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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遇見親子，拉近距離？拉遠關係？
劉容襄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教育學博士、戲劇編導 )

如果你常坐捷運，應該會看見一群人都在低頭
滑手機；如果你沒看見，那你可能也在滑手機。我
常玩笑地跟朋友說，捷運的快速度多少也要歸功於
這群一起認真「往前滑」的乘客。

時代下的親子關係。

數位時代，親子擂台？
前不久在一場親子講座中聊到一部電影「鋼鐵

或許可以這樣想：公領域中如果只有少數人在

擂台」，故事主角是一位被未來科技淘汰的拳擊手，

滑，那稱「時尚」；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滑，那叫「趨

當人們轉而追逐鋼鐵機器人拳賽的刺激感後，他也

勢」；若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不滑，就是「現狀」。

只好被迫投注於機器人身上，以助他完成冠軍夢

因此，在數位時代下我們該談的不再是要不要面

想，直到遇見從未蒙面的 11 歲兒子，才開啟另一

對，而是該如何面對這不可逆的現狀？尤其是數位

段數位時代下的父子關係。
不過這關係卻是從衝突開始，父子兩人性格相
似，既倔強又堅持，還好對機器人的熱愛度屬一致，
只是雖說熱愛一致卻意義不同，機器人對父親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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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賺錢還債的工具，但對於生長在電玩世代的兒子

職上泰半呈現幫忙與玩耍的角色，一方面父親延續

來說，機器人則是生活的一部分，換句話說，鋼鐵

著賺錢養家的工具性，同時也突顯父親不擅於親子

機器人之於父親是工作，之於兒子是朋友，如此差

相處時的情感互動層面，這不僅在女性就業大幅提

異下，機器人還沒上擂台，親子就先「比劃」了起

升的現今世代中，增加女性工作與家庭的角色壓

來，劇情暫聊至此，免得讓有心看此電影的人先「破

力，也減少了子女成長中對父親角色的學習機會，

了梗」。

同時讓父親缺了陪伴子女的樂趣與意義。

翻轉家庭，一起動手動腳

過往從平面媒介的故事繪本到電子媒介的親子
影片，都看見母親「共讀」或「共視」的陪伴身影，

上述電影雖不提結局，但偷偷告訴你，父子間

只是來到數位科技時代後，卻少見「共玩」的身影，

因為一起「實作」機器人，而創造出一段酸甜苦辣

因為母親對科技使用能力與熟悉度相較於父親仍偏

的親子互動歷程，這讓我想起近年來耳熟能詳的翻

低些，可是她多半又承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以

轉教育，其中一大特點便是「動手做」。從「做中

至於感嘆或束手無策的擔憂便容易增加。

學」訓練邏輯思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這些特質

近期一些數位時代之親職研究與方案實作中，

在學校推行，更該於家庭中運作，特別是在數位科

逐漸發現父親若以科技知識及能力適時「親子動手

技已長驅直入登門入戶時，而且無論你願意與否，

做」時，不只降低母親負擔，更有機會增加父親在

它都開始「翻轉」著家人關係，但是朝正向翻轉抑

親子陪伴上的參與度，創造家人互動新契機，而父

或負向翻轉，端看你願意親子一起「做中學」的意

母在數位時代下之親子互動則要把握住「新 3C 原

願有多少，這裡提個想法供你參考。

則」，即 contact（接觸）意指要參與子女的數位

如文前所提，數位時代既是個逐漸成形的現

媒介遊戲與活動；content（內容）要瞭解子女數

狀，就不建議一昧負向視之，尤其它有助於增進父

位使用之內容同時篩選適合者；communication

親在親子上的參與度。

（溝通）要不斷協商討論取得使用時間、內容與規

「新 3C」拉近距離，翻轉關係
針對家庭育兒照顧與父職的研究中，父親在親

範的家人共識。
不過，我得先承認，說的容易做起來難，但是
為了我愛的家，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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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心痛。愛車被刮花了

