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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關係與情緒發展

葉安華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權威、和諧與孝順是華⼈⽂化重要的價值觀，在家庭中做
⼀個「不讓⽗⺟失望的孩⼦」似乎就代表「做好⾃⼰這個⼈的
本分」。即使在傳統價值觀受到挑戰的現代社會，盡孝道守本
份這種屬於「私德」領域的家庭倫理道德，依舊為青少年所看
重視並遵循（吳明燁、周⽟慧，2009）。也因此，對於想要，
同時也應該要追求獨立⾃主的青少年⽽⾔，家庭情感關係的維
繫依舊是他們所在乎掛記的事情。 

        情感連結與獨立⾃主是個體發展的基本需求，兩者看似互
斥但必須共存，⼀個孩⼦的情感連結需求得到滿⾜，才有能⼒
滿⾜健康的獨立⾃主需求，否則容易形成表⾯看似獨立⾃主但
內在充滿焦慮的「情緒截斷」(Bowen, 1976)。同樣的，當⼀個
⼈獨立⾃主的需求得以滿⾜，也才能夠健康地滿⾜⾃⾝情感連
結的需求。只是在華⼈價值觀的影響下，家庭有時為了鞏固權
威與⼈際和諧，過度強調情感連結⽽忽略了個體發展歷程中該
有的獨立⾃主，長久下來可能導致孩⼦無法在成長歷程中好好
地⾃我分化，容易將其他家⼈，特別是長輩的情緒重擔背在⾝
上。當孩⼦內在充斥的都是重要他⼈的情緒，個⼈的情緒便很
難有空間成熟發展；當孩⼦努⼒滿⾜重要他⼈的需求時，⾃⼰
的需求就必須壓抑捨棄，或是想辦法將⾃⾝需求與他⼈需求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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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本期的主題「家庭」，是形塑⼀個⼈⼈格的重要
場域。個體⽣命中與他者的第⼀段連結通常是親⼦關
係，經由此連結，在家庭中開啟⼈⽣的第⼀段親密關
係。「家庭」原本應該提供⾃在的「在家感」，讓個
體在安全的依附關係中發展出獨⽴⾃主的能⼒，進⽽
能與家⼈以外的⼈建⽴健康的親密關係。從發展觀⽽
⾔，家庭如同個⼈，發展中的每個階段充滿挑戰，家
中⽗母與孩⼦皆有⾃⼰的角⾊任務需要完成，家庭似
乎也成了每個⼈滿⾜需求的角⼒場域，彼此牽絆糾
結，進⽽成就痛苦與歡樂的記憶根源。本期的主題⽂
章：「親⼦關係與情緒發展」概述了華⼈家庭⽂化下
現代的親⼦關係如何影響⼀個⼈的情緒發展，讀者可
藉此反思⾃身的情緒發展與原⽣家庭的關聯，也可以
從師長或家長的⽴場理解所⾯對的學⽣與孩⼦。「⽗
母難為」可以⽤來形容為⼈⽗母的⾟勞，但也是事
實。⾯對世界的快速變遷，現代⽗母比起上⼀代的⽗
母更加難為。「孩⼦，爸媽回不去了—⼀種恐龍家長
養成記」試圖以幽默但嚴肅的⼜吻道出恐龍家長⼼中
的脆弱與糾結，焦慮與不安，希望能從另⼀種角度描
繪這群現代教育現場避之唯恐不及的家長。本期的學
習專欄收錄⾼琬玲於「家庭系統理論與實務」課程所
撰寫的閱讀反思：「壞掉⼤⼈的⾃我修復，孩⼦才能
免於受傷」，作者將閱讀的⽂獻與個⼈家庭及⼯作經
驗連結，對愛孩⼦的焦慮家長提出建⾔，可讀性極
⾼。「至少還有你，至少孩有妮」是林敏妮的碩⼠論
⽂。透過近⼀年⾃我敘說的書寫歷程，作者爬梳親職
化孩⼦⾃我的消長，釐清與母親的相互依存與共融的
寂寞，三個主軸的焦點由對外逐漸轉向內在，最後⾃
身得以浮現，內在需求能夠說得更清楚。懂事的孩⼦
有時反⽽傷最重，本⽂提醒教育現場的師長關注那些
乖巧懂事的學⽣。 

