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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管樂團參加106年度 
   新北市音樂比賽榮獲特優
816 吳榕政參加2017玩字時代國中組榮獲佳績

◎106學年度七年級校歌比賽
特優 703 711 708 701

優等 704 714 706 705 713 702 716 719

重慶輔訊重慶輔訊

表演  2018/1/7  16:00~18:00

2017高中音樂劇校際聯賽

(2017.12.26開始索票)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活動  2018/1/28  12:30~17:00

「喜『越』迎新春」- 越南朋友回娘家

新北市市民廣場

展覽  2017/12/21~2018/1/2  9:00~17:00

心靈空間─彭慧容繪畫雕塑展

新北市藝文中心展覽廳

電影  2018/1/6  14:00~17:00

電影-人中之龍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2018/1/13  14:00~17:00

電影-逆光少女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2018/1/20  14:00~17:00

電影-落跑吧愛情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2018/1/27  14:00~17:00

電影-姊妹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展覽  2017/12/6~2018/1/2  9:00~17:00

彩遊記事－謝嘉明繪畫創作展

新北市藝文中心 B1第三展覽室

電影  2017/12/30  14:00~17:00

電影-宇宙海賊哈洛克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電影  2017/12/31  14:00~15:40

電影-騷莎大塊呆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活動  2018/2/3~3/3  依場次

迎春納福旺旺來-贈春聯、春菊展、剪紙教

學、音樂表驗、祥獅賀年

(剪紙、提燈需報名付費)

林本源園邸

閱讀  2017/12/1~12/31  8:30~17:00

書展-古早的童話故事

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ㄧ樓

閱讀  2017/12/1~12/31  8:30~17:00

書展-認識咖啡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展覽  2018/1/6~2/25  9:00~17:00

北境風華─新北意象水彩大展

新北市藝文中心展覽廳

活動  2017/12/30~12/31  10:30~17:00

樂動奇蹟音樂盒DIY(自付材料費60元)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展覽  2017/11/18~2018/2/25  9:00~17:00

光影‧記事—臺灣電影特展

府中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

活動 2017/12/1~2018/3/14  17:00~23:00

聖誕河濱 點亮幸福

淡水渡船頭廣場、新莊新月橋

重慶光彩

家 庭 親 子 專 刊
『在一般意義上，家是一種生活；在深刻意義上，家是一種思念。』對我們而言，家是一個具體的形象，使我們得以避
風遮雨、放鬆休憩；而家也是一個抽象的存在，它蘊藏了深切的情感、關懷、陪伴與歸屬感。因此不論是打掃、整理、
佈置，或是談話、溝通、鬥嘴，甚或是吵架、冷戰、分離⋯⋯這些生活上不斷出現的瑣瑣碎碎，都是「家」的意義。
但就是因為彼此的距離太過緊密了，難免會出現一些爭執、不悅。因此，本期輔訊將以「家庭」為主軸、從親子溝通上
著眼，除了帶大家一起聊「爸媽很難聊」等主題外，還要與你一起探討最近的夯劇《花甲男孩轉大人》中的家庭議題，
趕快來瞧瞧吧！

本
期
主
題

親愛的爸媽，其實我們願意與你們分享生活
但也請你們不要急著否定，好嗎？

文章節選自《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作家小檔案        林南宏 

2011年團隊獲得青舵獎的肯定之後，

開啟了演講分享的契機，開始到全國各大

專院校分享志工服務經驗。同年，因為投

身旅遊產業，在旅行的過程中，帶領著團員找到每一

趟旅程獨一無二的意義。相信「凡事發生必有其目的

，並有助於我」，因著每一段經驗的累積，開始在關

鍵評論網撰寫專欄，希望能透過自身的觀點，給予大

家不同的感受。                   個人網站：http://mrlin.tw/

一直以來，高中社團的學弟妹們總會問我們：「爸媽反對我們參加社團

，怎麼辦？」

同是過來人的我們，不禁想著，當時的我們，好像也走過跟父母抗爭的

那個過程，甚至走到現在，還沒走完，好像還是在抗爭著。說到真正好好地

跟父母溝通的次數，其實，似乎少之又少。

     父母不是「反對」，只是「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有一次，一個學妹的爸爸打電話來要我們這些學長姐說明，為什麼他的