吳銀玉 / 光寶文教基金會總監
從歡樂的午宴出來，準備開車時，發現愛車的

人，也謝謝多年來家庭教育中心在校園開設的課程

左側車門附近，被銳利之類的東西畫了好幾道刮

學習，讓我不在問題的情境中逗留太久耗掉寶貴的

痕，頓時心糾結了一下，看到外子的臉龐凝結如

能量，影響到家人彼此對待的生活品質。

霜，我跟兒子做了個眼色，兒子馬上協助說：「媽，

賴佩霞在《回家》這本書裡，說了一個小故事。

我剛剛停車就發現了，想到先開心聚餐之後再告訴

爺爺告訴孫子：「我們心裡住著兩匹狼，一匹是兇

妳。」

惡的狼，一匹是良善的狼。」孫子問：「哪一匹的

撫摸著那幾道刮痕，對著愛車說：「你一定很
痛，謝謝你承擔了這樣的痛，如果這個人將氣發洩

力量比較大？」爺爺說：「當然是你經常餵養的那
一匹。」

在公共運輸的乘客上，那後果就不堪設想。謝謝你

在生活中，如果我們總是將眼光停留在問題

的承擔，辛苦了！」或許是我這個媽媽停車沒注意

裡，無法安頓自己的情緒，理性思考問題的解決方

到間距，讓人不開心，所以將氣出在愛車上。我喃

式，我們很容易養大了負向思維和情緒。如果可以

喃自語的說著；沒想到二姊接續著說：「有一次，

經由書寫沉澱並回過頭來照顧好自己，移動腳步看

我停車沒有停好，大樓的管理員看到有人在我的車

到正向思維的美好，我們的生活會越過越放鬆舒

子上留字條，通知我是否需要協助將車重新停好，

坦，並朝向我們想要的幸福模式前行。

讓人感受到溫暖，這個社會還是有許多理性、熱心
的人。」

不在問題的情境中逗留太久，陪伴自己從惱人
的情境中移動到正向思維處，藉由沉澱書寫改寫自

謝謝姊姊和兒子的同理，外子的臉龐柔和了許

己的生活腳本，這是敘事治療中「問題故事與支線

多，回程的路上氣氛並沒有受到絲毫的影響，並繼

故事」的深度學習。感謝自己用心照顧好自己，雖

續我們喝咖啡的下午茶行程。感謝溫暖同理心的家

然車子被刮花心很痛；但也在其中得到家人的同理
和飽足幸福的愛。生命，我謝謝你！

4

愛 你在心，口常開
蔡佳珍 / 泰山國中學務主任
「我愛你」是我和女兒的生活慣用語！無論是每天
大清早要各自上班、上課；以手機軟體傳訊息或是睡
覺前的互道晚安，我們都很習慣性地互相說聲「我愛
你」！
記得女兒讀幼稚園中班時，我利用假日開車載她到中部某遊樂園玩，回程的路上，小姑娘滿心歡
喜地對我說：「媽咪，I love you ！」當時我順口回應一句：「I love you, too.」想不到這丫頭調皮
地回應：「I love you, three.」當下，手握方向盤的我，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寶貝女兒居然
和我玩起英語雙關字遊戲啦！我們就從「I love you, three.」開始，一直互相回應到台北剛剛好「I
love you, one hundred.」
這趟美妙的旅遊，不僅讓我們母女倆養成互相表達愛的心意，也很順利地訓練當時僅讀幼稚園中
班女兒的英文數數能力呢！

寒假作業
李宛甄 / 厚德國小四年 8 班

寒假開始的這幾天，氣象預報說會有超強寒流

雪，每棵樹上都白茫茫一片，好壯觀啊！媽媽還下

來襲，北部有機會下雪，結果我們真的看到好美、

車去拍照，拍出來的畫面好像我們置身在國外，真

好壯觀的雪景。

是美麗。

寒假的第一個假日，爸爸就帶我們出去玩。回

這次真的好開心！希望下次還可以有更強的寒

程的時候，我央求爸爸帶我去看雪，爸爸就走坪林

流，讓我門家門口也有雪。可是有個壞處，那就是

經過北宜公路回台北，一開始只有在遠遠的山頭看

水裡的魚還有農作物，都被這一波寒流凍死了。如

到雪，後來車子越爬越高，路邊開始有積雪的情況，

果常常下雪，大家都能準備好防寒措施，就不會有

我就興奮的請爸爸停車，我就下車去堆雪人，堆好

這麼大的損失了。

後我就把雪人放在車上，後來我們看到滿山遍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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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參與日—
培養孩子的能力
葉永菁 / 崇德國小教務主任
家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一家人共同組織一個