        不論此刻的身分是⽼師或學⽣，家長或孩⼦，家
庭永遠是⼈⼼的歸宿，永恆的議題。 

主編       葉安華 

至少還有你，至少孩有妮

壞掉大人的自我修復		孩子才能免於受傷

孩子，爸媽回不去了～一種恐龍家長養成記

本期內容

親子關係與情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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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聽到⼤⼈訓斥孩⼦：「你做這樣的事情，有沒有想過⽗⺟有多難過?」「爸媽⼯作這麼辛苦，
你還要惹他們⽣氣?」「老師這麼認真教你們，你們考這什麼成績?我對你們真的很失望…」這些話
語的本意原是希望孩⼦改正⾃⼰偏誤的⾔⾏，能夠成熟懂事並體諒他⼈，但同時可能也在傳遞⼀個
訊息:「你必須照顧⽗⺟師長的⼼情，不能讓他們難過⽣氣；你的所作所為應該考量⽗⺟師長的期
望，畢竟他們這麼辛苦都是為了你。」如此要求下，孩⼦需要花⼒氣處理的是⼤⼈的情緒與需求，
畢竟這些⼤⼈，特別是家長與老師，對孩⼦⽽⾔是如此的重要，是孩⼦成長重要的養分來源。如果
忙著處理⼤⼈的情緒，⾃⼰的情緒只好先收起來，必須被壓縮，沒有空間成熟轉化；這些真實的感
受不會消失，只會哀怨地被塞藏在記憶抽屜中，等到有⼀天抽屜不再有空間，抽屜被壓到變形，進
⽽崩解，於是整堆不成熟的情緒散落各地，無法歸類，也無從收拾起。 

        這類情緒混淆的現象常出現在「共⽣(being in)」的親⼦關係模式中，親⼦關係黏結，擁有權
⼒資源的⽗⺟無意間⽤情緒控制孩⼦，情緒勒索的劇本經常上演。現代的台灣社會受到⻄⽅「以⼦
女為中⼼」的親職思潮影響，過去以⽗⺟意志為主，強調⼀切為了孩⼦好的嚴教觀，已被多數年輕
⽗⺟視為不良的教養⽅式，許多青少年感受到的⽗⺟管教⽅式多是「溫情」、「監督」、「引導」
等，⽽非嚴厲的管教（林惠雅，2014）。然⽽⾝處華⼈⽂化的社會，台灣的⽗⺟很難完全不被傳
統價值觀影響，因此常出現「假⺠主真權威」或是「先⺠主後權威」的⺠主假象，⼜因為覺得⾃⼰
不該像上⼀代⽗⺟那樣打罵教育，反⽽會使⽤模糊的溝通，⽤情感勒索的⽅式來要求孩⼦達到⾃⼰
想要的結果；或是在努⼒「壓抑情緒，好好溝通」後，孩⼦依舊不願聽從，進⽽惱羞成怒，不得不
重拾權威⾓⾊來要求。孩⼦無奈配合妥協，表⾯看似順從⽗⺟，但其實內在逐漸拉⼤與⽗⺟間的距
離。看似連結的情感，對個體⽽⾔可能是窒息的綑綁，為了讓⾃⼰呼吸新鮮空氣，只好在能夠施⼒
的地⽅為⾃⼰長出空間，與⽗⺟在⼼理上保持距離，甚⾄等到⾃⼰有⾜夠的資源，便可與⽗⺟保持
物理距離的疏離。這種「疏離（being away）」的親⼦關係，往往讓親與⼦雙⽅的內⼼都充滿著
不被理解的⽣氣與怨載。在這兩類親⼦關係模式中成長的個體，容易在其他關係裡也呈現類似的模
式，與他⼈情緒混淆或是刻意保持情緒疏離，較難建立真正親密⼜⾃主的關係。 

          這種情緒疏離的關係模式，或許是現代年輕⼈被批評「太⾃我」的⼀種樣態。⾯對「要活出
⾃我，但不能太⾃我；要找到⾃⼰的興趣，做⾃⼰喜歡的事情，但⼜應該要聽從長輩的建議，不要
讓他們失望…」的⽭盾期待，不知如何是好，長久下來累積內在的混亂情緒無以名之， 好的⽅式

