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念中學 

 
班主任課 教案表 

級別：中四          舉行日期： 
課題：性教育課題(一) 談談與父母相處之道      所需節數：1節 
負責老師： 

  
教學目的： 
1. 讓同學明白「家」的定義。 

2. 讓同學掌握與父母相處的技巧和避免爭執的方法。 
 
教學步驟： 

時間分配 

活動內容及程序 
 

5分鐘 
1.  引言 

　　派發問卷給同學填寫 (附件一), 讓同學反思自己對父母的了解 
 

5分鐘 
2.  提問同學：什麼是「家」的定義?’ 

　　讓同　　 學3-4人一組作小組討論 
　　邀請同　　學發表意見 

 
10分鐘 

3.  文件派發 
　　著同學閱讀故事兩則 (附件二：頁一的甲和乙部) 
　　邀請同學分享閱後感受及對「家」的定義的啟發老師作出回應 (附件三) 

 
5分鐘 

4.  老師口述故事 
　　老師讀出笑話一則及互聯網的一則討論 (附件二：頁一的丙和丁部), 並作出相當的 

解釋, 讓同學明白到「天下無不煩的媽媽」及孝順父母的重要性 (附件三) 
 

5分鐘 
5. 總結 

　派發「與父母相處錦囊」 (附件二：頁二的戊部) 給同學作為提點 
　可與同學討論其中一些方法的可行性 

 
 



 
 



 
                                                                附件一 
 
你認識你的父母有多少? 嘗試完成下列的表格。 
 
1a/  
父母的出生日期 
        父親 
        母親 
 
 
b/ 

出生年份 
 
 
 
 
2.  
父母最喜歡的食物 
 
 
 
 
3. 
父母最喜歡的電視節目 
 
 
 
 
4. 
父母的興趣 
 
 
 
 
5. 
父母的工作模式 
 
 
 
 
 
 
 
 



附件二 頁一 

 

中四班主任課性教育課題 ----- 談談與父母相處之道 
甲 故事一 

 
在美國洛杉磯，有一個醉漢躺在街頭，警察把他扶起來，一看是當地的一位富翁。 

當警察說「讓我送你回家」時，富翁說：「家？我沒有家。」 

警察指著遠處的別墅說：「那是什麼？」 

「那是我的房子。」富翁說。 

 
乙 故事二 

 
盧旺達內戰期間，有一個叫米拉的人，一家四十口，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妻兒等

等全部在戰亂中離散或喪生了。 

經過一再輾轉地打聽，最後，絕望的米拉總算打聽到五歲的小女兒還活著。於是，他

冒著生命危險找到了她，頓感悲喜交集。 

他將女兒緊緊摟在懷裏，第一句話就是：「啊，我又有家了。」 

 
丙 對話一則 

 
這是一位女孩從小到大跟她媽的對話……充滿了對「現實」的嘲諷： 

  小學：媽，我長大以後不嫁人，要永遠陪在你身邊。 

  初中：媽，我長大嫁人以後還是要跟你住。 

  高中：媽，我長大嫁人以後會常回來看你。 

  大學：媽，我長大嫁人以後會抽空回來看你。 

  畢業後：媽，你有空就來看我。 

  嫁人後：媽，你沒事就少來找我。 
 

丁 互聯網的一則討論: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7006090704410 

為什麼有人說: 媽媽很煩? 有人說: 不想要媽媽?為什麼? 

 

天下間沒有不煩的媽媽. 

她關心子女, 所以好囉唆, 

 

如果媽媽不再煩我們, 

只有幾個可能性, 

a. 她不是一個正常的媽媽 

b. 我們做子女的太頑劣了,她覺得無助 

c. 她健康出現問題, 要臥床休息, 所以不能煩我們了 

 

我們要撫心自問.更要珍惜媽媽. 



我的媽媽離世多年了. 她急病當天, 我們多希望她可以再起來再煩我們一世. 

很想念媽媽啊.  

各位,要珍惜媽媽啊.  

各位,要珍惜媽媽啊. 千萬不要等媽媽離世才後悔. 

