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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對於錯失、遺憾的事情，很多人都希望能有多一次機會（Take 2），推倒重來，
彌補過錯。現代人在處理婚姻困局上亦是如此，無奈地以離開作為出路，以再婚
作為 Second Chance，與另一個人再次滿懷希望地攜手共建家庭。而有孩子的，
更希望為孩子重建一個和諧安穩的家園。
現時，每年登記結婚的人口數字中，有超過三分之二是再婚人士，這個數字告訴
我們，再婚的家庭與日俱增。不知不覺間，我們身邊亦多了親友和服務對象再組
家庭。然而，社會對這個現象卻有較少的討論，像是接納，但又有點忌諱。而對
於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需要，我們亦欠缺有系統的探究，更遑論有什麼有效的服
務模式。
感謝家庭議會的支持，贊助我們以試驗計劃的方式，推行了「親子情緣 GPS」，
讓我們以近距離接觸再婚家庭，包括父母、繼親和孩子。
計劃內容包括網上教育、親子活動、親子工作坊及研究。我們很榮幸得到香港浸
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陳德茂博士和他的團隊進行「親子情緣 GPS 離異及再婚家庭親
職教育計劃」的研究，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從多方面理解「再婚家庭」這個現象，
包括局外人（社會人士和專業人員）的認知，局內人（父母和孩子）的感受和需要。
在此，我們除了感謝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的全力支持，亦衷心感謝香港浸會大
學社會工作系陳德茂博士及他的團隊陳炳坤博士和楊姝焱博士，孜孜不倦地進行
研究和撰寫報告。這個研究不但讓我們對再婚家庭多一份了解，亦讓我們對再婚
人士及兒童多一份關懷，並以敏銳的心和適切的服務支援他們，使他們平穩地過
渡，建立和諧安穩的家園。

趙崔婉芬
總幹事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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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從古到今，要經營一段美好的婚姻關係和家庭生活從不是易事，從夫妻關係，到
教養子女，再到與對方家族的磨合相處等等，對一般家庭而言尚且如此困難，更
何況是曾經歷離異再婚的家庭？不過，在傳統思想影響下，他們卻不被旁人所接
受和理解，使他們面對困難時亦難以向他人啟齒和求助。實際上，再婚家庭不但
承受著大眾的不理解和不看好，而且還需主動、甚至被動地適應新的家庭組合，
當中的挑戰實在遠非他人能想像。
再婚夫妻選擇放下過往種種再次結合，相信無一不盼望新且美好的開始。不過，
要好好維繫重組後的夫妻與親子關係，對任何一位家庭成員來說也絕非容易。對
繼父母而言，既要讓孩子接受自己，自己又要承擔突如其來作為「父母」的身份
及責任。對孩子而言，一方面要處理因親生父母離異而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又
需適應「新父母」以及重組後的親子關係。對再婚父母而言，他們則不能避免地
成為家中大小衝突的協調者，可見再婚家庭的需要之複雜和逼切性。
而是次的研究正正便是將再婚家庭的這些需要和訴求一一道出。研究運用了多重
方法 (Multi-method Research) 去探究再婚家庭的親子關係，除了以量性研究，
用多角度分析公眾對再婚家庭的看法外，亦以質性研究中的聚焦小組，邀請不同
持分者作討論，再透過分析當中的對話，以探尋其對再婚的感受、認知和背後的
原因。
是次研究成功以多角度去探討父母、子女之間的隔閡和親子矛盾，不但讓大眾得
以放下有色眼鏡，能以另一角度理解和明白再婚家庭及他們所面對的甘與苦，同
樣亦能讓社會工作者對再婚家庭有更全面清晰的了解，從而為求助的再婚家庭提
供更適切的幫助。
能以一紙婚書與伴侶組織家庭，然後白頭偕老固然十分美好，再婚家庭也是一樣。
當他們選擇鼓起勇氣，帶著各自的子女與新的伴侶再婚，重新踏上婚姻家庭之路
時，若能得到旁人的理解及適切的援助，儘管面對非一般的挑戰，相信他們也有
能力去建立和尋找屬於他們的家庭樂。

陳德茂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及青年研究實踐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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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主題
離異及再婚家庭親職教育計劃研究報告

研究背景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於 2018 年 4 月委託香港浸會大學進行「再婚家庭親子情緣」
研究。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旨在探討再婚人士在建立家庭時所遇到的障礙，以瞭解他們對相關家庭
服務的需要和訴求。此外，本研究探討有助服務使用者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的因
素，從而為服務機構及前線社工提供再婚服務的方向。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多重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同時運用量性和質性的研究方法進行
多角度的探索和分析。本研究共有三部分，分別是問卷調查「公眾對再婚家庭的
印象意見調查」、「兒童自尊感與親子關係意見調查」以及聚焦小組，蒐集有關
公眾對再婚家庭的印象、離異家庭兒童眼中的親子關係以及探討再婚人士面對的
困難及對社會服務的訴求。這次研究共邀請 1992 名來自社會各界的人士參與。
在量性研究方面，「公眾對再婚家庭的印象意見調查」透過服務機構以網站、電
郵及當面邀請的形式，發放網上及紙本問卷，以研究公眾對再婚家庭的印象、如
何處理繼親身份認同以及對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共收回 1058
份有效個案。
「兒童自尊感與親子關係意見調查」則透過服務機構邀請四間本地小學四至六年
級學生參與訪問，比較在不同家庭背景下，兒童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的差異，
共收回 908 份有效個案。
至於在質性研究方面，研究團隊透過舉辦聚焦小組，邀請相關人士分享他們對再
婚家庭的觀感及意見，分為兒童組、再婚人士組及社工組，共舉行六次聚焦小組，
有 26 人參與 (9 男 17 女 )。其中，兒童和再婚人士均為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的服
務使用者，社工則來自本地不同的社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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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研究團隊歸納出五個妨礙再婚人士建立家庭的因素，統稱為「信號失靈」︰
1.「傳統枷鎖」：華人社會文化
在傳統華人社會的文化下，再婚家庭面對大眾對他們的負面標籤。公眾調查發現，
受訪者估計家中長輩對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低於受訪者本身的接受程度，
這反映在大眾的意識上，認為長輩在傳統華人文化的影響下，較傾向反對組織再
婚家庭，甚至不承認繼子女為家庭成員。
2.「有色眼鏡」：大眾對再婚家庭的負面印象
部分人士對再婚家庭中的小朋友仍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印象，反映再婚家庭仍面對
部分人士被負面地標籤，而這些負面標籤可能被再婚家長內化，並透過「自我實
現預言」將再婚家庭的負面現象重現，繼而造成進一步的影響，並不利於建立良
好的親子關係。
3.「夾心階層」：家庭內的跨代壓力
在上述兩項因素的影響下，再婚人士除了需要面對照顧親生 / 繼子女的相處問題
外，還需要考慮來自長輩的壓力。這些跨代的壓力往往使再婚人士左右為難，有
受訪者甚至選擇向長輩隱瞞自己已再婚的婚姻狀態。
4.「接觸盲點」：對再婚家庭的敏感度和認知不足
教師和社工普遍對再婚家庭的議題認知不足：教師對再婚家庭的議題鮮有認識；
而前線社工較少接觸再婚家庭，亦未有接受有關再婚家庭服務的專業訓練，導致
對再婚家庭的敏感度不足，亦難以提供適切服務，甚至令再婚人士因感到不獲別
人的理解而不想接觸服務機構。
5.「男女有異」：對家庭角色的理解和管教方式各有不同
男性和女性對家庭角色職責的理解，以及管教方式各有不同，都會影響家庭成員
之間的關係，這情況在再婚及離異家庭尤其明顯。男性較傾向認同再婚家庭能為
子女提供圓滿家庭，但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與親生 / 繼子女相處時間較多，容
易為家中瑣事爭執，影響親子關係。此外，當兒童面對難題時，母親傾向幫助兒
童，而父親則讓兒童自行解決問題，這情況可能在離異家庭的兒童更普遍，以致
他們的自我效能感與父親依附程度沒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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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五項影響再婚家庭親子關係的因素，研究團隊分別從政策、公眾教育及
學校 / 社工及再婚家庭服務等四個層面，提出四項建議，統稱為「情緣在線」。
1.「關愛同行」：納入政策議程
現時政府未有針對再婚家庭的服務政策，但再婚家庭面對的種種問題對親子關係
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政府應把再婚家庭的需要納入政策討論議題，適當調配資
源，進行更多相關研究，再制定可行及持續的政策和措施，為再婚家庭提供適當
支援。
2.「專業升級」：強化教師及社工培訓
教師和社工的培訓都有需要加強，增加他們對再婚家庭的認知和敏感度，也讓他
們能在學校和社區辨識再婚家庭個案，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包括加強再婚家長
的親職教育，協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提升再婚家庭兒童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
3.「傳心傳意」：加強公眾教育
社福機構及政府部門都應該定期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如攤位、講座、展覽等，提
高社會對再婚家庭的認知，扭轉其對再婚家庭的偏見，也令再婚家庭成員可以擺
脫負面標籤，更積極和正面地面對自身的處境。
4.「陪著你走」：建立互相支援網絡
除了提供各類輔導及親職教育外，家庭服務機構亦可透過舉辦再婚家庭小組活動，
鼓勵再婚家庭建立同路人支援網絡，讓他們分享親子關係的經驗，達至互相支援。

總結
對於再婚人士，良好的親子關係是建立和諧的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石，而增進
親子關係的課題是需要持續進修的。除了再婚家庭成員自身的努力外，社會人士
和其他的家庭成員亦需要對再婚家庭多加理解和接納。政府亦需要制定相關政策，
推動公眾教育，加強社工和教師等專業人士的訓練，為再婚家庭提供適當支援。
最後，研究團隊寄語所有離異人士及考慮再婚的人士，離異並非等同失敗；再婚
是給予自己選擇新生活的機會，可以積極規劃新家庭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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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itle:

Research study on Attachment Buil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Background:

In April 2018, the 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HKCMAC) was granted
funds by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and the Family Council for a 18-month project called “Great Parents of
Stepfamilies - A Parent Education Project for Separated and Divorced Families”. They
commissioned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o conduct the
initial study for this project from April 2018 to April 2019.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1) examine the obstacles that remarried people face
when they are establishing a new family, and in particular, to understand their needs and
requirements for related family services, and 2)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help service users
build a health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provide direction for family service
organisations and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in this area.

Method:

The research study adopts a multimethod approach by involv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ollect, examine and analyse the dat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components, which include two surveys (quantitative) and six focus
groups (qualitative). The first survey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 on remarried families, whether
they acknowledged the role of step-parents and their degree of acceptance of remarried
families with stepchildren. The second surve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of childre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therefore sought to better underst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views of children in divorced families.
The public opinion survey was distributed both online and in person and promoted
through the website of service agencies, emails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with clients.
A total of 1058 usable surveys were received. The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of childre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volved students in grades 4 to 6 of four
local primary schools. The intention was to determine how the respondents felt about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tepparent. A total of 908 usable surveys
were received.
The goal of the six focus groups is to gain a better idea on the difficulties that remarried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y face, as well as their needs in the relevant social services in this
area.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share their views and perspectives on remarried families.
Invit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cus groups were sent to a total of 1992 individuals in the
extended community who included children, remarried couples and social workers. In total,
two focus groups were held with children (2 males and 5 females), and two focus groups
were held with remarried individuals (8 male and 8 female adults), all of whom are service
users from the HKCMAC. Finally, two focus groups were held with social workers from
different local welfare organisations, which involved 11 individuals (2 males and 9 fe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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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The research team summarised five factors that would prevent divorced individuals from
establishing a new family, which are collectively labeled as “signs of failure”.
1. Shackl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Remarried families are negatively labelled by the public due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The results of the public survey showed that the respondents perceived that their
elders would be less accepting of remarriage than the respondents themselves. This
largely reflec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public, as it is considered that elders, unde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tend to oppose the start of a remarried family, and some
would even refuse to recognize the stepchildren as part of the family.
2. Public stigma against remarriages
There was a mixed response among the surveyed individuals with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expressing negativity towards remarriages and the other half providing a more positive view.
While this shows increasing acceptance towards remarriages, many of the respondents still
have very negative views of children in remarried families, and stigmatise them as rebellious
children who clash with their stepparent or have complicated moralities and behaviors. In
turn, remarried parents have internalised these negative labels, which create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results in actions such as indifference to the stepchild so that a g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never established.
3.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nd public stigma against remarriage
means that remarried families not only have to face 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caring for
their own biological children and stepchildren but als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views from
the elders. For instance, there may be different ways of disciplining the children which
could lead to conflict, and alternating schedules need to be accommodated in joint custody
situations. Remarried individuals therefore feel trapped and caught in the middle between
the young and old, and some of the respondents even hi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married
from their elders.
4. Lack of knowledge
The social work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focus groups generally hav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n the issue of remarriage. The teachers are poorly informed on the topic of remarriage while
the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rarely work with such families. The social workers also do not have
adequate training in providing services around remarriage. Therefore, they lack sensitivity in
this area and are unable to deliver appropriate and relevant services for those in need of help.
As such, remarried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ho need help feel that they are not understood
and are reluctant to reach out to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s for hel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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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roles
In the divorced and remarried families, the male and female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expectations around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 of family
members. These affected whether they would seek support services and also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e men in general expected that remarrying woul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family life for their child(ren), whereas women, who are the caregivers, would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both their own children and stepchildren, so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rgue
about trivial matters at home which would affec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response to these five factors which would prevent divorced individuals from establishing a
new family because remarriage would affec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team
provides four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policy, teachers/social workers, public education,
and remarried family services, which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love on the line."
1. “Inclusiveness” – taking remarried families into consideration in policy agendas
To date,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service policy for remarried families. However,
the problems that remarried families fac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is encouraged to incorporate the needs of
remarried family when discuss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operly allocate related resources.
Besid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conduct relevant research studies on remarriage, thus
providing some feasible and sustainable measures that would facilitate the appropriate
types of support to those who have remarried.
2. “Training”: enhance related training for tea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and sensitivity of tea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to
remarried families, they would need to access further related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hey
are currently unable to identify remarriage cases within th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nd thus unable to provide appropriate support services to those in need. These include
strengthening parental education for remarried parents, establishing a g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long with enhancing the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of the remarried
families.
3. “Give them your blessings”: enhance public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organisations and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offer
various public education activities (e.g. booths, lectures, exhibitions, etc.) on a regular basis
to increase awareness around remarried families and reduce the stigma of the remarriage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lso, public education reduces or eliminates the labeling of
remarried family members and allows them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in a proactive and
posi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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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ith you all the way”: establishing a mutual support network
Apart from offer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unselling and parenting education, family
service organisations can also encourage remarried families to establish a mutual support
network through group activities that target remarried families, which enables them to
shar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 and provide mutual support to each other.
In remarriages, a g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a harmonious
family life and nurturing a health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equires hard work. Apart from
the efforts of the remarried family members, the community and extended family members
also need to be more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se remarried families and be more receptive
to them. Besides,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put relevant policies into place that provide
related public education, enhance the training of social workers and teachers, as well as other
professionals so that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to provide help to those in need.
On a final note, the research team would like to advise all divorced people and those who are
considering remarriage that they should not consider divorce as a failure, and remarrying is an
opportunity for a new life and starting a new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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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 研究背景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於 2017-18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局和家庭議會的
「支援家庭措施的主題贊助試驗計劃」的資助，推行為期 18 個月的「親子情緣
GPS—離異及再婚家庭親職教育計劃」，委托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於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間進行是次「再婚親子情緣」的研究。

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目的是：(1) 探討再婚人士在重組家庭時所遇到的障礙以瞭解他們對相關
家庭服務的需要和訴求，以及 (2) 探討有助服務使用者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因素。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離婚及再婚率在全球不斷上升
縱觀各地，男女的離婚和再婚情況越趨普遍。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在 2015 年的報告
指出，僅在美國本土，平均每日有 1300 個再婚家庭組成。而 15 歲以上的人口中，
從 1996 年至 2015 年，僅結婚一次的人口比例一直有下降趨勢。僅結婚一次的男性
比例從 54% 下降至 50%，而女性的比例則從 60% 下降至 54%。這顯示，在美國再
婚的比率一直都在上升。而在美國 50 歲或以上的人口中，再婚兩次或以上的比例，
更有著明顯上升的趨勢。不單單在美國，在與香港鄰近的台灣，根據 2017 年其內政
部所發出的數據顯示，離婚和再婚率亦一直高倨於 21%-27% 之間。這反映不僅於歐
美，亞洲地區亦有著離婚和再婚率一直上升的現象。
另外在中國，根據國家民政部門所發佈的數字顯示，在 2011 年，合法離婚的人數有
350 萬人，相較於 1990 年的合法離婚人數 245.5 萬人多出 100 萬人。隨著離婚人數
的增加，再婚人數亦有顯著的上升。中國的民政事務在 2014 年的統計報告中指出，
2011 年再婚人數達 281.1 萬人，而 1990 年間的再婚人數只有 72.24 萬人，其增長
率高達 400%。而從中國的國家統計局所發佈的數據得知，北京，天津，四川，貴州，
重慶等已發展城市都是離婚率較高的地方。這顯示出，不只是文化背景，社會環境、
婚姻觀念等等因素都可能是影響離婚率的原因。
在香港，現時離婚和再婚的人口比例亦同樣有著不斷上升的趨勢。由香港政府統計處
公佈的「1991 年至 2016 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顯示，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離婚
數目由 1991 年的 6,295 宗上升至 2016 年的 17,196 宗，上升了大約三倍的數目。而
再婚數目（包括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屬再婚）則由 4,892 宗大幅上升至 17,300 宗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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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超過兩倍。其比例佔所有登記結婚個案當中，由 1991 年的 11.5% 大幅上升至
2016 年的 34.6% ( 政府統計處 , 2018)。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的再婚率和離婚率相
當接近，分別是 34.6% 和 34.4%，這可能反映港人不斷經歷結婚、離婚，但因著有
不少人對婚姻仍抱有憧憬，他們都會選擇再婚，嘗試去抓住曾失去的幸福感，再次建
立一個理想的家庭，相信和所愛的人一生一世。

