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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組討論記錄單組討論記錄單組討論記錄單組討論記錄單 

組別 八爪章魚 帶領人 鐘文君 記錄 李佩凌 報告人 陳璟璐 

主題 單親婦女顧裡顧外，如何兼顧？ 

討論

大綱 

1. 單親婦女在家庭與工作、父職與母職兼顧情況中，面對兩難或衝突的情形

為何？如何處理？ 

2. 如果覺得不足，運用哪些資源來協助、充實自己的能力？  

3. 綜合上述討論，單親媽媽的未來將…如何？  

討論

內容 

第一題 

1. 結構化過程、方式及主題、內容。 

2. 身兼兩職，孩子照顧不能輸在起跑點，利用工作閒暇時間，在就近處補習。 

3. 連結資源(朋友照顧孩子，補習班老師，天晴)，又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 

4. 利用兄弟姐妹協助照顧孩子，自己專注工作，賺錢 

5. 從外縣市搬來，缺乏資源，利用上社區大學，與外做資源連結。 

6. 苦孩子不願意，但依舊有優先順序 

7. 危機處理 

8. 那在處理緊急事件時，隱藏自己的身分在於保護自己。 

9. 處理緊急事件，開放自己的身分可增加資源。 

10. 計畫可放在 2-3 年，把能做的先做。眼光放遠，但困難不要想得太遠，藉

由社服資源，可得兩贏。 

11. 規劃資源，投資精力，活在當下。 

 

第二題  

1. 敏感自己的資源，將它們連起來，增加自己能量、資源。 

2. 自己肯出來尋找，積極推廣資源。 

 

第三題 

1. 「活著時候很窮，死著的時候很富有」活著對自己可以好一點。 

2. 以上，與文化有關，要以上，很難 

3. 「對自己好」的定義？ 

4. 針對自己的需求，找出對自己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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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八爪章魚八爪章魚八爪章魚八爪章魚    

1. 我希望有姊妹跟我分享他的工作是個人工作室，在家工作，不需外出，可有收入兼

顧小朋友。 

2. 單親媽媽真的辛苦而偉大。 

3. 第一階段人生目標：孩子有自己天地； 

第二階段人生目標：該為自己想，幸福、快樂、學習，如多參與社團、看書。 

4. 單親真的可以苦盡甘來，但是要 「瞻前顧後」，瞻前-先考量、計畫好；顧後-成了

單親以後，親子關係及善用公、私部門資源，待下一代獨立後，善待晚年的自己。 

5. 隨時注意你的需要，看看別人的人生經歷，是否你可以從這當中找到你的需求點幫

助，瞭解你往後要走的路。 

6. 1多參與社團，付出心力，學習成長。 

2人要有宗教的信仰，內心才能平靜和諧。 

3誠實面對自己的困境，尋求資源成長。 

4智慧的成長，言語美、心靈更美。 

7. 我們都知道你們很辛苦，但是還是希望你們撥空和我們說說話。 

8. 我聽見、看見婦女朋友，善用社會資源的能力，未來，資源應加強整合，合理運用。 

9. 單親媽媽的未來，姊妹相伴，各有未來，照顧陪伴社會上被忽略的孩童，為社會貢

獻心路。 

10. 今天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案例，為他們高興，至於失敗、悲慘的案例沒有聽到。別人

的失敗可做為借鏡，也可提醒別人，同樣的錯不要再犯。 

11. 謝謝姊妹們豐富的心得分享。 

12.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到天晴”單親真的苦盡甘來嗎？”，每位單親姊妹的討論想法很

精彩，我聽到了想到我舅舅的家境跟單親家庭是相同的。我本身年齡還不到 30歲，

還是未婚的，我是今天來旁聽什麼是單親的。 

13. 單親家庭不可怕。可怕得是自己不願接受跟面對自己，支援、協助都在你身邊，當

著自主的女人，須靠自己走出來。 

14. 一個人不見得比兩個人辛苦、寂寞，在愛別人之前，記得更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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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 

