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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內的窗



大綱
 一起

 兩把鑰匙

 鐵三角

 愛的四要素

 五不要

 六多做

 七覺支

 八個心手相連

 增進人際關係的九個方法

 十項人性的觸動



你目前遇到的親子溝通問題？



個案解答說明

以下五個案是我上課前詢問參加的學員，請他們
提出，全部提完後，再逐一回答他們的問題。

等於是把他們的個案做教材，進行互動。這樣才
有切身感，也順便將後面理論帶出，理論就可以
少講，或變成活潑了。

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階段，都可能遇到問題與考
驗，重要的事找答案與智慧，不要陷在情緒中。

這些素材與答案給大家參考，期待人人改善親子
關係，增長智慧，懂得愛與被愛。



你目前遇到的親子溝通問題？

沒有學不會的
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
老師

學生沒學好

是老師沒教好



你目前遇到的親子溝通問題？

沒有學不會的
孩子

只有不會教的
父母

孩子沒學好

是父母沒教好



案例1:怪爸爸錢賺不夠多
威利，男，15歲，父母雙薪住台北衛星城市，跨
縣市越區讓孩子就讀私中，為了讓孩子睡眠充足
還在私中附近租屋，夫妻倆每日通勤上班。三年
下來兒子學科成就不好但想直升該私中高中部。

父親考量經濟付出、通勤體力付出與孩子學業成
就不成正比，故請孩子回居住地的讀高中。

孩子拒絕，還怪爸爸錢賺不夠多，所以不能讓他
直升高中部。

父親想起三年下來金錢與體力付出換得竟是如此
很傷心憤怒。父子間從此經常發生口語衝突。



案例1(參考解藥):
親子關係不是投資關係，(投資都還有長期投資)

親子關係要有很恆常持久的關係，一開始不要跨區，
不要讀私中，就不一樣。(是父母決定的)

親子關係平常就要建立，太早讓他租屋，平時缺乏關
懷互動，造成另一種問題

父子衝突，父親要先檢討，母親你要從旁協助，請參
考講義的五不要

解藥還是愛

要練習對兒子說愛語



對植物說愛語的實驗-1



對植物說愛語的實驗-2



做父母的要多練習說話
說愛語

說正向的話

把話說到心坎裡

相信人的話

關懷人的話

支援人的話

祝福人的話

即時的、真心的、具體的



案例2:學習成就不見成效
彥美，女，13歲，學習成就不高，母親為求提升
孩子學習成就，自她11歲起送她去補習，但女孩
本身不喜歡補習，兩年來投入金錢跟時間仍未見
顯著成效。

母親只要一進書房看到女孩在看手機就會叫她快
去讀書、要讀書。

女孩抱屈回嘴：「我才剛寫完一半想休息一下而
已，妳就剛好進來，就冤枉我！」

母親覺得女兒不懂她的苦心、只是沉迷手機遊戲
，所以會一直重覆叮嚀，讓女孩很反感。



案例2 (參考解藥):

想要孩子學習成就好，不是花錢送他去補習就會有成
效。而是要讓孩子知道自己的責任，以及適合自己的
學習方法，自動自發的學習，有疑惑的時候有人可以
解惑，表現好的時候有人獎勵，就可以改善。

對於手機的使用要有些規範，大家都遵守遊戲規則就
不會有爭議。小孩抱屈的時候，首先要相信孩子。

想要改變一個人必須要有愛的存款，才可以讓你的想
法讓對方接受。如果只是一直重複的叮嚀，是會變成
嘮叨，引起反感的。



ABC學習圈

情感

行為想法



案例3:表面順從而已
金燕，女，目前11歲、個性乖巧聽話，母親是主
要照護者，深信讀好書以後才有前途，所以會代女
孩安排各類學習活動，也會安排才藝課程，也會教
女兒如何做筆記以及指導讀書方法，女孩都乖乖接
受。

