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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充滿愛的維繫，每個成員彼此提醒、互相包容、彼此關心、彼此分享、彼此分擔、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互相體諒，愛是永不止息。

本期主題：家庭教育

玻璃天花板玻璃天花板

　　全國統一諮詢輔導專線「4128185」，無論身處在臺灣

的哪一縣市，室內電話皆可撥打「4128185」，手機撥打

「02-4128185」家庭教育專線，均有志工老師為民眾解惑。

　　服務時間為週一∼週六上午9:00 ~ 1 2 : 0 0、下午

14:00~17:00、週一∼週五晚間18:00~21:00，國定假日如休

館，則會另於語音系統內說明。

　　為了強化家庭教育，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配合教育部

『2013家庭教育年』，全年推動『愛家123』，每一天與家

人共同做兩件事、至少30分鐘，希望能逐漸增進家人互動，

鞏固家人關係。

　　「1」，每一天，持續不間斷。

　　「2」，與家人完成兩件事，如做家事、共讀好書等。

　　「3」，每次至少三十分鐘。

　　現代人的生活忙碌，全心投入在家人身上的時間，往往

不足30分鐘，因此，只要能堅持『愛家123：每天花30分鐘

與家人共同做兩件事』，就可以擁有不一樣的家庭生活。

愛家1 2 3！
你今天「愛家」了嗎？

(摘自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新聞─2013/4/23)

如何增進與家人的良性溝通

普科三年級學系探索量表解測暨
多元入學管道說明(102.10.23)

高二基本人格測驗解測(102.11.13起)

高職部校友返校座談
(102.9.4)

身心治療教師專業成長團體
(102.11.15)

高中部校友返校座談
(102.9.4)

時間管理與壓力調適講座
(102.11.18)

政大包種茶節參訪
(102.11.2)

學生性平講座
(102.11.04)

生命電影院
(102.12.04)

普科三年級英文科學科講座
(102.10.14)

個案研討
(102.11.08)

