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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就讀小五的兒子有天告訴

你，他的同學找他加入 FB 的「未成年約砲

社團」，身為爸媽的你，是否會感到難以置

信？而你又會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情呢？

這是前一段時間的新聞，一名媽媽在 

FB 社團「爆怨 2 公社」貼出兒子與女同學

的對話，女同學表示自己透過約砲社團認識

男網友，告訴她兒子「我的愛情來了」、「我

網戀」，甚至揪他一起加入社團。社團內清

一色都是未滿 16 歲的少男少女在約砲友，

雖然兒子最後拒絕女同學的邀請，但媽媽表

示：「我抱怨自己笨……我氣自己也氣小孩！

這世界怎麼了，是我跟不上世代還是這世代

錯亂？請所有有孩子的家長好好關心自己的

孩子，表面上的乖孩子可能私底下都是另一

個樣，也可能您的孩子正在被同儕慫恿誤入

歧途！」

以上這則新聞，是一位正在上我的正向

教養實戰班的媽媽傳給我看的，她想知道該

怎麼避免孩子發生這種情況？如果真的發生

了，又該如何回應孩子呢？

青春期的孩子對性充滿好奇

首先家長要先有個觀念，進入青春期的

孩子，開始對性產生興趣，這是很正常的現

象。在人類的發展當中，女生約莫 10 歲起、

男生約莫 12 歲起，腦下垂體啟動分泌「性

賀爾蒙」，就會進入到青春期，造成孩子生

理、心理與人際的變化。 

進入青春期的孩子被異性吸引，這個需

求是無法阻止的，但身為家長可以用「引導」

的方式，讓孩子用自己不會受傷，與社會也

能夠接受的方式來滿足需求。

文 /父母教養教練 張李明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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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對性感到好奇是很正常的事，但是

孩子現在所身處的時代，和我們父母這輩以

前身處的時代可說是大大不同了，「交友方

式」也不同於以往，以前我們認識陌生人，

常常都是透過「筆友」的形式，認識的進

程 非 常

緩 慢，

但 是 現

代 已 轉

變 成 交

「 網

友 」，

各 式 交

友 軟 體

不 斷 推

出，透過網路我們可以交換照片、影片，甚

至可以即時互動，而且結交網友的速度非常

快速，交友軟體一滑，一天就可以接觸數十、

甚至上百人。

根據兒福聯盟「2018 年兒少交友 APP

調查暨網路交友離家現況報告」，青少年透

過網路認識陌生網友的比例已高達 86%。也

就是每十個兒少，就有八、九個有在網路上

認識陌生朋友的經驗。

成為一位「成長型的父母」

因此，現代父母更需要成為一位「成長

型的父母」，花時間、心力了解現在孩子們

會使用的交友軟體、社交平台，才能引導孩

子善用網路科技，並學習如何建立長期穩定

的親密關係。

不過爸媽們也不需要過度擔心，因為我

們有「方法」可以降低孩子在網路交友中被

傷害的可能性。

以阿德勒正向教養理論中的「行為目的

論」來看，孩子的行為背後，都有某種想達

到的「目的」，而對於孩子來說，所有行為

背後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想要獲得「安全感、

歸屬感、自主性、自我價值感」，但是當孩

子在生活中無法用「適當的行為」獲得「安

全感、歸屬感、自主性、自我價值感」時，

便會做出「錯誤目標行為」來達成目的，錯

誤目標行為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四種類型：

1.  引起注意

2. 權力鬥爭

3. 報復反擊

4. 表現無能

青少年又附加另外三種：

1.  追求刺激

2. 同儕認同

3. 表現優越

因此，爸媽不能只看到孩子的表面行

為，如沈迷網路、結交男女朋友、過早發生

性行為，其實，這些行為背後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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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取他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被關心、

