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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婚姻，受創心靈要如何修補？親

子之間又該如何重建親愛關係？

建立【重組家庭】大不易，微妙的多

重關係應如何維繫？1989年，施寄青把自

己的失婚經驗寫書上市，轟動台灣，讓不

少女性看了書之後，勇敢踏出不愉快的婚

姻。

2009年，施寄青與兩個兒子合著書

冊，分享三個人從這個家庭各自出走後，

一路走來彼此心靈與成長的軌跡。

施寄青精采絕倫的人生點滴

1989年，才40出頭的施寄青把自己的

失婚經驗寫成《走過婚姻》。新書上市立

即狂賣，1個月內，竟再版了五次之多，

成為很多婚姻不幸女子的寶典，轟動全

台灣，甚至有不少女性在看了書之後，勇

敢的踏出不愉快的婚姻。自此，施寄青始

有《離婚教主》的稱號。其實，經歷過婚

姻挫敗的她，也有一段相當坎坷的童年生

涯。

1946年出生於青島豪門的施寄青。

父親施友仁原是國民黨將領，施寄青三歲

時，施友仁帶著妻與子到臺灣安置妥當

後，再度受命潛回大陸，策反當時留在西

北的軍隊。不幸，兵敗被俘，投降解放

軍，家人從此分居海峽兩岸，也開始施寄

青母子四人顛沛流離的困頓生活。

施寄青的母親未受教育，又有遺傳

性的精神疾病，丈夫在戰區投降的事件，

使他們被打入黑五類。為求母子四人的

生計，母親只得帶子改嫁。雖然繼父對施

家的三個孩子很好，但經濟並不寬裕，因

此，施寄青和妹妹的童年在孤兒院待了四

年才回到繼父家中。

儘管生活條件極度貧乏，她從小卻求

知若渴，對書卷愛不釋手。少女時代的施

寄青相當秀麗動人、仰慕著眾多。但放學

之後，她只會到回家沿途經過的書店翻閱

書冊，往往到店門即將關閉才願意離開。

少女時代，知識能量像水份，充實了施寄

青如海綿體一般渴慕的心靈。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中畢業後，施寄

青考取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在當時，這

是非頭角崢嶸者無法擠進的一扇窄門。大

學畢業後不久，她嫁給一位家世良好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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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段亦倫四歲、段亦德不到兩歲時，

