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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家庭結構的轉變，親子關你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不少青少年對自身的子職角色缺乏

應有認知。研究者期盼透過課程的安排，強化親子間的正向情戚連結，協助青少年善盡自身

的子職角色，並提昇家庭的情戚功能，增進幸福戚。

在文獻探討中，研究者彙整子職的內涵與當代子職教育的重點，並說明親子關條與幸

福是色的關聯，同時也探討體驗學習如何應用於子職教育。在實際教學中，研究者運用繪本與

「愛的撲克牌」教具，協助學生熟悉五種愛之語的精神;通過「親情地圖」訪談，引導學生

省思自己的親子互動關條;最後安排「飛禮物」活動，讓學生以實際行動向父母傳情示愛。

整體課程成效包括:學生增進對子職的實踐，並能主動&.哺回饋家人，更進一步也提供

向上管理，改變親職的關愛方式，強化了家庭的幸福戚。

關鍵詞:子職教育、愛之語、幸福戚、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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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s new changes, and many

teenagers lack of filial role perception. The researchers hope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help young people fulfill their filial role, enhance the

family's emotional function, increase well-being.

In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s compiled the meaning and contemporary filial education,

and explanation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ssociated with well-being, but als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how to apply to filial education. In ac個al teaching, the researchers use picture

books and "love poker," aids to help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spirit of the five

kinds of love; through the "family map" interviews, students reflect upon their ow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final arrangements "flying gift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take practical action to deliver

to their parents l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verall program include: Students enhance the practice of filial

role and feedback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nurturing family, but also to provide further upward

management, change parental caring manner, and strengthen the family's well-being.

Keywords: filial education, the language of love, well-being, experiential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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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主.L...一二二主

宜、目。再

在高中家政教學的範疇中，經營良好

的家人關係一直是重要的核心概念。而綜觀

近年來受到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家庭轉變，像

是家人共處時間減少、離婚率攀升、人口老

化快速、生育率降低等現象，使得不少家庭

已因調適不良而出現問題，家人間的親密感

也漸趨淡薄。由此更加突顯出家庭教育的重

要

在此背景之下， I于職新關心」的主題

課程研發，便是奠基於協助學生增進與家人

的正向互動，期待引導學生培養主動向家人

傳情示愛的習慣。主要的理念有以下三點:

一、深耕當代的子職教育，

以增進幸福感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報告指出，

2010年我國的總生育率已降至0.895 '意指

平均一位婦女終其一生可能生育不到一個孩

子，已創下歷年來的新低點。少于女化加上

高齡化趨勢對家庭結構的交互影響，使得這

一代青少年步入成年期之後，對原生家庭勢

必要肩負起更為吃重的責任。然而，反觀現

今社會中日漸增多的尼特族 (NEET) 或啃

老族，卻突顯出為數不少的于女們在成年

後，不但對自身的于職角色缺之應有認知，

沒有承攜起家中的責任，反倒將父母對自己

的付出視作理所當然，成為老年父母無法卸

下的沈重負荷。

早期在親于教育的範疇中，較偏重親

職角色的教育，對身為于女一方應有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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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是偏少的。在2003年通過的家庭教育法

中，早已明確指出于職教育為家庭教育中重

要的一環，身為中學的家政教師，期盼能透

過課堂的練習，在現階段協助青少年主動覺

察父母的需要，學習以多元的方式關懷父

母，善盡自身的子職角色，在未來方能成為

有責任感的成年子女。

當于職教育向下紮根，不僅有助於親

于關係的良性發展，促使父母與于女有較

高的心理互動與身體接觸，更將提昇青少

年的生活滿意度與整體幸福感 (Gongla &

Thompson, 1987) 。

二、提昇家庭的情感功能，

強化親子連結

根據周麗端與唐先梅於2010年所進行的.

國人家人互動調查顯示，每天住在一起的家

人中，有20.6%的人不曾及很少與家人相聚

互動至少三十分鐘;有35.9%的人不會及很

少關心與問候家人;有50.3%的人不曾及很

少傾聽家人的心情故事;有62.1%的人不會

及很少對家人表達感謝與讚美;有76.2%的

人表示不曾及很少與家人擁抱。

上述研究結果彰顯出家庭的情感功能

有再強化與學習的必要。因為當家人之間缺

之深厚情感的連結時，一旦發生嚴重的家庭

衝突，往往會由於凝聚力薄弱，特別容易陷

入家庭危機，甚至瀕臨家庭解組的困境。身

為教師的我們，期待透過家政課的學習，幫

助學生強化自己家庭的情感功能，主動改善

疏離的家人互動，進一步強化親于的正向連

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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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情感的多元表達，

