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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家事法庭中的掙扎1 

• 離婚本身即是創傷（鄔佩麗，2008） 

◦失去所愛 

◦動搖信念 

◦改變經濟與生活圈 

• 小家庭內的衝突與家族間的衝突劃上等號 

• 家醜不可外揚，情緒無法宣洩、思緒混亂（岳雲

/Irving, 2005） 



華人在家事法庭中的掙扎2 

進入法庭 

盼法律還公道 

訴訟 

強調證據攻防

互揭瘡疤 

加深創傷  

增加不信任 
另起其他訴訟 



家事調解 



家事調解模式的目的與發展 

• 尋求善了 

◦調解：衝突的兩方在中立的第三者協助下自行達成協
議，而不需法官判決。 

◦家事調解：雙方日後還會見面，不能只問輸贏（岳雲

/Irving, 2005）。 

◦ 2001年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開始家事事件心理諮詢
的服務，士林、台中地方法院陸續開辦家事調解服務 

◦ 2008年全國的地方法院均開辦家事調解，調解不成立
才進入訴訟。 



家事調解模式的多樣性 

法律、教育、社工、心理、人類發展… 

服務方式眾多，如一人調解、共同調解.. 

各法院有不同的彈性，如有無次數限制.. 

文獻引用時需注意 



家事調解的結果 

• 案主 

◦ 根據莊子瑩(2011)調查，北部某院的案主多感到滿意 

◦ 根據劉齊珠(2009)八位案主的訪談，調解過程若以做決定為取向，
如確定監護權、扶養費用，便會擔心成敗而煩躁不安；調解成立
如釋重負，但仍認為未來還有許多挑戰，如探視、單親撫養。 

• 調解委員 

◦ 諮商人員的掙扎：追求調解成立還是修復關係？誰來決定？(王維
馨，2005) 

◦ 社工的掙扎：中立第三者? 父母還是子女的利益優先?(陳麗圓，2007) 

• 研究者 

◦ 建議對家事調解的案主做後續追蹤 

 

 

 

 

決定是暫時的，案主

仍得自己面對關係變

化帶來的影響 

助人者 

案主 

研究者 
悲觀 樂觀 



家事調解可以促進家庭的創傷復原嗎？ 

• 離婚是一般人碰上婚姻的困難 

• 離婚者多適應良好(林意綠，2001)，離婚家庭的子女會逐漸適應
良好(Hetherington & Kelly, 2002，引自賴歆怡，2012)，且比處在高衝突
家庭的子女適應更好(Walsh, 2006/2008)。 

• 每個家庭都具備復原力或韌力，家人的互動過程若能訊息清
楚並互相支持，家人關係就可以成為他們面對挑戰的力量，
加上善用資源解決問題，便可能化危機為轉機（Walsh，

2006/2008）。 

本研究認為家事調解--不但可以成為
離婚家庭的資源，其中家事事件心理
諮詢模式能藉由助人者與案主的合作，
促進個人與家庭從創傷邁向復原。 

 



家事事件心理諮詢 



諮詢(consultation，鄔佩麗與黃兆慧，2005) 
• 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只是受困於情緒干擾、知能的不足而暫時
無法發揮。 

• 協助案主針對當下的問題運用現有的能力，根據自己的意願做目
前做得到的事。 

• 從橫向的系統評估案主當前的個人與環境資源，不若諮商花許多
力氣探索時間軸及問題起因 

• 短期服務，多在一兩次，不超過六次 

• 可結合其他服務，包括諮商、家庭衡鑑、程序監理人 

• 可用在與其他專業助人者的合作上(Brown, Pryzwansky, & Shulte, 2011) 



家事事件心理諮詢流程 

相對人 
專屬諮詢師 

個別心理諮詢 
一至二次 

家事事件 
相對人 

家事事件 
聲請人 

個別心理諮詢 
一至二次 

雙方會談 
一至二次 

相對人 
專屬諮詢師 

（鄔佩麗、陳光霓、黃兆慧、劉于華與郭凡琦，2003） 



家事事件諮詢的沿革與訓練過程 

• 2001年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彭南元法官邀請台灣師大
心輔系鄔佩麗教授協助，成為數個在家事法庭提供調解
相關服務的團隊之一。 

