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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meanings for conflict events coping process 

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以青少年面臨親子衝突時衝突事件所代表的意涵以及青少年

如何因應衝突的歷程面貌，針對 7 位七到九年級學生進行深度訪談。藉

由訪談發現，首先，在親子衝突事件意涵方面，青少年對於同儕社交、

支持陪伴的重要，也因此會想盡辦法期待能夠得到同儕的認同與支持。

並且，他們期待被父母重視，父母同意他們的想法對他們而言代表著自



己被重視以及被尊重。最後，青少年認為「玩」很重要，在玩的過程中

也是在尋求認同的一個過程。另外，在衝突因應歷程的也呈現出了三種

面貌，分別為嘗試後妥協歷程、據理力爭歷程、默不吭聲歷程，青少年

使用不同的歷程來表示出自己面對衝突的因應歷程。 

摘要

(英) 

The main goal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re the meanings represented through parent-

adolescent conflicts and the patterns of conflict process. Sev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of analyzing interview: first,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the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dolescents thought social support from 

peers was important, therefore they expected to find ways to get peer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In addition, they expected to be noticed from their parents, hoping to 

express their ideas through the consent of their parents while they are also 

represented in terms of being taken seriously, and they feel that they want to put 

forward their own ideas to be respected. At last, the adolescent believe that "to 

play" was an important process, because it’s another way for them to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he coping process of the conflict also developed three features, attempt 

to compromise, to argue or keep silent; adolescents expressed themselves with 

different feature when facing conflicts and the cop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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