孩子必須連續出門這麼多天，只為了練活動？真的有需要練這麼多天嗎？其

他事情都不用做了嗎？連珠炮似地跟我們訴說著他的女兒平常的生活如何與

家人漸行漸遠。而我們，僅是靜靜地聆聽，中間一度試著要說明，但一說出

口才發現，我們的想法，對學妹與父親間的關係都無濟於事。

那三十分鐘的通話，讓我們知道，原來，父母其實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簡單地說，學妹每天放學之後就直奔台北車站，跟其他學校的社團幹部

們一同開會、討論活動，甚至是節目的練習及彩排，回到家往往都十點以後

，洗個澡就睡覺，跟家人的相處時間少之又少，甚至，當父母問到她在忙些

什麼的時候，她也只是回答：「啊事情就很多啊，很忙啦，你們不懂的。」

說實在的，這種回答想要讓父母接受，未免也太為難了些。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女兒在忙什麼，她也不願意跟我說。而我，每天看

到自己的女兒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洗了澡就是進房間睡覺，我能不擔心

嗎？我能不生氣嗎？」學妹的父親如此說著。

「所以，爸爸，她平常都沒有跟你們講，她在忙什麼嗎？」我問道。

「沒有啊！她只說她在練活動，可是到底是什麼活動要練成這樣？我也

辦過活動，怎麼可能這麼沒效率，一個禮拜七天！七天都要去練還練不完？

你們這些學長姐都沒有教嗎？我不是反對我女兒玩社團或是參加活動，甚至

，要我出錢贊助都可以，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忙什麼，這才是問題！」學

妹的父親，把心中的疑惑與癥結點，娓娓道來。

     你上一次跟家人分享心事，是什麼時候呢？
我後來仔細地思考，到底為什麼，我們開始變得不那麼願意跟父母分享

生活？於是追本溯源地找原因，我發現其來有自。

母親懷胎十個月，辛苦地把我們生下來之後，便二十四小時陪伴在我們

的身邊，即便半夜哭鬧，即便整晚不睡覺，她們都沒有怨言地照料著我們，

也許，看著我們的睡臉，她們就覺得一切已足夠。

再過一陣子，開始看到我們學會爬、學會走，甚至學會跑；聽到我們開

始從咿咿呀呀等等沒有字面意義的聲音，到喊出第一聲爸爸、媽媽時，她們

的喜悅更是不同。

於是，看著我們漸漸地長大，上了幼稚園的我們，每天回家會黏著父母

問問題，講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儘管還湊不出太完整的句子，但父母依舊

很有耐心地聽著我們的童言童語。

上了小學，漸漸地懂事，也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偶爾可能會發生爭執，

但也乖乖聽話，不論如何，起碼還住在家裡附近，每天回到家不管是不是守

著電視或電腦，但一有機會，我們也許還是會跟父母分享學校發生的事情。

然而，在高年級卻開始漸漸地有了轉變，比較有想法的我們，可能開始會嫌

父母有點囉嗦，不見得願意跟他們多說些什麼，倒也相安無事。

但上了國中，又開始有些不一樣了。

開始進入叛逆期的我們，會忍不住開始對父母不耐煩了起來，也比較不

能體諒父母言語中的關愛，衝突自然越來越多，甚至，開始減少對彼此的溝

通，為了減少爭吵，乾脆不說話吧！就這樣，儘管都還在學區內的學校就讀

，但溝通的機會卻越來越少，更遑論分享生活了。

於是越來越懶得跟花力氣跟父母分享最近在做的事，不在家的時間卻來

越多，父母在忙碌完回到家中，卻只能在客廳等著晚歸的我們，也許劈頭就

是問：「你跑去哪了？為什麼那麼晚才回來？」

「沒有啊，就跟朋友出去。」完全制式的回

答，從我們的口中說出。

「什麼朋友？哪裡認識的朋友？」父母開始發現

自己不了解孩子的生活圈，只能下意識地說出這段話，

然而，這卻也成為了孩子們心中不耐煩的地雷。

