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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一道親子間的溝通橋樑:

班級中的對話式週記

孫億蘭

前言

在導師生瀝中，筆者觀察發現國中生

已不像小學生一般，會向家長訴說學校生

活的種種，以致家長送有感慨，-不知孩

子心裡在想什麼?他/她不說，我們做父

母的怎麼會知道呢? J 青少年期被喻為人

生的風暴期，園中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叛逆

的傾向，他們體力充沛好動，喜歡追求時

墅，喜歡與朋友在一起，也容易受到朋友

的影響，還沒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卻想掙

脫對父母的依賴;自我控制力低，容易浮

躁不耐煩，甚至與人衝突，自我意識強，

常以自我為中心，容易反抗權威，常情緒

不穩，當遇到挫折時，容易消極悲觀，憤

世嫉俗。

青少年在學習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會

有暫時不適應的表現，那種自主與依賴間

的掙扎，需要家長協助扶持，若家長不了

解青少年的特性，一味用強制、高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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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對待，則親子之間永遠都存在著「代

溝 J 經常衝突不斷，而無法進行良性的

互動交流。相關實徵研究(林青瑩， 1997 ; 

吳俊賢， 2000) 也提到，國中青少年的親

子溝通情形越好者，其自我觀念、身心健

康、個人適應、社會適應、道德判斷發展

等也越好，且行為困擾和偏差行為愈少，

親子關係優劣對青少年發展之重要性不言

可喻，然而由於上述青少年的特性，即容

易情緒不穩定，亟欲脫離父母的約束，所

以可能不會主動向父母傳達一些關於自己

的訊息，父母要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並非

易事，因此，建立一個對話機制，以增進

親子間的溝通與互動，是刻不容緩的。

筆者嘗試在班級中推動「對話式週

記」的寫作，在實施之前，曾對班上學生

及家長各做一份簡單的問卷，以便對學生

的親子關係有初步認識;結果顯示，學生

的家庭氣氛尚稱融洽，對家庭有基本的向

心力，父母親多採用民主的管教方式，孩

子與父母親之間大多容易溝通，但孩子不

跟家人傾訴心事的比例高達到%'或許是

青少年的特性使然，不過這是筆者可以在

「對話式週記」著力的一點，如果平時親

子之間就能針對特定主題做討論與對話，

孩子就比較容易與父母之間交談，遇有心

事時，也會比較願意跟父母傾訴。

經過一學期的對話式週記寫作活動之

後，筆者發現班上學生的親子關係有所改

善，有助於親子溝通，茲將設計與實施情

形及家長與學生的回饋分享如後。

對話式週記的設計

邱獻輝 (2000 )的「青少年家長親子

溝通諮詢團體之效果研究」發現「親子溝

通困擾議題」可歸納出六個主題，包括

「青少年次文化」、「交友問題」、「與

家人的互動」、「學業問題」、「行為問

題」以及「沒有改變 J 筆者參考以上六

個主題，自編「對話式週記 J 設計出下

列十二個單元 r 愛你在心口難開」、

「心肝寶貝」、「我們這一家」、「學海

無涯，唯勤是岸」、「交友停看聽」、

「當哈利遇上莎莉」、「心美，看什麼都

順眼」、「電腦的繽紛世界」、「愛之深

責之切」、「溝通的藝術」、「我崇拜的

偶像」、「我的未來不是夢 J 透過前三

個單元先拉近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距離，也

讓家長了解孩子對家的感覺，之後再針對

課業、交友、戀愛、品德、電腦、溝通方

式、偶像崇拜與未來的規劃等層面去探

討。每個單元都有題目讓孩子去思考，並

有「家長的話」一欄讓家長寫下他想對孩

子說的話，最後有「自由發揮區 J 讓學

生表達其他的想法。其主題、單元名稱如

表 1 。

中等教育第 58 卷第 1 期 2007 年 2 月 . 103 • 



築一道親子間的溝通橋樑:班級中的對話式週記
實務分軍

表 l 對話式週記主題內容

週次 主題 單元名稱 希望達到的成效

與家人的互動 愛你在心口難開
透過寫一封信給父母，言表父母了解孩子對他的愛

與EE覺，增進親子間的交流與互動。

透過「心肝寶貝」雋永的歌詞，讓孩子了解到父

2 與家人的互動 心肝寶貝 母其實是把孩子摔在手心，也讓他們知道父母養

育的辛苦。

3 與家人的互動 我們這一家
透過書寫「我們這一家J 讓孩子省視自己對家

的成覺，也讓家長了解到核子如何看待這個家。

學海無涯，唯勤
圈中的課業一向是父母憂心的部分，希望透過這

4 學業問題 個單元，讓接子省思自己的學習態度，了解父母
是岸

對他們在課業上的期符，能夠積極面對學習。

透過這個單元，讓核子省思「近朱者赤，近墨者

5 交友問題 交友停看聽 黑」的道理，介紹自己的好朋友讓父母了解他的

擇友原則。

6 交友問題 當哈利遇上莎莉
言表學生了解在圈中時期談戀愛的不適當性，父母

反對的理由，我子也可表達自己的想法。

7 行為問題
心美，看什麼都 透過這個單元，希望學生能夠期許自己成為一個

JI頃目良 好孩子，在品德修養上史地蠣自己。

8 行為問題 電腦的繽紛世界
希望學生可以控制自己使用電腦的時間與內容，

了解父母擔憂的癥結。

透過一篇反例的文章，言表父母與弦子共同省思當

9 沒有改變 愛之深，貴之切 父母的責備無法讓孩子且受到其中的愛峙，該如

何處理?