某天女兒的同學打來抱怨自己的媽媽逼她做她不想
做的事，女兒居然在電話中教同學如何反抗，讓母
親驚訝原來女兒平常在她面前只是表面順從而已。

當斥責女兒為何這樣教同學時，女孩悶聲不語怪母
親偷聽她講電話，直接回房不願溝通此事。



案例3 (參考解藥):

幫孩子安排各類學習活動，還有才藝課程，前提是要
小孩有興趣，要尊重孩子的興趣及適性發展。不是一
味的以父母的標準來安排，排的太多就沒時間，或者
不是自己想學的，這樣其實一種受罪。

所以女兒的感受是真實的，他覺得是媽媽逼她做她不
喜歡做的事。她是不敢反抗，所以媽媽要深刻檢討。

女兒跟同同學講她的感受，其實並沒有錯，媽媽不應
該斥責他。至於偷聽她講電話，可以跟女兒講清楚，
媽媽是無意中聽到的。女兒不滿的應該是媽媽對他的
斥責，也藉機表達長期的壓抑與不滿。



案例4:不知如何和孩子談心
 泰瑞，男，13歲，升上七年級後學校功課作業很多，因孩子不善於時
間的自我管理，加上追求完美的個性，幾乎每天都寫作業到12點多，
甚至偶爾到1、2點才睡。

 父親於孩子剛要升國中前被外派海外工作，平日晚上透過視訊打電話給
孩子時，他總是在書桌前寫功課，因此聊的話題總是在督促孩子趕緊寫
作業，要利用瑣碎時間、專心、快速的完成，不要每一個學科、每項作
業都要求做得很完美，導致睡眠不足，把自己累壞，但孩子總是回答好
或點頭，晚睡的情形依舊沒有改善。

 偶爾，父親會問孩子：「今天有沒有什麼事要和我分享？」

 孩子總是想了一下後回答：「沒有。」

 但父親知道孩子雖然是偏內向的個性，甚至會回應父親說他不想解釋或
說明那麼多，但父親知道自己的孩子其實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許是不
想多說，也或許他怕說錯話才不敢多說，但父親也不知要如何才能和孩
子多談心。



案例4 (參考解藥):
 12歲的孩子怎麼會時間管理，請問爸爸媽媽，你自己會嗎？
有做到嗎？

 這一個問題是養成規律生活的習慣就好，生活習慣的養成要在
第一時間養成，就是塑造陶冶與紀律要求，不好的習慣養成以
後要再改過來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不管事老師或者是家長，第一件事情要要求孩子的生活
作息，日後會比較好管理。

 這也是不會表達愛的一個個案，表面上是溝通問題，其實是如
何正確的傳遞愛的訊息。愛的四要素:瞭解、關懷、尊重、責
任。請參考講義，親子時間與活動。



成熟的過程

依賴 獨立 互賴



0-18歲成長圖
年齡 成長期 成熟期 身心需求(紅色為問題) 情緒感受(紅色為問題) 父母親的注意事項及行為
0 胎教期 依賴期 溫暖

養分
安全感
幸福感

爸爸媽媽快樂的情緒
爸爸媽媽健康的身體
胎教很重要，決定種子品種
懷孕時的養分影響身心發展

1-3 嬰兒期 依賴期 膚慰
規律

膚慰不足
不規律

安全感
愉悅感

不安感

多多撫摸他，多抱抱他
多多逗他笑，感官刺激
3歲以前是一生幸福的基礎
安全感與規律生活快樂來源

3-6 幼稚期
啟蒙初

依賴期 父母
陪伴

陪伴不足

安全感
倫理感

沒禮貌

陪他玩耍，陪他講話
認識環境，與人互動
6歲以前不可以打及責罵
因為不懂事，要耐心教他

6-12 啟蒙期 依賴期
獨立初

教導
養育

溺愛

安全感
道德感

沒有教會道德感
家庭破碎沒有安全感

讓他生活有吃有穿有玩
教他正確的做人規矩
12歲以前要給他大量的愛
讓他建立自信心，喜歡自己

12-18 青春期 獨立期 生活自理
人際互動

沒有放手

自主感
責任感

依賴
沒責任感
太自我
不懂認錯

訓練他生活獨立的能力
與大人及朋友互動的禮儀
了解到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學會承認錯誤與改正過失



