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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喪親兒童悲傷反應及其調適的展現方式，採取質性研究的內容分

析法進行分析，透過一對一的個別訪談蒐集資料，研究結果分為兩個部分：在喪親兒童的

悲傷反應部分包括：一、情緒方面出現包括有恐懼、擔心、突然的驚嚇、孤單、寂寞、失

落、傷心難過等各種忐忑不安之情緒反應。二、認知方面呈現對死亡的陌生和好奇，認為

爸爸沒死、不知死後去哪、擔心死後被處罰；不想被看見悲傷，或感覺逝者存在等；或出

現對鬼魂懼怕；甚至擔心尚存母親死亡等念頭。三、外顯行為方面，哭泣、看照片和死者

對話都是在與死去爸爸維繫關係的主要方式；另外也會有做惡夢、逃避隔離、觸景傷情、

表現堅強、性情的轉變、日常行為的改變和人際關係退縮等外顯的表徵行為。四、生理方

面悲傷反應則包括有尿床、失眠、胸口疼痛和呼吸困難等顯現在不同兒童身上。其次，在

悲傷調適的部分則有以下八項，包括宣洩情緒、回憶、訴說、轉移注意力、對自我期許、

透過儀式調適、尋求心靈與宗教的慰藉、以及他人的安慰和陪伴。最後，依據研究結果進

行討論，並提出建議供兒童工作者在面對兒童悲傷獨特經驗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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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grief and adjustment of bereaved children. 

All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individual interviews is analyzes with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results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1. Grief experience of 

bereaved children: (a) Emotional reactions including fear, worry, sudden shock, loneliness, 

frustration, sadness and loss. (b) In terms of cognition, the bereaved children are not familiar 

with and curious about death. For them, their father is still alive, or may just be on a trip. Less 

understanding may lead them to wonder about life after death and the existence of spirits and 

ghosts. Sometimes they even choose to hide their emotions and are afraid that their mother 

will die too. (c) Explicit behavior like crying, withdrawing socially, hiding emotions, changing 

behavior, having nightmares, acting strong or attempting to have an imaginary conversation with 

the deceased while looking at old photo was observed. (d)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included bed-

wetting, insomnia chest pain and difficulty breathing. 2. Grief adjustment of bereaved children: 

There are eight common coping mechanisms, including: catharsis, recalling, telling, shifting 

attention, positive thinking, ritualization, becoming spiritual or religious, and seeking comfort 

and company from others. Finally,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child counselors to help children go through loss and heal.

Key words: bereaved children, grief adjustment, grief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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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Harris (1995) 的研究顯示對於一個喪親者尤其是失去父母的人而言，這不僅只是一場

災難性事件，更是他們生命的關鍵時刻。對於一個孩子而言，無論是失去父親或是母親都

是一個壓力極大的生活事件 (Bergman, Axberg & Hanson, 2017)。遇到兒童面臨親人死亡之

際，大人雖然很想協助兒童因應喪親的問題，但對於死亡的話題總是格外小心謹慎，有時

甚至選擇忽略或不願多談起，因為關於親人死亡的任何話題太沉重，深怕觸碰脆弱的心靈

而引起兒童不舒服的感受，避而不談或認為兒童年幼沒有悲傷的能力，不懂得悲傷，也就

剝奪了孩子宣洩悲傷與學習面對死亡的機會（李玉嬋等人，2012）。

對兒童來說，父親或母親的死亡，是失去了主要照顧者，是失去一個帶給他「世界

是安全」的人，接續而來生活環境的巨大變化及具衝擊性的生活挑戰都是陌生經驗，讓

兒童在面對親人死亡時，錯愕不解多於難過悲傷，甚至可能因困惑害怕而不知所措（李

玉嬋等人，2012）。但基於社會文化對「死亡」的忌諱，常使得死亡話題變得不可說、不

可問。其實連大人都害怕的親人死亡議題，需要家長和老師協助兒童打破沈默 (Goldman, 

2001)，使其免於陷入孤立無援的無助狀態。然而想要給予適當的協助，先要能理解孩子

也會悲傷 (Goldman, 2006)，給予兒童表達喪親經驗的機會，兒童才能以健康的態度來經

驗悲傷，面對死亡。

然而，針對兒童在喪親相關的研究，卻顯得相當不足，研究者推斷原因乃是因為兒童

的口語能力尚在發展階段，無法像成人般可以運用口語較為清楚表達悲傷事件後的內在感

受，因此，著實不容易針對兒童進行相關研究。雖說如此，但對照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而

言，國小高年級兒童身處於從具體運思期漸漸發展到抽象運思期，或許是較能運用口語來

進行本研究之探究對象。因之，本研究乃以高年級有喪親經驗之兒童做為研究對象進行訪

談，以進一步探究台灣本土喪親兒童的悲傷反應及其悲傷調適的方式，以利於爾後相關工

作者與喪親兒童臨床工作時參考之可能。

一、喪親兒童的悲傷反應

Edelman (2006) 曾表示無論是悲傷模式或是人類發展的模式必須注意到兒童期喪失父

母是一件不可預測，週期性和慢性的性質。兒童並沒有擁有足夠的道德或認知能力來理解

並處理這種分離及其直接或長期的後果 (Biank, N & Werner-Lin, A, 2011)。因此，兒童相

對於成人而言，較無法獨立完成整個的哀悼過程 (Biank, N & Werner-Lin, A,2011；Christ, 

2000；Worden, 1996)。

David 與 Marcia (2009) 在其研究中指出失去一個最摯愛的人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一件非

常困難的事，兒童也不例外。兒童對於『失去』相對的更為強烈。關於死亡，兒童對其理

解與成年人是有所不同的，他們可能會將死亡視為一種暫時的分離或是去了一個很遠的地

方。因此他們的反應可能和成人有所不同，甚至他們在喪親後所說或做的某些事情也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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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成人們覺得困惑。

成人的世界中，總認為避免和兒童談論死亡是為了保護兒童、減少其痛苦經驗，更

甚而覺得兒童無法理解死亡，因而就忽略了兒童的悲傷。而此種忽略，對於尚在發展中的

孩子卻往往造成其負面的影響。研究指出，許多兒童在經歷喪親後仍沈浸感受那些他無

法承受的傷之中，而這些悲傷感受在多年後仍然有著強烈的感受 (Ellis, J., Dowrick, C., & 

Lloyd-Williams, M,2013；Wiseman,2013)。此外，Bergman et al. (2017) 提到父母的死亡會

間接影響孩子身心症狀的增加和壓力敏感性的發展。兒童期的喪親也會增加個體的自殺風

險。喪親後孩子亦較容易在學校出現注意力不集中或行為問題。倘若孩子經歷極其突然的

死亡，兒童也可能經歷創傷性悲傷，而此種這創傷性經驗常常讓孩子悲傷的歷程更加的複

雜。

我們可以這樣說，兒童和成人在面對親人死亡一樣有情緒感受，只是表達悲傷的方

式不盡相同；大部分兒童仍會有悲傷反應，只是有時兒童會以他們自己熟悉的日常活動來

取代悲傷，例如：遊戲、看電視、玩玩具等方式來處理悲傷，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會悲傷

