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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蓮阿姨，暖心登場 

每個孩子來到世上，父母都充滿期待。怎樣讓期待成真？

海倫凱勒在《我的信仰》一書中，談及瑞典科學家史威登堡的故

事，史威登堡用花圃種花的實例讓國王明白，孩子需要教育，不

能任其自由發展，否則會像無人管理的花圃，雜草叢生，頹廢荒

蕪。

教育是長年大計，非一朝一夕可成，孩子們就像一顆顆蓮

花種子，埋在汙泥之中，必須假以時日，才能穿越汙泥、露出水

面，展現風姿。教育的過程難免遇到種種疑難雜症，我家的小明

和他家的小美，狀況不盡相同，「幸福十課」教案架構完整、次

第井然，然如何貼切的落實到生活中，還需經驗的人分享竅要，

共解難題。 

本期開始，水蓮阿姨【註】，暖心登場！他們是一群有專

業、有經驗的講師，代表福智家長聯誼會在專欄中為教案做補充

說明，並設有水蓮阿姨信箱，與讀者直接對談。

【註：水蓮阿姨不限女性，以「阿姨」代稱，係取女性

溫柔婉約特質，及鄰家阿姨的親切感。所以，不論爸爸

或媽媽都歡迎寫信訴心曲。】

教案∣福智家長聯誼會

水蓮阿姨信箱： mslotus.b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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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打開心窗說亮話──接納

看一看 1

你不聽，我不說

爸媽什麼都好，只有一點不好——他們不聽我說話。

***

每天放學，我最期待的，就是跟媽媽報告在學校發生的趣

事！

「嗯嗯⋯⋯」媽媽頭也不抬地繼續做家事、看電視，偶爾點

頭表示回應，或者隨便應答幾句，我不得不懷疑，媽媽根本沒有

在聽。

「媽媽，您在聽嗎？」媽媽仍然只是點頭。

我感到不被在意、不被尊重，有些氣惱，反問媽媽：「我剛

剛說了什麼？」一問之下，果然破功，媽媽根本沒有認真聽我說

話！我都講下一段了，她還停在上一段！

***

更有甚者，有一次，我想報名全科班，爸媽連我的想法都沒

聽就直接否決。

一再被漠視，漸漸地，我再也不想跟爸媽分享內心的感受，

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在做什麼、想什麼、遇到什麼困難，一回到家

就是直接進房間，把門關上。房門上鎖的同時，我的心門，也永

遠關上了⋯⋯

看一看 2

要求，有錯嗎？

威寶還在肚裡時，我就立志要當一百分的母親，教出全世界

最優秀的一百分小孩。

十個月後，威寶出生了！我滿心歡喜地讓他吃好、穿好、

用好，還請專業保母照顧，再貴的教具，當買則買，處處精心安

排，花錢絕不手軟，一步步朝最初的夢想邁進。

威寶兩三歲時，我們到親友家作客，看他肆無忌憚地跳沙

發、開抽屜，氣得難以忍受，心想：「真沒禮貌，把我的面子都

丟光了！」回家後痛罵他一頓。痛罵的結果是：一開始他還會收

斂，多幾次以後，罵也沒用了，只好打罵並施。

***

「你這樣要求我，我也要這樣要求你。」威寶終於反撲了，

那是在幼兒園裡。那天大家玩親子遊戲，家長表現讓孩子滿意

就算過關，最後剩我一個人，像罰站一樣留在台上被孩子不停挑

剔。威寶的口氣冷漠、尖銳，嚇了我一跳。

還有一次，我在分享育兒心得，威寶突然跑上台，把我身後

的大球、氣墊等器材全推倒，現場譁然，我只好草草收場。

我對他的栽培、關愛，在他心中像處罰嗎？我一次一次的糾

正他，讓他感到被否定嗎？威寶的種種反應，讓我開始反省。

一天晚上，我身體不適，臨時改由爸爸接威寶回家。我躺在

床上期盼威寶進房看看我、關心我、安慰我，盼著盼著，直到天

亮，威寶都沒有出現。我頭痛，心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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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1.為什麼是你的小孩子，你就要關愛他？