2.2 再婚家庭的定義和特性
男女想要重組一個新家庭，不單單只是因為婚姻關係破裂或離婚等原因而另覓對象以
再婚，或是同居形式建立新家庭，亦有可能是因為配偶死亡後，生存一方當遇上新的
對象時選擇再婚。
父母（或其中一方）因離婚或喪偶而重組的家庭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 ) 使成員身份合法化的重組家庭 ( 父母由同居男女關係改變為註冊結婚夫婦、
使非婚生子女地位和權益得到法律保障 )；
二 ) 重新組合家庭 ( 父或母或雙方有離婚的經驗，而其中一方帶著子女再婚，另
一方成成為繼父或繼母 )；
三 ) 併合家庭 ( 父及母已離婚，兩人都有自上段婚姻所出的親生子女，這些子女
現在有與繼父母同住的，亦有不同住的 (Robinson, 1980) 。
不同於一般家庭，再婚家庭所需要面對的是對於原本家庭的破碎，以及新家庭重新的
組合以及磨合。重組家庭在如何跟舊家庭結束關係，並在新家庭中如何建立、維繫新
的關係上，Papernow (1984) 認為他們都會經歷以下七個階段： 新的開始、努力同化、
醒覺、重新建構、作出行動、整合以及解決變成兩個核心家庭的問題。在這生活週期
中，重組的家庭需要學會面對多種困難以及心理的矛盾（Visher & Visher, 2014）。
而作為繼子女，Ganong & Coleman (2004) 透過臨床的經驗發現他們要面對多種在家
庭上的困難，例如，1) 家庭關係出現問題；2) 轉變和適應有困難 ；3) 缺乏社會認可
制度的支持；4) 情緒反應未能疏解；5) 對再婚家庭的期望需要調較。

2.3 再婚家庭的父母婚姻關係
雖然曾有研究指出過，再婚夫妻與初次結婚的夫妻的婚姻質素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Booth & Edwards, 1992）。但之後的研究發現，再婚者會比初婚者會更習慣地公
開表達自己的不滿和不同的意見。因此，再婚夫妻如溝通處理不當則會較容易發生
衝突。而這些衝突，一般都是跟其子女有關，例如管教子女或繼子女的方式分歧，
資源如何分配給子女和繼子女，以及繼父母與子女間的親子爭執等等 (Hetherington,
1993)。當繼父母之間經常為繼子女的事情，或是其他家事而發生分歧，甚至矛盾衝
突，再婚夫妻的婚姻滿意度亦會下降，繼而會影響繼父母對繼子女的態度和彼此的關
係 (Hobart, 1991)。
家庭成員在關係中的互動模式，一般都會受到各自過去的情感和經驗所影響 ( 羅 & 洪 ,
2011)。除了受原生家庭的成長經驗及情感經驗所影響外，因著上一段或過往的婚姻
過程所經歷各種負面情感的經驗，會對再婚後的夫妻關係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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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的伴侶沒有處理和解決這些情感上的包袱 , 就會阻礙親密關係的進步 . 而有效的
溝通被認為是解決關係矛盾的重要方法。外國有研究針對再婚家庭伴侶和初婚伴侶的
溝通方式，發現再婚家庭夫妻之間比起一般家庭的伴侶大都有著較少的正負向溝通，
傾向選擇迴避伴侶之間的討論（Halford, Nicholson & Sanders, 2007)。
另外，原生家庭爭取監護權的過程對子女適應新家庭亦會有很大的影響。Furstenberg
和 Cherlin (1991) 指出，當父母想要再婚的初期，孩子不會因著大人關係的變化而受
到傷害，主要有兩大因素。一，再婚父母之間關係的品質；二，與原生家庭分開後，
對對方的接受程度。不過，如果子女不能和沒有監護權的原生父或母見面，對他們在
再婚家庭的投入程度都會有負面的影響。所以，讓子女在原生父母、再婚家庭兩邊跑，
反而會讓子女感到較少的壓力，從而更投入和更願意建立新的家庭關係。

2.4 親子的依附關係
父母與子女間的依附關係會大大地影響子女的心理健康及人格的發展（Bowlby,
1969）。親子間的依附關係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四種：安全型依附、回避型依附、
焦慮 / 矛盾性依附和紊亂型依附（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 Main &
Solomon, 1986）。當中只有安全型依附可以讓子女得到且滿足的情感需求，而且在
安全型依附底下，能讓子女相信家庭是有能力及時體會和回應他們情感需求的安全基
地。在其餘形態依附下，子女都會發展出不同程度的焦慮和不安，甚至較安全型依附
的子女更易患上抑鬱，親子關係亦較難發展出親密的互動。
有研究指出，親生父母的再婚有機會削弱和親子女之間的依附關係。再婚後，親生父
母會相對較少去照顧自己的親生子女，反而會投於精力和時間和現任的伴侶相處 (Kim,
Hetherington, & Reiss, 1999)。因此子女會覺得繼父母或是繼手足在削弱自己和親生
父母的情感聯繫。Afifi 和 Keith (2004) 一項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的再生家庭孩子都
認為繼父進入家庭，自己和親生母親的聯繫有明顯的減弱。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都表示很難主動維護這些被減弱了的情感聯繫。雖然，讓子女在原生父母、再婚家庭
兩邊跑，反而會讓子女感到較少的壓力，但在 Hetheringron 和 Kelly (2002) 的研究中，
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孩子會定期和沒有撫養權的親生父母見面。而對於缺少了和沒有
撫養權的親生父母的親密接觸，孩子們都表示感到被背叛和被拋棄。除了缺乏與非同
住的親生父母定期的見面，同住的親生父母亦沒有花時間照顧自己的情感需求，這都
令到子女與親生父母 ( 不論同住或非同住 ) 之間的依附關係轉變為非安全的焦慮依附
模式。在這依附下，子女與父母的互動會減少，覺得自己因為有犯錯，所以「被罰」
而不能得到他們所期待的情感需求滿足。如果子女的情感需求長期不被滿足，他們會
較易感到焦慮和抑鬱。因此，如何保持和小孩的依附關係，是再婚父母需要小心處理
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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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再婚家庭的三角關係
三角關係是家庭治療其中一個對認識家庭而言很重要的概念。三角關係是指父母在
衝突及矛盾的關係當中，分別要求自己的子女去與自己結盟，合力「對抗」對方
(Minuchin, 1974)。Minuchin，家庭治療結構派大師指出，在健康的家庭中，每一個
次系統 (sub-system) 都理應清楚地界定自己的界線 (boundary)，而不應過份的逾越
彼此的界線。但三角關係則破壞了父母和子女次系統的界線。當父母間發生衝突而自
己無法化解時，夫妻一方或雙方就把子女牽涉到言語衝突的漩渦中。子女成為了雙方
的「傳話筒」，把同盟父母的話語傳給另一方，或是以「樹洞」的方式去聽取父母
對對方的抱怨。在此關係下，父母不需要直接與對方溝通，讓子女背負着雙方的矛
盾和責任。而且，當子女陷入三角關係的漩渦中時，他們被對立的父母撕扯着。最
終，子女們需承受額外並巨大的精神壓力，亦影響子女的行為表現（Kolak & Volling,
2007）。
Hetheringron (1993) 在研究中發現，再婚家庭可能有著與一般家庭不同的獨特三角關
係。再婚家庭從家庭組成的一刻，就可能存在著三角關係，尤其是在剛組成的頭七年，
再婚家庭的子女都選擇和自己的親生父母結盟，嘗試「對抗」繼父母。在這三角關係
下，繼父母會感到被夾在親生孩子和繼孩子的中間。另外，如之前所述，如果同住親
生父母和非同住親生父母分開時處理得不好，孩子就會感到被夾在雙方中間（Golish
& Caughlin, 2002）。如果三角關係沒有解決，尤其當子女到了青少年的階段時，情
況會變得更加嚴重。在這個階段中的青少年，由於情感需求增加，三角關係亦無法滿
足他們的情感需求，因而使他們和繼父母之間的衝突加深，精神和心理壓力亦隨之而
增加（Bray &Harvey, 1995）。當兒童陷入三角關係，外化和內化情緒問題的行為就
會更容易產生，亦更容易感到焦慮。對兒童來說，三角關係是很難處理的。子女一般
都會希望父母停戰，可以享受家庭溫暖，所以有些子女就會選擇用過激的問題行為來
吸引父母注意，藉此緩和父母之間的矛盾，或把矛盾轉移到自己身上 ( 香港城市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正向教育研究室 , 2016)。但這種把自己當作代罪羔羊的方法，不單
不能長遠地解決家庭問題，反而會使子女獨自承受生理及心理壓力的問題。

2.6 社會文化及論調對再婚家庭的影響
現今世代的離婚數字有增無減，反映出各地對於婚姻的傳統觀念有所改變，不再避諱
以離婚作為解決婚姻死結問題的選擇。但是，對於離婚後再婚的人士，各個社會中都
似乎傾向未能完全接受，仍然會帶着「有色眼鏡」去看待這些家庭。
2.6.1 社會如何看待再婚家庭
在中國的傳統倫理觀念中，最美好的境界的婚姻關係應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而對於再婚，一般人們都會以各種名詞去標籤這些家庭，例如「半路夫妻」等帶着眨
15

「再婚家庭親子情緣」研究報告
Research study on the Attachment Buil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義的說法。而對於再婚的女性更有不同的負面標籤，如香港會以「番頭嫁」去標籤再
婚女性。在中國，與初婚的女性相比，再婚的女性會被視為「貶了值」的女人。所以，
在傳統婚姻制度下，人們以往都視維持婚姻關係穩定為每個家庭的首要目標。而且，
沒有獨立經濟能力的女人，她們就視婚姻為她們的一張「長期飯票」。因此，以前即
使在家庭中，夫妻間有任何分歧，女士們都傾向不選擇離婚。除非是因喪偶而單身，
否則即使被「休」，也不會選擇再婚。但到了現代化的社會，人們會較注重感情的滿
足、生活的個性化，多於傳統社會的忍耐、湊合的特質。因著這種社會風氣的改變，
現今人們都不避諱以離婚來解決婚姻矛盾。雖然基於現代化社會帶來的積極風氣，慢
慢越來越多人接受自己離婚後再婚。但現階段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仍是持保守的
態度看待再婚家庭（金一虹 , 2006）。再婚所帶來一系列新的家庭問題，包括之前提
及的繼親關係如何建立、親子間的三角關係危機等等，都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注目。另
外，社會對於再婚家庭標籤化的影響，例如「半路夫妻不到頭」的說法仍然存在。人
們都因著這些標籤和論調，以及現在社會所看到再婚家庭的高風險，而異化及標籤著
再婚的家庭（金一虹 , 2006）。
即使在美國，核心家庭以外的生活形態，在主流社會中仍然被認為是偏差或是次等的
(Johnson, 1980)。再婚家庭擁有比一般家庭較為複雜的結構和心理特性，所以現今社
會很多正式的機構對他們都未能有完整的認知，亦因如此，社會對於再婚家庭的需求
會較難作出合適盡善的回應 (Skeen at el., 1985)。而且，很多正式場合或機構，例如
公開講座或學校等，都會無意間傳達核心家庭是完整，親生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才是幸
福等論調，顯得再婚家庭和社會的主流價值有所不同。甚至，繼父母及其子女會因而
覺得被忽略、看輕或不舒服 (Wood & Poole, 1983)。基於以上種種社會因素，社會機
構缺乏對再婚家庭完整的了解，可見其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2.6.2 再婚家庭的成員如何看待自己
除了在外，社會對再婚家庭的看法；在內，家庭成員對於自己作為再婚家庭一分子的
身份如何看待，都大大影響到這個再婚家庭能否有效地運行其功能。
再婚家庭的成員，經常都會覺得自己的家庭和其他的有所不同，並與社會主流不契
合或是有缺陷。主要原因是再婚家庭成員對「繼親」這個詞語有著負面刻板的印象
(Ganong & Coleman, 1984)，以及如上所述，再婚家庭在社會中一早己被標籤為不好
和邊緣化，從而影響再婚家庭成員的自我概念 (Kompara, 1980)。本身作為離婚的父
母，在自我認同上一般都較低，離婚的經歷使他們較容易對相關事情感到不快樂。加
上社會對再婚的標籤，令繼父母產生負面的自我概念，壓力大增，從而對自己要求亦
因而不切合實際地高。易怒、自我認同感低、高罪惡感、低自尊等都是再婚家庭成員
較易得到的負面情緒和自我觀念，從而阻礙家庭成員間建立親密的關係 (Coleman &
Ganong,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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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父母如何令子女接受新家庭
學者 Sue Johnson 曾提出，若要令關係長時間地維持，並得以茁壯成長，家庭成員之
間就需要建立起安全連結 (Secure Bond)，而這安全結連是基於彼此能夠接納對方多
少。安全結連的緊密度直接決定彼此間有多信任對方，亦影響彼此能否感受到對方與
自己的同在感。而這同在感不只是基於雙方能提供多少幫助和解決方法，而是基於能
讓對方知道再不需要孤單一人去面對困難和問題。而 Johnson 更提出在家庭中建立關
係，A.R.E. 是很重要的因素。
A = Accessibility ( 可接近性 )
親父母在離婚和再婚的經歷下，或是繼父母在再婚後要馬上背負照顧者的角色，都使
其有著不同程度的情緒，包括傷心、不安感等等。而在不同的情緒和狀況中，若父母
能在子女面前理性地表達和處理自己的情緒，子女就會更願意接近父母及與他們相
處。而當父母能夠這樣表達自己的情緒，子女在與父母溝通上亦能夠得到更多安全感，
並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
R = Responsiveness ( 回應 )
當子女與父母溝通和相處時，若父母能投以更多情感上及較積極的回應，則更易建立
健康的親子關係。子女一般都視父母是情感的依附對象，若他們遇到不開心的事，第
一時間會希望依附的對象能夠給予最適切的回應。因此父母和兒童溝通時，不應只給
予小朋友技術性的回應如「我知道了」，但沒有更進一步的回應。反而父母要給予訊
息，讓兒童感到他們在溝通中是被重視的一個，例如在溝通上給予更多的眼神接觸，
即使有時在忙碌中，亦盡可能先放下工作，跟子女解釋自己在忙碌，使他們不會感到
被忽略等等。
E = Emotional Engagement ( 情感投入 )
當父母有足夠的親和力以及能適切地回應小朋友的需要後，便需要做到對關係上的情
感投入。Sue 解釋，情感的投入並不單指一方對另一方的情感經驗有所關心和好奇，
而同時亦要讓對方意識到自己是被關心的一個。當子女向父母訴說不安或不開心的事
時，父母可能會立刻提供解決方法。雖然這種回應仍可讓子女認為父母是可接近的，
而且有問題時他們都會給予回應，但並不足以讓子女知道父母在溝通過程中有情感的
投入。父母應在溝通時，讓子女知道自己的事是被父母認可，並且是被認為值得回應
的，但只提供解決方案的回應，則會阻礙子女在這方面的感受。因此，要讓子女感受
到情感的投入 ( 都包括 A 和 R) 是需要長時間並多次的親子互動和溝通。若父母能運
用 A.R.E. 去跟子女溝通 , 就能更有效地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亦能增加再婚家庭中的
子女在新家庭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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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香港對再婚家庭的研究
香港城市大學及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於 2014 年至 2015 年間 (2016)，
曾合作開展香港少有而較詳細對再婚家庭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及比較一般家庭和再
婚家庭中的兒童心理健康和行為表現、家庭結構及其家庭關係。研究檢視了有甚麼危
機因素和保護因素會影響再婚家庭中兒童的身心健康，以及了解再婚家庭的挑戰和復
原因素。透過與 5 個不同結構的再婚家庭進行深度的訪談，研究發現再婚家庭的兒童
未能從繼父母中得到充分的情感以及依附關係需求上的滿足。當中屬第一次結婚的繼
母，由於沒有照顧兒童經驗，心理及經驗上並沒有為婚後馬上照顧繼兒女而作好準備，
因此，她們都會因而感到較大的壓力，這亦表示她們不管在再婚家庭中的婚姻關係，
還是與繼子女關係上，都得不到足夠的支援。
在尋求社會支援方面，香港的再婚男女都較少主動尋求社會援助，但原因上有明顯的
性別差異。父親一般都會表示覺得沒有困難需要幫忙，原因可能是因為男士「主外」
因而有足夠的社會網絡，而且較多男性認為作為一家之主，需要負起家中所有的決策，
而為顧了面子，男性並不習慣向外求助。另外研究顯示，初婚繼母亦會選擇自行解決。
近年，亦有研究透過生命故事訪談法 (The life story method) 去訪問特定條件的香港
再婚家庭子女 ( 劉 & 林 , 2019)，從而更針對性地了解子女在父母離婚、再婚和適應
新家庭生活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挑戰、困難和得着，以及深入地探討子女在當中所呈現
的能力、生存策略及應對方法。而為了該子女能夠適應父母再婚後的環境改變，不論
是新家庭還是己離婚的親父母都要十分小心去處理一些對子女而言危險的因素：父母
（包括繼父母）不要讓子女覺得被離棄，子女和親父母都能保持情感聯繫，父母對親
生和繼子女要公平，新家庭中父母和新伴侶能有足夠的穩定性，以及新家庭與子女一
同對抗社會負面定型，有需要時尋求社會支援等等，都能夠保護兒童，讓他們在融入
新家庭的過程中，得到足夠的安全感。
而對於在離婚再婚家庭中子女的長成多樣性，並沒有一概的定論。對子女而言，父母
離異及再婚難免會帶來生活上的轉變和情緒方面的挑戰，但最終的適應情況卻視乎適
應過程中的危機因素和保護因素 ( 劉 & 林 , 2019)。面對再婚的種種挑戰，再婚家庭
的成員可能都感到頭痛。若能提供足夠、主動和全面的再婚家庭支援，就能令這些家
庭的壓力得到舒緩。為了讓再婚家庭的支援能更全面和準確地滿足其需求，更多的有
關再婚家庭和對青少年的影響的調查便有很大的必要性，因此需要以不同的研究去擴
展對再婚家庭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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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多重方法」 (Multi-method Research) 來探究再婚家庭親子關係的社
會現象。多重方法是指運用多於一種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數據，而研究
方法可以是量性、質性或者量質俱備的 (Mills et al., 2010)。定量研究通過問卷調查
法收集資料 , 可以了解大眾對特定問題和態度的看法。另一方面，定性研究階段則
採用深度訪談法，可以探尋受訪者的感受、認知和背後的原因 (Creswell, 2013)。
是次研究採用多重方法的原因是為了對再婚家庭親子關係作多種層次的探討，以完
整面貌剖析當前再婚家庭面對建立親子關係時遇到的障礙和改善方法。整個研究的
訪問對象為公眾、再婚家庭及社工。首先，研究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不同
人士對再婚家庭的感觀。曾經有研究指出公眾人士對再婚家庭的歧視、偏見，使再
婚家長和兒童難以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而透過研究公眾人士對再婚家庭的態度和
看法，可以探知再婚人士在社會上面對的困難。
另一方面，研究還邀請再婚家庭和社工進行訪問，以他們的角度理解再婚家庭。第
二個層面則是離異 / 再婚家庭環境下，如何影響兒童的成長及與其建立親子關係。
故此，研究同時使用量性及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與分析有關公眾對再婚家庭的印象、
再婚家庭兒童眼中的親子關係及探討再婚人士面對的困難及對社會服務的訴求。本
研究以問卷及聚焦小組收集多方面的意見及討論。