媽媽不會長生不老,你只有數十年時間孝敬,敬愛她 

亞倩 補充時間：2006-09-08 23:29 
 頁二

戊 與父母相處的錦囊 
 
你是否感到和父母的意見不能完全一致？你是否在生活方面經常和父母發生爭執？所

有這些爭執和衝突是否都讓你感到有壓力？試試下面的方法，來找尋一些安寧。 
 
１． 將你和父母經常發生爭執的事情列一張清單。 
 
２． 弄清楚是什麼讓你如此心煩或生氣——是因為父母不同意你的意見讓你十分惱火

呢，還是因為他們不明白或不願瞭解你的觀點使你心煩意亂？ 
 
３． 確定一個公正合理的妥協方案——一個既能讓你接受，也能被你父母採納的解決

方案。注意：妥協意味著你得放棄一些你的要求，這並不是說你就可以隨心所

欲了。 
 
４． 安排個時間和父母談談，別在吃飯的時候談，而是事先約定好，告訴他們你有個

重要的提議。 
 
５． 在和父母談話前，做幾次深呼吸，冷靜地思考一下。即使在父母聲調提高的時候，

你也不大聲說話或生氣。 
 
6． 當你陳述完畢，再深呼吸一口氣，然後讓你父母說話。傾聽他們要說的話。即使

你不喜歡他們說的那些話，也要心平氣和，敞開你的胸懷認真聽。 
 
7． 如果父母接受了你的提議，應表示感謝，並保證你不會讓他們失望。然後你要做

出必要的行動，以向他們表明你支持他們所做出的正確決定。 
 
8．如果議題非常敏感，你們最終也未能達成一致，情緒不要激動。問問他們，究竟要

你怎樣做才能讓他們考慮你的建議，並問他們是否同意數周後再議此事。 
 
9．如果結果讓你失望，別大發脾氣。回你的房間，在日記裏寫下你的感受；或到戶外

散步；或者痛揍枕頭來發洩怒火。 
 
１0．無論結果如何，做父母要求你做的事。通過配合他們對你的期望，你建立了信任，

展現了成熟。作為回報，將來有一天他們會更樂意鬆動自己的立場。 



 
子 資料來源  

1. http://www.cite.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0911&text=5&nu=2&people=#c1 

愛爸媽宣言：可以為父母做的66件事 
2.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7006090704410  

為什麼有人說媽媽很煩? 

3. http://mail.yottkp.edu.hk/~chi/doc/A0000/ABI000/ABI400/ABI400-YiLun_O_1.doc.doc 

談談與父母相處之道 

4. www.es123.com  
怎樣與父母相處 

 
 



附件三 
老師回應： 
 

甲 故事一 
 
在這個世上，許多人都認為，家是一間房子或一個庭院。但是，一旦你或你的親人從

那間房子搬走，失去了溫馨和親情，你還認為那是家嗎？一般來說，只能說曾在那兒

住過，那兒已不再是家了。 
 

乙 故事二 
 
家是一個世界，是一個充滿愛而沒有競爭的世界。有了親人，家的意義才呈現了出來。

 
丙 對話一則 

 

人大了，往往會覺得父母煩。 

然而，身為父母者，常常有兩個階段：年輕時，工作非常忙，也有很多理想希望實現，

所以比較顧慮到自己的事業，常常忽略了對子女的生活，因而沒那麼關心。 

老了以後，因為沒什麼事做，一切歸於平靜，反而經常想到子女，心裡老是掛念著：「兒

子現在做什麼？」「他們為什麼沒來看我？」 

因此，做子女的必須懂得父母這兩個不同階段的不同心情，才能面對父母，適時給予

溫暖的精神回饋。 

 
丁 互聯網的一則討論 

 
我們要體諒父母。我相信不少年青人或其他子女也會嫌父母囉唆，但你亦要體諒他們

只是關懷你。例如︰父母經常說他們出夜街，買名牌。他們無非都是想關心你們，這

麼耳熟能詳的說話，我想你一定聽過無數次，但你有否嘗試過，在他們囉唆時，聽聽

他們說話的內容，慢慢地互相傾談。可能會發現父母很多方面是為你著想，出發點也

是為你好的，我想如果你將自己的苦衷和父母說出，一定會減少，正所謂︰「家和萬

事興。」相處便會好處。 
 

 
 



 
www.es123.com 

怎样与父母相处[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Parents] 
作者：Member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230    更新时间：2005-11-1 

