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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一群亲密的人，
对家 家人有共同的认同感
对家、家人有共同的认同感、
强烈的忠诚和感情的连结、共享过去的岁月，
 由于血缘的关系，在这家庭出生就成为家人
由于血缘的关系 在这家庭出生就成为家人
 由于非血缘的关系，领养的
 因为结婚的关系，才成为家人
因为结婚的关系 才成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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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家庭生活里亲密性时，
主要谈到凝聚力、适应力、良性的沟通 ─
 凝聚力、向心力很强
凝聚力
 适应力：有什么变动时，调适能力很强
 有良性的沟通
就是比较亲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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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关系的基本概念
1 家庭的大小：人数越多、互动的系统更复杂
1.
家庭的大小 人数越多 互动的系统更复杂
2. 家庭的组成方式：
通常女性多于男性时，磨擦会增加，
常
多
磨擦会增
相处时太重视关系取向，容易产生磨擦
3. 父母的态度：
度
 想要大家庭而又形成大家庭，家人关系会更和谐
 盼望小家庭却出现大家庭 ─意外怀孕、多生了几个，
家人的关系会更紧张、压力更大
4. 子女出生的间隔：
 相隔不太大、符合父母期望，关系比较和谐
 已经有了大孩子、好多年后又生一个小孩子，
不是所期望的，做妈妈要重头开始，
可能会压力很大

对已婚者来讲有两个家 ─
 生长家庭：包括自我、父母亲、兄弟姊妹
生长家庭 包括自我 父母亲
弟姊妹
 生殖家庭：从自己出来的，
包括自我 我
包括自我、我的配偶、我自己的儿女
我自
有重迭的部分，跟我都是有关系的。
华人文化把家庭、家人关系分成 ─
血亲
一等亲
等亲
二等亲
等亲
三等亲
四等亲

姻亲

跟自己血统有关系的 血亲的配偶
配偶的血亲
父母亲 子女
父母亲、子女
岳父母 公公婆婆
岳父母、公公婆婆
兄弟姊妹
嫂嫂、姊夫
配偶的手足
叔叔伯伯、
先有血统的关系、
舅妈舅舅、阿姨
延伸到姻亲的关系，
表兄弟姊妹、
加起来变成家人 亲人 亲
加起来变成家人、亲人、亲属
堂兄弟姊妹

二、家人关系的六大主题
1. 关系主轴：那两个人的关系是主要的，
华人社会的家庭是父子主轴，
整个家庭最重要的成份是父亲跟儿子，
其他都是比较次要的
 西方是夫妻
2. 关系特性：父子的关系特性、夫妻的关系特性不同
3. 沟通情况：有些家庭兄弟姊妹在一起时，会谈很多话，
可是爸妈一来、全部安静下来
来
部 静 来
4. 常见的问题：父母跟儿女、夫妻、兄弟、
姻亲、婆媳 间常见的问题，都不 样
姻亲、婆媳之间常见的问题，都不一样
5. 主要的危机
6. 未来的变动
都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结构


三、华人家人关系的特性
1 以父子关系为主轴：
1.
以父子关系为主轴
 尊卑的关系，儿子的不可能逾越父亲
 包容性的关系，父亲可以有很多儿子，
包容性的关系 父亲可以有很多儿子
多子多孙多福气，具有向外扩展的条件，
甚至有干儿子 义子 干女儿
甚至有干儿子、义子、干女儿。
母子关系、手足关系也是包容的
夫妻的关系 是包容性 是排他性的
夫妻的关系不是包容性、是排他性的，一夫一妻，
夫 妻
更不是尊卑、是平等的，感情不好时、关系可能中断
美国人谈到家庭，指父母亲、未结婚的子女、配偶，
华人谈到家庭除了这些之外，
还包括祖父母、叔叔、嫂嫂…全部包括在里面，
 家的观念显然是比较大
家
念 然是 较
 家人的关系也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家庭结构是一直在改变的，
随着年纪 情况的改变 岁月的流转 关系 直在改
随着年纪、情况的改变、岁月的流转，关系一直在改，
家庭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是复杂的。
家庭系统理论学者分析家人关系时，
喜欢用家族世代图、或「家族树」，
 最少向上推三代
 把代间之间、彼此间的关系用
实线 ─关系比较好
线 ─关系比较不好
虚线
实线中间画一条叉
条实线
三条实线
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整个家庭的关系结构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