0-18歲成長圖
年
齡

成長期 成熟期 身心需求
(紅色為問題)

情緒感受
(紅色為問題)

父母親的注意事項及行為

0 胎教期 依賴期 溫暖
養分

安全感
幸福感

爸爸媽媽快樂的情緒
爸爸媽媽健康的身體
胎教很重要，決定種子品種
懷孕時的養分影響身心發展

1-3 嬰兒期 依賴期 膚慰
規律

膚慰不足
不規律

安全感
愉悅感

不安感

多多撫摸他，多抱抱他
多多逗他笑，感官刺激
3歲以前是一生幸福的基礎
安全感與規律生活快樂來源

3-6 幼稚期
啟蒙初

依賴期 父母
陪伴

陪伴不足

安全感
倫理感

沒禮貌

陪他玩耍，陪他講話
認識環境，與人互動
6歲以前不可以打及責罵
因為不懂事，要耐心教他



0-18歲成長圖
年齡 成長期 成熟期 身心需求

(紅色為問題)
情緒感受
(紅色為問題)

父母親的注意事項及行為

6-12 啟蒙期 依賴期
獨立初

教導
養育

溺愛

安全感
道德感

沒有教會道德感
家庭破碎沒有安
全感

讓他生活有吃有穿有玩
教他正確的做人規矩
12歲以前要給他大量的愛
讓他建立自信心，喜歡自
己

12-
18

青春期 獨立期 生活自理
人際互動

沒有放手

自主感
責任感

依賴
沒責任感
太自我
不懂認錯

訓練他生活獨立的能力
與大人及朋友互動的禮儀
了解到要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
學會承認錯誤與改正過失



案例5:孩子叫不動

1. 孩子叫不動怎麼辦？

例如：寫功課拖拖拉拉、
刷牙洗臉也要叫很久。

2. 小學生3C產品限制或
不限制？限制規定該如何
規範？



案例5 (參考解藥): -1

孩子叫不動應該是父母造成的，我曾經講過，當
一個人沒辦法滿足別人的需求時，別人也不會滿
足他的需求。

所以問題是什麼呢？這個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曾
經有一次很嚴重的，或是很多次，要求爸爸媽媽
滿足他的需求，是爸媽就是不理他。所以，直到
現在他也不理爸爸媽媽，答案就這麼簡單。



案例5 (參考解藥): -2

這樣的案例在我們家是沒有發生過，不過
在別人家倒是常常看到。

父母是孩子的模，自己要先以身作則

我始終相信預防勝於治療，所以一開始就
要做對。

學習自我的EQ與使用正向語言(案例)

我們來看看應該如何建立規矩的7個步驟



父母是孩子的模
 1.生活是否有規律?

 2.你守規矩了嗎?

 3.是否惜福，惜物不浪費?

 4.是否孝順長輩，禮敬長輩?

 5.是否有謙卑的心，用好臉色與人相處

 6.有沒有缺乏耐心?

 7.一個整齊乾淨的環境

父母是孩子的模，一定要先 照顧好自己的
言行舉止。(靜思語)



親子互動個案—孩子賴床的問題

孩子每到假日，早上就賴床。平日上學，
更要媽媽一直叫，才勉強趕上出門時間，
有時候還會遲到。

請問你會如何處理？什麼才是正確的處理
之道。



親子互動個案—孩子賴床的問題

早上不要念他，晚上再跟他說清楚，他這樣
的後果，媽媽的期待，然後問，你覺得應該
如何做，確認他的想法正確，請他做出承諾，
一起訂好遊戲規則。(戒掉對於媽媽的依賴，
但讓他知道媽媽還是可以依賴的)