資料蒐集方法
3.1「公衆對再婚家庭的印象意見調查」
抽樣方法︰非概率抽樣法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便利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由於便利抽樣是較方便和迅速蒐集資料數據的非概率抽樣法，於是研究團體透過服
務機構以網站、電郵及當面邀請，發放網上及紙本問卷訪問有關一般民眾對再婚家
庭的概念、印象和接受程度等。調查期由 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進行，為
期約四個月，共收回 1062 份問卷，經整理後共得 1058 份有效個案。

問卷設計
此問卷採取關閉式問題設計 (closed-ended question) 以更有效、更快捷地收集被
訪者的意見。再者，為了配合是項研究目的，問卷內容設計是先探討公眾對再婚家
庭的印象、繼親身份認同，以及了解公眾對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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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使用了 5-Point Rating Scale (Nardi, 2003, pp.66) 及多項意見選擇，以提
供受訪者較大的意願表達度，整份問卷共有 17 條題目。

研究分析方法
所有問卷調查之訪問資料被輸入電腦後，以社會科學統計分析電腦軟件 SPSS 程式
作數據分析。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平均值的計算、頻數表、T 檢驗法 (T-Test) 及
變異數分析法 (ANOVA) 等。

3.2「兒童自尊感與親子關係意見調查」
抽樣方法︰非概率抽樣法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便利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研究團隊透過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向四間本地小學發出邀請，對象為小學四至六年
級學生，訪問他們對自己的感覺、與同住母親 / 繼母的關係以及與同住父親 / 繼父
的關係。調查期由 2018 年 6 月開始至 8 月，為期約三個月，共訪問 971 位學生，
經整理後共得 908 份有效個案。

問卷設計
此問卷採用了封閉式問題設計，並參考多種指標，包括羅斯伯自尊感指標 (RSE)、一
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 以及父母與同儕依附量表 (IPPA)。問卷內容設計是先探討
兒童對自我的評價，然後是兒童與父母或繼父母的關係，而整份問卷共有 57 條題目。

研究分析方法
所有問卷調查之訪問資料被輸入電腦、數據清理後，以社會科學統計分析電腦軟件
SPSS 程式作數據分析。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平均值的計算、頻數表、單因素變
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以及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來自再婚家庭和社福界的人士會提供對再婚家庭較深入的看法，於是研究團隊透過
舉辦聚焦小組來推動參與者自由討論以得到更多資訊。聚焦小組分三個組別進行，
分別是兒童組、再婚人士組及社工組。兒童和再婚人士均為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的
服務使用者，社工則來自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及其他本地社福機構。兒童聚焦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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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舉行了 2 次，共有 7 位兒童參與（2 位男性及 5 位女性），並探索兒童在過去、
目前，以及未來與家人的關係、對自己在家庭的位置的了解、對自己及家人的了解
和幻想未來與家人的關係。再婚人士聚焦小組共舉行了 2 次，每次均有 8 位成人參
與（4 位男性及 4 位女性），並討論關於再婚的原因、期望、經歷、親子關係、角
色的轉變及適應，以及與繼子女建立關係的難處。社工聚焦小組共舉行了 2 次，共
11 位成人參與 (2 位男性及 9 位女性 )，並討論處理再婚家庭個案時遇到的難處及
建議本地社區服務可以改善的地方。
是次研究目的是探討再婚人士在重組新家庭時所遇到的困難、親職挑戰及所需要的
社會支援，因此受訪者包括不論是其中一方為再婚人士或雙方是再婚人士的成年參
與者，他們的子女，以及有接觸過再婚人士或有再婚接案經驗的社工。15 位受訪
的再婚人士及其子女曾參與過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舉辦的再婚家庭活動，活動屬於
「親子情緣 GPS」計劃的一部分，此計劃旨讓公眾理解再婚家庭中親子連繫的重要
性，並協助再婚家庭的父母與繼親和他們的孩子重建連繫，使子女適應家庭的改變，
從而建立安全的依附關係和自尊感。
研究的同意聲明書書請參考附件四至附件七。而所有訪問和錄音都須得到受訪者家
長的書面同意。

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了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旨在透過從社工及再婚家長們的
經驗和實踐，探究推動 / 妨礙建立親子關係的因素，以及解釋再婚家庭現象的深層
意義，使整個研究有助完善現時對再婚家庭的社區服務。

訪問的內容
每次每組進行 60 分鐘的半結構性訪談。每組均設不同數量的問題，家長組有 9 條
問題，請參考附件九。社工組有 5 條問題，請參考附件十。兒童組有 4 條問題，請
參考附件八。

研究的保密性
研究團隊透過發放訪談指引，讓受訪的再婚家庭的家長及子女了解研究的目的和訪
問的內容，在訪問兒童前也須經家長的同意，兒童的面談內容對家長保密，內容不
會轉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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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4.1「公衆對再婚家庭的印象意見調查」
整 份 問 卷 分為網上版和紙本問卷，分別收回 970 份及 92 份問卷，共收回 1062
份問卷，經整理，除去 4 份可信性有疑的問卷後，有效問卷總數為 1058 份。
問卷調查主要分成三部份，包括公眾對再婚家庭的印象、繼親身份認同及對組織
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

受訪者背景資料
受訪者年齡集中分佈在 20 至 59 歲之間，女性佔大多數 (71.2%)。大部分受訪者
表示自己具大專或大學程度 (81.6%)，過半數認為自已屬於中等家庭 (56.5%) 或
中上家庭 (17.8%) ( 詳見表一 )。在家庭背景方面，大部分受訪者在一般雙親家
庭長大 (84.4%)；自己與配偶都是首次結婚者的佔約六成 (59.3%)；逾半受訪者
有親生子女 (51.8%)。即使只有少數受訪者表示曾經歷再婚 (7.4%) 及有繼子女
(2.2%)，但大部分受訪者 (67.6%) 表示，他們有認識來自再婚家庭的親戚或朋友。
結果顯示，對受訪者而言，再婚並不算罕見現象 ( 詳見表二 )。

表一：受訪者的人口特徵
人口特徵

變項

頻數

百分率

性別

男

304

28.8%

女

753

71.2%

1057

100%

10-14 歲

4

0.4%

15-19 歲

9

0.9%

20-29 歲

130

12.3%

30-39 歲

343

32.5%

40-49 歲

266

25.2%

50-59 歲

218

20.6%

87

8.2%

1057

100%

有效個案總數
年齡

60 歲或以上
有效個案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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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徵

變項

頻數

百分率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8

28.8%

中學或預科

185

17.5%

大專

135

12.8%

大學或以上

728

68.9%

1056

100%

120

11.4%

HK$5,000 以下

20

1.9%

HK$5,000-9,999

29

2.8%

HK10,000-19,999

175

16.6%

HK$20,000-29,999

211

20.0%

HK$30,000-39,999

179

17.0%

HK$40,000-49,999

103

9.8%

HK$50,000 或以上

216

20.5%

1053

100%

富有家庭

8

0.8%

中上家庭

188

17.8%

中等家庭

598

56.6%

中下家庭

217

16.6%

貧窮家庭

44

4.2%

1

0.1%

1056

100%

有效個案總數
個人每月收入

無收入

有效個案總數
自覺家庭
經濟狀況

其他
有效個案總數

註：部分受訪者未有回應所有有關人口特徵的問題，故有效個案總數少於 105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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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受訪者家庭背景及現況
問題

變項

頻數

百分率

你在那種類型家
庭成長？

一般雙親家庭

893

84.5%

單親家庭 ( 包括父母離婚、分居或喪偶 )

112

10.6%

再婚家庭 ( 包括正式結婚或同居 )

37

3.5%

其他

15

1.4%

1057

100%

245

23.2%

22

2.1%

627

59.3%

離婚、分居或喪偶而未有再結婚或同居

78

7.4%

你本人是再婚，但你的伴侶是首次結婚

22

2.1%

你本人是首次結婚，但你的伴侶是再婚

28

2.7%

你和你的伴侶都是再婚

27

2.6%

8

0.8%

1057

100%

無

501

47.4%

有親生子女

548

51.8%

23

2.2%

1057

101.4%

無

501

47.4%

有親生子女

548

51.8%

23

2.2%

有效個案總數
你目前的婚姻狀
況？

單身
同居 ( 你及伴侶都從未結婚 )
自己與配偶都是首次結婚

其他
有效個案總數
你有沒親生子女
或 繼 子 女？ ( 可
選多項 )。

有繼子女
有效個案總數

你認識的親戚或朋
友之中，有沒有人
來自再婚家庭？

有繼子女

* 有效受訪者總數為 1057，當中 15 名受訪者表示自己同時有親生子女及繼子女，佔
1057 名受訪者的 1.4%，故總百分率高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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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4.1.1 對再婚家庭的印象
這部分主要探討受訪者對再婚家庭的印象。首四條問題問及受訪者對各種再婚家
庭的形象的認同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 (65.7%) 認同「父母會通常
疼錫自己的親生子女多於繼子女」(Q1)。然而，對於其他再婚家庭的印象，受訪
者明顯未有一致立場。其中對於「再婚家庭的小朋友通常會開心過在單親家庭」
(Q2) 及「對小朋友來說，再婚家庭總算圓滿過單親家庭」(Q3)，約半數受訪者選
擇「一半一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受訪者都佔不上大多數。對於「如果你來
自再婚家庭，你唔會想其他人知道」(Q4)，表達同意、不同意和一半一半者，各
佔約三成，反映受訪者在這問題上意見相當分歧 ( 詳見圖一至圖四 )。
此外，被問及「你覺得來自再婚家庭的小朋友通常出現的問題是甚麼呢？」(Q5)，
最多受訪者選擇「與繼父 / 繼母較多衝突」(69.8%)。其次是「家庭背景複雜」
(59.1%)、「較反叛」(44.3%)、「性格不合群」(24.0%) 和「成績不好」(7.8%)
等 ( 受訪者可選多項 )( 見詳圖五 )。結果反映受訪者對再婚家庭子女存在不同程
度的負面印象。

圖一 N=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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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N=1058

圖三 N=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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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N=1058

圖五 N=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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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受訪者背景與他們對再婚家庭印象的關係，研究團隊以「變異數分析法」
(ANOVA) 或相關程度系數作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對上述五條問題上的印象，與
多項受訪者的個人背景因素並沒有顯著關係，這些背景因素包括：成長的家庭背
景、教育程度、個人收入、自我界定家庭經濟狀況、年齡、婚姻狀況，以及是否
認識來自再婚家庭的親朋等。
然而，以統計顯著性檢定 (t 檢定 ) 作測試，團隊發現其中兩項對再婚家庭的印象
評分 (1 至 5 分，1 分為非常不同意，5 分為非常同意 )，男女受訪者的意見存在
顯著差異。對於「在再婚家庭的小朋友，通常比在單親家庭快樂」(Q2) 及「對
小朋友而言，再婚家庭比單親家庭圓滿」(Q3)，男性受訪者平均值分別為 3.2 及
3.08，顯著地高於女性受訪者的 3.06 及 2.83( 詳細請參閱表三 )。結果反映男性
可能較女性傾向認同再婚家庭的正面形象，尤其是對小朋友的正面作用。

表三
性別

頻數

平均值

標準差

Q2. 再婚家庭的小朋友，通常會開心過
在單親家庭。

女

753

3.06

.800

男

304

3.20

.791

Q3. 對小朋友來說，再婚家庭總算圓滿
過單親家庭。

女

753

2.83

.862

男

304

3.08

.935
p = 0.000

整體而言，受訪者對再婚家庭的印象，沒有一致意見，反映社會對再婚家庭的觀
感仍未有共識。然而，部分受訪者對再婚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負面印象，這反映
社會對再婚家庭仍存有偏見和誤會，使再婚家庭需要面對來自社會對他們的負面
標籤。另一方面，帶著子女的離婚人士亦有可能內化這些負面印象，使他們考慮
再婚時存在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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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繼親身份認同

圖六 N=1057
調查的第二部分是探討受訪者對繼親身份認同的意見。受訪者被問到「假如你看
見一位小朋友和他的繼父 / 繼母在一起，你認為這位小朋友應該如何介紹他的繼
父 / 繼母給你認識呢？」(Q6)。結果顯示，受訪者沒有一致意見。選擇「爸爸 /
媽媽」、「叔叔 / 姨姨」、「繼父 / 繼母」分別佔 34.0%，24.8% 及 18.7%，認
為「很難說」亦佔 15.2% ( 詳見圖六 )。這顯示受訪者對處理繼親的身份認同存
在分歧，而這現象亦反映香港的再婚家庭親子可能面對繼親身份認同的困惑，繼
父母和繼子女對自己處於的家庭角色模糊不清，阻礙繼親關係的建立。

4.1.3 對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
為了解受訪者對帶著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調查亦問及受訪者「是否可以接
受自己的結婚對象是帶著子女的單親人士」(Q7)。結果顯示，表示「完全可接受」
和「可接受」的受訪者合共佔近半數 (49%)，表示「一半一半」者亦有 35.1%，只
有約一成半受訪者表示不接受 (15.9%)( 詳見圖七 )。然而，對於長輩對再婚家庭接
受程度，大部份受訪者表示一半一半，或者是不接受 ( 詳細請參考圖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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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受你的結婚對象是帶著子女的單親
人士」(Q8)，超過四成 (43.4%) 受訪者表示「一半一半」，估計長輩「不接受」和」
完全不可接受者」則達 31.4%。只有 25.2% 受訪者認為長輩可接受 ( 詳見圖八 )。

圖七 N=1057

圖八 N=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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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在上述兩項問題的結果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研究團隊將上
述兩條問題的答案轉化為 1 至 5 分的評分， 1 分代表 「完全可接受」，5 分代表
「完全不可接受」。受訪者對於自己的結婚對象為帶著子女的單親人士 (Q7) 的平
均值為 2.57 分，代表他們傾向接受再婚家庭。然而，受訪者估計長輩接受他們以
帶著子女的單親人士為結婚對象的接受程度 (Q8) 平均值為 3.10 分，代表受訪者
傾向估計他們的長輩較不接受他們建立帶著子女的再婚家庭。再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 t-Test) 作分析 , 結果顯示受訪者本身的接受程度顯著高於他們估計家中
長輩的接受程度 ( 詳見表四 )。

表四
頻數

平均值

標準差

Q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
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1057

2.57

.992

Q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受，你的結婚
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1056

3.10

.945
p = 0.000

4.1.4 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與各項因素的關係：
研究亦發現，受訪者對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與多項因素影響有
關，包括自身對再婚家庭的印象、預計家中長輩的接受程度、日常與再婚人士的接
觸、自身婚姻經歷、自身親子經歷及受訪者的年齡。
1. 對再婚家庭的印象愈正面，愈接受組織再婚家庭。
研究顯示建立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與受訪者對再婚家庭的印象，有
正向關係。
研究分析發現，若受訪者對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接受程度越高，越傾向不
同意再婚家庭的負面印象，包括「父母通常會疼錫自己的親生子女，多於繼子
女」(Q1)(r=-0.176, Sig=0.000)，以及「如果你來自再婚家庭，你唔會想其他
人知道」(Q4)(r=-0.175, Sig=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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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若 受 訪 者 對 再 婚 家 庭 接 受 程 度 越 高， 越 傾 向 認 同 再 婚 家 庭 對 孩 子 的
正 面 作 用， 包 括「 再 婚 家 庭 的 小 朋 友， 通 常 會 開 心 過 在 單 親 家 庭 」(Q3)
(r=0.106,Sig=0.001)，以及「對小朋友來說，再婚家庭總算圓滿過單親家庭」(Q4)
(r=0.097, Sig = 0.002)。這顯示對組織帶著子女的再婚家庭接受程度較高的受訪
者，較認同再婚家庭為兒童帶來正面的影響，亦較不同意再婚家庭的負面印象。
2. 受訪者對自己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愈高，預計家中長輩的接受程度也愈高
雖然受訪者對於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接受程度高於他們估計家中長輩的
接受程度，但研究發現，若受訪者接受程度較高者，可能會主觀地認為家中
長輩有較高接受程度，這亦可能與受訪者的家庭氛圍有關。經相關程度分析
顯 示， 受 訪 者 自 身 接 受 程 度 越 高， 越 傾 向 認 為 家 中 長 輩 容 易 接 受 (r=0.541,
Sig.=0.000) ( 詳見表五 )。

表五
Q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
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Q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受，你的結婚
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頻數

相關系數

Sig.