(Huntley, 2002)。兒童的感覺通常難以用口語的方式來觸及，一方面是因為在發展上缺乏

認知及口語能力來表達他們內在的感受，另一方面，兒童在情緒上也無法聚焦在可以用適

當口語表達的強度 (Landreth, 2012)。只是他們需要成人的情緒支援，且經由大人的協助，

兒童便有能力為所愛的逝者哀悼 (Corr & Corr,1996)。

失去父母和照顧者對於兒童而言是一種打擊，因為喪親的對象可能曾是之前提供孩

子愛、安全和日常各方面照顧的人。此種失去親密的依附關係對孩子而言，可能比成人喪

親的感受更加有『失去』的感覺 (Bergman et al., 2017)。兒童沒有社會經驗，對於死亡的

概念亦很模糊，往往不知道該用何種適當的方式去抒發他的感受。因此，兒童有時候會直

接表達悲傷感受，有時也會擔心自已的反應會引起家人不舒服和痛苦感受，而隱藏自己

真實的情緒，或者直接模仿成人的悲傷反應，在行為、情緒、認知上延續父母的反應。或

者有些兒童會運用反向的行為模式表現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以迴避接觸死亡相關事情。更

有些兒童卻因不知如何表達和無法表達，成為看不見的哀傷者，只能選擇壓抑悲傷，保持

沉默。而一旦當父母面臨喪慟亦無法照顧到兒童的內在需求時，就很容易造成對兒童喪親

悲傷反應的忽略。而此種忽略，往往讓兒童花費更多的心力去壓抑內在的感覺，取而代之

的很可能會是罪惡感、生氣、緊張與不安，限制了兒童的正常悲傷反應。此種衝擊與失落

若無法得到妥善的處理可能造成之後生活適應的影響與困難。不過，許多研究亦呈現出，

在成人以適合孩子發展階段與獨特性的方式引導下，孩子也能表達悲傷 (Goldman, 2006; 

Morgan & Roberts, 2010; Webb, 2010)。　　　　

上述各種的兒童悲傷反應，兒童較少在同儕或父母等他人面前流露情緒，也不容易向

外求助（林書如、陳慶福，2014；Corr & Corr,2013），因此，身為成人的父母或是教育工

作者是需留意幫助兒童打破沉默，傾聽其內在心聲、協助兒童走出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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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喪親兒童的悲傷調適

根據 David 與 Marcia (2009) 的研究指出，對於喪親的孩子，他們其實正在經歷強大

而艱難的感覺。此刻的他們其實非常需要有關這些感覺的意義以及如何應對的引導，特別

是來自他們照顧者的指引。喪親是人生歷程中必經之路，在喪親階段對喪親者的生理、心

理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李雪瑩，2012）。兒童不會以大人方式來哀悼，兒童也沒有和

大人相同的能力去忍受長時間的強烈痛苦；他們可能會有突發的哀傷或延宕深層的哀慟一

直到日後的發展階段 (Doka, 1996)。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 Havinghurs 曾經提出在兒童的發

展過程中，會面臨需要完成的各種任務，包括生理、社會和情緒任務，但如果兒童無法先

完成低層次任務，當要追求更高層次相似的任務時，適應上也會有困難 (Worden, 2009)。

因此當兒童面對喪親的重大失落事件時，如果未能順利完成悲傷任務，對於未來的成長發

展上如果遇到相似的失落議題上仍會不知如何因應。孩子也是一個很細膩，敏感的人，他

們其實也在擔心同樣面對喪親的照顧者身心靈狀況甚至他們也在觀察其應對的模式。因

此，只要照顧者願意給孩子多一點的時間交流並瞭解，那麼孩子一切的行為就變得更容易

理解了。

針對兒童發展的特殊性，Furman (1984) 提出兒童調適悲傷的任務模式，指出喪親兒

童調適悲傷的第一個任務是瞭解並接受死亡的真實性，第二個任務是哀悼，第三個任務是

重新回到生活；而 Fox (1988) 則更具體把兒童悲傷任務界定為四個：（一）瞭解：兒童無

論在哪個成長階段經歷悲傷都需要先瞭解死亡的意義，因為兒童隨著年齡增長會逐漸由剛

開始認為死亡是可逆的到瞭解死亡的普遍性及永久性；（二）悲傷：兒童在遭遇正常悲傷

的時候，會產生身體、情緒、認知和行為上的症狀，而這些都是悲傷可能的反應；（三）

銘記：兒童會需要以繪畫、寫作、說故事等象徵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悲傷並撫慰對亡者的

回憶，找到紀念亡者的方式，以及與死去家人維持連結的方法。（四）向前邁進：讓兒童

不會忘記逝者的愛，而將之常駐於心，持續在生活中向前邁進。如此界定兒童悲傷調適任

務的方式，稍微不同於 Worden (2009) 提出一般成人的悲傷調適的四個任務，二者差異在

於兒童需先「瞭解死亡」，成人則需「接受死亡」；兒童偏重需找出「銘記」逝去親人的方

式，成人則偏重需「再適應」逝去親人的生活。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究兒童在面對喪親時之悲傷反應及其調適之道。但考量到兒童語言發展

之限制，因之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均為口語表達能力較足夠之國小高年級兒童，運用訪談回

溯其喪親經驗，以提供其個人喪親反應及其調適方式。本研究首先透過學校輔導室協助找

到與本研究目的相符之兒童，考量研究對象為未成年個體，為符合研究倫理，每位接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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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之兒童均取得其監護人和兒童研究同意書之後方才進行訪談及錄音。此外，為了避免兒

童在受訪時或之後情緒或生活上受到影響，亦會於研究中及研究後持續進行核對生活適應

情況以及後續關懷。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喪親原因 喪親時就讀年級 訪談時就讀年級 訪談次數

（A）小玲 女 11 歲 心臟衰竭 四年級 五年級 12 次

（B）小築 女 11 歲 意外遇害 四年級 五年級 11 次

（C）小萱 女 12 歲 癌症 幼稚園大班 六年級 4 次

（D）小宏 男 11 歲 腦溢血 四年級 五年級 8 次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訪談法以蒐集資料，每次訪談均採取一對一且多次訪談之方