主動關懷家人

在親子關係與互動溝通的學習領域中，

Dr. Gary Chapman所提出「愛之語」理論，

是相當適合國人學習的內容，因為在傳統華

人家庭文化中，親子間表達感情的方式往往

是含蓄的，甚或不知如何以適當方式向家人

傳遞愛意。而透過認識愛之語，正可協助學

生學習主動關懷父母的多元方法。

依據愛之語的概念，每個人都有某幾種

自己特別熟悉的情感言語，要增進彼此之間

的感情，應該學習以對方的愛之語類型，來

傳遞自己對對方的關愛。就親子關係的經營

而言，愛之語的學習將拓展瞭解情感表達的

多元方式，而探索各種愛之語的具體表現，

表1 國內子職相關研究

對建立良好的親子互動將會有具體的助益。

貳、文獻探討

一、子職

(一)子職的內涵

子職是相對於父母的親職的一種身份。

所謂「子職J '乃指為人子女在家庭中應有

的角色份際，及其所需擔負的角色責任。隨

著時代的演進，家庭文化已有不同面貌，子

職的內涵也與時俱進有了新的改變。目前國

內對于職教育的研究仍相當有限，研究團隊

彙整近期有關于職的研究結果在表1 '期能

從中歸納出當代子職的內涵。

年代 作者 研究對象 子職內涵 研究結果

1.情感回饋與分享 1.大學生于職知覺與子職實踐以自我

嘉義、臺南 2. 體恤與協助 照料層面最高，以陪伴父母層面最

2005
蔡縈娟 、高雄、屏 3. 聯繫安心 低。

吳水銀 東縣市之大 4. 陪伴父母 2. 大學生的子職實踐會因為其子職知

學生 5. 自我照料 覺得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高于職知

6. 獨立自制 覺的大學生會有較高的子職實踐。

1.配合父母教導 1.國小學生子職角色在獨立的知覺程

2. 主動與父母溝通 度最高，在聯繫安心知覺上較低。

2006 李玉珍
國小高年級 3. 情感回饋 2. 國小學生子職角色知覺程度愈高，

學生 4. 維持家庭和諧 則其親子關係會較好。

5. 分擔家務 3. 國小學生的「回饋與溝通」知覺對

6. 獨立自制 親子關係的建立最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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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獨立自制

2. 陪伴體恤
1.于職態度與行為的養成，需要靠父

成年初期的 3. 生活協助
2006 陳若琳

子女 4. 傳訊安心
母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適時地傳

5. 情感、支持
遞給子女。

6. 反哺回饋

1.于職角色知覺以提供父母心理支持

1.照顧回饋
層面最高，文化反哺層面最低。

臺灣高中職 2.受教
2. 于職角色實踐以提供父母心理支持

2008 吳恩婷 學生與廣州 3.文化反哺
層面最高，接受父母心理支持層面

高中職學生 4.接受父母J心理支持
最低。

5.提供父母，心理支持
3. 于職角色實踐最有效的預測變項為

于職角色知覺，亦即欲提升實踐程

度，先需由提升其知覺做起。

l 陪伴體恤與溝通分

1.于職教育課程對于職知覺與父子親
弓王台F.

嘉義縣某國 2.情感支持與反哺回
密感的發展上有其正面的影響。

2009 吳順發 中三年級學 饋
2. 于職知覺在于職教育課程與父子親

生 3獨立自制與自我照
密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即父子親

料
密感的提升可透過于職知覺的增進

4.傳訊安J心
來著手。

1.工具性支持:日常

生活活動的支持、

2009 陳美智
臺灣中部地 生活照顧、金錢支 1.中年子女在提供情感性支持的意願

區中年子女 持及物質支持 上較高於工具性支持的意願。

2. 情感性支持:傾聽

心事、關心和愛

1.獨立自治 1.高職生于職角色知覺與實踐均以體

2010 巫淑惠
高雄市高職 2. 體恤尊重 恤尊重最高，以聯繫溝通最低。

學生 3. 聯繫溝通 2. 高職生于職角色知覺及子職實踐對

4. 反哺回饋 親子關係有顯著預測力。

1.遵守家規、協商管

教

2. 與家人有效溝通、

學習衝突解決

2010 林曉慧
國小高年級 3. 分擒家務不分性 1.建議運用價值澄清法協助發展于職

學生 別、學習照顧家人 角色認知。

4. 自制獨立、自我管

理

5. 情感支持與關懷

6. 分享與成長

60 中等教育第64卷第4期



子職新聞IG
Filial Education

1.情感支持與回饋
1.國中生子職角色知覺與實踐均在獨

2. 接受父母教導
立方面表現最佳，而在回饋溝通部

高雄市公立
3. 自我管理與獨立

分較差。
2010 唐佩鈺

國中生
4. 維持家庭和諧

2. 國中生子職角色知覺的程度略高於
5. 協助家務分工

子職實路，顯示在子女職責上的認
6. 主動溝通與聯繫分

知有餘，然行動仍略顯不足。
享

1.國小局年級學童子職角色知覺以獨

1.獨立自治
立自治層面的得分最高，以體親安

高雄縣市國
2. 體親安親

親層面的得分最低。

2010 黃麗樺 小高年級學 2. 國小高年級學童子職知覺均較子職

生
3. 尊敬順從

實踐的程度高。
4. 情感回饋

3. 國小高年級學童子職角色知覺愈

高，其子職角色實踐情形則愈佳。

1.主動溝通 1.國小局年級學童子職角色實踐以獨

新北市國小
2. 獨立自制 立自制的得分最高，以新知反哺的

2011 陳孟君
高年級學童

3. 體恤 得分最低。

4. 聯繫安心 2. 國小高年級學童子職角色實踐能顯

5. 新知反哺 著影響學生幸福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關於子職的內涵，彙整上述的研究結果

可歸納以下五類:

1.家務分擔:主動承擔日常的家務工作:

打掃或收拾房間、三餐準備、洗衣或倒

垃圾。

2. 陪伴體恤:與父母相處，關懷體諒，瞭

解需求，能主動感謝，表達關心與愛。

3. 聯繫溝通:主動告知行蹤，分享自己的

生活與交友、與父母協調，交流彼此的

想法。

4. 獨立自治: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規律作

息或善用金錢等，能自愛自立避免父母

擔心。

5. 文化反哺:主動與父母分享，回饋父母

自己所學，讓親子可以一同學習與成

長。

(二)當代子職教育的重點

分析前述子職相關研究，主要有兩點發

現，可供作推動子職課程的重要參考，茲說

明如下:

