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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四節，分別論述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目的、研究程序、研究問

題與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壹、 研究動機  

許多研究顯示經歷逆境挑戰的韌性孩子(resilient children)在學業、事業及人際

關係成就上非常好(Reis, 2005；Borman & Overman, 2004)，並且成為負責任、重

承諾、樂觀進取的人。此一現象的研究成果引起我的興趣，在我成長的環境中，

常面臨困難的生活經驗是適應、課業壓力、家庭問題與校園問題等，與過去二次

大戰後普遍的戰爭與貧窮等大環境變遷不同；回想我也曾在這些問題面臨到困

境，成長過程受父親與母親的影響甚深，父母親自幼家境貧困，父親是農家出身，

三餐溫飽可說就已經非常幸福，更別遑論接受良好教育，因此父親的求學是靠自

己努力工作賺取學費，一路唸到高級職業學校，母親則是從小過繼給外公的哥哥

嫂嫂做養女，雖較不虞匱乏三餐，但高中畢業後也辛苦工作負擔家計，父母親婚

後是白手起家，從貧困中一點一滴建立家業，我自有記憶以來，每隔兩、三年就

搬家換房子租，過年過節手頭總是非常拮据，自己國中時期叛逆與父母親多所爭

執，所以逃家、逃學，遭學校記過留校察看，父母親費心將我轉學，期望換新環

境後能步向正軌，所幸之後順利進入高中及私立大學，但面臨私校學費昂貴，必

須靠自己打工以補貼學費與生活費，這些生活困境與課業壓力交替發生的生活經

驗讓我培養出自己的正向適應，也因為成長過程中的正向適應歷程，研究者開始

對韌性的研究產生研究的動機。 

家庭在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中，歷經最初的社會化歷程及養成最基本的行為

模式，而在家庭中父母則是影響至深的兩個人。在我參與執行研究計畫時，接觸

到藥癮者，除協助篩檢之外，也到監所訪問服刑之藥癮者，了解藥物對藥癮者的

生理與心理方面產生的影響；在訪談過程中談及藥癮者子女生活、學業情形，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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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或母親因非法藥物使用坐監服刑時，或是因藥癮發作無暇顧及其子女，這些

孩子面臨這些情況時，是否能夠自我照顧突破困難，誰能從這樣艱困的生活環境

中調適與發展韌性，基於研究者對藥癮者家庭的關懷，我想了解能對這些家庭的

孩子給予什麼樣的幫助，這使我想對此族群進行研究，期望能解釋研究對象之正

向發展，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貳、 研究之重要性與價值 

國內目前對於藥癮者用藥模式、戒治成效、生活適應等，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成果，但對於藥癮者之第二代研究目前尚未仍然缺乏；過去有研究證實兒童與青

少年的問題行為與家庭許多因素有關(Lee, Yen, & Chen, 2004)，父母親有藥物濫用

的孩童暴露於危險因子的頻率會升高，危險因子有父母親對藥物的態度、家庭衝

突、管理失當等(Stanger, 2003)，除暴露於使用藥物的模範下導致藥癮者下一代陷

入藥物濫用的代間傳遞(Kroll, 2007)，也增加偏差行為導致犯罪。在英國 2003年

Hidden Harm報告書中提及，有使用藥物問題的父母的確對其孩童造成嚴重影響

直到成年，並說明 43%藥癮者中有年齡在 16歲以下的依賴孩童(dependent 

children)，其中有 69%身為父親，31%身為母親，這些孩童只有 46%跟父母親同

住，54%則是跟家庭中其他成員、朋友一起住，或住在照護機構中。這份報告書

估計在英國藥癮者的孩童約有 250000-350000人(ACMD, 2003)，根據行政院內政

部兒童局九十五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劃報告服務之三百戶家庭共

420位父母親，扣除問卷遺漏值部分，父母親有犯罪紀錄 53位(佔 14.3%)，父母

入獄有 25位(佔 6.8%)，照顧者為吸毒者有 14位(佔 3.8%)，但其遺漏值有 50位，

顯示藥癮家庭的統計資料仍未詳盡，且目前尚未有相關論文之發表。台灣兒福聯

盟的實務經驗分析近三年國內兒童與青少年保護案件，發現施虐者有酗酒或藥物

濫用問題佔 14%，並推估國內目前受父母親藥物濫用影響的兒童與青少年人數至

少近三千人(李宏文，2007)；在這樣的潛藏傷害的苦難中，藥癮者子代在不確定

與變動的生活情境下，如何在因應週遭環境的過程中，產生對自己生命獨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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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理解，並在思考自己人生存在的意義中增強韌性而發展出正向適應，這正

是研究者所重視的核心價值並想釐清的研究主題。本研究之研究貢獻為能依據研

究成果對於增強韌性發展提出教育介入策略，對介入研究提供實證，同時作為教

育政策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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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是為了呈現藥癮者子代的主觀陳述的困境與探索其中的韌性，研究

的重點在瞭解藥癮者子代在他們的父親或母親入監服刑期間經歷的生命過程與其

所面臨的困境，探討這些藥癮者子代的主觀生活經驗對他們而言的意涵為何?在本

研究中也將探討其韌性之於正向適應之情況。 

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藥癮者子代所面臨的困境為何? 

研究問題二：瞭解藥癮者子代目前的韌性狀況為何? 

研究問題三：藥癮者子代之韌性與目前生活適應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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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研究採質性研究，收集研究對象對於困境的主觀知覺，以闡述韌性理論

之基礎，期能解釋研究對象在此一社會現象的適應程度，因此研究程序主要

分為以下步驟： 

 

圖一   研究程序 

 

定義問題及搜尋文獻 

確認研究理論基礎 

訪談資料分析 

前導研究 

研究發現與討論 

確認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進行深度訪談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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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韌性：為一個人具有的穩定特質或能力，能使處於危機或壓力情境的個人，

免於高危險情境、慢性壓力、或長期嚴重創傷之負面影響，使個人發展出健康的

因應策略，而具有成功適應、正向功能或能力的表現。 

藥癮者子代：為藥癮者之親生兒女，其父親與母親兩者有其一、或兩者皆為

藥癮者。 

 困境：指暴露在多重危險環境下，所暴露的因子可能影響其正常發展，如貧

窮、家庭暴力、忽視、父母間衝突、家庭功能失常、不當管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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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就文獻回顧韌性之探討、藥物成癮者介紹、藥癮者子代之困境、韌性與

適應之相關研究分四節作論述。 

第一節 藥物成癮者介紹 

藥癮議題自古至今由來已久，普遍使用名詞有藥物濫用(drug abuse)、依賴

(dependence)、成癮(addiction)、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物質依賴(substance 

dependence)，而 1994年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

則將成癮行為通稱為「物質相關疾患」，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物質濫用與物質

依賴，叫做「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第二類則包括中毒、戒斷

或物質導致的器質性精神疾病，統稱為「物質誘發疾患」(substance-induced 

disorder)，以「物質」取代「藥物」，範圍則擴大至香菸、檳榔、咖啡等物質(APA, 

1994)。而研究所欲探討主要為非法藥物使用導致之社會現象，自 1950年起世界

衛生組織(WHO)對藥物濫用定義為：「由於反覆使用一種天然或合成藥物，所造

成有害於個人和社會的一種週期性或慢性的中毒狀態」，1964年該組織改採依賴

(dependence)一詞：「生物個體與藥物的相互影響，造成生物個體在心理上或生理

上依賴某藥物，必須重複不斷使用該藥物，來達到某種心理上的舒快感受，或避

免停止使用所引起的不適感」，依據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修訂(ICD-10)對精神及

行為疾病所作的分類，藥物濫用為成癮症候群(Dependence syndrom)的一種，症狀

包括對物質產生強烈需求慾望、難以控制用藥行為與需求量增加、產生生理戒斷

症狀、藥物耐受性(tolerance)的產生、花更多時間在取得或使用藥物上或因使用藥

物放棄對娛樂或興趣、即使知覺其危害仍持續使用(WHO, 1992)。國內仍較普遍

使用藥物濫用一詞係指凡不是為了醫療目的，未經醫師的處方或指示，過度且強

迫地使用某種藥物，其程度足以傷害個人的健康；影響社會及職業之適應，甚至

危害到社會秩序即稱之(管管局，2006)，然濫用一詞難以分野是否已達成癮(董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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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2000)，故研究中沿用藥物成癮一詞所蘊含之習慣性、難以控制的意涵，而藥

物係指非法之藥物，並著重其對家庭社會所造成之危害性，所謂「社會危害性」

係指因長期過度且強迫使用某種藥物之結果，嚴重影響個人之人際關係、家庭生

活、職業或課業等。 

我國藥物史自光復前之鴉片至光復後的民國五十年代強力膠、六十年代速賜

康、七十年代紅中、青發、白板，至民國七十九年以後安非他命與海洛因興起，

延至目前大麻、FM2等安眠鎮靜劑與搖頭丸(MDMA)、K他命(Ketamine)之俱樂

部用藥的盛行，管制藥品依其習慣性、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分

四級，其中一、二級藥物海洛因與安非他命等成癮性高，成為藥物濫用種類排名

歷年居高不下，而海洛因則自民國八十二年起成為主要成癮藥物，亦稱藥王(管管

局，2006；宋鴻樟，2005)，其最典型之感覺為興奮及欣快感，但隨之而來的是陷

入困倦狀態，長期使用產生耐受性、心理與生理依賴性，並需增加藥量才可達主

觀相同效果，戒治之困難除停藥後產生戒斷反應外，心裡渴望是最難克服的問題

(李思賢，2003)，成癮者在未能取得海洛因時也常以多種藥品替代使用或減少戒

斷症狀，研究使用藥癮者(drug user)主稱使用藥物成癮者，而其中以海洛因為主。 

目前現在政府的藥物濫用防制策略為減少供應、減少需求、減少傷害，海洛

因成癮治療與減害所使用的美沙冬替代替代療法自實施以來，為參與個案提供藥

癮治療，其抑制藥癮可達二十四至三十六小時，使個案在這期間可維持抑制藥癮

的生活，研究自行政院衛生署核准進行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醫院，與藥癮者接觸並

進行研究收案，可確保研究對象之父母親確實為藥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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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藥癮者子代的困境 

 父母親有使用藥物的孩童暴露在多重危險環境下(Dore, 1998)，所暴露的因子

會影響孩子的發展(Reis, Colbert, & Hebert, 2005)，在社會心理因素有貧窮、家庭

暴力(Velez et al., 2006)、忽視、父母間衝突(Lee et al., 2004)、家庭功能失常、不當

管教(Suchman, Pajulo, DeCoste, & Mayes, 2006)，孩童面臨困境隨發展階段呈現多

樣化，包含了營養不良、血液感染、免疫缺乏和不適當的健康照護；以及情緒、

認知、行為與精神問題；有被提供物質的情形與早期的濫用；甚至缺乏接受教育

的機會(ACMD, 2003)，這樣的困境對孩童造成不好的結果(poor outcome)成為代間

傳遞因素(trans-generational component)(Kroll, 2007)。 

Barnard &McHeganey(2004)歸納藥癮父母親的影響有： 

一、家庭環境與孩童照護 

因為父母親必須先解決用藥的問題，以致孩童的需求被忽略變成次要

的，使他們成為容易受傷害的(vulnerable)，沒有合宜的餵養、衣著、衛生不

良造成健康疑慮，父母忽視孩童也造成情緒問題(Kazdin & Marchiano, 1998)。 

二、親子關係 

情緒安全被認為影響親子關係的品質，尤其面對父母親衝突與家庭壓力

時，更喚起孩童的知覺安全性(Cummings, Goeke-Morey, & Papp, 2003)，而藥

癮者因使用藥物引起家庭衝突與犯罪致使經常性與兒女分離使得親子關係不

良，母親與孩童之間依附關係也呈現負面影響(Roisman, Bahadur, & Oster, 

2000)。 

三、孩童行為 

研究指出藥癮者子代比其他同年齡孩子有更多問題行為(Catalano, 

Haggerty, Fleming, Brewer, & Gainey, 2002)，其中包含了內化行為問題與外化

行為問題(Burstein, Stanger, Kamon, & Dumenci, 2006)。 

在藥癮者教養相關的研究中，Dore提出藥物濫用(drug abuse)造成不適教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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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三個影響(Dore, 1998)： 

一、藥物影響父母親的行為導致其作為父母親的能力，因為身為父母親必須

敏感的回應孩童的社會情緒與生理需求，在藥物作用下不穩定的心情與注意力影

響了認知與情感的功能。 

二、影響教養的背景：當藥癮者的人際關係圍繞在以藥物為中心時，成癮的

經濟需求佔用了家庭必需的經濟資源，而多數女性藥癮者處於經濟弱勢情況下，

其依賴的伴侶較有可能也是藥癮者，並可能在家中有其他陌生男性出現，孩童即

身處這樣複雜的環境。 

三、影響依附關係:藥癮媽媽未能敏感注意到嬰幼兒的需求並且回應而導致

負面依附關係。 

Stanger對物質使用之子女的介入研究以行為與情緒問題作為結果的指標，發

現物質濫用的父母親發生教養問題可解釋其子女品行問題 49%的變異量(Stanger, 

2003)。Kandel探討藥癮者之教養與孩童適應，調查自其研究追蹤世代之 1222位

成年雙親，發現隨著藥物使用頻率增加不適教養增加，藥癮媽媽的影響甚至大於

藥癮爸爸的影響(Kandel, 1990)。 

使用藥物導致的問題還有家庭衝突與暴力，處於有暴力行為發生的藥癮家庭

中之孩童往往也是受虐的對象，Velez等人以問卷調查 725位參與藥物治療的懷

孕藥癮媽媽遭受暴力狀況(Velez et al., 2006)，結果發現 25%的受訪者在孩童面前

受到配偶的肢體攻擊(physical aggression)，56%受訪者與配偶發生大吼大叫的情

形，其中又有 25.9%曾在孩童面前遭受這樣的言語衝突(verbal conflicts)，這顯示

了女性藥癮者與孩童在家庭的衝突與暴力趨於弱勢，這些受訪者還提到她們認為

在暴力的情境下與孩童的行為、情緒與學校方面問題有關，有 15%的受訪者認為

這樣的狀況有需要尋求幫忙，並指出孩童的情緒影響(如害怕、難過等)是最普遍

的問題佔 69%，其次則是行為影響(如攻擊)佔 54%、學校問題佔 20%。 

父親為藥癮者之孩童也遭受家庭衝突與暴力影響，Fals-Stewart等人研究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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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分別是藥癮父親組、酒癮父親組與無物質濫用父親組，結果發現來自藥癮

父親家庭的孩童比起其他兩組孩童呈現較高的憂鬱與焦慮狀況，在藥癮父親組的

雙親自我報告問卷中有較高頻率之肢體暴力(physical violence)、孩童感受較高的

婚姻衝突(marital conflict) (Fals-Stewart, Kelley, Fincham, Golden, & Logsdon, 

2004)，而父母親間的衝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程度越高與孩童的內化行為問題

及外化行為問題皆有關(Lee et al., 2004)。  

在替代照護者問題方面，研究調查估計藥癮家庭中孩童與父母親同住有

46%，餘 54%的孩童沒有與父母親同住，而通常是跟家庭其他成員或朋友同住，

其中又有 9%住在照護機構中，父母親沒有跟孩童一起住的比率逐年上升，自 1996

年至 2000年從 51%上升至 57%(ACMD, 2003)，也因此這些孩童的照護實在令人

堪慮。 

藥癮者子代面臨了以上種種困境，除此之外尚包含暴露犯罪情境下，研究說

明藥癮者家常為與藥頭交易或共用毒品、針具的地點(張嫚純、丁志音，2006)，

孩童藉由模仿學習導致發生偏差或犯罪行為，進而使面臨之生活情境更加複雜

化，增加自身危險因子(ACM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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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韌性之探討 

國內學者對於 Resilience之翻譯多所不同，許多學者將 Resilience翻譯為「復

原力」一詞(陳金定，2006；蕭文，1999；洪福源，2005；莫藜藜，1997)，意指

遭遇種種逆境中後恢復(recovery)的意思，這些研究將 Resilience譯成「復原力」，

逆境視做問題而非挑戰(challenge)，著眼在個人如何從創傷中「復原」，而非探究

原本的生命力量，利翠珊(2006)則提出將 Resilience譯為「韌性」一詞，並指出面

對生命逆境中的挑戰即是逆境求生的韌性現象，因此研究者沿用將 Resilience譯

成「韌性」一詞。 

壹、 韌性的定義 

許多學者都有提出對韌性的定義，Rutter定義韌性為一個人具有的特質或能

力，能使處於危機或壓力情境的個人，免於高危險情境、慢性壓力、或長期嚴重

創傷之影響，使個人發展出健康的因應策略，而具有成功適應、正向功能或能力

的表現(Rutter, 2000；Reis et al., 2005；Oshio, Kaneko, Nagemine, & Nakaya, 2003)。

Werner認為儘管暴露在多重危險因子仍能成功的孩童即為韌性(Werner, 2000)。 

韌性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能力，擁有韌性並不代表個人就能抗拒壓力，韌性也

不是能適用在所有的壓力情境，而韌性的改變或增加與否，端視個人與環境互動

的結果(洪福源，2005)。 

歸納文獻可知韌性的定義：韌性是個體在經歷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的詮釋，發展出以正向態度與穩定人格來因應逆境挑戰的良好適應之歷

程。所指社會認知過程(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例如模仿照顧者或替代照顧者

(substitute caregiver)的行為及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加上 Erikson’s psychosocial 

stages同儕或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關懷(care)及信任(trust)，發