「就同學啊，你不認識的啦。」我們不耐煩地回答，也揭開了接下來大

家可想而知的口角，小則不了了之，大則甚至讓父母祭出門禁等等規範，因

為他們希冀著用這樣的方式，可以掌握我們。

     都放棄溝通了，自然就不會想要分享生活了，不是嗎？
父母含辛茹苦地費了十來年的時間把我們養育成人，卻換來我們一句尖

銳無比的「你不懂」，這對他們來講的打擊會有多大？「養兒方之父母恩」

，然而，如果非得等到「養兒」才知道「父母恩」，會不會稍晚了些？

問題，似乎就出在「兒女不願分享，父母不願傾聽」。

但這件事情是憑空發生的嗎？可想而知，不是的。

彼此寧願不分享彼此的生活，也不要吵架，彼此間的互動會減少，能不

顯而易見嗎？

這個時代在變，很多年輕人所做的事情，父母其實不見得能夠體會，更

不用講能夠接受了，可是彼此如果放棄了溝通價值觀的機會，豈不很可惜嗎

？明明這就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了，做兒女的我們不該只是怪罪父母們老

古板聽不進去。也許我們更應該費點心思，多點耐性，跟父母好好溝通我們

的想法，儘管我們深知他們不能馬上接受，但，如果不說，不就沒有機會了

嗎？

     父母們！別讓孩子記恨你一輩子
沒有孩子是生下來就喜歡跟父母作對的，也許兒女們曾嘗試過不只一次

跟父母溝通，但常常父母的堅決，卻直接地否定我們，斷送了繼續溝通的機

會。甚至，曾經讓我們作兒女的覺得「被背叛」了。

父母們總相信著自己的經驗能夠給孩子們參考，甚至能夠不讓孩子們跌

倒。然而，親愛的爸媽，你們的經驗絕對寶貴，我們也瞭解、也願意傾聽，

但時代環境背景不同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變遷更快，「選擇」也更繁雜，

如果單以你們的經驗，要能夠應付現在的環境，是很困難的。而且，你們能

保護我們到什麼時候呢？如果不讓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自己跌倒，學會拍拍身

上的髒汙，重新站起來，去檢討為什麼會跌倒、下次怎麼樣才能夠不跌倒，

然後繼續走下去。將來，你們不在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又怎麼知道如何爬

起來呢？

你們常常會堅決地認為，我們所做的事情你們不認同，而在理解「我們

為什麼要做」之前，你們常直接判斷「你們沒必要做」，可是這個必要與否

，取決的卻是你們的價值觀。如此一來，你們是希望複製出一個你們心中「

認同的我們」，還是「真正做自己」的我們？

而如果，連我們最重視的你們，都不認同我們，你

們可知道那有多難受嗎？

     同學們！我們要體諒父母的苦心
父母的想法必然有其原因，儘管很多跟我們的價值

觀相悖，但，如果我們只是直覺地回應：「你講的過時

了」、「那是你，又不是我」、「我要活出我自己的人

生」，這是相當不足以說服他們的。這種直白的話語，

反倒是把利刃，狠狠地插在父母的心，流出的是傾瀉而

出的無奈，留下的卻是難以平撫的傷痕。

試著從主動分享生活開始，讓他們能夠慢慢地瞭解，我們到底在忙些什

麼，否則，在我們回家之後，他們總只能問「吃飯了嗎？」、「冷不冷？」

、「累不累？」這些我們回答到快失去耐性的問句。但他們只會問這些問題

，不就是因為他們對我們的生活不夠了解嗎？

然而，親愛的爸媽，當我們開始願意主動跟你們分享生活時，能不能也

請你們，不要急著否定我們，聽完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而這樣做對我們的

意義是什麼，試著在你們的能力範圍內，給予我們建議與客觀的看法，試著

支持我們，讓我們試試看，好嗎？

父母很難聊系列之~

Amigo
信箱

Amigo老師您好：

 心一直下雨的佳佳

對家人多一點耐心與幽默感

摘錄自：YAHOO部落格 2016.12.01