媽媽要檢討，平時自己是不是也睡很晚，要
先自我檢討，改掉壞習慣。



要求孩子要早睡早起，白天多運動，晚上累了
就去睡覺，不要看電視或上網，要養成好習慣。
做好約定，不是用權威，不是用念的。

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家事、功課等)，讓他知道
他自己該做什麼(責任)。上國中後，讓他自己
承擔賴床的後果。(不要叫他，他自己會知道
有那些事需要自己做)



親子互動個案—母親與孩子的對話

你有沒有帶這個(水壺、環保筷……)？

你有沒有吃那個(維他命、水果……)？

你有沒有做功課？

孩子通常會如何回答？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這樣的教導與關懷是否正確？問題出在那
裡？該如何說？



親子互動個案—母親與孩子的對話

還沒做的類型：好啦，有啦，我待會兒就
去做。

只會念，一直念，要念到什麼時候。情緒
是不高興的。

已經做好了的類型：你很煩，你很囉嗦呢，
早就做好了，真愛念。

原來的口氣讓孩子有被懷疑、不被信任、
不被關心的感覺，感到難過、沮喪。



轉換關懷與信任的口氣

我想你一定知道，媽媽最重視要帶什麼？

你知道我們約定好，吃飽飯要做什麼？

我想你今天一定把功課寫好了！



正確的問話，帶來正向的回答-1

媽媽：我想你一定知道，
媽媽最重視要帶什麼？

孩子：媽媽你最重視環保，
我跟你一樣，你看。

孩子：媽媽你要我帶環保
筷，我差點忘記，謝謝你。



正確的問話，帶來正向的回答-2

媽媽：你知道我們約定好，
吃飽飯要做什麼？

孩子：我要吃水果(維他命)，
我已經吃完了。

孩子：我知道你要我吃水
果，我現在就去吃。



正確的問話，帶來正向的回答-3

媽媽：我想你今天一定
把功課寫好了！

孩子：媽媽你好厲害，
被你猜中了。

孩子：沒有，那我趕快
去寫。



在安全狀態下，不要嘮叨又干預。

讓他面對問題，自己來解決問題。

適時給予讚美，個性好人緣也好。

有壞的習慣時，要隨時給予糾正。



玩3C產品的解藥與規範

對於孩子玩手機遊戲現象，
家長們可以觀摩以下幾點：

1.多陪伴孩子

2.與孩子交朋友(平等約定)

3.培養孩子的興趣愛好



給孩子立規矩的七點建議

給孩子立規矩時，信號要明確。

要就事論事，別輕易給孩子貼標籤。

懲罰一定要及時。

要簡單易懂，讓孩子容易遵守。

規矩，無論時間地點場合，都要遵守。

規矩不是絕對不能夠打破的

不要以成年人的行為準則來規範約束孩子



法華七喻關係說(惟智)

本跡 譬喻 關係 (菩薩)能力 (眾生)問題

跡門

火宅喻 父子 有遠見/有能力 短視/無知

窮子喻 父子 有財富/有智慧 貧窮/無自信

藥草喻 天地 平等心/有大愛 渴乏/隨分

化城喻 師生 很聰慧/有經驗 懈怠/自以為是

衣珠喻 親友 願助人/有慈心 癡迷/不自覺察

髻珠喻 君臣 有大力/有判斷 有能力/未得大智

本門 醫子喻 父子 有妙法/有策略 後知後覺/執迷難悟
39



法華經窮子喻，聞思修:

這位父親的智慧與
策略你看到了嗎？

40



41

「慎始」，因要翻轉既定的認知、習性是如此
的不易啊！
對自己是如此，對教育孩子不也是一條路遙、
需恆持那份如父母與菩薩愛的本懷嗎？
不放棄、從低處著手、漸進地給予信任、陪伴、
鼓勵、指引與機會，終會看到希望與成果。

漸漸遊行，遇向本國。《法華經信解品第四》



42

一個窮子要讓他啟信心，起勇猛心需要
妙法，個人最佩服的是 :
證嚴上人慈善賑災-以工代賑的妙法 :  
解決生理的需求，並注入感恩尊重心理
的良藥，竹筒歲月即時說法，讓受助者
立即翻轉人生，從受助者變成助人者，
感受自我實現的成就感，創造愛的漣漪
不斷擴散，真是妙不可言。