就是隔離逃脫，不論是躲在網路虛擬世界中，或是帶著「做⾃⼰」的⾯具與他⼈保持距離，同時也
跟⾃⼰的內在需求保持距離。 

        個體若能在理想的親⼦關係中成長，在⼈⽣任何階段都可以感受到家長在⾝邊⽀持、守候與陪
伴（being with），⽽非侵擾地介入與綁架，親密與⾃主的需求能夠隨著個⼈發展逐步健康地被滿
⾜，讓內在有⾜夠的⼼理空間與能⼒涵容各種情緒，成年後也比較有能⼒與他⼈建立健康的關係，
擁有清楚的⼈我界限。 

參考資訊：	
Bowen,	M.	(1976).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In	P.	J.	Guerin.	(Ed.).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Gardner.	
吳明燁、周玉慧 (2009)。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社會依附的影響。台灣社會學, 17，61-100。
林惠雅 (2014)。青少年知覺父母教養行為、服從義務與服從管教之關聯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0, 
219-271。	
蔡秀玲、葉安華、楊智馨	(2020)。情緒管理。台北:	揚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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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公視《你的孩⼦不是你的孩⼦》引起熱議，台灣的親職教養議題被廣泛討論，⽤⼒過

度的家長、焦慮的⽗⺟，以及綁架孩⼦的⼤⼈開始被譴責，但他們為什麼如此擔⼼⾃⼰給予孩

⼦的不夠多，害怕⾃⼰的孩⼦落後於他⼈呢？

　　藍佩嘉（2014）指出，中產階級⽗⺟傾向從上⼀代⽗⺟的教養中進⾏反思，試圖調整⽗⺟

輩的教養模式，使⾃⼰的孩⼦不再重演⾃⼰的「失落童年」，期待⾃⼰能成為「更好的⽗⺟」。

因此，過去學習受到阻礙的⽗⺟，傾向致⼒培養孩⼦的國際競爭⼒；⽽過去浸泡在升學及課業

壓⼒中成長的⽗⺟，則傾向建立⾃然成長環境，在⼈⼯的、良善規劃的空間中讓孩⼦⾃然長

⼤。不論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為何，他們的初⼼皆是想擺脫⾃⼰過去的童年，但若沒有適

切監視⾃⼰的策略，可能會在無形中體現原⽣家庭的教養模式，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分關

⼼孩⼦的成長，與孩⼦關係緊密連結，因⽽孩⼦的⼼理健康受⽗⺟影響程度甚⼤（江守峻、陳

婉真，2018）。回到《你的孩⼦不是你的孩⼦》的故事腳本，每個劇集中的主⾓多為中產階級

⽗⺟，都是深愛孩⼦的⽗⺟，但同時也將⾃⼰的期待、⾃我價值與孩⼦綑綁在⼀起，因此在教

養中忽略孩⼦的個⼈差異，進⽽帶給孩⼦極⼤壓

⼒。對孩⼦的來說，⽗⺟能提供充⾜的關⼼及教

養資源，也有較好的能⼒回應孩⼦的內在需求與

困擾，因⽽孩⼦在⼼理上與⽗⺟是緊密的。從家

庭理論中來看，這樣的家庭容易出現「融合」的

現象，進⽽出現⼀些家庭規則來使家庭成員間關

係更加緊密且不可分割，若這些規則是有彈性

的，或是家庭成員中有⼈具備跳脫的能⼒的話，

也許能提供孩⼦較佳的⾃我發展與情緒⽀持；但

不幸的是，劇集中的家長多為僵化的，且不允許

孩⼦違背⽗⺟的想法與期待，這樣的融合往往導

致孩⼦的呼吸困難。

　　反觀勞⼯階級的⽗⺟，他們因為⽋缺教養⽂

化資源，⽽傾向延續上⼀代⽗⺟的教養策略（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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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專欄