式以理解兒童在喪親過程中之悲傷反應及其悲傷調適展開方式。訪談次數則以「理論性飽

和」為基礎，意指研究者無法再從受訪者身上探究到新東西時即停止 (Seidman, 2013)。因

之，不同之兒童在訪談次數從 4 到 12 次不等。為達到上述之研究目的，研究者設計理念

乃是依照兒童之發展階段，並考量失落事件發生時間軸進行擬定半結構之訪談大綱（詳如

表二所示），進行一對一之訪談，以蒐集豐厚研究資料以進行後續之資料分析。

表 2. 訪談大綱

壹、受訪者個人介紹

一、說說看家裡的情況？

二、家人平常會一起做些什麼活動呢？

三、聊聊你平常喜歡做的事有哪些？

四、談談爸爸還沒過世前，會陪著你做些什麼？

五、爸爸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爸爸呢？

六、在和爸爸相處的過程中，讓你覺得印象深刻有哪些事情呢？

貳、受訪者面對爸爸過世時的情形和感受

一、爸爸是什麼時候過世的？

二、爸爸的死是如何發生的？

三、當時的你是如何得知爸爸死掉的消息？

四、剛知道爸爸過世了，你的狀況如何？（情緒感受、想法、身體反應、行為…）

五、你當時是如何面對爸爸的過世？

六、當時你做了些什麼？

七、你面對爸爸過世的這件事，其他家人的狀況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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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訪者遭遇喪親的悲傷經歷

一、在面對爸爸過世後的這段時間，你是如何面對這件事？

二、這段期間你的狀況如何？

三、這段期間你會做些什麼？

四、爸爸過世的時候，其他家人的狀況是如何？

五、爸爸過世後，家裡有沒有發生什麼樣的改變呢？

六、家裡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七、對於爸爸過世這件事，你會希望為他做些什麼？

肆、受訪者目前的狀況

一、請問爸爸過世到現在有多久的時間呢？

二、你現在對爸爸過世這件事有什麼感覺？

三、你對死亡有沒有什麼困惑？

四、你對死亡的瞭解是什麼？

五、你在爸爸過世後對死亡的瞭解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六、現在的你和爸爸剛往生時相比較，你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嗎？

七、這段時間有沒有什麼東西或人陪著你一起度過這一段失去爸爸的時光？

八、當時那會讓會你感覺是如何呢？

九、現在的你有沒有想對死去的爸爸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嗎？

十、在爸爸過世後，對你未來的生活，有任何影響或改變？

三、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透過一對一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最後以不再有新的陳述內容，作為達到

資料飽和並結束訪談的依據。訪談過程全程錄音接著謄寫成逐字稿，並將其依序編碼，

資料編碼則以第一個字元代表受訪者的代號，其次為訪談次數、陳述內容中順序，例如

「A-1-18」代表受訪者 A 小玲第一次訪談中的第 18 段陳述。此外，針對本研究目的，採

用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之整理與分析，包括文本資料分類數個主題、重新組織並發現

共同主題、統整並陳述研究對象的本質等分析步驟。而為了達到研究之信實度，在本研究

中納入協同研究者共同進行文本編碼與分析，以利研究資料與結果能更貼近兒童真實生活

世界之呈現。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為探究四位兒童在喪親悲傷反應及其調適之探究，本文將以兩部分結果呈現，

首先針對受訪兒童在喪親之後的悲傷反應進行研究結果呈現；其次則綜合陳述四位兒童在

喪親之後悲傷調適的展現方式之探究並進行討論，分述如下：

表 2. 訪談大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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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位喪親兒童的悲傷反應

本研究將四位兒童經驗喪親後之悲傷反應做逐一探究，進一步可區分為情緒、認知、

行為和生理等四方面，以下針對此四向度描繪兒童悲傷反應的獨特圖像。

（一）在情緒反應部分

面對喪親時，四位受訪兒童悲傷的情緒反應，包括有恐懼、擔心、突然的驚嚇、孤

單、寂寞、失落、傷心難過等各種忐忑不安的情緒，以下分述之：

1. 對死亡、鬼魂與未知的恐懼 

死亡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是令人忌諱談論且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有時還會被認

為觸眉頭，因此對四位喪親兒童來說，對死亡概念和瞭解大多來自於卡通、電影、電視

等大眾媒體，由於媒體的大肆渲染或大人無法與兒童討論與死亡相關的內容時，則兒童

往往容易產生恐懼的情緒感受和想法。「就突然有一天的話，他就直接把我帶走，然後帶

我去一個很陌生的地方，我覺得很可怕 (A-8-42)。」「因為我是怕可能那個骨灰會有什麼

怪怪的東西 (A-6-166)。」「就覺得有鬼在旁邊，就覺得很可怕 (A-6-194)。」「覺得死很可怕

(B-5-88)。」「因為有些鬼就會無緣無故把人抓去，然後被掐脖子啊 (D-4-20) ！」「對啊！

會嚇死我 (D-5-133) ！」「怕爸爸來找我啊 (D-5-126) ！」

2. 不易外顯的各種擔心 

從四位喪親兒童身上彷彿看見背負著各種「擔心」的包袱。像是擔心媽媽會不會也隨

著爸爸死了。「擔心媽媽也會死掉，不能陪我 (B-3-16)。」「如果媽媽過世的時候就是要去

育幼院…然後我就會擔心說以後，如果媽媽真的過世的話我要怎麼辦 (C-2-102) ？」「就是

會覺得說好像自己的親人隨時都會死亡 (C-1-55)。」「媽媽可能因為打擊太大，所以就會想

到以後要怎樣怎樣 (A-5-164)。」「怕媽媽身體不好啊…會死掉！ (D-5-106) ！」兒童亦會因

為家中經濟支柱父親的離逝而擔心家裡的錢不夠用。「還有擔心家裡錢不夠 (A-7-277)。」

「經濟上的改變…嗯，就是完全都靠媽媽！或者是阿公阿嬤，有時候就是真的沒辦法的

話，就請阿公先匯錢，然後再慢慢還 (C-1-39)。」

3. 擔心他人的看法 

對於表達自己的悲傷，在情緒上還在在意他人的反應與看法，因此會把自已的真實

感覺壓抑下來。「對啊…因為姊姊如果看到（對爸爸離開的感覺）會覺得很白癡…因為怕

姊姊會笑我 (A-3-180)。」也會在心裡隱約覺得和別人不一樣而有所隱藏內在真實的感覺。

「這樣會被人取笑，感覺和別人不一樣 (B-1-160)。」

4. 突然的驚嚇 

對於親人未預期而死亡，感到突然受到驚嚇都是面對親人死亡最初的反應方式。對

於小玲來說爸爸的死因是心臟衰竭、小築的爸爸是受歹徒劫財謀殺和小宏的爸爸是腦溢血

過世都是屬於無預期的死亡，所以三位受訪者剛接獲父母死訊時，都感到突然、受驚嚇的

感覺。而小萱雖然爸爸在癌症末期幾乎以醫院為家，但在沒有預期的心理準備下，同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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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爸爸的死亡感到驚嚇。「然後阿姨就叫我們起來，說爸爸死了，然後我們三個都全嚇