1056

.541

.000

p = 0.000

3. 有認識再婚親朋，會更接受組織再婚家庭
研究發現，受訪者身邊的親朋好友是來自再婚家庭，對於組織繼子女的再婚家
庭的接受程度 (Q7) 平均值為 2.48，估計長輩接受程度 (Q8) 平均值為 3.00。沒
有認識再婚家庭的受訪者，在這兩項的平均值分別為 2.76 及 3.30。以 t 檢定亦
顯示，有認識及沒有認識再婚親朋的受訪者，在這兩條問題的平均值均有著顯
著差異 ( 詳見表六 )。這反映透過日常與再婚人士的接觸，可能有助增加受訪者
對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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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Q12. 你 認 識 的 親 戚 或
朋友之中，有無人來自 頻數
再婚家庭呢？

平均值

Q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結婚對
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無

342

2.76*

有

715

2.48*

Q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
受，你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
單親人士呢？

無

341

3.30*

有

715

3.00*
* p < 0.05

4. 離婚和再婚人士較接受組織再婚家庭
另一方面，受訪者對於自己組織再婚家婚的接受程度，以及估計長輩接受他們
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都與受訪者本身的婚姻經歷有關。
對於是否可接受自己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 (Q7)，以單因素變
異數分析法 (One-way ANOVA) 分析，單身和夫婦均為首次結婚 ( 包括同居 )
人士的受訪者的平均值分別為 2.69 及 2.62，兩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離婚
和再婚 ( 包括任何一方或雙方 ) 的受訪者的平均值則分別 2.26 和 2.10，兩組之
間亦沒有統計上的差異。然而，單身及夫婦均為首次結婚 ( 包括同居 ) 人士的
接受程度，則顯著地低於離婚和再婚的受訪者。
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受訪者估計長輩能接受組織有子女的再婚家庭的程度。受訪
者估計家中長輩對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單身和夫婦均為首次結婚 ( 包括同居 )
的受訪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離婚和再婚 ( 包括任何一方或雙方 ) 的受訪者
之間亦沒有統計上的差異。但單身的受訪者估計長者的接受程度，顯著地低於
離婚和再婚的受訪者。夫婦均為首次結婚 ( 包括同居 ) 的受訪者估計長者的接
受程度亦低於離婚人士 ( 詳見表七 )。結果反映，曾離婚和再婚人士較傾向接受
組織有子女的再婚家庭，亦較相信自己的長輩能接受這種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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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請問你目前的婚姻狀況？
Q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
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
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頻數

平均值

單身

245

2.69**

同居 ( 你及伴侶都從未結婚 ) + 自己與
配偶都是首次結婚   

649

2.62**

離婚、分居或喪偶而未有再結婚或同
居   

78

2.26

77

2.10

其他

8

2.25

總數

1057

2.57

單身

245

3.20**

同居 ( 你及伴侶都從未結婚 ) + 自己與
配偶都是首次結婚   

648

3.14**

離婚、分居或喪偶而未有再結婚或同
居   

78

2.68

77

2.84

其他

8

2.88

總數

1056

3.10

你本人是再婚，但你的伴侶是首次結
婚 + 你本人是首次結婚，但你的伴侶
是再婚 + 你和你的伴侶都是再婚

Q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
是否可以接受，你的結婚
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
親人士呢？

你本人是再婚，但你的伴侶是首次結
婚 + 你本人是首次結婚，但你的伴侶
是再婚 + 你和你的伴侶都是再婚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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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人父母者較接受組織再婚家庭
研究亦發現，受訪者對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與他們的親子經歷有關。
對於自己建立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 (Q7)，以單因素變異數分析法
(One-way ANOVA) 分析，有各類型子女的受訪者的平均值沒有顯著差異，包
括有親生子女 (2.49)、有繼子女 (1.75)，以及同時有親生及繼子女 (1.94) 的受
訪者。然而，沒有子女的受訪者的平均值為 2.68，接受程度顯著地低其他有子
女組別的受訪者。對於估計家中長輩的接受程度方面，沒有子女的受訪者所估
計的接受程度亦顯著低於有親生子女及有繼子女的受訪者 ( 詳見表八 )。
結果反映，有子女的父母的受訪者，不論是作為親生父母或繼父母，都較易接
受建立再婚家庭。

表八
你是否有子女？
Q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結婚對
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Q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
受，你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
單親人士呢？

頻數

平均值

無子女

503

2.68*

有親生子女

533

2.49*

有親生子女及繼子女

17

1.94*

有繼子女

8

1.75*

總數

1061

2.57

無子女

503

3.22*

有親生子女

532

3.00*

有親生子女及繼子女

17

2.29*

有繼子女

8

3.00

1060

3.09

總數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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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齡越大，越接受組織再婚家庭
在受訪者中，離婚和再婚人士在年紀較大的組別中所佔的比例較高。為探究年
齡因素與受訪者接受組織再婚家庭的關係，研究團隊撇除有離婚或再婚經驗的
受訪者後，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受訪者年齡愈高，對自己組織有子女的再婚家
庭的接受程度愈高，也愈傾向預計家中長者的接受程度較高 ( 詳見表九 )。結果
反映，即使受訪者估計家中長輩接受程度較低，但實際上，較年長人士，即使
本身沒有經歷過離婚或再婚，亦可能受著各種人生經歷和見聞所影響，令他們
較能接受組織帶著子女的再婚家庭。

表九
年齡組別
Q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結婚對
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Q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
受，你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
單親人士呢？

Pearson 相關系數

-.160**

Sig. (2-tailed)

.000

N

881

Pearson 相關系數

-.231**

Sig. (2-tailed)

.000

N

880
** p < 0.01

小結
正如報告第二章所指，近年香港的再婚人士（包括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屬再婚）在所
有結婚登記的比例，已由 1991 年的 11.5% 增至 2016 年的 34.6%( 政府統計處，
2018)。在是次調查中，即使大部份受訪者本身未有再婚經驗，但近七成人表示，
他們認識的親朋中有人來自再婚家庭，反映再婚家庭已在香港日漸普遍。對於再婚
家庭親子關係的多項印象，受訪者沒有一致共識。即使部分人存有不同程度的負面
態度，但同時亦有相當部分的人士抱者正面和中立的觀感。這可能反映出，部分社
會人士正逐步擺脫對這類家庭的親子關係的負面印象。當中男性比女性更認同再婚
家庭對小朋友的正面影響。然而，仍有部分人士維持對再婚家庭的負面觀感，這對
有意再婚或已再婚人士構成一定壓力。部分人亦有可能因內化著一些對再婚家庭子
女的負面標籤，而影響他們的親子關係。因此，政府有需要加強公眾教育，扭轉社
會大眾對再婚家庭的負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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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發現，受訪者對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與一系列因素有關，
當中包括受訪者自身對再婚家庭的印象，以及多項自身及外在因素有關，包括：年
齡、家庭氛圍、生活圈子、婚姻和親子經歷等。但整體而言，近半受訪者表示，可
以接受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但卻普遍相信自己家中長輩的接受程度較低。同
時，在繼親身份認同的問題上，社會未有主流共識，令繼親與子女往往陷入身份困
惑。這種種問題導致再婚人士成為「夾心階層」，除了要面對下一代的親子關係問
題，亦要處理上一代長輩的壓力。因此，若要協助再婚家庭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必須理解他們的特殊處境及需要，並提供合適的家庭服務。由於再婚家庭的數目亦
日漸增加，預計有關服務的需求也會日趨殷切。

4.2「兒童自尊感與親子關係意見調查」
問卷調查對象為兒童，研究團隊訪問四間本地小學，共 971 位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
參與 ( 年齡界乎 8-14 歲 )，經排除後有效個案總數為 908 個。
整份問卷主要分成三部分，包括兒童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表現、兒童與母親的關
係及兒童與父親的關係。

4.2.1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受訪兒童的年齡是 8 到 14 歲 ( 平均值：11 歲 )。其中，女童佔多數、最多兒童就
讀五年班。多數兒童的父母屬於「已婚」狀態，只有少數兒童的父母屬於「分居」
或「已經離婚」( 詳細請參閱圖九至圖十一 )。

圖九 N=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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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N=908

圖十一

N=887

圖十二
研究顯示屬於離異或分居家庭的兒童大多數與生母一起居住 (64 人，68.8%), 而與
生父居住的兒童只佔約三成半 (34 人，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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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4.2.2 離異家庭兒童與一般雙親家庭兒童在各方面的差異
研究以變異數分析法 (ANOVA) 探討兒童的居住類型 ( 與生父共住、與生母共住 )、對父
母的依附程度、兒童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在一般家庭和離異 ( 包括分居 ) 家庭的差異。
結果顯示離異家庭兒童與一般雙親家庭兒童在幾方面均有顯著的差異，包括與生
父共住 [F(1, 906) = 248.118, p < 0.001]、與生母共住 [F(1, 906) = 72.586, p
< 0.001] 、對母親的依附程度 [F(1, 906) =9.88, p = 0.002]、對父親的依附程
度 [F(1, 906) = 28.333, p < 0.001)]、自尊感 [F(1, 906) = 18.003, p < 0.001)]
及自我效能感 [F(1, 906) = 8.883, p=0.003] ( 詳細請參閱表十 )

表十
ANOVA
平方和
與生父共住

與生母共住

母親依附程度

父親依附程度

自尊感

自我效能感

組間
組內
總共
組間
組內
總共
組間
組內
總共
組間
組內
總共
組間
組內
總共
組間
組內
總共

自由度 均值平方

24.557
89.668
114.225
5.289
66.011
71.300
602.831
55278.190
55881.021
1849.108
59128.135
60977.244
168.878
8498.720
8667.598
73.964
7543.807
7617.771

F值

Sig.

1
906
907

24.557
0.099

248.118

0.000

1
906
907

5.289
0.073

72.586

0.000

1
906
907

602.831
61.013

9.880

0.002

1
906
907

1849.108
65.263

28.333

0.000

1
906
907

168.878
9.380

18.003

0.000

1
906
907

73.964
8.326

8.883

0.003

注釋：組別一：一般家庭；組別二：離異家庭。
這意味著一般家庭和離異家庭的兒童無論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的表現上有明顯
的差異，離異家庭在兩方面都顯得有遜色的表現，研究將進一步分析及解釋造成
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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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離異家庭的兒童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表現較遜色
另一方面，圖十三至圖二十則反映兒童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的表現。
自 尊 感 有 6 條 題 目 ( 題 8,10,11,14,16,18)， 而 自 我 效 能 感 有 5 條 題 目 ( 題
9,12,13,15,17)，共 11 題。研究發現離婚家庭的兒童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題目
中，表示「同意」和「很同意」的比率都較一般家庭的兒童偏低。
在自尊感方面，在題 11「我能夠做到與大部份人的表現一樣好」，接近八成來自
一般家庭兒童表示同意 (79.9%)，但只有約六成離異家庭兒童表示同意 (63.4%)。
此外，在題 16「我用正面的態度看自己」，八成半來自一般家庭兒童表示同意
(85.0%)，但表示同意的離異家庭兒童只有 69.9%。這反映離異家庭兒童在自尊
感的表現較一般家庭兒童遜色。
在自我效能感方面，題 9「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超過七成
來自一般家庭兒童表示同意 (77.3%)，然而，只有六成半來自離異家庭兒童表示同
意 (65.6%)。另外，題 17「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我都能應付自如」，約七成
來自一般家庭兒童表示同意 (70.5%)。然而，只有不足六成來自離異家庭的兒童表
示同意 (57.6%)。這反映離異家庭兒童在自我效能感的表現較一般家庭兒童遜色。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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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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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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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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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父母共住和對父母依附的程度對兒童自尊感及自我效能感的影響
表十一 & 表十二

(R2 =0.211,
生父共住
對母親的依附
對父親的依附

F(4, 795)=53.920, p<0.001)
(β = .817, p=0.033)
(β = .137, p<.001)
(β = .067, p<.001)

(R2 =0.271, F(4, 84)=8.452, p<0.001)
對母親的依附 (β = .148, p<.001)
對父親的依附 (β = .061, p=.031)

如表十一和十二所示，研究以迴歸分析法 (Regression Analysis) 來探討與生父
母共住、對父母的依附程度 ( 自變數 ) 對兒童的自尊感、自我效能感 ( 依變數 ) 的
關係，在離異家庭和一般雙親家庭的差異。
在 一 般 家 庭 兒 童 的 自 尊 感 方 面， 從 迴 歸 係 數 Beta 值 得 知， 與 生 父 共 住
(Beta=0.817, p=0.033) 、 對 母 親 的 依 附 程 度 (Beta=0.137, p<0.001) 及 對 父
親的依附程度 (Beta=0.067, p<0.001) 此三個因素，皆對兒童的自尊感有呈正面
的影響。就表十一顯示，該模型的解釋力具有顯著且正向的效果 (R2 =0.211,
F(4, 795)=53.920, p<0.001)。
然而，在離異家庭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方面，只有母親的依附程度 (Beta=0.148,
p<0.001) 及父親依附程度 (Beta=0.061, p=0.031) 對兒童自尊感有呈正比的影
響。就表十二顯示，該模型的解釋力具有顯著且正向的效果 (R2 =0.271, F(4,
84)=8.452, p<0.001)。
與一般雙親家庭的結果不同，與生父同住這項因素並不為離異家庭 ( 包括分居 ) 中的
兒童的自尊感帶來影響。因此，「與生父共住以及與父母的依附程度會為兒童自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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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正向影響」這方面只適用於一般雙親家庭的兒童，並不適用於離異家庭 ( 包括分
居 ) 的兒童。
另一方面，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一般家庭兒童而言，子女對父母的依附程度和兒童自
我效能感有正向影響，但在離異家庭兒童而言，只有對母親的依附程度對兒童自我效能
感有正向影響。

表十三 & 表十四

(R2 =0.171, F(4, 795)=41.760, p<0.001)  
對母親的依附 (β = .100, p<.001)   
對父親的依附 (β = .074, p<.001)

(R2 =0.143, F(4, 84)=3.821, p<0.01)
對母親的依附 (β = .105, p<.001)