被注意、被了解、成就感的內在需求。

兒福聯盟就曾經研究過，什麼樣的青少

年特別喜歡玩交友軟體？在現實生活中，和

家人關係疏離，學校人際關係較差、容易和

別人起衝突的青少年，最容易沉迷於網路交

友，透過對他們不熟悉也不排擠他們的陌生

網友來取得快速的慰藉。

（以上引自未來親子：小五兒被女同學加入「約Ｘ社團」

嗨喊「愛情來了」，彭菊仙：灌輸網路交友安全守則，永不

嫌早、永不嫌多）

親子關係愈親密的孩子 性行為發生

較晚

而在性

方面，也有

愈來愈多青

少年研究證

實，受到家

人疼愛、關

心以及親子

關係愈親密

的孩子，性行為較晚才會發生，也比較懂得

避孕、不會意外懷孕；即使開始有性行為，

頻率和伴侶數也比關係疏離者要少。美國波

士頓大學研究指出，父母親了解孩子愈多，

孩子接觸性行為的比例會下降；家人每週多

從事一種聚會活動，更讓青少年從事性行為

的比例下降 9％。

（以上引自康健雜誌 第 150 期：避免小孩生小小孩，

爸媽有方法）

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在生活中給予孩子

足夠的關心與愛，並引導他找到成就感、自

我價值感，就會大大降低他們到網路上尋求

陌生人慰藉的可能。

如果親子關係很緊密，孩子平常就會願

意與爸媽分享自己的生活，遇到問題時也會

願意向爸媽求助，那麼如此以來，就可以大

大減少孩子受到傷害的可能。

就像文章開頭提到的新聞案例，這個小

五的兒子願意跟媽媽說他遇到的情況，代表

他們的關係是好的，「有正向關係才有正向

影響力。」

如果親子關係很差，即使父母的想法

與價值觀是好的，孩子也會聽不進去，這樣

就很可惜了，因此一切有效的教養都奠基於

「良好的親子關係」。

國中到高中階段的孩子為了尋求同儕認

同，多數都會不敢拒絕而順從同儕的要求，

但是新聞中的男孩能夠勇於拒絕女同學的邀

請，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代表他從小的教

養中，就有被培養出良好的自尊與正向的自

我價值感，也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

法，不怕被同儕取笑或排斥。

這些都需要靠爸媽平常教養的累積，

「阿德勒正向教養」就是非常適合的教養模

式。

透過正向教養與青少年孩子談性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如何用阿德勒

正向教養與青少年孩子談性？」

前面有提到「有正向關係才有正向影

響力。」要怎麼判斷親子之間的關係是正向

的？

如果青少年孩子遇到問題會找你聊聊，

那就表示你成功了；為了達成這個結果的最

重要一點，就是不管孩子說了什麼，父母都

不要過度反應、批評否定，否則孩子只會愈

來愈不想跟爸媽說，所以，父母要先用冷靜、

穩定的態度面對孩子，先了解整個情況，再

思考接下來要如何回應，而不是一聽到孩子

說的話，就因為自己的焦慮、擔心與害怕，

而急於跟孩子「說教」、「設立規則」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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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孩子的行為。