有個男人為了參加第二天的小學同學會，特地上街買一條新長褲。他回家穿上後，卻發覺長

度多了十公分 。於是請求媽媽替他改。 媽媽說，身體不舒服，想早一點休息，今晚不想改。於是

改請求太太替他改。 太太說，還有許多家事要做，今晚沒有時間改。於是改請求女兒替他改。女兒

說，今晚跟男朋友約好去跳舞，沒有時間改。他想想，既然如此，明天穿舊的長褲去同學會也可以

！當天晚上，他媽媽心想：「兒子平時對我很孝順，他開口要求總不好拒絕他。」於是，起來替兒

子改長褲，剪短十公分。他太太稍晚做完家事心想：「老公平時很有耐心，今天 他是不會縫針線才

開口要求，總不好拒絕他。」於是替先生改長褲，也剪短了十公分。他女兒晚上回來：「爸爸不阻

止我去跳舞，實在是開明的老爸，今天實在應該替他修改長褲。」於是替爸爸改長褲，一樣，剪短

了十公分。第二天早上，三個女人分別告訴男主人此事。他一看長褲，已經變成七分褲了。他的反

應是─哈哈一笑，說：「我一定要穿去給同學看，告訴他們，我的媽媽、太太、和女兒對我多好。

」結果，老同學們一致稱讚他家庭經營成功。他的媽媽、太太、和女兒也都很高興。

最近好煩啊~爸爸失業了！整天在家，常常動不動就罵我和弟弟，

以前根本很少看到他，我睡覺了他還沒回家，我去上學了他還沒

起床，假日他也都一直睡覺不理我們，現在看到什麼就要管，我只不過

放學回家滑一下手機，他竟然說我不好好寫功課念書就只會玩手機，就

把我的手機沒收了!!我氣到哭了好久~~還有連弟弟考試考不好也怪到我頭

上，說都是我沒做好榜樣！好討厭這樣的爸爸~有時真希望他消失！

以前爸媽只是偶爾會吵架，可是自從爸爸沒工作後，他們就越吵越兇，

有時還出現摔東西的聲音，讓我好害怕只能躲在房間裡等他們吵完，前

幾天我又聽到爸媽在吵架，好像是什麼房租快付不出來，要爸爸趕快去

找工作，不然我們全家就要沒地方住了！每天回到家我都沒辦法靜下心

來好好看書寫功課，常常胡思亂想不知以後會如何？會不會真

要流落街頭！？我還能繼續念書嗎？爸媽會不會離婚？越想越

難過一直哭睡覺也睡不好還會做惡夢⋯我該怎麼辦？

親愛的佳佳：

這些日子以來你必定整天憂心忡忡，連在學校也無法

安心上課吧？畢竟「家」是人停泊休息的避風港，可是因

為爸爸的失業開始颳起颶風，爸媽吵架就好像大浪來襲要

把家淹沒了，這時家中的每個人心裡必定也是波滔洶湧~

因為我們是同船的一家人啊！當然，被爸爸責罵及被沒收

手機讓你覺得委屈又生氣，想哭就哭吧！其實「哭」是一

種抒發情緒的方法，哭完後，試著站在爸爸的立場想想，

他面臨失業無收入的感受是如何？應該也很著急擔心吧！

因為你和弟弟及全家生活所需⋯等等的開銷，還有房租的

壓力⋯我相信你的爸爸也一樣不好過，會較容易發脾氣也

是人之常情。

Amigo老師建議你：

1.照顧自己： 

(1)安定自己的心：當你憂慮擔心時，從事能讓自己「專

注」並放鬆的事，例如：聽音樂、看電視、畫畫、運

動⋯等。找機會試著跟父母表達你的煩惱不安和委屈

生氣的心情和想法，若無法當面說，可以用Line和FB

間接的方式。

(2)做好份內的事：我們煩惱的往往都是還沒發生的「未

來」事，試著把自己拉回「現在」，想想「現在」自

己可以為家裡做些什麼？如何減輕父母的負擔？例如：自

動自發讀書寫功課、分擔家務、省吃儉用⋯以實際行動讓

父母無後顧之憂。

2.尋求協助：

(1)若父母持續不斷爭吵、家中經濟真的有困難或心情一直低

落，就要找你信任的長輩或老師聊聊，一起想辦法，千萬

別獨自煩惱。

(2)若父母爭吵越來越激烈，甚至可能出現暴力事件，就要

call out ~ 110或113向警察或社工求救。

(3)若父母願意，他們也可聯繫「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

(02)412-8185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週六 09:00~12:00，14:00~17:00。