迷失本性如窮子，找回佛心致富足。



一起

一起來學習

一起陪他走

一起訂公約

一起陪他玩

一起同歡笑



哇，好漂亮的牛奶海洋哦！
 我最近看到美國有個醫藥發明家，他說，他小時候很喜歡喝牛奶；有一
次他打開冰箱，用右手去拿大罐牛奶，結果沒拿穩，手一鬆，就把整罐
牛奶打翻了．．．．」

 「當時，這小孩子嚇呆了．縮在牆角，因為牛奶灑滿廚房的地上，媽媽
可能會臭罵他．

 可是，當媽媽走過來看到時，郤說：「哇，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壯觀牛
奶海洋，好漂亮哦．」這小孩聽媽媽這麼一講，突然就不害怕了．

 這時，媽媽又對小孩子說：「你好厲害哦，媽咪長這麼大，都沒有看過
這麼漂亮的牛奶海洋耶．．．你願不願意幫媽媽一起把牛奶打掃乾淨？」

 後來，媽媽就拿著抹布．清水等用具，帶著兒子一起把廚房打掃一遍，
整個廚房也變得乾淨無比，這時，媽媽又把兒子先前打翻的塑膠牛奶罐，
裝滿了水．放進冰箱，然後再教他，怎麼拿才不會打翻？－－－必須用
雙手一起拿，牛奶才不會鬆掉．才不會打翻在地上．．」



 我兒子已經快二歲了，也經常喜歡自己打開冰箱拿飲料喝；
萬一有一天，他把飲料．牛奶不小心打翻了．溢流滿地，那
我會如何處理呢？

 我會不會怒氣衝天．大聲罵他：「你那麼笨啊，連牛奶都不
會拿，以後怎麼選總統？」

 我在想，我應該不會這樣沒水準罵我兒子，我可能會說：
「沒關係．沒關係，你不要過來，不要踩到牛奶．．．」然
後，「叫我太太過來」把牛奶擦拭乾淨，哈！我很驚呀，故
事中美國小孩的媽媽不是這樣自己擦拭，而是叫小孩和她
「一起收拾」、「一起承擔」自己不小心做錯的事；

 而且，還把牛奶重新裝滿水，再教小孩怎麼拿，才不會「再
次出錯」！

如果那是你兒子，你會有什麼反應?