★這是身為父母的義務和職責，不真心關愛孩子，是帶

不好孩子的。

★如果沒有仔細想，有一天當負擔很大的時候，有些人

就會說我要逃跑；有些人就發願，早知道不要生小

孩，因此要有必須關愛小孩子的理路成立。

什麼理路呢？想清楚不關愛小孩子會發生什麼壞

事，關愛小孩子會發生什麼好事？想得愈清楚，愈

覺得這件事情有價值。

2.不關愛小孩子，會發生什麼壞事情？

★孩子他不懂、不會，怎麼辦呢？這時候，應該教他，

不然他抓不到下腳處。如果父母的要求越來越多，他

會備嘗失敗感，然後他會達不到，沒有方便，做不

到，失敗感越累積越多，他就怎麼樣？自暴自棄。他

就下了一個結論：我就壞給你看！然後就用暴力的方

式發洩自己的情緒。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多半是自我

的絕望。

3.關愛小孩子，會發生什麼好事情？

★父母種下讓孩子感恩的種子，一定會收穫感恩的果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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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蓮阿姨小叮嚀

關愛不等於溺愛，關愛是為了教育。如果停止糾紛之

後，沒有進一步教育，那會非常可惜。

檢視自己要求孩子背後的動機，是單純為孩子好，還是

為了自己的面子？

孩子年幼時，走一步路、說兩個字，父母都欣喜若狂。

長大後探索新知識、閱讀新學科，同樣陌生、沒有經驗，我

們能不能也用歡喜的心，注視孩子的進步，接納孩子的失

敗？

看一看 3

被諒「解」的盔甲

外子出身豪門，是家中唯一的男孫，備受疼愛的同時，背負

特別多期待與壓力。身為孫媳婦兒的我，自然也不敢怠慢，做任

何事前，都會瞻前顧後地想：怎麼做可以討長輩歡心。

阿嬤，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輩，我猜想她應該會像大部

分傳統東方女性一般，期待有個金曾孫。第一胎產檢時，發現肚

裡是男孩，我們都感到非常慶幸，因為可以預期阿嬤看到金曾孫

時，該有多麼高興！

寶寶出生了，意外地是個女孩！

阿嬤會很失望吧？會怪我不爭氣嗎？她會接受事實嗎？原本

歡喜迎接新生兒的我，心情一下子變得忐忑不安。

第一次抱女兒回婆家時，預想出幾十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像

戴盔甲一樣，隨時準備迎戰阿嬤不悅的臉色、責備的言語⋯⋯然

而在見到阿嬤的一瞬間，所有推測，頃刻翻盤。阿嬤歡喜地說：

「唉呦，妳太優秀了！居然生了這麼漂亮的女兒！」甚至還安慰

我說：「沒關係啦，現在這個時代，生男的生女的都好。」

阿嬤輕鬆一句，解我一身盔甲。原來被接納，是如此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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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蓮阿姨小叮嚀