 
Does it feel like you and your parents just can’t see eye to eye1﹖ Are you always fighting with them 

about your life﹖ Is all the arguing and butting2 heads(主要部分,要點) stressing you out﹖ 
Follow these steps to find some peace. Here’s how 

” 
1. Make  a  list  of  the  things that you and your parents fight about the most. 
2. Identify(確定) what it is that gets you so upset or angry—are you mad that your parents disagree 

with you‘ or are you upset that they can’t/won’t see your point of view3﹖ 
3. Decide  on  a fair compromise(和解,妥協)—a resolution(解決) that you can live with and that you 

think your parents’ will accept. Note” A compromise means you give up some of your 
demands—i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get your way4. 

4. Set  up  a time to talk to your parents‘ do not just bring it up over dinner but make an actual 
appointment and tell them that you have an important proposal(提議,建議) to make. 

5. Bring  your  notes  with  you to the meeting so you can stay on track if/when emmotions get 
high. You may even want to consider reading the note to your parents like a speech. 

6. Before talking to your parents‘ take a few deep breaths and think calming thoughts. Make a promise 
to yourself that you will not raise your voice or get angry even if your parents “turn up the 
volume.” 

7. When you have presented your case(實情,情況) take another deep breath and let your parents talk. 
Really listen to what your parents have to say. Even if you do not like what they are saying hold 
back your anger and keep your ears and mind open. 

8. Avoid shutting down or growing frustrated5. Avoid interrupting them or jumping in with a 
rebuttal(反駁). Just listen and absorb what they say. 

9. If your parents reject your proposal‘ stay focused and avoid getting emmotional(情緒激動的). Thank 
them for their time and express your disappointment that you could not reach a compromise. 

10. If your parents accept your proposal‘ be grateful and assure them that you will not let them down. 
Then do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show them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in going along6 with 
you. 

11. Whatever  the  outcome‘ be  sure to do what your parents ask of you. By going along with their 
wishes you build trust and show your maturity(成熟) which in turn may make them more 
willing to relax their stand at a future date. 

12. If the topic  is a  very sensitive one and you still can’t see eye to eye‘ ask your parents what they 
need from you in order for them to consider your proposal. 

13. Make a vow(誓言,誓約) to 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and ask them if you can agree to revisit the 
subject in a few weeks time. 

14. If  the  outcome disappoints you do not throw a fit. Go to your room and write your feelings in a 
journal or go outside and ride your bike or punch (猛擊) a pillow to blow off steam. 

 
 
 
 