母子因離婚而分開。施寄青的前夫再婚

後，很快帶著孩子與新婚妻子到加勒比海

赴任公職。母子分開期間，施寄青鮮少打

電話給兩個兒子，只與他們保持通信，孩

子們寫信來的內容，很多都是要玩具模

型，否則就久久不見音訊，她仍按耐住想

念。

施寄青一向理性冷靜，又了解孩子偏

安逸的心態，不希望過多的干擾使得孩子

在新家庭與親生母親之間有左右逢源的錯

覺，如此一來，長遠來看對於人格教育將

有難以估計的負面影響。

未料青春期間，因段亦倫與繼母衝

突，前夫遂將兄弟二人送到美國施寄青的

妹妹家中，便撒手不再聞問。施寄青二話

不說，主動肩負教養兩兄弟的責任。十幾

個年頭後母子突然再度重聚，她曾不諱言

提及，初期與兩個兒子的關係「不熟」，

尚不及她和乾兒子們多年累積的親密感。 

原生家庭的破碎對於許多人來說，

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從此墮落、沉倫、一

蹶不振者，大有人在。更是社會問題衍生

的起點，或許施寄青是少數正面的例子，

父親因戰事被俘離家後，原本的家庭經濟

與親子關係幾乎陷入絕境，黑五類的標旗

年，最後因為台灣最歧視女性的惡法「民

法親屬篇」，妹妹雖是受害人又是受暴人

卻遭法院判決離婚。

在退無可退、忍無可忍的處境中，

施寄青投入籌組晚晴協會。「晚晴」二字

取自李商隱的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

晴」，將女子們擬作蒙塵的幽幽芳草，期

待天意恤憐，能在晚年之前看見一片亮麗

的藍天。

她親自掌旗，推動兩性平權直到2002

年正式退休之前，努力了20幾個年頭，按

照規劃進程，從修法開始繼而兩性教育等

等，期望台灣社會的婦女角色得以受到尊

重既而在各方面趨向平權化。秉持越挫越

勇的精神奮戰，施寄青無異早已是台灣婦

女運動的一位人物。

原生家庭各自對施老師的影

響及段亦倫與段亦德的成長

變化

對今年完成與兩個兒子段亦倫、段亦

德合著《我的老媽是名牌》一書，她認為

透過三人各自撰記的過程，彼此回顧各自

的心路歷程，如同開啟母子之間解釋和諒

解的平台，有助於修補原本疏離的親子關

係。

離、孑然一身的孤寂。

經過痛苦的省思，施寄青逐漸領悟

到：「女性必須自力自強，不依附男人，

才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走出失婚的陰

霾，她堅強地開始新生活。利用本身優異

的外文能力，從事翻譯工作，施寄青一字

一字辛苦爬格攢錢，透過恩師的轉介到國

中兼課、後來又有貴人介紹，進入台灣

最好的高中之一北市建國中學擔任國文教

師。施寄青不僅幽默博學，她特殊的國際

視野與犀利的邏輯觀點，加上開放的教學

氛圍，廣受這所聚集眾多菁英份子的公立

高中師生們的歡迎與推崇。

當初協議離婚之際，施寄青尊重小

孩的選擇，跟了爸爸。單身後的她，因為

承擔娘家的經濟重擔，除了努力改善財務

狀況外，也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婦運的推

動，和校務教學上，與學生們維繫很好的

師生關係，還收養了一位家庭遭逢變故的

學生做為養子，幫助他能夠繼續升學。

施寄青除了早期的翻譯作品，其著作

在兩性觀點上琢磨了相當多的犀利見解。

施寄青婚變後半年，妹妹發生因為頻遭妹

夫的拳腳相對，不堪虐待而逃家的事件。

未料，妹夫惡人先告狀，到法院控告妻子

不履行同居義務又惡意遺棄，官司纏訟三

輕外交官，婚後隨丈夫到海外任職。施寄

青天性豁達，語言能力強，對外交官夫人

的職份自然勝任有餘。不料兩個兒子接連

出生之後，原來丈夫早有外遇的事實，在

隱瞞多年終於爆發。

經歷婚變，施寄青親自領受了被背叛

的憤怒、震驚、自憐等各種情緒的反覆煎

熬，也從官夫人的優渥，瞬間跌落收入零

星的困苦生活，甚至活生生體驗與骨肉分

▲ 婚姻如何靠【天賜良緣】、【天作之合】得
到圓滿結果？天只助自助者也。