壞掉⼤⼈的⾃我修復 

               孩⼦才能免於受傷
⽂/⾼婉玲 

（本⽂選⾃106學年度家庭系統理論與實務專題報告）

《你的孩⼦不是你的孩⼦》簡介

《你的孩⼦不是你的孩⼦》為2018年公
共電視台之電視劇，由陳慧翎執導，故
事改編⾃作家吳曉樂同名作品中的五個
故事。全劇共⼗集，以親⼦關係為劇情
主軸，呈現台灣社會不同的親⼦互動樣
貌。劇集播出後，引發熱烈迴響，透過
故事劇情的推展，讓觀眾對於當今社會
環境、教育制度、親⼦關係有了不同的
省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6%85%A7%E7%B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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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嘉，2014）。他們可能也期待孩⼦有好的發展，但因為資源或能⼒的限制，⽽傾向將教育責

任交給學校或補習班，或是順著孩⼦的能⼒，能讀就讓他繼續讀，否則發展⼀技之長似乎也並

非不可⾏。閱讀勞⼯階級的教養腳本時，我總會連結到我的原⽣家庭。從⼩我就學以來，⽗⺟

對學校老師的態度總是⼗分有禮且崇敬的，他們會積極與導師聯繫，詢問關於我與弟弟的⼤⼩

事，也很願意遵循導師所給予的建議；⽽⾯對課業時，⺟親總會在開學時帶我們到書局備妥參

考書，時時刻刻叮嚀我們要寫，但當我們碰到問題時，⺟親無法立即為我們解惑，總要我們帶

著參考書到學校詢問老師或同學，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曾因為數學成績不理想⼤哭，當時⺟親

的處理⽅式便是打電話向導師求助。⼩的時候，⽗⺟總語重⼼長告訴我們：「你們要好好讀

書，你看爸爸媽媽⼯作這麼累，真的是⽤勞⼒在換錢的，好好讀書，以後不要像我們⼀樣賺勞

⼒錢。」雖然懵懂，但無形中「讀書就會有好發展」的想法深植於我的⼼中。但相反的，當⽗

⺟⾯對親戚不善讀書的⼩孩時，他們反⽽勸⾔「考試有及格，能順利畢業就好了啦，現在⾼職

很流⾏啊，以後可以發展⼀技之長。」在教育現場中，則是常常看⾒勞⼯階級的孩⼦因為⽗⺟

忙於⼯作，無暇看顧他們，轉⽽藉由同儕⽀持來滿⾜⼼理需求；他們愛⽗⺟，但也深受同儕的

影響，當⽗⺟長期缺席時，他們便習慣和同儕傾訴想法，尋求同儕的⽀持。看似維持了⼀個巧

妙的平衡，然⽽當孩⼦開始出現困擾，⽽同儕無法給予較成熟理性的建議時，問題便會慢慢浮

現……。⽗⺟雖然長期缺席，但他們多數仍是關愛孩⼦的，當他們發現孩⼦的狀況越來越多

時，他們往往會斥責孩⼦的錯誤，⼜因為先前的關係不夠緊密，⽽使孩⼦出現不被理解的感

覺，親⼦衝突的雪球便越滾越⼤。

　　⾯對快速流動的社會，新⼿⽗⺟總難以逃脫親職焦慮之苦，希望孩⼦好、⼜希望孩⼦能當

寶的⼼情總在教養中不斷交替出現。不論是中產階級的家庭，抑或是勞⼯階級的⽗⺟皆能看⾒

他們教養中的掙扎、無⼒、拉扯與糾結，他們所冀望的，都是孩⼦能有成功、光明的未來，不

要重演⾃⼰成長中的失落啊。然⽽，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呢？藍佩嘉曾於2019年的⼀次訪談中提

到：「我們是不是可以改變成功的定義呢？⼀定要讀到台⼤才是成功嗎？有些⼩孩只是剛好不

會念書，但他可能會很多我們不會的事情。或許他很會修⽔電，或許他有其他才能。也因為這

樣的分⼯，社會與家庭才能達到平衡並且共好，所以我們應該要挑戰整個社會對成功的單⼀定

義。」回歸⼈ 初的本質，當⼀個⼈能夠找到⾃⼰⽣存的價值、有歸屬與被接納感、對⽣活充

滿希望並勇於追求這些希望，是不是就代表他成功了呢？在照顧孩⼦的路上，如果能暫時放下

過去對成功的的定義，好好處理⾃⼰過去的失落議題，接著接納孩⼦的不同特質，並協助孩⼦

找到⾃⼰的價值，且這個價值也是孩⼦所想要的，是不是就可能出現不⼀樣的教養樣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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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還有你，至少孩有妮 

