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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父職在中年父親生命中的經驗與意義。本研究採

質性研究之深入訪談法，訪談三位育有成年初期子女的中年父親，瞭解

三位中年父親在為人子女、為人父親這約 50 年的歲月中，父職是怎樣的

經驗。 本研究發現可用三個層次來呈現在三位中年父親的生命當中的父

職。層次一、童年生活經驗即與父親的相處；層次二、三位中年父親真



正為人父親；層次三、三位中年父親對父職的反思及父職對自己的意

義，三個層次彼此相互影響。由上述三個層次，形成三個主題來代表父

職在三位中年父親生命的經驗與意義，分別是：形塑上，父職是一個深

受社會脈絡影響，但又是個人持續反思的過程；行動上，父職是一個持

續的補償過程；成效上，父職同時是結合男人自我成就與支撐家庭生命

的過程。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針對家庭教育人員實務推廣以及未來

父職相關研究之建議。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and meanings of 

fatherhood for middle-aged fathers.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of in-depth interview 

was used, and three middle-aged fathers with children of early adulthood were 

interviewed. The interviews were aimed to apprehend the experiences of 

fatherhood for the three interviewees during the 50 years’ time span in which 

they turned from being a son to being a father. The findings suggest three levels for 

presenting the fatherhood of these three subjects. The first i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father in their youth; the second is their experiences as a father; and the third 

is their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fatherhood and its meanings. These three levels 

intertwine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se three levels, three topics are formulated to 

refer to represent the experiences and meanings of fatherhood for the interviewees. 

One is that in socialization, fatherhood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social contexts, 

yet is also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personal reflection; the second topic is that, in 

action, fatherhood is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reparation; and the third topic is that 

in effect, fatherhood is a combination of self-achievement and family support for 

men. Advice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practice and future studies of fatherhood 

were rais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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