如表十三，在一般家庭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方面，從迴歸係數 Beta 值得知，對母親的依
附程度 (Beta=0.100, p=0.000) 及對父親的依附程度 (Beta=0.074, p=0.000) 此兩個因素，
皆對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有呈正面的影響。就表十顯示，該模型的解釋力具有顯著且正向
的效果 (R2 =0.171, F(4, 795)=41.760, p<0.001)。
然而，在離異家庭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方面，只有對母親的依附程度 (Beta=0.105,
p=0.004) 對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有呈正面的影響。表十四顯示，該模型的解釋力具有顯
著且正向的效果 (R2 =0.143, F(4, 84)=3.821, p<0.01) 。
與一般雙親家庭的結果不同，對父親的依附程度這項因素並不為離異家庭 ( 包括分居 )
中的兒童的自我效能感帶來影響。因此，「對父母的依附程度為兒童自我效能方面帶來
正向影響」只適用於一般雙親家庭的兒童，並不適用於離異家庭 ( 包括分居 ) 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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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研究中通過收集 4 間小學的問卷調查，發現兒童在離異家庭 ( 包括分居 ) 和一般
雙親家庭成長，他們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的表現上有差異。其次，樣本中的兒童
在回答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方面，離異家庭的兒童的正向回答顯著低於一般家庭的兒
童。同時，調查發現對父母的依附會對兒童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與對有正向關係，
然而，這種影響對離異家庭兒童和雙親家庭兒童卻有差異。與一般雙親家庭的結果
不同，與生父同住這項因素並不為離異家庭 ( 包括分居 ) 中的兒童的自尊感帶來幫
助。另一方面，一般家庭兒童，對母親的依附程度和對父親的依附程度，皆對兒童
的自我效能感有正面的影響。然而，離異家庭的兒童，只有他們對母親的依附程度，
對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才有正面的影響。
研究發現在離異家庭的兒童，其自我效能感只與對母親的依附有關。這可能是由於
照顧子女仍是女性主要的職責，離異家庭的子女不論是否與母親同住，他們仍會接
受母親的關顧。相反，父親因為擔任經濟支柱，長時間工作，缺乏相處時間和欠缺
照顧技巧，亦會影響他們和子女相處的機會，因而削弱他們依附關係和增進子女自
我效能感的機會。
為了兒童健康成長，不論是一般雙親家庭還是離異家庭，家長更應注意與子女的相
處，給予關懷和支援，建立良好的親子依附關係，幫助兒童健康地成長。

4.3 聚焦小組
研究團隊透過服務機構與社工、再婚家長及兒童三個組別進行聚焦小組，初步搜集
他們對再婚家庭的看法及服務的意見及期望，每組別進行 2 次聚焦小組，共訪問
了 11 名社工、8 名再婚家長及 7 名兒童 ( 詳細請參閱表十五至十七 )，訪問時間約
六十分鐘。
社工組、再婚家長組及兒童組均設有不同的訪問題目切合各組人士，以此為研究再
婚家庭的現象提供多角度的詮釋。社工組方面，研究團隊在他們對家庭服務經歷和
實踐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包括處理再婚家庭個案時遇到的難處及為家庭服務提供建
議。在家長組方面，為討論關於再婚的原因、期望、經歷、親子關係、角色的轉變
及適應，以及與繼子女建立關係的難處。兒童組方面，則是探索兒童與家人的關係
以及對家庭的期望，通過瞭解兒童需要，有助制定建立親子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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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社工組別
受訪者

性別

社會服務界年資

有否處理再婚
家庭個案的經驗

處理再婚家庭
個案經驗

A
B
C
D
E
F
G
H
I
J
K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N/A
N/A
多於 10 年
少於 5 年
6-10 年
6-10 年
N/A
N/A
N/A
多於 10 年
多於 10 年

有
有
有
有
沒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2 個案
3年
1-2 個案
1-2 個案
N/A
1-2 個案
5年
5年
5年
20 年
10 年

表十六
家長組別
受訪者

性別

A

女

30-39 專業人士 大學或以上

B

男

30-39 專業人士 大學或以上

C

女

30-39

D

女

E

男

F

男

40+

G

男

40+

H

女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輔助專業
大學或以上
人員
經理及行
30-39
大專
政人員
30-39 專業人員 大學或以上
輔助專業
N/A
人員
經理及行
大學或以上
政人員

30-39 專業人員 大學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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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
有否繼子女 居住狀況
本人是再婚，
與現任配偶
沒有
配偶是首次結婚
及子女同住
本人是首次結
與現任配偶
有
婚，配偶是再婚
及子女同住
未婚，伴侶已
與現任配偶
有
離婚
及子女同住
本人和配偶都是
與現任配偶
有
再婚
及子女同住
本人和配偶都是
與現任配偶
沒有
再婚
及子女同住
本人和配偶都是
與現任配偶
有
再婚
及子女同住
本人和配偶都是
與現任配偶
有
再婚
及子女同住
本人和配偶都是
與現任配偶
沒有
再婚
及子女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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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兒童組別
受訪兒童

性別

年齡

居住狀況

A

女

8

與生父、繼母及繼妹妹同住

B

男

8

與生父、繼母及親妹妹同住

C

女

8

與生母及繼父同住

D

女

11

與生母及繼父及親妹妹同住

E

女

11

與生母及繼父及親姐姐同住

F

女

9

與生母、繼父及繼弟弟同住

G

男

8

與生母、繼父及繼弟弟同住

本研究將以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 進行資料分析。研究以聚焦小組的組
員的對話作為分析對象。研究團隊將對這些對話轉換成文字再進行詮釋，透過從社
工、再婚家長們的經驗和實踐中，探究推動 / 妨礙建立親子關係的因素，以及探討
再婚家庭現象的深層意義及推行服務的方向，以使整個研究有助完善現時對再婚家
庭的社區服務。

研究結果
主題一：再婚動機及對新家庭的期盼

我諗係我自己可能係一個比較傳統嘅人啦，即係覺
得 ......er...... 小朋友係一個完整家庭度長大係會好
啲嘅，咁同埋個陣時小朋友都細嘅，兩個小朋友都
係幼稚園，更加好快諗到小朋友個需要係好大。

家長 C
訪者認為小朋友在完整家庭生活有助他們健康成長，而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是必
不可缺的存在，父母的照顧和關心有助建立兒童自我成長發展和價值觀。在傳統文化觀
念影響下，不論是帶子女與否，結婚、建立家庭還是他們的人生期望。除此以外，亦有
受訪者期望在婚姻當中，可以與另一半一同經歷和分擔家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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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做咗單親媽媽幾年吖嘛，咁就好辛苦，咁所
以結咗婚之後就係有多個人同我分擔，其實即係有
啲事係可以有個人同我一齊經歷咁樣囉。

家長 A
多數受訪者都希望新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繼親和子女能融洽相處。例如家長 B 表示
期望透過多與繼子女溝通、向他們投入更多時間，和他們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家長 B

期望係想 ...... 一定係想越來越好。多啲溝通，多啲
同繼女可以建立到更加良好嘅 ...... 溝通關係，因為
而家繼女係 ......er...... 好大程度上都係會 .... 投放好
多感情係媽媽嗰度嘅。我覺得佢係投放我，或者我
投放係佢繼女嘅感情嗰方面，係比較少嘅，期望呢
方面可以再好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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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子女情緒調適的依附對象及適應歷程
表十八
兒童
A
B
C
D
E
F
G

Q1 你係依家呢 Q1 跟進問題 Q3 當你好驚嘅 Q6 如果你有一件心事想
個屋企，覺得開 你會同邊個講呢 時候，你第一時 搵人分享，你會向邊位
屋企人傾訴？
心定唔開心啊？ 件唔開心嘅事？ 間會揾邊個？
都開心 /
4 年前比較開心
開心
7 年前比較開心
唔開心
唔開心
唔開心
唔開心

同學

生母

生父

生父
生父
生母 / 妹妹
生母
生母
生母

生母
生父
生母
生母
生母
生母

繼母
生母
生母
生母
生母
生母

結果顯示，半數兒童表示現在的家庭生活並不開心。面對不開心的事情，他們大多
數選擇與生母傾訴不開心的心情，其次是生父。在感覺不安的時候，多數兒童第一
時間會找生母，其次是生父。大部分兒童的傾訴對象是生母。這顯示母親的陪伴和
幫助對兒童有較大的影響。
面對父母離婚，家庭生活的轉變，子女需要一段時間接受父母分開的事實，子女在
這段時間需要更多情感上的支援，家長應協助如因父母分離而造成的焦慮、發脾氣
等問題。

其實我都比較專注處理阿女嘅情緒嘅，雖然佢衣家都已經
九歲啦，經歷爸爸媽媽分開咗又再婚都已經好多年喇，但
係佢仲好有情緒係度囉 ...... 每時每刻突然有啲嘢，會令佢
諗起爸爸嘅，或者令佢諗起呢件事嘅，都要即時去 adjust
佢，即係都要即時同佢傾下，“你衣家做咩呀？” “你點
解喊呀？”

家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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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不得的依附對象
親生父母的離婚對小朋友們來說，無疑是他們最不想看到的結果，他們捨不得和親生父
母分開。一般而言，親生父母是子女最重要的依附對象，子女會和依附對象有著安全聯
繫 (secure bond) 和親密的接觸，亦會從依附對象身上得到情感需要上的滿足和釋放情
感的渠道。因此，如果父母在離婚過程中對於子女的監護權，以及子女和非同住父或母
的接觸安排能夠處理得宜，對於子女在父母離婚得到傷害亦能大大減少 (Furstenberg &
Cherlin, 1991)。而同時，在這次研究和兒童的訪談發現，兒童能夠和非同住的父母有定
期的接觸，滿足他們的情感需要，能夠讓他們感到不被遺棄，對於他們融入再婚後的新
家庭有著正面的影響。
有小朋友提到只要見到父母，即使是分開見面，但都能夠忍耐和逐年慢慢適應現狀。兒
童 C 表示，即使過去對於父母分開，自己不能同時和他們一起生活會有一份失落感，但
只要透過和他非同住的父親定期見面和相處，仍然可以慢慢過渡和習慣，更表示對於現
在的見面安排會感到開心。

開心 ......( 點解覺得開心呢？ ) 因為仲可以
見到爸爸 ......( 咁但係如果有啲時候你唔
開心嘅話你會同邊個講？ ) 媽咪 ......

兒童 C
在訪談中亦看到，兒童會比較傾向以母親作為主要的情感依附，其次就是父親。兒童 C
表示比較願意和親生母親分享不開心的事，反而不敢和父親去傾訴。而亦有兒童即使現
在和父親同住都表示，在驚慌時會先想到親生母親。當然，仍然要強調，即使兒童傾向
視母親為主要的情感依附對象，與父親的接觸和相處對子女來說仍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父母之外，小朋友都會透過和其他較親密的親人相處得到快樂。在和兒童 B 的訪談
中表示，父母離婚令到他感到傷感，和非同住父親亦不能定期見面，但跟外婆相處仍能
讓他感開心，讓他更快適應父母離婚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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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其 實 唔 鍾 意 ...... 我 前 夫 嘅 太 太， 因 為 仍 係 一 個
第 三 者， 每 次 我 個 女 提 到 佢 呢， 佢 知 道 我 會 有 少 少
disapproval 㗎， 即 係 一 種 unspoken 嘅 禁 忌， 佢 觸
摸唔到但係佢明白，我相信係爸爸屋企，個禁忌係唔
會 提 起 我 嘅。 我 亦 都 唔 會 打 電 話 畀 佢， 如 果 呀 女 要
whatsapp 我呢，佢知道佢要喱入房，其實好多呢啲禁
忌，對於佢哋嚟講係好複雜。

家長 A

父母離婚後，子女似乎會在原生父母及繼親之間徘徊，成為傳聲筒 / 打探消息的媒
介。在家長的回應中亦看到，有時並非因為子女不接納繼親，而是原生父母給予子
女「忠誠」壓力，使子女被當成中間人的角色，妨礙了他們與父母和繼親建立親密
的依附關係。

社工

爸爸媽媽夾佢 ( 孩子 ) 係中間，其實呢個就要處理
爸 爸 媽 媽 嘅 問 題 …… 會 建 議 佢 哋 ( 孩 子 ) 區 畫 分
開 ( 與爸爸或媽媽的關係 )，唔好令到自己有好多
嘅矛盾產生，不過啲細路可能會覺得難啲同對方
( 與爸爸或媽媽 ) 交代，變咗又要講大話或者唔出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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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情況是子女不接納繼親，或是有非同住原生父 / 母的介入，如非同住父母向子女
灌輸「繼親是第三者」、「繼親破壞原先家庭」等觀念：

其實係受緊媽媽影響，…咁就令佢唔能夠接受佢呢
一 個 stepmum。 然 後 亦 都 唔 接 受 step brother， 個
Stetmum 就智覺得個仔唔受教，( 對丈夫 ) 話你個仔
對我咁敵視…個爸爸聽起來又會起火…於是寧願自己
去同個仔相處。

社工
社工表示，原本是家長雙方處理衝突，變成透過子女傷害對方。若子女年紀尚幼，只意
識「繼親是壞人」，子女對繼親很容易產生負面情緒、甚示敵視繼親。對繼親和同住原
生父 / 母而言，管教孩子有困難，建立親子關係更困難，甚至因而影響再婚家庭的夫妻
關係。

孩子尋覓依附對象的歷程
在這次的研究訪談中，一般小朋友表示每當有害怕的事情發生或是有心事時，會想找母
親（包括繼母）去傾訴，尋求解決方法。找母親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認為「媽媽比爸爸願
意幫忙」。

我最鐘意同媽媽講野。因為媽咪成日
都會成日幫我解決問題，但係 daddy
成日話要自己解決問題㗎。

兒童 A
(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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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很想依附父母得到安全感，可是「不想增添父母煩惱」的想法令他們選擇不在
大人面前談及自己內心想法，不向父母說「家事」，相比之下，他們較多選擇向大
人分享學業上的壓力。有兒童表示在家中遇到不開心的事，會選擇和妹妹分享。妹
妹也表示只會向姐姐分享。原因是他們認為和爸爸媽媽提及家事，只會令他們傷心
落淚。為了防止父母和他們再婚伴侶感到兩難，孩子選擇不向他們表達心事，他們
選擇向兄弟姊妹傾訴，是因為大家都在同一環境下生活，可以透過依附兄弟姊妹，
得到支持和明白。

媽媽，習慣咗
有心事都會找媽媽，因為她懂得處理。

兒童 D

不過也要看是那一種心事，有
關學校的，都可以對媽媽說，
不過關於家庭的都會找妹妹，
因為立場一致，對方也明白。

此外，在本次研究中，兒童 B 和他繼母之間就成功地建立起良好的聯繫。在訪談的
前段，當提及家庭成員時，兒童 B 第一時間就想到繼母。他表示出他很喜愛那位繼
母，對於繼母的要求，即使是稍微不喜歡的事，都願意去先聽從。而且，兒童 B 和
繼母的關係不只是生活上的連繫，情感上的連繫都建立得良好。當兒童 B 被問及有
事會想和誰分享時，繼母是他第一個想起的人。他表示每當有困難時，繼母會是除
了親父母外，他第一時間去依靠和尋求協助的人。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繼
母會遵守對他的承諾。而且就算兒童 B 和繼母講任何心事，繼母都會為他而保密。

我 會 搵 ( 繼 母 )...... 因 為 佢 會 遵
守承諾，我講完佢唔會話畀其他
人知。

兒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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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血緣關係影響對家庭的歸屬感

第二個大問題就係長輩嘅問題，因為我媽，到
而家都接受唔到我太太嘅，連個孫都避埋唔見，
我覺得好可惜囉，都幾難處理嘅，因為老人家
好固執。

家長 E
由於繼子女與自己並沒有血緣關係，即便再婚人士把繼子女當成親生子女看待，其他家
庭成員的不接納，也對他們造成壓力和心理負擔。
此外，繼親加入家庭並成為孩子的繼父母是需要時間接受和適應，才可以建立親子關
係。然而，繼子女始終會依賴原生父母多於繼父母，原生父 / 母亦很自然地把大量時間
分配在與親子女相處上，令繼親感到被「邊緣化」，甚至質疑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

太太同埋阿女關係好強，係屋企，佢哋兩個已
經霸佔晒所有時間，反而我有時真係會避開，
係我而家面對緊嘅問題。

家長 B

大女番嚟嘅時候呢，我自己個感覺就係，我要還番
阿爸畀你喇，即係佢哋要處理佢哋要處理嘅嘢喇，
因為確實阿大女多功課呀，或者係個人嘅情緒，我
畀番「阿爸」你喇。

家長 D
55

「再婚家庭親子情緣」研究報告
Research study on the Attachment Buil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我觀察到比較大啲嘅小朋友係，尤其是女仔，佢同
Stepfather 相處嘅時候大家其實都有啲避忌嘅…就
演變到個 stepfather 同囡囡好大嘅 conflict，有見
過個案關係唔好而搞到去差館啊。

社工
社工表示，這情況在繼女和繼父之間顯得更甚，他們會避忌對方，也與對方保持距
離，這是由於他們不懂繼親和親子女的角色，不把繼親視為「父 / 母」，而是父 /
母的伴侶，這使繼親和繼子女難以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
除了繼親和繼子女對對方的接納問題外，繼親另一半的態度也影響繼親對新家庭的
感觀。在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會投放大量時間在親子女身上，因而忽略對方感受。
繼親也可能面對與原生父母不一致的教養方法而導致與繼子女的相處不愉快。有社
工表示，有家長為免和繼子女引起衝突和避免尷尬，會把管教子女的責任交由親父
母處理。但亦有像家長 C 一樣，繼親會不同意親父母的教養方法，而處理孩子的問
題上往往會成為雙方角力的地方。