1.在子職角色知覺與實踐上，得分較高的

是自我照料或獨立自治，而得分偏低的

則包括有文化反哺、聯繫溝通、陪伴父

母等。未來在進行相關課程時，可透過

活動設計，引導青少年與父母進行新知

反哺或彼此交流的互動。

2.子職實踐對親子關係普遍具有正向的影

響，但子職角色的知覺程度高於實踐程

度，如何引導學生將對家人的關心與

愛，主動落實到行動中，將是子職教育

課程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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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福感

家庭氣氛的經營是家中每一分子的共同

責任，包括親于互動、家人關係、于職與親

職任務等。陳清美 (2006 )研究指出高中職

生的家庭氣氛與幸福感不受家庭社經地位影

響，良好的家庭氣氛可以有效預測幸福感，

家庭氣氛越好幸福感越高。家政課程內容致

力於提升經營生活的能力，自然與個人與家

庭的幸福感密切相關 o 在心理學中，幸福感

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是個人對自己的內

在情緒及情感狀態及生活滿意度之評估。以

下將探討何謂幸福感，並進一步分析親子關

係互動、家庭結構與幸福感的相關性，以供

作課程設計的參考。

(一)幸福感的內涵

以中國文化面向來釋義幸福感，多以融

合哲學及道德的論述，而西方文化定義的幸

福感，則以社會科學觀點出發。茲將中西方

對幸福感的詮釋說明如下:

1.中國文化觀點:綜合道、儒、釋三家的

說法，知足、不爭、守柔及無為的人生

態度，幸福感是一段經驗產生的感覺。

2.西方文化觀點:幸福感概念的相關名

詞有快樂( happiness) 、幸福( well

being) 、主觀幸福 (subject well

being) 、心理幸福 (psychologicalwell

being) 、生活滿意 (life satisfaction) 。

幸福感的發展大約分四個階段:第一，

認為幸福感是一種外在評量標準;第

二，開始以主觀感受的角度分析，是幸

福感為較多正面情緒及較少負面情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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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第三，對於生活的滿意度，且發

現情緒是幸福感的要素;第四，整合上

述各階段的意義，認為幸福感是對生活

滿意的程度及所感受的情緒整體評估而

成的(陸洛， 1998)

(二)親子關係與幸福感

親子關係是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互動所

構成的人際關係，也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觸

的關係'是一切人際關係的基礎。Gongla 、

Thompson (1987) 根據家庭結構、互動及心

理存在性，將親于互動分為四種狀態:

1.聚頻心繫:父母常常會和子女一起活

動，並時常對于女表現出關心。

2. 聚疏心繫:父母雖很少有實際的互動但

彼此心裡互動關係仍高。

3. 聚頻心離:親于雖同住，但並無明顯的

情感交流。

4. 聚疏心離:親于未同住，平常也不往

來，形同陌路，親子之間缺乏互動。

與父母親「聚頻心繫」的子女，其身心

健康、生活滿意及整體幸福感皆高於與父母

親「聚頻心離」、「聚疏心繫」、「聚疏心

離」者(曾筱捷， 2010) 。

(三)家庭結構與幸福感

研究顯示雙親家庭、繼親家庭、單親家

庭、隔代教養及其他等不同家庭結構的青少

年，其幸福感並無顯著差異，國外研究亦顯

示青少年在結構完整卻高衝突的家庭比離婚

卻低衝突的家庭其幸福感來的低很多(梁瑪

睛， 2009) 。與父母親「聚頻心繫」的親于

關係'最能提升整體幸福感、自我肯定、生

活滿意、人際關係及身心健康的表現。



三、體驗學習

(一)體驗學習與家政課程的關聯

我國教育往往過於強調知識的填充、智

性的教育，加上少子化的結果，學生最基本

的生活治理能力、問題解決能力都不足。在

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體驗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是有倡導的必要，體驗學習是指

不拘泥於學校或教室環境，希冀任何場所都

能產生良好的學習效果，老師的角色是引導

者、協助者，而不是解惑者，學生經由自發

性、主動性的學習，從中獲得生活中的知識

與學以致用的能力。

民國97年 1 月公布，民國99年實施的普

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家政」課程綱要中提

到修習家政課程希冀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第一點:實踐個人與家庭生活管理之能力、

第二點:增進改善家庭生活之創造力、第三

表2 體驗學習的內涵與運用

子職新聞心
Filial Education

點: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係、第四點:積極

參與家庭活動與第五點:培養尊重、關懷與

愛的能力。這五項核心能力大抵須經由體驗

各種學習活動，從事有意義的學習，並從活

動中習得生活實用的能力，俾能應用於生活

情境中(吳清山， 2003) 。

(二)體驗學習的重要理念如何運用

在「家人關係」課程中

「家政」課程綱要的第二大主題為家人

關係。李坤崇 (2001 )指出體驗學習乃是解

決「學校知識非生活化」、「學校知識非實

踐化」之其體有效策略。「子職新關心」的

課程設計是深度接觸真實的生活情境，體驗

'ii故中學」的歷程，延伸到生活中的實踐，

並涵養孝親的情操，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內

化成平時的舉手投足之間。茲將本課程設計

所運用的體驗學習內涵彙整如表 2 。

內涵 體驗學習的意義 活動運用

經驗學習 學生從實際經驗中學習 小組分享(與家人間的互動)