 
你是否感到和父母的意見不能完全一致？你是否在生活方面經常和父母發生爭執？所有這些爭

執和衝突是否都讓你感到有壓力？試試下面的方法，來找尋一些安寧。 
 
１． 將你和父母經常發生爭執的事情列一張清單。 
２． 弄清楚是什麼讓你如此心煩或生氣——是因為父母不同意你的意見讓你十分惱火呢，還是

因為他們不明白或不願瞭解你的觀點使你心煩意亂？ 
３． 確定一個公正合理的妥協方案——一個既能讓你接受，也能被你父母採納的解決方案。注

意：妥協意味著你得放棄一些你的要求，這並不是說你就可以隨心所欲了。 
４． 安排個時間和父母談談，別在吃飯的時候談，而是事先約定好，告訴他們你有個重要的提

議。 
５． 談話時帶上你的發言提綱，這樣可確保你在情緒激動時不會離題。你甚至可以考慮像發表

演講一樣，向你的父母宣讀這個發言提綱。 
６． 在和父母談話前，做幾次深呼吸，冷靜地思考一下。向自己承諾，即便是在父母聲調提高

的時候，你也不大聲說話或生氣。 
７． 當你陳述完畢，再深吸一口氣，然後讓你父母說話。傾聽他們要說的話。即使你不喜歡他

們說的那些話，也要心平氣和，敞開你的胸懷認真聽。 
８． 避免感到壓抑或沮喪。不要打斷他們，不要插話進行反駁。要認真聽取並理解他們所說的

話。 
９． 如果父母反對你的提議，注意力集中，情緒不要激動。感謝他們能抽出時間來商議，同時

也對你們之間不能達成妥協表示失望。 
１０． 如果父母接受了你的提議，應表示感謝，並保證你不會讓他們失望。然後你要做出必要

的行動，以向他們表明你支持他們所做出的正確決定。 
１１． 無論結果如何，做父母要求你做的事。通過配合他們對你的期望，你建立了信任，展現

了成熟。作為回報，將來有一天他們會更樂意鬆動自己的立場。 
１２． 如果議題非常敏感，你們最終也未能達成一致，問問他們，究竟要你怎樣做才能讓他們

考慮你的建議。 
１３． 向他們發誓一定按他們說的做，並問他們是否同意數周後再議此事。 
１４． 如果結果讓你失望，別大發脾氣。回你的房間，在日記裏寫下你的感受；或到戶外去騎

車；或者痛揍枕頭來發洩怒火。 
□陳瀟瀟 譯         文章錄入：zhangxuan    責任編輯：zhangxuan  

 



 
看大家說“如何與父母相處” 

發佈日期：2006-8-28 10:17:27 作者：grace 出處：e職時空 

 

  如果說人的“第一次誕生”是離開母體，來到世界上，“第二次誕生”便是青少年朋友離開父母

的監視，成為獨立的自己，這是青春期的斷乳階段，孩子徹底地切斷了個人與父母在心理上聯繫

的"臍帶"，走向成人。  

  但是，習慣了依賴和被保護的孩子們，身上仍然帶著父母教養方式等等的烙印，父母也往往

出於擔心未能對孩子完全放手。這樣處於斷於不斷之間，便產生了很多孩子與父母相處的矛盾，

嚴重影響了家庭的關係發展。  

  產生家庭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大部分是因為孩子與父母在看待問題上的差距造成的，