總 之 個 個 禮 拜 都 有 書 要 溫 啦， 可 能 我 自 己 個 人 又 傾
向 ...... 嚴啲嘅，覺得有評估有默書就要準備好去應
付。但係可能佢媽咪個性格就 ...... 隨意啲，唔識咪唔
識囉，唔緊要啦，變相就成日有個期望落差係度囉。

家長 C

而有訪談就顯示到，當繼親擁有親生子女後，繼親會對新家庭較有歸屬感。

我覺得好似 er...... 可能多咗呢一個（親生）女啦，
即係個感覺就好似 ...... 傾屋企嘅嘢或者係傾一啲
將來嘅嘢呢，好似多咗有自己份咁樣囉。

家長 D
不過，這也視乎繼親個人因素，有的繼親將繼子女視如己出，呵護備至，即使之後
擁有親生子女仍然不忘關愛繼子女。由於親生子女的出現，繼親的家庭定位也可以
被肯定，也能增進自己對管教子女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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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投入新家庭生活，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在上述訪談得知，繼親和繼子女的相互拉扯、繼親和伴侶對家庭期望的落差、長輩
的反對等，均對建立家庭關係構成阻礙。不過，建立親子關係並非如此艱辛。
在訪談中，一些再婚家庭的經驗有助建立親子關係，如繼親為子女和新家庭付出時
間和努力， 投放時間參與家庭活動，期望營造「一家人」氛圍。

家長 B

我哋三個，即係我、太太同埋我繼女一齊出嚟，係好
開心，即係好簡單，好似三個一齊出嚟打羽毛球，係
喇，打羽毛球發生咗啲好得意好趣怪嘅事，咁我哋成
日都會回憶番個次咁樣咁樣，跟住就覺得好開心。

從家長 B 的對話中可以顯示出，無論任何的家庭活動，家長願意投放時間和精力參
與親子活動的態度，對於家庭關係的建立十分重要。透過家長和子女共同參與家庭
活動，製造他們對新家庭的共同經歷，成為家庭成員之間的美好回憶，是邁向與子
女建立親子關係的重要一步。

新生「弟妹」
在這次的研究中的子女，對於新生的「弟妹」一般都持着開放接受的態度。有子女會因
著新生「弟妹」而更容易融入到新的家庭中，在新家庭中的向心力亦隨之而增加。訪談
中，兒童 A 表示雖然親生父母離婚後不能同時和他們見面，有時候會有不開心的感覺，
但是和在新家庭中的初生的妹妹一起玩，就能讓他在不開心中重新找到快樂。
Swanson (2010) 提到，對於再婚家庭中的子女能否接受新生的兒童，其中一個較大的
考慮是他們會關心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會否因此而失去。經歷過父母離婚的兒童，他們可
能會害怕在新家庭中，父母會因著要照顧新生的「弟妹」而忽略了自己。這有機會讓他
們泛起要再次經驗失去親人的感覺。這方面，在這次訪談中，父親 E 都有提到當他再婚
後所生的小孩出生後，繼女對他的責罵和說話的反應比以前更差。
(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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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wanson 亦提到，要讓子女接受新生兒，就要舒緩子女「害怕失去父母」的不安感。
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間溝通。要讓子女們說出他們的感覺想法；同時父母要
讓子女明白，即使有新生兒，子女都不會被忽略。而在這次研究中，能對新生的「弟妹」
有開放態度的子女，都表示和父或母會有傾談心事的時間，父母能成為子女的情感支
持，是他們能接受新生兒的重要因素。

我要好持平啦，即係盡量唔好令大家覺得我偏
心咗其中一邊，要好凝聚呢個家庭，要磨合囉。

家長 E
此外，對那些既有親生子女又有繼子女的再婚家長而言，如何公平對待子女和繼子
女是他們首要所考慮的，希望能避免會出現「偏心」的情況。

主題五：現時社福機構及學校對再婚家庭的認識和協助

我 個 女 作 文 時， 咁 佢 寫 I have a beautiful
mom and two strong dads，老師 underline
咗，兩個 question mark，之後個女番嚟就同
我講話，「我都話佢唔明啦，你又要我咁樣寫
囉…」

家長 A

受訪社工及輔導人員認為由於再婚家庭這個議題在社會上鮮有觸及，而社工課程
中，也很少有專門科目提及如何為再婚家庭提供服務，因此他們對再婚群體的認知
較低，也欠缺介入流程 / 指引、評估 / 介入架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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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冇感覺自己有足夠嘅知識或者經驗去處理
呢啲問題呢？ )
呢個真係唔係好夠 ，冇特別有呢種 training...... 淨
係 define 點為之再婚家庭都傾左一輪，其實到而家
都冇一個好確實定義 ......

社工
故此，他們認為現時再婚家庭服務可先從定義「再婚家庭」入手，為再婚家庭設立
明確的定義和種類數目。重新命名「再婚家庭」，因為「再婚家庭」一字局限於已
結婚的伴侶及有子女的意思，同居伴侶及其子女和同居但沒有子女的人士仿佛被排
除在外。
此外，若機構有提供再婚家庭服務，可多向服務使用者 ( 不論是否來自再婚家庭 )
提供宣傳單張，宣傳再婚家庭服務，提高大眾對服務的認識。社福機構更可加强機
構之間的訊息交流：向同工宣傳給再婚家庭的服務、活動及工作坊的內容。
另外，社工在幫忙再婚家庭時，可以按部就班。先協助處理生活上的困難：如經濟
或房屋。當解決生活困難後，社工和再婚人士建立互信基礎，當時人較容易透露自
身的困擾 ( 可能與再婚議題有關 / 無關 )。若處理好個人問題，當事人有更大機會透
露與家庭有關的問題 ( 例如再婚家庭問題 )。
受訪家長亦認為透過參與再婚家庭的小組活動，能認識其他再婚家庭並建立同路人
網絡，互相支援和交流心得。再者，兒童能認識同樣來自再婚家庭的小朋友，改變
兒童對自己的再婚家庭經歷抱著「自己是特別的」看法，覺得自己的家庭「不正常」
的感觀，而再婚家庭的兒童透過小組活動互相認識，能互相幫助和支援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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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質性研究上，本次研究團隊透過舉辦聚焦小組，邀請相關人士分享他們對再婚家
庭的感觀及意見，並以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 進行資料分析，探究有甚
麼因素會推動或妨礙建立親子關係，並以此解釋再婚家庭現背後的深層意義。研究
把結果分成 5 個部分 :
1) 再婚動機及對新家庭的期盼
再婚人士會選擇再結婚，主要是為了開展一段新的姻緣，擺脫對婚姻的陰霾。
其次，受訪者都想在再婚後為小朋友建立一個新家庭，讓兒童可以有健康的成
長發展和價值觀。而在於對新家庭的期盼，受訪家長都希望新家庭幸福美滿，
新的伴侶能和親子女和睦相處。而繼親方面亦期望着能與繼子女多溝通及建立
親密的關係。
2) 子女情緒調適依附對象及適應處理
受訪兒童均表示，親生父母是他們主要的依附對象，每當遇到困難或處於危機
時都會想尋求他們的安慰。然而，面對父母離異及再婚的決定所引起的內心動
盪，處身於親父 / 母及繼親夾縫中的兒童，必需學會照顧各人的立場和感受，以
緩和緊張的家庭氣氛，致令他們無法自由地表達內心的需要及渴求。面對失落
的依附渴求，與自己處境一樣的兄弟姊妹往往成為他們重要的情感支援及唯一
可以安心傾訴的對象；獨生的兒童多會尋求延伸家人如外祖父母的支援。因此，
親父母的主動關心 ( 如傾談、共睡 )、安排單對單的親子時間、及多安排孩子與
延伸家人的會面，將有效減低兒童感到被遺棄的恐懼。

3) 血緣關係影響對家庭的歸屬感
由於繼子女會依賴親父母多於繼父母，因此繼父母需要更多的間建立親子關係。
但始終親父 / 母和子女之間的情感連結會較強烈，因此同住的親父 / 母和子女的
相處會比和繼親相處較多，造成繼親被「邊緣化」，繼親會疑惑自己在家庭角
色中的定位，甚至影響夫妻關係。除了伴侶和繼子女之間的拉扯，繼親亦要面
對來自傳統觀念下的長輩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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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入新家庭生活，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在新家庭裡，再婚人士面對繼子女需要和他們建立起良好的親子關係。例如繼
親為子女和新家庭付出時間和努力，投放時間參與家庭活動，營造「一家人」
氛圍，或是公平對待伴侶、子女和繼子女，避免出現偏心情況等都是好方法以
滿足兒童的情感需要，讓兒童更快投入新家庭生活。

5) 現時社福機構及學校對再婚家庭的認識和協助
在社會中，涉及再婚家庭的議題一般都鮮有提及，也很少有專門的科目會提及
如何介入再婚家庭中提供幫助。因此前線在缺乏應對再婚家庭的經驗及指引下，
較難為再婚家庭提供適會的服務。而本次研究建議，社福機構在提供再婚家庭
服務時可從家庭需要出發，先為再婚人士解決生活疑難，之後才跟他們一起處
理其家庭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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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及建議
本研究綜合運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從多重數據，全面探討再婚家庭所處的環境
以及面對的障礙。定量部分（問卷調查）包括公眾對再婚家庭的意見調查和學校兒童
自我概念調查，定性部分運用聚焦小組法深入地探討了再婚家庭（成人、兒童以及相
關專業人士）面臨的障礙並提出改善問題的出路。

5.1 主要研究發現
總體來說，公眾意見調查發現大部份受訪者本身未有再婚經驗，但大多數受訪者報告
他們認識的親朋中有人來自再婚家庭，反映離婚並重組家庭在香港日益普遍。雖然部
分人士仍有不同程度的負面態度，但同時亦有相當部分人士抱者正面和中立的觀感，
這和之前的研究並不一致 ( 金一虹 , 2006)。可以看出，公眾人士已逐漸開始接受再婚
家庭。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大多受訪者表示可以接受組織有繼子女的再婚家庭，但
卻普遍相信自己家中長輩的接受程度較低。此外，在繼親身份認同的問題上，繼親與
子女往往有身份和角色的困惑。這與以往的研究發現因為社會和公眾對再婚的標籤，
再婚的家庭成員容易衍生出負面的自我概念 (Coleman & Ganong, 1985) 具有相似性。
以上問題導致再婚人士面臨雙重障礙：要處理下一代的親子依附問題，亦要同上一代
長輩多做坦誠的溝通。
在 4 間學校進行的對兒童調查，調查發現大約 10% 的兒童的父母已經離婚或者處於
分居狀態。而處於離異家庭的兒童相比雙親家庭的兒童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方面正面
回答較少。Olson & Defrain (2003) 指出繼親家庭和一般家庭的結構上會所有不同。
類似地，本研究發現兒童經歷父母的分居和再婚，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方面與雙親家
庭的兒童呈現明顯的差異。Coleman & Ganong（1985）指出再婚家庭成員較易得到
的負面情緒和自我觀念，從而阻礙家庭成員間去建立親密的關係。此外，本研究發現
與生父同住這項因素並不為離異家庭 ( 包括分居 ) 中的兒童的自尊感帶來幫助。離異
家庭兒童家庭中父親角色的缺失值得關注：在本研究中，一般家庭的兒童，他們對母
親的依附程度和對父親的依附程度，皆對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有呈正面的影響。然而，
在離異家庭的兒童，只有他們對母親的依附程度，與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有關連，對父
親的依附程度則沒有與兒童的自我效能感有關連。
在聚焦小組訪談中，大部分再婚人士表示他們選擇再婚主要是為子女提供一個完整的
家。本研究中部分繼親為子女和新家庭付出時間和努力，共同投入時間參與家庭活動，
已期營造「一家人」氛圍。大約一半的受訪兒童表示現在的家庭生活並不開心，面對
不開心的事情，他們大多數選擇與生母傾訴，其次是生父。這個依附模式亦與學校問
卷調查的發現相似。訪問亦觀察到兒童會選擇向誰傾訴和傾訴什麼事情，他們仍然希
望可以向父母傾訴，但因為避免見到父母和繼親有矛盾，而作出調適。

5.2 「信號失靈」：「誰」妨礙再婚家庭建立親子關係？
研究團隊從三個研究方法中發現影響建立親子關係的五項主要因素，除了父母 / 繼父
母和子女 / 繼子女的相互接納程度、父母在家庭角色和職責等內在因素外，多項外在
因素亦深遠地影響他們能否建立良好親子關係。這五項因素統稱為「信號失靈」。
62

「再婚家庭親子情緣」研究報告
Research study on the Attachment Buil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傳統枷鎖」：華人社會文化
在傳統華人社會的文化下，大眾對家庭的期望是，不離婚就是圓滿的家庭，而再婚被
視為「家醜」，這使再婚家庭面對大眾對他們的負面標籤。公眾調查發現，受訪者估
計家中長輩對組織再婚家庭的接受程度，低於受訪者本身的接受程度。焦點小組討論
亦發現，有再婚人士向長輩隱瞞婚姻狀況，也有長輩不承認再婚子女為家庭成員。這
反映在華人文化下，固有的傳統觀念對向再婚人士構成種種不同的壓力。
「有色眼鏡」：大眾對再婚家庭的負面印象
公眾調查研究顯示，在多項對再婚家庭的印象，受訪者並沒有一致意見。相當部分受
訪者抱持「一半一半」，甚至正面的態度。這反映社會上部分人士開始擺脫再婚家庭
的負面標籤，甚至開始接納這類家庭。然而，部分人士對再婚家庭的小朋友仍持有不
同程度的負面印象，包括認為他們與繼父母有較多衝突、家庭背景複雜和較反叛等，
這反映再婚家庭面對部分人士的負面標籤，而這些負面標籤或會被再婚家長內化，重
現再婚家庭的負面現象，進一步影響他們的自我形象，又或阻礙與繼親建立關係。在
焦點小組的討論中，研究團隊便發現有再婚家長在公眾場合會緊張他人對自己家庭的
看法，再婚家長自己或會和親生 / 繼子女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不利建立良好的親子
關係。即使相當部分人士已開始接納再婚人士，但社會仍有需要進一步扭轉部分人士
對再婚家庭的負面印象，擺脫不必要的負面標籤，這樣才能讓再婚人士能在更理想的
社會環境下展開新生活，建立更健康的親子關係。
「夾心階層」：家庭內的跨代壓力
研究顯示，不少人士選擇再婚，除了希望為小朋友建立一個完整的家庭，並與繼親建
立融洽關係。然而，不論是父母或子女，尤其在再婚家庭成立初期，都面對著身份的
突然轉變，因而面對家庭角色定位的問題，父母和子女都需要適應的過渡。在這個程
中，再婚家庭往往需要處理種種困擾，除了傳統文化下長輩構成的壓力外，繼父母和
子女之間亦往往有所避忌；繼父母和親生父母的管教方式亦可能不同；父母對待親生
子女和繼子女的態度亦有可能有異；親父母也可因為投放大量時間於親生子女而忽略
再婚伴侶；子女亦可能需要徘徊於已離異的親生父母之間，對他們構成忠誠壓力。另
外，學校調查發現，離異家庭子女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低於一般雙親家庭子女，原因
之一可能正是家庭環境的轉變令兒童失去依附對象和父母的照顧。這種種因素都可能
會對再婚家庭成員構成壓力，引起衝突，也令再婚人士除了需要面對照顧親生 / 繼子
女和伴侶的相處問題外，還需要考慮來自長輩的壓力。這些跨代的壓力往往使再婚人
士左右為難。
因此在再婚初期，甚至是再婚之前，應該獲得適當的專業支援，協助家庭成員的磨合，
好讓再婚伴侶和繼子女之間可以建立良好關係，並妥善處理與離異伴侶的關係，讓子
女可從親生父母或其他依附對象得到情感支持和釋放情緒，減輕家庭離異對子女構成
的傷害。
「接觸盲點」：對再婚家庭的敏感度和認知不足
公眾調查和焦點小組討論都發現，相當部分再婚家庭成員往往不願主動透露家庭背
景，即使他們願意向服務機構求助，往往亦只會著眼於解決他們即時的物質需要，例
如住屋等，未有提出他們的在家庭關係中的困擾。加上教師和社工普遍對再婚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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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認知不足，使他們未能察覺這些學生的特殊情況和需要，甚至可能在無意間對學
生造成傷害。另一方面，前線社工較少接觸再婚家庭，加上未有接受專門針對再婚家
庭服務的專業訓練，導致對再婚家庭的敏感度不足，也難以為他們提供適切服務。同
時，政府一直未有將再婚家庭的需要納入政策議程，令服務機構未能獲得合適資源發
展相關服務。研究顯示，這環境下，即使再婚人士想求助，也認為別人不明白他們獨
特的處境和需要，從而沒有接觸服務機構。
因此，政府必須在政策支援再婚家庭的服務，協助學校教師、社工和其他相關的專業
人士進一步加強對再婚家庭的敏感度和專業知識，除了要協助解決求助者在物質層面
的問題，也要協助他們處理親子關係的問題。服務機構亦加強向公眾宣傳再婚家庭服
務，讓公眾知悉現有的服務，也令再婚人士明白他們並不孤立。另外，服務機構之間
亦需要加強分享服務訊息和經驗。
另外，目前的「再婚家庭」的名稱也只局限於已婚人士和有子女的家庭，未有包括同
居伴侶。因此，社會亦應該重新名命和定義「再婚家庭」，讓大眾和服務機構更清楚
理解這類家庭的需要。
「男女有異」：對家庭角色的理解有異
公眾調查和焦點小組討論都顯示，再婚人士對家庭角色職責的理解和期望，男性和女
性的理解存在一定差異。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他們尋求支援服務的動機，並影響他們建
立親子關係。普遍而言，男性較傾向認同，對小朋友而言，再婚家庭總較單親家庭圓
滿，但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擔起照顧子女的責任也較大。因此，女性和親生
/ 繼子女相處時間較多，亦往往會家中瑣事爭執，從而影響親子關係。
此外，研究發現離異家庭兒童的自我效能感，只與和母親的依附程度有關。這可以由
聚焦小組的訪談的內容解釋。父母對兒童教育方法不一樣，當兒童面對難題前，母親
傾向幫助兒童，而父親則讓兒童自行解決問題，這情況可能在離異家庭的兒童更普遍，
以致他們的自我效能感與父親依附程度沒有顯著關係。換句話說，男性和女性對家庭
角色職責的理解，以及管教方式的不同會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這情況在再婚及
離異家庭尤其明顯。
因此，再婚家庭的親職教育必須加強，讓母父雙方都更好了解本身和伴侶在家庭中的
角色和責任。在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上，父親固然有責任，但由於母親往往會花較多
時間照顧子女，所以她們的角色更為重要，故必須得到更多合適的支援。