        本生長在一個「不怎麼說」的環境中，長大並不代表什麼就自然而然都會說了。習慣

用文字說話的研究者，家中排行老大，為典型親職化小孩，成長過程與母親緊密連結。青
春時期總是賦新詞而強說愁地表現，對快樂一知半解。每年四月除了家庭不間斷的慶生活
動，四月亦是母親不敵癌症辭世、革命伙伴意外死亡無法實現承諾的日子，生死難解的課
題，憂鬱最後成了診斷內容。與人預期或非預期的斷開連結，常使研究者感覺「厭世」，
而親職化小孩常有主要照顧者的「影子」，慣於照顧他人鮮少關照自我，依賴困難使得面
臨困境時常有獨自承受的「寂寞」，人我互動這種反覆的不良循環，研究者到了中年除了
存在自我分化的困難，也說不清楚自己的困境及想要的人生。	

					質性研究不是為了驗證假設而存在。而是在有意義而沒有唯一解答的問題裡，看看人
是如何定義及經驗所謂的問題，內在信念及因應策略的發展，個體是如何解讀。親職化的
孩子不會成為問題小孩，不會成為別人的問題，但當他們比較看見自己的依賴困難時，卻
已經存在適應問題、情緒傾向壓抑，這是研究者困惑的現象－不容易發現親職化孩子的困
境，但出現適應問題時已經是依賴困難了，如果這是親職化孩子發展上的宿命，沒有在這
個過程中可以介入鬆動的可能嗎？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自我敘說的方式，探究研究者「自我」的消長，與母親、親職
化小孩、悲傷失落、憂鬱、寂寞、自我分化等元素的關連，透過成長經驗的事件，從過程
去捕捉對研究者個人的意義及探究隱而未現的「自我」生成的可能。從文本可了解研究者
在家庭、社會環境中，如何看待及定位自己的位置，共分三節撰寫：	

第一節「厭世-我真的很討厭這個世界」描寫對生命無常的感嘆、生氣。	

第二節「寂寞-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書寫三個部份的寂寞－「寂寞的眼-眼中看到的
寂寞」是從母親的婚姻看見的寂寞；「寂寞的演-演一齣符合期待」寫的是排行老大為
求認同、符合期待，忍氣吞聲的寂寞；「寂寞的掩-掩藏見不得人的心傷」是在信仰
上，人們迴避真正的需求而訴諸風水、安排的詮釋，無法與他人訴說真正困境的寂
寞；這些寂寞都是不為人知、獨自擁有的心境，少了對話，也隱匿了情感需要。	

第三節「影子-我和我追逐的夢」包含了「責任的背影」、「完美的倒影」，主要是研
究者與媽媽相像的表現；「脫影而出」則是研究歷程中的轉折事件。	

						研究歷程因親職化角色的干擾，感覺不時偏離研究目標，當研究者去探究此番歷程的
意義，反而發現母職的擔待、說不出口的寂寞、分化不清而感覺一言難盡，原來是環環相
扣的，研究者的模樣漸漸清晰，連研究者喜歡隱喻的表達，也不是獨立存在的問題。重新
理解的章節撰寫的是研究者的發現，分為三節：	

第一節「厭世-“媽媽”不曾離開」－母職的任務內容、多種角色，研究者在角色認同
上，學習仿效母親，即使母親離世，但母職精神在研究者身上不滅。	

第二節「寂寞-我說不出想要被照顧」－寂寞雖是獨自擁有的心境，但不代表沒有情
緒，研究者情緒雖然壓抑，但仍有表露出情緒，寂寞主要是需求被略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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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影子-區分清楚“我的”	和“媽媽的”」－在角色認同學習仿效的歷程，情
緒融合的結果，孩子困難辨別自己的和他人的，尤其在華人文化裡，自我在關係中，
更不易區辨清楚。	

						研究者以和母親共穿衣服來比喻互相依存的關係，得以理解母親離世之後經歷的迷
惘、混亂所為何來，如何為自己裁剪出合適的衣裳，有了較為清晰的方向。在母職角色的
學習仿效上，易與母親情緒融合無法區辨自身的需求，親職化小孩並非沒有情緒，而是在
需求的拋接上仰賴成人謹慎對待及教導小孩練習表達需求。	