展成正向適應的社會行為，培養出個人所有的正向性格(positive temperament)，如

堅毅性格、重承諾、自我控制、內控性格等。 

貳、 韌性的研究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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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探討韌性的研究發展趨勢是從 1980年起，心理學之研究者探討逆境中成

長的兒童與青少年能夠從逆境中成長而沒有嚴重受到逆境衝擊。韌性研究主要是

以高危險族群為研究對象，進行長期縱貫性研究與追蹤(Werner, 2000)，這群兒

童、青少年在雙親有精神疾病、家庭暴力、貧病、酗酒藥癮等問題、處於低社經

背景、父母離婚、或處於戰爭時期中等危險因子下，經歷苦難困頓的生活經歷發

展出良好的適應結果(Rutter, 2000；李俊良，2003)。Antonovsky(1998)因研究發現

來自精神異常家庭的兒童卻能於後來的成長中免疫，並發展出健康適應，依據結

果所提出健康導向(salutogenic orientation)的概念(Antonovsky, 1998)，建構成理論

影響了後來個體韌性發展，同時被擴展應用到家庭研究的領域中(Patterson, 

2002；Orbuch, Parry, Chesler, Fritz, & Repetto, 2005;蔡素妙，2003)，Antonovsky

遂成為提出韌性理論學者之ㄧ。 

近年來，國內對於韌性的研究興趣日漸興盛是受到國外研究趨勢的影響，主

張從健康心理學典範思考的學者，對於人們如何處置危機與逆境提出一個關鍵而

有趣的問題：「為什麼有的人在面臨生活中的重大壓力事件並不會出現崩解現象，

反而能活得充滿效能？」(陳金定，2006)，其思維典範不同於傳統病理學將焦點

置於「找尋問題」上，而是從健康觀點來探掘人們潛藏於自身的優勢力量(strengths)

與資源(resources)，如何積極的與逆境搏鬥的互動過程，此現象即被稱之為韌性(蕭

文，1999)，而大家也都注意到韌性能夠讓兒童與青少年走出困境(Barbarin, 

1994)，能有扭轉敗勢為勝局的能力並展現佳績的情況(劉淑燕、林玉茹，2005；

洪福源，2005；羅文苑，2004； Borman, 2004)。研究發現即使處於相當不利的

劣勢與困境、巨大的壓力或危機中，仍有人可以免於負面影響而沉淪(Dumont & 

Provost, 1999；Orbuch et al., 2005)，隨之的後續研究方向逐漸由危險因子(risk 

factor)轉向韌性(Resilience)的探討(嚴健彰，2003)，由靜態的危險變項走向動態的

探究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雖然危險因子的功能在於辨別個人發生後續問

題高低的可能性，這對於探討問題如何形成卻無法解釋，所以應就能克服身處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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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子下仍能發展良好適應的機轉或過程做探討(Compas, Hinden, & Gerhardt, 

1995)。 

參、 韌性的重要概念 

Antonovosky(1998)提出韌性是建構在健康導向(salutogensis)的哲學基

礎，不同於病理觀點的主張，認為個人有較強的凝聚感(sense of coherence)

能理解自身所存在的問題將其視為挑戰，並能掌握與運用適當資源以完成此

項任務，韌性與凝聚感實際上是同質(Almedon, 2005)，而韌性理論可從三個

面向來思索： 

一、瞭解力（Comprehensibility）： 

 個人對困境及生命理解的能力。 

二、管理能力（Manageability）： 

 個人知覺到面臨挑戰時可運用的資源。 

三、意義性（Meaningfulness）： 

 個人自覺面臨挑戰時生命意義及價值。 

肆、 韌性的特性 

綜合各研究者對韌性的定義所強調之重點，提出幾項對於韌性的觀點，

可看出大多數研究者均認為韌性是一種個體的能力、潛能或特質，透過個體

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之因應過程，產生出良好的適應結果。而韌性的特性有以

下四項： 

一、韌性是個人具有的某種特質或能力 

有些研究指出韌性與某些能力特性有關，例如個體研究中多認為樂觀、

幽默感、內控、堅毅、自我效能、社交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等特性者較具有

韌性(蔡素妙，2003；蕭文，1999)。 

二、韌性是一種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因應的過程 

韌性是一種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因應的過程(朱森楠，2001；蕭文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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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Masten更主張韌性是一種調適的過程、能力和結果(引自Moe, Johnson, & 

Wade, 2007)。這些歷程強調在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產生作用。

有些研究主張韌性是一種動態過程，乃產生於個人或家庭與環境之間的交互

作用，而不僅僅視之為一種靜態的個人或家庭的能力特性。 

三、韌性顯現的結果是發展健康的因應策略克服逆境，獲致成功適應 

韌性的定義強調健康的因應導向，而非導致負向結果的消極或破壞性行

為(蔡素妙，2003)。有的研究認為韌性就是良好的行為結果，有些則認為是

造成良好結果的原因，有些則認為需長期改變的結果才是韌性，但這些都強

調在行為的改變是朝向積極、正向的目標(Mandleco & Peery, 2000)，對韌性

可描述的是： 

1、不論有多高的危機狀態，會有好的結果。 

2、處在威脅下的承受能力。 

3、能從創傷中恢復。 

四、韌性是自我資源的、可培養的 

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韌性蘊藏著，只是沒有被發掘出來、被強化起

來。例如：常常能在一個喜歡打岔的個案身上找到自發性與創造性，一個常

違反校規的學生可能有很好的領導能力(李俊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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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韌性與適應之相關研究 

研究證實青少年在面對週遭環境的壓力、危機時，會利用天生或後天學習的

能力、特質以及家庭週遭其他人際的力量之協助產生保護作用，以減少因惡劣環

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發展出韌性(顏郁心，2002；羅文苑，2004)。 

壹、國內韌性研究 

而韌性研究在國內漸漸萌芽，以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資訊網以關鍵字

Resilience搜尋相關論文，其研究為探討影響韌性之因素與韌性對個體適應為主題

者有 67篇，相關研究為探討韌性對於學習成就、疾病與重大事件的影響生活適應

與生命歷程之述說，對象有疾病患者、國高中學生、中輟生、、單親家庭與新移

民及其下一代等，研究成果中多探討韌性的內涵，將文獻與欲探討主題相關之韌

性研究列表如下: 

表一 國內相關韌性研究 

年份 作者 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1995 李隆     
兒童的生活壓力、堅毅力與生

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臺北市之公立國小六

年級學童 560人 
立意取樣問卷調查

1996 楊慧萍   
兒童之衝動性格、自我韌性、

家庭因素與違犯行為之相關

研究                         

高屏地區國小五、六年

級學生 1273人 
問卷調查法 

2000 陳桂絨   
復原力的發現--以安置於機構
之兒少保個案為例--           

四位兒少保護個案 個案研究 

2001 蔡宜玲   
自殺意念青少年復原行為之

探討：復原力之研究           
二位過去曾有強烈自

殺意念的青少年 
質性深度訪談研究

法 

2001 吳秀莉   
復原力對國中單親家庭學生

生活適應之影響               
六位經歷單親經驗的

國中生 
質性深度訪談研究

法 

2001 施惠琪   成人超越逆境之分析研究       台灣地區的成人 
質性深度訪談研究

法 

2001 陳信英   
青少年單親經驗中的悲傷與

復原: 生命故事敘說之研究     
四位單親學生 敘事研究 

2002 李玉玲   癌症病患復原力之研究        患癌症之成年人 
質性研究深度訪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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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作者 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2002 黃淑賢   
復原力對自閉症兒童家長心

理調適影響之研究             
四位自閉症兒童家長

質性研究深入訪談

法 

2002 顏郁心   
中輟復學生復原力建構歷程

之分析研究                   
六位中輟復學生 

質化研究中之現象

學研究 

2003 蔡素妙   
九二一受創家庭復原力之變

化分析研究                   

災變中曾遭受重創而

有家人重傷或罹難者

的家庭共十戶二十一

人 

質性訪談研究法 

2003 王昭琪   
生活壓力、憂鬱經驗與青少年

復原力之相關研究             

台灣中部地區六縣市

之十二所國民中學

1278名學生 
問卷調查法 

2003 郭芳君   
父母教養方式、自我韌性與內

在性自我控制、少年偏差行為

之關係研究                   

台灣北中南東地區之

國中生採隨機分層叢

集取樣八所國中共

822名學生 

問卷調查研究 

2004 施靜芳   
走過生命的幽谷-九二一喪親
青少年的悲傷與復原           

五位喪親之青少年 敘事研究法 

2004 曾瓊禛   
學習障礙青少年生活壓力、自

尊與憂鬱之相關研究           
中部地區 240位學習
障礙青少年 

問卷調查法 

2004 陸若君   
復原力對失業家庭青少年生

活適應影響之研究             
失業家庭六位青少年 質性研究 

2004 蔡松芬   
自殺遺族復原歷程探討－以

一個經歷多重親人自殺個案

為例                         

一位經歷多重親人自

殺遺族 
個案研究 

2004 王俐雯   
慈濟單親媽媽超越逆境之敘

說研究                       
三位慈濟單親媽媽 敘說研究 

2004 余瑞宏   
一位國小一年級喪親兒童在

遊戲治療中復原力與悲傷調

適歷程之研究                 
國小一年級男童 個案研究 

2004 羅文苑 
一位綜合高中學生反敗為勝

的求學歷程之研究--探討其間
的復原力 

一位綜合高中學生 敘說研究 

2005 邱弈絜   
生命的困與破-單親媽媽離婚
後復原力之敘說分析           

三位單親媽媽 敘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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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作者 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2005 劉芳文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我韌性與

生活適應相關之研究           
桃園縣公立國小五、六

年級學生共 523位 
問卷調查法 

2005 劉淑惠   
國中學生復原力與生活適應

關係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桃園縣七個鄉鎮市 
870 名之國中學生 

問卷調查法 

2005 劉冠琪   
生活壓力、自我韌性、衝動性

格與國中生偏差行為關聯性

之研究                       

台南市之國中學生，採

分層隨機叢集抽樣，抽

取六所國中共 672名
學生 

問卷調查 

2005 顏秀茹   
外籍配偶子女正向調適歷程

之探究：個案研究             
一位外籍配偶子女 個案研究 

2006 陳金彌   
臺灣青少年腦瘤存活者復原

力及生活適應之研究           

60位青少年腦瘤存活
者以及 120位健康青
少年 

郵寄結構式問卷之

橫斷式個案控制配

對研究 

2006 王紹穎   
自我感、復原力與創傷後症狀

之關聯性研究:以燒傷病人為
例                           

輕中重度單純燒傷病

患，共 33名 
調查研究分析 

2006 黃寶萱   
復原力對離異家庭高職學生

生活適應之影響研究           
六位父母離異高職學

生 
質性深度訪談研究

2006 翁寶美   
父母癌逝青少年之悲傷歷程

研究-以正向影響為焦點之探
討                           

青少年 質性敘事研究 

劉淑燕和林玉茹(2005)研究使用國內學者莊麗君和許義忠 2003年將Wolin & 

Wolin 1993年韌性量表翻譯之中文版本問卷為研究工具屬量性研究，研究之原量

表分成七個分量表:幽默感、獨立性、主動積極、洞察力、創意性、良好人際關係

與正確的價值觀傾向，量表經刪除鑑別力未達.05之題項後 Cronbach α= .83，尚在

可接受之信度水準，研究指出休閒活動為外在保護因子與韌性之間的中介因子

(Mediator)，但其研究卻顯示偏差行為少年與一般青少年韌性之未有差異。 

在探究個人層面的韌性特質方面有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蔡素妙研究九二

一震災災民心理復建的研究，歸納出有韌性的災民在人格建構上出現的韌性包

括：發現自己的優點長處、同理關心他人、正向積極看待事物、未來有方向感、

疼惜自己和家人、幽默對待生命中負面事件(蔡素妙，2003)，而研究結果顯示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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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助於家庭功能的重整，讓災民在受創後重建家園。黃淑賢將研究結果歸納出

韌性對自閉症家長的心理調適包括：心情安定、不懈怠、放下、尊重包容、承擔

責任、正面態度及人生成長七個部份(黃淑賢，2003)。李玉玲綜合歸納癌症患者

在生活適應過程中所擁有之韌性因子，包括堅忍力、同理心、正向積極、分離危

險因素、自我激勵、對未來有希望感、學會放鬆、尋求支援、宗教信仰及幽默等

十一項(李玉玲，2003)。 

羅文苑(2004)與顏郁心(2002)以質性研究探討韌性對於學習成就的表現，羅文

苑研究中以生活史敘說來探究研究對象之求學歷程與期間韌性能力的激發與展

現，使其研究對象在遭逢升學困境與親友、師長、同儕等諸多壓力與危機時，能

以個人內在調適能力、問題解決取向、高度的自我價值、內控性格、意志力、樂

觀的人生態度、同理心來面對，並運用外在的家庭支持與期待、教師的協助、學

校的支援等以突破困境。顏郁心研究以運用質性訪談蒐集資料並依據現象學研究

探討中輟復學生之韌性建構的歷程，研究顯示其韌性的內涵有個人特質、認知思

考的能力、社會因應技巧、自我概念、社會支持網絡、其他如情緒調適的能力，

此兩篇文獻皆指出遭逢困境之生活經驗所強化之韌性對青少年適應有正向影響。 

貳、國外韌性研究 

在國外相關研究方面，韌性與學業成就表現在 Borman & Overman追蹤研究

中發現 925位個案，韌性高的孩童追蹤其數學成就在三年級時超過預期 39%，六

年級再追蹤時為 59%，韌性低的孩童追蹤其數學成就是低於預期，三年內由 38%

降至 11% (Borman & Overman, 2004)。 

在韌性與情緒適應方面，研究顯示具韌性之個人即使處於壓力事件下仍能感

受到正向情緒，以致促進生理與心理的健康(Tugade, Fredrickson, & Barrett, 

2004)。Hjemdal, Friborg, Stiles, Rosenvinge, & Martinussen在研究 Norwegian 

University 201位大學生生活事件壓力下韌性與精神症狀，發現韌性為預測壓力容

忍度與心理健康的重要因子(Hjemdal, Friborg, Stiles, Rosenvinge, & Martinu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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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韌性與生活適應在 Orbuch應用 resilience model於研究癌症生存孩童，指出

家庭的力量能促使孩童走出困境並成功適應壓力情境，而其中家庭的力量指的即

是高品質的親子關係(high-qualit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rbuch et al., 2005)。 

Moe, Johnson, & Wade之兒童的韌性質性研究使用訪談法，在研究對象50位訪

談分析結果發現，藥癮者父、母親之韌性兒童能理解父、母親的用藥行為的發生

與父、母親使用藥物的原因，其運用內在的資源有三(Moe et al., 2007)： 

一、情緒的表達：情緒表達的能力是良好的生活核心，需要有人可以述說感

受。 

二、知識：多數兒童表示知道父、母親用藥的事實幫助了他們，知識有助於

韌性，理解了父母親為什麼會用藥。 

三、生命中的選擇(life choices)：個人所做不同的決定能展現韌性，態度與行

動是最重要的，如為未來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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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六節，分別論述質性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收集策略、研究者

的角色、倫理考量與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韌性是在困境中顯現出來的，而研究所欲探討之藥癮者子代主觀感受之困境

須由研究對象提供詳細的資訊，再從研究對象身上建立這些經驗的本質，研究採

質性研究取向，亦指此現象因為缺少足夠的研究而需要加以研究了解，而要使用

質化取向來進行研究(Creswell, 2003/2007)。研究重心放在研究對象的觀點與經

驗、以及他們所理解的生活方式上，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本身會一再的重新探

討和重新構思研究問題，並且在理論的誘導過程中從研究對象身上蒐集詳細的資

訊，將這些資訊分成不同的類別或主題，再和個人經驗或現有的相關文獻加以比

較，此質性的研究方法在概念的形成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對某些現象的存在提

供假設性的解釋，而有基礎穩定的假設或理論(Miles & Huberman, 1994)。 

壹、 敘說研究方法論 

質性研究中資料的詮釋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研究者必須將藥癮者子代所

面臨的困境與適應議題深根入社會文化脈絡中思考，如此才能取得不同的視

野，在研究型態是偏向敘說研究，Clandinin & Connelly(2000)簡單定義敘說

研究為：「蒐集並說出關於生命的故事，並寫下經驗。」，研究中所欲探討的

困境是一種生活經驗，如同 Clandinin & Connelly所說敘說研究是呈現及了解

經驗的最佳方式，是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是活過的、與說過的故事。

而 Clandinin 與 Connelly所提出的個人經驗法(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其概念源自於杜威(Dewey)對經驗的看法，亦即要體驗一個經驗就

要同時在四個方向上去體驗並提出問題：內在與外在(inward and outward)回

顧與前瞻(backward and forward)。所謂內在是指情感、希望、美的反應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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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氣質等內在狀況，外在指的是存在的狀況，也指所謂現實。而回顧與前瞻

指的是暫時性(temporality)、過去、現在及未來，簡單的說敘說研究要注意時

間的歷史因素、空間的環境因素及個人與社會脈絡的因素。個人經驗法所包

含的內容非常廣，如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家庭故事(family stories)、照片及

紀念盒等個人或家庭的收藏，研究訪談、日誌、自傳、寫作、信件、日常會

話、田野筆記等，都可作為蒐集與分實徵資料的途徑(何奧東，2005)。在發

展自我敘說時，個體會想去建立生活事件發生的連貫性，將生活事件理解成

系統性的相關，而這種故事的創造將可能為個人生活的意義與方向(邱惟真、

丁興祥，1999)，敘說中能瞭解韌性獨特的脈絡為本研究之所欲探討的韌性所

在。研究過程裡透過述說書寫不僅可以更了解自己和別人，伴隨經驗而來的

想法與感受更可以藉著他人的述說經驗重新了解他人與自己(李書虹，2004)。 

貳、 敘說研究的效度 

Guba & Lincoln提出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來取代效度(引自許育光，

