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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一群親密的人，
對家、家人有共同的認同感、
強烈的忠誠和感情的連結、共享過去的歲月，
 由於血緣的關係，在這家庭出生就成為家人
 由於非血緣的關係，領養的
 因為結婚的關係，才成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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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到家庭生活裡親密性時，
談
密性
主要談到凝聚力、適應力、良性的溝通 ─
 凝聚力、向心力很強
凝聚力 向 力很強
 適應力：有什麼變動時，調適能力很強
 有良性的溝通
就是比較親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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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關係的基本概念
1 家庭的大小：人數越多、互動的系統更複雜
1.
家庭的大小
數 多
動 系
2. 家庭的組成方式：
通常女性多於男性時，磨擦會增加，
相處時太重視關係取向，容易產生磨擦
3. 父母的態度：
 想要大家庭而又形成大家庭，家人關係會更和諧
 盼望小家庭卻出現大家庭 ─ 意外懷孕、多生了幾個，
家人的關係會更緊張、壓力更大
4. 子女出生的間隔：
 相隔不太大、符合父母期望，關係比較和諧
 已經有了大孩子、好多年後又生一個小孩子，
不是所期望的，做媽媽要重頭開始，
可能會壓力很大

對已婚者來講有兩個家 ─
 生長家庭：包括自我、父母親、兄弟姊妹
生長家庭 包 自我
弟 妹
 生殖家庭：從自己出來的，
包括自我、我的配偶、我自己的兒女
有重疊的部分，跟我都是有關係的。
華人文化把家庭、家人關係分成 ─
血親
一等親
等親
二等親
三等親
四等親

姻親

跟自己血統有關係的 血親的配偶
配偶的血親
父母親、子女
岳父母、公公婆婆
兄弟姊妹
嫂嫂、姊夫
配偶的手足
叔叔伯伯、
叔叔伯伯
先有血統的關係、
舅媽舅舅、阿姨
延伸到姻親的關係，
表兄弟姊妹、
加起來變成家人、親人、親屬
堂兄弟姊妹

二、家人關係的六大主題
1. 關係主軸：那兩個人的關係是主要的，
華人社會的家庭是父子主軸，
整個家庭最重要的成份是父親跟兒子，
其他都是比較次要的
 西方是夫妻
係
2. 關係特性：父子的關係特性、夫妻的關係特性不同
3. 溝通情況：有些家庭兄弟姊妹在一起時，會談很多話，
可是爸媽一來、全部安靜下來
可是爸媽 來 全部安靜下來
4. 常見的問題：父母跟兒女、夫妻、兄弟、
姻親 婆媳之間常見的問題 都不 樣
姻親、婆媳之間常見的問題，都不一樣
5. 主要的危機
6. 未來的變動
都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結構


三、華人家人關係的特性
1 以父子關係為主軸：
1.
以父子關係為主軸
 尊卑的關係，兒子的不可能逾越父親
 包容性的關係，父親可以有很多兒子，
包容性的關係 父親可以有很多兒子
多子多孫多福氣，具有向外擴展的條件，
甚 有
甚至有乾兒子、義子、乾女兒。
義
母子關係、手足關係也是包容的
夫妻的關係不是包容性、是排他性的，一夫一妻，
更不是尊卑、是平等的，感情不好時、關係可能中斷
美國人談到家庭，指父母親、未結婚的子女、配偶，
華人談到家庭除了這些之外，
華人談到家庭除了這 之外
還包括祖父母、叔叔、嫂嫂…全部包括在裡面，
 家的觀念顯然是比較大
 家人的關係也比較多、也比較複雜

家庭結構是一直在改變的，
隨著年紀、情況的改變、歲月的流轉，關係一直在改，
著年
情
變 歲
流轉 關
直在
家庭的關係、人跟人的關係是複雜的。
家庭系統理論學者分析家人關係時，
喜歡用家族世代圖、或「家族樹」，
 最少向上推三代
 把代間之間、彼此間的關係用
代
彼
實線 ─ 關係比較好
虛線 ─ 關係
關係比較不好
較不好
實線中間畫一條叉
三條實線
來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
整個家庭的關係結構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來。

