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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合格社工師(24年)、心理師(16年)、家事調解委員(12年)、
認可的親職協調員(5年)、法院家事服務中心督導(6年)、醫院婚姻
諮詢門診駐診心理師(16年)，亦為家事調解訓練講師(4年)

長期於家暴家庭、家事紛爭領域進行三級干預工作並研發相當多輔
導工具，2016開始於台灣花蓮推動離父母共親職，持續倡議離異
家庭工作的政策(戶政推動)、修法(審理細則、兩願離婚)與制度

與家事法庭合作高衝突案子、也於實務中不斷實踐協助離異父母降
低紛爭、進行家事父母、孩童的個別、團體心理輔導…….

關於我



花蓮民政處-戶所的創新作為

106.05 開始撥放影片

108.09 開始離婚協議書及子女權利義務負擔行使變更協議書
增列未成年子女會面及扶養費

109.01 調查一線人員之使用困境再調整
01.31社家署要求戶政司修改公版離婚協議書

109.02 微調書表109.03 提供單張、再授課



為何需要增列?
父母兩願離婚的兒童權益(親子關係維繫)未獲保障

1.依據內政部(戶政司)資料統計顯示，107年有68,619名兒少因父母離婚、
未繼續共同生活或認領等因素辦理未成年子女監護權變更登記，其中屬父
母離婚者高達85.16%(計58,433名)。而107年計有54,402對夫妻辦理離婚
登記，其中屬兩願離婚者高達85.00%(計46,242對)，屬判決或法院調解/
和解離婚者僅占15.00%(計8,160對)。

2.現行民眾自行至戶政機關辦理離婚與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登記，其是否針
對子女照顧計畫獲致共識，行政機關難以知悉，惟並非離婚夫妻皆有未成
年子女或無法成為合作父母。



戶所作為觸及所有離婚人口的最後一道關卡
鼓勵使用新書表，核心為了孩子

台灣兩願離婚的制度的變革從花蓮開始
我們都是重要先鋒一員，各位應以身為花蓮
的戶政人員為榮~
不只是一份工，而是看見如此做的意義

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真正幫助多少
但至少我們開始了….

~這是花蓮各戶政給父母離異孩子的一份禮物~



離異父母的紛爭日常



離異父母的紛爭日常



離異父母的紛爭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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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現場當事人關心/要的是什麼?

要贏
我所提的都要被滿足

1

2

3

4

要孩子不受苦
不要重複我童年的苦、不要孩子在衝突中
不要孩子成為單親家庭、不要孩子沒有媽媽沒
有爸爸

要還我清白、要事實、要真相
我沒做錯什麼、他寫的都是假的…

要公平
扶養費、未成年子女會面

當年你棄家不顧…



共分親職-

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離婚時
後續非與孩子同住一方如何與孩子相處? 分攤孩子的費用是需要討論的

永遠的父母



攸關未成年子女
請跳脫輸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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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說明使用新書表

戶所
人員

為何要使用?

引導討論

建立安全的環境/心理空間

有未成年子女的離婚登記

當下衝突的處理與掌控、座位安排

子女會面與扶養費如何討論



一、說明/建立關係

1.說明為何要使用新書表
(1)花蓮縣政府新作為
(2)因為你們有未成年孩子，保障孩子權益是政府最優先的考量

2.簡介子女會面的約定

3.簡介子女扶養費的約定



協助當事人討論
的溝通協調技巧



溝通協調:積極聆聽的目的

<a> 對當事人傳達理解

當事人: 又沒規定一定要寫會面跟扶養費

工作者: 我了解，你認為要規定你才覺有必要討論孩子後續照顧安排

<b>增加當事人自信心

工作者:在這樣的困境中，你還能繼續上班，不影響工作，實在不容易

<C>讓當事人知悉他自己是重要的

工作者:面對這些事件的巨大壓力難免會對孩子發脾氣，但你的身心穩定對孩
子是重要的，你對孩子很重要



溝通協調:語言的使用

找出雙方共同關注的
1. 雙方都希望趕快解決問題

2. 雙方都不希望再來法院

3. 雙方都希望減低對孩子的傷害

4. 雙方都是愛孩子的

5. 雙方都希望會面不影響孩子作息

多用一些「我們」 、「大家都是」、 「共同」、 「一
起」 …



溝通協調: 語言的使用

語言的力量-轉換語言的使用

1.用承擔親權<責任>取代誰擔任親權人
2.用<承擔>取代<擁有>
3. <照顧時間>的分配取代<探視>
4.用<你們>的孩子取代<你>的孩子
5.用孩有<兩個家>取代<單親>家庭
6.用<爸爸、媽媽>取代<林先生、李小姐>
7.用<我們一起>來想想取代<你們>想一想
8.用<幫助孩子度過>這個困難時期來取代不要捲入孩子

Parent A         Parent B



溝通協調的技巧:正常化

• 目的 :讓兩造明白他們的困境不是獨特的、傳達理解

例如: 我理解你們現在難以做決定，各自都覺自己是為孩子好，很
多面臨要離婚的父母都是這樣的狀態

例如: 很多媽媽都會覺得不付扶養費憑什麼看小孩，不是只有你這
樣想….但是



溝通協調的技巧:重新框架

•目的: 把一件事轉換另一個正向看法，賦於新的意義
改變當事人對事件的歸因，增加對問題的不同理解

→有解毒與中和的效果

例如 : 他講話都不算數，我不相信他會付這每月一萬元。

回應: 你十分關心他每個月如何按時給付這一萬元。

→軟化要求

例如: 我一定要每周與孩子見一次面

回應: 你希望多些時間與孩子接觸。



溝通協調的技巧:重新框架

→帶出雙方共同的潛在意願

例如 : 我就是為了這個家辛苦不斷賺錢，她只會吃喝玩樂。

回應: 你們都為了這個家在努力，一個賺錢、一個照顧小孩，各
有不同的付出，相信你們的孩子會明白。



溝通協調的技巧:提問的技巧（焦點解決學派）

• 導引性的問題

幫助當事人更加清晰自己的想法，釐清及確認需要

工作者: 你想一下孩子幾個月沒有見到爸爸，孩子的感受是甚麼?