夠的讚美，建立孩子的自信。

家，享受家庭的溫馨與歡樂，同樣的，對於家事

當孩子兩歲起，便可以開始給予小責任、小範

參與，也應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多數的家長都

圍的家事參與，例如：給他們紙巾幫忙擦桌子；三、

認同做家事可以增進家人間的情感交流（Jennifer

四歲時可以請孩子疊衣服、整理床鋪；而五、六歲

Wallace, 2015)，也瞭解做家事對孩子的學習成就

的孩子經過指導，也能夠把洗米、揀菜等工作做得

產生正向影響（施智惠，2013），甚至美國哈佛

很好。

大學的研究也顯示「做家事的孩子，長大工作機會

另一個重點是，將家事參與當作有趣的創作，

多」（引自謝水乾，無日期）。但是當實際面臨到

讓孩子在做家事的同時，也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

「做家事」的情境時，便常發生立意良善的「家事

力。例如：當家長給予孩子的任務是整理客廳，請

參與」變成氣氛很差的孩子邊做家長邊念，或是家

與孩子共同討論，並給孩子足夠的權力調整客廳的

長乾脆自己全都包了。

配置；給予孩子的任務是煮晚餐時，就應讓孩子有

根據研究，家長的態度影響孩子想做、肯做、

足夠的空間去處理菜色和擺盤。這除了是信任與責

願做家事的良好行為（程淑芬、陳淑芳，1999），

任，也是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中很重要

因此，無論家事參與的目的是希望促進家人情感交

的美感素養培育。

流、增進孩子學業成就，或是培養孩子未來工作

現代教育趨勢 --「杜威 -- 做中學」、「戶外教

能力，建議家長都應該陪伴孩子共同參與家事，從

育」及「創客教育」，大家耳熟能詳，也知道對孩

幼兒期開始，逐步培養孩子做家事的能力與習慣。

子的能力的培養非常重要。雖然這些教育趨勢都冠

尤其在現代這個性別平權的社會，更要注意家事分

上「教育」一詞，但其實在家中家長也可以配合家

工的性別平等，避免因為性別不同產生的刻板印象

事參與，增加孩子對於體驗學習與規劃執行的訓

以及造成的勞役不均（張晉芬，2008；黃浩瑜，

練，這不僅可以成為學校教育延伸，更能使教育的

2010）。

成效加倍，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呢？

綜合「家事參與」與「家事訓練」相關文章及

愛因斯坦說過：「教育應該提供學習者有價值

書 籍（ 王 理 書，2015； 王 瑞 琪，2011； 辰 巳 渚 /

的禮物，而想像力是比知識更好的禮物（引自鍾愛

邱麗娟，2015；蔡穎卿，2011），可以發現專家

等人，2011）。家，不僅是每個人心靈的避風港；

學者們大多建議從兩歲到幼兒園階段就可以開始訓

家事，也不應該只是每個人份內的工作。如果身為

練孩子做家事了。家長可以先判斷家事的難易度，

家長的我們能善用每天家事參與的時間，營造一個

依孩子狀況分階段、分步驟進行訓練，並依據年紀

充滿愛、等待、鼓勵與支持的教育情境（蘇永明等

的大小給予不同的任務。切記給予孩子足

人，2011），點點滴滴培養孩子自信心、責任心、
想像力、規劃力、執行力，必定能使每個孩子發揮
潛能、成功學習，為將來面對社會的競爭力打下良
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因篇幅關係恕不刊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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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巧克力～
無敵擁抱
歐憶陵 / 光寶文教基金會
從起床到出門僅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再怎麼匆
忙一定要跟家人「抱一個」後離家。「抱一個」是
我從結婚後到成為母親，送家人出門的小小儀式。
婆婆辭世，熟悉的居住環境、固定的生活步調
都成為公公獨居的理由，故每週一次的探望，整理
環境，陪他吃一頓飯成為生活中既定的行程。可愛
的公公會對我報告這一週他自己吃些什麼？然後
問：這樣夠不夠營養？ 80 歲的公公，有著與多數
男人一樣的個性：性格堅強、感情豐沛卻內斂。身
為媳婦的我決定在每一次與公公說再見時也來一下
我的「抱一個」儀式。
一次又一次的擁抱，讓原本靦腆不好意思的推
辭進步到半推半就，再進化到會張開手接收我的擁
抱。擁抱，具有撫慰的力量，拉近我們的距離，透
過擁抱感受到安心與歸屬。

媽

陳宥蓉 / 頭前國中七年 4 班

媽
的
陪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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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努力
陳中陵 / 保長國小總務主任
我家國小六年級的兒子愛打籃球，而且每天必 可喬丹傳》，可以認識更多美國 NBA 的故事，因
看報紙體育版，對於籃球報導如數家珍。有一回他 此，即便這本書多達六百頁，他仍然可以氣定神閒
在書店看到《麥可喬丹傳》，就問媽媽：「可以買 的堅持看完整本書。
我一開始犯的錯誤，就是否定兒子的選擇權，
這本嗎？」我心底懷疑：「這書那麼厚，字又這麼
小，買了確定會看嗎？」媽媽二話不說，「好，可 私下問兒子的媽：「這本大頭書，為什麼要買給他？
以買！」我私下問兒子的媽：「這本大頭書，為什 而且書店又沒打折，回家上網買還更便宜！」我想
麼要買給他？而且書店又沒打折，回家上網買還更 以自己的決定來決定兒子的決定。但是兒子的媽斷
便宜！」她淡淡地回說：「趁他想讀的時候，趕緊 然拒絕我的想法與決定，她淡淡地回說：「趁他想
讀的時候，趕緊買給他讀。」兒子的媽知道他要為
買給他讀。」
當晚回家的時候，兒子迫不及待坐在書桌前， 自己的選擇負責任，如果我回家幫兒子上網買書，
興致盎然地讀起《麥可喬丹傳》。我又暗自想，兒 這變成是我的選擇，而非兒子的選擇；兒子看不看
子能翻個幾十頁就不錯了。沒想到過了幾天，他居 書，不是他的責任，變成是我的責任。買書的錢事
然把整本厚厚的傳記看完。我不得不佩服太太的教 小，但培養孩子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則事大。
回頭說「選擇與努力的關係」，努力不重要嗎？
養睿智，以及兒子對於興趣議題的專注與堅持。
這件事讓我想起有一回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 當然重要，但是一開始的選擇更重要，這便是「選
內容。主持人問來賓牛杯杯：「人生有甚麼重要的 擇大於努力」。人生路上，關鍵是明白自己想要什
原則需要遵行？」牛杯杯回答：「選擇大於努力。」 麼？每個人都要結合自身素質、條件、興趣和天賦，
選擇對的事，比選擇好的事重要。舉個例子，建中、 去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人生
北一女、台大，是莘莘學子普遍努力爭取的學校， 之路。至於如何培養孩子選擇的能力？我認為要先
也是一般人稱呼的「好學校」。但是好學校不代表 培養父母放手的能力，父母要先學會放手，讓孩子
是適合自己的學校，找到自己的天賦，選擇適合自 做選擇、做決定。當父母問孩子問題時，孩子回答：
「不知道、不曉得！」做父母的千萬不要就此罷休，
己的學校，才是對的事。
人在被刺激之後所做的反應中間，有一個選擇 非得繼續問下去：「不要說不知道，為什麼你要
的自由。根據原則與期望的結果，選擇回應的方式。 做……」讓孩子去思考，懂得選擇說甚麼話、做甚
我兒子喜歡打球，他就期待能知道更多的籃球知識 麼事。總之，父母放手，孩子才會成長，才會為自
與新聞報導，所以他選擇以閱讀報紙體育版或是 己的選擇去回應下一個動作，不然父母為孩子擔下
《麥可喬丹傳》作為他的方式。但是選擇之後，仍 做選擇的角色，只能疲於奔命去盯孩子到底執行了
沒，實在是兩敗俱傷。
然需要努力，努力堅持把書讀完。
這次買書的經驗告訴我，孩子面對自己的選
兒子的選擇是根據期待的結果而下的決定，他
知道看報紙體育版，可以在球場上和同學有更多的 擇，試著放手讓他去承擔選擇之後的後果，後果也
聊天話題，況且他自己也喜歡打球；他知道閱讀《麥 許會成功，也許會失敗，但那些都是成長必經的過
程。重要的是不要以自己的立場或角度，去決定或
設限孩子發展的能力。或許我也應該把《麥可喬丹
傳》當作我的閱讀清單，回想我的那段球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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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

