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設計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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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範圍

國三

內涵

人生十字路口「停看聽」
：
你 OK，我 OK！

設計者

清水高中／梁玟燁

壹、課程設計理念
國中階段，學生面臨生涯首次升學與就業轉捩點的十字路口，對於未來出路不僅仍
在摸索，同時自我的人生目標也正在試探與構築，此時期的國三學生通常分兩種類型：
㇐種是已有努力目標的同學，將會在意自己的功課，此時家庭應給予的是鼓勵、多㇐些
了解與壓力的紓解，若執著在成績好壞，孩子會有兩極的表現：㇐是完成父母期待、㇐
是自我放棄；另㇐類不知生活目標在那裡的同學，通常選擇「自我放逐」，過㇐天算㇐
天，此時同儕的影響極大，家庭功能若不能發揮，孩子容易向外發展，負面行為加劇，
此階段孩子急須明確了解未來努力目標為何？（例如普通高中、職業類科、科系…）及
為何要努力？
因此國三階段，父母對於孩子的生涯輔導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孩子會想知道自己是
否能符合父母期望又能找到符合自己興趣的生涯目標，因此往往親子之間在家庭溝通過
程中會產生衝突、爭執與冷戰，此時，針對生涯輔導面面觀的有效家庭溝通方式更顯急
切與重要，因此本課程設計著重於讓學生能覺察、說出自己的想法與困擾問題所在，並
針對問題在與家人溝通過程時，面對家人尊重、包容、接納或拒絕、反對、干預等兩種
反應態度時，能去調適或同理心理解家人意見與己相左時之心理，避免掉親子間不理性
的溝通或失敗溝通的挫折經驗。

貳、教學主題與目標
本單元課程設計共有「十字路口停、看、聽---只要我喜歡，真的都可以嗎？」、
「十
字路口停、看、聽---與家人共同勾勒自己人生的夢想」兩個單元主題，共計需 4 節課 180
分鐘，透過廣播劇角色扮演的方式及小組合作省思討論題綱的方式，使學生可以透過單
元的教學，來增進親子間共同面對進路生涯輔導面臨抉擇時所帶來之家庭成員壓力，並
同時能覺察在不同抉擇之下自己及家人可能造成的影響為何，進㇐步就生涯進路輔導此
㇐範例，學習條列分析出抉擇後之優、缺點，作為判斷與下決定之參考，以此作為和家
人溝通的媒介之㇐，務期能培養學生認識、覺察自我想法，並進而學會在家人之間清楚
地表達與溝通自我想法的能力。各單元主題說明如下：
㇐、 「十字路口停、看、聽---只要我喜歡，真的都可以嗎？」：由調查瞭解學生所知
之生涯進路為何出發，並由活動的進行讓學生體認針對家庭中任㇐成員的困擾問
題，在家人間會造成不同之影響與感受，藉此引導學生多面向思考。
＜教學策略＞：價值澄清法是㇐種新的學習方法與歷程，其進行的方式是運用澄

清性問答及書寫活動等教學策略，以培養學生在認知、情意、行
動及人際關係上審慎思考的技巧，並經由檢視、選擇、行動的價
值澄清歷程，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信念、情感、態度、抱負，並
表現出忠於自己價值觀的行為。
二、 「十字路口停、看、聽---與家人共同勾勒自己人生的夢想」：讓學生針對生涯輔
導進路抉擇思考並討論每個人的家庭，其家人可能會表現出之反應與情緒有那
些，並讓學生同理心或發表成員之心態與感受，進而自我調適心情以面對溝通後
之結果。
＜教學策略＞：小組討論法是將學生以五、六人為㇐組，分為若干組，進行討論，
可以不需形式上的主席，小組成員彼此將想法作㇐交流與分享。

參、教學對象
國中三年級的學生面臨身心變化的影響與升學就業的十字路口，以往與家人相處時
間上顯然重心由家人轉移至同儕身上，小學時樂於跟隨父母身邊跟進跟出，上了國中之
後開始尋求同儕的認同與友誼，受同儕的影響力極大，因此有些學生已是目標明確，全
力以赴；而有些則是雖已被動訂下目標，但擔心恐懼自己的表現未能符合父母期待，因
此自怨自艾、缺乏自信；更有另㇐類學生是選擇自我放逐，不知自己有意義的未來在那
兒？因此在家庭中父母是扮演此㇐時期的指導者角色，除了在引導孩子面對生涯輔導抉
擇的壓力與惶恐不安之外，更要幫助孩子建立抉擇、判斷分析之技巧與能力。

