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396 

狀態 NC088FJU00501002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心理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5356129  

研究

生

(中) 

曾寶瑩 

研究

生

(英) 

TSENG PAO-YING 

論文

名稱

(中) 

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 

論文

名稱

(英) 

The Process of Gay and Lesbian Subject Interacting with The Family Context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丁興祥博士 

指導

教授

(英) 

Shing Shiang Ti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8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同性戀主體 家庭 家庭衝突 諮商 社會運動  

關鍵

字

(英) 

gay lesbian subject family family conflict social movement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之歷程，並試圖尋找化解衝突

之可能性。以深度訪談蒐集一男、一女兩位受訪者與家庭互動歷程之資

料，並以生命述說的方式呈現結果，再進行分析與詮釋，最後，與受訪者



共同合作發展改善同性戀親子關係的社會運動工作方針。 研究發現，同

性戀家庭衝突之發生與演變牽涉到個人、家庭與社會三個層面，由家庭系

統功能理論出發，同性戀家庭衝突可以被視為是使家庭失能的原因，所以

衝突必須被避免、排除，由批判家庭理論出發，同性戀家庭衝突則反應出

社會歧視的結構問題，家庭衝突的發生可被視為是鬆動家庭、社會權力結

構的機會，再由女性主義出發，則可以將同性戀家庭衝突視為是同性戀個

體在家庭中追求主體性的具體現象，在這樣的爭取過程中，同性戀個體反

抗了家庭權力結構，也反抗了社會機制的壓迫。 再者，同性戀家庭衝突

的改變是一種動態歷程，以一種渾沌整體的方式進行，個人、家庭、社會

間任一原素的變動都可能影響渾沌整體的變動，衝突促使改變發生，雖然

改變並不一定以欲改變者所期盼的理想狀態出現，但改變依然會發生，衝

突賦予改變發生機會。最後，由研究中可以觀察到不同型態的父母，對待

衝突的方式不同，改變的歷程也不盡相同，權威性格的父母較容易以高壓

方式要求子女改變，拒絕溝通，以此鞏固家庭結構，同性戀家庭衝突較易

被壓抑，改變不容易發生，反之，較不具權威性格的父母則較能容忍衝突

的發生與溝通的進行，改變較容易發生。 本研究反應出同志與家庭關係

的演變歷程、理論視角與研究及研究行動性間的關係：面對同性戀問題必

須保持警覺，由個體、家庭與社會三個層面思考，並時時檢討角色位階與

視角的問題，將衝突視為一種改變的動態歷程，才能豐富面對衝突提出可

能的幫助。 最後，研究者將研究結果與受訪者進行分享與對話，發展出

促進同志與家庭化解衝突的工作指導方針：1.改寫為小說出版 2.將研究主

要發現改寫為指導手冊 3.成立同志父母互助支持團體 4.成立同志親友支持

團體 5.以對家庭現身為題，成立同志互助連結團體。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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