2 行動學習 學生從觀察、嘗試與實做中學習 愛的撲克牌、飛禮物行動規晝

3 反思學習 學生從一連串的省思中強化生活能力 親情地圖

4 能力學習 能力習得重於知識獲得 飛禮物成果報告

(三)體驗與運用「愛之語」

目前有關愛之語的應用教學，較常見

以紙筆的量表測驗為主，僅有師大人發所的

魏秀珍教授與博士班陳小英老師曾以圖卡的

方式，帶領成人進行愛之語的活動。 101學

年度由家政學科中心教師群進一步研發製成

「愛的撲克牌 J '並設計多樣的使用方法。

根據Gary Chapman的論點，每個人都有某

幾種自己特別熟悉的情感語言，也就是個人

的「愛之語 J '就像是與生俱來的傾向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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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當別人使用我們所屬的愛之語，與我們

交流或互動時，我們將較易產生被關愛與被

重視的感受。同理，若我們沒有使用對方所

屬愛之語來互動時，對方可能較不易感受到

愛意，對於彼此關係的改善或提昇'則徒有

事倍功半之感。所以我們不僅應探索自己的

愛之語，並且應努力多運用家人的愛之語，

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愛意，以增進家人間的

情感(王雲良譯， 1998) 。愛之語主要有五

種類型，其表現方式茲說明如下:

1.肯定的語言:用言語或文字書寫的鼓勵或

讚美來表示關懷、肯定、支持與愛意。

2.服務的行動:因為愛而自發性地為對方

付出，讓對方感受到被呵護與被照顧。

3.送禮物:選一件適合對方的具體禮物，

而這份禮物是給對方的思念與愛的視覺

象徵。

4. 精心的時刻:心無旁驚的關注對方，傾

參、教案架構

聽同理並給予回應，是高品質的互動關

係。

5. 身體的親密:牽手、摟肩、按摩或親吻

等讓對方從友善的肢體碰觸中，感受到

溫暖。

為了讓學生於課程活動中能體驗與運用

愛之語各面向，設計「愛的撲克牌」教具，

俾能提升學習家人關係課程的興趣，建立良

好的人際互動模式，省思與自己家人的愛之

語表現，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而為了引

導學生主動付出愛，同時也能覺察自己所接

受到的愛，並設計「給愛」與「接受愛」的

兩種面向。透過「給愛」牌面可使學生體認

自己可以如何關愛家人，激發學生對家人有

更多愛的表達;而「接受愛」牌面則可協助

學生覺察到日常生活中家人為自己的付出，

鼓勵學生主動感謝家人對自己的照顧與愛

護，避免將家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單元
子職新闕，心

名稱

授觀 3週6節，共300分鐘
授課對象 高中生

時間 (非連續的3週)

對應

課綱 ﹒積極參與家庭活動 對應課網 ﹒家人關係一一家人互動與溝通技巧

核心 ﹒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力 主題內容 ﹒家人關係一一學習型家庭

能力

根據文獻探討所得，國內青少年對於自身的子職角色常是知覺程度問於實踐程度，

亦即認知有餘，行動不足，特別是在文化反哺、聯繫溝通、陪伴父母等面向的子職

設計 實踐，更是普遍偏低。因此，本教案著重引導學生將對家人的關愛具體落實到日常

理念 生活中，透過「愛的撲克牌」、「親情地圖」與「飛禮物」等活動設計，讓青少年

與父母有更多的交流，學習主動為家人付出，強化子職的實踐，進一步增進親子關

係，強化家庭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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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層面 1 (三)情意層面 I (三)技能層面

教學 11熟悉愛之語的精神與內涵 1 1.體認良好親子關係的重要H練習以愛之語來傳情達意

目標 12.分析自己與父母的愛之語 12透過訪談增進親子的互動 12.提升傾聽與溝通分享能力

3.能舉出五種愛之語的應用 13.樂於善盡自身的子職角色 13.落實主動關懷父母的行動

子職新關IG、

節次

主題

1+2 3+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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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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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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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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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
享
果

|

圖
一
情
查

地
一
親
調

情
查
一
明
圖
項

親
調
一
說
地
事

一
之
視
愛
型

牌
一
愛
檢
的
類

的
克
一
悉
、
己
語

愛
撲
一
熟
語
自
之

一
一
世
、
之
承
手

職
一
新
職
愛
傳
攜

庭
子
一
解
子
識
與
哺

家
新
一
瞭
代
認
語
反

詛
間
盾
心

職
之
福

子
愛
幸

愛之語 |子職 l子職

幸福感 |幸福感 |愛之語

體驗學習|體驗學習|幸福感

教學

內容

主題 第1週 (100mins)
教學

資源

一、引起動機

1.教師介紹繪本「外婆萬歲」今年外婆生日規定大家不要送禮物，眾人便

商量好要送「非禮物」 不是禮物的禮物......。

二、發展活動

1.請學生思考眾人送給外婆的是什麼?服務、陪伴...... ，教師順勢帶出

「愛之語」的五種關愛的方式。

2. 繪本中，外婆需要的不是實體的禮物，而是親友相處的精心的時刻，現|﹒繪本「

實生活中，一份貼心的禮物是能讓家人感受到彼此的關愛，因此課堂上|外婆萬歲

不治用繪本的非禮物，而改用「飛」禮物。「飛禮物」的意涵是希望 IJ

1 r綜合五種關愛的方式，讓自己的關心飛到家人心坎裡的禮物 J '可以|﹒愛之語
家庭 I = =~::~:~::::=:/-J ~~，t.~~:~_~_~:'-:I~~~-H~:J~::~:~:~-.~ ~:~::'=~ ~ ~ ,:''''-'\ I