62 關懷社會 63關懷社會



分別上升1.6及0.1個百分點。

我國籍初婚率與再婚率：以「15歲

以上未婚人口之初婚人數比率」稱為初婚

率、「已離婚或喪偶人口之再婚人數比

率」稱為再婚率，簡述如下：

(一) 男性： 9 7年男性人口初婚率為

34.38‰，較96年增加4.16個千分

點；再婚率為25 .93‰，較96年

微減0.76個千分點，呈逐年遞減現

象。

(二) 女性： 9 7年女性人口初婚率為

38.26‰，較96年上升5.59個千分

點；再婚率10.87‰，約為男性再婚

率的2/5，主要係40歲以上年齡組之

離婚或喪偶女性再婚率不及男性之5

成，且隨年歲之增加落差愈大。數

字顯示，再婚率男性比率遠高於女

性。台灣男性再婚率高，顯示中年

男性搶手，而單親母親最弱勢，而

無子女養育經驗的初婚女性投入重

組家庭比率偏高。

施寄青20多年前初踏入婦運時，就曾

預言台灣的離婚率將節節升高。當時的台

灣離婚率不過十幾個百分點，到今日比率

已逾50％，甚至高於歐美、日本等先進國

家。

甚至早期的農業經濟社會，質與量皆已轉

變無形之中。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9年10月份

最新出爐的內政統計數字顯示，英國離婚

夫婦平均婚姻壽命約為11年。數據顯示，

英國跨入婚姻殿堂的人數正在減少。2007

年，英國產生27萬對新人，比前一年下

降2.6%。而回溯到1940年，全國共有約

42.6萬對新人登記結婚。

統計數字更近一步顯示，2007年共有

14.4萬對夫妻離婚，這些夫婦的平均婚齡

為11.5年。這一調查結果引發英國對婚姻

長久性的討論。一方認為，婚姻是社會穩

定的基石，應該加以珍惜與維護。另一方

則說，隨著社會發展，夫婦並不一定要相

守一生，婚姻應該是一種經濟關係，當夫

妻雙方從婚姻中獲得的經濟與情感利益減

少時，婚姻就應該終結。

根據內政部戶役政資訊公用資料庫的

最近一期揭露資訊，98年9月份結婚對數

6,338對，離婚對數5,248對。去年同期結

婚對數9,899，離婚對數4,703。顯示結婚

率正在下降，而離婚率卻是持續升高的。

97年結婚對數為14萬8,425對，其中

新郎中屬於初婚者占85.4％，新娘中屬於

初婚者占87.4％，兩者比率與96年比較，

施寄青回顧她一生交給學生的不是金

錢的價值而是理想的追求。為自己所愛，

付出代價以尋找奔馳得點的機會，對於個

人的自我實現是重要的。否則人的一生

『活』與『不活』又有什麼差別？」從施

寄青的觀察來看，儘管兒子們否認父母離

婚對她們有任何負面影響，但從他們的生

活細節、交往心態與對婚姻價值觀等等的

觀察，其實過去的傷痕仍在，只是選擇性

的忽略了。

女性對於新家庭的態度

現代人的婚姻觀相較於前工商社會，

罩頂、瀕臨精神崩潰的母親、需要照顧的

弟妹與後來加入卻無力支撐經濟重擔的繼

父，種種壓力竟成了她不得不奮力突圍的

動力。

在施家，施寄青是父親、是兄長、更

是支柱；進入校園後，是青年學子的心靈

導師；投入婦運以來，更成為婚姻破裂女

性的精神戰友甚至是台灣促進兩性平權的

重要推手。

對於段亦倫和段亦德兩兄弟的成長，

施寄青感謝上天。走過青春期的叛逆後，

兩個孩子沒有行為偏差，甚至能朝著自己

的理想前進。

▲ 不論單身或是結婚都只是一種生活型態
的選擇，重點是你/妳是否珍惜並且享受
在其中？

▲ 孩子的人生不單只有一個方向，升學更
非成功唯一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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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家庭的孩子管教原則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妻子從家裡急急