親子情

詹美玲 / 中信國小三年 3 班家長
國中是正值叛逆、愛頂嘴的時期。不但心裡有

以，我不但沒有責罵他沒禮貌，反而稱讚他國文造

話不對父母說，還總是認為做大人的愛跟他們唱反

詣進步了。沒想到，這時他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認

調。

為自己說錯話了。我跟孩子說：「你就把成績唸好，

家中就有一位剛上國中的孩子，有時他會認為

乖乖做好份內的事，我這台收音機會修好，蜜蜂也

我是一台不斷跳針的收音機，總是在他耳邊不斷地

會將牠抓回巢。這樣你的耳根子就可以清靜了。」

重覆同樣的話。他還說我像一隻蜜蜂，每天在他耳

其實，親子間的對話如果能夠以幽默的方式來

邊嗡、嗡、嗡。我認為孩子如此形容我很貼切，所

進行，反而更能達到溝通的效果，您說不是嗎？

家 訓

董家寧 / 同榮國小五年 2 班導師
「勤為無價寶，忍乃入德門。」懸掛廳堂之上，

口不擇言、態度不佳是現今家庭中經常會上演的劇

時刻提醒著家裡的每一份子「勤」、「忍」的重要

碼，卻極易成為破壞情感的殺手。父親總以身作則，

性。這家訓並非祖傳，而是父親用來勉勵孩子們的

將「忍功」落實於生活，體現這「愛是恆久忍耐，

生活智慧。他總對天資不甚聰慧的我們說：「勤能

又有恩慈 ...」的真諦。

補拙」，別人讀三次我們就讀十次，或說「一勤天

父親勉勵的家訓，我們會代代相傳。隨著社會

下無難事」，的確，在勤字的行動中總有意外之喜。

的脈動不斷向前躍進，也期盼這個輕物質而重精神

「忍」字之意涵更是一門高深的功夫。讓個人

的傳承，更能彰顯「家」所存的使命。

的修養與人際溝通體現於家庭成員平時的相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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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晚自習課～
莊朝欽 / 永和國小輔導主任

晚餐時間

「呷飽了沒！」這句話是台灣人最常使用的問

法，進而有機會可以提供建議，一方面訓練孩子清

候語，從小記憶裡媽媽對我最直接的關心，就是每

楚表達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讓孩子的思考更深

天放學後餐桌上滿滿的佳餚，向來話少的阿爸，最

入、廣泛，進而達到親子間意見交流、一起來思索

常問我的話就是肚子餓不餓，想不想吃點心，食物

與調整的效果。

是傳統社會裡父母用來對子女表達關心的方式。隨
著社會形態的轉變，雙薪家庭的增加，現代人的生

二、學會分享

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轉變，最直接衝擊的就是用餐的

在餐桌上，我讓孩子自己夾菜，面對自己最喜

習慣及方式，許多的家庭晚餐是各自在外解決，鮮

歡的食物，孩子習慣會為其他人留下同等的份量，

少有機會一家人圍坐共餐；這樣的改變，失去的不

藉由食物的分配這樣一件小事，讓孩子在心裡學會

單只是親子間談天說地、維繫情感的溫馨時刻，其

同理他人的概念，並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在實

實，晚餐時刻背後有著更多影響深遠的事。

際的教育現場，我發現孩子很容易與他人發生爭

一、傾聽孩子心裡的聲音

執，也不容易分工合作，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同
理心，像這樣在家庭生活中訓練孩子，即便是自己