| 是幫爸爸槌背聊天一一精心的時刻+服務的行動也可以是充滿心意的實 l 教學簡報
新子職| |

' 體禮物，例如:繪製手工帳本給媽媽。 o 1 ﹒附件-

3. 親子關係隨著子代年齡增長，高中生的你們付出的能力與機會變多，從|【飛禮物

「我媽說...... J 到「我兒子說...... J '親子關係的方向在轉變:傳承的|學習單】

大手拉小手(↓) ，反哺的小手牽大手(↑) ，以及攜手的並肩同行

(••)
4. 請學生討論長輩曾傳承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曾和父母攜手規劃的旅程、

自己曾反哺長輩有關年輕用語的解釋等請學生分享，並填寫學習單(見

附件一)。

三、綜合活動

1.請學生空出桌面，以利下一節撲克牌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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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動機

1.教師發下撲克牌(見附件二) ，說明此為檢測學生愛之語的評量工具，

因此要照規定的方法操作，不可自行玩牌。

2. 請學生先進行「角色扮演」的活動，此活動為暖身，強調焦點為牌面文

字。老師抽兩個同學上台，請同學隨機抽兩張牌，先將牌面內容示人，

再對同學執行卡片上的動作。例如:第一位同學拿到牌是「梅花 4: 幫

(阿塘)的手機(設定快速按鍵) J '牌面展示給全班看過後，請第一

位同學對第二位同學模擬這個動作，依狀況模擬1-3對 o

愛的
二、發展活動 ﹒附件二

老師依序進行兩項愛的撲克牌活動，之後填寫愛之語檢測表。 【愛的撲
撲克牌

1.支援前線:由老師指定某一面向，如，-服務的行動 J '請各組將牌找 克牌】

出來。接著老師邀請某一組說出選的牌，並要求他組別對照是否一致 o

當各組不一致時，引導同學理解愛的方式常是綜合了兩種以上愛之語面

向，需考量接受者的主觀感受。

2. 心臟病遊戲:以此遊戲進行複習。依照一般撲克牌心臟病的玩法:組長

洗牌，每人輪流出牌，牌打出7秒內說出牌面所屬的愛之語面向，超時

必須將已發出的牌全數拿走，最先將牌打完的同學為贏家。

3. 接著，老師可讓學生填愛之語檢測表，瞭解自己的愛之語模式，引導同

學應用愛之語須投其所好。

三、綜合活動

1.從愛的撲克牌演練中，可以發現關心家人其實並不難，輔以「光之塔」

動畫短片欣賞，激發學生知親知心、子職不怠的積極態度。 ﹒附件三

親，情地 2. 教師說明「親情地圖」訪談作業的進行方式(見附件三) , ，-親情地 【親情地

圖調查
圖」是指親子心中儲存有關對方資訊的地方，未與父母同住的學生可選 圖學習單

擇自己的主要照顧者作為對象。先測爸媽可能的想法。回家後再進行訪

間，在訪問爸媽前不可讓對方看到自己在課堂上推測的答案。在訪問完

成後，需於最後一題寫下心得感想。

第 2 週(10伽nins)

一、引起動機

1.教師簡要回顧之前課程重點，並預告這節課將進行「親，情地圖」的分享

活動。

二、發展活動
﹒附件三

親情地
1.進行「親情地圖」分享 o 第一回合先在組內先分享訪談成果，每人做重

【親情地

圖分享
點筆記。第二回合則將組員大風吹到各組，分享自己這組的訪談成果。

圖學習單

透過兩回合的分享，進行全班成果交流，並使每位同學都有發表的機
>

會。

三、綜合活動

1.教師點出「親情地圖」訪談，是幫助親子間瞭解與對話的第一步，而更

進一步則是學會具體的傳情示愛方法。

中等教育 第 64卷第4期66



子職新關心

Filial Education

一、引起動機

1.親情的加值需要子輩更多的主動付出與陪伴，教師提醒孩子可以做的不

只是接受，而是主動的付出。

二、發展活動

1.請學生從親情地圖中確定家人的需求，並找尋可以反哺回饋的著力點。

飛禮物 2. 依照需求擬定飛禮物的種類，並寫下飛禮物的具體內容。a.舉例1 :教 ﹒附件一

行動規 媽媽使用電腦和設定社群網站(反哺的方向，肯定的語言+精心的時【兩禮物

劃 刻) 學習單】

3. 請學生填寫自己的飛禮物企劃(見附件一)，教師提示要在三週內完

成，因此儘可能以同住的家人為主，並思考可行性。

三、綜合活動

1.學生寫好計畫日，需與老師討論計畫的可行性。

2. 教師囑咐口頭報告時間以及注意事項。

第 3 週( 100mins)