2000)。Reissman認為敘說研究的要求標準在於宣稱解釋是否有信賴度的一種

過程並提出四個有效性的標準(唐瑋，2005)： 

1、說服力(persuasiveness):是一種合理性的，文本沒有穩定不變的意義但

必須要說的通的。 

2、符合度(correspondence):研究所解釋的帶回研究對象原本的社群仍然

被認為有適切性。 

3、連貫性(coherence):解釋最好不是單一貫穿的因果解釋，而是能涵蓋總

體的(global)、局部的(local)及主題的(themal)不同層次深厚(thick)度的連貫性

解釋。 

4、實用性(pragmatic use):是種未來導向的、集體性質的、具有社會建構

特性的標準，是希望研究能真的被學術社群或真實社會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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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中之研究對象為主要資料提供者，其父親與母親兩者有其一、或兩者皆

為藥癮者，研究對象設定為青少年期之藥癮者子女，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

青少年的認知發展乃處於形式運思期，是知能、思考判斷、推理能力發展的新階

段，其思考是依照邏輯原則，而非感覺或經驗，能運用抽象的思考方式去判斷並

解決問題(Compas et al., 1995)，因此可就親身經歷的環境理解困境與思考人生價

值，使他們對所身處的世界及自身需要有更深的覺知。 

在研究案中受訪者不易尋覓，身為藥癮者的父母親若仍有婚姻關係會盡量保

護其家庭，且因社會上對於藥癮者之看法多屬於負面印象與觀感(張嫚純、丁志音， 

2006)，接觸藥癮者並與之建立關係困難，若子女對於父親或母親之用藥行為不了

解，身為父親或母親的藥癮者也不會主動向子女說明自身的用藥情況，在顧及研

究倫理原則與研究對象的隱私，無法與藥癮者子代談及其父親或母親的用藥行

為，而其他家人為保護藥癮者子女，對其父親或母親入監服刑的犯罪情況也可能

保留真實狀況不告知其子女，因此收案對象來源是研究一大困難。在受訪者來源

是透過與署立基隆醫院合作進行前導性研究，立意選取個案後進行訪談。 

第三節 先導研究 

先請精神科主任於門診時向參加美沙冬替代療法之藥癮者父、母親說明此研

究概況，在藥癮者父、母親同意其子女參與研究後，為與父母親建立關係後，我

再與藥癮者父、母親至少一次面對面會談，詳細說明前導性研究目的、過程與進

行方式，使藥癮者父母親同意其子女接受參與研究，再與家庭中青少年進行一次

深度訪談，此次訪談大綱經由五位專家審查，並依據其建議修改，訪談內容以錄

音檔記錄並轉錄為逐字稿，再修正訪談大綱與研究者本身之訪談的技巧，以求能

更深探研究對象所經歷的困境。 

藉由門診收案時已經有篩選過治療穩定的家庭，這樣的家庭可見是已經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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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困境並且適應，因此可說這樣家庭的孩子是有韌性的，當然此為立意選樣後的

結果，優點是容易收到個案，缺點也是研究沒能收到不穩定家庭為研究對象，因

此研究結果不能推論至所有家庭。 

在前導研究中有七位藥癮者願意讓孩子參與研究並簽署同意書，總共有十二

位子女，但於後續聯繫時，有兩位藥癮者的子女無法參與，其中一位藥癮者育有

一女 15歲,，因女兒不知道爸爸用藥的情形，故無法參與研究，一位藥癮者表示

兒子搬去跟前妻住，主動幫忙聯絡兒子，但表示前妻拒接電話，並且自己也已經

有兩個月沒看到兒子了，故也無法聯絡上。其餘五位藥癮者子女皆列為可參與研

究之對象，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分別自五位藥癮者子女中立意選取五位參與者，

選取的過程如下： 

其中三位藥癮者各有一位兒子，目前就學與工作狀況情形良好，固皆列為研

究參與對象，為研究參與者阿志、小聖、阿文。 

一位藥癮父親為離婚，育有一子高一、一女國三，兒子願意接受訪談，而妹

妹則是與前妻同住，無法參與研究，其兒子為研究參與者小翰。 

其中一位藥癮母親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就讀高一在台北住半工半讀，已到台

北 2-3個月，弟弟就讀讀國二，小弟四歲，因此邀請適應情形良好的大兒子參與

研究，為研究參與者阿蒼。 

 

第四節 資料收集策略 

 在資料收集策略是採一對一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根據 Tayor 和

Bogdan(Taylor & Bogdan, 1984)的定義，深入訪談與「研究者與受訪者面對面重複

的交互作用」的目的是為了能瞭解受訪者，並以本身的語言陳述他們對其生活、

經驗或情況的觀點。因此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引導藥癮者子代詳述各面向生活困

境經驗與適應，並使其回歸到經驗的本質。 

壹、 半結構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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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導研究中主要資料收集工具為訪談大綱，以相關文獻探討作為訪談大綱的

設計，來引導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訪談之地點安排在研究對象熟悉的生活環境

以減低其焦慮與陌生感，受訪時間約為 1~2小時，資料收集過程也徵得研究對象

同意進行錄音，將訪談之資料編錄為逐字稿，進行內容分析，確認資料提供者的

語詞，避免遺漏原始訊息。而大綱的設計為依據研究目的所欲探討研究對象主觀

感受到的困境，與其韌性的發展情形，為使研究對象回朔過往經驗，先從貼近的

經驗談起，以學校生活或家庭情況切入（你們家裡住了哪些人？你有兄弟姐妹嗎？

你與父親/母親的相處情形如何？家裡經常往來的親戚朋友有哪些？父親/母親對

你管的很嚴格嗎?你在學校的功課好不好呢? 有沒有要好的同學或朋友?），再引導

較敏感的父、母親用藥議題（你可以說說看父親/母親在家裡用藥的情形嗎?這件

事對你有什麼影響?別人知不知道你的父親/母親有用藥？如果聽到別人說起你的

父親/母親在用藥，你怎麼回應？），接著引出研究對象對這段經驗的想法(父親/

母親進監所以後，你的生活情況有受到哪些影響?對於這樣的情況，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困難嗎?你都怎麼處理?有尋求其他人的幫忙嗎?家裡經濟

狀況有問題嗎?家人或你是怎麼處理的?），而大綱的功能在使研究者有一引導會談

之工具，以免遺漏採開放性問句避免使問句過於結構化。 

貳、 非結構式訪談 

在前導研究結束後再次受訪者連繫，安排再次深度訪談使資料更豐富，並加

強生活經驗的資料蒐集，且與受訪者針對第一次訪談之內容進行討論，在二次訪

談中已非結構式進行訪談，主要著重於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以蒐集資

料，如同平日的對談型式(林金定， 2005)，但將範圍縮小在研究主題韌性領域內，

也對研究問題的經驗及態度進行對話。 



  26

第五節 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為資料收集、文字轉錄者與分析者角色，於大學畢業後於

兒科臨床護理工作時間達五年，擔任兒童及青少年相關照護工作，熟悉與兒童及

青少年之溝通技巧，於護理工作中能運用同理，於研究所修課實習期間，與其他

三位同學一同完成衛生教育教材發展與評析計畫之質性訪談，實地與教材發展對

象進行質性訪談，並在研究所期間擔任研究之兼任助理，受過質性研究訓練與實

際參與執行研究計畫，對於藥癮者族群研究有實務經驗，亦有至監所與藥癮者訪

談，具有質性訪談之基本能力，訪談技巧則以尊重、同理、澄清、摘要等方法為

主。 

 

第六節 倫理考量 

 因為不希望參與者在研究過程受到傷害，在研究中採用嚴謹的研究道德標準

來保護研究參與者，進行質性訪談很重要的一個倫理課題是研究者要尊重參與者

的信念、態度、權益及不傷害參與者，簡正鎰(2005)提到無害是避免造成傷害，

為專業研究者的責任，傷害可能出自有意也可能是無意，因此在研究設計與執行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有責任縝密思慮，本研究在進行之前針對研究目的、流程、參

與評估與保密原則擬出參與者同意書，參與者個人資料將會受到嚴格保護，避免

洩漏參與者的資料以確保維護隱私權，並向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提

出同意申請，在研究過程中，為免除可能因為訪談內容涉及的隱私與心理狀態造

成的不舒服，特商請基隆醫院精神科醫師協助作為緊急聯絡與諮商對象，對於如

有此情況可隨時終止訪談並停止參與研究，也在進行研究前將仔細評估參與研究

之研究對象與其父母親，並且由研究對象之父親或母親簽署研究同意書。 

 

第七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以訪談的逐字稿做為分析的文本，以下敘述資料處理與分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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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資料處理 

 由各次訪談的錄音轉騰為逐字稿，謄寫工作由研究者自己與研究者商請有豐

富騰稿經驗的碩士級研究生一同進行，事先向其說明嚴謹具體的保密協定，及轉

騰逐字稿的注意事項與原則，再由研究者進行逐字校對、受訪者編碼與逐字稿編

碼。編碼方式是將受訪者依訪談時間先後順序以英文字母 A~E編碼，逐字稿則依

訪談時間先後以數字編號 1、2…。 

貳、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由研究者進行逐字稿的反覆閱讀後，提取有意義之段落以數字作為

編碼，以段落 A1:3為例就是本研究中第一份逐字稿來自受訪者 A的訪談中第三

段落。 

 根據 Leiblich等人提出敘說分析的方法可分為兩大取向(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1998)，交互貫穿後在資料的分析風格上區分為四種方

式。 

一、 整體—內容分析：分析著重在個體完整生命故事的內容呈現。 

二、 整體—形式分析：著重於尋找完整生命故事的情節，以分析出整個生命

故事的結構，並強調故事的發展。 

三、 類別—內容分析：分析時從整體文本中摘取符合事先架構類別之片段並

歸類。 

四、 類別—形式分析：分析焦點在於敘事內容中明確的語言特徵或特定的風

格，如敘說者所使用的隱喻類型為何。 

 因此研究者在資料分析時採「類別-內容」與「整體-內容」分析，對於藥癮

者子代在生活中所遭逢的困境加以整理，並寫出韌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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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研究進行時間自 2007年九月至 2008年五月，一共徵得五位男性參與者同意

參與研究，在本研究結果中將以參與者化名呈現，而所引用參與者訪談的段落標

記以 A、B…E代號與數字表示。本研究參與者當中，父親為藥癮者共有阿志、小

翰、小聖、阿文，參與者阿蒼則是母親為藥癮者。 

本章將研究結果分為以下幾節敘述：  

第一節 阿志 

第一次見到阿志時他穿著校制服帶著書包剛下課沒多久，他笑得很靦腆，訪

談時十五歲就讀國中二年級，是家裡的獨子，與爺爺奶奶三代同堂，談起家裡的

同住情形他回答說「跟爸爸媽媽一起住，有一個姑姑，有一起住，就是爺爺、奶

奶、姑姑、我、我媽、我爸。」(A1:3.A1:9.A1:10)。對於家裡的經濟狀況阿志沒

有多大了解，只敘述了家裡成員的工作情況「(媽媽)就是服務業」(A1:12)，「我姑

姑也有，阿媽也賺錢。」(A1:14)，「(爺爺)以前有，現在沒有(工作)。」(A1:15)。  

父親用藥的起源  

阿志察覺藥癮父親的行為，「三、四年前（念小學的時候），…就會吵架會要

錢吧，跟我阿公（要錢）吧，我阿公比較多，其他(人)都一兩次，都是我阿公，（要

錢去）買毒品。」(A1:46)。詳細描述看到爸爸用藥時的情況「就…學校教過吧，

就用針筒阿，(看過)一兩次。」(A1:48)，「…就我要出去，上廁所就看到啦。」

(A1:49)，「晚上，九點多十點多的時候，然後是在客聽。」(A1:50)，「就在客聽沙

發那邊用，然後，就這樣。」(A1:51)，阿志描述完後沒有再吐露當天的心聲。對

於父親的用藥阿志在腦中回想為什麼?「我就是還好只是覺得，…為什麼，他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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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這樣阿？」(A1:52)，「…覺得姑姑他們都有關心我阿，所以我就覺得他就沒

什麼，比較還好阿，我媽媽，姑姑他們都…怎麼講，就都關心我阿，他就…比較

沒差，然後就是比較少…很少…對我很少發脾氣阿，所以就沒什麼關係，然後我

也在玩電腦就沒什麼理他。」(A1:53)。鄰居會詢問阿志有關爸爸的情況，「我會

回答又不是我在用，跟我沒關係阿，就回答他就好了，問我爸有沒有好一點，就

說有好阿，很好阿，大部分都很少問啦，大部分會說有啦」(A1:60)。 

爸爸不在的日子 

爸爸入監服刑了，他表示瞭解爸爸的入監的原因，「知道(原因)呃…吸毒」(A 

1:44)，「(爸爸進去監獄)一年多」(A1:23)，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其實也沒有很想

念，「沒有很多(想念)」(A1:24)，並且也沒有去探監「我沒有(去監獄看他)阿，(家

人)沒有讓我去阿(A1:36)」，阿志認為爸爸不在家其實也好，因為似乎爸爸不在也

沒特別有什麼不同，「以前幾乎都我媽媽對我比較好，所以他都也還好，所以有時

候都覺得其實沒什麼關係，那時候就覺得…就是心裡都覺得不在家比較好」

(A1:83)，所以對於爸爸入監服刑真的沒有不適應，「(對爸爸去監獄)就…應該是

說，完全沒感覺吧！就覺得不會要錢就覺得比較好，然後吵架也少一點，然後我

玩電腦也比較安靜。」(A1:54)，這段期間照顧的責任分到了媽媽與爺爺的身上，

「(他不在的時候)我媽媽會照顧我，(還有)我阿公吧。」(A1:55)，「就我媽媽跟我

阿公比較多，都會買東西給我吃，我阿公就會一直問我有沒有要吃什麼？我一直

說沒有，然後隔一段時間又問我一次，就一直問。」(A1:56)。 

面對父親與家裡的衝突 

以前在家裡「以前可能比較常要錢吧」(A1:45)，對於爸爸跟爺爺要錢的情形，

阿志覺得很煩，「就覺得很煩阿，我姑姑說不要給他，然後我阿媽跟我阿公就是說，

要給他就直接給他，吵了那麼久最後還是給他，就沒辦法，然後還要一直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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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9)，在這個衝突的時候阿志也想幫忙化解，「我阿公我阿媽有時候就在跟他

吵，我想幫忙，我姑姑就會說不要理他，(我)就在玩電腦，不然就看電視。」(A1:61)，

「有的時候就會過去說一說叫他們不要吵了，說一聲，然後喝個水就進去。」

(A1:62)，「吵很久的時候，可是到最後錢還是會給他，吵太久(我)就會出去講一下。」

(A1:63)，「(他們)什麼反應，我也不知道，沒有看，我也是喝個水而已，講一聲就

進去了，大概…(他們)會安靜一點」(A1:64)。 

 

感受到的父母關係 

爸媽的感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阿志也很納悶，「有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看起

來很好，可是有的時候看起來又很糟，他們好的時候比較多啦。」(A1:16)，「不

好就是…不好的時候…他們就會…會罵人，會吵一些架，但是比較少啦。」

(A1:17)，雖然有爭吵的日子，但阿志仍在乎，現在爸媽的相處時間比較多，「（相

處的時間）滿多的，有一起看電視」(A1:22)，從爸爸出監以來，阿志感受到爸爸

有在家庭關係中改變，「(爸爸從監獄出來)好幾個月，快一年了吧，還好幾個月。」

(A1:13)，「晚上家裡就一起吃飯了」(A1:11)，「以前，他就一直坐在那邊看電視，

現在會來飯桌吃飯阿，不然就是電視看一看，就突然跑進來(跟我)說他也要玩電

腦。」(A1:78)。與爺爺、奶奶與姑姑的緊張關係也趨於緩和，「跟我阿公、我阿

媽(的相處)吧，我姑姑以前、現在都很少跟他講話，但是現在比較…他以前都…

怎麼講，早上都看電視不然就睡覺，現在是有時候早上起來去買早餐給我們吃」

(A1:80)。 

姑姑的支持 

姑姑可以算是除了媽媽之外的重要人物，因為同住的關係，阿志常主動找姑

姑談學校發生的事，「我會自己跟姑姑講阿…她就很忙(做)保險。」(A 1:4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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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晚上八點的時候看電視的時候，就大概講說學校有什麼大條的事情。」(A1:42)，

而姑姑也會找阿志，「我姑姑也有跟我玩電腦阿，…玩電腦玩一玩，看個書就睡覺

了。」(A1:84)。 

阿志的興趣 

國小六年級時因為主任的關係沒有加入籃球隊，當時的情況是因為一件事的

發生，「沒有加入(籃球隊)，就那時候主任好像對我不太好，所以那時候就沒有讓

我加入，然後後來才讓我加入，有一次就抬一個便當竟然弄倒了，然後就這樣，

他就不讓我加入了，他說什麼抬便當抬不好那打籃球怎麼會打得好，我就沒回應

他，就聽(他的話)阿。」(A 1:71)，但對籃球仍非常喜愛，並且有打算成為自己的

目標，「想加入那個什麼、籃球隊阿。」(A1:67)「最想做…就能參加那個∼超級

籃球聯賽，就是，看一看就覺得、滿想參加的，算吧(目標)！我阿公也有在旁邊

開玩笑說以後能不能進去打看看。」(A1:85)。阿志形容自己個性很好，班上同學

相處都不錯，也被選為股長，「(跟同學相處)很好阿」，(A1:31)「個性對同學太好，

全班都(跟我)很不錯」(A1:65)，「比較好的話大概六七個」(A1:32)，「同學出去喔、

吃東西吧，不然就是在那裡(基隆廟口)走來走去。」(A 1:33)，與同學的活動則是

「平常喔∼玩個電腦、打籃球」(A1:34)。自己的興趣也是打籃球(A1:37)，「打籃

球」「籃球，還有就是玩電腦阿」(A1:38)，「看電視，很少吧」(A1:39)。 

 