						而本論文為維持可信賴度及品質，研究者從敘說者位置反覆切換，以刺激對話建構真
實性；與指導教授、讀者們的對話進行寫作的反思，讓論文更透明；並讓家人閱讀以重構
或擴增觀點；在內在連貫統整的基礎上，重要主題確實反覆在文中呈現；在自我敘說的過
程中，豐富的對話及內省，研究者漸漸「賦能」給自我，練習說得更清楚，並且與人重新
產生連結，這份研究無疑是給研究者最棒的一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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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課報報 中原教研所親職諮詢∼心理劇體驗

        ⼼理劇是利⽤表達性與互動性的⽅式進⾏治療，很⾼興在教研所的親職諮詢課程
中，淑芬⽼師幫⼤家安排了⼀次⼼理劇體驗，講師曾素梅⽼師在課程開始前，讓我們
⽤肢體動作描述當下的⼼情感受。透過肢體的呈現，我們的⾃我以及團體的動⼒即具
象化的展現出來。有了前⾯的暖身，也讓我們更投入於接下來的⼼理劇體驗課程。 

         課程中⽼師邀請⼀位成員以⼼理劇的⽅式，呈現其家庭故事，導演（⽼師）讓故
事主角站在不同家庭成員的角度，去對話與思考。過程中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是主角
站在家⼈的角度時，更能夠跳脫以往的想法轉變不⼀樣的思維。所呈現的家庭故事，
同時也反映了整個中華⽂化對於家庭議題的影響，所有的同學都對重男輕女、婆媳問
題等家庭議題特別有共鳴。⼼理劇雖然只是⼀個家庭的故事，但是透過演出劇的過
程，所有參與其中的成員也受到了療癒，⼤家藉由同⼀個議題的共鳴找到普同感，同
時也能適時的透過導演的引導，讓我們去思考不同角⾊、不同⽂化脈絡的想法，即使
不是討論⾃⼰的議題，但也能透過別⼈的家庭，看到⾃⼰的家庭，在⽀持同理劇中角
⾊的同時，也擁抱⾃⼰。 

詹明芬/中原⼤學教育研究所諮商輔導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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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不知道是惹到誰了，在現代社會總被拿來形容蠻橫無理跋扈無腦卻有相對權
⼒的⼈類角⾊，例如恐龍法官和恐龍家長。不清楚恐龍腦部構造或能否講道理，但相
信所有⽣物皆有⽣存的需求，當需求受到威脅，該⽣物會竭盡所能使⽤各種資源來確
保⾃身種族的⽣存與延續。

所以恐龍之所以凶狠，可能也跟⽣存的焦慮有關。
如果今天發個問卷:「你是恐龍家長嗎? 你會想當恐龍家長嗎?」相信百分之九⼗九

的受訪者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何以對教育現場的教師⽽⾔，恐龍家長無所不在︖這個
問題的答案可以很簡單:「說是⼀回事，做又是另⼀回事，恐龍家長是沒有⾃覺的。」

如果是這樣，那好像不論再怎麼要求家長不要當恐龍，如何說明恐龍帶給別⼈的壓⼒
與困擾是沒有⽤的，因為恐龍家長根本不覺得那是在講⾃⼰。校⽅眼中的張牙舞⽖與
無理取鬧，在這些所謂恐龍家長的⼼裡，只是他身為家長，為了孩⼦的⽣存（可能也
是⾃⼰的⽣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可能覺得學校沒有盡到該盡的責任，⽼師沒有公
平對待⾃⼰的孩⼦︔他可能覺得孩⼦受委屈了，因此，他⾃⼰也受委屈了。或是，他
認為沒有⼈會像他這樣關⼼照顧⾃⼰的孩⼦。