這也就是所謂的“代溝”了。 

  不可否認，“代溝”是必然存在的，那是歷史的原因。 

  父母畢竟是從艱苦的歲月中走過來的，很可能與時代有點脫節，思想上的陳舊並不代表他們

就不比你更懂得人情世故。即使你的學歷再高，掙的錢更多，也不要因此看不起你的父母。他們

能做到的你可能永遠做不到，而你的所有成就卻屬於他們。你不一定都要聽從他們的，但必須得

尊重他們。  

  其實，父母並不像我們想像中那麼蠻不講理。我們必須瞭解他們作為父母的心理：看著自己

的孩子慢慢長大，最後確要掙脫自己的保護，父母心理肯定充滿了不舍和擔憂。但孩子卻往往是

“初生牛犢不怕苦”，沖勁十足，這樣便容易產生矛盾。這種情況下，用你的坦誠去換取父母的理

解與信任是最明智的。向父母提出你的合理要求，並說明原因，留給他們一個可以發表他們看法

的機會，這樣的話，成功率肯定大大上升。 

  如果一開始便抱著父母肯定理解不了自己的態度，即使再據理力爭，也只會是徒勞。父母很

希望兒女跟自己商量些什麼，以表明他們的重要性，他們滿意了，自然會留給你更大的民主。 

  理解父母，尊重父母，只要你作出努力，“代溝”也是可以逾越的！  

  父母的文化層次、身份地位、人生經歷和心理素質等都會影響他們對兒女的教養方式。現代

的父母分為冷漠型、專制型、保護型、痛苦型、超人型和離心型幾種，並由此決定了他們與兒女

相處時彼此的關係。 

  無論你的父母是哪種類型，如果能掌握好一些技巧，做一個孝順、體貼的乖孩子，往往是與

父母相處的法寶。  

  父母有時也需要孩子去疼他們。現在我們中間很多朋友的父母年紀都已不輕，有的甚至已經

退休，很多時候他們還要面臨兒女不在身邊的現實。這時候，他們的心情也是複雜的。可能是失

落，也可能是孤寂。 

  這時候，身在遠方的你時常捎回家的一聲問候、一張小卡將是他們最大的快樂與欣慰。或許



他們會為你的一封信高興幾天，甚至與親友奔相走告，但在你面前又說沒時間就甭寫信了；給他

們買個生日蛋糕他們口中可能埋怨浪費,實際上心中卻幸福得不得了。父母，有時候比年你還像

小孩子！你的一些很小的心意都會讓他們為之驕傲、興奮的。不必苦心經營，只是舉手之勞，何

樂而不為？  

  當然，生活不會總是風平浪靜的。如果與父母之間發生衝突又怎麼辦呢？ 

  首先，應分析一下究竟是誰對誰錯。如果真是父母的問題，就應該誠懇地跟他們解釋清楚。

我們畢竟已經長大，可以擁有自己獨立的觀點，但千萬不要怨恨父母對你的不理解哦!倘若是自

己錯了呢，就乖乖地認錯，再討好討好他們吧。無論哪種情況，打破僵局的都應該是你，因為父

母永遠是你的長輩，對他們尊重是你應該的。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不妨聽一聽父母的勸告。很多時候我們發現自己草率的決定

只是一種年輕的衝動，往往缺乏周全的考慮，事後再想"早知聽爸爸媽媽的了"也沒用了。父母畢

竟有豐富的處世經驗，他們看待問題更加全面、客觀。這些，只有等你經歷了才能明白。 

  “家家有本難念的經”，家庭關係，永遠如此複雜，煩透了的時候建議你找些全家人的照片看

看或者翻翻一些童年的珍藏，你一定會重新充滿信心的！家，永遠是最可愛的！ 

 
 



 
http://www.cite.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0911&text=5&nu=2&people=#c1 

愛爸媽宣言：可以為父母做的66件事 

曾小歌     商周出版 

珍惜與父母相處時光 

 

 

  人的一生，在與父母相處的時光中，特別美好。這段歡樂時光，不管能有幾年，都覺得是稍

縱即逝、無比短暫，真的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時光！所以，應多留下一些活動的回憶。 

 

  一位父親問兒子：「你記憶中最美好的生活片斷是什麼？」 

  兒子毫不遲疑地說：「是那個晚上，我參加完童子軍聚會，你來接我回家。在路上，你停下

汽車幫我捉螢火蟲。」 

  親子之間的相聚片斷，往往會成為未來最美好的回憶。 

  在美國洛杉磯，有一個醉漢躺在街頭，警察把他扶起來，一看是當地的一位富翁。 

  當警察說「讓我送你回家」時，富翁說：「家？我沒有家。」 

  警察指著遠處的別墅說：「那是什麼？」 

  「那是我的房子。」富翁說。 

 

  在這個世上，許多人都認為，家是一間房子或一個庭院。 

  但是，一旦你或你的親人從那間房子搬走，失去了溫馨和親情，你還認為那是家嗎？一般來

說，只能說曾在那兒住過，那兒已不再是家了。 

 

珍惜與父母相處時光 

 

 

  人的一生，在與父母相處的時光中，特別美好。這段歡樂時光，不管能有幾年，都覺得是稍

縱即逝、無比短暫，真的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時光！所以，應多留下一些活動的回憶。 

 

  一位父親問兒子：「你記憶中最美好的生活片斷是什麼？」 

  兒子毫不遲疑地說：「是那個晚上，我參加完童子軍聚會，你來接我回家。在路上，你停下

汽車幫我捉螢火蟲。」 

  親子之間的相聚片斷，往往會成為未來最美好的回憶。 

  在美國洛杉磯，有一個醉漢躺在街頭，警察把他扶起來，一看是當地的一位富翁。 

  當警察說「讓我送你回家」時，富翁說：「家？我沒有家。」 

  警察指著遠處的別墅說：「那是什麼？」 



  「那是我的房子。」富翁說。 

 

  在這個世上，許多人都認為，家是一間房子或一個庭院。 

  但是，一旦你或你的親人從那間房子搬走，失去了溫馨和親情，你還認為那是家嗎？一般來

說，只能說曾在那兒住過，那兒已不再是家了。 

 

  那麼，家是什麼？發生在盧安達的一個真實故事，也許能給「家」作一個更好的詮釋。 

 

  盧安達內戰期間，有一個叫米拉的人，一家四十口，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妻兒等等全部