一、引起動機
﹒電腦

1.教師發下飛禮物互評單(見附件四)和便利貼。
.單槍

飛禮物 二、發展活動
﹒計時鈴

口頭報 1.同學報告。
﹒附件四

正匕 2. 每個同學是報告者，也是互評的評審，因此請每個同學評審要勾選紀錄
【飛禮物

仁1

互評單】

報告者送禮物的對象、方向、方式，並依口頭結果評量報告是用心/普

通/敷衍。
﹒互評便

利貼

二、綜合活動

1.總結完後，請同學加總飛禮物的對象、方式、方向。

2. 同學計算的同時，教師請同學思考哪兩個同學的飛禮物最好?請同學在 ﹒附件四

互評

便利貼上寫下給這兩個優秀同學的肯定語言。 【飛禮物

回饋
3. 請同學發出互評便利貼，也鼓勵學生直接稱讚對方，讓表現好的同學能 互評單】

得到肯定語言的雙重獎勵。 ﹒互評便

4. 全班坐回原位，教師請被肯定同學好好欣賞一下同學給的回饋，也請全 利貼

班想想、如何見賢思齊，將同學好的飛禮物也回家送給自己的家人，讓彼

此的親子關係加溫加值，形成肯定的正向回饋循環。

肆、教學成效 從父母的生日、愛吃的食物、興趣或嗜好、

煩惱或壓力、最欣慰的事、身體的健康狀況

在此次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中，嘗試轉 等，企圖幫助學生更貼近父母的生理與心理

化John Gottman曾提出的愛情地圖概念，改 狀況。經過親情地圖的六題調查後，統計學

以「親情地圖」來增進中年父母與青少年子 生答對各題的比例，可以發現青少年子女對

女間的相互瞭解。為切合此目的，訪談問題 中年父母的生活各面向的瞭解，其最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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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答對父母出生年月日

者約78% 、答對父母的健康狀況者約 74% 、

答對父母的壓力煩惱者約 72% 、答對父母的

興趣嗜好者約 69% 、答對父母喜歡的食物者

約54% 、答對父母感欣慰之事者約 43% 。在

分享與討論過程中，不少學生猛然驚覺自己

並沒有想像中那樣瞭解或熟悉父母，也體認

到親子間的互動與交流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

間，而這正是後續課程可積極著力的部份。

第二階段中，學生選擇飛禮物付出的

對象比例最高是母親，高達八成，手足有兩

成，父親僅有不到一成 (6%) ，祖輩亦僅有

3% '其他親戚為1% 。實施的方向部分比例

最高為反哺，約七成，傳承次之約三成五，

攜手兩成。方式部份比例最高是提供服務的

行動，約七成，次之為精心的時刻約五成，

送禮物兩成，身體的接觸與肯定的語言比例

偏低，各約一成。在「飛禮物」的部份，因

對象、方向、方式皆可複選，故比例總和超

過一百。

觀察學生在課後對子職的體認的確有所

提升，不再視父母的給予為理所當然，反而

在課程的提醒與報告的訓練下，瞭解自己有

所能力做到反哺回饋，根據家人的愛之語，

給予適當的關心與愛，透過同儕的互評中也

更強化自己的信心，整體課程達到下列成

效:

一、學習主動付出，體驗子

職實踐的機會

高中階段的青少年雖多與家人同住，但

與家人間是「聚頻心繫」呢?還是「聚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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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呢?此階段課業壓力大，社團活動多，

加上3C用品的使用，在各種時間壓力的資源

競爭下，家人或親子關係往往順位越挪越後

面，親情地圖中每每可見最親近的陌生人:

「我爸居然跟我差10天生日! J 、「以為媽

媽的興趣是睡覺，結果是旅遊!J 、「我從

來不知道我爸喜歡吃苦Jl:\ J 、「原來我

爸媽都有生病! J 、「我爸的壓力來源居然

是我! J 而彼此關懷的行為也不如小時候頻

繁，-好像從小學後就沒有做卡片和送禮物

給媽媽了......J 、「上了高中就很難像以前

一樣，可以有很多時間陪著家人，很多有關

家人的事情，我總是變得後知後覺......J

因此在正規課程中提供機會或半強迫地讓孩

子回頭看看家人，重新認識家人，瞭解家人

互動非親職父母方的單向付出，而是隨著年

紀的增長，子職方面需要更多的付出與參

與。付出與參與是需要學習和提醒的，習慣

單方接受家人給愛的孩子，長大後啃老也許

還視為理所當然，唯有從青少年時期開始逐

步地提醒孩子對家庭需要的主動付出，方能

使其逐漸養成習慣，扛起家庭責任。

二、增進親子關係，以強化

家庭的幸福感

活動驗證了文獻中子職實踐對親子關係

的正向影響，縱使是瞥扭害羞的孩子，-我

在送這個(飛)禮物時也覺得怪怪的，很尷

尬，但我覺得適度表現自己的想法和戚受是

有助於情誼的。 J ，-其實跟母親相處並沒有

相像中的難。」越親近的人越容易被忽略，

雖然開始有點不適應，但開始就有回應:



「我真的諸多花時間在家人身上，而不是花

在電腦電視上，畢竟他們是自己的精神支

柱，在許多地方默默地推著自己前進，而自

己卻全然不知。」來自父母的回饋也顯示出

他們渴望並感謝孩子的關愛，.貼心懂事的

女兒真是幾世修來的好緣，今生能有一個乖

女兒是媽媽最大的幸福! J

三、提供向上管理，改變親

職的關愛方式

「我是當了爸爸後，才學會當爸爸

的。」這句廣告詞經典描述了許多父母對於

親職邊做邊學的情況，但現代家庭孩子生養

的少，教養經驗有限，邊做邊學難免有所疏

漏;因此當家政課程提及家人關係時，時有

面臨學生大肆抱怨自己爸媽的爆衝場景:

「其實我和我螞鮮少對話，要不然就是愛理

不理，應諾是我太放不開了，不過她也要檢

討她的個性。」也有在講解愛之語的方式有

肯定的語言時，學生苦笑父母多以「非肯

定的語言」來關心他，或是「根據我的觀

察，我覺得我媽最需要的是邏輯、冷靜、理

性。」學校課程只有教學生，教不到父母，

但透過回家訪談的親情地圖、愛之語調查和

飛禮物的執行，家長在被訪談和被調查的過

程中也間接學習到孩子學到的新觀念，透過

學生反哺父母新的家人互動模式，練習以肯

定的語言等適當的愛之語和父母互動的同

時，父母也能從中學習，間接改變父母執行

親職的方式，形成正向回饋迴圈。

除了課程所得，此次課程也嘗試運用

了不同教學法與教具，大量增加以學生為主

子職新聞心
Filial Education

的體驗式學習，比起傳統講述式的家庭課程

更能觸發情感，強化學習動機。例如透過互

動式教具一愛的撲克牌的演練，學生在玩

樂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學到愛之語，對於玩具

型的教具的新鮮感，讓學生眼到手到加強印

象，以及在報告中運用互評便利貼給與同學

肯定與讚美， ，.你做到了我做不到的，好羨

慕你們家......J 、「超棒的喔!照顧家人很

辛苦，我覺得你很有耐心!J 、「你好棒~

好孝順，我也要學你跟媽螞多親近!J

「你爸超酷!嵐覺你跟你爸超有默契...... J

對青少年而言，得到同儕的鼓勵是滋養其正

向行為的必要養分，比師長給予的好成績更

重要也更有意義，更能激發學生知親知心、

子職不怠的積極態度。

整套課程走完，身為教師學到更多，

聽完改完四百多個學生的報告和作業，認識

四百多個家庭的相處方式，教學相長，莫過

於是，在學生的分享中逐步修正自己的教學

內容和方式，希冀每個孩子都能帶把正向力

量回到家中，溫暖地反哺給家庭，讓「家」

成為一輩子永遠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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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飛禮物學習單

「飛禮物」行動， GO!

“ "/

,

(吉青團還)

/、/ 、、』 班級 庫號 件名

/、、

U+麼是飛禮物? (

1 「飛禮物」是「綜合五種關愛的方式，讓自己的關心飛到家人心坎裡的過程」 l

------------------1
:. 我曾叫人這樣「你」﹒:

I- 我曾和家人這樣「攜手」 等。:

I _ 我曾和家人這樣「反哺」 會

;. 我家裡最常出現的是 「你J / r 攜手 J / r 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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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Rh

r---------------------------------I
I. 我的飛禮物要送的重皇是一一一 I

J. 根據我的觀察，我覺得他/帥畫畫:
1

\ • 我會想以{傳承/攜手/反哺}的主血來進行(可複還-)

1 說明:

自. 我會想以{肯定的語言/服務的行動/送禮物/精心的時刻(陪伴)/身體的親密> I

l 的姐來進行(可純-)

l 說明:

l . 飛禮物的內容: t

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愛的撲克牌

此教具共含一張使用說明及54張牌，牌

面內容有愛的表達之六大面向，並以四種花

色標示，茲說明如下。

1.六大面向:牌面內容為各種愛的表達方

式，涵蓋肯定的語言、服務的行動、送禮

物、精心的時刻、身體的親密，及包含兩

種以上愛之語的綜合等六大面向。

。說明:建議教師引導學生多思考、多討

論，此六大面向分類不見得是絕對性的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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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種花色:黑桃、梅花、紅心、方塊等四

種。其中黑色(黑桃和梅花)是給愛，黑

桃 主詞我是男生，梅花 主詞我是

女生。而紅色(紅心和方塊)是接受愛，

紅心一一主詞我是男生，方塊一一主詞我

是女生。

。說明:在愛之語的教學上，期待能引導學

生主動付出愛，並覺察自己所接受到的

愛，因此透過「給愛」牌面讓學生去瞭解

自己可以如何關愛家人，激發對家人更多

愛的表達。而「接受愛」牌面讓學生去覺

察生活中家人的付出，鼓勵學生感謝，避

免將家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表3 愛的撲克牌內容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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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面向 四種花色 方向 牌面內容

黑桃A 1.肯定(爸媽)對(家庭的付出)

黑桃2 2. 感謝(爸媽)準備(超營養午餐)

-同且主主- 梅花A 給愛 3. 讚美(爸媽)遺傳給我(美麗的眼睛)

定 梅花2 4. 稱讚(爸媽)今天(看起來又更年輕了)

的 梅花3 5. 寫一封信謝謝(爸媽) (從小到大對我的照顧)

三口五口
紅J (j、A 6. (哥哥)傳一則(關心)的簡訊給我

E司 紅心2 7. (妹妹)寫一張小卡告訴我: (他永遠以我為榮)

方塊A
接受愛

8. 在我沮喪的時候， (姊姊)告訴我: (他會支持我)

方塊2 9. (弟弟)面帶笑容告訴我:很開心能(與我成為家人)

紅心3 1. (姊姊)為我(翻譯日文食譜)

黑桃3
給愛

2. 替辛苦工作的(爸爸) (湖壺茶)

ij~ 梅花4 3. 幫(阿贖)的手機(設定快速按鍵)

務 梅花5 4. 幫視力不佳的(阿公) (標示電視遙控器)

的
車工J心4 5. (弟弟)為我(跑腿買文其)

行 紅l (j、5 6. (哥哥)幫我修理(中毒的電腦)
動

方塊3 接受愛 7. (媽媽)為挑燈夜讀的我(煮宵夜)