除了冷靜、穩定的態度以外，面對孩子

提出這些疑問時，爸媽可以用輕鬆自在、坦

白直接的方式，與孩子分享討論，也剛好進

行機會教育。

如果孩子在過程當中，能夠覺得被接

納，能釐清疑惑，孩子就會信任爸媽，未來

遇到問題時，也會願意向爸媽提出疑惑，爸

媽才能在第一時間協助孩子。因此，如何成

為一個「可談的父母」是很重要的。

運用「傾聽式溝通」與孩子談話

阿德勒

正向教養法

中，相當強

調親子之間

「尊重」、

「平等」與

「接納」的

態度，父母

「尊重」孩

子的好奇心，「平等」對待孩子，將孩子當

作對等的對象，可以與孩子分享和討論，而

不是上對下權威式命令的關係。

當孩子提出疑問時，用「接納」的態度

應對，父母可以告訴孩子「你會對這件事感

到好奇很正常。」、「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除了「尊重」、「平等」與「接納」的

態度以外，爸媽們應該如何回應孩子的提問

呢？我建議爸媽們運用「傾聽式溝通」與孩

子談話，你可以記住「停看聽」的口訣。

停：先不急著回答孩子的問題，而是先

了解孩子真正想問的是什麼？孩子

為什麼會想要問這個問題？

看：看看周遭發生什麼事情，讓孩子有

了這樣的疑問？可能是電視劇的內

容、同儕傳遞的資訊，了解孩子從

哪裡得到資訊，才能針對孩子得到

的資訊進行討論。

聽：聽孩子的回答，讓孩子有充分講述

自己想法的機會。

愛情三元素：親密、承諾與激情

如果已經釐清孩子的問題，確定他是想

要跟你討論感情關係，一開始爸媽不用急著

提性行為，在談性行為前我們應該先跟孩子

「談愛」，跟孩子討論他理想的關係是什麼

樣子的？心理學家佛洛姆在「愛的藝術」中

提到，愛是關懷、責任、尊重與瞭解。

爸媽也可以跟孩子分享「愛情三因論」，

親密、承諾與激情這三個元素會組成八種不

同的愛的類型：

1.  非愛慕關係（Non love）： 缺少三種元

素的類型。

2. 喜歡式愛情（Liking/friendship）：主要

是親密，沒有激情和承諾。包括友情和

熟人之間的關係。

3. 迷戀式愛情（Infatuated love）：主要是

激情，沒有親密和承諾，也被認為是

初戀、青春期戀愛或沒有投入真心的感

情。

4. 空洞式愛情（Empty love）：僅有承諾，

沒有親密與激情。

5. 浪漫式愛情（Romantic love）：有激情

和親密，沒有承諾。

6. 友伴式愛情（Companionate love）：有

親密和承諾，沒有激情。比友情關係強

烈，因為擁有可以進行長期發展的責任

元素。

7. 愚蠢式愛情（Fatuous love）：有激情與

承諾，沒有親密。如閃戀閃婚、一見鍾

情等行為。



6

8. 完美式愛情（Consummate love） 完整

形式的愛情，代表著人們所嚮往的理想

關係。

（以上資料引自維基百科「愛情三因論」）

談論性行為前 應該先談到「愛」

爸媽可以與孩子討論，上面哪一種關係

是孩子目前年紀比較適合發展的？以國中生

為例，「友伴式愛情」就是比較適合的，青

春期的孩子因為賀爾蒙的緣故，性對他們來

說有著難以抵抗的吸引力，但是太早發生性

行為，反而會阻礙他們確認自己與對象是否

真的適合，一旦在關係初期發生性行為，愛

情關係就容易成為「迷戀式愛情」、「愚蠢

式愛情」，關係容易被侷限、定型，導致許

多青春期孩子往往會深陷一場不健康，卻也

難以脫離的關係當中。

因此，我們在與孩子談論性行為前，應

該先談到「愛」，讓孩子了解愛包含了關懷、

責任、尊重與瞭解，「強烈的性吸引力」並

不等同愛，如果孩子也認同這樣的價值觀，

在感情關係中面臨性行為抉擇時，也就比較

能夠做出適當的選擇。

身為父母親的我們，只要能夠做一位

「可談的父母」，給孩子放心自在、能自由

對話的家庭氛圍；並且成為「成長型的父

母」，準備好自己，以便協助孩子面對現代

社會的各種問題，就無須太過擔心孩子會走

偏、受到傷害。 

( 文章來源：臉書 /張李明德的阿德勒正向教養課，感謝作者同意刊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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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妤 ( 化名 ) 身體嬌小卻靈巧，總是第

一個到課後班，由於學校電腦已年代久遠，

每次開機得花上一段時間，而她常常會熱心

幫忙開機。

班上有幾位同學陸續補習英文，她卻ㄧ

副悠哉的樣子，不羨慕也不揶揄，成績維持

在水準之上。這也是她貼心所在，因為體諒

爺爺年事已高，而爸爸通常晨光未亮就得摸

黑出門，僅以微薄收入維持全家生計，思妤

懂得自己不應讓家人操心。

她額頭前總留著長髮，猶抱琵琶半遮

面，即使用了髮夾和髮圈，還是依然如故。

我常幫她把頭髮撥到耳後，頃刻間又恢復原

狀，這透露出她內心中強烈的不安感，希望

藉由半遮半掩來防衛自己。

課堂上，當同學們喧鬧時她會跳出來，

以尖叫聲來維持秩序，有一回竟遭到學長厲

聲反制：「你叫甚麼叫啊！」當下受挫而放

聲大哭。我找機會關心她，輕鬆地聊天，她

自述在四歲時還不會說話，曾經有一次和姐

姐吵架，被打了ㄧ巴掌後，才奇蹟似的開口

說話。

離異的媽媽曾經返家，想帶她異地而

居，但因爺爺不捨只得作罷。時光流逝，她

對媽媽的印象終究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而她

凡事皆能自律律人的特質，可能都是源自於

成長過程中所衍生的自我防衛心態。

思妤拘謹內斂、善解人意，能夠體恤他

人情緒變化，並能適時幫助弟妹課業，所以

我常常給她機會成為小幫手，鼓勵及培養她

的自信心。有一次，我帶了幾件孫女的小洋

裝給她，她開心極了，趁同學還沒來時，就

迫不及待地試穿了幾件，還刻意跑到教室外

兜了一圈，臉上露出靦腆的笑容，既期待又

怕被發現，因為她幾乎從沒穿過裙子。

然而內在的不安感，讓她在學習上無法

專注，多麼令人疼惜，我鼓勵她：「老師會

在這裡陪伴你，讓你安心下來，專注於學習

成長，成為更棒的自己，你要好好加油喔！」

在持續關心與教導下，思妤領悟力可圈

可點，不僅《弟子規》能朗朗上口，且能化

為心靈，依教奉行。半年多來，她從羞澀與

多愁善感，變為開朗與主動積極，簡直判若

兩人。開卷有益，期望她多能閱讀課外書籍，

並敞開心門，在往後擁有更大的發展，祝福

她有願就有力，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文 /據點老師 黃麗珍

兒少服務

 用頭髮遮住

自己的女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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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紅帽夢想劇團裡的小羊