延續父母對我關心的方式，每天的晚餐時間是

最喜歡吃的菜餚，也習慣為其他人留下同等份的菜

家裡最重要的時刻，藉由聚在一起用餐，我傳遞關

量，爾後在做任何事的時候，同樣會想到身旁的其

心給孩子並維繫親子之間的互動交流，晚餐時間，

他人，能夠學會同理別人的感覺、體諒他人。

孩子們習慣與我分享一天裡的喜怒哀樂及他對事情
的想法。

三、建立責任

記得有一次，當孩子提及自己下課時間與同學

用餐前後，孩子會幫忙擺碗筷及收拾桌面，各

談天的內容及欣賞的偶像等，沒等孩子說完，自

有各的工作，藉由這樣的工作分配，讓孩子學會，

己直覺的回了他一句：「先把書念好吧！偶像幫不

他們是家裡的一份子，除了享受其他人分享的成

了你做功課的！」說完這句話，自己突然驚覺，

果，也有自己的工作必須完成，就如同在團體裡，

糟 ... 我不該潑他冷水、應該尊重孩子內心的想法，

都有著屬於自己扮演的角色，有自己的任務與責

果然那一次以後，孩子不再跟我提起他喜歡的偶

任，學會與其他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件事。

像，連帶也不太訴說他與同學相處的狀況了，於是

洪蘭教授曾提及西諺有一句話：「教養孩子是

換成我刻意的提及偶像的新聞，營造孩子接話的氛

藝術，不是科學。」科學講究重複性，一個實驗你

圍，讓孩子重新樂於在餐桌上與我們分享他的生活

用這個方法得出這個結果，我用同樣方法也應得出

點滴。

這個結果，但是教養孩子不同，孩子有個別差異，

許多父母不知道該如何和孩子溝通，其實只需

它是藝術，所以沒有一致性，更加需要父母多花時

要認真的傾聽孩子的意見、想法，不必做出評論

間去陪伴、傾聽，給予不同的建議，現在的家長工

或長篇大論的回饋，讓孩子習慣與父母分享他的想

作繁忙，不需刻意安排，而是適時的利用日常生活
中固定的時間，善用技巧轉化成親子之間的溝通時
間，生活中多化點巧思，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孩子
的教養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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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女兒的一封信

魏維妙 / 鶯歌國小一年 1 班家長

給我親愛的女兒：
自 從 弟 弟 出 生， 妳 明 顯 表
現出爭寵，媽媽知道妳想要回全
部的愛。
媽媽是職業婦女，要上班要做家事，妳
進小一後幫我做了好多家事，也把弟弟照顧
得很好，會陪他玩、哄弟弟不要吵，讓我專
心洗碗。雖然妳常罵弟弟笨，卻又教他好多
事，還會幫我餵他吃飯。弟弟和妳相差五歲，
從一開始妳對弟弟的抱怨、嫌棄到如今接納
弟弟，幫我照顧弟弟，我真的好開心 !
媽媽要把心中的感激告訴妳：玟君～我的寶貝女兒～謝謝妳體諒媽媽的辛苦，也不捨妳常常替
弟弟背黑鍋，更謝謝妳常常幫弟弟收玩具，媽媽好愛妳，媽媽永遠愛妳 !

環島冰之旅
蘇榆庭 / 信義國小四年 5 班
爸爸工作雖然辛苦，但放假會帶我出去玩，雖然玩的方
式跟別人可能不一樣，但我都很開心。
在看了「我的自由年代」電視劇後，爸爸回想起大學時
代的生活，就說要帶我跟媽媽去嚐遍台灣冰店，我們已經吃
過基隆廟口泡泡冰、士林辛發亭冰店、西門町永富冰店跟楊
記花生玉米冰、永康街粉圓冰、公館的台一冰店跟東南亞冰
店、延三夜市杉味豆花冰店、頭城聯發冰店、宜蘭黑店冰、
羅東包心粉圓、南澳建華冰城、花蓮糖廠冰淇淋、桃園冷熱
冰、新竹阿忠冰店、台中的妖怪冰、剛好冰跟幸發亭蜜豆冰、
南投樂涼冰店、水里電廠枝仔冰，有時找了很久發現古早味
冰店已經消失了，我們都很難過，所以爸爸告訴我「人生不
要有遺憾」，全家決定暑假要完成瘋狂的「環島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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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對談偶得

陳昱誠 / 汐止國小教務主任

和不認識的人講話「難」，和認識的人講話「也

並不是要說大道理的強力灌輸，而是找到彼此都能

難」，和家人講話「更難」，和小孩講話「最難」。

接上話、有來有往的，在情感與信任的基礎下，開

難在如何講得自然，講得有感覺、講得雙方都投機。

啟親子間的對話。

尤其是「投機」最難，正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

現代多數是雙薪家庭，身為丈夫的我，理所當

傳統的年代，父親是嚴肅的角色。父親對孩子

然要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記得孩子小的時侯，為

的關愛，少用言語表達，就算有，也是教導、勸勉，

了圖方便，帶孩子的方法，就是玩 Wii。有一次自

以上對下的單向式的對話。

己貪玩，明明跟孩子說好，要一起輪流玩。結果一

教育家，至聖先師—孔子對其兒子伯魚也是︰

場又一場之後，孩子發現都沒輪到他，從原本喜悅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的心情轉為不信任和失望的表情。孩子說︰「不是

這類正經八百的教導，伯魚也只能回答︰「未也」，

說一起玩？怎麼我都沒玩到！」當時，孩子就差「騙

而乖乖去讀書。所以，伯魚一看到孔子就想「趨而

人」這二個字沒脫口而出。這時我也連忙調回雙打

過庭」，免得走得太慢被孔子叫住後，又免不了被

模式，慚愧地覺得，本以為 5 歲的小孩應該不知道、

曉以大義的教訓一番。

不會抗議。但是我錯了，知道大人所說的任何一句

現在，身為父母的我們很羨慕從前的老爸們的

話，小孩都很認真的看待。因為，孩子「相信你」。

權威，哪有什麼小孩不乖，青春期叛逆的問題。然

在我向孩子自首認錯後，我體會到，與孩子的

而，這並不代表從前訓導式的親子對話就是金科玉

交談，「誠信」是最重要的，這是一種對孩子真誠、

律的法寶。畢竟，時代不同，我們對孩子的對話，

誠懇的態度。為人父母的我們，對孩子的教育，言
教也是身教，是互為一體的表裏關係、加乘效果。
當初的我犯了用 3C 來育兒的大忌，忘了朗朗上口
「幸福家庭 123」的口訣。每一天至少陪伴孩子
20 分鐘一起做 3 件事（閱讀、分享、遊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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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關鍵就是以愛為出