• 以新北市的學校輔導人員及台灣師大心輔所研究生為基
礎，每年接受諮詢、家事相關法令等16小時以上的訓練，
加上每兩周三小時團體督導，至今不輟 

• 目前有五位以上法官運用此模式，並結合鄔佩麗教授對
法官的專家諮詢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 家事調解的助人者均需面臨時間有限、案主情緒壓力大、
案情繁雜等挑戰，本研究所介紹的諮詢模式需要相當的
人力、共同諮詢的伙伴默契、願意持續接受督導，但仍
有助人者長年投入樂此不疲 

• 訪談投入家事事件心理諮詢9～13年之諮詢師 

◦ 對爭訟中的家庭的解讀是什麼？ 

◦ 怎麼和他們一起找到出路呢？ 

◦ 他們為何能持續服務？會有掙扎嗎？ 



研究目的 

◦從他們的眼睛，瞭解這些家庭的創傷如何演變
及家庭的復原力 

◦瞭解助人者如何在短期且高壓的法庭工作中理
解案家的困境，並集結助人者及案家自身的力
量找到一線生機。 



本研究的效益 

• 助人者若能更加理解家事法庭中的家庭，便能 

◦更精準地結合家庭自身的力量與助人者的專業，應
能減少這些家庭受苦的時間與範圍 

• 透過其他助人者的自我表露，從事家事調解的助
人者也能夠得到同理與支持，獲得繼續服務的鼓
勵。 



研究方法 



信念 

• 助人者所使用的介入策略無法與助人者與案主間的互動
脈絡切割開來，助人者當下使用何種策略與他/她對案主
的解讀及案主的反應有關，也與他們所處的法院場域有
關，也與各自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所以本研究
選擇了著重時間、空間與互動脈絡的「敘事認同分析」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identity）作為研究方法。 



敘事認同分析 

• 描述自己或某一群人是誰及行動時，必須放在關係與歷史的脈絡
下來理解，而不是輕易地放在固定且有限的範疇內予以分類
（Somers，1994），比如，男人就是理性的，女人就是感性的；
也不合認定個人或群體的行為一定是理性的或為了獲取利益等工
具性、目的性的角度來解釋（蕭阿勤，2003）。 

• 研究是什麼？ 

◦ 「敘事（narratives）可視為數群嵌入時間與空間、由具有因果
關係的情節安排所構築的關係（彼此關連的部分）」（p. 616, 
Somers, 1994）。 

◦ 「科學的發現」事實上是在某個時空下合理的因果推論，其結
果不一定放諸四海皆準（Somers，1994） 



本土敘事認同分析 

• 醫學人文學家蔡篤堅（2001，2004）延續Somers
（1992）的觀點，進一步討論訪談資料的獲得與重新概
念化的過程 

• 強調研究訪談的過程牽涉到訪談者與受訪者間的互動關係，研究
者唯有進入關係當中才能理解受訪者的感情及其所處的社會脈絡，
因此訪談應以訪談者為主體而非訪談大綱 

• 分析訪談資料時，研究者又要自覺自身的動情並適當的退後與批
判，才能真正感知受訪者的意志及其與社會互動的經驗與感受，
進而開拓受訪者與研究者習以為常的經驗的獨特性，帶給雙方新
的視野，形成並倡議符合本土文化的知識建構。 

 



本研究的敘事認同理路 

非目的 

家庭類型 

策略類型 

目的 

助人者在法院和案

家互動脈絡中 

•對案家的理解 

•共尋出路的過程 



研究參與人員 

受訪者 

服務9年，諮商心理師，男，40

餘歲 

服務10年，家庭教育碩士，女，

近60歲 

服務13年，諮商心理師，女，近

40歲 

研究者 

諮商心理師、曾任學會行政人員、

理事長 

諮商心理碩士，學會行政人員 

諮商心理師，現任學會理事長，

服務模式創辦人 



訪談 

• 訪談大綱以Walsh家庭復原力的觀點為基礎，先請受
訪者描述一個服務過印象最深刻的家事案件，藉由受訪者的
敘事使訪談者與受訪者自己逐漸進入他/她的脈絡，而能探究
受訪者對案家的解讀 