姐姐。

「小紅帽聖誕夜」是我們最新推出的宣

導表演，對象是幼兒園的小朋友，目的是透

過聖誕節歡樂的氛圍，傳達「自我保護」的

概念。因為面對當今社會的混亂與不安，充

滿著許多危險，我們期望透過這樣生動而有

趣的宣導戲劇表演，讓小朋友將來遇到危險

或誘惑時，能帶來自我保護的幫助。

機構在一年前，規劃新增「幼兒園宣導」

的服務項目，首先就必須要有全新的戲劇劇

本。我們從編寫劇本、編舞、歌詞…等等開

始，都是全新的挑戰，因為我們這是第一次

面對幼兒園孩童的觀眾，對於幼兒的認知與

理解，我們的內容都必須重新調整。

當劇本定稿後，即將去現場宣導時，我

們真的很期待小朋友的反應，希望他們都能

看得懂也喜歡我們的戲劇。幾場宣導表演下

來，發現孩子們的反應是出乎我們意料的。

我在戲劇中是飾演反派的巫婆，裝扮並不是

很可怕，一直以為小朋友看多了動畫，所以

對我的裝扮，應該不會覺得怎麼樣。但是沒

想到，對小朋友來說，他們還是覺得很可怕

的！

一開始我是以阿姨的角色出場，一切

狀況正常，但當我變身為巫婆時，還沒講幾

句話，就有小朋友嚇哭了！甚至那些臨時串

場，飾演勇士的小朋友們，直接罵我說：「壞

巫婆！」還要出手打我呢，他們簡直太入戲

了啊！

看見小朋友哭，最讓我心疼了！有個很

特別的幼兒園，是托嬰和幼兒一起來欣賞戲

劇的，有趣的是，小嬰兒沒被嚇到，反而是

大班的小朋友被嚇到，一直到最後拍大合照

時，他們看到我還是感到怕怕的。

幼兒園老師一直稱讚我：「你巫婆演得

太好了！」讓我不知道該開心還是難過，但

心裡還是蠻有成就感的。因為通過我們的表

演，可以讓幼兒園小朋友印象深刻，並確實

學會「不要讓人亂摸身體、不要隨便接受別

人的食物，也不要隨便跟人走」，懂得「保

護自己，勇敢說不！」這正是我們小紅帽劇

團宣導的初衷與使命。

文 /宣導講師 Angel

戲劇宣導

小
羊
姐
姐

演
活
壞
巫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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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是聖誕節也是充滿愛與感恩的月