在戰亂中離散或喪生了。 

  經過一再輾轉地打聽，最後，絕望的米拉總算打聽到五歲的小女兒還活著。於是，他冒著生

命危險找到了她，頓感悲喜交集。 

  他將女兒緊緊摟在懷裏，第一句話就是：「啊，我又有家了。」 

  沒錯！家是一個世界，是一個充滿愛而沒有競爭的世界。有了親人，家的意義才呈現了出來。

 

  特別是：老人家不像年輕人的活動那麼多，因此，當家中兩老沒人作陪，他們在屋子裡，仍

會感到寂寞的。身為子女者應隨時想到他們，三不五時要給他們打個電話噓寒問暖一番。如果有

空就回去陪陪他們。 

 

  不只是陪他們待在家裡。偶而也該帶他們出門看看電影、畫展，或音樂會。如果他們也有興

趣，不妨也邀他們參加你們的露營、釣魚、烤肉等等活動。 

 

 

【溫馨分享】 

  筆者在拙作《人生，沒有彩排》一書中，引用海倫凱勒名言：「要把活著的每一天，都看成

生命的最後一天，就能顯出生命的價值。」提到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時間醞釀。對於等待的

人來說，時間是最慢的；對於作樂的人來說，時間是最快的。如果我們能從樂觀的、正面的角度

看事情，隨時都是生命中最棒的時光。 

 



  人的一生，在與父母相處的時光中，特別美好。「身在福中不知福」的人很多，但是後來都

會覺悟：與父母在一起的歡樂時光，不管能有幾年，都會覺得是稍縱即逝、無比短暫，真的是生

命中最珍貴的時光！ 

 

  所以，如果可能，我們都應把與父母相處的每一天，看成生命的最後一天，那就會珍惜每一

分、每一秒了。  

 

 

 

關心比給錢更重要 

 

 

  關懷爸媽，有人提倡「三不」：不讓爸媽生氣、不讓爸媽孤單、不讓爸媽傷心；「五時」：時

時照顧爸媽、時時傾聽爸媽心聲、時時關心爸媽、時時與爸媽談心以及時時陪伴爸媽。 

 

  想想，究竟有多久沒向老爸、老媽關心問候了？ 

 

  這是一位女孩從小到大跟她媽的對話……充滿了對「現實」的嘲諷： 

 

  小學：媽，我長大以後不嫁人，要永遠陪在你身邊。 

  國中：媽，我長大嫁人以後還是要跟你住。 

  高中：媽，我長大嫁人以後會常回來看你。 

  大學：媽，我長大嫁人以後會抽空回來看你。 

  畢業後：媽，你有空就來看我。 

  嫁人後：媽，你沒事就少來找我。 

 

  曾經有公益團體發起「三不五時、愛要及時」關懷老爸老媽運動，呼籲提倡「三不」：不讓

爸媽生氣、不讓爸媽孤單、不讓爸媽傷心；及「五時」：時時照顧爸媽、時時傾聽爸媽心聲、時

時關心爸媽、時時與爸媽談心以及時時陪伴爸媽。 

 



  公益團體的美意非常感人，從人性的角度來看，要大眾關心社會老人問題，就得先從關心自

己的爸媽做起。然後，才可能進一步關心到其他的陌生老人。 

事實上，現代人多半花較多的時間留給工作和自己，太少時間留給身旁的爸媽了！ 

 

  身為父母者，常常有兩個階段： 

 

  年輕時，工作非常忙，也有很多理想希望實現，所以比較顧慮到自己的事業，在飛逝的時光

中，常常忽略了對子女的生活，因而沒那麼關心。 

 

  老了以後，因為沒什麼事做，一切歸於平靜，反而經常想到子女，心裡老是掛念著：「兒子

現在在做什麼？」 

「他們為什麼沒來看我？」「女兒怎麼嫁了人就不理我了？」「媳婦怎麼這麼冷淡？」 

 

  因此，做子女的必須懂得父母這兩個不同階段的不同心情，才能面對父母，適時給予溫暖的

精神回饋。 

 

 

【溫馨分享】 

  讀過胡適先生晚年寫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感慨地說：「隨著物質財富的不斷獲得，現代人

的心靈卻依然是匱乏的。」 

 

  現代社會裡，當人們擁有愈來愈多的物質生活基礎之後，卻總有一種空虛感襲上心頭。 

 