的引子。譬如，看到街上的老奶奶，我們就可以問

發點分享，藉由親子間

問孩子︰「想不想在鄉下的阿婆，我們星期六去看

的對話，豐富孩子的生

阿婆，好嗎？」。

命。我們可以善用 3C

最後，適時、適量及引發孩子反思的智慧話語。

成為親子對話的橋樑之

親子間對話是無時無刻，但孩子會長大，不同的時

一，而不是讓 3C 取代

期有不同的對話。所以，掌握對的時機，激發孩子

父母的責任與功能。

的自省與思考能力，並且不嘮叨是親子間對話的重

我們必須懂得現在

要原則。

的孩子想什麼，我們才能給孩子有興趣的話題，不

親子對話不僅是溝通，更重要的是協助孩子成

必然要先預設談話的立場，或教導式的長篇大論。

長，自我決定，自我負責及反思人生的重要歷程。

在這裏有幾個小技巧和經驗的分享︰

孩子從學會第一句話︰「爸爸、媽媽」就開始

首先，確立開放、誠懇態度和對等的關係。要

了親子間的對話。當有一天父母過往，圍繞身旁的

明白這個世代，孩子流行什麼、喜歡什麼，千萬不

親人也少不了子女，父母對子女作最後的叮嚀而結

能有指導者的心態和上下位階的關係。因為身為父

束了一生。所以，親子對談，是情感的，也是生命

母，除了是父母，同時也是孩子的朋友。

的對話。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珍貴。親子

其次，要有善用情境的技巧。一場電影、一則
新聞及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都可以成為打開話匣子

間要好好珍惜彼此所擁有的對談時光，對我們的孩
子如此，對我們的長輩更是如此。

家人出門或分別前，
給對方一句祝福
許慈芬 / 實踐國小學務主任
在校門口看家長們接送孩子時，經常會聽到家長說：「上課不
要玩！不可以和同學吵架喔！」回想孩子年幼時，我也常這樣叮嚀。
後來因緣際會參與了一系列親職教育講座，我開始改變自己。
我學到最好的一招就是：每天把對家人的期望與叮嚀改成表白與祝
福。例如：先生上班時，我會擁抱並告訴他，我很愛他，祝福他工作順利！事事圓滿！送孩子上學時，
我會擁抱並告訴他們，我很愛他們，祝福他們學習收穫滿滿！和同學相處愉快！當我這麼做，家人也
會開心的回說他們也愛我，並帶著愉悅的笑容上班、上學。等晚上家人共餐笑談分享一天的喜怒哀樂
時，我總感覺到祝福都一一應驗了。
邀請您試試看，相信一股不可言喻的幸福感會油然而生，讓生命充滿著無限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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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玩桌遊
讓親子溝通更有力