如果你有多一些時間與孩子相處，孩子會有甚麼不同?



溝通協調的技巧:提問的技巧

• 量尺問題

工作者: 你想要離婚的決心從0到10分，你有幾分?

• 例外問題

過去你有沒有成功跟先生討一些爭議性問題的經驗?

• 現實可能性測試的問題

你說要申請轉換為上下班制以照顧孩子，若是遇到要值班/異地
移訓，孩子要如何照顧?

過去孩子都由媽媽主要照顧，現你希望主要照顧，若孩子晚上
哭著要找媽媽，你會如何處理?



衝突解決專家的倫理

要求詮釋任何信息的方向
應該是Future and Positive，也就是訊
息解讀要是未來的、積極的，我們的職
業倫理不允許我們朝著「腹黑」的方向
去解釋。 熊浩(2019)



複習總結-回應當事人技巧-積極聆聽

•聽到當事人的需要

我們要與它們的需要對話

而不要在言語表面上質疑乃至衝突….

例如: 如果小孩去他那邊有意外，你能負責嗎？

積極聆聽-當事人要的是?



爭辯 對話
假設這當中有正確答案
而且妳知道這個答案

假設多人知道部分答案
可以一起找出解決方案

爭鋒相對：參與者試圖證明另一方是錯的 合作無間：參與者一起工作
找出共有的想法

重點是贏 重點是討探共同點

聆聽對方，找出對方的錯誤，
以便反駁對方

聆聽對方，企圖了解對方，
找出意義和共識

將假設當作事實 讓假設浮出檯面、重新審視

批評對方的看法 重新評估所有的觀點

捍衛自己的立場，反駁對方的想法 承認對方的想法可以讓自己更進步

找出瑕疵點，打擊對方 尋找優點，尊重對方的立場

找出驗證自己立場的結論或支持 發現新的做法，而不是單純做結論

<對話力化衝突為合作的神奇力量>丹尼爾楊克洛維奇著陳淑婷譯朝邦文教基金會出版



不要出現以下回應

•自我防衛的回應

辯解: 我不是每次都這樣….
不是我不回訊息，是他….

工作者:我剛不是這樣說!是你沒有專心在聽我講



不要出現以下回應

•反擊
例如:

你覺得我不理智，但你比我更糟..

你上次送小孩回來也沒有準時…

工作者-你們孩子很可憐有你們這對父母!



不要出現以下回應

•迴避
沉默、轉移話題
時常更使對方更惱火

工作者:看著資料不抬頭、不理人



複習總結-回應當事人技巧

先接，不急著潑回去



理解其考量

擴大思考
以孩子生活、受照顧為核心談此
變動對孩子的利弊
目前在子女照顧上的真議題為何

增加現實感

注意當事人的表述是在個人的利益還是孩子的利益?
幫助雙方理解監護權的意義
提醒當事人”永遠是父母”的概念與責任

子女照顧協商

各自想法表述

照顧計畫-父與母自身工時與生
活可以給孩子的有形、無形照
顧是什麼?

介入

界定與聚焦議題/行動

目前可以先處理的議題與行動(小、具

體、可行以孩子為焦點)



總結-溝通協調

•同理心

•積極聆聽/ 反映感受

•看見善意

•讓當事人覺得自己有功能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心若鏡，不將不迎，映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處理衝突的技巧
• 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喊停

理解為何突然感生氣? 評估現在還能繼續協商嗎?

還是先分開、暫停30分鐘以後再回來

-討論需要主持程序

• 3P原則 (以兒童為本-離異父母共享親職手冊，香港家福會出版，2015)

1.Present 當下

2.Problem 問題-對事不對人

3.One Problem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



BIFF Responses

• BIFF Responses: Dealing with High Conflict People

Brief                回應簡短

Informative 訊息充分

Friendly       態度友善

Firm              立場堅定



控制現場衝突

一、回到發言順序與規則: 一方說話時，請另一方安靜聽

二、若無法停止，先運用個別會談再回來一起談

三、請雙方用”我”訊息

四、提醒不需要浪費時間來這吵架

雙方如何好好談話是需要不斷教導、提醒



終極目標

共分
親職
-
孩子
自在
的來
回兩
個家



終極目標: 家庭紛爭能平和解決



感謝聆聽
我仍在這條路上為了孩子的笑容而努力學
習著。我們一起……….



影片介紹與應用

影片搜尋：

如果愛 釋手聯談

家裡的大小事，家事中心的重要事

廣告三部曲─第一部：孩子要你的愛，不要在選擇中失去一半的愛

廣告三部曲─第二部：孩子要天真，不要在選擇中失去純

廣告三部曲─第三部：孩子要寬容的愛，不要離間的愛

家是選擇題?

相關繪本、手冊參考



資源

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
花蓮縣政府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

共親職-離婚不單親，爸媽愛孩在 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