想為自己與家人做的事 

而現在想做的事「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好一點的高中」(A1:66)，阿志仍

想當籃球選手，「看能不能當啦∼阿當得上…看能不能出去比個賽阿，可以的話就

出去比賽，不行的話就繼續讀(書)阿，不然就是，去工作阿。」(A1:67)，「就工作…(錢)

給媽媽阿、就是…就是想要錢多賺一點，看到他們給他(爸爸)錢好像很缺(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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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就還好阿，然後就給阿公用一點，給阿媽用一點。」(A 1:68)，會這樣想的原因

是觀察到爺爺出去的次數變少了，「給他們用一點阿，平常他們會，我阿公就看電

視，…看一看會出去喝茶，他以前都會出去喝茶，現在比較少了。」(A1:69)。自

己沒有需要用到錢，所以也想交由媽媽保管，「給我媽媽，就給他保管阿，反正我

自己有沒什麼東西要花錢。」(A 1:70)。 

 

第二節 小翰 

小翰是十六歲的高一學生，父母親已經離婚，小翰目前是跟爸爸住，「我阿媽、

我阿公、叔叔、還有我爸爸一起住」(B2:2)，除了親人之外，還有爸爸的同居女

友一起住，小翰都叫她「阿姨」，「就是爸爸就是交了另外一個女的阿(B2:3)，兩

個女兒跟阿姨是一起住在我們家」(B2:8)。家裡成員的工作狀況，「阿媽，(做)鳳

梨酥。」(B2:9)，「阿公阿(也有工作)」(B2:10)。 

父母離異手足分離 

小翰的爸媽在他國小的時候就分開了，「國小的時候爸爸媽媽就分開了阿」

(B2:47)，後來國一時知道爸爸媽媽婚姻觸礁，「離婚吧，很早就知道了阿，國一

吧。」(B2:4)，「對阿，就是我就跟爸爸阿，然後妹妹跟媽媽。」(B2:5)，與妹妹

相差一歲，「(妹妹)國三，不常見面，之前他也有，之前他也有一陣子搬到我們家

住阿，那時候(感情)比較好，然後他又搬回去就沒有聯絡了。」(B2:7)，跟妹妹一

起住的時候，會一起做家事，「就是到垃圾阿，還有聊天阿，就是聊學校的事情吧。」

(B 2:35)。 

與雙親間的冷漠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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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翰多是奶奶照顧，爸爸進監所後，媽媽也沒有照顧，「媽媽、爸爸，爸爸他

沒有在帶」(B2:30)，「自己覺得，就是爸爸有時候有點…就是小時候就被關阿，

對阿，國小的時候」(B2:29)，描述與媽媽的關係，小翰覺得是沒感覺，「因為都

是阿媽在帶我阿，所以跟媽媽就比較沒有那個感覺吧」(B2:48)，「不會(想說去找

媽媽) ，也沒有什麼聯絡。」(B2:34)，連爸爸目前有沒有工作，都不清楚「我不

知道」(B2:11)，詢問到爸爸平常在做些什麼事，也都不了解只知道爸爸的朋友會

來家裡，「他朋友(知道他在房間裡做什麼事情)」(B2:21)「有一些(朋友)認識」 

(B2:22)，對於爸爸用藥的事情，小翰不清楚，「沒想過(爸爸為什麼會用藥)，(這

個事情對我)沒有(影響)吧。」(B2:40)，「(家人)都不是很了解，我也不了解，就知

道吸毒」(B2:15)，「因為跟爸爸也不是很常在聊天」(B2:17)「就都是在房間阿,就

偶爾出來一下」(B 2:19)，「不知道(在房間裡做什麼)」(B2:20)，平常真的不太注

意爸爸做什麼，連吃晚飯爸爸都一個人先吃，「沒做什麼，就是、有時候他都先吃

阿。」(B2:25)，雖然跟爸爸住在一起，但是沒有聊心事「沒有(跟爸爸聊心事)，

就…有時候都沒說。」(B2:56)，平常也不會跟談到目前的狀況怎麼樣，「不會(想

要主動問)」(B2:69)，也不想主動關心，「我怕，我怕去問爸爸就是雞婆」(B2:70)，

「我也不太想問，不會(想要關心)」。 

小翰對父親入監的感受 

冷淡的父子情讓小翰對於父親入監的事不太在意，「不太注意(進去的時間)」

(B2:24)，在印象中拼湊出父親被抓的片段，「好像我國小二年級，那時候就是有

回來，然後過一陣子就又被抓了，然後六年級就又被抓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情)，阿媽(告訴我爸爸被抓)。」(B2:31)，國小時父親進去監所的時間只有印象，

「(國小)那段時間喔…好像三年吧。」(B2:53)，父親最近入監的一次，是在升高

一時候，「嗯.....前幾個月吧，就爸爸被抓去關，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回來的時候

爸爸就被抓去了。」(B2:16)，「大概多久…三個月吧…好像三個月。」(B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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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父親進監獄了也不會覺得少一個人陪「不會吧，沒有…感覺」(B2:73)。 

奶奶的照顧 

小翰反而是跟奶奶的感情較濃厚，「阿媽(在管)，然後(管)功課阿。」(B2:27)，

「阿媽會幫我準備晚餐吧」(B2:12)，平常事情都是奶奶在決定，「(阿媽大概)五、

六十歲吧，會阿(看功課)，(還有)叔叔。」(B2:28)，從小翰想幫忙奶奶的工作可以

看出來主動關心的心情，「有時候問我阿媽也會缺人阿」(B2:64)，對於奶奶的工

作情況比起對於父親的狀況更了解，「就是店裡面上班，就是幫他包鳳梨酥阿，不

是工讀生就是…他們就是會請那個員工阿，然後員工有時候會休息嘛，然後就我

阿媽有時候會休息，然後就是(我)要去打工阿。」(B2:66)，也會主動去打工，「有

時候會想去，就是包鳳梨酥。」(B2:67)，藉此也可賺零用錢，「偶爾姑姑會給我

錢阿」(B2:68)。 

學校生活與同儕 

小翰覺得自己的功課還好，「功課還好，中間阿，十幾名吧(最喜歡)英文吧，

很簡單阿！」(B2:36)，平常跟同學的興趣是「玩電動，在學校玩阿」(B 2:42)，也

有幾個知心的好朋友，「好朋友？滿多的吧…沒那麼多，(比較好)差不多∼三個吧」

(B2:32)，「平常(活動)喔，籃球吧、或是電動」(B2:33)，即使常跟同學一起打電動，

對於父親的狀況小翰仍然不會主動告訴別人，「不會，我不會講（爸爸怎麼樣）」

(B 2:39)，對小翰來說支持的來源是，「對啊，是同學、朋友」(B2:55)，能夠幫忙

度過這個困難，「要好的朋友阿，就是他們比較懂阿，就同年紀的阿，比較感覺得

出來。」(B2:57.B2:58.B2:59)。小翰對於喜歡的籃球運動曾經遇到問題，努力想

克服這個困難，「打球吧，就是…挫折吧，…打不好被教練罵，然後就去想，想為

什麼會被罵阿，就想說…就改變阿，改變就是那種打球的個性，對阿」(B2:45)，

小翰說自己打球不太聰明，因此加強練習，「就是球會處理不好，加強阿…每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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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練阿」(B2:46)，也找同學一起討論，「同學會討論阿，對啊。」 (B2:55)。小翰

形容自己的個性是「活潑嘛、滿開朗的阿」(B2:44)，希望他能展現出這一方面的

特質。 

第三節 小聖 

小聖是研究參與者年紀最小的，今年十二歲，就讀小學六年級，「跟爸爸住在

一塊，還有跟阿伯、阿媽、阿公。」(E-5:2)，「(阿公阿媽)在家裡工作，(作)蔥油

餅。」(E5: 6)，除了一起住的家人，小聖也一起描述了叔叔一家人，「我有小堂妹，

住在那個離我們家很遠，(另外)又生一個 (小 baby) 。」(E5:9)，雖然很少來小聖

家，「有節日的時候來」(E5:12)。小聖說媽媽去南部的原因是「跟爸爸吵架，差

不多五六歲的時候。」(E5:14)，對媽媽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雖然知道媽媽有時

候會來台北，但自從媽媽去南部後再也沒見過面，「(媽媽)在南部，不會去找媽媽。」

(E5:3) ，而這些都是從父親口中得知的。 

爸爸做了壞事被警察抓 

第一次知道爸爸在用藥，小聖說到了當時情況，「他以前做壞事，恩…吸毒。」

(E5:24)，「從抽屜裡找到的…以前家裡的抽屜找到(針具)」(E5:25)，「差不多是七

八歲的時候，…就是在家裡，…就是爸爸出去，很無聊就翻一翻櫃子，就看到，

很像針的東西，就只有針。」(E 5:26)，「就我有時候會看到爸爸就站在(家)外面不

知道幹嘛…有時候站在廁所」(E5:27)，「…找不到爸爸，就要走來走去去找爸爸，…

就看到了，手放在另外一隻手上，(拿)針頭…他就馬上丟掉(針具)」(E5:28)，小翰

去問伯伯，伯伯知道、爺爺奶奶也報警處理，「因為是在叫警察來，阿公阿媽，然

後就帶去警察局，(然後) 就不知道。」(E5:29)，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小聖一直到

現在還不知道父親是到監獄去了，「好幾個月應該是去警察局。」(E5:30)，「過幾

個月有回來。」(E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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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父親又敬又畏 

想到過去有一次父親發脾氣，讓小聖很害怕，「五、六歲(的時候)做錯事，就

是不小心把東西放在…就弄不見，他就很生氣，(我)躲起來很害怕。」(E5:38)，

自從父親出監後，對待小聖的方式不一樣了，「從他回來(出監後)比較不會(罵我)，

他都會教我，一些我不會的」(E5:38)，小聖說爸爸現在有工作，「今日早餐1，阿

公那邊幫忙。一天五百元。」(E5:11)，爺爺也說爸爸變乖了，「就是比較聽阿公

阿媽的話。會去幫他們的忙。」(E5:33)，對於別人的建議也聽了，「然後跟人家

說要戒煙，他也都要戒。」(E5:35)，「比較聽話。」(E5:36)，「都是阿公叫他怎麼

做，他都會去。」(E5:37)，「常幫阿媽做一些打掃的事情，然後他又會常常去幫

阿公顧店」(E5:41)。小聖在心裡對於父親的形象還是模範生，「(阿伯教的)還好，

爸爸數學比較好。他以前是模範生，就是像數學課的時候，老師在下面聽他上台

講，教大家數學。」(E5:8)，不過心理有話還是很少說出來，「恩，(心理的秘密)

我都沒(跟爸爸)說，就故意忘掉，就不要想。有時候會(跟阿伯講)有時候不會。」

(E5:43)。 

阿伯的悉心照顧 

「他(伯伯)說過年的時候，會買一台新的(電腦)，(買東西)兩個人(爸爸跟伯伯)

都要問…伯伯管的比較多。」(E5:20)，「功課還有事情都要讀書，還有可不可以

出去玩。還有什麼時候可以玩。」(E5:21)除此之外，伯伯(爸爸的哥哥)還會帶小

聖出去買衣服，伯伯是老師，平常安排很多補習;有英文、畫畫等，小聖說最喜歡

的科目是「畫畫。」(E5:7)，補習的花費多是伯伯與爺爺負責，「英文一萬多，畫

畫差不多一千多，…那個聯絡簿上都有寫，有時候是阿公(出錢)，有時候是伯伯

幫我出的，爸爸有時候會出。」。(E5:10)，平常簽聯絡簿看功課的小聖說是「伯

                                                 
1 早餐店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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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或爸爸。」，因此可以說生活起居主要是伯伯在照顧。 

學習情形 

小聖今年要升國中了，他說「應該是 X中」(E5:4)，「有時候是爸爸帶我去(上

課) 」(E5:5)，同學相處融洽的小聖幾乎快認識全校「全班，還有旁邊的班級差不

多認識，(全校)六個班。」 (E5:15)，雖然偶爾會跟同學吵架，但無損友誼，「過

幾分鐘就沒事。」(E5:40)，偶爾會有幾個同學會找小聖出去外面吃飯「有時候會

(找)，有時候不會，(有)兩、三個。」(E5:18)，「有時候會一起玩，都是在操場上，

玩躲避球。…討論遊戲 PS2那些。」(E5:19)。不過小聖沒有很多機會可以出去，

「他有去找我，沒有去，伯伯不讓我去。」(E5:17)。小聖會在補習班寫作業，「以

前功課寫的比較快，現在有時候快，有時候慢。因為我常常寫功課跟隔壁講話。」

(E5:42)，坐隔壁的學生年紀比小聖大，偶而會捏捏他的耳朵跟他玩，久了小聖也

會不高興，「他有時候就故意跟我玩，就會鬧我。都一直打我，還會故意捏我的臉，

還拉我的耳朵，(我)有時候去跟老師講，跟阿伯講，(阿伯)去學校處理。」(E5:42)，

小聖不會被欺負。 

 

第四節 阿文 

阿文現在十七歲，國中畢業未再就學，目前已經有穩定的工作，父母在阿文

很小的時候就離異，「我小時候，…我大概四、五歲那時候。」(D4:15)，從媽媽

跟爸爸離婚阿文就跟媽媽、外公外婆一起住，直到十六歲時搬來跟父親一起住，

住的是三層樓房，「我跟弟弟、爺爺、奶奶住一樓比較方便這樣子，二樓是叔叔他

們，三樓才是爸媽」(D4:5)，跟這位阿姨一起住，阿文說「還可以…怎麼說，因

為…爸爸是在跟媽媽離婚，才跟她在一起的。也不算媽媽，(都叫她)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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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4)。阿文幾乎都沒什麼跟他們相處，「相處喔…兩個都差不多阿，就是整天

在樓上也沒有下來，你要我相處什麼，對阿。」(D6:9)，「不想上去。(沈默…)，

我也跟她不太熟，只是見到面就叫一下而已，就這樣子。」(D6:10)，父親跟那位

阿姨沒有再婚，那位阿姨有一個小孩，「她(後來)才帶過來，是三、四歲…小女生。

她比較喜歡我弟弟玩。另外，我叔叔那兩個(小孩)都會跟我一起玩。」(D6:49)。 

家庭經濟主力是爺爺奶奶 

家裡面主要經濟是爺爺奶奶在負責，「有時候爺爺奶奶也會出去，就是收保特

瓶那些，去海邊這樣子…靠爺爺奶奶，有時候叔叔也會拿一些(錢)。」(D4:8)，阿

文非常希望父親去上班，「沒有(上班)，他要做就很好。」(D4:7)，「他有時候跟叔

叔。我叔叔就是再回收東西拿去賣，叔叔有時候會，會叫他去幫忙。」(D4:49) 

做學徒 

知道做學徒會很辛苦仍努力去做，「有時候很辛苦，有時候還好，因為你剛去

會比較辛苦…學到一半就覺得還好。」(D4:65)，「沒辦法沒有讀書就是要這樣阿，

不然以後也不知道幹嘛。」(D4:67)，爸爸知道阿文去工作之後，期望阿文能有所

成就，「他叫我好好做就好，阿就聽他的話。（沈默一下）每個人(叔叔他們)都這

樣說，又不只我爸爸說。就叫我好好做，看可不可以自己開店什麼東西的」(D6:2)，

言語中仍有透露出自己對沒有讀書的自卑，「對阿，一定都會(說)的。要不然要幹

什麼？又不讀書。我說我阿，又不讀書，就只有學這個。」(D6:3)。 

印象中的父親 

阿文十歲時跟外公外婆住在媽媽那，輾轉得知父親用藥的情況，「外公外婆

說，就說那個爸爸有在用藥這種東西，就講這個東西。」(D4:23)，外公外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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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不要跟父親連絡，「那時候就說爸爸不好怎樣的，…就跟我說不要跟爸爸太接