肆、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十字路口停、看、聽---只要我喜歡，真的都可以嗎？
活

動

名

稱

教

學

時

間

十字路口停、看、聽
---只要我喜歡，真的都可以嗎？
90 分鐘

配合現有教材
【4-1-2】察覺自己與家人的溝通方式。
能

力

指

標

【4-2-3】用適當的語詞向家人表達自己的想法、困擾與感受
【4-2-4】察覺家庭生活中，家人關係、事物的特質與現象的改變
【4-3-3】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活

動

目

標

1.能理解家人溝通過程中所傳達之情緒與感受
2.能分析生涯進路抉擇造成家庭成員之不同影響

設計者

梁玟燁

適合人數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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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引起動機】

活動設計說明
藉 由小 組 討論 分 享

㇐、各組成員分別針對自己未來的生涯抉擇與選擇後未來可能之出路分享看法；並

15 分鐘

且分享當此㇐話題對父母表達後，所獲得的父母態度是㇐致支持或衝突反對；

的困擾與問題，並培

並進㇐步分享當時自己的感受與情緒為何。
二、教師帶領小組發表並整理歸納學生之共同經驗與感受。

同 儕間 彼 此共 同 有
養 對壓 力 的覺 察 與

15 分鐘

表達說出的能力。

【發展活動】
三、絕妙好『聲』、好『生』---好戲登台︰老師徵求班上活躍、愛秀同學加入廣播

8 分鐘

劇聲音演出。同時將廣播劇之演出角色所需之聲音表情、角色配音、臨場音效
等幕後演出概要作㇐說明。
四、
「爸媽請聽我說」
：劇本閱讀，教師於說明完廣播劇後，請全班均先閱讀該劇本

7 分鐘

內容，並請演出者依主角情境的語氣及臨場氣氛試作㇐揣摩。
－－第㇐節課完－－

藉 由學 生 聲音 演 出
親 子溝 通 爆發 衝 突

五、劇本㇐演出：爸媽，請聽我說！

10 分鐘

（劇本詳見補充資料：附錄㇐）
六、劇情討論題綱：

之處的情緒揣摩，作
為 下㇐ 節 課同 理 家

15 分鐘

人感受的討論重點。

1. 如果你是劇中的大雄，當你興致沖沖將自己的想法提出時，卻被父母所駁回，
你的心情為何？你當下會做何反應？
2. 當你發現自己的想法與父母的期望不同時，你是靜下心來先想想父母的話有
無道理？還是選擇只是㇐味要抗爭、要爭取父母同意你的決定？
3. 媽媽把「你去問你爸，你爸也㇐定不會同意」理由搬出來時，大雄為何會情
緒不滿反彈？試揣摩探究原因。
4. 如果是你，遇到與父母價值觀不同時，你會用何種方式對父母表達自己的想
法？若要說，將用何種方式說服父母？若是不說，自己的未來真的就交由父

溝通結果有二類：成

母做決定嗎？

功 的溝 通 會獲 得 家

5. 生涯抉擇此㇐重要議題，爸媽若都不同意你的作法，你將用何種方式再次表

人支持與協助；而即

達你的想法呢？試著想想，若是採取激烈抗爭，那麼結果會如何呢？或是壓

使 失敗 的 溝通 也 能

抑退縮不敢表達，那麼結果又會是如何呢

在 明確 表 達想 法 後

6. 若你希望父母支持你的想法，你會如何做才能贏得他們的信任與尊重？

逐 漸獲 得 諒解 與 調

7. 若你是大雄的兄弟姐妹，站在旁觀者清的立場，你會建議他用什麼方式溝通

適。

較為有效？
七、教師帶領小組發表並整理歸納。

15 分鐘

【統整與總結】
說明同㇐事件及情境會因每個人家庭背景狀況不同而產生不同溝通結果，引導學生
接納或調適溝通後之結果。
教學評量

1. 廣播劇演出自評與同學他評
2. 小組討論
3. 口語表達

指導要點與注意事項
備註

1.運用立場同理心感受對方之困擾與情境模擬

5 分鐘

活動二：十字路口停、看、聽（與家人共同勾勒自己人生的夢想）
活

動

名

稱

主題：十字路口停、看、聽（與家人共同勾勒自己人生的夢想）

設計者

梁玟燁

教

學

時

間

90 分鐘

適合人數

全班

配 合 現 有 教 材
能

力

指

標

【4-1-2】察覺自己與家人的溝通方式。
【4-2-3】用適當的語詞向家人表達自己的想法、困擾與感受
【4-2-4】察覺家庭生活中，家人關係、事物的特質與現象的改變
【4-3-3】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活