打電話給丈夫：「親愛的，怎麼辦？你的

孩子和我的孩子正在打我們的孩子！」這

個笑話有可能也是重組家庭相處時的部分

縮影。

施寄青認為：「教養的工作，尤其是

訓斥的工作，一定要交由有血緣關係的人

來執行。」她說了一個自己的小故事，年

幼時，有回施寄青出言不遜頂撞了媽媽，

讓向來溫和的繼父也聽不下去，當著媽媽

的面責備了施寄青幾句，施寄青自知理虧

和從前相對保守、單純的農業時代

相比，現代人的家庭似乎環繞著刺激與誘

惑，尤其因為工作而分隔兩地的假日夫妻

甚至季節夫妻時有所聞，分離往往是陷家

庭維繫於困境的起因，且形成另類的單親

教養，最後常因外遇或離遠情疏導致分

裂。

施寄青提出她的見解：「因外遇而

離婚的不論理由多麼冠冕堂皇，總是負著

背叛的原罪。沒有孩子簡單得多，但有小

孩的情形之下，因外遇而離婚又再婚的重

組家庭，經營難度會更顯困難，首當其衝

的，便是『如何盡量消弭元配的怨恨，導

致其轉嫁於小孩身上的負面觀感？』。」

她建議離婚後的父母，可以有其他

正常的男女交往，但盡量等孩子成年以後

再考慮再婚為宜。她說：「當孩子夠大離

家後，有自己的世界，他才懶得管爸爸要

娶誰？還是媽媽要嫁給誰？因為他已經不

需要你了，有空想到你，能打個電話來就

很安慰了。話雖聽來刺耳，可是自私正

是人類的天性。所以孩子成年後再建立重

組家庭就變得比較單純。相反的，如果

急就章的情況下，讓一個新人加入成為重

組家庭，可能導致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複雜

化。」

濟、彼此成長甚至雙方原生家庭等因素，

是比修學位更難上幾百倍的人生課題，遑

論複雜度更高的重組家庭。」

給重組家庭的建議

再婚家庭，有人稱為重組家庭，亦

或繼親家庭，從名稱不難發現，新的組合

將呈現一家人生命的轉折點。帶著孩子離

婚、結交新友到考慮再婚乃至重組家庭，

其間需要多少智慧、調適，如何處理雙方

兒女同處的糾紛、繼父母的稱呼、前妻前

夫探視態度，以及怎樣與孩子討論再婚議

題等等，自然成為面臨重組家庭抉擇與挑

戰時，應該需思考的角度。

施寄青認為：「歐美的離婚率較台灣

低，其中部分因素是因為結婚率也明顯降

低了。對於現代人而言，兩性受教權漸趨

平等，女性工作權也普遍獲得改善，婚姻

對女性不再代表經濟保障，對男性來說，

傳宗接代的意義也逐漸式微，人應該更清

楚婚姻的本質與現實。」施寄青繼續說

道：「傳統的台灣社會將結婚視為終生大

事，為婚姻賦予太多沉重的意義，但主事

者卻未在兩性教育上多做著墨。婚姻如何

靠【天賜良緣】、【天作之合】得到圓滿

結果？天只助自助者也。

北歐從國小開始就有兩性教育的啟

蒙，不論從生理衛生或兩性尊重來說，這

是相當重要的開始。另外若在青少年時期

便規劃【感情婚姻的教育】，輔導青少年

對家庭的認知，促進感情態度更加成熟，

對於婚姻與家庭的經營才會有適當的認知

和智慧。不靠犧牲保全婚姻，也不因為習

慣而相互折磨，健全的家庭將有助於減少

社會事件的悲劇。」

施寄青感嘆道：「其實不論單身或是

結婚都只是一種生活型態的選擇，只要是

經過深思熟慮的結論，不必為單身自卑，

也不須對婚姻過度期望，重點是你/妳是否

珍惜並且享受在其中？婚姻不是一個人好

就全家好，它涵蓋愛情、親情、養育、經

▲ 若你做自己喜歡的事會讓你快樂，做
讓自己快樂的事，成功的機率會更

大。

▲ 施寄青認為：「教養的工作，尤其是
訓斥的工作，一定要交由有血緣關係

的人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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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她說：「學校有個暑期科學研習營，

