親與不同住父親在遇及有關於您的事情時的

表現有什麼想法？您認為是什麼原因讓這樣的情形發生？ 

（三）成為單親子女後，一路走來面對母親與父親皆同為自己的父母，有哪些感

觸與想法？對往後有什麼樣的期待？ 

 

五、 基本資料 

（一） 受訪者年齡：______（足歲）； 性別：□男 □女；就讀：□國中 □

高中職 □其他______；家中排行：           。 

（二） 母親教育程度：__________；職業：________。 

（三） 父親教育程度：__________；職業：________。 

（四） 父母離婚年數：________，當時自己就讀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