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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經驗分享的重點
• 孩子在父母離婚事件中常有的感受與所需的協助
• 家事事件的相關服務可以帶給孩子不一樣的未來

• 其他國家的經驗
• 台灣經驗：以家事事件心理諮詢模式為例• 台灣經驗：以家事事件心理諮詢模式為例

• 接觸孩子前對父母的準備
• 接觸孩子可能帶來的益處與風險
• 在調解中和兒童與青少年晤談的策略



孩子在離婚事件的角色
•主角？配角？
•離婚／酌定親權／探視



不同年齡的孩子都有的基本需求
•穩定的生活：規律與規範
•家長能回應需要

•生理•生理
•安全
•情感的關注



孩子在父母離婚事件中
的感受與所需的協助



孩子在父母離婚事件中常有的感受1
• 訴請離婚前，父母已經經歷：

•情感離婚
•無法溝通
•對立•對立
•分居

• 在訴訟過程
•攻防舉證加深父母的對立，和對方親戚或親子相處都成為攻防的一部分（陳美秀，2007）



孩子在父母離婚事件中常有的感受2
•孩子面對成人的衝突常有的反應或困境

• 父母無暇顧及孩子的感受，或是期待訴訟結束再處理
• 孩子難以區分自己和大人的感受，無法用自己的知覺去
理解現狀、和某親方互動理解現狀、和某親方互動

• 得到不同且兩極的訊息
• 孩子面臨必須效忠的困境、甚至參與訴訟期待盡己之力
• 沒有辦法用一般的社交技巧去處理關係，而必須假裝早
熟、隱藏自己的感受、或透過外化的行為，如攻擊、哭
鬧（Greenberg, Doi Fick, & Schnider, 2012; 陳美秀，2007）



不同發展階段的孩子對離婚的感受1

嬰兒：較無法理解
離婚的意義，但會
透過父母的情緒、
生活的變動而受到生活的變動而受到
影響(陳美秀，2007）



不同發展階段的孩子對離婚的感受2
學齡前兒童：
•有記憶、開始會思考但無法掌握，會
覺得自己的想法等於真實—例如，以為
是自己讓父母吵架離婚
•害怕被拋棄•害怕被拋棄
四歲的孩子說：「找不到媽媽，我就可
以去死了」
三十歲的女性說：「我父母離婚時我四
五歲，至今我也覺得自己隨時可以死。」



不同發展階段的孩子對離婚的感受3
小學生：
•入學帶來學業、行為規範、
同儕互動上的要求，此時
孩子企需成人的協助，但
回到家父母無暇協助他們，回到家父母無暇協助他們，
他們還需面對父母的衝突
(陳美秀，2007）



不同發展階段的孩子對離婚的感受4

青少年：
•比較能理解父母的離婚，但
也和父母有更深的依附關係
而感到痛苦（陳美秀，2007）而感到痛苦（陳美秀，2007）
•擔心離婚、探視會面帶來的
生活變動
•比較會隱藏自己的感受



離婚不一定帶來創傷
• 根據國內外對離婚家庭的追蹤研究均發現離婚者多適
應良好（林意綠、陳慶福，2013），其子女也會逐漸穩定
(Hetherington & Kelly, 2002)

• 外在壓力事件，如離婚，是否造成心理上的創傷反應，
成為個人或家庭的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s），成為個人或家庭的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s），
取決於個人與家庭的認知、問題解決能力、相互支持
與可得的資源（McNally, 2003; Morrissette, 2004; 周月清等
人譯，1997；江麗美、李淑珺、陳厚愷譯，2008）。



對於孩子，我們可以…
• 我們不能輕忽離婚的影響，但幾乎所有的助人者都強
調--重點在如何正向的因應離婚帶來的壓力，而不
是離婚即決定一切。

• 孩子很容易受到大人言行的暗示，所以父母與助人者• 孩子很容易受到大人言行的暗示，所以父母與助人者
需對孩子傳達相信他及他們會越來越好，而不是傳達
失敗的預期(Greenberg, Doi Fick, & Schnider, 2012)。

• 所以我們可以
• 提供家長與孩子必要的資源
• 幫助孩子正向的因應
• 幫助家長能夠同時照顧自己和孩子



離婚訴訟家庭子女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
1（陳美秀，2007）



離婚訴訟家庭子女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
子2（陳美秀，2007）



離婚訴訟家庭子女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
子3（陳美秀，2007）



家事事件的相關服務可為
孩子帶來不一樣的未來



研究發現1
• 台灣學者訪談青少年時期父母離異的大
學生
• 受訪者固然對於父母離異感到失望不捨，但離婚前
親子的關係品質、離婚時監護權的安排能夠符合期親子的關係品質、離婚時監護權的安排能夠符合期
待、離婚後同住家長、非同住家長及其他社會資源
的支持，以及子女的感恩、想要打破他人對單親的
刻板印象等個人力量都是幫助他們因應父母離婚的
優勢因素(陳若喬 & 鄭麗珍, 2003)。