理化科成績排名前100名的學生才可以參

加。這原是學校立意於鼓勵對科學有興趣

的孩子，卻想不到家長將未能參加研習營

視為奇恥大辱，只有過一次聽到家長說：

「這正好，暑假可以休息一下了。」讓孩

子選擇自己不愛的學科，以為保障了將來

的生計，說穿了，其實是父母用自身經驗

而窄化孩子發展的潛能。」

施寄青鼓勵並支持，近年屢獲國際

大獎的段亦倫和段亦德從事藝術創業，只

要求他們將來的盈餘捐出20%支持希望工

程。身為母親，經濟責任到此也已足夠。

她開玩笑地說，其實從不為孩子的方向斷

然決定，而讓他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是

要他們自己認了！日後不要怨老媽！

退休後仍相當活躍的施寄青不急著娶

媳婦，倒想把兩個兒子嫁出去，更表明不

會幫忙帶孫，因為這個名牌老媽的行程實

在太滿，而苗栗南庄的退休生活更是太自

在了。在國外長大非常獨立的兩兄弟也感

同身受認為，不一定要黏得很緊，不一定

要住在一起，適當的距離，親子的空間反

而更大。

這位名牌老媽獨到的見解，是否讓您

也忍不住喝采而心生共鳴呢？

名牌老媽與段亦倫、段亦德

的心靈對話

重聚讓母子有重新和解的機會，看到

兩個孩子們如今安定的生活和正起步的事

業，施寄青感到非常安慰。從兩個兒子青

春期時，施寄青接手養育責任開始，即完

全支持兩個人獨立的性向發展。

段亦倫和段亦德在書中提道：「我

們能在年輕時周遊列國、豐富人生視野是

拜老爸所賜；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卻是老

媽送給我們的人生禮物，老媽說：「你大

可不必盲目追逐潮流，因為世界周遭的改

變不是你可以預測的，但我知道若你做自

己喜歡的事會讓你快樂，做讓自己快樂的

事，成功的機率會更大。」。老媽給了我

們最大的自由，與百分之百的支持，一路

去追尋自己的人生和夢想。」

施寄青認為，孩子的人生不單只有一

個方向，升學更非成功唯一的途徑；僅國

小畢業的高清愿，將統一成功塑造為全台

灣最搶手的國際通路商，而王永慶從賣米

開始，創造市值逾3兆的台塑集團。更何

況，成功對每個人而言應有各自的定義，

勇於做夢並負上代價逐夢，才最是可貴。

施寄青在建中看到太多孩子，為了滿

足父母的期待，選擇了自己不愛的主流科

是做了件非常有智慧的事。因為媽媽過世

後，沒有生養孩子的繼父，一度擔心會被

施寄青姐弟遺棄，但姐弟三人卻甘願送繼

父到終老，施寄青回想原因，應是母親一

肩扛下了管教的責任，所以他們與繼父有

共同生活的相處點滴卻沒有恩怨。

施寄青再舉例，她的養子，在段亦

倫與段亦德從美國返台後，因同處一個屋

簷下，所以見過施寄青責備他們兄弟。有

一回他問施寄青：「媽，在我看來我做錯

過的事情比他們都嚴重得多，也沒見您這

麼狠罵我？」施寄青沒回答養子，但她清

楚，從自己肚皮出來的自然管教方式不

同，就算是養子仍需要有所顧慮，免得逾

越了敏感的分寸，傷了日後感情。

如果，重組家庭的血緣複雜，有你

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施寄青

笑道：「由有血緣的父母來執行的原則不

變，但這樣的管教難度非常高，難以標準

化，實在已是一門藝術。」

而因為有小孩的緣故，新家庭的另一

半有時仍須與前妻前夫保持聯繫。此時如

何有智慧給另一伴信任與空間？而與前妻

前夫聯繫時，當事人又如何自我約束，迴

避曖昧，對另一伴開放心胸並坦然以對？

實又為另一則要務了。

不敢回嘴。不料，媽媽竟叫繼父閉嘴。施

寄青頓時瞠目結舌。雖是被繼父訓斥了，

她知道繼父說在理上，不懂為何媽媽這樣

做？從此以後，繼父果然未再插手姐弟三

人的管教問題。

年事漸長後再回想，媽媽當年，其實

▲ 段亦倫和段亦德說：「我們能在年輕
時周遊列國、豐富人生視野是拜老爸

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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