動

目

標

1.能說出自我感受到之壓力所造成的身心影響
2.能學會條列分析抉擇之優缺點比較以作為判斷參考之用
3.能學會壓力紓解操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引起動機】

活動設計說
明

㇐、各組成員分別針對自己對未來的未知與茫然所感受到的心理壓力與生理情緒反
應等分享彼此經驗，並且站在同儕立場互相說出鼓勵、勉勵對方的話，同時進
㇐步回想家庭中父母是否也有過鼓勵、支持自己的決定與夢想之經驗。
二、教師帶領小組發表並整理歸納學生之共同經驗與感受。

15 分鐘

三、絕妙好『聲』、好『生』---好戲登台︰老師徵求班上活躍、愛秀同學加入廣播
劇聲音演出。同時將廣播劇之演出角色所需之聲音表情、角色配音、臨場音效
等幕後演出概要作㇐說明。
四、
「爸媽，有你們真好！」
：劇本閱讀，教師於說明完廣播劇後，請全班均先閱讀
該劇本內容，並請演出者依主角情境的語氣及臨場氣氛試作㇐揣摩。
－－第㇐節課完－－

7 分鐘

【發展活動】

15 分鐘

8 分鐘

藉由小組討
論分享同儕
間彼此共同
有的壓力與
問題，並培養
對週遭同儕
伸出援手或
能適時尋求
父母家人的
支持。

10 分鐘
五、劇本二演出：爸媽，有你們真好！
（劇本詳見補充資料：附錄二）
六、劇情討論題綱：
1. 日常生活中有時難免會遇到來自課業、人際關係等種種壓力，你的感覺為何？
你都與何人分享或是找誰幫助你紓解壓力呢？
2. 面對過大壓力時，你會希望家人如何幫助你？或是如何支持你度過呢？如果
你是大雄，媽媽的話「行行出狀元」對你有安慰幫助嗎？
3. 在你面對生活中來自課業、人際關係等問題而遭逢壓力時，你會希望兄弟姐
妹對你如何幫助呢？
4. 如果你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壓力或困擾時，當他情緒不佳時，身為手足
的你會如何包容與提醒他呢？
5. 大雄面對與父母溝通獲得諒解，心情會是如何？換成是你，若能得到家人的
支持是否也有助於你紓解壓力呢？
6. 父母的期望造成大雄如此大的壓力與困擾，試回想看看，你在家是不是也有
類似經驗？你能分享說說家人都是如何解除親子緊張的嗎？
7. 有時當你充分與父母開誠佈公⾧談後，結果並非你所預期的結果，你會有何
反應？
七、教師帶領小組發表並整理歸納。

【統整與總結】

15 分鐘

劇中家人擔
憂轉而為支
持之轉折關
鍵，可作為討
論題綱，並讓
學生學會表
現自我負責
之態度以取
得家人間之
信任

15 分鐘

說明壓力對每個人所造成之影響不同，也會因每個人家庭背景狀況不同而產生不同
抗壓調適結果，引導學生培養抗壓性。

5 分鐘

教學評量

1.廣播劇演出自評與同學他評

指導要點與注意事項

運用壓力紓解操協助學生減壓並且也幫助家人學會體諒孩子面臨之身心課業壓力之因應之道

備註

2.小組討論

3.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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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資料
陸、延伸閱讀
柒、附錄：劇本、學習單
附錄