楊曉雯 / 東山國小教導主任
前陣子強力播送的宜家 (IKEA) 電視廣告中介

家庭一起玩。

紹了一款智能餐桌，只要按下一個按鈕，就可以把

兒福聯盟「2013 年親子共玩現況調查報告」

桌面上的電磁爐升起，而爐火的下方有個感應區

發現家長想要陪伴孩子玩，卻常心有餘而力不足，

域，只要放入越多手機，火力就會越強。廣告的意

主要的原因包括：「沒有玩伴」、「沒地方可以玩」、

思很明顯，放下手機就能讓團圓飯吃得更溫暖、更

「要帶很多東西」、「要花很多錢」。「桌遊」具

熱鬧，也「讓家更有味道」！影片的手法確實發人

備了便利與娛樂性，不受前述原因之限制。

省思，其實不只是圍爐，在平常聚餐時是不是大家
視線也常放在螢幕上，沈默地吃完一頓飯呢？

國內學者洪蘭教授在「親子對弈 溝通有力」
一文中提到，下棋能幫助孩子大腦神經元的連接，

常言道父子天性、母子連心，但我們也知道親

因為下棋時要思考，有多方思考習慣的孩子，以後

子間的感情還是要培養的，所以在孩子小的時候，

遇事不會慌亂，也可以幫助孩子專注、沉著、穩

就需要培養出親子都喜歡的活動 -- 不管是動態的球

重，這些人格特質都對他以後就業有幫助。其實棋

類運動還是靜態的閲讀 -- 讓它成為情感交流的媒

類遊戲就是廣義的「桌遊」種類。另外，參考美國

介、親子對話的管道，也能避免現在 3C 時代可能

Rush University 研究發現，藉由玩桌上遊戲（包

造成的「宅小孩」與「家庭冷暴力」等現象。

括棋弈）和閱讀，可能是保持記憶力的最佳方式。

其實現在很夯的「桌遊」（即「桌上遊戲」的
簡稱，指在圖板上進行的非電子遊戲），就很適合

親子天下在去（104）年 7 月月刊中也提到玩「桌
遊」的五大益處：

現代的家庭。「桌遊」的花費不多，只需要搭配一

1. 有助排解負面情緒。

張桌子，不限時間或地點，就能讓父母和孩子一起

2. 延長專注力。

盡興遊戲：不少桌上遊戲在盒子上都會有Ｎ～ 99

3. 可以帶給孩子安全感。

歲的年齡標示，老少咸宜，適合兩代、甚至三代的

4. 是安全的「情緒實驗室」。
5. 能教孩子堅持不放棄。
歸納以上資訊可得知，「桌遊」不但是「親子
共玩」的方便選擇，對孩子也有幫助，像是促進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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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懷，啟動動腦思考的樂趣，凝
聚家庭的向心力，可謂好處多多！
做為家長的我們，如果想開始接觸「桌遊」，
其實並不難。坊間已經有一定規模的「桌遊」店，
子思考問題解決、培養孩子的毅力及專注力、排解

「桌遊」可以購買也可以租借，並且可以參考銷售

負面情緒等等。此外，桌遊的類型多元，包括派對

排行或網路口碑，並配合孩子的年齡及發展做挑

遊戲、策略遊戲、情境遊戲等，需要多種不同的思

選。在「共玩」的時間上也不需擔心，大多數的「桌

維，父母可從共玩的過程中瞭解孩子的喜好與特質：

遊」設定在 15 分鐘的時間内可以玩完。

最後，桌遊的設計常結合精美的繪工，藝術鑑賞力
也可從中培養。
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玩」家，在孩子「玩」
的過程中，「父母」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在「親

最後，不要忘了「親子共玩」的主角永遠是孩
子，若能順應孩子的能力發展及興趣，帶給孩子的
不僅是快樂與被愛的滿足，也為孩子留下美好的成
長回憶。就讓我們從「桌遊」開始！

子共玩」過程裡，親子可以從對話中學習溝通，讓

圓了一個遙遠的夢
商育英 / 頭前國中輔導老師
小時因家裡小孩眾多，媽媽很辛苦地拉拔我們
長大，捨不得這、捨不得那，直到頭髮都斑白了，
目前洗腎又失智重病在身，仍捨不得讓自己完成夢
寐已久的日本之旅。
雖然媽媽洗腎有身體安全考量，我跟姐姐及妹
婿還是決定突破困難，一人擔任日文翻譯、一人推
輪椅、一人負責看地圖與找路，就這樣三人幫媽媽
完成了三天兩夜的日本東京自由行圓夢之旅。
在轉換交通工具時，媽媽的體力無法負荷，妹
婿幫忙揹媽媽上階梯；臨時沒有計程車到機場，我
跟姊姊差點半夜露宿街頭；媽媽身體不適一度讓我
們捏一把冷汗，但是這趟旅遊我們突破各種困難，
讓媽媽有個很難忘與快樂的回憶，還帶媽媽買了一
串令她至今很懷念的珍珠項鍊，看到媽媽嘴角露出
微笑，再辛苦都覺得「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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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溫度
許維倫 / 大豐國小輔導主任
手心有溫度，所以，握著才能感受溫暖，感受