造成家長如此感受的事實可能是真的，⽼師真的沒有百分百地公平對待每個孩
⼦，⽽他的孩⼦也真的受委屈了，因為在團體⽣活中，本來就不可能有百分百的公
平，成員在團體中為了⽣存經常需要妥協，因著妥協⽽來的委屈也在所難免，孩⼦也
就在這樣的經驗中學習⾯對挫折，進⽽成熟長⼤。相信多數的家長也是這樣長⼤的，
但或許那⼩時曾被權威不公對待，在團體中受到的委屈傷害，當時沒有⼤⼈能夠理解
陪伴，只能⾃⼰努⼒消化，收藏於記憶抽屜中。幾⼗年後做了⽗母，看到孩⼦受委
屈，⾃⼰類似的委屈從記憶深處被汲取出來，但這⼀次，身為有權⼒的家長角⾊，有
著愛孩⼦保護孩⼦的⾃我期許與家庭責任，於是乎為孩⼦討回公道是理所當然的，其
實，也是為⾃⼰討回公道。

這或許只是某⼀類型恐龍家長的⽚段⼼路歷程，但這樣的⼼理⽚段可以是理解恐
龍家長的⼀種角度。我常在課堂上請同學想想⾃⼰的⽗母，如果暫時拋開家長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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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爸媽回不去了 

一種恐龍家長養成記
文/葉安華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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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把他們當成普通⼈，他是怎麼長⼤的︖他⼈格健全嗎︖有⾃信嗎︖再進⼀步來
想這樣的⼈為⼈家長，他們是低⾃尊還是⾼⾃尊的⽗母︖他們會給⾃⼰做⽗母這個角
⾊打幾分︖「⽗母難為」可以是描述為⼈⽗母的⼼酸，但同時也是事實。家庭與學校
是孩⼦最初的社會化單位，家長與⽼師擁有華⼈社會認可的權威來養育及教育孩⼦，
同時也得以影響/傷害孩⼦的⾃尊，兩者都是孩⼦成長歷程中最倚賴的「重要⼤⼈」，

他們說的每⼀句話，都可能成為孩⼦⼼中永遠的烙印。
相較於當⽼師需要修課實習考試認證，做家長似乎沒有太多專業條件的要求，基

本上只要能夠⽣孩⼦，就可以/不得不做家長。早年經濟匱乏的年代，家長只需讓孩⼦

吃飽穿暖平安長⼤，教育的事情交給學校⽼師處理︔但在資源豐富的現代社會，對家
長要求的養育責任不只養，還包括育。現代⽗母經常感慨：「我們⼩時候爸媽哪裡要
做那麼多︖那需要操那麼多⼼︖我們還不是就這麼長⼤︖」可是回到⾃⼰做⽗母的此
時此刻，似乎也無法就這樣去扮演當年那種隨便孩⼦長⼤的⽗母，似乎也無法不去關
注孩⼦的各種⽣活⾯向。畢竟從19世紀美國興起的「科學母職」，到20世紀各種與⼈

類成長相關的科學逐漸發展影響之下，育兒逐漸形成⼀⾨學問，親職教養在過去本屬
私領域的⾃家事，現今卻成為公領域的討論區。網路上親職專家的⽂章如數家珍，各
式關乎孩⼦成長發展的資訊，從⽣理滿⾜到⼼理需求，從智能情緒到社交⼈格。科學
育兒資訊原本是要讓「做⽗母」這檔事更有成效，讓孩⼦能夠發揮潛⼒健康成長，但
實際情況是，爆表的資訊讓現代⽗母終⽇被迫檢視⾃⼰有無做好「⽗母」這檔事，深
恐成為「不良⽗母」的無形壓⼒有時反⽽會讓⽗母更容易介入孩⼦的⽣活，擔⼼⾃⼰
做的不夠，沒有給孩⼦⾜夠的資源，讓孩⼦沒有競爭⼒︔或是在無法忍受這樣的焦慮
時將之投射到學校⽼師的身上，擔⼼學校⽼師可能也做得不夠，疏忽了對⾃⼰孩⼦的
照顧與教育。

焦慮⾃⼰的後代無法擁有⾜夠的資源成長茁壯與他者競爭，底層可能還殘存著⾃
身童年因資源相對匱乏，無法如同儕般強壯的遺憾與怨載。如今身為家長，⾯對比當
年更激烈的競爭場域，不得不強壯兇猛，努⼒為⾃⼰的孩⼦，同時也為當年那個孩
⼦，爭取更多的資源與撫慰。

註︓恐龍種類繁多︐本文限於篇幅︐只能介紹一種恐龍家長養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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