廣播劇㇐：爸媽，請聽我說

演出角色：5 人

注意重點：聲音的表情及角色情緒語氣

子： 媽，我想參加學校每週二個半天之美容美髮技藝班（或汽車修護班等）。
媽： 那是什麼課程呀？
子： 就是試探職業性向的課程呀。
媽： 你有興趣嗎？
子： 只要不用坐在教室讀書、考試，我都喜歡啦！
媽： 啊？怎麼這麼想？我不准。
媽： 爸媽辛苦工作讓你讀書、讓你補習，你若是在學校聽不懂，就再去報名補習嘛！我
的孩子怎麼能只有高職畢業學歷呢？不准你讀高職。而且你去問你爸，他㇐定也不
會同意的。
子： 你們父母管很多耶！那是我的人生，你們卻插手意見那麼多，很囉唆耶。
媽： 你說那什麼話？養你那麼大，翅膀⾧硬啦，就可以不聽父母話啦？以前我們想讀
書，都沒有好環境所以沒辦法好好讀書，你們現在機會管道與生活物質都充裕，竟
然不學好，不准讀高職，沒出息。
子： 可是我們同學㇐群死黨，他們家人都同意他們去讀美容美髮技藝班，我不要落單，
我要和他們㇐起去讀。
媽： 那麼多狐群狗黨帶壞你，你交的朋友沒有㇐個是好學生。而且你身為哥哥，也應該
起碼考個公立學校給弟妹作為㇐個好榜樣。
子： 你怎麼可以批評我的同學？而且弟妹的未來我又無法決定，等到他們面臨我現在的
生涯抉擇時，自然就會去了解自己的興趣在那兒？為何我現在還要負擔起這種身為
老大的壓力？我不跟你們說了，反正我就是要讀技藝班。
旁白：晚上飯後，母親對父親提起此事。
爸： 你要讀美容美髮班（或汽車修護班等）呀？
子： 是呀
爸： 你了解這些科系的內容與性質和未來出路為何嗎？
子： 不是很了解，不過反正我書也讀不好，我們那㇐群同學也有人要去讀，所以我有伴，

不怕落單啦！（㇐副不在乎的口吻）
爸： 話不是這麼說，你怎麼可以如此兒戲？
媽： 我就說你爸㇐定也不會同意，你看吧我猜的對吧！（擔憂語氣）
子： 你們做父母的每次都是這樣，管東管西，我都多大了，難道沒有自己想法嗎？（發
脾氣）
爸： 你看看你，講這種話，我辛苦工作奔波了㇐天，你還講這種忤逆話，今天不說了，
你先去反省你自己態度對不對。（發脾氣）
旁白：隔日，母親至學校拜訪班導師。
母： 我孩子說他想讀技藝班，請問老師，技藝班未來有何出路嗎？而且昨晚孩子他跟我
們夫妻倆討論時還頂嘴，簡直讓我們氣炸了，老師，你們說的話他比較會聽啦！可
以請老師幫我說說我孩子嗎？
師： 我可以先找個時間與大雄聊聊升學途徑之不同與未來可能之出路，但面對孩子的生
涯抉擇，我衷心希望父母能與孩子詳細懇談後再做出決定。而且我們老師與學生因
為角色扮演不同，所以孩子是有可能會聽我們的話，但是這種溝通的模式與默契其
實也是可以在家庭中親子間培養的。畢竟家庭才是影響孩子最初也最深遠的地方，
不是嗎？
旁白：中午午休時間，辦公室師生對話
師： 你媽媽今日到學校來找老師，你知道嗎？
生： 他來做什麼？是不是來打小報告、來告狀我在家裡的表現？
師： 你脾氣不要那麼大嘛！老師只是幫忙了解㇐下事實狀況，不論為人子或是為人學
生，態度是基本修養吧
生： 老師，對不起，我的態度不佳。（道歉貌）
師： 沒關係！老師想問你，你說想參加技藝班，你自己很明白清楚技藝班以後的出路
嗎？
生： 約略知道㇐些些吧！但是我們這㇐群死黨麻吉都要讀，我怎能落單不合群呢？而且
我也不想離開我與好朋友呀？（猶豫語氣）
師： 和好朋友有緣分固然是㇐件美事，但若選擇不符合你興趣的學校就讀，你以後的生
活也不會快樂；同時，上高中後以後還會再認識新朋友，現在的朋友保持聯繫，再
去認識新朋友不是很好嗎？（鼓勵語氣）
生： 我知道呀！但是課業考試其實也很煩，我都聽不懂，跟不上大家，不如學㇐技之⾧
更好。
（信心動搖語氣）
師： 老師要約你與父母㇐同到校做個三方約談，幫助你了解自己的性向並且做出符合興

課程設計內涵

趣的選擇。
旁白：隔數日，家⾧到校，配合學校了解學生升學與職業性向之輔導談話
師： 【解釋生涯輔導進路之不同，並且分析學生興趣量表之測驗內容，輔導學生回家與
父母溝通與勾勒自己人生的藍圖】
－－廣播劇 畢－－

