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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身的單親家庭經驗出發，看到自己青少年時期失去父親

的失落和傷痛，以研究者自身經驗到家人關係在這一個過程中的轉變，希

望去瞭解同樣經歷父親逝世的家庭其家人關係轉變情形。本研究以質性研

究方法進行，採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法，訪談四個父親逝世的家庭，共十

二位家庭成員接受訪談。 研究者訪談的四個家庭，父親逝世都已經超過十

年，看到不同時期的家人關係的變化。研究結果發現：四個家庭父親逝世

後的三至五年之間，家人關係確實會經歷一段低潮期，本研究發現當時父

親逝世家庭以「避而不談失落情感」、「重心轉移家庭之外事務」、「壓

抑內心情感，以免家人傷心」的方式來渡過父親剛離開的日子，是當時家

庭在失去父親之後，家人在過渡時期所採取的療傷方式。 家人情感關係在

歷經低潮階段之後，開始有了不同的變化與發展。在父親逝世後的五至八

年之間，母親的堅強帶起整個家，她是支撐家庭的重要力量，子女也在這

個過程看見母親的付出，在子女逐漸長大後，懂得母親過去的辛苦而了解

母親為家人付出的濃厚情感，開始會在情感上與行動上給予母親支持，也

為家庭付出。 在父親逝世之後的個人失落情感上，本研究發現，家庭成員

過去與父親的關係緊密與否、子女當時年紀的長幼、與父親互動的多寡，

似乎都影響子女日後對父親的思念情感，以及是否會喚起子女內心深層失

落的部分。 在家庭角色的轉變和權力的改變，本研究發現，母親往往身兼

父職，在子女仍在求學的時期，大多是母親一個人擔負起家中的經濟和教

養責任，為了不讓子女擔心，再辛苦也不放棄；此外，不僅母親角色需要

轉換，子女同樣在家庭角色的補位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讓家庭

渡過當時艱困的時期。 最後，針對以上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未來學術研

究與實務工作上之研究建議。 

摘

要

(英) 

The research discusses about the author’s single-parent family experience to reflect 

on her loss experience and depressed feeling caused by her father death in the 

teenage period. The author studies the families with the same background base on 

her own experience in the changes of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adopts a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four families and 

interview 12 family members. In the research, the fathers of four families died over 

ten years and entirely show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n each stage.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family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a gloomy period after their fathers died for 

three to five years. Family members intentionally avoid talking about the lost 

experience, focus their attention outside the family, and suppress sad feelings to 

avoid affecting family to get through the time after their fathers died. Family 

relationship have different changes and development.After their fathers died for five 

to eight years, mother becomes important support strength in the family. After 

children grow up, understanding mother arduously will offer support to mother, pay 

for the family, too. Regarding the results of the personal loss experience after 



father’s death obtained in the study, the children’s ag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athers and children affect the feeling about their fathers and also 

evoke their loss experience afterward. In the changes of the family roles and 

authority, the study discovers mothers often take charges of fathers’ duties. They 

make great efforts to take charge of breeding and economy responsibility in the 

family. The same as the mothers’ transition, children also play as complementary 

roles to help whole families get though the hard period.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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