人生不可能都是晴天，總會遇到風雨，甚至

颱風，但只要一家人能同舟共濟、同心協力，彼

此支持與合作，相信一定可以度過難關，挺過風

雨迎向陽光，祝福妳和妳的家人！

Amigo老師

小故事大啟發 如果您是故事中的男人或女人，當下您
會做何反應？「哈哈一笑」抑或「破口大罵
」？人，面對外人時，總是可以表現得雍容
大肚、心平氣和，但面對自己最親近的家人
，卻往往一點小事就足以皺起眉頭，甚至出
言相傷。如果形容
人類是一種「出門
高E.Q，回家低E.Q
」的動物，我想一
點兒也不誇張，多
拿出一點耐心與幽
默感給家人吧！否
則您自己也不會快
樂，不是嗎？



怎樣才能跟爸媽好好溝通

花甲男孩轉大人

        「爸媽很難懂」很多人都這樣說
想想國中以前，你跟爸媽的關係，跟現在有沒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國高中生都會覺

得跟爸媽的關係不像小學時期那樣的融洽、緊密。當然是這樣阿，因為小時候你沒有這
麼多想法，大部分的時候也都很聽爸媽的話，爸媽也覺得你很好「控制」他們說什麼，
你可能就做什麼，也做得很好。但是逐漸長大的你，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爸媽開始沒
辦法叫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爸媽要求你的事，你心裡一定常常會想「為什麼要
這樣做」、「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才可以」、「ooo家都不用這樣阿」⋯每次爸媽跟你
講話，你內心都會有很多os，一開始會努力、用力、勉強做到爸媽聽起來沒什麼道理(?)
的要求，可是偏偏爸媽通常不是這麼容易滿足的人，常常要的更多，好還要更好。成績
進步之後要求要考到80分，有80分之後希望你要是能考到90分就更好了，90分之後離
100分更近了阿、假日要求你維持平常上課日的作息，不要睡這麼晚，但是爸媽又說不
出個可以說服你的理由，偏偏假日就是你覺得可以大放鬆的時候，於是跟爸媽的衝突就
越來越多，你覺得很煩，也覺得爸媽變得很難懂。

         爸媽也覺得「小孩很難懂」
相信嗎，其實爸媽也覺得小孩很難懂。青春期的溝通變得很難。很多家長會說，孩

子的回應就像是吃了炸藥，親子之間的衝突一觸即發，關心的話語，總是引來很多負面
的回應。有個爸爸這樣說，「關心他今天怎麼這麼晚回來？」他的回應是「你自己不也
很晚回家嗎？」讓爸爸啞口無言，也不知道該如何繼續對話。還有媽媽這樣說「叫他少
打一點電動，傷眼睛」

小孩的回應是「你很煩耶」媽媽原本心平氣和的被搞一個很生氣。爸媽們不懂，自
己到底做錯了什麼。其實爸媽也不用想太多啦，小孩就只是不想要被管而已。常常覺得
爸媽以愛之名管很多，也限制很多，然後又不知道怎麼叫爸媽不要管這麼多，只好發個
脾氣這樣。如果身為小孩的你厭煩了在家裡跟爸媽長久以來無效的溝通模式，或許你可
以參考以下這種新的方式。

         說服爸媽的溝通心法
就把爸媽當成你以後的上司(因為他們是你現在的上司，你大部份的時候必

須聽他們的話)想辦法獲得他們的許可，說服他們，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1)態度堅定且溫和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態度堅定很重要，因為代表你對於你所堅持的、想做到的事情已經有相當
程度的了解，不要用詢問或者是探問的方式來進行，因為這樣只會顯得你行前
功課做得不足。至於為什麼態度要溫和呢，因為不要製造你們之間關係的緊張
和對立。大人們很介意態度，有的時候你說得明明很有道理，但是因為態度不
好，有道理的話就很容易被否定，甚至被爸媽說「你這是什麼態度」因此爸媽
拒絕溝通，所以請提醒自己有話好好說。
 (2)顧慮爸媽的需求，想想他們的擔心和不放心是什麼 