到，因為我們覺得，爸爸不是離家出走七天而已嗎？然後為什麼會死？ (A-6-50) 」「那時

候，就…嚇到而已，然後，沒有想那麼多 (A-7-82) ！」「就是會覺得很驚訝…就是為什麼

突然就過世 (C-2-03)。」

5. 孤單、寂寞與失落

父母是孩子的唯一，也是重要的依靠對象和主要的照顧者，因此父母的死亡往往會讓

喪親兒童感覺被遺棄，內心感到孤單寂寞。「嗯，就覺得很難過、很孤單 (B-2-11)。」「不

知道該怎麼辦，覺得很寂寞 (A-3-133)。」「就是覺得他不在我身邊，就很想哭啊，我哭了

好幾次了 (B-6-31) ！」面對親人的死去，是一種重大失落的感覺，永遠也回不到原初的樣

子，家裡感覺就好像少了一個人。「就看習慣了，然後爸爸過世以後就會很像少了他就怪

怪的 (A-9-87)。」「就只是覺得說家裡好像少一個人的感覺 (C-3-91)。」 

6. 傷心與難過

在面對摯愛親人的死去，不論大人或孩子，傷心難過都是一種最常有的悲傷反應。四

位受訪喪親兒童雖然口語表達能力不若成人般流暢，但均可從訪談中看出這份傷心與難過

的情緒。「很…難…過………很難過。嗯，捨不得 (A-7-171)。」「就是很難過 (B-1-53)。」

「（悲傷的心情是指什麼）就是爸爸過世啊 (C-3-04)。」「（你想到什麼很傷心？）…爸爸的

事 (D-3-67)。」

（二）在認知反應的部分

面對喪親時，四位兒童在悲傷所引起的認知反應則是許多困惑湧上心頭，像是爸爸死

後去哪裡？運用否認的機制，認為爸爸一直還沒死、因為不想被他人看見自己悲傷的樣子

而有壓抑悲傷的行為，甚至出現非理性的想法，認為死後可能會被處罰，以下分述之：

1. 困惑與不解

死者到底去哪裡了？這是不論大人或小孩對失去親人都可能會產生的疑惑。對於兒童

來說，為什麼會死？爸爸死後去哪裡？爸爸為什麼要離開我們？爸爸在哪裡呢？更是其心

中無法解釋的疑惑。「為什麼爸爸要離開我們 (A-6-39) ？」「會想要問媽媽說爸爸過世之

後到底會到哪裡去 (C-2-40) ？」「然後我就是有寫一張紙條，寫說問爸爸在那邊過的好不

好 (A-3-173) ？」

2. 否認 

否認是保護自我的一種心理防衛機制，也是面對喪親時的初始反應。對於兒童亦不

例外。初聞爸爸死訊時，小玲並無法接受，在喪禮雖然要摺許多的紙蓮花或紙元寶給爸

爸，但小玲的心中卻是不斷告訴自己，這不是給爸爸的，否認爸爸已經過世的事實。而

小築則把爸爸當作還在大陸工作，爸爸一直還沒死。「我就不哭，然後下去看到長輩就笑

啊。然後就要摺那個，我就說我也要做，就把他當成不是摺給爸爸的 (A-8-179)。」「好！

不是摺給爸爸的，然後摺紙就會摺得很開心 (A-6-40)。」「有時候會覺得爸爸還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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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9)。」

3. 感覺逝者存在

面對親人死亡常會感覺到自己的親人還活著或是還在身邊，一直沒有離開。悲傷的

人認為逝者仍以某一形式存在於同一個時空之中，而在受訪的兒童亦表達出相同的認知

反應。「嗯 ~ 有時候 ~ 在學校的時候，可能覺得爸爸在天空上看我 (A-3-30)。」「對啊，就

看電視的時候，然後看過去就覺得好像爸爸躺在那邊 (A-4-21)。」「就覺得我們在家裡烤肉

嘛，我就覺得爸爸跟我們一起烤肉 (B-1-70)。」「有時候就會覺得爸爸在家裡面，只是我們

看不到 (B-7-42)。」「一個人出去玩會覺得爸爸在我旁邊 (D-3-136)。」

4. 不想被看見悲傷的樣子

由於社會文化對死亡的忌諱，悲傷的情緒是較不被公開和接受的部分。而兒童往往

也遵循成人的教導與示範而承接相似的認知方式，像是不要在別人面前哭泣。「不想讓

人家看到我在哭 (A-7-298)。」「我不會讓人看見我悲傷的樣子 (B-4-33)。」「嗯…就是躲在

棉被裡面哭 (D-3-74)。」此外，兒童也會擔心自己的悲傷反應會促發讓家人擔心或生氣的

想法。「怕我這樣講媽媽會很傷心 (A-3-116)。」「因為 ~ 可能怕講出來 ~ 會讓家人更傷心

(A-4-243)。」「（你覺得媽媽知道會怎麼樣？）感覺媽媽會生氣 (B-3-46)。」「就是媽媽她就

會說叫我不要再想念爸爸了 (B-3-47)。」「因為媽媽說不要讓太多人知道 (B-1-159)。」這些

不正確的認知想法，容易導致喪親兒童不想被看見悲傷的樣子，而容易成為一個看不見眼

淚的悲傷者。

5. 死後可能會被處罰 

對於學齡期的兒童正處於他律期的階段，且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聽大人說或是

受宗教的影響，認為好人會上天堂，壞人就會下地獄，所以死後會不會受到處罰，自己死

後的狀況如何，對兒童來說也是一個關心的議題。「可能覺得死亡帶走我的話，可能帶我

去一個很可怕，然後很可憐的地方 (A-8-24)。」「可能是…之前爸爸是被氣走了。因為我之

前就常常說謊，然後我就想說一直說謊一直做壞小孩可能會怎麼樣。有一天我被帶走的時

候，可能會去地獄，然後會被懲罰 (A-8-35)。」

（三）在行為反應的部分

訪談資料歸納出四位喪親兒童悲傷所引發的行為反應中，哭泣、看照片和死者對話都

是在與死去父母維繫關係的主要方式；另外也會有做惡夢、逃避隔離、觸景傷情、表現堅

強、性情的轉變、日常行為的改變和人際關係退縮等外顯的表徵行為，分述如下：

1. 哭泣

哭泣是表達悲傷情緒最簡單的方式，兒童亦不例外。四位兒童面對喪親的悲傷，哭泣

是其宣洩悲傷情緒的方式之一。「就哭一哭，哭完就覺得心情很好 (A-7-154)。」「有時候晚

上的時候都會偷偷的哭 (B-1-50)。」「就是覺得說應該就是沒什麼感覺，…然後就是聽到媽

媽說很多話，然後突然就是想到，就怪怪的，然後就哭了 (C-1-27)。」「嗯…就是在棉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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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哭 (D-3-74)。」除了會因自己的悲傷情緒而哭泣之外，有時候也會因看見母親的哭泣，

而容易引發自己想哭的感覺。「嗯，媽媽那個哭聲會讓我覺得很想哭 (A-6-54)。」

2. 做惡夢 

兒童總有許多屬於她自己的聯想和猜測。小宏則常夢見被鬼追逐，怕黑和死亡造成

兒童加乘效果之後的恐懼。小玲在爸爸死後經常做一個相同、不斷重複的夢。述說著爸爸

是在離家後的七日凌晨在田裡的水溝被發現，她想著爸爸會不會在黑夜裡被蜘蛛咬死，這

樣的想法不斷在心中盤據著而呈現在不同孩子的夢境之中。「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有一