一起加家油一起加家油
　　對於家人，我們有時候總有一種又期待又怕受傷

害的感情；有親密的血緣關係，但有時又因為溝通的

不順暢，而衍生家庭感情的裂痕，甚至常常在與家人

溝通過程感到挫敗。

　　然而，究竟該如何有效與家人溝通呢？以下分享

幾個重要的家庭溝通技巧：

一、傾聽

　　當你正確的傾聽其他家人傾訴時，你就是在鼓勵

他們談論對他們最重要的事。不過，做到真正的傾聽

並不容易，以下幾點是傾聽時需要特別留意的：

(1)傾聽需要專注－當家人跟你講話時，停止手邊的

事清，專心聽他說話。

(2)傾聽需 要開放的態度和尊重－當家人在說話時不

要急著打斷他或是給予評價。

(3)傾聽包含了聆聽字面上的意思以及對方的感覺—

當家人說話時留意他的表情跟肢體動作。

(4)聆聽需要肯定的回應，不一定需要答案－當家人

跟你說話時只要認真的聽就會是最大的鼓勵。

二、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們可能假設不需要你開口說，其他家人就會知

道你的需求、感覺和想法(我們常常認為「家人都相

處這麼久了，你還不了解我嗎？」)，但是光靠「讀

心術」可能會讓你失望、挫折或受傷。事實上用清

楚、誠實、有建設性的話語表達你的想法，才能讓家

人了解你。你可以試著這樣做：

(1)描述你的感覺－「我覺得難過」

   或「我想哭」。

(2)簡單、直接的表達你的意思—譬如「我今天跟朋

友吵架讓我很難過」會比「今天真是糟糕」要明

確得多。

　　除了開口說，其實你也可以藉著觀察家人的表

情、說話語調和姿勢，試著了解家人所表達出來的意

思，若當你不知道如何用口頭表達你對他們的支持和

關心時，一個擁抱或溫柔的碰觸更勝言語。

三、刻意找出時間與家人互動

　　當我們承受了過多的責任和憂慮時，家庭時間最

常被犧牲。所以不論是你最忙或感到最焦慮的時候，

請騰出一些時間與家人互動，藉由每天晚上花幾分鐘

時間與家人聊聊當天或隔天發生的事，都是很好的紓

壓方式。

四、可以安排這樣的時間來與家人說話

　　譬如交通時間、關掉電視一小時的時間、刻意計

畫一起吃飯的時間，當你的家人表示想要聊聊的時候

就聽他說話，把與家人的互動當作一個『約會』，在

交談中問對方「你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你

最近工作如何？」、「你最近心情如何？」或是約定

一個每週「例行」的家庭時間，如周日午餐、週五晚

餐、星期三小週末夜等等，都會是增加家人互動很好

的方法。

(以上資料摘要、修改自2010 Focus & Forecast Consultancy Company，EAP文章)

　　為了強化家庭

『2013家庭教育年

愛愛
你今天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輔導專線
「4128185」

多元多多

輔導輔導
紀實紀實

輔導
紀實

興趣測驗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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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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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資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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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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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贈送禮物的家庭習慣有助於增進父母與孩子之間誠摯的友誼。其主要意義並不在於禮物的本身，而在於對親人的關心，在於希望感謝親人的關心。─伊林娜

玻璃天花板

普二甲
徐知筠

　　旅遊像是生活中的休息站，在旅行時，我們或許才有時間和家人談心
說話、有機會看到家人不同於生活中的另一面。旅遊的地點不重要，國
內、國外、山上、海邊，又或者只是家裡旁邊的小公園，都有可能是我們
生命中的美好片段。
　　在你的印象中，是否有哪次和家人的旅行讓你印象深刻？提起筆，和
我們一起分享吧∼∼