份，「小紅帽夢想劇團」也要把這份愛的禮

物，帶給幼兒園的小朋友們。我們提供免費

的戲劇宣導服務給幼兒園，希望孩子們享受

精彩的話劇「小紅帽聖誕夜」，同時，在幼

兒時期就可以讓他們懂得如何好好保護好自

己。

透過有趣的戲劇，讓孩子們可以在歡樂

和開心的狀態下學習，灌輸孩子們自我保護

的觀念。

 1、我是自己身體的小主人，身體不能讓人

隨便亂碰或亂看。

記 得 有 幾 次 問 小 朋

友：「誰是自己身體的小主

人？」孩子們竟然回答：「爸

爸、媽媽！」連老師們都嚇

到了，我們趕緊告訴孩子：

「自己才是自己身體的小主人喔！」

如果有人觸摸你的身體，讓你有不舒服

的感受，都要勇敢的說「不！」讓對方知道

你不的舒服。我們讓孩子明白只有你是自己

身體的主人，無論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都不

可以亂碰或亂看我們的身體，同時，我們也

不能隨意觸碰同學的身體。

 2、不隨便接受別人給的東西

透過阿姨要給小紅帽吃蘋果、水蜜桃的

劇情，教導小朋友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給的東

西，或是先經過爸爸媽媽同意再吃。

很多幼兒園小朋友真的很可愛，他們會

很認真告訴我：「不可以吃哦！因為她的蘋

果可能還沒洗乾淨，所以不能吃！」相反的，

當戲劇中阿姨問小紅帽要不要吃蘋果時，台

下竟然有小朋友說：「我想要吃！」我們馬

上教導孩子，其實這樣很危險！

 3、不可以隨便跟別人走或是上別人的車我

們提醒孩子，不能隨便跟別人出去、上

別人車或跟別人走，除非經過家長的同

意！

我們不斷提醒孩子，

壞人的臉上不會寫著「我

是壞人」，頭上也不會長

角或是像大野狼；他可能

長得像小紅帽姊姊一樣，

看起來像好人。有時，想

要傷害你的人，很多時候是認識的人，因為

降低你的警戒心。所以，朋友要特別提高警

覺，千萬記得「身體不能讓人隨便摸或看、

不要隨便接受別人給的東西、不要隨便跟別

人走。」

每次幼兒園宣導，我都被孩子們的反應

給療癒，他們非常入戲、非常害怕小紅帽會

被抓走，所以在台下會盡最大力氣吶喊，告

訴小紅帽：「那個阿姨是壞人，要小心！」

或是壞阿姨出現時，他們會用雙手假扮拿

槍，作勢要攻擊巫婆，真是太可愛啦！

每次宣導結束，小朋友都會來跟小兔和

小羊姊姊擊掌，還問：「你們可以下次再來

嗎？」我的心都融化了，真的很希望還可以

再來看他們，希望他們好好保護好自己，平

安、健康快樂長大！

文 /宣導講師 小兔姊姊

兒少關懷

幼兒樂開懷

聖誕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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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初，學校老師來星心學苑找我，說

班上一位學生尚逸 ( 化名 )，每天功課都沒完

成，令她很傷腦筋。因為之前有學生在這裡

就讀，學習狀況很不錯，所以，是不是也可

以讓他來這裡，請我們協助督促功課，以解

決這個難題。

當我看到尚逸的個人資料時，還真有點

驚訝，因為他不僅有功課遲交的問題，還有

偷竊、說謊…等偏差行為等，尤其偷竊這點，

讓我內心感到忐忑不安，擔心是否會影響同

學，導致班上不平靜。

在新環境中努力塑造形象

雖然擔心，但因星心學苑的目的除了

輔導學生課業之外，導正學生行為並提升品

格，一直是我們的責任與使命，而且我相信

每個人都有向善之心，何況他還只是一個小

孩子而已，透過正向輔導與關懷，相信他能

夠愈來愈好。

尚逸第一天到班時，映入眼簾的是一

個笑容可掬，非常機靈健談的小男生，我親

切地歡迎他，也告知班上的各項規矩，希望

他能遵守，尤其每天的作業確實完成是必須

的。

入班以來，他適應得很好，每天笑嘻

嘻，也確實遵守班上的種種規定，不再有作

業遲交的問題，跟同學相處也非常融洽，更

沒有出現資料上的偏差行為。從尚逸的表現

可以感受到，他在新環境中努力想重新塑造

形象，讓大家喜歡他。對於他的努力，我也

樂見其成，所以當他表現良好時，我都大大

的讚賞。

不要在人生中留下污點

但就在學期末，某天老師告訴我，尚

逸在便利超商偷了時下正夯「鬼滅之刃」的

商品，被爸爸送到警察局。他第一次偷的時

候，被爸爸發現，爸爸帶他去店家道歉及付

錢，沒想到他又去偷第二次，這讓爸爸徹底

失望。為了讓他了解事情的嚴重性及痛改前

非，只好將他送到警局予以嚇阻。

去年因為疫情之故，爸爸失業在家，家

裡收入頓減而成了低收入戶。爸爸表示，每

天給他的零用錢並沒有變少，以他存下的零

用錢是買得起的，為什麼他要用偷的，讓爸

爸非常憤怒與不解。

這件事情讓我感到震驚，我關懷尚逸說：

「你要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因為你的年紀還

小，不會受到刑罰，但以後如果再犯，可能

會上法庭，這樣在你的人生就會留下嚴重的

污點。你那麼聰明又可愛，千萬不要再讓愛

你、關心你的父母及師長為你擔憂！」

用關懷及掌聲陪伴他成長

尚逸爸爸長年在國外工作，親子相處的

時間不多，兩年前夫妻協議離婚後才搬回台

灣照顧小孩，這兩年來爸爸與兩個小孩相處

得並不融洽，時有爭執，小孩不認真讀書、

講不聽、愛頂嘴、愛說謊、偷竊…等，讓爸

文 /星心學苑 課輔老師

個案故事

孩子 ，

你為什麼       ？偷 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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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在管教上充滿無力感。