The heart is happiest when it beats for others

一起陪他走



 一天，

 在Mark從學校回家的途中，

 他看見走在他前面的一個男孩跌倒了，

 他手中的書、兩件毛衣、球棒、手套和小錄音機掉了一地。

 Mark跪下來，

 幫他撿起散落一地的東西。

 當他們走同一個方向時，

 Mark幫他拿了一些東西。

 當時，

 Mark發現這個男孩的名字是Bill，

 也發現Bill喜歡電視遊戲、棒球和歷史，

 但Bill則很困擾其他的科目，

 而且他剛和女朋友分手了。



 他們先到達Bill家，

 Mark受邀進去喝杯咖啡，

 而且看了一些電視。

 這個下午在笑聲和簡單聊天中愉快的渡過，

 然後Mark就回家去了。

 他們持續在學校見面，

 有過一次或兩次一起午餐，

 一起從初中畢業。

 他們進入同一所高中就讀，

 在這些年中偶有過短暫的接觸。

 然而，

 等待已中學畢業，

 就在畢業的前三週，

 Bill問Mark是否能談談。

 Bill問Mark是否還記得數年前他們第一次相遇時的情形



 Bill問說：

 你是否很奇怪為什麼那天我會帶這麼多的東西？

 我清空了我櫃子裡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不想留下雜物給其他人。

 我已經拿了我媽媽的安眠藥，

 並且打算自殺。

 但是自從我們在一起談天說地後，

 我了解到，

 如果我自殺了，

 我將會錯過那段時光，

 並失去其他可能相繼而來的事物。

 所以，

 Mark，

 當你那天拾起了那些書本，

 你做了不只是這樣，

 你救了我的生命。



一起訂公約



一起陪他玩



親子時間與活動

 親子時間

 坐車

 用餐

 做家事

 做功課

 洗澡

 逛街

 聊天

 睡前談心

 親子活動

 出國旅遊

 玩遊戲

 解決問題

 講故事

 說笑話

 做美勞

 唱歌跳舞

 擁抱



一起同歡笑



兩把鑰匙

他人回饋

自我坦露



周哈里窗Ⅰ

我 知
你

知 開放我

你
不 隱藏我
知

我 不 知

盲目我

未知我



周哈里窗Ⅱ

他人回饋

自
我 開放我 盲目我
坦
露 隱藏我 未知我



鐵三角

用愛心

建立信任

賦予權利義務與責任



愛的四要素

了解

關懷

尊重

責任



五不要

不要人身攻擊

不要全盤否定

不要輕易動怒

不要言行不一

不要感情用事



父母如何處理兒女不合理的要求

不要先急著責備、斥責兒女提出不合理的
要求

不要先完全否定、拒絕兒女不合理的要求

先主動了解其要求的理由與想法

父母需要先主動解釋自己的考慮與難處

讓兒女覺得你是有彈性的父母可以商量，
並經過慎重考慮才做決定



你的情緒的“電腦”如何回應

EP-No1.我要按我的感覺行事

EP-No2.你要按我的感覺行事

EP-No3.我忍不住有這樣的感覺，但我卻
不要有那樣的思想與行動



溝通的姿勢

溝通是一種態度

你可以選擇你的態度



活出自己的如來

我們人生中，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事都做對了，

只有百分之十是錯的。想要開心，只需集中

注意力在那百分之九十的事上，忘掉那百分

之十就可以了。如果想要自尋煩惱，罹患潰

瘍，當然反過來也就行了。

—卡內基名言



六多做

多包容

多用心

多傾聽

多表達

多耐心

多溝通



溝通與習慣

每個人受制於自己習慣

風格限制發展

盤點習慣領域，避免受限於己

意識習慣領域:好習慣是好的僕人，壞習慣是壞的主人

理解習慣，自我改善，做好行為鍛練



良好的溝通

溝通的意義和時機與氣氛和感覺相關

態度與情緒:好態度循環好情緒

好互動形成好結果

同理心是掌握他人的情感的關鍵



七覺支

擇法覺支

精進覺支

喜覺支

輕安覺支

捨覺支

定覺支

念覺支



激發心中的渴望

請記住與你談話的人，他對於他自己、

他的需求以及他的問題比對你及你的

問題，興趣大得多。

—卡內基名言



八個心手相連

被瞭解

被尊重

被關切

被同情

被讚許

被寬容

被商量

被幫助



激 勵

千萬不要取笑孩子的野心，對孩子來說，這種

開玩笑就是嘲諷，而嘲諷是極具刺傷的。

—卡內基名言



增進人際關係的九個方法
自我接納，擁有自信自尊與自我滿意。

接納別人，真正承認別人的存在是重要的

不可為增進自己的滿足感，而使他人蒙羞

真誠的關心別人，並付諸行動

誠心的讚美，善意的批評

多與人溝通，適時表示自己的意見

細心聆聽別人的意見，表示興趣

發展與表現互補關係

培養幽默感與自我解嘲



十項人性的觸動 Human Touch

Hear him out

Understand his feeling

Motivate his desires

Acknowledge his efforts

News him with information

Train him update

Open his eyes 

Unique him as an individual

Contact him constantly

Honor him properly



種子的信仰

雖然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的地方

會有植物冒出來；

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

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

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亨利 梭羅



奈普敦智慧平台
https://www.neptune-it.com/

明月清風應無價
智者慧根覺有情

感恩

https://www.neptune-i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