研究發現2
•澳、美均發現以孩子福祉為導向的調解可
促進雙親在調解時的學習意願、促進雙親
的溝通、提升親子關係、提升孩子的心理
健康 (Ballard, Holtzworth-Munroe, Applegate, D’Onofrio, 健康 (Ballard, Holtzworth-Munroe, Applegate, D’Onofrio, 
& Bates, 2013; McIntosh, 2009)。



其他國家的服務模式1
• 澳洲

• 法官和父母決定孩子的未來，孩子卻沒有表達機會，所以從2007年起，
為了孩子的福祉，開始要求在親職安排上有爭議的分居及離婚父母，
除了某些例外，都需先經過強制的家事調解，才能到法庭提起訴訟
(Lundberg & Moloney, 2010)。(Lundberg & Moloney, 2010)。

• Child Inclusive Divorce Mediation--會有一位子女諮詢師(child 
consultant)和孩子談瞭解其需求，另外有一位調解員和父母談，然後
諮詢師再加入調解，以幫助父母瞭解孩子並助他們能考量孩子。

• Child Focused Divorce Mediation--將調解的重點放在孩子的需求，
但沒有諮詢師先見過孩子，而是在調解中由調解員教育父母孩子在離
婚家庭中會有的顧慮，鼓勵父母考量孩子的需求與發展做出協議
(McIntosh ,2008)。



其他國家的服務模式2
•英國

• 2009年起由Cafcass(Children and Family 
Court Advisory Support Service),發起一項名
為Children First方案，強調在解決父母離婚後為Children First方案，強調在解決父母離婚後
的教養爭議時需將孩子納入調解的介入過程
(McIntosh, 2009)。



Cafcass(Children and Family Court 
Advisory Support Service)

點選畫面可連結至Cafcass網站



其他國家的服務模式3
• 美國

• 除了一般家事調解外，嘗試使用澳洲的做法，讓CI及CF都同時
有調解員和兒童諮詢師，形成所謂Child Informed Mediation。
(Ballard, Holtzworth-Munroe, Applegate, D’Onofrio, & Bates, 2013)

• 法官命令案家接受評估或家庭治療，家庭治療的焦點可以家長• 法官命令案家接受評估或家庭治療，家庭治療的焦點可以家長
共親職為焦點、或以孩子為焦點，協助孩子與非同住親方互動

• 親職協調者
• 子女親權評估、程序監理人…



台灣的服務模式：以家事事件心理諮詢
為例（鄔佩麗、陳光霓、黃兆慧、劉于華、郭凡琦，2003）

相對人專屬相對人專屬相對人專屬相對人專屬

諮詢師諮詢師諮詢師諮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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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師諮詢師諮詢師諮詢師一至二次一至二次

雙方會談
一至二次

相對人專屬相對人專屬相對人專屬相對人專屬

諮詢師諮詢師諮詢師諮詢師



模式說明
• 發展時間：2001年起至今
• 諮詢師：中華民國社區諮商學會會員，大多數為心理輔導
或諮商背景，如學校輔導教師、心理師等，須接受心理諮
詢訓練（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新人與接案中
的諮詢師需每兩周接受三小時團體督導，新人至少參加團的諮詢師需每兩周接受三小時團體督導，新人至少參加團
督三個月以上，由督導評估後始可以開始實習接案

• 督導：鄔佩麗教授為主，結合其他資深諮詢師
• 服務地點：以台北地院為主



如何在家事事件諮詢中納入孩子
•提供孩子個別諮詢師
•親子會談，家長與孩子的諮詢師均在場
•手足會談，孩子的諮詢師均在場•手足會談，孩子的諮詢師均在場



諮詢師在其他服務中照顧孩子的福祉
• 在法官指定與當事人的願意之下，陪同家長與
孩子會面

• 提供諮詢增進非同住家長與孩子的互動能力
• 在法官的要求下觀察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情形
• 程序監理人：為孩子的福祉，除了做評估外，
也可能結合其他諮詢師提供諮詢服務