2. 父子关系的特性
1) 延续性：一个人生了某人 ─儿子，

将来会成为某
将来会成为某人的父亲
父亲
2) 权威性：母子的关系是依赖性的、

兄弟的关系是平等的
兄弟的关系是平等的，
 传统家庭里父亲的权力是绝对的
 对于父母之命无条件遵守，被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于父母之命无条件遵守 被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
3) 非「性」：夫妻的关系强调性、是男女两性，

父子关系在其他的伦理之上，
所以华人文化「性」比较被压抑，
夫妻不可能在父母亲面前表现过度亲密…
 父子关系是非性，你不可能在父亲面前
表达夫妻的亲密关系，要的话到房间去


四、姻亲的关系
 不是有血缘关系，但会影响婚姻关系的和谐
不是有血缘关系 但会影响婚姻关系的和谐
 按文化来讲，血亲是更重要，
按实际生活，姻亲是更重要，是很不容易的挑战
实
姻亲是 重
是
容易
1. 正向经营：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从不同的家族延伸下来，
背景、习惯、各方面都不一样，
结合在一起要成为一个家庭，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爱的超级任务
 俗话说「爱屋及乌」，爱配偶，
爱屋及乌」，
，
就要爱他的家人、亲人，整个都要去学习了解，
 虽然是两个
虽然是两个人结婚、其实是两家成亲
结婚、其实是两家成亲
 对于刚结婚、预备结婚、已经结婚的人，都要鼓励
跟配偶的家人、亲友，要有所接触、正向的经营，
否则会无形中影响到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4. 角色与责任：结婚之后的角色是什么？
 从单身女孩变成媳妇、
从单身女孩变成媳妇
先生的弟弟结婚我又是嫂嫂，
都要去搞清楚 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关系
都要去搞清楚，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关系
 角色的期盼也很重要，新进来的新娘、
你弟弟认为嫂嫂应该怎么样？过年过节要怎么样？
弟弟
怎 样
年 节 怎 样
可能有他的期盼，都需要去了解
5. 姻亲各个人的特性、优缺点、偏好、忌讳，
帮助能在跟姻亲相处时 更能和睦 和谐
帮助能在跟姻亲相处时，更能和睦、和谐。
6. 住在一起、或不住在一起，
 缺人手很可能住在一起，可以一起做、也比较省钱
 社会文化的规范 ─娶进来当然就要住在我们家，
娶 来 然 要 在我 家，
可能他家的期盼是这样

2. 彼此了解原生家庭的影响：
每个人都会看到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所留 的踪迹
每个人都会看到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所留下的踪迹，
不管是吃饭的形态、生活习惯，都会有一些影响。
一对夫妻结婚没有多久，其中一个吃饭都会声音很大，
对夫妻结婚没有多久 其中 个吃饭都会声音很大
 有一次去他家，每个人都这样…
 到这家，只有他好大声，全家都看着他
两个人从不同的家庭来、习惯不同，
慢慢去了解、去协调、去改变。
3. 家庭规律：几点钟睡觉、吃饭，
遇到事情要怎么样，每个家庭都很不一样，
 有个家庭的父亲是训导主任，对小孩讲话站着、
家
，
可以训话一个小时，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以后
成为爸爸，可能对他小孩 用这种态度
成为爸爸，可能对他小孩也用这种态度
 配偶的家庭是非常轻松愉快、很爱开玩笑的…

同住的优点：
 可以增进亲情、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可以增进亲情 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便于互相照应免于奔波
 节省物资的消费、人力资源的运用
节省物资的消费 人力资源的运用
同住也有缺点：
缺乏独立自主的运作空间
 新的成员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 从别的家里嫁过来的，
面对这么多新的家庭成员，满孤单、满多压力的
 近距离的相处容易发生摩擦、起冲突
摩擦
冲突
 比较不容易脱离原生家庭负面的影响
 家人比较容易过度的干涉 ─
就像细胞分裂，成功之后成为独立的个体，
没有分化成功就纠结、连结在 起
没有分化成功就纠结、连结在一起


家人关系非常复杂，要重视血亲、也要重视姻亲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