而尚逸則覺得爸爸太嘮叨，常常偷跑去

找住在附近的媽媽。或許父母的離異及生活

方式的轉變，讓他的心理無法調適，所以才

會出現學習低落及種種偏差行為。

這一年多來，尚逸就沒有再發生偏差行

為了，課業也逐漸進步。爸爸也東山再起，

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小吃店，尚逸會主動到

店裡幫忙，甚至拿廣告單到班上來發，希望

大家捧場。

其實尚逸是聰明的小孩，就像每個人都

希望得到認同一樣，尚逸也希望撕去身上的

標籤，重拾大家對他的信任。而我相信用關

懷與支持，以及肯定的掌聲陪伴他成長，一

定能讓他持續向善發展。

「偷竊行為」常是父母及老師頭痛的問題之一，在醫院門診常見到氣急敗壞的父母

和手足無措的老師，來到診間常常已經是累犯或是合併其他行為問題的孩子。父母傷心

又生氣，不僅打罵都沒有用，老師也傷透腦筋，著實考驗著父母的耐心和老師經營班級

的智慧與能力。

常見到父母或老師以威脅恐嚇的方式來喝止偷竊行為，然而這樣的作法，反而造成

親子師生間關係的緊張和對立。孩子之後也知道到這些威脅都是無效果的，既不會真的

上警察局也不會真的被剁手，反而膽子越來越大，偷竊次數越來越頻繁，或是因犯錯而

特意強調或標籤化孩子的行為，造成孩子的自尊心受挫，影響人際互動，終而導致道德

感發展影響，將錯就錯，行為問題反而日益嚴重。

一旦出現偷竊行為，務必傾聽孩子內心的聲音，了解問題的癥結，才能加以協助導

正孩子偏差的行為。親職關係的好壞，攸關孩子是否願意坦承揭露內心的世界。孩子偏

差最大的可能成因來自於家庭功能的失衡和不適當的教養觀念，家庭效果不彰的孩子，

容易誤入歧途。

因此家長如何協助孩子，配合學校和老師的教導協助孩子向上向善的成長，考驗著

家長的智慧，有時孩子的需求解決了，問題也迎刃而解了！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李幸蓉醫師 )

【專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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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心學苑

「老師！她好臭，我不要跟她坐一起。」

小曼掩著鼻子，跑來向我抱怨。立萍 ( 化名 )

安靜地坐在位子上，尷尬地笑著，一副不知

所措的樣子……。三年級的立萍剪著短頭

髮，較同年級小朋友高一些，一家人住在工

廠旁加蓋的鐵皮屋內。

爸爸與外公在工廠輪班，媽媽到外地打

工，主要照顧者是年邁的外婆。外婆要照顧

一家大小起居，加上還有一個幼小的妹妹，

已無餘力照顧立萍，所以開始出現許多狀

況。

首先是接送問題，因為爸爸輪班，只能

晚班時才有空接送，其他時間就要請外公幫

忙。有時沒有協調好或是補眠睡過頭，就沒

有人來接了。有一次又無人接送，立萍只好

打給媽媽，請媽媽找人來接。之後我請立萍

在聯絡簿上，留下家中所有人的聯絡電話，

並關心爸爸的排班時間，以便確認接送者。

其次，是衛生習慣問題，除了身上常散

發出一股霉臭味，有一回立萍的書包出現了

螞蟻大軍，嚇壞了其他小朋友。原來是她放

在書包裡的棒棒糖融化了，引來大批螞蟻，

課本文具也被糖漿黏住。

我拿了大塑膠袋，帶立萍到洗手台整理

書包，教她如何分配好書包的空間。此外，

立萍的生活習慣不佳，身上骯髒的衣物與鞋

襪，散發出濃濃霉臭味。我提醒她要加強個

人衛生，也替她準備了一瓶除味劑，請她善

加使用。

媽媽長期不在身邊，這是立萍最難過的

事情，但她還算懂事，能體諒媽媽不在身旁

這件事。每次媽媽要回來，她總是開心期待

地數著日子，媽媽離開後，她又要難過好幾

天。

我鼓勵她將心中的想念抒發出來，寫

在聯絡簿的小日記上。於是她寫滿了想念的

話，並畫滿了一個個哭泣的臉，我幫她在旁

邊添上安慰的文字。幾次情感抒發後，心情

變得比較好一些，雖然依舊不捨，但開始會

用正向的心情去面對。

解決生活問題之後，立萍就有更多心思

放在課業上，雖然個性還是非常迷糊，但也

能漸漸步上軌道。遇到問題也能主動提問，

而不是蜷縮在座位上沉默不語，長期下來，

課業成績也有了起色。

改變不是一蹴即成的，問題也不會只是

單一面向。經由陪伴幫助孩子敞開心胸，引

導他們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逆境，每一個為

人師長的，都真心期待每一個孩子，能在未

來走出康莊大道。

文 /星心學苑 課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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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服務