你從小跟你爸媽生長在一個家庭裡，大多數的時候你是很了解他們的(尤其
是他們 很常在你耳朵邊一直碎碎念他們覺得重要的事情)所以相信你一定可以知
道他們的想法、顧慮和擔心，因此你一定要想辦法化解他們的顧慮和擔心，並
且跟他們確認這樣 的方式他們是否可以接受。 
(3)尋找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式 

當然有的時候你太過顧慮他們的需求，反而你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沒辦法
做到，這樣當然也是不行的啦。雙方都要能夠接受並且承諾會遵守你們所談出
來的結果，有一方違背下次要再進行溝通很難。重點是你是提出要求的人，所
以你對爸媽承諾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做滿，不然你下次會很難再被相信。 
(4)說明這件事對你的重要性，以及你在乎他們的意見 

最後說明為什麼這件事情對你來說這麼重要，以及你為什麼需要他們的同
意。討論到最後有可能會有些失焦，但是一定要拉回主題。你是因為在乎他們
的意見，希望跟他們合作，尋求他們的支持，讓他們放心。

●舉例：2017年已經到了尾聲，如果你想參加跨年晚會，可以試試這麼做⋯⋯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最了解爸媽的人是你，你可以多用一點心，思考他們的想法、跟他們對談，進而達到想要的目標。不論甚麼事情，都希望你可以跟爸媽好好溝通喔！

720連X偉  希望爸媽在言語上可以盡量以溫和婉約的方式溝通，而不要以

嚴肅管教式的責罵與說教。

918徐X茹  爸爸媽媽我已經九年級了，因為課業繁重，使得我每次說話口

氣都很差。對不起，我會好好改進的。

910王X儒    我為我的任性固執感到很抱歉，也謝謝你們對我的包容。

903莊X芊  感謝爸媽不會無時無刻都緊迫盯人，讓我有自己的空間，可以

學習如何自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願意聆聽我的想法。

有一天，我們終於回家，那個有點破舊的祖厝，
那個我們長大的地方

繼〈靈異少女〉後，影視圈掀起了一陣「花甲風」，由
創作歌手盧廣仲主演的《花甲男孩轉大人》成為大家熱烈談
論的話題。這部短劇改編自作家楊富閔的短篇小說《花甲男
孩》，敘說即將滿28歲的大男孩花甲，突然被告知阿嬤病危
，因而從台北返回鄉下老家發生的一連串故事。其中劇情安
排寫實深刻，就像一般家庭裡會發生的狀況，但在花甲獨特
的視角中加進不同的元素，使得整部戲劇變得豐富有趣。而
在有趣之餘，也蘊含了值得探討的「家庭」議題。

【真正的愛，來自尊重】
性別天生註定，不該被差別對待，也不該被

規範在框框裡。而可愛前衛的阿嬤早早就告訴花
甲：「無論你愛男生還是愛女生，阿嬤都會一直
挺你喔！」性向也許先天，也許後天，因人而異
，雖然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但卻理應被尊
重。「男生要像男生，女生要像女生；男生要強
大，女生要柔弱」，這些刻版的性別印象在保守
的鄉下家族中尤其堅定。但像男或是像女、愛男
還是愛女，都應出於自由意志，且不該被妄然評
斷。所謂「家」，應該是能讓每個人放心做自己
的地方。就像劇中開明的阿嬤，不僅讓人看了心
暖，也讓人深切感受到：化解對立最好、也是唯
一的方式，就是「愛」。而真正的愛，來自尊重
。「我為你好」和「你覺得好」同樣都是希望對
方好，但主語不同，意義也不同。只有站在對方
的角度，才有機會走進對方的心。

【無法理解，還是可以相親相愛】
『花甲男孩』著墨最多的就是鄭家人的各種摩擦。每集都能看到兄弟姐妹、父子之間吵

不完的架，正因為家人是這輩子認識最久的人，日積月累下的複雜情感才最讓人五味雜陳。

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家人眼中沒用的花甲爸。年輕時好賭，醉酒後打老婆，氣走老
婆、女兒，還因開店詐賭被判入獄七年，親手拆散了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後來雖有心改過
，但曾經的劣跡，已再難得到家人的信任。但因不知如何表達自己，只能一天到晚自嘲，卻
還是得不到家人的目光。