次不知道為什麼，爸爸過世的時候然後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就夢到一個很可怕的東西，就

是黑黑的啊，黑夜然後再加上一些黑色的東西 (A-10-52)。」「爸爸死的時候夢到鬼一直追

我、一直追我 (D-4-10)。」

3. 逃避隔離

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這是一般人面對重大壓力事件可能

會採取的方式。當四位兒童在面對喪親的重大失落時，也會試圖以不要碰觸死者本身或相

關的事物來逃避對死者的感受。像是刻意的忘記父親：「那時候盡量想把爸爸忘記，那時

候幾乎就能忘記 (A-10-115)。」不碰觸與父親有關的事物「然後老師如果講的話就摀住耳

朵，稍微摀一下想幫助耳朵不要想爸爸 (A-10-117)。」

4. 觸景傷情 

相似的情景或是碰觸到與雙親熟悉的人事物，往往會喚起許多回憶而勾起兒童喪親

的傷感。「嗯，就是同學家裡有喪事的話，就會想到爸爸 (A-3-81)。」「對…有時候在課

堂上，說一些有關於爸爸的事就會想起爸爸 (A-3-153)。」「（看見照片）會想到他離開了

(B-1-18)。」「有一次我們老師要跟我講說你爸爸是誰，我們老師有給我那種通知單，然後

我回去座位我會想哭，但想哭又哭不出來 (D-1-117)。」「就是每次我做錯事時，我都會想

起爸爸，會想跟媽媽講爸爸的事情，然後媽媽就會說不要講爸爸的事情 (B-2-28)。」

5. 表現堅強 

一般人在面對親人離逝時，往往不知該如何因應，更遑論如何去教導孩子如何去因

應喪親的悲傷。因此，兒童往往被成人告知要堅強。孩子在順應大人之下，往往也選擇

用堅強來面對喪親的悲傷。「因為大人就叫我們堅強不要哭 (A-8-246)。」「媽媽就是在哭

啊，不過她就說告訴我要堅強 (B-1-23)。」「就會有一點難過，可是媽媽又說不能哭這樣子

(B-5-47)。

6. 與逝者連結 

當所愛的人死亡的時候，生者往往都會希望與所愛的逝者保持連結，保持不變的關

係。四位兒童在經歷喪親之後，與逝者連結的方式包括有作夢的反應：「我最近有夢到爸

爸 (B-3-65)。」「有點忘記了，就是他來看我，然後我不知道在哪裡，然後他就是穿普通

的衣服，然後就看到他了，然後他說很想我啊，然後我夢到我們就抱在一起 (B-3-66)。」

「（在夢裡）他有跟我講說要聽媽媽的話 (D-1-76) ！」「如果我沒聽媽媽的話他會一直拖



34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夢給我 (D-1-89) ！」其次，兒童也會經由觀看父親照片來因應對父親的思念之情：「…

看他的照片，然後就自己躲起來跟在心裡的爸爸說話 (A-3-113)。」「想念的時候拿照片來

看 (B-7-93) ！」「嗯，如果我會想爸爸就會看看他的照片 (C-3-07)。」或者是藉由傳統的

祭拜儀式來尋求與父親的連結：「就摺東西給爸爸，摺錢給爸爸，很開心 (A-4-195)。」

「我還有給爸爸吃的東西擺在前面，還燒錢給他…在天上可以好好的過 (D-1-140)。」

最後兒童則會運用和父親的對話來表達彼此未曾改變的關係：「有時候難過的時候說給

爸爸聽 (A-3-172)。」「跟他說希望那個全家都平安，然後還有會乖啊，阿嬤健健康康的

(B-5-149)。」「因為我回來一路上就是一直跟爸爸講說我該怎麼做？然後就是在心裡問爸爸

該怎麼辦 (C-2-211) ？」「放學的時候我會在那段時間跟他走路聊天啊 (D-4-182) ！」「我

就想說題目怎麼寫，然後就在心裡跟爸爸說，爸爸就說：『亂寫』，然後我就真的亂寫…

(D-6-247)。」

7. 日常行為、性情的改變

喪親對孩子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壓力事件，有時也會影響兒童的生活作息，兒童的日常

行為表現也會出現與往常不一樣的改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不那麼認真然後我功課有

點不好，應該是因為爸爸的死的那段時間，還沒跟你討論這件事情，就比較不認真，然後

功課也不好 (B-9-15)。」「現在不會了，很少在做家事 (D-1-32) ！」有時候兒童在失去父母

之後，性情會有些轉變：「我們兩個【指小玲和國小六年級的二姊姊】就覺得爸爸好像沒

有過世，然後比過世之前還要皮 (A-4-166)。」

8. 人際關係的退縮

在承受喪親的悲傷後，喪親兒童容易為自己築起一個安全而不受干擾的堡壘，和過

往相較會顯得較為退縮，像是會想要獨處及沉默寡言：「之前爸爸還沒死的時候，就比較

喜歡跟同學玩，那現在有時候都喜歡一個人 (A-4-81)。「覺得想要一個人安靜 (A-3-148)。

「就…比較不會跟人家講話 (A-7-25)。」也會降低活動意願：「有時候 ~ 之前有比較喜歡跟

同學玩，那現在有時候都喜歡一個人，都不想跟他們出去玩 (A-4-81)。」

（四）在生理反應的部分

在訪談資料中可以看到，四位喪親兒童悲傷所引發的生理反應，包括有尿床、失眠、

胸口疼痛和呼吸困難等顯現在不同兒童身上。小玲在爸爸死後有時候因為夢到被惡魔追，

以為自己跑進去廁所，然後就尿床了。「嗯，就是爸爸死掉之後有夢到惡魔啊，然後就

跑到廁所裡面，就尿床了 (A-10-36)。而繁瑣的喪葬儀式，也會影響喪親者的睡眠狀況。

「那幾天因為都要跪著，還要繞來繞去的，所以就睡的時候就睡不著，那幾天都睡不好

(A-7-69)。」此外，想念父親的強度似乎和胸口疼痛和呼吸困難成正比。小玲說爸爸剛死

的時候，胸口並不會疼痛；到了出殯時是三十分；爸爸過世半年後變成七十分； 到了爸

爸過世即將滿一年的時間，小玲說她自己的胸口疼痛是一百分，此時胸口是最痛的，也是

她最想念爸爸的時候呢！「嗯…因為有時候我會想到一些事情，我會很想他，想到我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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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痛 (A-3-188)。」「那時候就覺得很難過啊！然後呼吸不過來了 (A-10-121)。」

二、四位喪親兒童悲傷調適展現之方式

本研究的悲傷調適展現方式是指四位兒童在面對喪親之後，除了經驗悲傷之外，在調

適之後能達到內心較為舒緩的狀態所採取的方式。根據四位兒童受訪者資料分析的結果，

研究者歸納整理出八項喪親兒童主要悲傷調適經驗的展現方式，包括宣洩情緒、回憶、訴

說、轉移注意力、對自我期許、透過儀式調適、尋求心靈與宗教的慰藉、以及他人的安慰

和陪伴。

（一）宣洩情緒 

眼淚除了有宣洩情緒還有治療的功效。在經驗悲傷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兒童都以哭泣