自己有從頭到腳都被關愛的經驗，才能將心比心

體會孩子的困難，進而幫助他突破生命的困境，讓他

「站」起來。

關愛並不困難，接納本身就是關愛。一句肯定的鼓

勵，一個理解的眼神，都可能溫暖到孩子的內心。

看一看 4

愛，摧破卑微

從國中生搖身一變，成為「師大附中數理資優班」學生，聽

起來相當風光！被別人豎起大拇指稱揚讚歎，自己也覺得顏面有

光、走路有風，對未來充滿無限希望，無奈人生總是順逆交雜、

苦樂參半，很快地，我面臨到一個難題⋯⋯

資優班，顧名思義，就是一群資質特別優秀的學生匯集之

地。和一大群優秀的人在一起，我突然顯得非常差勁，像一個前

三名的好學生，直落倒數三名，索性對課業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

樣子，來掩飾心中的自卑。

過程中有兩位老師曾經想關心我，但是都沒有起作用。高二

開始，我轉到文組，離開「數理資優班」，離開這個讓人備感壓

力的環境。

離開之後，問題並沒有解決，人都已經坐在文組教室裡了，

還是覺得自卑，沒有動力讀書，不覺得自己有能力把書念好。我

只能熬，從高二開始熬，熬到高三，熬到領畢業紀念冊⋯⋯

領畢冊那天，我跟著同學們，圍繞著高一導師，請他在我們

畢冊上簽字。導師逐一詢問大家升學、就業的狀況，場面溫馨熱

鬧！看這情景，我心想：「我答不出來，想都沒想過！」

終於輪到我了，我把畢冊放到導師面前，想著老師簽名後，

會繼續關心其他同學。沒料到，導師好溫柔地對我一笑，簽完字

後，老師居然哭了。我接下畢冊一看，導師寫著：「在我心中，

你永遠有屬於你的第一名！」這麼多同學之中，老師竟然關注到

成績不起眼的我？想起過去許多記憶，包括高一時那位女老師找

我對談⋯⋯原來點點滴滴都是導師直接、間接幫助我的用心，心

中感動萬分。

老師的那句話激勵了我，我不再妄自菲薄，那年考大學，我

放手一搏、全力衝刺！

學一學：

1. 想一想！自己有沒有從頭到腳都被關愛的經驗？當

時感覺如何？

2. 如何教會孩子突破生命的困境，讓他「站」起來？

★關愛教育是你必須從頭到腳都關愛他，把自己

從頭到腳都變成真的關愛對方的一個人。一個語

言、眼神、動作都會自然流露出你對他的關愛。

★一旦一個學生發現被自己的老師欣賞，發現自己

在老師的心中很重要，他就開始自律。為了老師

對我的期望，我就要變好！

★能夠欣賞自己的孩子，發現他生命的優點，甚至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優點，就會讓一個孩子

站起來，實際上，與其說是教他，不如說是發現

他。

★你看人的角度就是你教學的理念，你怎麼看待

人、事、物？這個就是什麼？你教學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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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給水蓮阿姨﹕mslotus.bw@gmail.com

做功課：

請動作：

1.寫出自己某個孩子的10個亮點。

2.兩兩角色扮演，練習關愛孩子（語言、眼神、動

作都要自然流露）。

3.真心對孩子說出他的亮點。

請記得：

★做這件事結果是什麼？不做這件事結果是什麼？

你發現做這件事結果是大大地好就應該去做！

6 0xb =3 0

b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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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大啟示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跟他的父親鯀不一樣。鯀是用防堵的，為了防堵，

甚至竊取天上的土，沒想到洪水反撲，沖毀堤防，淹沒家園，死

傷無數；大禹反其道而行，開鑿河川、疏導河道、引流入海，最

終治水有功，利益後人，成為一代明君。

掌中沙

「握緊拳頭，好像抓住了什麼，充滿踏實感，實際上連空氣

都未曾擁有！張開雙臂，似乎雙手空空，但全世界都在掌心！」

門戶緊閉的屋子，哪怕外面日頭再暖、清風再爽，都無從感受。

人際關係，亦復如是，當我們打開心窗，接納他人，全世界的美

好將在你我掌中駐足！

學習後 1

這道數學題

不只孩子有難解的數學題，身為爸爸的我，也有難解的數學

題。

兒子的數學不好，所以從他小學開始，我會在考前複習以增

強他的信心，這樣一片好意，經常變成雙方負氣收場。

我認為題目不可一逕死做，一定要先求理解，概念懂了，

題型怎麼變化都不難，所以我總是自己先研究好題目，再為他講

解概念，最後教他解題技巧。兒子不明白我的苦心，總是急著解

題，沒有半點耐心。

我問他：「題目懂不懂？」他經常愛理不理，勉勉強強聽幾

分鐘，就急著發問：「這題用減的嗎？」「要先乘再除嗎？」他

一急，我也跟著急：「別急，爸爸講完你就懂。」兒子本來就很

勉強了，聽到我還要繼續講我那套，脾氣不減反增，執拗地說：

「我不想聽了！」我也跟著不客氣：「到底誰要考試？太不認

真，太沒耐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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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自己千萬不要生氣，不要衝動講氣話，要耐心地陪