花甲姐對父親年輕時的惡劣行徑恨之入骨，始終無法原諒。為了阿嬤，帶著男友回到闊
別多年的老家。堂弟的婚禮上，與父親同桌。花甲爸同樣不知如何面對女兒。但當他得知女
兒男友已是癌末時，恍然大悟道：「難怪妳臉書上他頭髮那麼多，現在卻是光頭。」嘆了一
口氣，便殷勤地給女兒男友夾菜，邊說道：「你才要吃營養一點，這樣身體才會好啊。」

花甲爸發自心底的關懷，緩和了父女倆多年的對立。沒有人天生會當兒女，就像沒有人
天生就會當父母。父母與子女，都需要對彼此多一點體諒。家人之間一句「回來就好」，難
以化解的怨念就能得到緩解。這個幼稚的父親，在對家人的歉意中漸漸長大。雖然緩慢，但
只要有愛，一切都不會太晚。

四合院的大房子，是花甲爸與弟妹們，也是花甲與姐姐、堂兄弟們一同長大的老家。小
時候全家人一起熱熱鬧鬧地在田裡「焢窯」，隨時都能呼朋引伴到處玩耍，熟悉的街坊鄰居
也不時到處串門，偌大的房子總是熱熱鬧鬧。或許是因為曾經共有的回憶，大家庭裡雖然吵
鬧不休，卻還是凝煉出樂於聚在一起的氛圍。

這輩子能成為家人，真的需要很深的緣份，而如何與家人好好相處？就像阿瑋那句台詞
：「有時候，我想，學會珍惜應該比
一直重新選擇來得重要吧。」只有「
珍惜」，才能放下成見、「換位思考
」，也才能凝結家人的心。

家，就是那個有時讓人想逃離，
卻又忍不住頻頻回首的地方。病危的
阿嬤帶出老家濃厚的人情味與家人之
間一直存在的問題，也讓人重新思考
該如何好好的對待家人。

而愛，是構成家庭的要素，

因為有愛，所以才有家。

807駱X文  我知道有時我講話衝了點，是因為我只想一個人靜一靜，甚麼話都

不想說，所以有時太激動了點。希望能多見諒我的難處，而我也

會多點理性的。

807許X甯   每一次我們的吵架都是想讓對方了解自己內心的真正想法，不過卻

總是建立在「發脾氣」、「吵架」上。其實我不是有意讓我們冷

戰、吵架、心情不好的，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表達而用錯方法。

805趙X萱  媽咪，謝謝你平日對我的照顧，雖然我有時會弄出一些麻煩給您，

但是您還是硬著頭皮幫助我，從今以後我會改善我的缺點，讓您

減少煩惱。

805楊X睿  希望爸爸媽媽可以了解我的想法與感受，不要用刻板的印象去應付

我的生活。畢竟時代在改變，人的觀念也要變。

719劉X軒    希望我們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話，減少彼此的誤會，讓我們更開心。