來宣洩情緒。「就哭一哭，哭完就覺得心情很好 (A-7-154)。」「就是一定要哭啊，可是有時

候哭了之後還是很想哭啊 (B-4-49)。」想爸爸的時候也會用書寫的方式來表達這份思念之

情。「喔…就…寫紙條，這樣就比較不會那麼傷心 (A-3-256)。」而通常在表達之後也能有

宣洩情緒的功能，像是小萱所說「就會覺得說心裡比較舒服，覺得說把自己心裡想說的話

都說了 (C-2-65) ！」

（二）回憶 

有時回憶是一種經驗悲傷的方式，有時回憶也可以是一種喜樂，可以與所逝的親人保

持一種愛的聯繫。也許對喪親兒童來說，感覺逝者仍然存在，有著安撫悲傷的效果，也是

紀念死者的另一種方式，將對逝者的愛留在心中。「有時候傷心就會想一些快樂的事情。

爸爸最喜歡看星星。…想到跟爸爸一起洗澡、爸爸會教我游泳、教我釣魚 (A-3-90)。」「就

會想到以前爸爸帶我們出去玩那些 (B-6-37) ！」「然後就是有時候如果會想到和爸爸出去

玩的這些回憶啊，然後就會覺得說心情比較平緩 (C-1-63)。」「譬如說玩得時候會想到爸爸

一下啊！我以前不會爬那個攔杆啊，爸爸抱我的時候我就會爬 (D-5-37) ！」 

（三）訴說 

也許說出來本身是一種調適悲傷的方式，就有一種療癒的效果；有些孩子會和朋

友訴說：「比較喜歡跟同學講，因為我自己想說跟別人講話會慢慢忘記，就比較不會

難過 (A-3-150)。」「都會跟好朋友說 (B-1-152)。」有些會和母親、老師等信任的長輩：

「嗯，然後如果有時候就是覺得說不需要用寫的話，就會直接跟媽媽講 (C-2-66)。」「然

後還有就是如果心情不好就會找班上的同學去跟他訴苦之類的，還有跟學校的老師說

(C-2-221)。」或者是沒有生命的娃娃及天空都會是其訴說的對象：「嗯，然後對天空說話

(A-4-254)。」「跟娃娃講話 (A-6-106)。」此外，孩子也會找到一個與逝者連結的方式並與

其對話：「放學的時候我會在那段時間跟爸爸走路聊天啊 (D-4-182) ！」「在他的墳墓前講

話 (D-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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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移注意力 

Sakaer (1987) 指出兒童比較常使用分散注意力，利用熟悉的活動和日常例行的事

物來找到慰藉，會有一段時間的否認和運用幻想調適突如其來的失落。從訪談資料中

發現四位受訪者，也會採取轉移注意力來調適喪親的悲傷。「就想說，好吧！去玩的

話會比較開心一點 (A-7-143)。」「沒有啊，就是想別的事情不要想爸爸，就是像吃東西

啊，還有玩東西啊，不要理他，就慢慢玩就這樣子 (B-1-154) ！」「就…想一些開心的

事 (A-7-146)。」「沒有啊，就是想別的事情不要想爸爸，就是像吃東西啊，還有玩東

西啊，不要理他…(B-1-154) ！」「就去隔壁看電視 (D-5-137)。」「有時候會去做家事啊

(D-1-152) ！」

（五）對自我期許 

悲傷調整過程中，兒童的喪慟反應之一為承擔起照顧者的角色 (Corr & Corr， 1996 

/ 2001)，因此四位喪父兒童也開始對自己有新的期許，目的為分攤母親的負荷，包括認

真課業、聽媽媽的話：「學業要自己顧，然後就是要聽媽媽的話 (A-7-267)。」「希望媽媽

不要再那麼傷心，然後自已學業可以進步 (A-4-308)。」「用功讀書 (C-3-146) ！」「希望

媽媽可以不要那麼難過，身體健康可以賺錢養我們，就是希望快點長大可以照顧媽媽

(B-1-174)。」也有些孩子希望趕快長大賺錢養家：「因為長大可以幫媽媽賺錢 (D-2-239)。」

「對啊，就是等於是我自己要賺錢吧 (C-2-188) ！」「減輕媽媽的壓力，然後也幫自己

(C-2-219)。」

（六）透過儀式調適

透過民間傳統的儀式，四位兒童都有機會為死者燒香拜拜、摺紙蓮花、燒紙錢和跪

拜，表達對死者的想念：「嗯…我就燒香的時候呀，會跟爸爸講話 (A-7-111)。」「就是每天

五點多回去的時候都會給爸爸上香 (B-5-148)。」「嗯 ~ 就摺東西給爸爸，摺錢給爸爸很開

心 (A-4-195)。」

（七）尋求心靈與宗教的慰藉 

有些兒童對死者死後去哪裡感到擔心和害怕，如果能知道死者死後的狀況是令人放

心，則能安撫喪親者內心的悲傷也能感到欣慰。因此，有兒童會認為父親已經當神：

「因為我想爸爸他應該在 ~ 天堂在做神，在天堂過得很幸福的日子 (A-6-143)。」「因

為法師就說，妳爸爸已經成仙了呀！成為神了啊！然後聽了那些話就覺得很安心了

(A-7-258)。」

（八）他人的安慰和陪伴 

家人與朋友的安慰與陪伴也是兒童悲傷調適開展的方式之一。「她們就用一些安慰的

話 (A-7-142)。」「（媽媽陪伴的感覺是）溫馨，然後可以讓我比較冷靜 (C-3-02)。」「就是悲

傷的心情可能就是會比較好 (C-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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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從悲傷任務論看喪親兒童悲傷調適歷程 