10 沒有改變 溝通的藝術
能夠反思與父母的溝通情形，學習到良好溝通的

藝術。

11 青少年次文化 我崇拜的偶像
能夠清楚自己崇拜偶像的哪些特點，並增進家長

對青少年次文化的了解。

12 學業問題 我的未來不是夢
能夠訂定自己的人生目標，也讓家長了解孩子未

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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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式週記的實施

在開始「對話式週記」寫作之前，筆

者有「給家長的信」和「給學生的信」說

明對話式週記的「目的」、「寫作方式」

和「對話方式」。此外，由於有些主題需

做事先的講解與討論，因此筆者運用導師

時間進行學生寫作的部分，-家長的話」

這部分再交由學生帶回給家長書寫，讓他

們可以針對主題討論，原則上每星期進行

一個單元，共進行 12 週。

以下以「愛在心裡口難開」單元為

例，說明對話式週記在班上的實施情形。

首先，筆者在班上做引言，-愛若不

說出口或以行動表達出來，只是永遠藏在

自己心中，對方感受不到。」鼓勵孩子要

勇於表連對父母的愛;接下來，請學生寫

一封信給父母，讓父母了解孩子對他的愛

與感覺，聽到要寫信給自己的父母，班上

不免一陣騷動好尷尬喔! J 、「真的

要寫嗎?」......，雖然有這樣的聲音出

現，不過學生靜下心來寫之後，筆者發現

孩子透過這封信能把平常沒機會向父母說

的話表達出來。

有的學生對父母的管教方式有意見，

希望父母能改一下想法與作法，經由這封

信與他們溝通管教方式，獲得父母的善意

回應:

SI :可否讓我平常時間也可以玩電腦?

Pl :為何平常不准玩電腦呢?因圈中

課業較重，而且我覺得你睡眠時間

太短，況且這些規定是買電腦之前

訂的，所以只有請你配合了!

有的家長看到孩子寫的信， ， L\裡覺得

很欣慰與感動:

曰:孩子!這是你長大懂事以來，第一

次說「媽媽我愛你 J 我好戲動。

有的學生在信中表達對父母偏心的不

滿，父母看了之後，在家長回應中跟他解

釋父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處理方式:

曰:在姐姐和弟弟之間，我總是最常被

罵的。

的: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不分

男或女。要時時知足常樂，便會自

在滿足。不要凡事往壞處想就能幸

福，如果你能凡事盡本分，做人做

事都能三思而行，凡事體諒，就不

會有那麼多的不公平和所謂的偏心

了，媽媽真的好愛你!

有的學生在信中表達對父母的感恩，

父母用鼓勵的語氣回應:

S4 :我的幼稚無知、我的個性，你都一

點一滴地容忍和色容，現在的我成

熟許多，都是托你的福，謝謝!

P4 :寶貝，在父母的眼裡'你是智慧沒

有開竅、但表現尚可的核子，希望

你的求學精神能有所努力。

也有孩子表達了想法，但家長仍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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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想法去回應孩子，毫無交集，遇到這

樣的情況，筆者會在週記上留言開導孩于:

曰:不要因為我是女生，就什麼事情都

要我做啦!別老是那麼硬榔榔的臉

和想法，我希望你們可以改一下你

們的想法。

的:做學生就要有學生的樣，不要做些

奇奇怪怪的事。

T: 你有JlK 父母討論過為什麼事情都要

叫你做呢?也許他們有特別的用意

喔!

也不乏孩子抒發自己的情緒，但家長

冷漠以對;雖然家長在週記上沒有回應，

不過，筆者事後會輔導學生，了解實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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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互動情況，並與家長進行溝通。

S6 :不要只是一再地批評我，我真的真

的只要求你們能了解我的想法。

S7 :你不爽的時候說，-你給我出去，

都不要給我回來 1 J 我又沒做錯什

麼。

此外，有兩位學生在自由發揮區留下

塗鴉，以表達對父母的愛，收錄如下:

在學生完成寫作之後，筆者會男找一

個時間，讓有意願分享的同學上臺唸出自

己所寫的信，讓其他學生了解別人是如何

與父母相處的，也可透過這個管道，獲得

其他同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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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學生的回饋