討論題綱：
1. 如果你是劇中的大雄，當你興致沖沖將自己的想法提出時，卻被父母所駁回，你
的心情為何？你當下會做何反應？
2. 當你發現自己的想法與父母的期望不同時，你是靜下心來先想想父母的話有無道
理？還是選擇只是㇐味要抗爭、要爭取父母同意你的決定？
3. 媽媽把「你去問你爸，你爸也㇐定不會同意」理由搬出來時，大雄為何會情緒不
滿反彈？試揣摩探究原因。
4. 如果是你，遇到與父母價值觀不同時，你會用何種方式對父母表達自己的想法？
若要說，將用何種方式說服父母？若是不說，自己的未來真的就交由父母做決定
嗎？
5. 生涯抉擇此㇐重要議題，爸媽若都不同意你的作法，你將用何種方式再次表達你
的想法呢？試著想想，若是採取激烈抗爭，那麼結果會如何呢？或是壓抑退縮不
敢表達，那麼結果又會是如何呢？
6 若你希望父母支持你的想法，你會如何做才能贏得他們的信任與尊重？
7. 若你是大雄的兄弟姐妹，站在旁觀者清的立場，你會建議他用什麼方式溝通較為
有效？

附錄二

廣播劇二：爸媽，有你們真好！

演出角色：5 人

注意重點：聲音的表情及角色情緒語氣

子： 媽，我不知我以後要讀什麼學校才好？我這種模擬考分數也不知有無學校可讀？我
也不知我到底興趣在那？我同學他們已經有人申請到學校了，我都沒有，怎麼辦
呀？
媽： 慢慢來，㇐件㇐件告訴我。你同學有人已經申請到學校啦？
子： 是呀！有人申請到㇐般高中，有人申請到高職，還有五專。至於我的分數不上不下，
我也不知讀高中好？還是讀高職好？我常常會覺得胸口悶悶的，腦袋讀的頭很痛，
壓力好大唷！
媽： 你常常胸口悶悶的嗎？來，適度深呼吸，有空與同學去運動打打球，暫時放下手邊
的課本，去紓解㇐下壓力，不要逼自己過頭。
子： 媽，我比較煩惱的是，每㇐次學校的模擬考進度我都來不及複習完，每㇐次都是未
充分準備就硬著頭皮去考，每㇐次結果都不盡如人意，好氣餒唷！而且我自己很希
望能考上公立學校，但是眼前模擬考成績看起來彷彿離我的目標好像很遙遠。唉！
媽： 人的㇐天時間有限，讀不完也是難免，既要應付每天小考，又要複習大範圍的以往
所學，所以你只要盡力就好。爸媽又沒有逼你㇐定非公立學校讀不可，我們只是希
望你能爭氣點考上公立學校，這樣我們的經濟負擔才不會那麼重。
子： 我就是因為想要減輕你們扛負家庭的經濟壓力，而且爸上次說若沒有考上公立學校
就不讓我讀，所以呀！媽，你看看對照我目前的模擬考成績是不是很有壓力呢？而
且我同學他們每次都說他們已經複習完第幾次了，有的還說看到煩且都已經滾瓜爛
熟了，我都跟不上他們，真生氣！
子： 更令人生氣的是，弟弟每次寫完作業都會在旁邊吵我，還取笑我平時不燒香，臨時
抱佛腳，你看弟弟是不是讓我心情更不佳，壓力更大？
媽： 兒子呀！每個人學習進度與記憶時間不㇐，不要勉強硬是要與別人比較，只要自己
擬妥㇐套適合自己的複習進度，按部就班去讀就好啦，古人說：

凡事但求盡心

盡力，至於成敗交由上天決定吧！倒是你想讀高中、高職或五專，我認為的確是有
必要找時間和你爸爸㇐起，我們共同商量討論找出你的興趣與未來出路抉擇。雖然
說「行行出狀元」，不過現今社會不比以前容易謀生，而且社會變遷快速，與其匆
促下決定讀到㇐個不喜歡的科系或學校，寧願現在多溝通、多商量才不會影響你以
及我們家庭成員共同的未來。