近，就把你帶去吃藥什麼東西的。」(D4:24)，「恩…那是算小時候的時候，就是

還沒跟他接近的時候吧，…之後這幾年才有接觸吧，怕他把我帶壞吧。…那時候

沒有想過說(不要跟爸爸太接近)…我覺得那個是自己吧，自己如果會吃藥，應該

就是會。如果不會，人家怎樣帶你怎樣，應該都不會吧。我自己想是這樣。爸爸

應該也不會帶(我去用藥)…就是…，對阿。恩…那是算小時候的時候，就是還沒

跟他接近的時候吧。」(D6:36)。父親用藥那段期間幾乎沒有跟阿文聯繫父子情「(爸

爸)不常…就是沒有，他連電話都沒有打給我們。」(D4:58)，「那時候是有(跟爸爸

保持距離)吧，自己覺得自己爸爸應該也不會做出這種事。」 (D6:37)，因此後來

還是有跟爸爸連絡，一直到十四、五歲才比較清楚父親的用藥狀況與入監服刑，「吃

藥吧。」(D4:29)「15歲吧。（沈默一下）我前面不太了解，…15歲之後，他又去

一次，結果出來的時候，我 16歲左右，他說他這次是最後一次了。」(D6:13) ，

「上次他被關出來的時候，是去年十一月多。」(D4:28)，阿文說出了對父親的抱

怨，「沒辦法，他自己笨啊。他大概十年多、十幾年都在裡面…，所以根本就沒有

相處到什麼」(D6:11)，雖然父親讓阿文失望了，但是仍然去監所看他，「有時間

就去看他，(時間)不一定，我也不太喜歡去看，我不喜歡去裡面看他，因為每次

都這樣，他說不會了，不會還是一樣，就不太懂他。」(D6:12)。這些都讓阿文印

象深刻，因為爺爺奶奶跟阿文講的這些事情，就會想到跟爸爸的父子關係，會想

說究竟為什麼這件事會變成這樣子，「他自己做錯事阿，對阿」(D6:35)，再次的

提到跟父親相處的時間對他來講是不夠的，「時間不夠…沒辦法，他在裡面的時間

太久了，一定會相處的不夠。所以要怪他自己，不能怪我們，怪他自己沒有做好。」

(D6:40)。  

雖然沒有親眼見到父親在用藥，但仍可以察覺，「不可能(碰到爸爸在家用藥

的時候)。不同層樓。我在一樓，也不太常去三樓。」(D4:30)，「看臉也知道(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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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藥)，臉會變，講話會大舌頭、結巴，平常不會，眼睛也會變，會走掉，走睛

走睛（閩南語）。」(D4:31)，連入監服刑前後也能感覺出父親的變化，「就他關出

來，臉看起來比較胖。(之前)用藥臉看起來比較瘦。」(D4:32)，阿文說十六歲時

常找不到父親，「我有時候找不到他，也不知道跟他講什麼，只有需要用錢的時候

才會找他。」D4:37)，也不清楚父親的想法，「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問不知道

為什麼(爸爸要用藥)。」(D4:39)，「他跟我說，他可能是沒有辦法，現在用這個就

比較難找工作，他說他也沒辦法。」 (D4:45)，「爸爸自己也有說啊，他就說恩…

他就說他自己也沒有做的很好，然後說你們乖乖的就好。他也不會管我什麼。」

(D4:26)。回想起十六歲那年，父親出獄可以再見到面了，心裡又高興又矛盾希望

真的是最後一次，「他剛出來的時候阿，那時候的感覺是滿高興的，可以見到爸爸

這樣子，然後他就跟我說這句。他就把我叫去三樓說「這次是最後一次」什麼阿，

對阿…，我跟他說『恩』心裡的(想法)…希望是最後一次啦。」(D6:14)，父親自

從去年十一月出監後沒有再進去了，「恩…心裡還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了，不然

我就真的不會理他了。」(D6:15)，「就相信他，就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不然我

就不知道…不然他講的話，我就不會再去信任他。就希望他講得到做得到。」

(D6:20) 

衝擊 

阿文說父親去監獄服刑的事對自己有一些影響，「人家問爸爸在做什麼，那個

感覺是很奇怪嘛，我就說『沒有阿，都在家』。對阿，還有問你爸爸現在在哪，我

都說『在家阿，沒有幹麻。』，就說跟叔叔一起出去工作，都回答這樣。」(D6:16)，

雖然是這樣回答，但是實際上父親是還在監獄裡面，「(沈默)就不喜歡讓外人知道

吧，就覺得很奇怪。」(D6:17)，還是會不想讓別人知道的原因，阿文說怕被看不

起，雖然也未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感覺會被人家看不起。…(實際上)沒有發生這

樣的事情。」(D6:18.D6:19)，鄰居就算知道爸爸用藥的事情也不會公開討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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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知道也沒有講出來這樣子。」(D4:54)，「用藥、可能會給鄰居不好(的觀

感)，感覺用藥很不好，大家感覺用藥就不好，就讓親戚他們講話吧。」(D4:56)，

連詢問父親工作狀況也不敢回答，「就出去就是人家問你爸爸做什麼。對啊就這些

講這些說『沒有幹嘛在家』，恩…就不敢說什麼。」(D4:57)。 

往事重提 

過去爺爺曾把爸爸趕出去，有一次跟阿文提起這件往事，也希望阿文能潔身

自愛，「就是我跟我爺爺聊天的時候，大概凌晨時，那時候我在看電視，我爺爺就

在那邊講，他就講到這件事，他說爸爸最近不乖…，他就說你跟你爸說這樣子，

就是…我不知道怎樣講起…因為，我那時候…也不會說很乖吧，就晚上都很晚回

家這樣子，他說你如果再這樣子，你爸這樣子，連你…(都趕出去)，對阿，我爸

就有一陣子被趕出去吧，都沒有看見他的影子，很久了吧，那時候我好像也沒有

住那邊吧，就是剛跟我爸接觸的時候，他就過來外婆家這邊找我們，他說他不能

回去。就覺得很好笑…為什麼會被趕出去阿，…我都沒有問他為什麼，我也不了

解，因為那時候也沒講那麼多。」(D6:32)，「也不太敢問吧，就覺得(問)很奇怪阿，

他可能會回答不出來吧，所以不要問。」(D6:33)，沒問不過也會想這件事的來龍

去脈，「會想說為什麼，應該也只有大概那件事(用藥)吧。」(D6:34)。 

未能滿足的相處 

現在這樣的相處時間對阿文來說還是真的不夠，「就是也不常聊天怎樣的。恩

對啊，不常接觸，他住三樓我也不常上去，只有吃飯會見面…覺得對我，不夠。」

(D4:62)，沒什麼時間跟父親的相處，「也沒有什麼在相處，因為我都在上班阿。

一陣子就是他都在樓上，我都在樓下，就沒有什麼見面。就吃飯的時候會碰面，

不會聊…也不會講什麼。」(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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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趣事 

回想起有一件事讓阿文蠻開心，就是爸爸讓他無照偷開車，「我那時候就是結

膜炎有流行一陣子，那時候我弟弟得結膜炎，我也被傳染到，…去省立看眼睛，

那時候就都還沒有駕照，汽車、機車什麼都沒有，現在還是都沒有…，就眼睛紅

紅的，還是繼續開就是了，那就開一段吧…就開一段從海邊那邊快到家的時候吧，

因為要停車，所以那時候換爸爸。」(D6:47)，生活中還是有滿有趣的事情，「我

有時後連家人要我叫他吃飯，我也是電話打上去，懶得跑上去叫了。」，阿文認為

如果生病爸爸其實還是應該會擔心，「是他如果人在外面，那就衰了。就譬如說晚

上的時候，他人如果還在外面，如果你打電話說弟弟怎樣怎樣，他都說馬上回去

就是拖半小時、一小時就回來。」(D6:48)。  

 

現在對父親的期望 

希望父親能找個穩定的工作，「爸爸…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然後可能就是有工

作都不工作，然後他生活費有時候都會找爺爺奶奶拿。恩，他都不工作。有幫他

找吧，就公家機關的，他就說不適合，他就不做。」(D6:21)，連輕鬆的工作也被

父親拒絕，「就是我們那邊有比較偏僻的地方都早上去收垃圾，不是垃圾車去做處

理，是早上去收而已。就一個早上，一個月兩萬六，他也不要。早上大概一、兩

個小時而以耶，就可以回家睡覺，就不做阿。叫我去做我還想，因為沒有做什麼

阿…而且兩萬六，我覺得不少，我叔叔就有在做，」(D6:56)，「他(爸爸)什麼都

不做。我還沒有跟他講這一件事，就是說要去工作什麼的。對阿，我還沒有跟他

說過這一件事情。會(想到要跟他談)阿，可是最近都在上班，就沒有時間吧…跟

他講講看，看他怎麼講吧。我就直接跟他說『你去找個穩定的工作，不然你都沒

有工作，那也不好阿。』，不然怎麼養我們？我現在都嘛自己用自己的，都沒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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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拿(錢)過。(生活過的)還可以，因為現在沒有什麼花費，一個月也才只有四、

五千塊(花費)。」(D6:22)。阿文期望父親靠自己的力量走過這段日子，「因為媽媽

自己也說，靠他自己走不走得過。對阿，要看爸爸走不走得過。」(D6:42)，從母

親沒有熱切回應父親的邀約看來，阿文理解到父母親的復合是不可能的了，「媽媽

給我的感覺，應該是不可能。媽媽的生日什麼，爸爸都有約阿，她說不要。他說

什麼過幾天就是媽媽的生日，要不要約出來吃個飯，他就說這樣，媽媽就說她沒

空，然後就拒絕了吧，結果就沒有啦。」(D6:42)，「感覺喔…你做好的話，你約

人家也比較會跟你出來，就讓人家感覺比較好吧。如果說，你做得不好，應該…

都會…比較難，就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媽媽如果覺得爸爸做得好，她通常

都會跟他一起出門」(D6:43)。 

有遺憾的親情 

「爸媽給我的感覺喔…爸爸是沒有，媽媽就是生日的時候吧，就突然要請客

什麼東西的，覺得不要、怪怪的，就說送我東西就好，就這樣。阿爸爸是沒有(表

示)，然後(說的)都不會做到。」(D6:44)，對於母親阿文沒有怨言「媽媽問我說你

要什麼東西，手機阿什麼東西之類的，她就送給我，就買手機送我。阿爸爸問我

要什麼東西，我就說隨便啦，看你要送我什麼，他就什麼都沒有。對阿…媽媽，

媽媽給我的感覺…開心的吧。爸爸就沒有。就…爸爸…，算了，也沒關係，就自

己的親生爸爸，我也沒辦法，算了…。而媽媽是有做到，是很好。」(D6:45)，「因

為，只有媽媽會比較…就是現在我媽媽都要我打給她，她才會打電話，就是才會

聊天這樣子，她也很少打電話給我，可有時候會打過來問我在幹什麼、怎麼樣，

的有時候回去外婆家會先打電話跟她講我要回去，她就會回去。」(D6:31)。 

父母很早就結婚，「我跟爸爸和媽媽，可以說當朋友聊天吧，然後我覺得滿好

的。因為我爸媽都滿鬆(管教)的，講話就像是朋友吧，有時候會罵個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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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46)。但阿文認為也不一定好，「早婚又不一定好，因為想法都還很幼稚，小

孩帶小孩，自己覺得的…覺得很奇怪，兩個都看起來…反正就是覺得看起來不像

自己小孩的感覺，就是家人的小孩這樣子，對阿，我跟我媽走在一起…就變一對

姊弟，就很奇怪人家就這樣跟我說。」(D6:50)。阿文想要爸媽再多管些，「還是

會有缺少一些吧，因為爸爸媽媽都不會管我們。因為我太晚回家，只是爺爺奶奶

會說一下而已。因為通常都是奶奶打給爸爸，爸爸才打給我，他們都不會自己打

給我。有人管好像有時候覺得很好，有時候覺得不好。」(D6:59)，「現在是爺爺、

奶奶比較會管，其他都不會。你幾天晚一點回家沒關係，不能長期這樣子，幾天

是沒關係，如果常常這樣就會被罵。」(D6:60)。 

手足情誼 

弟弟小阿文一歲，現在還在唸國中，「我會(管弟弟)阿，就是對家人的口氣或

是太晚回家，我都會管。」(D6:23)，主動去關心弟弟「就是我下班是九點，有時

候是九點半，我回到家如果沒有看到他，就會打電話給他」(D6:28)，有一次跟弟

弟兩人吵架，「就跟家人吵架，爺爺奶奶他們，講話口氣很差阿。結果就換我跟他

吵架，換家人來講。就對家人不滿吧，我就跟他講一下，然後他就不高興了。蛤？

我講叫他口氣好一點或什麼的，他就臉就很臭，那時候就走進房間，然後他就走

出去了。(那一天)他就跑出家門，換我去找他。」(D6:24)，「我就先不理他，結果

打電話他都不接，換我去找他。沒有阿，他走出去，我…當天就叫他回來了，就

跟他講清楚，他就自己慢慢想，就又好了。阿就是常常這樣，他脾氣不好，對阿…。

阿家人就說讓他什麼的…而且我們家人又很放鬆，不會管很多，他脾氣就不太好，

就唸他一下，他就不高興了。」(D6:25)，「…最近會這樣而已，以前不會。以前

唸他的時候，還會乖乖的聽。…他說什麼因為我那時候就很生氣，就要打他這樣

子。我跟他說『你如果再不回來，你就試試看這樣子』，阿就不太敢回來，阿就叫

我爸爸去帶，結果(他)就跑去跟我爸爸說。結果，我也不會真的打他阿。電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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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可是他就躲在那個…，就不敢回來吧，就叫我爸爸去帶他。那時候我已

經睡著了，我也不知道阿。」(D6:26)，兄弟倆還是合好了，「沒有，他就跑去跟

我爸爸睡，他不敢跟我睡，因為我們兩個是睡在一起的。結果，隔一天還是合好。

因為我們吵架都不久，大概就一天而已。」(D6:27)。 

同儕 

畢業後國中同學很少連絡，「很少。（沈默一下）也很少人有我的手機吧…對

阿。我國中畢業的時候就換了手機，就沒有輸入他們的手機。」(D6:4)，有跟幾

個國中同學聯絡，「有(同學)的有啦，有的沒有，比較好的那些都有聯絡…沒有幾

個，他們讀書阿，假日都不能休息。除非平常跟他有約，阿就晚上出去」。(D6:5)，

平常很少談論到家裡的事，「也只知道我單親而已…就不會聊到什麼，對啊。」

(D4:53)，阿文說自己不太需要抒發心情或情緒，「我喔，我是不需要吧，因為我

這個人應該也不會想太多吧。就是…我不會想很多的人，還滿不會在意吧，不太

會在意這種事，跟朋友出去就是開心而已，也不會想到這些事。」(D6:39) ，「應

該不會跟同學聊這個吧。我喔，我是不太會跟朋友講這個，我應該也不會說家裡

的是或怎樣。因為，我都不太喜歡跟人家講這種事情，因為講了也沒有什麼，就

是講了他們也不太懂。朋友那些，應該也不太會懂。」(D6:38)。 

工作是興趣 

「國中畢業之後…工作喔，都叫家人去找。我第一上班的時候也是親戚做吧，

做半年。做半年做一做沒做，這個也是家人介紹的，就自己親戚就去做。半年過

後，因為我在餐廳做，就認識一些師傅，就介紹我去別間做。」(D6:6)，這個工

作是阿文想做的，「我自己喔，（停頓一下）還滿想的，對阿，家人也有找別的(裝

潢業)，我說不要。」(D6:7)，阿文對自己工作的打算「我喔…打算…(沈默…)沒

有(打算)，自己的想法，就努力的去學阿，學到就是你的，我是這樣想的，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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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8)，談到自己的工作狀況，阿文自豪自己是全勤，「我還沒有遲到過，因為很

近，又不會說很遠，就是師傅說的，我都會做，就是要做。跟人家學，就是一定

要看人家臉色，沒辦法。你要學人家東西，就是要這樣。」(D6:58)。 

現況的適應 

工作之餘阿文替自己安排一些娛樂，「台北距離太遠了，有阿，也有去過，可

是很少，去過一兩次而已，(平常)都去固定的地方，夜市一定有去過，撞球阿…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出入的人) 很複雜，我覺得。他們講話都很那個好不好，

覺得很流氓性，阿就站旁邊一點，不然等一下被打。」(D6:51)，「我最近才跑去

打保齡球，就是下班的時候跑去，對啊，九點半在玩，玩到大概十一、二點就回

來了，回家洗個澡就休息。」(D6:53)，「就只有跟跟我一起工作的那個(同事)，就

剛當兵回來就去工作那一個，不然整天在廚房會很悶吧，我覺得。」(D6:54)，「現

在適應喔…還可以吧，我自己本身有正常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家人是認為只要你

工作就好，有正常的工作，我自己喔…也差不多(這樣認為)吧，就是這樣，就是

存錢。」(D6:57)。 

現在的想法與目標 

對於現況阿文目前有自己的規劃，「期望喔，工作的期望…(沈默)，現在的我，

期望應該…我會說很大願望要當兵，就這樣，當兵回來再看怎樣，可能…還是會

回來這邊做，現在大概工作存錢吧，…十萬吧，一個月大概存一萬塊左右。」「我

喔…我以前也有目標，可是目標沒有那麼多，因為那時候薪水才一萬六而已，我

把錢存進去後，過沒幾天又領出來，就沒辦法。現在應該不會，現在也不常出去，

有時候出去會花錢，平常也不會亂花什麼錢。存錢，以後就自己買車吧。」(D6:55)。

阿文說出自己心裡的話，「我…我想，我現在比較不需要他們了吧，自己可以照顧

自己了。」(D6:29)，真的是否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了，阿文沒有回話「恩…(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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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0)。 

