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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paternal involvement caring experience 

narrative inquiry 

摘要

(中) 

本身的家族經驗和實習的所見所聞，成為我對泛自閉症障礙學童父職參

與研究的起始點。過往以來，親職一直視為母職的生活場域，父親多以

短暫、沉默、協助者的身分出現，隱微又不輕易表露情感。身為研究者

的我不免好奇是什麼樣的原因、動力與適應過程，讓泛自閉症障礙者父



親願意彰顯他們的父職角色發揮獨特性與影響力？又如何增強自己的意

願或力量？成為共親職的系統，陪伴泛自閉症障礙者面對未來的挑戰。 

其研究目的為：1.呈現泛自閉症障礙學童父親實踐親職之各種樣貌。2.瞭

解可能影響泛自閉症障礙學童父親實踐親職的經驗脈絡。3.探討父職角色

參與對父親本身、配偶及患有泛自閉症障礙孩子的意義。本研究採敘說

研究法進行資料蒐集，以四位正育有 6-15 歲泛自閉症障礙學童的父親為

研究對象，將他們的照顧經驗再呈現，為說者與聽者之間以此經驗賦予

意義帶來向前的力量。 其研究發現如下： 1.多方因素促成星爸投入父職

的意願與行動：個人的內在意願固然重要，卻也 很容易受到現實環境影

響而無法發揮功能，需要家庭和外在環境制度的配合 與支持，才得以更

順利進入親職的角色，鼓勵讓自己有動力往前邁進。 2.星爸面臨心境及

生活上不斷地來回擺盪，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後始趨於穩定： 父親需面對

「完美孩子的失落」和「對孩子的期望產生失落」的衝擊外，同 時展開

星生活的照顧計畫，當中與配偶的衝突與支持、工作與家務的協調、 打

開願意學習的心以及親職態度的轉變，漸漸摸索出他們的帶「子」之

道。 3.星爸依自己的能力、特長或是配偶的期待，在孩子不同的成長階

段或泛自閉 症障礙所衍伸的需求，發揮參與性、可及性和責任感等不同

的親職形式。 4.擁有良好的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參與團體組織、醫

療、特殊教育）管 道，有助於縮短星爸心理調適的歷程而發揮父職功

能。 5.星爸對於星家庭照顧意義的探尋，包含對於孩子、夫妻經營之道

以及自己本 身等層面。研究發現其照顧經驗帶給父親的意義，不一定只

存在一種層面， 而是多元層面的累積，透過時間的沉澱、接觸他人以及

與太太、孩子的互動 中帶來不同的體會，增強意願成為持續參與的循

環。 根據研究發現，對於泛自閉症障礙家庭、非營利自助團體組織、家

庭和勞動政策、社會工作者以及未來研究等方向提出具體的建議。  

摘要

(英) 

My own family story and my fieldwork experiences were the leading reasons for 

me to develop this study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Up to now, parenting has been regarded as mothers’ duty. Fathers 

usually play the assistant roles in short term, and are not used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s a researcher, I wondered why some fath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are willing to devote to the unique and influential fatherhood? I 

was concerned with their motivation and process of adaptation. How to enhance 

their own internal momentum? Based on a co-parenting system, and take good car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are the parenting goals for those families 

concerned with. Thre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present a variety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of fath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2)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impact of parenting experiences of caring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3)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fatherhood for fathers, their spouses and 

thei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his study used the narrative inquiry 

to collect data, from four fathers with age 6-15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heir caring experiences are meaningful for other fathers who are or will 

be in the similar circumstances.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are: (1)Multiple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willingness and action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caring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Personal willingness is important;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and structural impacts are equally significant. Those fathers are in 

need of the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play their proper roles to be fathers. I was encouraged to do more 

on this endeavor. (2)Fath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constantly face 

the back and forth in their mood and life, they need time to stabilize themselves. 

Those fathers face the impacts of “loss of the perfect children ” and “the loss 

of expectations on their children”. They have to expand the life care plan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face the conflict and support with their spouses, the balanced lif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 and open-minded learning,and changing their attitudes 

in parenting. (3)Fath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can base on their 

abilities, special skill, and the spouse’s expectation to develop a variety of the 

engagement, acces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style in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phases of growth or cater for the need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4)Have good informal and formal support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ations 

or groups, health care, and special education) pipeline, to help shorten the course of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fath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and 

to play the fatherhood role. (5)Fath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care 

for the meaning to explore, including children, couple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mselves. The findings found that their caring experiences were meaningful for 

themselves in various aspects. By the time, to contact with others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bring them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of a durable cycle of fatherhood involvemen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 present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ose familie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self-help groups” , “Family 

Policy and Labor Market Policy”, “social work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as well.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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