接觸孩子前對父母的
準備



夫妻如何從禮堂走進法庭
•夫妻過去已累積許多受傷感，增加他們對
對方的迴避與負向的解讀，促使他們想要
離開這個婚姻，然法庭上的互動持續增加
受傷感；必須針對他們的受傷感加以安撫受傷感；必須針對他們的受傷感加以安撫
與照顧，才能打斷它的累積。(翟宗悌、王佩辰、
鄔佩麗，審查中）



父母怎麼看離婚對子女的影響
•兩極化

•孩子所有負向的行為都是離婚及對方造成
•少掉一段關係不算什麼，有其他關係可以替代，
孩子自然會好，我也是這樣走過來孩子自然會好，我也是這樣走過來

•知道有影響，但不知怎麼或無力跟孩子談



家長對於孩子來法院的看法
•擔心、害怕孩子受到傷害
•害怕失去孩子的支持
•擔心調委或法官的看法，影響判決•擔心調委或法官的看法，影響判決
•期待有人可以跟孩子談



如何照顧家長的心情
• 所有家事事件的處理都是以【情】為後盾

• 過去的回憶帶來傷害，也可帶來獨屬於這對夫妻及
這個家庭的療癒

• 同理他們受傷的情緒• 同理他們受傷的情緒
• 勾起曾有美好的回憶，看到雙方對彼此、對孩子還
有情、還有善意

• 整理目前所做的事情，思考還有什麼該做？怎麼做
沒有副作用？例如孩子雖然沒說，但其實都感受得
到父母的爭執，你們要如何讓孩子知道父母離婚？
（翟宗悌、王佩辰、鄔佩麗，審查中）



如何照顧家長的心情2
•協助家長了解孩子在離婚過程中可能會受
到的影響，強調兩位家長對於孩子的重要
性，表達助人者願意和家長合作協助孩子

•詳見【中華民國社區諮商學會家事•詳見【中華民國社區諮商學會家事
事件心理諮詢服務說明手冊成人版】
之親子篇



接觸孩子可能帶來的
益處與風險



在家事調解中協助兒童與青少年的目標
=可能帶來的益處

• 幫助所有相關人員能為了孩子最大的福祉而
努力
• 提供關心
• 初步評估身心受到的影響、優勢• 初步評估身心受到的影響、優勢
• 協助孩子可以放心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想法與需求，
不用擔心會傷害到父母

• 協助孩子關心父母的同時，能夠照顧到自己
• 協助孩子因應可能會有的改變
• 促進親子溝通、手足溝通



注意事項與風險1
•調解（以諮詢模式為例，協助案主/案主
們以現有能力與資源來解決問題）並非諮
商治療（以改變習性為目標），換言之大
部分的家長與兒少經由一兩次的調解協助部分的家長與兒少經由一兩次的調解協助
即可得到幫助，但有些人可能需要進入治
療



注意事項與風險2
•孩子的表達不一定全然代表他個人的想法，
他的某些症狀也不一定代表焦慮或創傷而
是正常的反應，因此調解的觀察只是初步
評估，不能單聽孩子或單方家長，而需要
另外有專人做完整的評估。(Greenberg, Doi
Fick, & Schnider, 2012)



注意事項與風險3
•在牽涉到家事訴訟的兒童或家庭治療中，
治療師對家長或律師的說明常變成訴訟的
素材，兩方均想拉治療師加入他們的戰場，
所以助人者要很小心並保持客觀性(Fidnick & 所以助人者要很小心並保持客觀性(Fidnick & 
Deutsch, 2012; Greenberg et al., 2012)。調解亦然。



注意事項與風險4
•為了孩子的福祉及家庭的未來，助人者常
感到不安與憂心（王唯馨，2005；陳美秀，2007），
助人者要小心自己越權，避免干涉家長、
司法人員的決定（Greenberg et al., 2012）。不過司法人員的決定（Greenberg et al., 2012）。不過
孩子的安全還是最優先的處理要務。



注意事項與風險5
•對兒童承諾完全的保密是不智的，因為助
人者常需視狀況調整，有時有必要和法官
連絡，並協助家長幫助子女(Greenberg et al., 
2012)。2012)。



在調解中和兒童與青
少年晤談的策略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1
•讓他了解來法院的目的，表達調委
的關心與提供他協助的意願（可使
用【中華民國社區諮商學會家事事
件心理諮詢服務說明手冊兒童版：件心理諮詢服務說明手冊兒童版：
好煩的童童】）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2
• 澄清他的疑惑，減輕他的負擔

•調委本身要能理解孩子對父母與家庭的善
意、付出、保護（不問及保密）（陳美秀，
2007）2007）

•幫助孩子認識法院與調委
•用他能聽得懂的語言協助他瞭解保密的限
制以及對此調委的做法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3
•如何談保密的限制