本研究從四位喪父兒童的悲傷反應和悲傷調適的展現方式，試著建構整理出四個主要

的悲傷任務，包括瞭解死亡的事實、經驗悲傷、從悲傷中重新調整自己、安置失落等。

1. 瞭解死亡的事實

Worden 提出悲傷的第一個任務是接受失落的事實，就是完全面對現實，承認死去的

親人不會再回來了。但從四位受訪者中發現，小玲、小萱和小宏都是透過喪葬儀式才慢慢

瞭解爸爸真的死了。研究者認為對於本研究受訪的兒童來說，死亡是個陌生的概念，其思

考方式還無法像成人般的運用抽象的思惟方式就能理解，而是必須透過具體的象徵物來瞭

解親人死亡的事實，例如：設置好的靈堂、棺木、骨灰罈和神主牌。就本研究結果看來，

在喪親之後兒童被允許參與相關的喪葬儀式將有助於喪親兒童的悲傷調適。這與 Bowlby 

(1980) 指出在死亡發生之後參加喪禮可幫助兒童認識死亡，瞭解親人死亡的事實和進一步

表達對死者的情感是相符的。

2. 經驗悲傷的痛苦 

Weiss (1988) 指出喪親後的悲傷並不依年齡而有所不同，失去至親後，小孩的痛苦程

度其實和大人一樣。因此不論成人或兒童在面對親人死亡之後，都會經驗悲傷的痛苦，也

就是 Worden 所提出悲傷的第二個任務：經驗悲傷的痛苦。不論正向或負向的悲傷反應和

悲傷調適的展現方式，其實都是在經驗悲傷，與悲傷共處的時刻，不僅有調適悲傷的效

果，也有益於心情健康。因此，在研究結果中可以看見，四位受訪者都表示每當自己心裡

難過、思念死去的爸爸時，有時候會躲在房間哭泣，有時候會到死者的墳墓或靈位前哭

泣，哭一哭會讓自己舒服一些，來宣洩心中難過的情緒。這與 Parks (1972) 認為如果為了

完成悲傷工作，生者必須經驗悲傷的痛苦是互相呼應的。因此，不論是悲傷與快樂或哭泣

與歡笑，都是喪親者在經驗悲傷，與悲傷共處的時刻。如果不是延宕性的悲傷，都是對悲

傷調適是有幫助的。換言之，當我們能誠實面對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才有機會處理喪親

的傷口；當我們能經驗悲傷，才能開始真正面對死亡。 

3. 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

Worden 所提出的第三任務是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在本研究中，可以

看到兒童在父親離逝之後，會重新調適自我生活的狀態，像是自我要求課業、要更聽媽媽

的話、可以趕快長大照顧媽媽…等等。此種種調整亦可看成是兒童在此一歷程中重新調整

屬於自己的定位，成為一個照顧者的過程 (Corr & Corr, 1996/2001)。在失去父親之後，家

變得不再完整，兒童需要重新調整屬於自己的定位。因此，也可以從研究訪談中發現，

四位受訪者在經歷一段悲傷調適之後，兒童會開始恢復規律的生活作息，重拾對生活的興

趣，從悲傷中重新調整自己，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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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置失落

Worden 所提出的第四任務是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在未來的生活上。就某個層面

而言，若能為逝者找到一個處所，並能明白所愛逝者的方式，在心中永留他們和我們生活

在一起紀念和回憶，如此就能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在未來的生活上。在本研究結果

之中，可以發現四位受訪者都對其逝去的父親離逝有其各自的安置。例如小玲提到死去

的爸爸已經當神或到另一個美好的境界；小筑認為爸爸已經到了天堂而且會一直陪著她長

大；小萱則覺得爸爸已經到了天堂；而小宏則認為爸爸已經投胎當人或是到天堂去了。對

他們來說，所愛的親人死去就會上天堂、當神或投胎當人，都是一種心靈的安慰。而此種

理解則提供了一種思念其父親的方式，並進而能在未來的生命中好好生活著。這與 Doka 

(2000) 的論述相似，其指出喪親者如果能夠瞭解生命最後都會死亡，且會向照顧他的人表

達關心和愛，就能在悲傷調適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所詮釋的生命意義。換言之，對兒童來

說失落有一個暫時安置的地方，也是讓兒童不會忘記對親人的那份愛，而將之常駐於心。

（二）從悲傷雙軌擺盪論看喪親兒童悲傷調適歷程

統整四位喪親兒童訪談文本所呈現的悲傷反應及其調適悲傷經驗，頗能呼應 Stroebe 

& Schut (2010) 的悲傷雙軌擺盪論之雙向經驗，四位喪親兒童日常生活中的悲傷經驗呈現

擺盪在失落反應與調適復原反應之中（見圖 1）。而此種悲傷失落反應與調適復原因應的

雙向交織歷程，應有助於兒童理解死亡而安頓悲傷，故分述雙向度之討論如下：

圖 1. 四位喪親兒童的悲傷失落反應與調適復原之雙向日常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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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落導向：

1. 對父親死亡的失落悲傷反應：困惑死亡、不知所措、擔心、難過、害怕、思念

由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兒童的悲傷反應有別於成人的悲傷反應 (Worden, 

2009; Strobe & Schut, 2010)。在四位喪親兒童的訪談過程之中可以發現兒童並不會主動談

及因悲傷所引發的生理反應，所以生理部分所出現的並不多。此議題值得後續研究再運用

較大樣本數進行探究，以利於後續相關兒童工作者可以成為評估兒童悲傷調適之指標。另

一可能則是生理反應大多為發生於當下，而本研究採取事後回溯，對於兒童而言，當時之

生理反應相對較無清楚之記憶。而在情緒、行為與認知方面則有較多的陳述，在悲傷的情

緒反應有出現恐懼、擔心、突然、驚嚇、孤單、寂寞、失落、傷心難過等各種忐忑不安的

情緒，此部分回應 Dutton 與 Zisook (2005) 的研究呈現，認為喪親者悲傷感大多為負向情

緒居多。此外，也可從本研究中發現對於兒童而言，傷心、難過、孤單、寂寞等情緒，都

是失去父親後常有的共同感受，但與成人會出現罪惡感、自責、放鬆和解脫等情緒反應則

有所不同 (Worden, 2009; Strobe & Schut, 2010)。而悲傷所引發的認知反應有對死亡感到陌

生和好奇的想法（爸爸死後去哪裡、爸爸一直還沒死、死後可能會被處罰），不想被看見

悲傷的樣子，和感覺逝者存在等想法。另外在悲傷所引起的行為反應則有哭泣、看照片和

死者對話都是在與死去爸爸維繫關係的主要方式；而做惡夢、逃避隔離、觸景傷情、表現

堅強、性情的轉變、日常行為的改變和人際關係退縮等外顯的表徵行為，也可以在本研究

中發現。Weiss (1988) 指出一般人很難體會哀痛程度不因年齡而有所差異，失去至親，小

孩的痛苦程度其實和大人一樣，都會經驗悲傷的痛苦。而在此研究中亦可以看到相同的研

究結果。

2. 困惑父親真的死了嗎、遺憾未見最後一面或害怕父變鬼

由於兒童對死亡的知識來源，大多來自後天的學習，在遇到父親死亡會連結到過去

從電視、電影、鬼故事等或大人說過的死後上天堂或不可談論死亡的資訊，而形成兒童對

死亡感到不可談論或可怕恐怖於鬼魂，而讓兒童沒機會澄清心中對死亡許多困惑，少了完

成心中遺憾的可能性，甚至開始產生害怕父親變成鬼的不安、焦慮和恐懼。對照 Shiah、

Chang、 Tam、 Chuang 與 Yeh (2013) 研究中所言，宗教文化會影響人類的哀傷反應，兒

童身處於受華人天鬼神雙重信仰結構文化傳統之下，自無法避免此種對於人往生後成為鬼

魂之影響。由此看來，此種心理反應反倒是成人們在面對兒童悲傷反應時特別要留意的部

分，以避免造成兒童在悲傷調適時之阻抗。

3. 擔心尚存母親死亡的死亡焦慮使兒童反轉想去照顧母親

父母是兒童的主要依靠者和照顧者，在每個孩子心中都有一個最原始的恐懼，擔心

父母的離開和死亡，但同時也表達出要更加聽話並進而去照顧母親的需求。而此種現象似

乎展現了華人文化中注重「父慈子孝」的核心倫理價值延伸，而祖先則會依據子孫實踐德

行而具有庇佑或是懲罰的功能 (Hwang, 2014) 換言之，兒童藉由照顧母親的過程之中善盡

華人文化中五倫關係的角色義務，以達個人善盡孝道責任而達到悲傷調適，而此亦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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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man、Chiu 與 Schaller (2004) 所提個體與其所處文化背景脈絡下開展出之哀傷反應與