一起加家油

輔導
紀實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普一甲 小K

　　當晨光初綻之時，我與家人搭上火車

前往母親的故鄉─花蓮。途中稍稍小憩

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蔚藍的海，我望見

映於玻璃上母親的笑容，那是令我印象最

深、同時也是這次旅程所見的事物之中最

動人的一幕光景。旅行，其實不一定都是

為了找到一個終點，有時候，我們尋尋覓

覓的，還是記憶中那熟悉又令人無比懷念

的景色，以及那個我們總是容易忽略卻深

埋於心的起點。

 餐三乙 尤敏靜

　　小學時，爸媽只要一有空，就會舉辦

小小的家庭旅遊。那天放假，我們一家人

搭著火車，隨著窗外的風景慢慢搖晃到目

的地，那邊雖然沒什麼特別的，但對於還

是小學生的我，搭火車就是很特別的滋味

了，在火車上內心有些害怕，但媽媽粗糙

的雙手總緊緊的牽著我的小手，陽光煦

煦，給年幼的我一股暖暖的安心。到現在

那幸福感覺還忘不掉，那雙歷經滄桑而溫

暖的大手，將我緊握！

 會三甲 林俊佑

　　那一天是晴空萬里的好天氣，微風徐徐

地吹拂著臉頰，老爸開著新車，帶我們去兜

風，第一站前往碧潭，老爸難得要求拍合

照，美麗的湖景映照著我們五人，水波盪漾

著愉悅的心情，此時無聲勝有聲；再一張老

夫老妻的甜蜜照，兩人相依偎，又似乎成了

年輕熱戀的情侶，而我們看著爸媽的甜蜜合

影，內心也跟著幸福起來。

 園一乙 嬪嬪彭彭

　　記得在小時後的某一天和阿嬤出去買東

西，夕陽的餘暉灑落在阿嬤的身上，他騎著

車帶著溫暖的笑容告訴我，「以後不管遇到

什麼事情，都要勇敢的面對。」雖然那時還

小，但卻是讓我印象好深刻的片刻，即使現

在沒有跟阿嬤一起住了，心裡仍舊有著那一

天的身影。

 普一丁 吳旻儀

　　抬起頭，滿天的星斗覆蓋整片天空，感

覺一伸手就可擁有這美好。這是我第一次有

如此深刻的感受，從這次的家庭活動中，我

體驗了前所未有的行程，和家人之間更是多

了一次談心的機會，仔細感受大自然的美

麗，頓時也將煩惱和憂愁拋向腦後，我真的

很喜歡家人相處在一起的感覺，不論地點是

哪裡，總能感到幸福無比！這次旅行所帶給

我的美好，我相信我一輩子都會牢記在心！

 資一乙 李婕寧

　　那年是阿嬤生日，我們一大堆 親人相

約去爬山，爬到頂時我們這群小孩排排站等

阿嬤的到來，當阿嬤到達目的時，全部的人

一起唱生日快樂歌，每人手裡拿著一朵花和

紅包，接著一起吃蛋糕。這次的出遊讓我印

象深刻，不但可以凝聚家人的心，也可以幫

阿嬤舉辦如此盛大又健康的生日party。

 園一乙 林秉晧
　　在一個平凡的一天，我媽突然接到阿

祖的死訊，走得很安詳。那天後的七天，

我和媽媽搭火車到花蓮玉里參加阿祖的告

別式，在火車上，我媽和我分享阿祖生前

的點滴故事。因為媽媽小時後是給阿祖帶

大，所以每當他講到阿祖和他小時候的

事，總是眼泛著淚光、語帶哽咽。

　　阿祖的棺木被抬出來時，我看到從來

沒有見過的、崩潰的媽媽，送阿祖去山上

火化後，媽媽回來時眼睛仍閃爍著淚光。

回想起來，這真的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

次「旅行」。

 會一乙 阮怡婷

　　記得在我幼稚園大班時，我們全家參

加了在台灣舉行的全國露營大會。到了營

地，姐姐騎腳踏車載我，但沒注意到我的

腳卡在輪子裡，踏板一踩，血就當場流了

出來。我痛得大哭了起來，姐姐慌張地跑

去找爸爸，爸爸把我送到醫護站包紮傷

口。包紮完後，爸爸抱我到他的肩上一起

看月亮。說起來也很奇怪，沒有印象多

痛，只記得在爸爸的肩上看到的月亮是印

象中最圓最亮的一次。

 控一乙 黃柏維

　　小時後爸爸的臉是十分陌生，出門旅

遊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在一個十分

炎熱的日子，爸爸帶了全家一起去了白沙

灣，我們赤腳走在那炙熱的沙灘上，玩了

一整個下午，最讓人忘記不了的是，我們

把爸爸埋進沙裡只露出他的頭，過了很長

的時間才把爸爸放出來。從那次之後，爸

爸在我的心目中不一樣了，就像一個年紀

較大的好朋友。

 訊一乙 陳韋伶

　　從小沒和媽媽住在一起，有一次媽媽