個人都有權利與義務，參與這個家的事，無論是勞

存在；家，也一樣，因為人的存在，有了陪伴、互動，

力的家務事，或是決策的方向。相信在孩子小小的

進而有了溫度。而這人與人之間因陪伴、溝通所產

心靈裡，會埋入「為這個家付出心力」是件崇高與

生的互動，則是讓『家』這個網，更加緊密、纏繞

榮耀的心態。

的主要因素。

孩子小時候，讓他學習收拾玩具，一來可以強

「家事」，一家人的事。所以，只要任何一份

化責任感（自己玩的遊戲，自己收拾），二來這也

子在這個家出生、成長、活動，無論有無血緣關係，

是家事參與的第一步。每個人都要吃飯，把擺擺碗

都應該對這個家庭所有大小事務，擁有參與的權利

筷、收拾餐桌，當成一種遊戲，讓家事充滿歡樂，

與義務。這樣的思維，既有中華民族傳統家族精神，

而不枯燥！看過孩子發亮的眼神盯著洗衣機，專注

更融合了西方民主參與意見的概念。在參與的過程

聆聽您告知的操作細節嗎？那種眼神，感覺就像在

中，無論是意見的分享、工作的分擔，都因為是一

學校參與自然科學實驗一般地專注！還有親愛的爸

家人戮力與共，為共同的目標努力思索解決方向；

爸～爸爸永遠是家庭裡的開心果、孩子的大玩偶。

努力分擔勞務、心力，而讓這個家庭成員間的心靈

無論多麼無聊的家務事，如果將爸爸和孩子湊成一

更加緊密，更能感受到自我對這個家庭的重要性與

堆，共夥完成，您一定會發現：家事原來也可以是

存在感。因此，無論年紀大小、或男或女、或老或

一場遊戲！試過讓孩子烹煮今天的晚餐嗎？不用太

少，皆因個人或眾人的付出，而有成就、存在的必

多，只要「洗米」～對孩子而言，那是對家人的責

要。

任！因為等等家人到齊開飯前，他可以大聲詢問家

今天，您和您的家人，共同參與家事了嗎？

人：「今天的米飯好吃嗎？是 Q ？是黏？還是太

從早到晚，一個家，要完成的大小瑣事，其實

硬？」收集家人的意見，對孩子在日後處理訊息、

無所不在。小至擺擺碗筷、整理桌面，大至整理家

分析對錯、抉擇方向，有極佳的基礎。整理家裡的

內擺設、整理家中環境。這些家務事，看似不大、

雜務，簡單嗎？其實，這不只是訓練收納功夫，更

不小，但是，在處理的過程中，其實挺費時、費工。

能在收納的過程中，學習「斷捨離」，因為有「捨」，

如果，讓家人們從小即知道，生活在這家庭中，每

才能「得」；這樣捨得的概念，如果藉由家事參與，
提早讓孩子們學習思考「需要」與「想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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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捨」物「得」空間，相信未來面對複雜的人

機會。在這樣的平台上，人人需要學習「動口說服

事物，他們能夠擁有更堅強的信心，知道如何去蕪

他人」，也要學習「被他人說服」，而非一昧權威

存菁。

限制與命令！如此一來，孩子與大人，將會帶著這

爸爸或家中長輩要不要參與家事呢？基於公平
原則，這是一定要的！但是，哪些事情適合他們介

樣的「溝通能力」進入校園與職場！爭執，是必須
的過程，也是值得珍惜的學習橋段！

入或協助呢？這些決定，可以由家人共同決策，也

家事，是一家人的事；家事參與，既可提升參

可以由長輩、媽媽或爸爸決定。畢竟，他們的協助，

與者的能力，更能提高溝通、協調、分析、處理、

可以把遊戲、整理的智慧傳授給孩子們。而這樣的

驗證經驗，當然，還能增加家人間的陪伴機會與情

合作過程，會讓家人的情感更為緊密與契合！

感緊密度！您，心動了嗎？就從一同坐下來吃一餐

過程中會不會爭執？只要有人，就會有爭執！

飯，擺設碗筷、收拾餐桌作為起點吧！也許，您會

因為有思考，當然會有不同的意見；因為有互動，

慢慢驚覺：家，因為有了家人間家事參與，更顯

更需要磨合！其實，家事參與的過程，就是讓這樣

「愛」溫度的提升。

的意見衝突、溝通協調，提供孩子、家人們學習的

給家人的內心話
或祝福的話

吳千逸 / 同榮國小五年 2 班
我的家人個個興趣都不同，想法也不一
樣，但我們都有個共通點，那就是 - 我們都
愛著彼此！都想要帶給對方快樂。我想要對
我的家人說：「謝謝你們每天都陪伴著我，
陪著我快樂，陪著我傷心，陪著我經歷了生
活中的喜怒哀愁，我不會忘記這一切，也真
心的祝福親愛的你們能夠平安、快樂，幸福
的過著每一天。」

江孟霖／同榮國小五年 2 班

陳柏諺 / 同榮國小五年 2 班

謝謝媽媽和爸爸這 11 年來對我的照顧，

爸爸在遙遠的墾丁工作，久久才回家。

你們就像是一座大大的山，讓我有所依靠。

我想要對爸爸說：「謝謝您照顧我、謝謝您

每天都陪在我身邊，教我一些做人處事的道

努力工作，為我付學費，還教我人生的道理；

理。而我就是大山旁的小山坡，每天都跟在

我不會的、不懂的，您總是苦口婆心、很有

您身邊，陪伴著你們。您辛苦了 !

耐心地教我，真的非常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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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愛
呂俞蓉 / 頭前國中七年 4 班
我們家每次在聊天時，妹妹會把氣氛搞得很爆

家的支柱，謝謝您！」也想跟媽媽說：「您是照顧

笑，因為她會說她很漂亮，我就會說妳會不會想太

我們最多的，一大早就起來煮早餐給我們吃，先載

多了；我也要跟阿嬤說：「謝謝您每天煮晚餐給我

我去上學，您再去上班，您跟我們說很多事情，我

們吃，雖然我們常跟您頂嘴，但是您還是不辭辛

們都不聽，現在我們才知道那些話的重要。媽媽，

苦，細心的照顧我們，謝謝您！」

我愛您！」

我要跟爸爸說：「謝謝您，每天辛苦的工作就

我現在真的覺得，我在這個家好幸福喔！雖然

是為了讓我們過得更幸福，學校的繳費單和補習的

家人之間有些時候會吵架，但是越吵感情越好，我

費用都是您在付，不管多昂貴您都會付，您是我們

真的好愛我的家人。

來不及說再見
蔣于萍 / 平溪國中七年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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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四號時，爸

病時，時常買東西給我，無論我要什麼他都買，

爸過世了，我原本跟媽媽

可是他生病之後什麼都沒辦法了，吃東西要靠別

說爸爸一定會好起來的，可是

人幫忙，我原本去睡個覺，醒來時，媽媽便跟我

爸爸那天只想著我，他將他最珍貴的手機、手錶

說爸爸過世了，我也才真正醒過來，原本還不相

留下來給我，接下來他就開始有點聽不懂我們說

信的握著爸爸的手，但爸爸的手漸漸冰冷，才知

的話，頭一低就無法抬頭了。我想，他給我時，

道爸爸已駕鶴西歸了，真的滿心感謝爸爸過去陪

應該就要與我說「再見」了吧！過去，他還沒生

我的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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