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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生活經驗；了解精神

分裂症患者如何解讀家庭關係以及對其需要家庭提供支持的需求為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收集，並且採現象學的研究方法進

行資料的分析，共訪問四位經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之在校學生，年齡介於

十九歲至三十八歲之間，且發病皆達二年以上。研究結果發現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家庭生活經驗包含以下五個主題： （一）變調：家庭無法完全

他們的滿足需求或漠視他們的需要，父母 時常採用表現出否定、指責的

親職角色。 （二）矛盾：家人在互動及情感上呈現矛盾與不一致的狀

態。 （三）期盼：他們期望家人給予情緒上的支持與陪伴、生活照顧、

經 濟資源的供給及協助瞭解病情、因應副作用等。 （四）面對：他們在

面對疾病歷程中，擁有家人扶持及朋友相助、社 會福利補助及自生力量

等內外在資源。 （五）承載：有些因素會影響他們向家人表達求助，而

只能獨自承受 痛苦。包含：疾病症狀影響表達、家人間疏離的關係， 會

降低求助意願以及看見家人自顧不暇、症狀對家人產 生威脅而被拒絕

等。 最後，研究者針對以上五項主題提出探討與辨證；此外，在本研究

的貢獻與限制、未來研究方向均在最後章節亦有整體的說明與建議 。 關

鍵字：精神分裂症、主體性經驗、家庭關係。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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