回來看我們，帶我們去公園盪鞦韆、溜滑

梯，陪在我們身邊，因為很少看到媽媽，

所以更珍惜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每次都

覺得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很短暫，那次也

是我印象中最快樂的記憶了。

 園一乙 郭庭嫣

　　記得在某年暑假，就因為我的一句

話，爸爸載我去屏東海生館，那一次應該

是最特別的回憶，因為是只有我和爸爸兩

個人的旅行！還記得那天我們聊了很多平

常不會聊的心事，我才頓時發現原來爸爸

不是平常那麼權威、那麼難以親近。

 普一甲 江聰榮

　　記得在五歲那年與家人一起去動物

園，爸爸用溫暖的手，將我背上他的肩，

那記憶還歷歷在目，那雙巨大溫暖的手讓

我感受到父愛。當時看著動物園的動物走

動著，好開心。時間過得很快，我們都長

大了，跟家裡的互動也減少了，只是父親

帶給我的感覺到現在依舊沒變，時時溫暖

我的心。

 普一甲 鄧佳盈

　　在我印象中，和家人最深刻的一次旅

遊就是去爬山，我還記得那次爬山我們總

是在爸爸後頭緊緊跟著，深怕一不注意，

便不見他的身影。爸爸是位嚴肅的人，我

們的關係並不親密，但爬山時我會看到他

的一絲微笑。那時的我感覺很幸福，好希

望時間凍結在那一秒。我很珍惜和家人相

處的時光，因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得來不

易的回憶。

 會三甲 高姿穎

　　雖然小時候爸爸經常帶我和姐姐到處

玩，但最深刻的旅程卻是多了媽媽參與的

八里遊。從小父母離異，這次真正讓我有

全家出遊的喜悅，感覺特別溫暖，我們四

人騎著協力車，過程中有說有笑，只有這

時候媽媽的碎念成了悅耳的聲音，微風徐

徐，即使飄雨也澆不熄我們的熱忱，烏雲

在身後追逐著使我們更賣力地踩，諧和的

齒輪聲說明了我們的默契十足，完成了這

趟協力車之旅時。落下了傾盆大雨，此時

的雨看起來不悲傷，而是快樂。

 園二甲 抹ㄉㄟˊ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這句話

是我和媽媽每年暑假出去玩的出發點。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剛考完基測的那個暑

假，媽媽帶著我飛離台灣踏上了美麗的北

海道。剛下了飛機，撲鼻清新的空氣加上

乾淨整齊的街道，是我對日本的第一印

象，從前都只在課本、雜誌、電視上看到

的日本，現在終於在我眼前了。在日本旅

行的途中，熊熊牧場、能讓緊繃心情完全

放鬆的溫泉，都讓我印象深刻。一路上跟

媽媽分享了許多的心事，也聊很多彼此的

看法，希望以後還有更多這種機會可以放

下身邊的事，好好地放鬆聊天！

 會一乙 黃沛綸

　　有一天我臨時起意想去淡水，於是和

媽媽約了阿公一起去，沒想到那次的臨時

起意，是我從小到大最美好的一個下午。

阿公是位很嚴肅的人，所以在他面前我也

不太敢放鬆的與他對話，但那次阿公主動

跟我說了他長大的經歷和對我的期望，而

我也第一次把我的真心夢想告訴阿公。那

天是我最喜歡的一天，因為有美麗的淡水

風景還有我最愛的阿公。

 商一乙 鄭渝平

　　自從上了高中後，每天都很忙，而哥

哥姐姐也都在上班，一家人連要一起吃飯

都不太可能，更別說是一起出遊了！

　　那一天天氣很棒，我們一家人很難得

都在家中。爸爸開著車帶著我們到菜市場

逛逛，我們邊走邊談天，談論著彼此最近

的改變，說說自己在學校或工作的地方所

發生的趣事與不愉快。對我而言這也像是

一次旅遊，雖然菜市場是一個很平凡、常

常去的地方，但和全家人一起去有不一樣

的感覺和氣氛，很幸福。

 餐三甲 瑀雯

　　從小就在別的縣市讀書，離開家十年

多了，久久才回家一次。回家時媽媽總會

為我做我喜歡的飯菜，最喜歡吃飯時全家

人聚在一起聊天，聊我在台北讀書打球的

狀況、關心我有沒有遇到什麼不開心的

事，這種溫馨是在宿舍感覺不到的，一個

小小的問候，總是能讓我安心許多。雖然

沒什麼機會和家人旅遊，但每一次回家是

我最喜歡的「一個人旅遊」。

 資一乙 盧秀貞

　　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三、四年