子誼 ( 化名 ) 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孩子，

鬼靈精怪，喜歡畫畫，常在課後班畫圖與製

作小書，卻是一個拗脾氣的孩子。兩個多月

相處下來，子

誼改變了許多，

即使遇到事情

時仍然愛哭，

但至少變得比

較積極，也會

與同儕一起玩

遊戲。

改變一：願意說出心裡的話

以前當我詢問時，子誼講話的音量很

小，甚至不講話，所以我只能猜測他的想法。

遇到不開心的事或生氣時，他會在角落生悶

氣，故意不說話也不理任何人。

等他情緒平復後，我關心他：「老師希

望你遇到不開心的事或難過時，冷靜之後能

跟老師說話。當老師叫你的名字時，希望你

能到我面前來，而不是躲在角落不理我，可

以嗎？」我伸出手向他打勾勾，他點點頭跟

我打勾勾，彼此做了一個約定。

之後，當子誼不開心時，依然躲在角落，

我提醒他我們的約定，他想了想之後，決定

走向我。問他發生什麼事，他還是只會點頭

與搖頭，雖然表達沒有很明確，但至少願意

站在我旁邊，已經跨出了第一步。

漸漸地，子誼從音量很小與表達不清

楚，變得更主動，音量也越來越大，表達內

容也較完整。現在，即使遇到事情時還會大

哭，但冷靜後他仍願意告訴我原因，這是很

棒的改變。

改變二：主動加入同儕的遊戲

子誼在班上最嬌小的，戶外活動打躲避

球時，雖然他很想加入，但中高年級的身材

和力量，可能讓他無法承受，所以他都只是

站在旁邊看。我試著帶他加入，讓他在外圍

丟球，不僅不必被球擊中，也可以參加活動。

玩了幾次，中高年級的學生開始邀請他

一起玩球，子誼則會主動站在外圍丟球，找

到參與的方法，樂在其中。

改變三：學會以完成作業為優先

剛開始，子誼一到課後班就開始玩，我

每天都必須提醒他，現在是寫作業的時間。

漸漸的，他會先來到我身旁，詢問今天的進

文 /課輔老師 陳怡真

在課後班
  的改變

子誼



度，也了解到當天進度寫完就可以自由活

動，所以他現在會先以完成作業為優先。

目前學習注音符號，以及加法與減法，

子誼一到課後班就拿出紙來，讓我出題給他

做練習，他會拿回去認真寫，寫完後期待公

布答案，如果答對了，他就會興奮且開心地

要我繼續出題。

改變四：願意分享自己的作品與成果

以前子誼完成圖畫之後，會默默地收起

來，不讓其他人看。但現在，他畫完後會拿

來給我看，問我能否張貼於佈告欄。當我點

頭同意，他就會雀躍地拿著作品貼在佈告欄

上，再回座位繼續完成下一份作品。

如今，子誼有很大的改變，臉上總掛著

笑容，有時天真無邪的傻笑，吃到香腸便當

也展露出心滿意足的表情。現在的他，不僅

變得主動與積極，也樂於與他人分享，與同

儕一起玩樂，甚至願意把喜怒哀樂的事告訴

我，比起剛來時有很大的進步。

結語：參與可以得到認同，鼓勵可以獲

得自信，愛與關懷則是呵護的力量，這些都

是孩子成長不可或確的要素。子誼的成長敘

說著，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改變，都能成為不

同的自己，子誼的純真也提醒著，我們一樣

都需保有一份純真，才不會迷失自己。

名字 金額 
郭○鑫 300

陳○霄 500

張○珍 1,000

廖○霆 1,000

廖○震 1,000

羅○嘉 600

游○洙 2,000

楊○○鳳 600

星展娛樂

工作室
15,000 

IN198 18,279

李○芳 3,000

宏匯社會

福利公益

信託

39,000 

柯○明

柯○陽

吳○偏

李○玲

柯○妤

柯○庭

 3,000 

張○白  500 

名字 金額 
莊○賢

何○娟
 1,000 

張○白 500

崔○恩 2,000

呂○隆 1,000

陳○雲 300

徐○庭

陳○興

陳○羚

王○

 1,200 

林○翊 300

羅○綺 5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黃○淑 100

柯○雯 2,000

池瀁珠

寶銀樓
600 

白○玲 500

陳○鳳 1,0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名字 金額 
黃○凱 500

鄭○屏 200

陳○燕 500

林○如 500

鍾○霈 200

賴○勳 1,000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鄭○昊 500

莊○德 400

張○庭 500

丁○雅 300

蕭○煌 1,000

任○英 300

王○慈 1,000

爆炸毛

頭與油

炸朱利

工作室

 300 

何○臻

李○羽
15,168 

名字 金額 
郭○鑫 300

陳○琪 100

陳○霄 500

張○珍 1,000

丰棠茶飲 500

德來茶飲 500

王○如  300 

劉○銘

黃○宜
 2,000 

楊○○鳳 600

蘇○華 100

楊○霖 100

楊○涵 100

宋○宏 100

王鈴雅 300

藍○芳 1,000

張○白 500

宏匯社會

福利公益

信託

39,000 

陳○雲 300

林○翊  300

名字 金額 

徐○庭

陳○興

陳○羚

王○

 1,200 

羅○綺 5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黃○淑 100