第五節 阿蒼 

阿蒼目前就讀高中一年級，「家裡…六個吧」(C3:8)，「我爸、我媽然後我那

兩個弟弟阿、我阿媽、我阿伯。」(C3:9)，有兩個弟弟「就最小的一個三歲，還

有一個國二的。」(C3:7)，父母親的感情還好，「還不錯」(C3:10)，母親現在有固

定工作，親戚比較常往來的是姑姑，「姑姑他們兩個吧。」(C3:45)。由於要上的

高中在台北，阿蒼由基隆搬到台北住，目前就讀的高中有建教合作，算是半工半

讀，唸得是美容美髮科。 

知悉母親在用藥 

「從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好像是吧∼我不知道哪一個年級∼反正就是小學就

知道了，就知道他們在用那個了呀。」(C3:12)，對於母親照顧的表現，阿蒼用很

帶情緒的語氣說，「之前喔∼就∼怎麼講∼反正就是很懶，懶，就連早餐都不準備。」

(C3:11)，能夠感覺得出來出門回來後的母親有些不一樣，「那都嘛是他們出去回

來之後，就變了∼呵呵(笑)就變了」(C3:13)，看母親回來的時候就知道有沒有用

藥了，「就看他回來我就知道了」(C3:17)，「就本來原本早上是很懶的，結果回來

就變得很那個…」，(C3:14)，「類似很變得很勤勞這樣」(C3:15)，「就可能早上不

做事，出去回來之後就會做很多事。」(C3:16)，「看他回來會罵人就代表那個(用

藥)，代表他已經那個(用藥)了。」(C 3:18)。小時候只要爸媽不在就得自己煮飯填

飽自己的肚子，「就他們如果出去我就會自己煮」(C3:25)，「那時候…我爸」

(C3:19)，「那時候在做板模」(C3:20)，「好像也是小五小六開始，對啊，就下課回

去開始自己煮…」(C3:26)，阿蒼也需要照顧年紀小的弟弟，「要阿，應該 3、4歲

吧」(C3:27)，「我煮東西給我弟弟吃東西的時候，另外那個弟弟、那個最小的弟

弟還沒出生。」 (C7:17)，阿蒼描述那時候的情況，「有時候不想喝水想喝飲料，

阿有時候同學會大家一起喝水就好了不要買飲料，會，跟他抱怨為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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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阿。」(C3:40)，常常沒有拿到零用錢，「有時候就可能我早上要出門會跟他們

拿錢，然後有時候他們就會說沒有錢，然後就算了然後就出門，就趁他們還沒罵

我就出門了」(C3:42)，「ㄟ∼沒有啦∼就跟他講而已，就跟他講說我要拿錢這樣

子」，就算沒有拿到錢，也不會挫折，「不會阿，就算了然後就出門了，所以那時

候其實還好」(C3:43)，當時對於母親的用藥行徑不太在意，「我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我會想說我都沒錢花而已」(C3:39)，談起母親在監獄的情形，阿蒼直說母親

現在比較好，「(進出監獄)那是以前啦，現在還好，她現在出來就比較乖了，現在

沒事阿，感覺好像是小四(入監)阿，小五的時候出來，然後小五好像又有進去。

就是出來，隔不到半年或者一年，還是會再進去，直到國中她出來後，她才待比

較久。」(C7:28)。 

隔代的教養 

母親不在的時候，是奶奶在照顧，不過阿蒼並不喜歡奶奶，原因是因為認為

奶奶的對待有偏見，「我阿嬤(台語)顧阿，可是我很討厭她，很討厭給我阿嬤(台

語)顧，就我阿嬤她有六個兒女，含我爸在內有六個。就只有我爸這一房有跟她住

一起，…外面回來的，什麼姑姑的阿、阿伯(台語)、叔叔的，回來的時候，餅乾

糖果開始狂買，水果什麼一直送給他們。然後，我們在家的都沒有，就很討厭。

我很討厭那個感覺就是，我跟你住在一起那麼久了，外面的人是你的孫子，我不

是你的孫子嗎？而且，我們家會這樣，還不是因為你的兒子。」(C7:30)，「就我

爸他們四兄弟裡面，兩個都有在用(藥)，一個是賣的，一個是都在用的。」(C7:29)，

說著奶奶對於母親的態度，「然後，我媽的朋友來家裡也不行，我跟我阿嬤，我就

跟她講：『嘿拉，你自己的兒子都是兒子，別人的兒子都不是人(台語)。』，然後，

就整個很生氣的走回房間，甩門。」(C7:32)，阿蒼真的不喜歡父親家的親戚，「(沈

默一下…)就算了，反正這個家就很複雜，我比較偏向比較喜歡我媽那一邊，只是

回去他們根本都不會在阿，所以就沒有回去找他們，只是有時候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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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31)。自己也對於奶奶與外婆過世有不同的心境，「…其實，我對我阿嬤印象

不是很好，就是知道過世，說真的，講話的陳述沒有很難過，因為畢竟不親阿。

我外婆過世的時候，我整整哭了三天。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一年之內兩個阿

嬤都不見了2。可是，我跟我外婆…因為我從小就她帶的，我外婆帶我，所以會覺

得外婆跟我比較親，我跟我二表哥，我們兩個就一起哭，一起睡，然後一起哭、

一起睡這樣子，整整三天。」(C7:33)。 

母親與外公的爭吵在阿蒼的心裡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外公抓狂(台

語)，不知道在吵什麼。…，直接跟我媽講說你都不要回去。好久以前…我只記住

那句話，而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然後(那天)我還到下午吃完晚餐才走，他們可能

覺得不要讓小孩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C7:34)。外公會特別

對阿蒼講述人生道理，「我們五個表兄弟妹裡面，我算排老三，有兩個表哥，可是，

小時候就會覺得說，為什麼其他人就在那邊一直玩，可是我要坐在這邊聽我外公

唸唸唸，就講一些道理，就算我聽不懂，他硬要講給我聽，他可能覺得我什麼都

懂，我比他們都懂，從他的語言聽下來，我是這樣覺得，他是覺得我都聽得懂他

在講什麼，就是讀書要會讀一點、用功一點，爸爸媽媽阿ㄋㄟ什麼的…意思就是

讀書學歷沒有很高，加上那個(用藥)，對。然後就說，你要卡ㄟ曉想勒(台語)、以

後要做個有用的人啦…。然後，就覺得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要坐在這邊聽，大家

都在玩，我也要玩，那時候會覺得這樣想。後來，當國中快畢業的時候，就領會

到他講的那一些意思了。」(C7:35)。 

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 

與國中的班級導師到了國中三年級的時候關係變得很差，常與班級導師起爭

執且語氣不好，「我在我們班，也是只有我第一個敢嗆班導，而且她是…我國三的

                                                 
2 阿蒼的奶奶與外婆在一個月內相繼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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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才會開始嗆她。那一天的情況是…因為我國三籃球隊就解散，沒有練了，然

後變成說我七點半才會到學校，我們班導說七點十分就要到，阿我說：『阿我公車

到就是這個時間，不然想怎樣？』。她說『沒差，我就等你』。我說那我就辦遠到

生3，她竟然跟我說了一句：『不行，給你遠到生的話，你每天八點才會來』。好，

這個就算了，我就忍下來就算了。那一天我七點半到了之後，打掃做一做，吃完

早餐，東西弄一弄我就睡覺。她一進來(教室)就說，可能原本沒看到我在睡覺，

後來好像看到我在睡覺，她就把我叫起來。她走過來我旁邊就這樣子，就這樣推，

然後我就起來『幹嘛』，我就很不爽。她就說『什麼幹嘛，快基測了還不看書』，

那時候快基測了，基測前…三、四個月吧。然後，她那時候就把我叫醒，她就說

『都快基測了還不看書』，我說：『我睡覺有吵到了你嗎？我有吵到同學嗎？沒有

嘛，對不對？別吵，我要睡覺。』，我就趴下去睡，她又直接這樣敲，我說：『你

很煩耶，我睡覺是有打呼是不是？』，我還問我們班的(同學)說，問我隔壁，就是

我那時候坐最後面，我沒有後面的人，我只有前面跟左右有人。我問他們說：『喂、

我有打呼嗎？』，三個人都說『沒有』，我說：『你看吧，別吵，去旁邊啦，我要睡

覺。』，然後就趴下去睡。然後我就睡覺，然後她就用這樣，就是指甲這樣捏我起

來。『給你捏我又不會痛』，剛開始不會痛，越來越大力…我就很不爽。她就這樣，

而且是有指甲的。我就很不爽，手這樣直接撥開。然後，她就手被彈開之後，第

一次被我撥開之後，第二次又來，她跟我僵持了五、六次，她才肯罷休。她就突

然說『打掃做了沒』，然後我說掃好了，她就說『是喔』，然後就故意當著我的面

走到外面去看，因為那時候我們國三…我們的班級那一排是有內、外陽台，阿外

陽台就是看得到操場，內陽台就是校園中心點那裡。然後她跑去看，垃圾桶放外

陽台，那時候我掃垃圾桶。她就說：『你有掃嗎？你自己去看。』，然後(我)就走

去看，感覺是真的很像沒有掃，可是我真的有掃。然後就走進去班上說：『他媽的，

誰給我亂丟垃圾，還不趕快去給我撿…。』，罵了一大堆髒話，班導就站在我旁邊，
                                                 
3 因家住偏遠地區可以辦理「遠到生」，可晚到校，早晨八點前到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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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說：『你說什麼？再給我說一次。』，『你要再聽嗎？好阿，我再說給你聽』，

又再重複了一次。她就叫我出去看，她就站在門口那邊，站在教室裡面等。然後

就看到我在那邊『你看看那個，誰垃圾給我亂丟，媽的，我每次掃好就給我亂丟，

現在是怎樣。』阿我們班終於有兩、三隻小貓(指同學)走過去撿起來，我自己就

想說算了，剩下的我自己撿。我就撿一撿、丟一丟，『可以了吧，別吵，我要睡覺』，

我就趴下去睡。她還要不死心要叫我起來，說『看書』」，然後這時候我們班就全

部看我這邊，我就說：『看什麼看，看你的書啦，要考試還不看。』，就明明自己

不看書，還叫人家看書。然後我們班導師就有點抓狂那種：『我沒有要你吵到別

人』。我睡覺沒有吵到別人，那我就講：『你到底要我講話，還是要我睡覺，媽的，

煩耶你。』，她就說：『都不行，你就看書。』，我說『看書什麼時候不能看』，然

後將當著她的面，把英文課本…因為她教英文...，當著她的面把它撕掉。她就說

『你現在是怎樣？毀壞課本喔？』，不過課本我用錢買的，我要對它怎樣是我的

是，干你屁事，然後就繼續睡覺。她真的很不死心，硬要叫我起來看書，後來我

就真的差一點衝上去打她。…然後她就退了幾步，我就很不爽，就站起來翻桌：『你

到底想怎樣？』，她就回我一句說：『現在怎樣？大尾阿(台語)，想打老師阿？』，

我說：『對阿，看你不爽，現在就想打你。』，那時候我們班上的都跟我很好，他

們就突然冒出一句『喂…嘟阿好就好阿4』(台語)。然後我就不甩她，我就趴下去

睡。結果，她從那一天過後，兩個月不敢跟我講話，她連叫我要交什麼功課，都

是叫我們班長來跟我講。後來，到某一天的英文課吧，因為我課本已經撕掉了，

我不理她。」，後來阿蒼又把自己撕破的英文課本黏起來，「就黏好阿，我就黏著

沒差阿，我還是一樣放抽屜，它就屍體躺在那邊。…所以，以後她的英文課，要

嘛就是我睡覺、看漫畫、看小說，我英文課的最大樂趣就是這三個：睡覺、看漫

畫跟看小說。」(C7:12)。事後回想起來阿蒼說是自己不想讀書的，也說是因為球

隊解散把氣都出到班導身上了，「我是因為我可以讀，可是我不想讀，那時候進球

                                                 
4 同學們勸阻阿蒼不要再讓衝突擴大，叫他發洩到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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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就不想讀了，課業就拉(差距)太多，沒辦法讀，然後…我原本打算是國一到國

三練到畢業，結果是國三的時候意外、突然教練不教。籃球隊才解散，對。所以

變成我在學校沒事做，然後悶住的氣不知道從哪裡發出來，就只能從班導身上發

出來。對阿，(回想起來)我會覺得很好笑，(那時候)就是覺得這是應該的，呵∼，

阿班導她也不敢管。」(C7:14)。籃球隊解散在阿蒼心中造成不小影響，「有一陣

子我很排斥籃球，可能是因為剛退出籃球隊，有一陣子我很排斥籃球…，那麼喜

歡，結果國三給我解散。直到某一次我們去找教練，就請他回來再教的時候，他

講了某一些話，讓我…，教練就說『還是可以打籃嘛，多跟別人打。』…那一句

話，就讓我覺得還是可以打籃嘛，沒人教不一定打不好。跟別人打，多交換一些

意見，也許會比較練教得還要好。…花了那麼多時間練，其實要放棄也不容易阿。

就覺得那時候…打擊滿大的，就覺得我付出那麼多，結果籃球隊解散。」(C7:25)。

有一次受到國中導師的輕視，在借體育用具請老師簽名的時候，老師說了重話，「我

就拿筆：『老師幫我簽。』，她就邊對著我：『你看，像這款(的學生)(台語)，絕對

拿不到畢業證書。』，跟我們班講說我絕對拿不到畢業證書。」(C7:13)。讓阿蒼

在畢業典禮的時候又再次跟老師交惡。「結果，到了畢業典禮那一天，要發畢業證

書。他們就頒獎…，頒完之後要發畢業證書了…，傳到我手上是畢業證書嘛。然

後，結束的時候我就說：「媽的，你自己看，這是什麼證書？畢業證書啦…。」然

後就走掉了，這樣子。」(C7:15)。 

開始獨立的生活 

學校老師與同學都不知道阿蒼目前家裡的狀況，「當然不知道，正常是不會清

楚，同學沒人知道，完全不知道。」(C3:59)，與國中同學自稱金山來的一派，「我

們沒有住金山啦，只是我們大部分都會講說住金山，我是讀 x中的嗎，所以都會

講說我金山來的，住在萬里的某個山上，(環境)很清幽、就還好，就很冷清，早

上起來，如果是夏天的早上就有點冷，然後空氣很好。」(C3:44)，「比較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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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中到現在」(C3:31)，跟以前國中同學一起到台北來唸書，「國中沒有同班阿，

現在才同班，就我們請老師把我們排在同班。」(C3:32)，第一個工作的地點在台

北車站附近，工作的內容是擔任髮型設計師的助手，「幫客人弄…設計師在燙頭

髮，旁邊幫他，算助手這樣。」(C3:63)，同班同學不一定都同一家沙龍店工作「沒

有，在同一個體系不同店家」(C3:4)，住宿與管理由店家與機構負責打理，「住是

店家安排。」(C3:9)，上課的時間跟上班的時間的安排由店家與學校協調，「可是

我們只有兩天假而已呀，因為我們還要上課阿，學校怎麼排，店裡就怎麼排阿。」

(C3:2)，店家對於建教合作的學生有業績的制度，「就是燙頭髮四點，染頭髮四點，

護髮兩點，洗頭一點。…(點數)就是我們的業績阿，就他設定的點數裡面，你沒

有到的話，就要減錢。你到達他設定的業績點數，還超過的話，就是加錢。」(C7:4)，

「很簡單耶，我…現在才幾號、26號吧…，我已經 320、330了，十幾個點一天，

你如果說每天都要十幾個點，不可能的。」 (C7:5) 

在阿蒼現在半工半讀的生活中有一些調皮搗蛋搞笑的事，也可以說是在生活

當中找樂趣，「很多沙龍店裡面都有阿，很多鬼故事都會跟沙龍牽到一些關係，所

以你尊敬它(假人頭5)就會讓你考試過喔…。有阿，有這種講法…。我們曾經有一

個人被嚇到。我們在 xx(沙龍店)的時候我們不是睡一起的嗎？上下舖雙人這樣…

然後，…一個新的(同學)進來，他就跟裡面的人已經混得很熟，他睡覺，然後他

們直接掛一個頭皮，就掛在他起來正前方看著…然後，他早上起來…就這樣子…

嚇∼，就嚇醒了、很清醒，然後他們就笑得要死，這假的啦，我們那時候就狂笑。」

(C7:5)。 

接下來跟高中班級的導師也有些相處上的小插曲，阿蒼認為國中曾同班的同

學一定能夠了解，因為以前就瞭解這樣的情況。「她年紀沒大到多少，我們都會簡

稱那種人叫阿嬤級，高中這個級數比她(國中班導)略高，然後我回去講給我們以
                                                 
5 指沙龍店裡的假人頭，供髮型設計師與學生做假髮或學習髮型設計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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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班上的聽，他就說：『咍∼XXX(受訪者姓名)你好可憐，你怎麼淨遇都遇到這種

班導。』我說『對』。」(D7:10)。阿蒼敘述了有一次上課與老師發生爭執，「我那

時候被她氣得快…快瘋掉。我那時候有一次就是想說，我沒有課喔，我是沒有課

的人喔，然後我還想說阿算了，今天就給你去一下好了，我還帶著人頭去，我東

西都帶好了。我去喔，然後她要上課我東西都架好了，她一進來就在那邊唸唸唸。

後來，我就整個收掉，抄別人的筆記，她一直叫我，我都不理她。我就跟她講『你

上你的課，別吵阿你』，然後就繼續抄我的…我排到的是沒有學校的課，可是我還

是去，可是，她就在那邊唸我耶。」(D7:7)，「重點是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唸我，就