療癒有關，由此看來，即使兒童仍處於社會化歷程之中，但仍深受文化脈絡的影響之中。

4. 難過於單親家庭不再完整，渴望與父親保有持續連結

完整的家是每一個兒童的願望，本研究四位受訪兒童在父親離逝之後，仍舊有相同的

期盼。只是這份期盼換成另一個形式：運用各種方式與父親保有連結，覺得父親在身邊只

是看不見。此種渴望與父親保有持續連結的悲傷調適，呼應了近年來悲傷調適理論的調整

（李秉倫、黃光國、夏允中，2015；黃傳永，2012；Attig, 2001）也與早期研究認為要切

斷與死者關係的理論有所區別，也進一步的說明喪親兒童均會試著再與逝者互動說話，渴

望再有連結。一如成人尋求與逝者之持續連結。

（四）調適復原反應： 

1. 瞭解人死後上天堂而對爸爸的死亡稍感安慰

允許兒童參加喪葬儀式有助於喪親兒童的悲傷調適與認識死亡 (Bowlby, 1980)，經過

葬禮及經驗悲傷的過程讓兒童逐漸開始面對爸爸已經死亡的事實，並且表達內心更多的感

受，但也可能因此產生更多的死亡困惑，若不能發問，那麼在死亡的困惑下會感到更加的

孤單與不知所措。一如 Goldman (2006) 和 Furman (1984) 所言，兒童有哀悼父母死亡的能

力，只是他們需要成人的情緒支援，且經由大人的協助，兒童便有能力為所愛的逝者哀

悼。因此應給予孩子一個討論的機會和環境，誠實告知兒童有關死亡的訊息，來建立兒童

正確的死亡概念和態度。

2. 要補爸爸的位置去堅強照顧媽媽和家中經濟

悲傷調整過程中，兒童的喪慟反應之一是承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Corr & Corr, 

1996)，因此四位喪父兒童即使仍未成年，但已在心中開始對自己有新的期許。從另一個

角度視之，兒童在喪親的過程中透過諸如分攤母親的負荷、認真課業、趕快長大賺錢養

家、聽媽媽的話等等期待以達自我在家庭中善盡孝道之責任，並且帶著此一新的角色往前

邁進 (Hwang, 2014)。

3. 用回憶或與父說話方式來留住美好連結與被父安慰

從本研究中四位喪父兒童悲傷反應中可看見其特有的調適方式，大多是以較內隱的

方式進行悲傷心理調適，包括宣洩情緒（哭泣、書寫、閱讀）、回憶過去美好的互動、

不斷跟父訴說、轉移注意力和轉而對自我的期許，來與死去的爸爸做連結，表達對爸爸

的思念；這符合 Sekaer 研究指出兒童不同於大人的悲傷調適，兒童較常使用分散注意

力、執著於熟悉的活動和日常例行的生活以得到慰藉 (Corr & Corr,1996)。也符合 Huntley

（2002）指出有時兒童會以他們自己熟悉的日常活動來取代悲傷；也就是說兒童會在遊戲

中經驗悲傷；在經驗悲傷的過程中遊戲。而兒童更會藉由回憶、書寫、看照片、在心中和

父親說話、燒香拜拜，試圖在心理與逝者做連結，更進而為離逝的父親找到一個安置的地

方。對於四位喪父兒童而言，父親已經到天堂，當神或是投胎當人，是一種心靈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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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a (1996) 指出若能瞭解生命最後都會死亡，且會向照顧他的人表達關心和愛，就能在

悲傷調適過程中，發現自己所詮釋的生命意義。由此可見，回憶過去之外，兒童仍會持續

與死去的父親對話互動持續連結，逝去的父親也在兒童心中仍保有一份持續的影響力，是

關愛也是安慰，更是兒童面對喪慟後失落悲傷調適的重要方式。

二、建議

本研究綜合上述對四位喪父兒童的悲傷反應及其悲傷調適的展現方式之結果提出一些

理解兒童悲傷獨特經驗的建議：

（一）理解兒童對喪親獨特悲傷反應隱藏在堅強裏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四位喪父兒童因為擔心家人更傷心、同儕異樣的眼光和他人的取

笑，並不容易表現明顯的情緒和行為，儼然成為一個隱藏悲傷、表現堅強的隱形哭泣者。

然而處於悲傷中的兒童對於死亡有許多疑問想要瞭解，對家不再完整有些自卑，對死亡會

再發生有些擔憂，都是需要先瞭解孩子個別的悲傷反應，才能提供有效介入的策略，並給

予更多的關心和協助。

（二）說明喪葬儀式之運作與死後世界之困惑

一般來說，喪葬儀式中能跟死者說再見，為死者做些事，都具有安撫悲傷的效果。但

從四位喪父兒童身上發現，如果沒有跟兒童做適當的說明時，往往可能會引起喪親兒童負

面的感受。所以這部分是需要成人能適切地與兒童說明與解釋，不要讓兒童對死亡有太多

的困惑和想像。

（三）死亡衝擊下兒童需要恢復原有生活作息，及獲得安全環境的保證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四位受訪者面對爸爸的死亡，造成搬家、經濟問題、生活型

態、家庭氣氛和家庭結構的改變，而導致喪親兒童失去了生活的秩序感。因此，當兒童面

對親人死亡時，身邊的大人應盡快協助孩子恢復原有的生活作息，給予喪親兒童一個安全

環境的保證，以免再度面對更多的次級失落。

（四）尚存父母允許兒童悲傷正視討論死亡

從四位喪父兒童身上發現，尚存母親自己都很難承受喪偶悲傷，很少跟孩子談死亡。

然而兒童非常在意尚存母親的感受，擔心自己哭的話，父母會生氣或更傷心；雖然很想談

論死去父親，也認為是忌諱而壓抑了下來。因此在本研究中發現尚存父母的態度和悲傷反

應，對四位喪父兒童來說都具有示範與引導的效果；所以身邊的成人要先能夠允許自己經

驗悲傷，兒童也才能經驗悲傷。

（五）喪親兒童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談論死亡與悲傷

本研究在與四位喪父兒童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如果研究者太急於想問出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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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經驗時，反而孩子會有所抗拒。因此需留意喪親兒童的個別差異，過程中需要多停留

一些時間，來幫助喪親兒童表達悲傷的情緒和感受，在關係建立足夠的狀況下，往往會比

較容易開啟與孩子的對話，方能瞭解兒童獨特的悲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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