2. 父子關係的特性
1) 延續性：一個人生了某人 ─ 兒子，

將來會成為某人的父親
2) 權威性：母子的關係是依賴性的、

兄弟的關係是平等的，
 傳統家庭裡父親的權力是絕對的
 對於父母之命無條件遵守，被看做天經地義的事情
對於父母之命無條件遵守 被看做天經地義的事情
3) 非「性」：夫妻的關係強調性、是男女兩性，

父子關係在其他的倫理之上，
所以華人文化「性」比較被壓抑，
夫妻不可能在父母親面前表現過度親密…
 父子關係是非性，你不可能在父親面前
表達夫妻的親密關係，要的話到房間去


四、姻親的關係
 不是有血緣關係，但會影響婚姻關係的和諧
不是有血緣關係 但會影響婚姻關係的和諧
 按文化來講，血親是更重要，
按實際生活，姻親是更重要，是很不容易的挑戰
1. 正向經營：是兩個家族的結合，從不同的家族延伸下來，
背景、習慣、各方面都不一樣，
結合在一起要成為一個家庭，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 愛的超級任務
 俗話說「愛屋及烏」，愛配偶，
俗話說 愛屋及烏」 愛配偶
就要愛他的家人、親人，整個都要去學習了解，
 雖然是兩個人結婚
雖然是兩個人結婚、其實是兩家成親
其實是兩家成親
 對於剛結婚、預備結婚、已經結婚的人，都要鼓勵
跟配偶的家人 親友 要有所接觸 正向的經營
跟配偶的家人、親友，要有所接觸、正向的經營，
否則會無形中影響到你們兩人之間的關係


4. 角色與責任：結婚之後的角色是什麼？
 從單身女孩變成媳婦、
從單身女孩變成媳婦
先生的弟弟結婚我又是嫂嫂，
都要去搞清楚 會影響到家人之間的關係
都要去搞清楚，會影響到家人之間的關係
 角色的期盼也很重要，新進來的新娘、
你弟弟認為嫂嫂應該怎麼樣？過年過節要怎麼樣？
可能有他的期盼，都需要去了解
5. 姻親各個人的特性、優缺點、偏好、忌諱，
幫助能在跟姻親相處時，更能和睦、和諧。
6. 住在一起、或不住在一起，
住在 起 或不住在 起
 缺人手很可能住在一起，可以一起做、也比較省錢
 社會文化的規範 ─ 娶進來當然就要住在我們家
娶進來當然就要住在我們家，
可能他家的期盼是這樣

2. 彼此了解原生家庭的影響：
每
每個人都會看到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所留下的蹤跡，
都會看
家庭在自 身
不管是吃飯的形態、生活習慣，都會有一些影響。
一對夫妻結婚沒有多久，其中一個吃飯都會聲音很大，
 有一次去他家，每個人都這樣…
 到這家，只有他好大聲，全家都看著他
兩個人從不同的家庭來、習慣不同，
慢慢去了解、去協調、去改變。
3. 家庭規律：幾點鐘睡覺、吃飯，
遇到事情要怎麼樣，每個家庭都很不一樣，
 有個家庭的父親是訓導主任，對小孩講話站著、
有個家庭的父親是訓導主任 對小孩講話站著
可以訓話一個小時，這個小孩將來長大以後
成為爸爸 可能對他小孩也用這種態度
成為爸爸，可能對他小孩也用這種態度
 配偶的家庭是非常輕鬆愉快、很愛開玩笑的…

同住的優點：
 可以增進親情、讓父母享受天倫之樂
可以增進親情 讓
享受
樂
 便於互相照應免於奔波
 節省物資的消費、人力資源的運用
同住也有缺點：
缺乏獨立自主的運作空間
 新的
新的成員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員
─ 從別的家裡嫁過來的，
來
面對這麼多新的家庭成員，滿孤單、滿多壓力的
 近距離的相處容易發生摩擦、起衝突
近距離的相處容易發生摩擦 起衝突
 比較不容易脫離原生家庭負面的影響
 家人比較容易過度的干涉 ─
就像細胞分裂，成功之後成為獨立的個體，
沒有分化成功就糾結 連結在 起
沒有分化成功就糾結、連結在一起


家人關係非常複雜，要重視血親、也要重視姻親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