是毫無原因。然後，我就直接跟她講…她唸了一大堆，那時候我也沒有仔細聽，

然後我就這個人那ㄟ安呢(台語)，算了，不理他。當面當她人頭就收一收，筆記

收一收就走掉了，我就直接出門走出校門。因為我沒有課阿，所以她不能記我曠

課阿。她後來是叫我們班去把我拉回來，然後，來的時候就說『老師說你人勒，

既然來了就回去上(課)』。然後我就進教室，『上他媽的』，我就直接開始罵了，說

給我們班的聽，聲音大到她聽得到，後來她就不敢叫我幹嘛幹嘛。」(D7:8)，雖

然是覺得自己莫名奇妙被班級導師誤會，但是後來仍與導師冰釋前嫌，「隔一個禮

拜的電腦課，她(導師)說我不知道你上個禮拜沒有課什麼之類的，…然後她說：『喔

喔，沒事喔，我要上課別吵。』，然後就繼續上課。我很不喜歡跟那種阿嬤級的老

師講話。」(D7:9)。現在的學校生活，雖然有時會有不想去上課的時候，但是並

不會天天都不想上課，「有時候可能不想去上課就直接回去(基隆)了，就等於是蹺

課阿，就蹺課跑回家，可是我的次數算是少之又少，幾乎是沒有，…不是那種不

爽去就不去的。」對於在學校的課業是滿意的，「還好，不算很好就對了，也沒有

說很爛，我滿意阿，還 OK啦。」(C3:29) 

抒發自己的情緒 

平常也會跟媽媽聊店裡工作的情形，「我會一口氣跟他抱怨那邊很爛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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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還好啦。」(C3:37)，大多時間是阿蒼在講述自己的狀況，「就可能都是我

在那邊哀嚎，…她都沒有講話，就很少會講」(C3:41)，「不是這個，就想說講一

下自己心情會比較好一點」(C3:60)，覺得這樣可以抒發自己的情緒，「應該算是

吧」(C3:61)，「也不是說要去看啦…就…去陪他而已阿，然後見面沒多久就∼掰

掰∼又走了，就可能…就回去繞個幾圈就走了」(C3:49)，阿蒼會嘗試用其他方式

主動跟媽媽溝通，「然後比較懶的時候我就會開始罵他∼因為那時候我會比較懶得

叫她…有時候啦」(C3:51)。 

對手足親兄弟的關心之情 

阿蒼很關心唸國中的弟弟，「他這個人越來越白目了…蹺課蹺一大堆。我只要

打電話回去問一下，就大概知道他現在在幹嘛了，他只是國一、國二的人，已經

休一次學了。」(C7:18)，「你知道他曠課幹嘛嗎？他去跟人家跳將、官將首6。」

(C7:19)，阿蒼雖然會管弟弟，但是仍然是以很激動的方式，「我是覺得跳那個沒

什麼，那只是算個民俗活動而已。只是說他跳得太誇張了，該去學校不去，該回

家不回家，就覺得太誇張了。所以，偶爾回去看到他第一件是就是罵，要不就是

打。」(C7:20)，說到弟弟阿蒼又激動了起來，「母親節的那個禮拜五，我那個禮

拜回去過母親節，我飆他的的頭，他太誇張，當我面推我媽耶，為了手機，sony

的手機，舊款的手機，有一個電池殼，電池外面的蓋子，我媽不小心把它弄掉了。

然後，我弟就跟她抓狂(台語)。然後我看到，我就拿一把雨傘，往他身上斜了一

條飆下去…我就打完他，就回來這邊了。兩個禮拜了吧，前幾天才回去。(跟弟弟)

沒有和好，我看到他還是…不想理他，他跟我講話幾乎都不理他。」(C7:21)。弟

弟讓阿蒼非常擔心說了重話，「我跟我弟講，不管怎樣，你就畢業就好，我管你要

                                                 
6民俗才藝陣頭表演，它包含宗教意義及表演張力，所有表演者，畫面著臉譜，狀似鬼神，手拿各

式法器，以三步叉及多變的陣式表演及武術動作為特色，是一種華麗炫目象徵台灣民間舞蹈藝術

特色的一種表演。「官將首」所代表的是專司緝拿妖魔鬼怪即孤魂野鬼的陰間補頭，其各種陣式

的表演便是象徵攻擊及圍捕，使鬼魂無所遁形，以求安民保境。(九天民俗技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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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我就這樣跟他講重話，你如果國中拿不到畢業證書，我管你要幹嘛，就給

我回去考，再給我回去讀三年。」 (C7:26)。 

小弟唸幼稚園，負擔會比較重，阿蒼也希望父母親能多為弟弟著想，「讀私立

的一定都一萬多，我讀的幼稚園也都是私立的阿，而且是小班的錢最貴，她(媽媽)

也不敢亂來。我就跟她講明了，我那時候回去就跟她講明了，跟我媽他們，跟我

媽跟我爸，我就講：『那個弟弟一定要上幼稚園，你們再不會想一點，看你們學費

從哪裡來。』對阿…」(C7:22)。 

對於現況 

阿蒼說自己現在還沒規劃接下來要做什麼，「根本都不會在家談這件事，沒有

(想到)，船到橋頭自然直」(C3:52)，「要不然，規劃也不一定會照規劃走阿。」

(C3:53)，「恩…。我現在應該還滿好的阿，就…不用顧小孩(指弟弟)，上班很累，

感覺很累，就上班阿，不然能怎樣，要累就給他累阿。」(C7:23)，忙碌中回想到

以前的事，「在那邊上班的時候，有時候半夜常常想到，以前國中好好玩，跟大家

那邊打打鬧鬧，就不知道怎樣，看電視看到很無聊就會想到…。然後，因為我覺

得我個人很念舊情那種，就是以前那種我覺得會…，反正就是很奇怪。我很容易

阿，而且很容易記到以前的事情。我不會記得很清楚，可是我知道有這件事情。」

(C7: 16)。現在對於課業阿蒼有個想法，「現在還好，也是沒有喜歡讀，只要有畢

業就好。」(C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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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中呈現了五位研究參與者的生活故事，本章將討論他們的困境與韌

性，並討論研究的限制與研究者的反思，且提出建議。 

第一節 困境重重 

壹、 親職角色的缺席 

根據研究的結果可知，參與者都有面臨藥癮父母親因刑罰入監服刑期間自我

生活照顧的難處，在現有司法體制下對藥癮者的非法藥物使用仍視為犯罪的行為

7，部分參與者也敘述到父母親職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缺席的日子，阿志的父親在

他國中時入監一年多，小翰的父親入監多次在他國小時曾有三年的時間父親不

在，阿蒼的母親則是在他國小四年級到國中階段多次相隔不到半年就進監所，甚

至阿文的父親有長達十年多都在監所渡過，而對於父親或母親存在的意義不論是

感嘆、不在乎或無所謂的心態都呈現出子女對於親職角色缺席的遺憾，如小翰說

的：「不會吧，沒有⋯感覺」，又阿文也無奈的說：「他大概十年多、十幾年都

在裡面⋯，所以根本就沒有相處到什麼」，年紀較小的小聖甚至以負面的形容他

父親入監原因是做壞事，「他以前做壞事，恩⋯吸毒」。 

貳、 隔代教養與家庭責任 

親職角色轉移到隔代教養或親戚撫養，這樣的情況在現代社會中也存在，這

是傳統社會價值觀認為家醜不可外揚，並且認定這是家族應負起的責任，如小聖

是伯父負起了父親的親職，除了幫忙照顧生活起居之外，對於小聖平時在學校的

表現與交友的叮嚀小聖都說「伯伯管的比較多」，小翰則是小時候父母離異，父

親仍有同住但多次入監，因此小翰是在祖父母照顧下成長「因為都是阿媽在帶我

阿」，與英國Hidden Harm報告提及同樣出現藥癮者的照顧角色轉移至其他家族成

                                                 
7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十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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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身上的情形(ACMD, 2003)。 

不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參與者的敘述中可知隔代教養的困境，除需負擔

家庭經濟上的壓力外，也擔心孫子會跟其藥癮的父母親一樣，而諄諄告誡，阿文

透露外祖父母就曾說過「就跟我說不要跟爸爸太接近，就把你帶去吃藥什麼東西

的」，並且認為他們身為藥癮者的子女，應該比較了解家裡的狀況也要比較懂事，

藥癮者子代感受到自己所被賦予的期望，阿蒼想起外祖父說的「你要卡ㄟ曉想勒

(台語)、以後要做個有用的人⋯」，並且也常透露出訊息表示要他們要乖一點，

不要造成家人的負擔，畢竟他們的藥癮父母親已經是個壞榜樣了，特別在阿蒼所

感受到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對待他的方式看得出來藥癮者是母親角色或父親角色有

所不同，而文獻指出藥癮者是母親的話被指責沒當好母親，如果伴侶不支持藥癮

母親更害怕孩子被帶走(Scaife, 2008)，在阿蒼的述說中奶奶對母親與他們並不

好，而且受到奶奶較好待遇的叔伯一位是賣藥的，一位也是藥癮者，在與奶奶多

次衝突阿蒼曾說「你自己的兒子都是兒子，別人的兒子都不是人」，其中可體會

出藥癮者子代面臨三代複雜的親情與關係建立的困難。 

參、 成癮的經濟需求對家庭的衝擊 

這樣的家庭經濟來源多為祖父母或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幫忙，小聖的生活開銷

幾乎都由伯父與祖父負擔，父親早餐店零工一天五百元的薪水只能偶爾幫忙，成

癮以至於對藥物的渴求使得藥癮父母親將錢花在購買非法藥物上，這與其他研究

有相同情形(Forrester, 2006)，因此常出現為錢的問題與家人爭執，阿志說自己的

父親「就會吵架會要錢吧，跟我阿公(要錢)吧」，阿蒼說之前常常沒有拿到零用

錢，「…可能我早上要出門會跟他們拿錢，然後有時候他們就會說沒有錢…」，

這樣的情形讓這些孩子暸解家庭中經濟上的困難，或多或少他們也想盡一點力幫

忙，小翰:「就是店裡面上班，…然後員工有時候會休息嘛，然後就我阿媽有時候

會休息，然後就是(我)要去打工阿。」，身為藥癮者對工作的不穩定性也給孩子

負面的影響，讓阿文擔心的是父親要怎麼照顧他們，「你去找個穩定的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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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都沒有工作，那也不好阿，不然怎麼養我們？」。  

肆、 藥癮者對子女的不適教養 

藥癮者會質疑自己身為父母親教養是不夠稱職，因此愧對於子女的管教，阿

文就說明「他就說他自己也沒有做的很好，然後說你們乖乖的就好，他也不會管

我什麼。」，或多有親子關係冷淡的現象，小翰曾經陳述對於父親的情況不想問

也不想關心「我也不太想問，不會(想要關心)」，對於從小就離異的母親也說「跟

媽媽就比較沒有那個感覺吧」，而在這樣長時間缺少互動和相處，親職的界線也

比較模糊，如同研究中所呈現，阿文：「我跟爸爸和媽媽，可以說當朋友聊天吧…

因為我爸媽都滿鬆(管教)的，講話就像是朋友吧…。」，甚至子女要管起父母親

的事，阿蒼：「比較懶的時候我就會開始罵他」。即使是父母仍有婚姻且同住的

阿蒼國小六年級即開始就會代親職照顧弟弟，「他們如果出去我就會自己煮，就

下課回去開始自己煮…，我煮東西給我弟弟吃…」，參與者所表達的困境與過去

研究結果相呼應，父母親不能敏感孩子的需要與感受，在Pirsaraee的研究中發現

藥癮者花必較多的時間在處理自己的成癮需求，而忽略了孩子的生活起居照顧

(Pirsaraee, 2007)。 

伍、 心理層面負面情緒的產生 

在面對自己的父母親是有藥癮的這個事實，使他們在對於非法藥物使用的態

度是嫌惡的，並且不想直接提起，而是以「那個」、「那件事」來代替「用藥」

或「毒品」一詞，在家中「毒品」這個名詞視為不可說的禁忌，雖然大家心裡都

清楚但都沒有主動提起，如阿蒼說：「看他回來會罵人就代表那個(用藥)，代表

他已經那個(用藥)了」，阿文說「會想說為什麼，應該也只有大概那件事(用藥)

吧」，也害怕因為父母親是藥癮者而被看不起，除了有負面情緒的產生，在藥癮

者子代的心裡已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這在過去研究中已被證實(Velleman, 

2007)，雖然沒有被看不起的事實存在，但阿文說「就不喜歡讓外人知道吧，感覺

會被人家看不起」，阿志在腦中回想為什麼父親用藥的時候說「我就是還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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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為什麼，他為什麼會這樣阿？」，甚至對於藥癮父親所造成這樣的結果

有責怪的想法，阿文說「沒辦法，他自己笨啊」。 

 

第二節 韌性 

雖面臨上述重重困境，在參與者中仍可發現仍或多或少展現韌性特質，在本

節討論敘說故事中韌性的展現。 

壹、 理解的能力 

勇於面對父母親為藥癮者的事實並且理解有助於他們接受自己的父母是藥癮

者的事實，而不是否認事實的發生(Moe, 2007)，雖然在過程中有責怪、埋怨的負

面情緒出現，如阿文說「他自己做錯事阿，對阿」，阿蒼也形容母親「反正就是

很懶」，研究中的韌性孩子沒有出現自責的情緒反應，會將事件的責任歸屬於做

錯事的藥癮父母，阿文說「所以要怪他自己，不能怪我們，怪他自己沒有做好。」

除能理解外他們並能展現同理，如阿志說到體諒家裡的經濟狀況也想幫忙「就工

作…(錢)給媽媽阿、就是…就是想要錢多賺一點，看到他們給他(爸爸)錢好像很缺

(錢)」，也能覺察到自己內心的需求，自我激勵與打氣，如阿蒼說的「我現在應

該還滿好的阿，就…不用顧小孩(指弟弟)，上班很累，感覺很累，就上班阿，不

然能怎樣，要累就給他累阿」。 

貳、 管理的能力 

理解現存的現況能夠使韌性孩子運用身邊的資源以形成支持自己的人生繼續

走下去的動力，不同文化的確影響到父母親與孩子如何看待困境與適應方式的產

生(Shek, 2003)，西方文化將個人視為獨立的個體，認為韌性的孩子要能獨立自主

為自己決定人生的方向，在我們中華文化家庭為重的觀點，支持性的家庭關係是

我們這些韌性孩子的資源，在經歷重大生活事件或創傷後的家庭關係或有結構上

的改變，但身處困境的韌性孩子仍能與家庭中其他成員形成依附關係，如阿志與

姑姑、小聖與伯父、小翰與奶奶，在面臨家庭裡的衝突時孩子企圖介入家裡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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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能增加情緒的安全(Cummings, 2002)，此時韌性孩子所呈現的因應方式是以

溝通的方法介入，而非以類似吵鬧、打架等偏差的行為以轉移衝突成員的焦點，

阿志:「吵很久的時候，可是到最後錢還是會給他，吵太久(我)就會出去講一下。」，

這樣的溝通表達出孩子對衝突事件的重視，雖然並不一定達到解決衝突的效果，

阿蒼則是改變自己與藥癮母親的溝通方式，語氣像是在說教般的「我那時候回去

就跟她講明了，跟我媽他們，跟我媽跟我爸，我就講：『那個弟弟一定要上幼稚

園，你們再不會想一點，看你們學費從哪裡來。』對阿…」，阿文則主動跟父親

提及工作的事「他(爸爸)什麼都不做。我還沒有跟他講這一件事，就是說要去工

作什麼的。對阿，我還沒有跟他說過這一件事情。會(想到要跟他談)阿」，這樣

的情形說明了當韌性孩子面對生活中的變化時能夠決定如何因應，保護自己免於

陷入困境的判斷與決定。 

參、 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有主觀性與獨特性，隨人生階段也有現存的價值，這些對孩子們

的衝擊，讓我們看到孩子的韌性，在他們樂觀的想做或正在做對自己或家人有意

義、有幫助的事情可以看出，他們已經克服困境，阿志說到現在想做的事「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好一點的高中」，想當籃球選手，「看能不能當啦∼阿當得上…

看能不能出去比個賽阿，可以的話就出去比賽，不行的話就繼續讀(書)阿」，如

果沒有克服也不會想像未來，而阿蒼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規劃也不一定會

照規劃走阿。」，也說出對未來生活的期待，他們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

無奈、消極的放棄可能改變的現況，這在其他研究中也被提及(Garmezy, 1991)，

如阿文目前的想法就是「自己的想法，就努力的去學阿，學到就是你的，我是這

樣想的，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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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的反思 

回顧研究至今雖然對藥癮者子代的困境與韌性進行了探究，雖不盡完善，但

在整個研究歷程當中，身為研究者仍有深刻體會。 

壹、 對研究議題注入的熱情 

打從研究的動機開始就想將我的關心與熱情傳遞到他們身上，但在身為研究

者的立場又不能夠介入這些孩子們8的生活，畢竟此時我的角色不是輔導者，每每

在訪談的過程中，有股衝動很想給他們鼓勵，告訴他們你們都是有韌性的孩子，

但是仍必須保持中立的研究態度，與參與者多一次的面訪或電訪，心中也就多一

份煎熬，對於議題的熱情雖有助於執行研究與論文的撰寫，但缺點就是太過於專

注想要的主題，可能遺漏了一些重要的間接訊息，在初步分析資料時與指導教授

的討論提醒自己的角色與立場，並且要考量自己的能力，我也害怕訪談的過程中

揭露了我無法處理的情況，這樣對於參與者與自己都受衝擊，所幸訪談的過程都

順利並且與參與者的建立互信的關係。  

貳、 墜入文本的深度 

在敘說研究的過程中，我不斷反覆的閱讀文本深入所研究的經驗中，將文本

裡每位研究參與者所述說的生活經驗與發生事件、時間先後順序、人物角色及場

域摻入故事的鋪陳，過程裡我努力的不加上自己的價值觀判斷與對研究參與者偏

頗的感情，在論文撰寫時，陳述的語詞也多所修正與考量，並依據訪談內容真實

呈現，猶豫自己是否過於詮釋又怕說明不夠，此時才深刻了解研究者所能拿捏的

詮釋度，並在詮釋的過程小心著墨。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仍有諸多限制，在本節中探討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壹、 研究對象 
                                                 