柯○雯 2,000

池瀁珠

寶銀樓
 600 

白○玲 500

陳○鳳 1,0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黃○凱 500

鄭○屏 200

陳○燕 500

林○如 500

鍾○霈 200

賴○勳 1,000

鄭○昊 500

名字 金額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鄭○昊 500

莊○德 400

張○庭 500

蕭○煌 1,000

任○英 300

王○慈 1,000

爆炸毛頭

與油炸朱

利工作室

300 

李○芳 3,000

張○文 500

張○雅 500

財團法人

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

50,000 

王○義 30,000

陳○琪 100

李○豐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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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1/3 南山中學 虧 7 990

11/4 西門國小 樂 3 109

11/5 高餐大附中 虧 / 好 (2 場 ) 7-11 660

11/8 廣福國小 樂 (3 場 ) 4 530

11/9 松竹國小 神 5-6 150

11/9 瑞穗國小 神 5-6 110

11/9 瑞塘國小 灰 2 218

11/10 東園國小 小 2 90

11/10 文山國小 神 全校 70

11/11 麗湖國小 他 3 236

11/11 巴崚國小 情 (2 場 ) 5 14

11/11 巴崚國小 性 (2 場 ) 6 22

11/16 幸安國小 灰 1 240

11/17 光榮國中 虧 8 60

11/18 光正國小 生 6 17

11/18 二重國中 神 8 60

11/18 光正國小 生 6 17

11/18 南崁國小 他 4 314

11/18 南崁國小 小 2 330

11/19 介壽國小 性 (2 場 ) 6 34

11/19 介壽國小 情 (2 場 ) 5 26

11/19 逸仙國小 他 6 72

11/22 泰山國小 小 3 204

11/23 逸仙國小 灰 2 75

11/23 光正國小 情 (2 場 ) 5 52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1/25 瑞塘國小 小 1 210

11/25 巴崚國小 性 (2 場 ) 6 22

11/25 巴崚國小 情 (2 場 ) 5 14

11/25 光正國小 生 (2 場 ) 6 34

11/25 芝山國小 他 4 150

11/26 義興國小 小 1 190

11/30 光正國小 情 (2 場 ) 5 52

11/30 馬鳴國小 神 3-6 40

11/30 順天國小 神 4 72

11/30 芝山國小 小 2 143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2/1 靜心中小學 灰 2 252

12/2 延平國小 小 1-2 280

12/2 碧湖國小 樂 4 175

12/3 東園國小 灰 1 89

12/3 尼斯堡幼兒園 幼 全園 83

12/3 介壽國小 情 / 性 (4 場 ) 5/6 60

12/6 百齡國小 他 4 300

12/7 雙蓮國小 小 2 169

12/7 大潭國小 情 (2 場 ) 5-6 14

12/7 明湖國小 他 4 290

11 月份宣導共計 47 場，參加人數 5,627 人

12 月份宣導共計 48 場，參加人數 5,642 人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2/8 義盛國小 性 (4 場 ) 5/6 32

12/8 碧湖國小 小 1 160

12/9 國語實驗小學 小 1 90

12/10 大仁國小 神 5 41

12/10 立新國小 神 6 180

12/10 光正國中 虧 8 72

12/10 百齡國小 小 2 260

12/14 靜心中小學 虧 7 270

12/14 元生國小 小 / 他 (2 場 ) 2/4 640

12/14 埔里國小 灰 2 150

12/15 奧爾仕幼兒園 幼 全園 90

12/15 中正國中 好 8 66

12/16 懷中幼兒園 幼 全園 258

12/17 山佳國小 小 / 他 (2 場 ) 2/4 215

12/17 義盛國小 性 (2 場 ) 6 24

12/17 義盛國小 性 (2 場 ) 5 8

12/21 大智國小 他 / 灰 (2 場 ) 4/2 234

12/21 旭光國小 他 4 84

12/22 美崙國中 虧 7-9 420

12/22 娃娃家幼兒園 幼 全園 58

12/23 華民幼兒園 幼 全園 74

12/24 新自立幼兒園 幼 全園 75

12/27 義興國小 他 4 184

12/28 麗湖國小 小 1 231

12/28 大潭國小 情 (2 場 ) 5-6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