5.3 「情緣在線」：如何幫助再婚家庭建立親子關係？
建立親子關係固然是家庭的份內事，但基於再婚家庭往往面對著上述的種種問題和服
務需要，研究團隊分別從政策、公眾教育及學校 / 社工及再婚家庭服務等四個層面，
提出四項建議，統稱為「情緣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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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同行」：納入政策議程
在政策層面上，政府應認清，不少社會問題，例如虐兒、情緒病和自殺等，都與家庭
有著密切關係。現時政府未有特別針對再婚家庭的服務政策。但正如上文指出，基於
傳統觀念、社會的負面標籤等原因，不少再婚家庭即使遇到問題，都未有向相關服務
機構求助，令服務機構處理的再婚家庭個案數字亦相對偏低。然而，這研究指出，再
婚家庭面對的種種問題對親子關係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政府應把再婚家庭的需要納
入政策討論議題，進行更多相關研究，確切深入了解本地再婚家庭面對的問題，再制
定可行及持續的政策和措施，適當調配資源，讓再婚家庭可以得到恆常支援服務。
「專業升級」：強化教師及社工培訓
正如上述所指，教師和社工對再婚家庭的敏感度不足，未能及時察覺來自再婚家庭的
父母和子女的情況和需要，亦窒礙這些人士向專業人士求助的意願。本地培訓的社工
亦未有接受過專門針對再婚家庭的服務訓練。有鑑於此，在學校和家庭服務機構的層
面上，教師和社工的培訓都有需要加強，透過認識有關理論和實務訓練，增加他們對
再婚家庭的認知和敏感度，也讓他們能在學校和社區辨識再婚家庭個案，提供適切的
支援服務。除了針對生活需要的層面的即時物質需要外，還要按部就班地提供家庭關
係的支援。
本研究發現，再婚家庭成立初期面對的問題尤其嚴重，而母親往往作為主要照顧者，
需要的支援也較多。因此，服務機構應盡量為剛再婚人士，甚至是預備再婚的人士提
供支援，並盡量為母親提供更多協助。
除了幫助再婚人士以外，關注兒童的成長環境亦非常重要。本研究發現兒童在離異家
庭和一般雙親家庭中成長，在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的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社福機構應
加強再婚家長的親職教育，並協助再婚家庭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前線社工和再婚人
士應該注意兒童成長的環境，多同處於離異或再婚階段家庭的兒童進行溝通、疏導和
鼓勵，以便提升他們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
「傳心傳意」：加強公眾教育
調查顯示，儘管公眾對再婚家庭的印象並非一面倒地負面，但部分公眾人士亦存有不
同程度的負面印象，對再婚家庭成員構成種種負面影響。因此，在公眾教育層面上，
社福機構及政府部門都應該定期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如攤位、講座、展覽等，提高社
會對再婚家庭的認知水平，扭轉對再婚家庭的偏見，從而增加社會各界人士對再婚家
庭的了解和接納，也令再婚家庭成員可以擺脫負面標籤，更積極和正面地面對自身的
處境。
「陪著你走」：建立互相支援網絡
鑑於再婚家庭面對的獨特問題有別於一般雙親家庭，不少再婚人士自覺難以獲得一般
人的理解，部分再婚家庭的子女亦自覺「與眾不同」，這對他們的社交和成長構成影
響。因此，在家庭服務的層面上，服務機構除了提供各類輔導及親職教育外，亦可透
過舉辦再婚家庭小組活動，鼓勵再婚家庭互相認識，建立同路人支援網絡，讓他們分
享各種家庭生活和親子關係的經驗，互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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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結
對於再婚人士，良好的親子關係是建立和諧的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石，而增進
親子關係的課題是需要持續進修的。除了再婚家庭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社會人
士對他們的理解和接納。本研究發現了再婚家庭建立的障礙，並為建立健康的再
婚家庭親子關係提供政策建議。
首先，本研究發現建立親子關係的五項主要因素：公眾對再婚家庭有不同程度的
負面印象，並且對再婚家庭有負面標籤。而這類標籤或與枷鎖與中國傳統文化有
關。其次，再婚人士在尋求再婚的過程中會受到來自長輩群體的壓力甚至於阻礙。
並且，一般社工或者學校老師對再婚家庭的認識和敏感度不足。另一方面，再婚
人士具有男女差異，因而對家庭角色職責的理解和尋求支援服務的主動性有顯著
差異，均會影響他們建立親子關係。
為再婚家庭親子關係的建立，研究團隊強調應從政策層面、公眾教育層面及學校 /
社工層面對再婚家庭提供幫助。首先要對再婚家庭的需要納入政策議程，繼續深
入對該問題認識。其次，強化學校教師及專業社工培訓，使他們更能滿足再婚人
士和兒童的需求。最後加強公眾教育和發展再婚家庭互助團體，從而逐步改善再
婚家庭的負面影響。而再婚家庭的互助團體也可使再婚人士可以分享經驗，互助
支持。
最後，研究團隊寄語所有離異人士及考慮再婚的人士，離異並非等同失敗；再婚
是給予自己選擇新生活的機會，可以積極規劃新家庭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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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附件一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您好！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正進行一項有關公眾人士對再婚家庭的意見調查。如
果 閣下的年齡在 10 歲或以上，本會現誠邀您花三分鐘完成以下問卷。所得資料只
會作研究用途。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如有查詢，請致電 2810 1104 或電郵至
stepfam@cmac.org.hk，與本會聯絡。多謝您的支持。
註：若 閣下已在其他場合及渠道 ( 包括網上或文本 ) 回應過這問卷，請勿重覆填寫。

請問你有多同意以下的幾句說話呢？
（答案請用  表示）

1
非
常
同
意

2
同
意

3
一
半
一
半

1. 父母通常會疼錫自己的親生子女，多於繼子女。
2. 再婚家庭的小朋友，通常會開心過在單親家庭。
3. 對小朋友來說，再婚家庭總算圓滿過單親家庭。
4. 如果你來自再婚家庭，你唔會想其他人知道。
（答案請用  表示）
5. 你覺得來自再婚家庭的小朋友通常出現的問題是甚麼呢？ ( 可選多項 )
性格不合群
成績不好
較反叛
家庭背景複雜
與繼父 / 繼母較多衝突
其他 ( 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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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
同
意

5
非
常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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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如你看見一位小朋友和他的繼父 / 繼母在一起，你認為這位小朋友應該如何介紹他
的繼父 / 繼母給你認識呢？
這是我的爸爸 / 媽媽
這是我的叔叔 / 姨姨
這是我的繼父 / 繼母
直接稱呼繼父 / 繼母的名字
其他 ( 請說明：                                              )
很難說

7.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完全可接受
可接受
一半一半
不接受
完全不可接受

8. 你覺得你家中的長輩是否可以接受，你的結婚對象是一個帶著孩子的單親人士呢？
完全可接受
可接受
一半一半
不接受
完全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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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問你本人目前的婚姻狀況是：
單身
同居 ( 你及伴侶都從未結婚 )
自己與配偶都是首次結婚
離婚、分居或喪偶而未有再結婚或同居
你本人是再婚，但你的伴侶是首次結婚
你本人是首次結婚，但你的伴侶是再婚
你和你的伴侶都是再婚
其他 ( 請說明：                                              )
11. 你有無子女呢？ ( 可選多於一項 )
無
有親生子女
有繼子女
12. 你認識的親戚或朋友之中，有無人來自再婚家庭呢？
有

無
13. 請問你的年齡是：
10-14 歲
15-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或以上
14. 你的性別是：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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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的教育程度是：
小學或以下

中學或預科

大專

大學或以上

16. 請問你每月個人收入大約有多少？
無收入
HK$5,000 以下
HK$5,000-9,999
HK$10,000-19,999
HK$20,000-29,999
HK$30,000-39,999
HK$40,000-49,999
HK$50,000 或以上

17. 你覺得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屬於：
富有家庭
中上家庭
中等家庭
中下家庭
貧窮家庭
其他 ( 請說明：                                              )

全問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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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
( 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
學生問卷調查指引及問卷
1.
2.

3.

獲邀請學校在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3 日，向每位學生派發意見調查問
卷予他們填寫及收回。
發下問卷，學生拿到問卷後可先細閱問卷內容。
a. 老師可先向學生講解是次調查主題及問卷內容。
b. 填寫方式說明 : 將填寫方式以投影機向全班同學展示（老師可即場示範填
寫問卷一次），並提醒學生依據自己的直覺填寫，無須猶豫於問卷的功能
或使用性上。
c. 宣佈問卷開始，請學生先於問卷第一頁填寫個人基本資料，並告知填寫過
程中若有任何疑問或對題目有不瞭解的地方，隨時舉手發問。
d. 填寫完畢，回收問卷。
請於問卷調查完成或終止後一星期內，聯絡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職員，届時
職員會聯絡香港浸會大學研究員到學校收集所有問卷的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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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研究員填寫）
(Code ：_____________)

附件三
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問卷調查 ( 學生版 )

您好，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正進行一項有關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的意見調查，並探討不
同類型家庭的差異。請按您自己的真實情況填寫即可。這份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所得
資料只會作研究用途；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請放心填寫。謝謝您的支持！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請依據您真實的狀況填寫或打 ，且請務必回答每一題。
1.

年齡 ( 實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性別

3.

你在家中的排行？

4.

5.

B.

男

C.

女

A.

獨生

B.

長子 / 長女

D.

幼子 / 幼女

E.

其他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子 / 次女

請問你現在和誰一起居住？ ( 可選多項 )
A.

生父

B.

生母

F.

祖母

G.

外祖父 H.

I.

其他親友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繼父

D.

繼母

E.

祖父

外祖母

你目前就讀幾年班？
A.

6.

A.

四年班

B.

五年班

C.

六年班

目前你父母的婚姻狀況 :
A.

已婚 ( 如  請開始回答第二部分 )    B.

C.

已離婚 ( 如  請回答第 7 題 )

D.

其他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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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父母已分居或離婚，他們是 ......
A.

雙方都單身 B.

D.

只有媽媽有穩定伴侶

F.

其他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雙方都有穩定伴侶
E.

C.

只有爸爸有穩定伴侶

不清楚

第二部分：對自己的感覺
以下敘述是關於您對自己的感覺。請依照實際情況，針對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合適
的數字；如您非常不同意，請圈選號碼 1，如果您覺得非常同意，請圈選號碼 4。
很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很
同
意

7.

整體來說，我滿意自己。

1

2

3

4

8.

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 。

1

2

3

4

9.

我覺得自己有不少優點。

1

2

3

4

10.

我能夠做到與大部份人的表現一樣好。

1

2

3

4

11.

面對一個難題時，我通常能找到幾個解決方法。

1

2

3

4

12.

以我的才智 , 我定能應付意料之外的情況。

1

2

3

4

13.

我覺得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最低限度我與其他人
有一樣的價值。

1

2

3

4

14.

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 , 因為我相信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 1

2

3

4

15.

我用正面的態度看自己。

1

2

3

4

16.

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 , 我都能應付自如。

1

2

3

4

17.

我希望我能夠多一些尊重自己。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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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和同住媽媽 / 繼母的關係
下列問題主要想了解你跟同住的女性長輩的相處情形，作為填答的依據。
依據你對題目描述的同意程度回答，「不曾這樣」選 1，「很少這樣」選 2，「常
常這樣」選 3，「總是這樣」選 4，圈選一個最符合你真實感受的選項。
請問這位同住女性長輩是誰？
B.

C.

D.

E.

A.

媽媽

F.

其他女性親友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沒有 ( 不用回答這部分 )

繼母

工人姐姐

祖母

外祖母

不
曾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常
常
這
樣

總
是
這
樣

18.

媽媽尊重我的感受。

1

2

3

4

19.

我認為我的媽媽是稱職的媽媽。

1

2

3

4

20.

媽媽能接受我目前的一切。

1

2

3

4

21.

對於我所關心的事情 , 我會想聽聽媽媽的看法。

1

2

3

4

22.

我覺得讓媽媽知道我的感受是沒有用的。

1

2

3

4

23.

當我感到心煩的時候 , 媽媽會知道。

1

2

3

4

24.

跟媽媽討論我所遇到的問題 , 會讓我覺得自己很丟
臉或很笨。

1

2

3

4

25.

跟媽媽在一起時 , 我很容易覺得心煩。  

1

2

3

4

26.

對於我所煩惱的事情 , 其實媽媽知道的很少。

1

2

3

4

27.

當我跟媽媽討論事情的時候 , 媽媽會在乎我的想法。

1

2

3

4

28.

媽媽信任我所做的判斷。

1

2

3

4

29.

媽媽幫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1

2

3

4

30.

我會告訴媽媽關於我所遇到的問題和麻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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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曾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常
常
這
樣

總
是
這
樣

31.

我會生媽媽的氣。

1

2

3

4

32.

媽媽很少注意到我。

1

2

3

4

33.

媽媽會鼓勵我說出我所遇到的困難。

1

2

3

4

34.

媽媽了解我。

1

2

3

4

35.

我信任媽媽。

1

2

3

4

36.

媽媽並不清楚我最近經歷了哪些事情。

1

2

3

4

37.

當我必需把心事拋開的時候 , 媽媽可以幫我。

1

2

3

4

第四部分：和同住爸爸 / 繼父的關係
下列問題主要想了解你跟同住的男性長輩的相處情形，作為填答的依據。
依據你對題目描述的同意程 度回答 ,「不曾這樣」選 1，「很少這樣」選 2，「常
常這樣」選 3，「總是這樣」選 4，圈選 1 個最符合你真實感受的選項。
請問這位同住男性長輩是誰？
B.

C.

D.

A.

爸爸

E.

其他男性親友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沒有 ( 不用回答這部分 )

繼父

祖父

外祖父

不
曾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常
常
這
樣

總
是
這
樣

38.

爸爸尊重我的感受。

1

2

3

4

39.

我認為我的爸爸是稱職的爸爸。

1

2

3

4

40.

爸爸能接受我目前的一切。

1

2

3

4

41.

對於我所關心的事情 , 我會想聽聽爸爸的看法。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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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曾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常
常
這
樣

總
是
這
樣

42.

我覺得讓爸爸知道我的感受是沒有用的。

1

2

3

4

43.

當我感到心煩的時候 , 爸爸會知道。

1

2

3

4

44.

跟爸爸討論我所遇到的問題 , 會讓我覺得自己很丟
臉或很笨。

1

2

3

4

45.

跟爸爸在一起時 , 我很容易覺得心煩。  

1

2

3

4

46.

對於我所煩惱的事情 , 其實爸爸知道的很少。

1

2

3

4

47.

當我跟爸爸討論事情的時候 , 爸爸會在乎我的想法。

1

2

3

4

48.

爸爸信任我所做的判斷。

1

2

3

4

49.

媽媽幫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1

2

3

4

50.

我會告訴爸爸關於我所遇到的問題和麻煩。

1

2

3

4

51.

我會生爸爸的氣。

1

2

3

4

52.

爸爸很少注意到我。

1

2

3

4

53.

爸爸會鼓勵我說出我所遇到的困難。

1

2

3

4

54.

爸爸了解我。

1

2

3

4

55.

我信任爸爸。

1

2

3

4

56.

爸爸並不清楚我最近經歷了哪些事情。

1

2

3

4

57.