課程設計內涵

旁白：晚餐飯後，母親對父親提到大雄壓力大胸口悶以及生涯目標未定茫然的事情。
爸： 大雄，你最近看來壓力很大的樣子，眼眶有血絲又有「黑輪」，需不需要我們做父
母的幫什麼忙？
子： 下午我和媽媽提到我很多同學都已經有學校可以讀了，而我前途茫茫不知如何是
好？所以最近感到很焦慮，老是胸口悶。
弟： 哥，誰叫你，每次讀書都不專心又愛打電動，看沒多久書就又會睡著，你當然沒有
學校讀啦！（幸災樂禍口吻，兄弟吵嘴）
雄： 關你啥事？少在那裡胡說八道。（做勢扁人貌）
爸： 你們兩個不准吵架，弟弟不可以這樣對哥哥說話，沒禮貌！
我想你面對人生關卡第㇐次抉擇㇐定心情很徬徨，我想家人唯㇐能做的就是體諒
你、支持你，等你提出問題來共同商量解決。
雄： 爸，我知道呀！只是我很焦慮怕達不到你對我的期望，而且你曾經告訴我，我身為
⾧子要當弟妹的學習榜樣，而且立下目標只准我讀公立學校，這樣的雙重期望壓力
加上我拿到的學校模擬考成績，叫我不失眠也難呀！
弟： 哦！原來如此，哥，難怪你會常看書看到打瞌睡，原來你的壓力真的很大，我還以
為你是在我睡覺時打整晚電動，所以才會睡眠不足呢！
雄： 哼！現在你才知道，我才不會拿自己前途開玩笑呢，以後換成你面臨升學壓力時，
就換我對你嘻皮笑臉作弄囉！
弟： 爸，你看哥哥這種人啦！㇐點都不友愛兄弟姐妹、手足同胞（裝鬼臉貌）。
爸： 好了，你們倆兄弟不要鬥嘴了，大雄呀！爸爸當然是希望你能考試全力以赴，爸媽
也不瞞你說，我們是有私心啦，不僅希望你能光宗耀祖，完成我小時候沒能考上公
立學校的心願，當然我們也是希望你能考上公立學校以減輕我們父母的經濟負擔，
但是書是你在讀，未來也是你的未來，很抱歉我們沒想到對你竟造成如此大的壓
力，甚至影響你的作息與健康，這絕對不是我們身為父母所希望的事情，所以，大
雄啊！建議你就照學校複習計畫按部就班去複習，至於學校是不是公立，就不要將
它放在心上吧！
雄： 謝謝爸！不過我有另外的困擾，對於未來不知道要讀高職啥科系或是讀高中以後考
大學較好呢？
媽： 上次你們老師不是已經分析的很清楚了，所以孩子呀，以你的興趣與職業性向量表
結果，升高中或是讀高職看來你都不排斥，既然如此，我建議你不妨先暫時擱下這
個問題，等考完之後我們再㇐道來討論吧！你看如何？
雄： 爸媽，謝謝你們的支持與加油打氣，有你們這句話，我想我比較有信心而且面對未
來比較有勇氣了，考試方面我會全力以赴，不過，可惡的弟弟常常嬉弄干擾我讀書，
你們要主持公道，懲罰弟弟唷！

媽： 弟弟啊！聽到沒？我們是㇐家人，給哥哥㇐個讀書環境讓他能好好衝刺讀書，不要
吵他，知道嗎？
弟： 是，遵命。
－－廣播劇 畢－－

討論題綱：
1. 日常生活中有時難免會遇到來自課業、人際關係等種種壓力，你的感覺為何？你
都與何人分享或是找誰幫助你紓解壓力呢？
2. 面對過大壓力時，你會希望家人如何幫助你？或是如何支持你度過呢？如果你是
大雄，媽媽的話「行行出狀元」對你有安慰幫助嗎？
3. 在你面對生活中來自課業、人際關係等問題而遭逢壓力時，你會希望兄弟姐妹對
你如何幫助呢？
4. 如果你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壓力或困擾時，當他情緒不佳時，身為手足的你
會如何包容與提醒他呢？
5. 大雄面對與父母溝通獲得諒解，心情會是如何？換成是你，若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是否也有助於你紓解壓力呢？
6. 父母的期望造成大雄如此大的壓力與困擾，試回想看看，你在家是不是也有類似
經驗？你能分享說說家人都是如何解除親子緊張的嗎？
7.有時當你充分與父母開誠佈公⾧談後，結果並非你所預期的結果，你會有何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