712駱X文    雖然我有時候很愛頂嘴，不過那不是我的本意，請您見諒。

請您聽我說

小時候是你載我，長大了後是我載你。
「毋通吼阿嬤煩惱，要答應以後做
有用的人」

父母很難聊系列之~

父母很難聊系列之~

戲劇裡的家庭教育

權威型
01

忽視型
03

不一致型
05

04
民主型

你和父母之間是沒有祕密，你回到家裡會和父母分享任何事

情，包括學校生活、未來學校的選擇、人際關係、愛情，你

們的溝通是雙向的、開放的，你是可以將心理的話說出來。

父母喜歡聽你分享，在分享的過程中會適時提供一些想法與

建議給你參考，最後決定權還是在你身上。此外，當你犯錯

時，並接受懲罰時，父母會和你說明懲罰的原因。他們不會

在別人面前大聲責備你，只會讓你在過程中學會為自己的行

為負責。

還記得自己上一次跟家人分享心事，是什麼時候呢?
如果你每天和父母分享心事，那麼恭喜你，你和父母有很好的溝通方

式。如果沒有，可以想一想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不願意跟父母分享心事呢

?母親懷胎十月把你生下，二十四小時陪伴在你身邊，無怨言的照顧。等

到你會走路、會說話，喊出第一聲爸爸、媽媽時，他們的臉上充滿喜悅。

漸漸地上了幼稚園，你每天回家會黏著爸爸媽媽，述說學校發生的事情，

父母依舊很有耐心聽你童言童語。

上小學，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偶爾會和父母小鬥嘴，但你還是會乖乖聽父母的話；然而隨著時光飛逝，在國小高年級時，可能開始

會嫌父母有點囉嗦，不太想跟他們多說。上了國中，開始變得不一樣，進入叛逆期的你，忍不住對父母不耐煩，也不能體諒父母的言語

裡表達出對你的關愛，你們的衝突自然而然就變多而不會減少，相對地開始減少對彼此的溝通。有時候在學校面對課業、老師、朋友相

處等壓力，當父母關心你時，卻換來你回應「你不懂」尖銳的話語，這對父母來說其實打擊很大。這個時代在變，父母不見得能夠體會

你的想法，但至少都會關心你的生活，不妨可以找時間和父母好好溝通你的想法，溝通其實和父母對你的管教有關，發展心理學家包姆

林(1960)提出，有五種類型的父母，可以看看自己的父母是哪一類型?

這一類的父母習慣用權威來教導你的行為與態度，在家裡父母

總是扮演命令者的角色，凡是都要聽從父母親的指令做事情，

做好父母要求的事情時，父母會給予你肯定的言語，只是在家

中你比較少有發表自己意見的空間，父母親總是希望你能當個

聽話的孩子。

溺愛型
02

溺愛型可分為二種，一類是放任型；另一類是過度保護型。

●放任型的父母：他們是很關心你的生活一切，在家裡完全

接納你的想法，讓你能自由發展。另一面當你做錯事時，父

母很少糾正你，也比較少規範與要求你的行為或言語，有時

會造成父母傷腦筋不曉得要用什麼方式來管教。

●過度保護的父母：他們習慣性會是先替你做好決定，認為

他們的做法對你而言是比較好。因為父母擔心你的能力不足

受到傷害或是吃苦受累，所以父母親會幫你做好許多事情。

例如：準備好三餐、幫你決定習班、過濾你的朋友圈、決定

你未來升學的管道或學校⋯等。雖然父母親都會幫你做好決

定，偶爾你會希望有自己的決定權。這一類的父母會忽略你的需求，他們不會對你提出要求和行為

標準。同時，父母也會和你保持距離，即使你向父母表達出情

感，只能得到父母敷衍式的關心，你和父母之間的關係缺乏互

動與溝通，在家裡共處的時間很少。

這一類的父母對你的管教態度不同，同一件事情，可能媽媽說

「不行」，但是爸爸卻說「沒關係」；還有另一種情形，父母

親的原則時常改變，會讓你很困擾到底要聽誰的意見或是要遵

守哪一個原則。

知道父母是哪一個類型之後，溝通也是有一些方法，成功的要訣在於你如何和

父母談，這裡提供幾個方法，你可以試試看喔：

一、找出問題在哪裡：當你和父母有衝突時，不妨把你和父母意見的不同點寫下來，

再討論出解決的方法。

二、想想你在此事件有什麼感覺：寫下父母在這件事情上的要求，讓你有什麼感覺，

例如：傷心、難過、丟臉，或是感覺父母不信任你。

三、勇於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將自己的意見說出來，父母不見得

會馬上接受，但如果不說，父母更難了解你心裡面在想什麼。

最後就是—了解，彼此多了解，理解彼此的優缺點，並接受彼此的不完美，才能

在互相理解與陪伴中，感受到對方的愛，你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就會很不一樣。

約翰、麥迪納著，洪蘭譯( 2015) 用一張表，了解自己是哪類型的父母，遠流出版社。高子壹 (2015) 別被教育打敗，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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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輔教師  陳淑敏爸媽，讓我們更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