•在調解的過程中陸續和孩子討論保密的議題
•和他討論哪些話必須告訴父母，他打算怎麼表
達，自己談嗎？需要調委的協助嗎?例如陪他達，自己談嗎？需要調委的協助嗎?例如陪他
講，跟他一起畫圖、寫信、做小書告訴父母

•有些事調委必須告訴法官時，但孩子不願意讓
父母知道，調委可以其他看不出是他說的方式
表達，例如根據經驗、根據研究…

• BUT，有些事就是得明白表示這是孩子的意願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4
•溫和、微笑、讚美：對兒童來說這就代表
你喜歡他(Shechtman, 2007)

•尊重孩子，不要重演在家裡的狀況
•肯定他的付出與努力，包括花時間來法院
面對陌生人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5
• 多樣的互動方式

•輕鬆就好，調委不一定要很會玩
•必備品：圖畫紙、蠟筆、鉛筆•必備品：圖畫紙、蠟筆、鉛筆
•情緒卡：幫助孩子把說不出來的情緒用
卡片表示
•如果法院同意，可把寵物帶進調解室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5
•陪兒童玩，幫助兒童放鬆後再問他問題，
但不逼問

•簡單的桌遊或遊戲可幫助陌生的手足或家
人互動，獲得情感的滋養人互動，獲得情感的滋養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6
•對常回答不知道的青少年

•不一定是抗拒而是不知道怎麼說
•可先舉例、列幾個選項讓他選，再請他
修正或補充修正或補充

•可說幾個有類似經歷的青少年的故事或
繪本，讓他覺得被同理，並鼓勵他提出
自己的看法（兒童亦可用此法）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7
• 幫助兒少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說出父母的想法

• 瞭解孩子認為--某事父母各自的想法是什麼？
• 那他自己的看法是什麼？他看到什麼或體會到什麼，所
以有這個想法？以有這個想法？

• 當他的想法和某親方不一樣時，該親方會如何反應？
• 他現在對調委提出了這個想法，他自己有什麼感覺？

• 正常化他們的反應或想法，他們並不是做錯了或是很
奇怪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8
•鼓勵他們向父母表達他們的心情，
並討論如何表達

•鼓勵手足互相支持•鼓勵手足互相支持



如何在家事調解中和兒少互動9
• 最重要

• 不要只問他們受到的負向影響，要了解孩子在這段
時間：
• 如何照顧自己：例如會跟朋友、老師說、會聽音樂放鬆• 如何照顧自己：例如會跟朋友、老師說、會聽音樂放鬆
自己、會寫日記、會找其他家人協助他的生活

• 如何尋求他人的協助
• 如何和家人連結：例如他會傳訊息給不同住的姊妹

• 明白的告訴他們哪些做法很棒，對他和家人有哪些
正面意義

• 肯定他們的努力，並鼓勵他們過好自己的生活



親子會談1
• 以下以家事事件心理諮詢模式為例
• 各自由諮詢師陪同，有可能是某親方與孩子會
談，也可能是雙親與孩子會談

• 強調彼此的善意
• 強調孩子的未來需要家長共同合作
• 強調每個人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看法

(Greenberg et al., 2012)



親子會談2
• 孩子的諮詢師協助孩子說出心聲
• 父母的諮詢師則要

• 幫助父母不企圖批評或改變孩子的看法，而能去理解孩
子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Greenberg et al., 2012)子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Greenberg et al., 2012)

• 所有的諮詢師需
• 幫助父母共同思考解決方法，並加入孩子的意見，幫助
父母作出做得到的承諾(Greenberg et al., 2012)



手足會談
• 幫助手足有正向的互動

• 一起玩遊戲
• 一起解決問題，例如一起向父母表達心聲

• 幫助他們了解每個人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 幫助被分開的手足不因為父母的離異也斷了感
情，並能找到自己的連繫方式



如果您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建議閱讀以下文獻
• 陳美秀（2007）。離婚訴訟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角色、因應

行為及保護因子之初探性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Greenberg, L. R., Doi Fick, L., & Schnider, R. (2012). Keeping 
the Developmental Frame: Child-Centered Conjoint Therapy. the Developmental Frame: Child-Centered Conjoint Therapy. 
Journal of Child Custody, 9(1-2), 39-68. doi: 
10.1080/15379418.2012.652568

• 歡迎進入中華民國社區諮商學會的網站之好康分享，下載相關研
究報告與資料http://tccatw.com/modules/tad_uploader/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