小翔找到走上去的路。「孩子不好、不對的行為大概有什麼難點

吧！」我試著打開心胸，了解小翔，我對小翔說：「錯那麼多，

一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們一起來面對。」

訂正過程中，發現一、二年級的數學都是單純計算，三年

級突然進入不同領域的習題，確實需要時間適應，當碰到「用圓

規畫出一個圓」這個題目時，小翔馬上離開座位，他抗拒地說：

「我不要做這一題，我不會畫圓。」

我對小翔說：「沒有人一開始就會用圓規畫圓，等你學會之

後，不只數學課用得上，美術課勞作也可以用圓規畫哦！媽媽會

陪你，一起看看哪邊可以改進。」

我認真觀察小翔畫圓的姿勢，發現小翔握著圓規的手非常

僵硬，所以固定完圓心之後，會不小心移動到針筆，半徑變來變

去，當然畫不出完整的圓！腦海中浮現小翔一、二年級班導師說

過的話：「小翔寫字的小肌肉不是很發達⋯⋯」

小翔想把圓畫好，但是他做不到，所以才會選擇逃避，小翔

心裡很痛苦。有了這份理解之後，接下來的每個圓，我都心平氣

和地跟他一起想辦法克服手的姿勢，直到第十個圓終於成功了！

雖然圓心畫破了，我們還是很高興！

兩天後，學校再考同樣的單元，小翔得到了有始以來第一個

一百分，我們喜上加喜，體會到教育是重複性的工作，一次不行

再來一次，再一次還不行，還是要再來一次，只要堅持不放棄，

會嘗到甜美的、成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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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場面弄僵，兒子倒也瀟灑，掉頭離開，留下挫敗的我，

以及似乎還盤旋在空中的，兒子的氣話：「我不要再給你教了

啦！」不歡而散的場面再再發生。

今年兒子高一了，月考前夕憂心忡忡的找我求救：「數學都

不會。」我說：「需要幫忙的話，我可以試試看。」結果跟以前

一樣，他又是沒聽懂就要解題。

不同的是，我沒勉強他聽，他也沒負氣離開，我們都沒再走

老路。

一看時間，我們互動了將近四十分鐘，真令人吃驚！他幾分

鐘的耐性，居然一下子進步到將近半小時，而且沒有耍性子。我

激賞地說：「雖然解題我沒幫上忙，不過你不帶情緒地跟我互動

將近四十分鐘，就是你最難得的進步。」喜悅飛上兒子的臉龐。

得到肯定後，兒子精益求精，隔天放學回家後，他喜孜孜地

告訴我：「爸爸，我問了同學、又發line問媽媽的同事，把數學題

解開了！」

數學解題，何止他開心，我也好開心！

學習後 2

第十個圓圈

我是一個盡責的媽媽，兒子小翔放學後，會幫他再次檢查安

親班裡寫好的功課。作業簿上一堆錯誤，搭配小翔拖拖拉拉、半

推半就的態度，經常惹得我肝火大動，怒語狂飆。

「到底有沒有用心寫？」

「不懂不會問老師嗎？」

「到底是你的功課，還是我的功課？」

關愛的心化成責備的話語，讓彼此在唇槍舌戰中兩敗俱

傷。學習「關愛教育」之後，我開始注意小翔的「亮點」和「難

點」，接納他的不完美。有一天，小翔從安親班回來，拿出數學

習題，二十道裡，有十四道寫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