8 稱他們為孩子們實不為過，阿文早婚的母親只比我大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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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五位研究參與者都是男性，沒有女性的參與者為研究缺少可作為比

較，在年齡上都介於十二到十八歲之間的青少年，年紀較小的參與者在體驗的敘

述上較難詳盡，並且在敘說的深度與題材的多樣化較不及年齡稍大的參與者，未

來在研究可增加年齡稍長的青少年或成年早期的參與者，如此在述說故事更有連

貫性與豐富性。 

另外本研究只與子代做深度訪談，對於敘說生活故事的詳盡程度或有遺漏，

未來研究建議可增加與藥癮者父母親的訪談或以家庭為研究單位，可將生活故事

敘說更具完整。 

貳、 資料收集 

在本研究中是以多次深度訪談與電話訪談以補資料的不足，這種收集資料的

方法是容易安排，然而在訪談中有些訊息是無法收集到的，如家人對待的態度等，

若要收集到這樣的資料，勢必得做田野研究，但以一個女性研究生要進入田野做

研究是有諸多不便與顧忌，除自己人身安全的考量外，能否得到藥癮父母的信任

與同意進入他們的生活場域做田野研究也是一大挑戰。 

參、 對未來研究與實務的建議 

研究中參與者的敘說故事，會讓大部分的人會想像這群孩子們會如何繼續過

生活，其實他們就是一般的孩子，令人深刻的是他們成為經歷這些困境並克服的

韌性孩子，這樣使我們很容易忽略有同樣處境的藥癮者子代和這些家庭生活經驗

的影響，然而適應不良如學業中輟或高關懷的孩子，我們卻很難由一般管道如家

庭、學校等接觸到，這些孩子非常需要關注，而目前仍缺乏這樣的長期追蹤模式，

以研究的結果對於現在藥癮領域的研究與實務工作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藥癮者本身的成癮行為直接影響到子代的照護，完整性的評估與

有效的戒斷父母親的成癮仍為最根本的方法。 

 第二、本韌性研究的結果建議針對藥癮者與子代進行以韌性為基礎的介

入性研究，可以增加子代正向的適應(Ahern,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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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建立追蹤與需求評估藥癮者子代的模式，以對相關政策提出建議。 

 

 

 

 



  65

參考文獻 

朱森楠(2001)。一位國中中輟復學生的復原力及相關因素之探討研究。新竹縣教

育研究集刊，創刊號，171-202。 

何奧東(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55-72。 

利翠姍(2006)。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概念釐清與理論建構。本土心理學

研究，25，101-137。 

宋鴻樟(2005)。正視物質濫用台灣衛誌，24(3)，192-196。 

李玉玲(2003)。癌症病患復原力之研究(碩士論文，暨南國際大學，2003)。全國博

碩士論文資訊網，091NCNU0464001。 

李宏文(2007年 9月)。高風險家庭「毒害兒」的危機與困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知識就是力量∼社工專業成

長之路-社會工作實務新知論壇系列。高風險家庭的社會工作。台北市基督

教女青年會。 

李俊良(2000)。復原力對諮商的啟示。輔導季刊，36（3），32-36。 

李思賢(2003)。某戒治所海洛因戒治者之認知治療成效評估。行院衛生署管制藥

品管理局。計畫編號：DOH92-NNB-1026。 

李書虹(2004)。敘說實習教師之實地經驗。（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2004）。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092CCU00331032。 

汪文聖(2001)。現象學方法與理論之反思 一個質性研究方法之介紹。應用心理學



  66

研究，12，49-76。 

洪福源(2005)。強化個人生活的力量與自信－復原力的觀點。輔導季刊，41(2)，

37-45。 

唐瑋(2005)。弱勢青少年生活世界之敘說研究。（碩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05）。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張宇樑、吳樎椒（譯）（2007）。質化、量化及混合方法取向。台北市：學富文化。

(Creswell, J. W., 2003) 

張嫚純、丁志音(2006)。成癮藥物使用情境脈絡與 HIV感染關聯之初探。台灣公

共衛生雜誌，25(6)， 462-473。 

莫藜藜（1997）。受虐兒復原能力的探討：兩個保護個案的比較分析。中華心理衛

生學刊，10(2)，67-82。 

陳杏佳(2000)。現象學方法論與護理研究應用。新臺北護理期刊，2(2)，117-123。 

陳金定(2006)。復原力適應：復原性適應與各類相關因子之動力關係(一)。輔導季

刊，42(3)，1-11。 

程玲玲。(1997)海洛因成癮者的家庭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2)，p45-65。 

黃玉苹,Kellet,U.M.,John,.W.St.,李選(2006)。剖析現象學論點與其在護理研究中之

應用。現象學，53(2)49-58。 

黃淑賢(2003)。復原力對自閉症兒童家長心理調適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暨南

國際大學，2003）。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091NCNU0464005。 



  67

董淑玲(民 89)。成年女性藥物濫用者復發歷程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管制藥品管理局 (2002)。藥物濫用，李志恆主編。 

管制藥品管理局 (2006)。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教材。 

劉淑燕、林玉茹(2005)。偏差行為少年與一般少年之休閒心理特質與復原力之相

關研究。中正教育研究，4(2)， 37-56。 

蔡素妙(2003)。九二一受創家庭復原力之變化分析研究（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

學，2002）。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090NCUE0464008。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D. J. Clandinin、F.M. Connelly著，敘說探究-質性研究

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心理。 

簡正鎰(2005)。進行質性訪談研究有關倫理議題之探討。輔導季刊，41(1)，p47-57。 

蕭 文（1999）。災變事件前的前置因素對心理復健的影響－復原力的探討與建構。

測驗與輔導，156，3249-3254。 

顏郁心（2002）。中輟復學生復原力建構歷程之分析研究（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

學，2002）。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090NCUE0464014。 

羅文苑(2004)。一位綜合高中學生反敗為勝的求學歷程之研究--探討其間的復原力

（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2004）。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093CCU00331001。 

嚴健彰（2003）。出獄人復歸社會更生歷程之研究—從復原力的觀點討論之（碩士



  68

論文，國立中正大學，2003）。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091CCU00102044。 

ACMD. (2003). Hidden Harm :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Children of Problem 

Drug Users [Electronic Version]. Retrieved july 31 2007, from 

http://www.drugs.gov.uk/ 

Ahern, N. R. (2006). Adolescent Resilience:An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21(3), 175-185. 

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1994). The Diagonosic and Statistical Maun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y Press. 

Almedon, A. M. (2005). Resilience,Hardiness,Sense of coherence,and pottramatic 

growth:all paths leading to“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0, 253–265. 

Antonovsky, A. (1998). The Sense of Coherence: A Historical and Future Perspective. 

In H. I. McCubbin, E. A. Thompson, A. I. Thompson & J. E. Fromer (Eds.), 

Stress, coping, and health in families : sense of coherence and resiliency (pp. 

3-20). Thousand Oaks: Sage. 

Barbarin, O. A. (1994). Risk and resilience in adjustment to sickle cell disease: 

Integrating focus groups, case review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policy, 5(3), 97-121. 

Barnard, M., & McHeganey, N. (2004). The impact of parental problem drug use on 

children: what is the proble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Addiction, 99, 

552-559. 



  69

Borman, G. D., & Overman, L. T. (2004). Academic Resilience in Mathematics among 

Poor and Minority Student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04(3), 177-195. 

Burstein, M., Stanger, C., Kamon, J., & Dumenci, L. (2006). Parent Psychopathology, 

Parenting, and Chil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Substance-Abusing Familie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2), 97-106. 

Catalano, R. F., Haggerty, K. P., Fleming, C. B., Brewer, D. D., & Gainey, R. R. 

(2002). Children of Substance-Abusing Parents : Current Findings from the 

Focus on Families Project In R. J. McMahon & R. D. Peters (Eds.),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Dysfunction on Children (pp. 179-204). New York Bosten 

Dordrecht London Moscow: Plenum. 

Compas, B. E., Hinden, B. R., & Gerhardt, C. A. (1995). Adolescent 

delopment:Pathways and processes of risk and resili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6, 265-293. 

Cummings, E. M., & Davies, P. T. (2002). Effects of marital confict on children:recent 

advances and emerging themes in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3(1), 31-63. 

Cummings, E. M., Goeke-Morey, M. C., & Papp, L. M. (2003). Children's Responses 

to Everyday Marital Conflicts in the Home. Child Development, 74(6), 

1918-1929. 

Dore, M. M. (1998). Impact and Relationship of Substance Abuse and Child 

Maltreatment: Risk and Resiliency Factors What Research Tells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tecting Children in Substance Abusing Families.  



  70

Dumont, M., & Provost, M. A. (1999).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Protective Role of 

Social Support,Coping Strategies,Self-Esteem,and Social Activeties on 

Experience of Str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8(3), 

343-363. 

Fals-Stewart, W., Kelley, M. L., Fincham, F. D., Golden, J., & Logsdon, T. (2004).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Drug-Abusing 

Fathers: Comparisons With Children Living With Alcohol-Abusing and 

Non-Substance-Abusing Fathe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2), 

319-330. 

Forrester, D., & Harwin, J. (2006). Parental substance misuse and child care social 

work: findings from the first stage of a study of 100 families.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11(4), 325-335. 

Garmezy, N. (1991). Resiliency and Vulnerability to Adverse Developmental 

Associated With Pover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4(4), 416-430. 

Hjemdal, O., Friborg, O., Stiles, T. C., Rosenvinge, J. H., & Martinussen, M. (2006). 

Resilience predicting psychiatric symptom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rotective 

factors and their role i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13(3), 194-201. 

Kandel, D. B. (1990). Parenting Styles, Drug Us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in 

Families of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1), 183. 

Kazdin, A., & Marchiano, P. L. (1998).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E. J. 

Mash & R. A. Barkley (Eds.), Child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Guildford 



  71

Press. 

Kroll, B. (2007). A family affair? Kinship care and parental substance misuse: some 

dilimmas explored.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12, 84-93. 

Lee, S.-H., Yen, L.-L., & Chen, L.-T. (2004).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Matern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24(4), 185-190. 

Mandleco, B. L., & Peery, J. C. (2000). 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13(3), 99-111.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張芬芳, Trans.). In (1 ed., pp. 12-34). 台北市: 雙葉書郎. 

Moe, J., Johnson, J. L., & Wade, W. (2007). Resilience in Children of Substance Users: 

In Their Own Words. Substance Use & Misuse, 42(2-3), 381-398. 

Orbuch, T. L., Parry, C., Chesler, M., Fritz, J., & Repetto, P. (2005).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quality of life: Resilience among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Family Relations, 54(2), 171-183. 

Oshio, A., Kaneko, H., Nagemine, S., & Nakaya, M. (2003).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Psychological Reports, 93, 1217-1222. 

Patterson, J. M. (2002). Understanding Family Resili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3), 233-246. 



  72

Pirsaraee, H. Y. (2007). When parents use drugs: key finding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parenting and children in Iran.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12(2), 

113-122. 

Reis, S. M., Colbert, R. D., & Hebert, T. P. (2005). Understanding Resilience in 

Diverse, Talented Students in an Urban High School. Roeper Review, 27(2), 

110-120. 

Roisman, G. I., Bahadur, M. A., & Oster, H. (2000). Infant attachment security as a 

discriminant predictor of career develop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5, 531-545. 

Rutter, M. (2000). Resilience Reconsidered: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Empirical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J. P. Shonkoff & S. J. Meisels (Eds.),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2nd ed (pp. 651-682). New York: 

Cambridge. 

Scaife, V. H. (2008). Maternal and Paternal Drug Misuse and Outcomes for Children: 

Identifying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Children & Society, 22(1), 53-62. 

Shek, D. T. L., Vera Tang, L., C. M., , Lam, M. C., Tsoi, K. W., & Tsang, K. M.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Chinese Families with Economic 

Disadvantag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1, 427-443. 

Stanger, C. (2003).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of Drug 

Abusers [Electronic Version]. Psychiatric Times, 20. Retrieved August 10 2007, 

from http://psychiatrictimes.com/showArticle.jhtml 



  73

Suchman, N., Pajulo, M., DeCoste, C., & Mayes, L. (2006).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for 

drug-dependent mothers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 The case for an 

attachment-based approach. Family Relations, 55(2), 211-226. 

Taylor, S. J., & Bogdan, R. (198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cond ed.). London: Wilsy. 

Tugade, M. M., Fredrickson, B. L., & Barrett, L. F. (2004).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Examining 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coping and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6), 1161-1190. 

Velez, M. L., Montoya, I. D., Jansson, L. M., Walters, V., Svikis, D., Jones, H. E., et al. 

(2006). Exposure to violence among substance-dependent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30(1), 31-38. 

Velleman, R., & Templeton, L. (2007). Understanding and modifying the impact of 

parents' substance misuse on children. Adv Psychiatr Treat, 13(2), 79-89. 

Werner, E. E. (2000). Protective Factors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In J. P. Shonkoff & 

S. J. Meisels (Eds.),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2nd ed (pp. 

115-132). New York: Cambridg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2) .The ICD-10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clinical descriptions and diagnostic guidelin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4

附錄一：研究同意書 

藥癮者子代主觀陳述之困境與其韌性特質探討 
受訪同意書 

您好，我是師範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現在正在做韌性的研究探討，先前與您

的訪談讓我對您的故事非常有興趣，想再對您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本研究的相關

詳述。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為了解您的生活情況，以及您如何展現韌性以度過這些困境，使您

也可能因此更清楚這些生活經驗對您而言的意涵。 

流程 

1、 簽署同意書後，您即成為本研究中的主要資料提供者。 
2、 研究進行方法是採用一對一的訪談方式，請您詳述各面向生活困境經驗
與適應，研究將視您意願進行兩到三次訪談，受訪時間一次約為 1-2小
時，進行訪談之地點安排在您的生活週遭，選擇您熟悉並且能減低其焦慮

與陌生感的環境。 

參與評估 

1、 本研究對身體無侵入性，對於生理不會有傷害。 
2、 研究過程中，可能因為訪談內容涉及的隱私與心理狀態，可能會造成心
理不舒服，如有此情況可隨時終止訪談並停止參與研究。 

保密 

資料收集過程將徵得您的同意進行錄音，訪談資料將由電腦打字作為紀錄，

並確保您的隱私與權益如下: 
1、 訪談所收集到的資料將僅供研究之用，結果將發表於研究相關的論文。 
2、 您個人資料將會受到嚴格隱私保護，以確保維護隱私權。 
3、 對於研究的保密情形，有任何問題都歡迎您提出，我們會盡量解答。 
 
本研究計畫已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相關審查。 

若父母同意子女參與此研究，請簽名：            
受訪者本人同意參與此研究，請簽名：                
電話：                            地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敬啟 
指導教授：李思賢副教授 

研究生：劉筱雯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電話：2365790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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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前導研究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你好，我是師範大學的研究生，這個研究是為了瞭解你在生活上有沒有遇到

困難與對父親或母親使用藥物的看法，這是以個人訪談的方式，希望能了解你的

狀況，你只要表達你的感受與想法就可以了，不用擔心回答的對不對，訪問的內

容完全是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不會有其他的用途，任何相關的個人資料也都絕對

的保密，你可以放心的回答。為了能紀錄你的想法，可以同意讓我錄音嗎？ 
一、 家庭結構 

1. 你們家裡住了哪些人？你有兄弟姐妹嗎？(若有)有幾個？你排行第幾？ 
2. 家裡經常往來的親戚朋友有哪些？ 
3. 家中大小事都是由誰處理? 
4. 經濟來源是誰(賺錢養家)? 

二、 與父母之互動情形 (依據家庭結構進行調整) 
1. 你家裡平常相處的氣氛如何?（會有衝突嗎?都是什麼原因？）你與父親/
母親的相處情形如何？常與父母親分離嗎? 你的父親/母親在用藥以前對
你和現在有什麼不一樣？你會怎麼形容你的父親/母親？你同情你的父親
/母親嗎？ 

2. 父親/母親對你管的很嚴格嗎?（有發生過打或罵的情況嗎?請你描述是什
麼樣的情形?） 

3. 你跟父親/母親談心(聊心事)嗎? (如果沒有跟父母談心)那有和別人談心
嗎？是哪些人？最近一次談心的對象？ 

三、 所遭遇之困境 
生理健康 physical health 

1. 你的父親/母親平常有沒有照顧你？可不可以舉例說一下？身體不舒服都
誰照顧你或帶你看醫生? 

教育 educa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 
1. 平常誰帶你到學校上課?你在學校的功課好不好呢? 
2. 父親/母親有沒有跟你談到有關於人生的想法？ 

人際關係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s  
1. 有沒有要好的同學或朋友? 
2. 你和別人有沒有相處上的困難(如學校老師、同學或朋友) (如果有，是什
麼困難？) 

情緒與行為發展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 你會怎麼形容自己是的個性(樂觀、情緒化、容易相處)? 
2. 你常感到害怕、沒有安全感嗎? 
3. 你會煩惱哪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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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oping因應 
1. 你可以說說看父親/母親在家裡用藥的情形嗎?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影響?(如
覺得被忽略等等) 

2. 別人知不知道你的父親/母親有用藥？ 
3. 如果聽到別人說起你的父親/母親在用藥，你怎麼回應？ 
4. 父親/母親進監所以後，你的生活情況有受到哪些影響?對於這樣的情況，
你有什麼想法? 

5. 你有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困難嗎?你都怎麼處理?有尋求其他人的幫忙嗎? 
6. 家裡經濟狀況有問題嗎?家人或你是怎麼處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