組別 海綿寶寶 帶領人 梁淑英 記錄 洪芳婷 報告人 張麗恩 

主題 透過自我覺察而發現自己不足，走向學習之路 

討論

大綱 

1. 你的學習動力是什麼？ 

2. 你想要學習的課程內容有哪些？  

3. 透過學習如何幫助你及你的家庭？  

4. 綜合上述討論，單親媽媽的未來將…如何？  

討論

內容 

第一題 

1. 帶領人的學習動力是因為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遇到困境想辦法要解決

(問題是創造的母親)。 

2. 想解決婚姻、親子問題。 

3. 覺得不了解自己，剛開始不知道為何會離婚。 

4. 想要自己自我成長。 

5. 工作坊和看到許多不同家庭、婚姻狀況，想了解。 

6. 想助人卻感不足，不知道如何做。 

7. 學習從一個點，再向外延伸成線，成面。 

8. 學習與人互動，走向正面的路。自我覺察，想要改變。 

9. 想要激發自己的潛能。 

 

第二題 

1. 老年單親：孤獨，不想拖累孩子，面對老年生活，有什麼照顧系統，預立

遺囑，看最後的告別式。 

2. 親子面對婚姻態度的溝通。 

3. 子女都成家後，如何規劃自己的休閒生活。 

4. 讓自己成為調色盤，使自己與週遭的人都是彩色的 

 

第三題 

1. 透過學習改變自己，使得與家人的關係得到改善(行動�心動�感動)。 

2. 參加不同組織活動，使家人間更能聚焦溝通。 

3. 讀書會、易經班，想學習的時候，不同的點(資源)都進來，找資源自助，

找姐妹討論分享，學習的改變在內在得到滋養。 

 



 15 

第四題 

1. 單親媽媽的未來將…幸福，繼續學習。 

2. 健康的身體，找到伴，建立專業得到講師位子 

3. 有能力協助別人，從現在做起。 

4. 健康活下去，正向思考。 

5. 身心靈健康，多學習，多付出，多結交姐妹、朋友。 

6. 多吸收資訊，學習、學習、再學習。 

7. 好好利用資源(公、私部門)，並提供給他人管道、資訊。 

8. 過的自在。 

9. 整合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幫助青少年。 

10. 關注婦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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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海綿寶寶海綿寶寶海綿寶寶海綿寶寶    

1. 成長自己，讓自己更有能力幫助別人。 

2. 我希望我的未來，良好的生活品質，到處旅遊，利用學習、運用資源、幫助別人。 

3. 認真學習再學習，推展生活人際關係，放下欲望，幸福喔。 

4. 未來、健康、生活無慮、社會資源。 

5. 我希望我的未來成為富足的人，是一個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人。 

6. 有事可做、有人可愛、有夢可尋。 

7. 希望我的未來可以有美好的家庭，也期望自己未來在工作上可以很順利。 

8. 走出來，學習再學習。 

9. 一定要幸福。 

10. 1如何照顧年老的家人。2理財規劃享晚年。 

11. 看到自己和身邊的所有人都是’’彩虹‘’。 

12. 我希望我的未來享受家庭幸福，含飴弄孫。 

13. 安天順命。 

14. 健康的活下去，照顧好自己與家人，面對自己，享受原本該屬於自己的生活。 

15. 晚年生活，安天順命。 

16. 有能力協助別人。 

17. 我希望未來生活無虞，身心靈健康，多學習、多付出，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愛做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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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 