級的時候，和媽媽在半夜騎腳踏車四處亂

逛。那天我睡不著，和媽媽在聊天，後來

肚子餓，就一起牽腳踏車到街上找店面；

我們時走時騎，一邊找好吃的、一邊聊心

事，那時凌晨兩三點，夜深人靜，店面多

已打烊，只有路燈亮著。一路上燈光美、

氣氛佳，和媽媽講了很多，才知道很多平

常媽媽沒講出的感受，使我了解有些辛苦

是看不到的，還有媽媽以前過的日子和我

們現在過的生活落差有多大，讓我更珍惜

現有的幸福！

 會三甲 陳羿帆

　　在一個涼爽的夏日，我們全家人前往

虎頭山，享受一個難得的假日。一路爬上

瞭望台，看到遠處綿延不絕的高山，讓我

們讚嘆不已，當我閉上眼睛享受著迎面吹

來的風，就覺得自己像飛在空中一樣，一

點都不想要離開。除了欣賞平時鮮少有機

會看到的風景之外，旅行也大大地增進了

家人們之間的感情，雖然不是那麼豪華的

行程，但經過一路上的談天說地，讓我更

能了解父母為了使我擁有更好的生活，努

力工作所承受的委屈，以及對我的期待。

或許有些人會常常花錢出國遊玩，但對我

來說，比起昂貴的出國旅遊或是高級的行

程，能和自己最珍貴的人一起旅行，無論

哪次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旅程。

 普一甲 曉風

　　每當我和姐姐都一起放暑假，我們全

家便會規劃一趟家庭旅行。最常去的是花

蓮，那兒的蔚藍天空連接著一望無際的太

平洋，行駛在九彎十八拐的台九線上，爸

爸有時會停下來欣賞這風光。到了海洋公

園有各種表演，海豚的跳水，海獅的競賽

等等，到了表演結束，爸爸和媽媽便會帶

著我跟姐姐，全家四人一起玩各種遊樂設

施，累了就回到舒服的遠雄大飯店，享用

精緻的晚餐，搭配愉快的心情，這些幸福

又快樂的回憶，至今仍會在我感到空虛寂

寞時，一一浮現，然後便能振作起來，因

為背後永遠有家人的陪伴。

 普一甲 孫浩仁

　　2011年的暑假，外婆檢查

出罹患肺癌，且是末期。全家人雖難過及恐

懼，但十分積極想靠著醫學之外的力量，幫

助外婆的病情有所改善。隔年5月，我們規

畫到明池山莊走一走，因為外婆的生病全家

有這個機會相聚在一起，那時的外婆，絲毫

沒有疾病纏身的感覺，全程和大家一起走完

所有登山看神木的路程。途中有說有笑，也

難得的和家裡每一個人合照，甚至用著在社

區大學所學的英文和我們聊天。這次旅遊之

後，外婆的身體狀況逐漸虛弱，我也更懂得

珍惜每次相處的時間。而現在，我已握不到

她的手，只能用照片及回憶來思念我們當時

美好的一次旅程…。

 普一丁 黃子懿

　　記得大概是幼稚園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去高雄。晚上坐船遊愛河，

微涼的風輕輕地吹，安靜的黑夜跟家人愉

快地聊天著。後來我們去逛六合夜市，因

為還小沒辦法忍受一直走路，所以我又哭

又鬧，耍著脾氣說走不動了，卻又要爸爸

買個紀念品回去。那是我，年幼無知和任

性的我。最後，爸爸背起我走回飯店，在

中途買了一隻美樂蒂給我，我帶著滿心歡

喜，累到在爸爸的背上睡著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高雄好不好玩，

而是爸爸那寬厚的肩膀，很溫暖。雖然美

樂蒂不見了，爸爸也背不動我了，但這趟

旅行卻像熱鐵烙膚，深深地留在我心中，

揮之不去。

圖:普一甲
   曾靖祐

 普一甲 張皓墉

　　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常和父母騎腳

踏車出遊，每個星期六、日，早上出門，晚

上才回家，我覺得那時候是和父母相處最好

的時光了！雖然現在父親不在台灣，一直都

在外地工作，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還能

夠再一起騎著車吹著風，找回

那份最真實、最美好的回憶！

 餐三乙 邱重琦

忘了去什麼地方

忘了我們怎麼出發

天空藍和青草綠是這次出遊   的畫布 

愉悅的笑聲是這畫面的背景音樂 

與父母一同用粉紅色飛盤畫下回憶 

累了就在樹蔭下休息 喝口水 

在心中電池充飽電之後 

再一次回到都市面對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