◦ 如進入家事法庭的家庭從過去到現在有哪些壓力？壓力如
何演變成創傷？如何不會變成創傷？ 

◦ 受訪者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於家事法庭協助這些家庭？ 

◦ 他/她如何與其他諮詢師或專業角色，如法官，合作？他/
她曾遭遇哪些困難？怎麼化解困難？ 

◦ 他/她怎麼照顧自己？ 



研究結果 



受訪諮詢師眼中家事法庭的家庭樣貌 
 



家
庭
發
展
歷
程 

角色轉換的
適應 

忙碌的生活 

外在的變動 

面對 共同 

傷怎麼留下來？ 
 

各自盡力

漸行漸遠 

因應無效

資源缺乏 

累積OS 



負傷踏入家事法庭 

沒必要調解或諮詢 
讓法官去判！！ 



諮詢師如何和案主一同尋找療傷的出路 



個別諮詢 

找到被安撫的

鑰匙 

由案主訂目標 

放心的開始 

•真正的訴求，藉此感受到

尊重或公平 

•美好的回憶、一個數字… 

•釐清思緒 

•選擇如何面對現在和未來生 

•找到支持的力量 

•接納情緒 

•傾聽同理 



雙方會談 

表達心聲 表達心聲 

我感受到
我要的…， 

OK! 我願
意退一步! 



受訪諮詢師為什麼可以持續服務? 
 



接納多元與尊重的態度 

• 具有復原力的家庭的特徵?? 

◦諮詢師C：「沒有一個準則可以放在各個家庭中」 

◦諮詢師A：「每個當事人對於自己的處境有他自己
的想法和決定」 

• 創傷的修復? 

◦不論法律訴訟的判決結果為何，若案主能提昇個人的
能量、能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維持現任與過去家人
間更友善的關係，便是修復。 

 



同儕的提醒與支持 

• 諮詢師原本抱有理想的家庭圖像，團體督導促使
諮詢師放下個人價值觀，能接納並傾聽案主，提
升接納多元的包容力 

• 能力相當與目標相同的伙伴能合作進行諮詢工作，
而不是彼此消耗；自己的用心或掙扎都能被理解
與看見，故能持續努力不放棄。 



「接納多元與尊重的態度、同儕的提醒與支
持」之作用 

•使諮詢師能夠陪同高衝突高情緒傷力的案主
前行，而不是與之抗衡或拉扯。 

•諮詢師追求的不是特定的結果，而是當下案
主所需所能及的事務。 

•諮詢師在同儕支持中獲得力量再傳遞力量給
案主或案家。 

•故能長期投入家事事件心理諮詢! 

 
 



研究者的省思1(代結論) 

• 即使走到法庭，受傷的情緒還是有可能被安撫 

• 即使離婚，破裂的關係仍能轉為具善意且願意彼
此理解的關係 

• 研究者原本還是抱持固定、歸類的角度思考，仍
企圖尋找具有復原力的家庭特徵，然而受訪諮詢
師的表露與敘事認同分析的觀點，敲醒研究者~。 

 

 

家庭的樣貌是多元的， 
創傷的修復亦是多元的，
還是要回到案主的脈絡… 



研究者的省思2(代結論) 

• 不論在 

◦個別諮詢 
• 訂目標 

• 找到被安撫的鑰匙 

◦或 雙方會談 
• 我感受到我要的…，我願意退一步 

• 關鍵點都在案主自己的感受與決定，諮詢師能做的
就是陪伴案主整理自己並表達出來，若有雙方會談
再協助雙方彼此了解進而協調。 

 

 

 



善了! 
是個人從情緒累積到發膿的

孤單，走向疏朗、有力氣表

露、盡可能被對方理解的過

程，即便雙方不再是夫妻。 

能接納與尊重的助人者則是

他們爬梳整理的工具，也是

他們走向善了的啦啦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