組別 苦中作樂 帶領人 謝美玲 記錄 邱思蓉、陳盈真 報告人 江柏峰 

主題 單親歷程有苦有樂，如何裝備自己？ 

討論

大綱 

1. 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單親角色？ 

2. 運用哪些方法讓自己苦中作樂？  

3. 綜合上述討論，單親媽媽的未來將…如何？  

討論

內容 

第一題 

1. 對主題有些意見，有些單親媽媽不覺得苦，雙親也是苦，如何讓自己生活

更好？ 

2. 母子在困境中開花綻放，突然面對單親角色的惶恐、壓力，從沒工作到有

工作，進而到重新面對自己去學習。 

3. 92 年底離婚又背債，一人煮飯吃三天，可以處理所有的家事，離婚後反而

胖了，享受寂寞，單身多自由。重新學習、樂觀的心態過生活。 

4. 用樂觀學習來對單親的角色。一開始可能會難過，什麼都沒了，不知所措。

在參與活動，與姐妹分享，漸漸改變自己，讓自己更充實，更可以去幫助

更多的姐妹朋友。 

5. 離婚後一無所有，轉換身分，孤單時去運動，可以認識一樣運動的朋友，

更可以找回健康。 

6. 媽媽哭泣時，孩子也會哭泣；媽媽堅強，孩子也會堅強。身教勝過言教，

當下最重要，快樂、健康；學習很重要。 

7. 成立讀書會來分享討論。 

8. 孩子很成熟的面對，也是給媽媽的一種鼓勵與支持。 

把自己照顧好，利用資源來充實自己(在職研習)，有沒有結婚，單親一點不重

要。 

分享 1. 在面對離婚、喪偶的問題時，社會角色喪失，經濟困難，覺得自己就像花

一樣，之前被照顧，現在沒有，但家裡的花依然開了，現在開始回饋社會。 

2. 從很多人的生活變成一個人的生活，還揹著債務，什麼都不會，直到現在，

不會的都會了，已經會的更棒了，享受自由寂寞，很棒的，改變自己的生

活需要很大的毅力。 

3. 朋友間、親友間的互相鼓勵很重要。 

4. 如果為保護孩子，而不讓自己單親的身分被人知道，這樣的想法可以參加

一些讀書會活動，漸漸的增加知識，互助互長。 

自己的孩子用自己的歷程分享，孩子認為媽媽沒有哭，我為什麼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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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小組討論記錄單 

組別 有話放心說 帶領人 楊沛綺 記錄 劉晏均 報告人 陳月華 

主題 開放討論 

討論

大綱 

1. 你可以為單親做什麼？ 

2. 你對單親有什麼建言？  

3. 綜合上述討論，單親媽媽的未來將…如何？   

討論

內容 

第一題 

1. 社區發展協會培力：社區福利化，希望可以連結資源。 

2. 生活周遭可用上這四句，我愛你、請原諒我、對不起、謝謝，離婚沒有誰

對誰錯，如何教育自己！ 

3. 社會滿足某些人給予社會福利，自己會的事，但不是每個女人都會，很多

事情無對錯，要給予尊重，尊重各領域專業。 

4. 單親需要去標籤化。 

分享 
1. 離婚 11 年，前夫對象不穩定，小孩早熟很多，透過溝通可瞭解問題，前

夫溝通要看心情，但是至今還不錯。 

2. 曾經想過要離婚，兒子說引以為豪的是有健全的家庭，所學回饋社會，自

己有一技之長，經濟是女人的支柱，善用資產宗教信仰的重要，50歲後過

自己想過的生活，學之社會、用之社會。 

3. 前夫外遇而離婚，利用上班時間帶走孩子，國二孩子說：「媽媽你不能哭，

你要活的比別人好」，因二姐往生，家人不知道離婚，利用孩子上課見孩

子、互動。 

 



 19 

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小組分享回饋----有話放心說有話放心說有話放心說有話放心說    

1. 1我可以分享我的單親經驗。 

2對待孩子應誠實面對真相，量力而為。充實自己，回饋社會，幸福滿盈。 

2. 單親如何過下去？聽完後感覺是：1經濟2感情3健康4自我成長5對小孩的照

顧，以上 5點是我的意見。 

3. 1在單親協會當志工。2和單親人做朋友，鼓勵她尋球社會資源，和走過的人相互

扶持，提供經驗，儘快走出，回歸自主。 

4. 建言：對單親改變潮流目標前進。 

5. 1不要把缺憾當遺憾。2自我學習、成長，學會一技之長。3給自己一個宗教信仰。

4困難與幸福是並進的。 

6. 單親雖然辛苦，可是困難與幸福真的是並行的，這是今天我學到最受益良多的一句

話，感恩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