在 12 週的寫作活動完成之後，筆者

訪談學生與家長，進一步了解班上的孩子

透過對話式週記的寫作，其親子溝通的改

善程度。

大多數受訪學生表示比以前更能跟父

母溝通，例如:會跟父母分享學校的事

i育、討論事情、比較懂得溝通技巧、父母

比較能接受他的想法。

SI :在做某事時，爸媽可能和我的意見

是不一樣的，但是他們都能接受我

的想法，不像以前那樣的固執。

曰:以前都會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現在有事情時，都會和父母溝通。

受訪學生表示寫了週記以後，他們比

以前更加了解父母對子女的愛，例如:以

前覺得父母平時對他們的付出是應該的，

但現在比較懂得珍惰，也能從中體會到父

母對子女濃濃的愛。

曰:以前告媽為我做些事情，我都不以

為然，覺得父母這樣疼我，是他們

應該的，但自從寫了週記，也就更

珍惜他們對我的愛。

S4 :以前都以為家人罵我是不喜歡我，

現在比較了解父母罵我是希望我能

更進步。

受訪學生表示寫了週記以後，他們比

以前更加了解父母對子女生活事件操心的

原因，例如:了解父母會擔心他們晚回

家、交友好壞、課業問題、沈迷電腦、花

太多時間裝扮與身體健康。

S5 :現在比較了解父母會擔心我交的朋

友是否正直。

S6 :現在知道父母常常念我的成績，是

擔心我考不到學校。

受訪學生表示寫了週記之後，他們對

父母的態度或行為上的表現跟以前比起來

有差異，例如:以前會大聲回嘴，現在會

心平氣和地和父母溝通;以前不太尊重父

母，現在會體諒他們的一切;以前不太理

父母，現在比較常跟父母互動;以前父母

叫他們做事情會抱怨，現在則比較不會。

S7 :我以前比較暴躁，而且會頂嘴;現

在比較能容忍下來，並體諒父母的

心意。

S8 :我以前不太尊重他們，現在能體諒

他們的一切。

受訪家長表示週記寫作有助於孩子比

以前更能與他們溝通，孩子比較能接受父

母的要求、有不懂的地方會與父母討論、

交談時態度較和氣、與父母之間比較有話

題。

Pl :知道孩子的偶像、孩子的最愛，使

自己也能與她能有更好的話題。

P2: .孩子比較會與父母交談，與父母之

間的態度也和氣，我們也學會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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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角度與她相處。

受訪家長表示週記寫作有助於孩子比

以前更能了解父母對他們的愛，知道說父

母的某些要求是為他們好，會盡量配合，

比較不會頂嘴，能接受父母建議，體會父

母對他的愛與關懷。

的:因有寫週記，更知道如何去關心別

人，現在父母訓話時，較能體會父

母的愛。

P4 :知道父母對他的種種要求是為他好。

受訪家長表示週記寫作有助於孩子比

以前更能了解父母對他們生活事件操J心的

原因，知道父母是憂心他們的將來，懂得

父母的叮嚀是提醒關心，能體會父母的碎

碎念，比較會自我約束。

P5 :以前常要父母操心生活起居及功

諜，現在自己皆會安排，不用父母

常常叮嚀。

P6 :對他生活事件的要求，隱約有戚，

孩子能了解這要求是操心他的將來。

受訪家長表示孩子寫了週記之後，他

們在對父母的態度或行為上的表現跟以前

比起來是有差異的，例如:以前態度築傲

不馴'現在比較溫和有禮貌;以前較為自

我，現在會體諒父母的想法;比前個性被

動，現在則自動自發。

P7 :以前態度較祭傲不均11 '現在比較溫

和。

P8 :以前對父母的關心視為，勞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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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能以體諒的心情看待這件事。

經過了一學期的對話式週記寫作，筆

者觀察到班上學生變得比較成熟，在聯絡

簿上較少以批評的口氣看待父母的管教方

式，反而會站在父母的立場來自我要求:

與家長的訪談結果也發現，孩子比較願意

和家長溝通想法，比較有耐心，態度上也

比較和善，不像以前那麼尖銳，像刺擱一

般，無法接近。

結語

良好的親子關係就如同鄭玉英(1985 ) 

與陳三興( 1989) 所論述的衛星與恆星間

的關係，既有自轉的空間，叉有適當的牽

引力量而不致分離，有著密切的親子關

連，卻叉相互獨立，不會產生親子衝突;

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父母多半扮演權威角

色 I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仍存

在現今大多數父母的心中，不僅增加為人

父母教養子女的壓力，而且常常不知不覺

中讓家長犯下無心的錯誤，形成緊張的親

于關係。

對話式週記的寫作，提供一個親于交

流的園地，讓家長有機會看到孩子的想

法，讓孩子有管道吐露自己的心聲。雖然

有家長對孩子的信毫無回應或是仍保持訓

話的口吻，但至少他們看到了孩子的想

法，提供他們反思的空間，這也是一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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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一道親子間的溝通橋樑:班級中的對話式週記

的開始，對親子關係的改善或多或少是有

影響的。

對於實施對話式週記，筆者建議實施

時間可提前至圓一，因為對話式週記的實

施，可幫助導師了解班上學生的親子關係

型態，對於班級經營絕對是有幫助的，且

國中階段進入青春期，學生與父母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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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正是尷尬期，若有適當的溝通管道，

讓孩子與父母之間多了解彼此的想法，也

可減少摩擦，避免問題行為的發生。

「對話式週記」能開啟父母與孩子溝

通之門，對親子關係發展有所樽益，看到

學生的改變，讓筆者相當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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