  當兒女長大成人之後，身為父母者很少是貪圖子女金錢的，他們需要的是關懷。 

 

  如果你身處逆境，甚至處於負債的情況，更應常打電話回家，或多跟父母在一起。只有他們

在你失意的時候，可以真心的容納你、接受你的。  

 

 



 
http://mail.yottkp.edu.hk/~chi/doc/A0000/ABI000/ABI400/ABI400-YiLun_O_1.doc.doc 

 

梁曉莊(4B) 

O1 【88CE】談談與父母相處之道 

 

大綱︰ 

第一段︰說出時下青年與父母溝通相處出現問題，展開討論與父母相處之道。 

第二段︰說出與父母相處要「敬」，否則爭拗便會加劇。 

第三段︰說出與父母相處要體諒他們，相處便會融洽。 

第四段︰說出與父母要互相瞭解和關懷，便可增進感情。 
第五段︰總結與父母相處的方法，期盼青年要珍惜相處的時間，否則便會後 
       悔莫及。 
 

有一晚，我突然間聽到︰「收聲啦，你很煩，我和朋友出街，你又不贊成，我和朋友去派對

你又不贊成，你很煩。」「我都是想為你好。」你試猜猜這對話是那一對人說的，是母女。究竟

子女應如何與父母相處？不如我們研究一下。 
 
孔子在論語中說過︰「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不敬，何以別乎？」意

思大概是說，現在盡孝者，以為贍養父母便可以，但犬和馬你亦都養它們，對父母不尊敬，和犬

馬沒有分別，所以我們要尊敬父母。「敬」字十分重要，如果我們平日對父母呼呼喝喝，當工人

一般，就會失去「敬」，相處是不會融洽的。與父母溝通對話用不敬的詞語，開口不夠二句便會

吵起架來，怎能長遠地生活。所以我們應敬重父母，最少也不呼喝他們，做完家務便說一聲「謝

謝」，相敬如賓，相處便能融洽。 
 
第二，我們要體諒父母。我相信不少年青人或其他子女也會嫌父母囉唆，但你亦要體諒他們

只是關懷你。例如︰父母經常說他們出夜街，買名牌。他們無非都是想關心你們，這麼耳熟能詳

的說話，我想你一定聽過無數次，但你有否嘗試過，在他們囉唆時，聽聽他們說話的內容，慢慢

地互相傾談。可能會發現父母很多方面是為你著想，出發點也是為你好的，我想如果你將自己的

苦衷和父母說出，一定會減少，正所謂︰「家和萬事興。」相處便會好處。 
 

第三，與父母應該互相瞭解和關懷。電視上亦有說過︰「試試暫停十分鐘，聽聽少年心底夢。」

其實與父母相處亦一樣，我們要多聽、多說和多溝通。互相瞭解可以增進感情，互相關懷亦同一

樣。你一定問，我和父母應該說甚麼？其實你可以從學校趣事講起，漸漸便會話題更多，甚至問

問父母工作情況，亦可以達至關懷和瞭解的效果。 
 

最後，與父母相處其實還有很多方法，不單只是這些方法，試試發掘一些父母的優點，正所

謂︰「好又一世，不好又一世。」今世可以做子女已是緣，為何我們不珍惜和父母相處的時間，

反而爭吵呢？不如試想想。……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7006090704410 
為什麼有人說媽媽很煩? 

為什麼有人說媽媽很煩?有人說不想要媽媽?為什麼? 

 

天下間沒有不煩的媽媽. 

她關心子女, 所以好囉唆, 

 

如果媽媽不再煩我們, 

只有幾個可能性, 

a. 她不是一個正常的媽媽 

b. 我們做子女的太頑劣了,她覺得無助 

c. 她健康出現問題, 要臥床休息, 所以不能煩我們了 

 

我們要撫心自問.更要珍惜媽媽. 

 

我的媽媽離世多年了. 她急病當天, 我們多希望她可以再起來再煩我們一世. 

很想念媽媽啊.  

 

各位,要珍惜媽媽啊.  

各位,要珍惜媽媽啊. 千萬不要等媽媽離世才後悔. 

媽媽不會長生不老,你只有數十年時間孝敬,敬愛她 

 

亞倩 補充時間：2006-09-08 2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