方塊4 8. (姊姊)為參加面試的我提供(穿著建議)

方塊5 9. (爸爸)為全家人下廚，準備(可口的晚餐)

黑桃4 1.送給(結婚 20週年的爸媽) (拍攝藝術照)

黑桃5 2. 存錢購買 (GPS) ，送給(熱愛騎單車的爸爸)

梅花6 給愛 3. 將(太陽眼鏡) ，送給(喜愛戶外活動的阿贖)

送 梅花7 4. 自製(半年期槌背卷) ，送給(工作繁忙的媽媽)

禮 梅花8 5. 將精心挑選的(拐杖) ，送給(行動不便的阿公)

物 紅心6 6. (爸媽)挑選(一隻小狗)送給我

紅心7
接受愛

7. (哥哥)將(自己整理好的數學筆記) ，送給我

方塊6 8. (妹妹)自製(美味餅乾) ，送給愛吃美食的我

方塊7 9. (住在遠方的阿體)寄給我(他出國買的伴手禮)

黑桃6 1.和(全家人)一起(用餐)

黑桃7
給愛

2. 和(阿塘)一起(做料理)

精 梅花9 3. 和(媽媽)一起(騎腳踏車)

IU、 梅花 10 4. 和(爸媽)分享(自己的夢想)

的
紅心8 5. (姊姊)和我(談心)

時

紅d心9 6. (爸媽)帶我(出遊踏青)
刻 方塊8 接受愛 7. (爸媽)和我分享(年少的故事)

方塊9 8. (弟弟)和我分享(今天生活大小事)

紅心10 9. (妹妹)在我悶悶不樂時， (聽我說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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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題

黑桃8 1. (挽著) (媽媽)的手一同逛街

黑桃9 2 為腰酸背痛的(阿總) (槌背)

身 黑桃10 給愛 3. 幫腿部酸痛的(爸爸) (按摩小腿)

體 梅花J 4. 給即將(比賽)的(妹妹)一個擁抱

的 梅花Q 5. 在(弟弟)難過時， (輕拍他的背)表達安慰

親 方塊10 6. (姊姊)和我(背靠背坐著)
密 方塊J 7. (哥哥)和我(擊掌)展現默契

紅心J
接受愛

8. (阿塘)和我(牽著手)一同散步

紅I l;、Q 9. (媽媽) (摟)我的肩膀，給予支持鼓勵

黑桃J 1.教(阿壢) (識字)與(搭公車)

黑桃Q
給愛

2. 與(阿公) (合照)後製作精美(手工相框)

梅花K 3 跟(阿輝) (學一道傳家菜)並(做給他吃)

綜 黑桃K 4 教(阿公) (使用FB) ，讓他能與我們(分享生活)

iEE1A 5. (爸爸)送我(相機) ，並和我(一起攝影)
紅，心K

6. (媽媽)和我相約(逛街) ，一起買件我喜歡的(衣服)
方塊Q 接受愛

7. (爸爸)帶全家人(逛夜市) ，一起吃小時記憶的(雞
方塊K

蛋糕)

JOKER 給愛 I. (姊姊)飆車載我去(兜風)

鬼牌

JOKER 接受愛
2. 我偷偷刷(媽媽)的信用卡(幫他買禮物)

附件三親情地圖學習單

班組處說

學生大名

Jl JL J( J

親悄地間

是前tt ..

彼此關條

說明 :1 親的地圖是指親手心中儲存11關tt力資訊的地方學得越世f 親悄地圖J 將11助於親F之間的申l'lfi敵解﹒

在訪問爸則或其他家人時﹒而不壘~;實對方先君主IJn已在課堂上所推i\lIJ~膺品直﹒訪問後紛跑下感也1

，€s自己先在鐸堂上推測填事 B.課後前開普蝸益自己記錄 ，€s自己先在課堂J:.Jli到樓事 E忌諱復前閉著蝸益自己記錄

r I-La能提出每輯出生的年月 B f 1-2 您出生的年月自是 : f 2-1.從能搜出華攝的興趣是嗜好 r 2-2. 您的興趣是嗜好是

: (是 Ans: I Ans.:: (是) Ans : ! Ans:

\ (苦 1 1i:. (苦 1 !.

( 3-1 帥制制喜歡吃的食物'( 3-2 您喜歡吃的食物是 \ f 4-1往能說出糊糊欣慰的事 I 4-2 您叫闊的事是
: (是 1 Ans : i Ans.:: (是 lAns: iA悶，

〔苦 1 i:~.(苦 1 .l
~_._......_.﹒.._._--......_.....-‘，一-_....---.---..----.----------‘. .

: i 6-1.從能說出晉蝸目前健康狀況! 6-2 您目前他必狀況是

:;[是 1 Ans : i Ans: i
:: (吾 1 1

: 7 經過甜間與對照後﹒品上哪一超過自己a且是最深a'I? 請all.明暉因﹒益畫情分草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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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件四飛禮物互評單

飛禮物一一互評紀錄表

子職新關心

Filial Education

班級座號姓名

NO 對象 方向 方式 表現

父 母
手祖 其 傳 攜

反 肯定的 服務的
送禮物

精t心的 身體的 用 普 敷
備註

足輩 他 承 手
哺 至口五口至口圭 行動 時刻 接觸 'L' 通 R、 γJ

2
1
4
可

6
7
自

9
]()

11
12
n
14
l 月
1 的

17
lR
lQ
)n

21
??

"24
?~

1的

27
2R
?Q
1()
11
1?
11
34
1可

1的

37
38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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