當我必需把心事拋開的時候 , 爸爸可以幫我。

1

2

3

4

全問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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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香港浸會大學
家長同意聲明書
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 —— 5-11 歲兒童深度訪談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聯同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正進行一項有關兒童自尊與親子關
係的研究，你接受邀請參與這項研究。這項研究目的是探討繼親家庭裡繼父母與繼子
女建立親子關係的障礙和繼親家庭服務需求及了解服務使用者認為服務有效之因素。
資訊
貴子女在你的同意下將邀請參與一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根據研究人員事前準備
好的提問進行回應。研究人員在開始前先向你及 貴子女解釋是次研究背景、訪談
目的、訪談內容、時間等資訊。你及 貴子女簽署同意書後，面談隨即開始。 貴子
女會在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的輔導員陪同下接受訪談，家長則在房外等候。
研究人員在開始提問前先邀請 貴子女按自己的真實情況繪畫一幅家庭關係圖，及
後研究人員詢問你對於家庭關係圖的解讀，透過 貴子女對現時家庭關係的解讀作
為切入點提問問題或按情況要求 貴子女根據家庭關係圖想像一個真實家庭生活情
境作為切入點提問問題，面談總需時約 60 分鐘。面談將於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旗
下的服務中心輔導室內或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面談室內進行。
約十二位兒童將參與是次訪談。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義務， 貴子女的姓名及個人資
料一律隱匿不公開，改以代號稱之。為便於資料整理與分析，將於訪談過程中全程
錄音，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料、編碼及歸類統整之用，只有有關項目研究
員有權查聽錄音內容。在沒有獲得你的許可時，錄音將不會被用作其他用途。透過
錄音收集的可擷取身份數據將妥善儲存並保密，加鎖保管在研究室中之檔案櫃，保
存期限為研究結束後 24 個月，並在保存期限結束後銷毁。
益處
研究目的旨在透過訪談了解繼親家庭兒童在面對家庭重組時的需要和支援及兒童處
理與繼親父母 / 兄弟姐妹的關係時所說不出難處。透過是次研究，你的經驗、意念
和關注將會在學術文獻和不同的社會平台上發表。除此，本研究可提供家庭服務工
作未來在設計與發展介入模式及輔導工作時之參考。因此，希望你能提供真實的意
見，以增加研究資料的正確性。
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本研究流程沒有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保密性條例
我們並不會披露由研究所收集到的你身份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資料如電話
及地址），調查結果將會以集體數據形式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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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及保險
參與此次研究項目， 貴子女將不會得到任何補償或保險賠償。如果 貴子女在完成
之前退出研究， 貴子女亦不會收到任何補償或保險賠償。
聯絡方式
如你對研究或過程有任何問題，可聯絡研究員 : XXX，地址是香港九龍九龍塘浸
會 大 學 道 XX 號 教 學 及 行 政 大 樓 XX 樓 XX 室， 聯 絡 電 話 是 2222-2222， 電 郵 是
xxxx@email.com。如果你認為沒有得到「同意聲明書」中的所描述的待遇，或作
為研究的參與者，其權利受到侵害，你可以通過發送郵件至 : hasc@hkbu.edu.hk
或郵寄到 : 香港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聯絡 HASC。
參與
你是自願參與這項研究，你可以拒絕參加而不會產生任何處罰。如果決定參加，你
有權在任何時候退出研究，而不會產生任何罰款，或利益損失；如果你在研究資料
收集完成後退出，你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預期的情況下，研究員可以終止你參與研究，而不用獲得你的同意，終止後將於
24 小時內徹底銷毀所有有關資料及數據。研究的過程中若有顯著新發現，而新發
現可能影響你考慮是否繼續參與，研究員會讓你選擇是否願意繼續參與。
同意聲明
我已經閱讀並瞭解上述聲明。我已收到此表格的副本。我同意參加這項研究。

兒童參與者簽名

簽名日期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簽名日期

研究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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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香港浸會大學
兒童同意聲明書
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5-11 歲兒童深度訪談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聯同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正進行一項有關兒童自尊與親子關
係的研究，你接受邀請參與這項研究。這項研究目的是探討繼親家庭裡繼父母與繼子
女建立親子關係的障礙和繼親家庭服務需求及了解服務使用者認為服務有效之因素。
資訊
你在其父母的同意下將邀請參與一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根據研究人員事前準備好
的提問進行回應。研究人員在開始前先向你及 貴家長解釋是次研究背景、訪談目
的、訪談內容、訪談流程和時間等資訊。在你及 貴家長簽署同意書後，面談隨即開
始。你會在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的輔導員陪同下接受訪談，貴家長則在房外等候。
研究人員在開始提問前先邀請你按自己的真實情況繪畫一幅家庭關係圖，及後研究
人員詢問你對於家庭關係圖的解讀，透過你對現時家庭關係的解讀作為切入點提問
問題或按情況要求兒童根據家庭關係圖想像一個真實家庭生活情境作為切入點提問
問題，面談總需時約 60 分鐘。面談將於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旗下的服務中心輔導
室內或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面談室內進行。
約十二位兒童將參與是次訪談。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義務，你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一律
隱匿不公開，改以代號稱之。為便於資料整理與分析，將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
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料、編碼及歸類統整之用，只有有關項目研究人員有
權查聽錄音內容。在沒有獲得兒童的許可時，錄音將不會被用作其他用途。透過錄
音收集的可擷取身份數據將妥善儲存並保密，加鎖保管在研究室中之檔案櫃，保存
期限為研究結束後 24 個月，並在保存期限結束後銷毁。
益處
研究目的旨在透過訪談了解繼親家庭兒童在面對家庭重組時的需要和支援及兒童處
理與繼親父母 / 兄弟姐妹的關係時所說不出的難處。透過是次研究，你的經驗、意
念和關注將會在學術文獻和不同的社會平台上發表。除此，本研究可提供家庭服務
工作未來在設計與發展介入模式及輔導工作時之參考。因此，希望您能提供真實的
意見，以增加研究資料的正確性。
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本研究流程沒有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保密性條例
我們並不會披露由研究所收集到的你身份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資料如電話
及地址），調查結果將會以集體數據形式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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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及保險
參與此次研究項目，你將不會得到任何補償或保險賠償。如果你在完成之前退出研
究， 你亦不會收到任何補償或保險賠償。
聯絡方式
如你對研究或過程有任何問題，可聯絡研究員 : XXX，地址是香港九龍九龍塘浸
會 大 學 道 XX 號 教 學 及 行 政 大 樓 XX 樓 XX 室， 聯 絡 電 話 是 2222-2222， 電 郵 是
xxxx@email.com。如果你認為沒有得到「同意聲明書」中的所描述的待遇，或作
為研究的參與者，其權利受到侵害，你可以通過發送郵件至 : hasc@hkbu.edu.hk
或郵寄到 : 香港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聯絡 HASC。
參與
你是自願參與這項研究，你可以拒絕參加而不會產生任何處罰。如果決定參加，你
有權在任何時候退出研究，而不會產生任何罰款，或利益損失；如果你在研究資料
收集完成後退出，你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預期的情況下，研究員可以終止你參與研究，而不用獲得你的同意，終止後將於
24 小時內徹底銷毀所有有關資料及數據。研究的過程中若有顯著新發現，而新發
現可能影響你考慮是否繼續參與，研究員會讓你選擇是否願意繼續參與。
同意聲明
我已經閱讀並瞭解上述聲明。我已收到此表格的副本。我同意參加這項研究。

兒童參與者簽名

簽名日期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簽名日期

研究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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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香港浸會大學
個人同意聲明書
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 —— 焦點小組訪談 （再婚人士）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聯同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正進行一項有關兒童自尊與親子
關係的研究，你接受邀請參與這項研究。這項研究目的是探討繼親家庭裡繼父母與
繼子女建立親子關係的障礙和繼親家庭服務需求及了解服務使用者認為服務有效之
因素。
資訊
你將邀請參與一節焦點小組訪談，根據研究人員事前準備好的提問進行回應。你簽
署同意書後，面談隨即開始。研究人員在開始前先向你解釋是次研究背景、訪談目
的、訪談內容、訪談流程、發言討論規則和時間等資訊，讓你清楚瞭解是次討論主
題。
研究人員一共準備了 9 條提問，每對夫妻有三至五分鐘的發言時間，面談總需時約
60 分鐘。
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義務，你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一律隱匿不公開，改以代號稱之。為
便於資料整理與分析，將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
料、編碼及歸類統整之用，只有有關項目研究人員有權查聽錄音內容。在沒有獲得
你的許可時，錄音將不會被用作其他用途。透過錄音收集的可擷取身份數據將妥善
儲存並保密，加鎖保管在研究室中之檔案櫃，保存期限為研究結束後 24 個月，並
在保存期限結束後銷毁。

益處
研究目的旨在透過訪談了解繼親家庭兒童在面對家庭重組時的需要和支援及兒童處
理與繼親父母 / 兄弟姐妹的關係時所說不出難處。透過是次研究，你的經驗、意念
和關注將會在學術文獻和不同的社會平台上發表。除此，本研究可提供家庭服務工
作未來在設計與發展介入模式及輔導工作時之參考。因此，希望你能提供真實的意
見，以增加研究資料的正確性。
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本研究流程沒有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保密性條例
我們並不會披露由研究所收集到的你身份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資料如電話
及地址），調查結果將會以集體數據形式作報告。
86

「再婚家庭親子情緣」研究報告
Research study on the Attachment Buil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補償及保險
因參與此次研究項目，你將得到一張港幣 50 元正的超市現金禮券，以答謝你付出
的時間，但不包括任何保險賠償。如果你在完成之前退出研究，你仍然可以得到一
張面值港幣 50 元正的現金禮券但不包括任何保險賠償。
聯絡方式
如你對研究或過程有任何問題，可聯絡研究員 : XXX，地址是香港九龍九龍塘浸
會 大 學 道 XX 號 教 學 及 行 政 大 樓 XX 樓 XX 室， 聯 絡 電 話 是 2222-2222， 電 郵 是
xxxx@email.com。如果你認為沒有得到「同意聲明書」中的所描述的待遇，或作
為研究的參與者，其權利受到侵害，你可以通過發送郵件至 : hasc@hkbu.edu.hk
或郵寄到 : 香港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聯絡 HASC。
參與
你是自願參與這項研究，你可以拒絕參加而不會產生任何處罰。如果決定參加，你
有權在任何時候退出研究，而不會產生任何罰款，或利益損失；如果你在研究資料
收集完成後退出，你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預期的情況下，研究員可以終止你參與研究，而不用獲得你的同意，終止後將於
24 小時內徹底銷毀所有有關資料及數據。研究的過程中若有顯著新發現，而新發
現可能影響你考慮是否繼續參與，研究員會讓你選擇是否願意繼續參與。
同意聲明
我已經閱讀並瞭解上述聲明。我已收到此表格的副本。我同意參加這項研究。

參與者簽名

簽名日期

研究員簽名

簽名日期

87

「再婚家庭親子情緣」研究報告
Research study on the Attachment Buil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附件七
香港浸會大學
個人同意聲明書
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焦點小組訪談（機構工作人員）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聯同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正進行一項有關兒童自尊與親子
關係的研究，你接受邀請參與這項研究。這項研究目的是探討繼親家庭裡繼父母與
繼子女建立親子關係的障礙和繼親家庭服務需求及了解服務使用者認為服務有效之
因素。
資訊
你將邀請參與一節焦點小組訪談，根據研究人員事前準備好的提問進行回應。你簽
署同意書後，面談隨即開始。研究人員在開始前先向你解釋是次研究背景、訪談目
的、訪談內容、訪談流程、發言討論規則和時間等資訊，讓你清楚瞭解是次討論主
題。約十二位從事再婚家庭輔導的機構工作人員將參與是次訪談。研究人員一共準
備了 5 條提問，每為工作人員有三至五分鐘的發言時間，面談總需時約 60 分鐘。
面談將於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旗下的服務中心輔導室內或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面談室內進行。
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義務，你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一律隱匿不公開，改以代號稱之。為
便於資料整理與分析，將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
料、編碼及歸類統整之用，只有有關項目研究人員有權查聽錄音內容。在沒有獲得
你的許可時，錄音將不會被用作其他用途。透過錄音收集的可擷取身份數據將妥善
儲存並保密，加鎖保管在研究室中之檔案櫃，保存期限為研究結束後 24 個月，並
在保存期限結束後銷毁。
益處
研究目的旨在透過訪談了解繼親家庭兒童在面對家庭重組時的需要和支援及兒童處
理與繼親父母 / 兄弟姐妹的關係時所說不出難處。透過是次研究，你的經驗、意念
和關注將會在學術文獻和不同的社會平台上發表。除此，本研究可提供家庭服務工
作未來在設計與發展介入模式及輔導工作時之參考。因此，希望您能提供真實的意
見，以增加研究資料的正確性。
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本研究流程沒有合理可預見風險或不適。
保密性條例
我們並不會披露由研究所收集到的你身份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資料如電話
及地址），調查結果將會以集體數據形式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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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及保險
參與此次研究項目，你將不會得到任何補償或保險賠償。如果你在完成之前退出研
究，你亦不會收到任何補償或保險賠償。
聯絡方式
如你對研究或過程有任何問題，可聯絡研究員 : XXX，地址是香港九龍九龍塘浸
會 大 學 道 XX 號 教 學 及 行 政 大 樓 XX 樓 XX 室， 聯 絡 電 話 是 2222-2222， 電 郵 是
xxxx@email.com。如果你認為沒有得到「同意聲明書」中的所描述的待遇，或作
為研究的參與者，其權利受到侵害，你可以通過發送郵件至 : hasc@hkbu.edu.hk
或郵寄到 : 香港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聯絡 HASC。
參與
你是自願參與這項研究，你可以拒絕參加而不會產生任何處罰。如果決定參加，你
有權在任何時候退出研究，而不會產生任何罰款，或利益損失；如果你在研究資料
收集完成後退出，你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預期的情況下，研究員可以終止你參與研究，而不用獲得你的同意，終止後將於
24 小時內徹底銷毀所有有關資料及數據。研究的過程中若有顯著新發現，而新發
現可能影響你考慮是否繼續參與，研究員會讓你選擇是否願意繼續參與。
同意聲明
我已經閱讀並瞭解上述聲明。我已收到此表格的副本。我同意參加這項研究。

參與者簽名

簽名日期

研究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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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香港浸會大學
「離異 / 再婚家庭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
兒童參加者面談指引及面談問題
1.
2.
3.

4.

開始前，研究員先用三分鐘向兒童簡介面談內容。
研究員邀請兒童按自己的真實情況繪畫一幅家庭關係圖。
及後，研究員按照家庭關係圖以詢問問題方式探索兒童在過去、目前，以
及未來與家人的關係、對自己在家庭的位置的瞭解、對自己及家人的瞭解
和幻想未來與家人的關係。
面談問題如下：
I.

你係依家呢個屋企，覺得開心定唔開心啊？
i. 跟進問題：係乜野令到你咁開心 / 唔開心啊？或係咪發生左啲事令
你咁開心？ / 咁唔開心？

II.

係呢個屋企，你唔開心嘅時候你會做啲乜野令自己開心啲？
i. 跟進問題：你會同邊個講呢件唔開心嘅事？

III.
IV.

當你好驚嘅時候，你第一時間會揾邊個？
你希望你屋企係：( 請填色 )
i.

V.

ii. 跟進問題：過去發生咗咩事令覺得你屋企係 ( 非常開心 / 開心 / 一
般 / 唔開心 / 非常唔開心 ) ？
這是誰？你會點樣叫佢？ ( 根據兒童畫的家庭圖研究人員指出某個
家庭成員 )
i. 你同呢個人一齊嘅時候你係：( 請填色 )

ii. 跟進問題：佢做咗啲咩令你咁開心 / 咁唔開心？
VI.

如果你有一件心事想搵人分享，你會向邊位屋企人傾訴？
i. 跟進問題：佢做左 D 咩令你想搵佢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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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香港浸會大學
「離異 / 再婚家庭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
再婚人士面談指引及面談問題
開始前，主持人先用三至五分鐘的時間解釋訪談目的，概述討論主題和說明發言
討論規則，然後開始提出第一個問題。
面談問題：
1.
什麽令你考慮再婚？
2.
你對這段婚姻有什麽期望？
3.
在這段再婚關係裏，有什麽讓你覺得再婚生活不容易？
4.
請你分享一下你的婚姻現況：
a.
可否形容一下你與伴侶之間的互動是怎樣？
b.
你覺得你的伴侶會如何形容這段婚姻關係？
5.
你覺得你的孩子（親生 / 繼子女）在這個家庭有些什麽需要？
6.
在這段新的婚姻關係裏，你與你的伴侶如何適應父 / 母這個角色？
7.
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困難時，他 / 她會找誰幫助？
8.
你跟繼子女建立關係時容易嗎？容易的是什麽？ / 不容易的是什麽？
9.
你認為再婚家庭有什麽是需要被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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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香港浸會大學
「離異 / 再婚家庭兒童自尊與親子關係研究」
社工面談指引及面談問題
開始前，主持人先用三至五分鐘的時間解釋訪談目的，概述討論主題和說明發言
討論規則，然後開始提出第一個問題。
面談問題：
1.
據你的經驗，再婚家庭的父母與子女在建立關係時常遇到的困難是什麽？
2.
現時香港有那些服務支持再婚家庭呢？當中包括你們曾經參與過，以及你
們所知道的服務。
3.
處理再婚家庭的親子關係問題時，你通常會遇到什麽困難？
4.
你認為社會福利機構提供再婚家庭服務方面，又會有甚麼困難呢？
5.
你認為現今香港的再婚家庭服務有什麽可以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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