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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回你的孩子：
如何教孩子並獲得尊重
作者：威廉．竇赫提 (William J. Doherty)
寫一封道歉信，寫好才能出
來。」）

恐懼的時代，這一代父母堪
稱史上對孩子最敏感的──
也是最困惑又最沒安全感的
一代。他們從小在父母要求
完全順從的期待下長大，決
心不要重蹈上一代的覆轍。
但在他們拒絕過時的威權模
式的同時，卻也怯懦地不敢
對兒女運用任何一點權柄。
在缺乏安全感的父母教養
下，孩子太快長大，很容易
被消費品和同儕壓力占滿心
思，把焦點擺在家庭以外的
狂熱活動上。他們知道父母
很愛他們，跟他們溝通時小
心翼翼，但他們也知道他們
的父母在要求子女和拒絕子
女方面，很沒安全感。

再舉一例：本地報紙連續數
日刊登青少年喝酒的系列報
導，從前青少年也喝酒，問
題多半是飲酒過量。現在的
青少年不一樣，報導指出，
現在是父母提供他們整桶啤
酒，在春假期間提供自己家
或開旅館房間，給他們一筆
錢，讓他們到墨西哥度假嬉
鬧、喝到醉醺醺、作愛。絕
大多數受訪的父母都猶豫今
年春假要不要讓孩子跟同學
去墨西哥玩，但是他們又沒
法跟孩子說：「不行去！」
尤其他們的同學都已經宣稱
要去。

兒童是消費者的文化
有一對正在接受家庭治療的
父母，有一個十歲的兒子，
在學校像天使，在家卻竟然
罵母親「賤人」。對此他的
母親的反應竟然不是運用作
父母應有的權柄，卻是為孩
子煩惱那麼重而擔憂。（運
用 作 父 母 應 有 的 權 柄 是：
「你絕對不可以再對我說那
種 話， 就 算 你 很 生 氣 也 不
行。你進你的房間去，給我

在兒童新文化底下，兒童被
視為教養服務的消費者，父
母則是教養服務的提供者，
和社區兒童服務的中間人。
在這個人力等式當中少了另
一邊：兒童對他們的家庭和
社區也負有責任。
兒童不應該只接受大人給他
們的，也應主動為周圍世界
貢獻一份力量，協助關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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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促進自己的家庭生活品
質，並為他們就讀的學校和
所在社區的公益貢獻力量。
如果兒童的生活只像是教養
和社區服務的消費者，那麼
他們將來也不會成為家庭和
社區中積極有為的公民。
如果我們看自己只是為子女
提供服務的，那我們就會對
作父母應有的權柄感到困惑
矛盾，為了取悅子女而焦慮，
深恐我們沒有提供足夠的機
會給孩子，又擔心我們的努
力比不上別的父母。在市場
經濟之下，服務提供者必須
提供最新且最好的服務，並
且要不計一切代價地避免令
消費者失望。
應用到家庭上，就是製造無
安全感的父母和享有權利的
子女的秘方了。（一個 17 歲
的孩子對父母說：「我為甚
麼要去割草皮？那又不是我
的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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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對教養子女戒慎

父母是治療師的文化

如何教導青少年尊重

這 也 是 一 個 親 職 治 療 的 時 我們可以在不必回到威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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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父母變成初級治療師，
兒童被視為需要專業的特殊
對待的對象──只有專家或
受過訓練的父母能提供給孩
子。 此 潮 流 起 於 1970 年 代
戈 登（Thomas Gordon） 的
暢 銷 書《 父 母 效 能 訓 練 》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書中教導父母
對待自己的孩子要像治療師
一樣。
既是治療師，就要注意孩子
的一舉一動，態度要低調、
接納、不給予指令也不作評
斷。當孩子上治療課的時候
有甚麼行為不當，譬如，對
治療師講話沒禮貌，治療師
的任務是去探究這個行為背
後的原因，而不是把焦點放
在當下的那個行為上。這種
把父母當治療師的文化不但
扭曲了父母對孩子行為不當
時，應有的反應，而且暗示
孩子的心理很脆弱，父母一
說錯話孩子就會受傷。
根據許許多多的研究指出，
真實的情形是，只要基本的
親職照顧和依附情感都有，
孩子面對父母一般會犯的錯
誤其實很快就沒事的。假如
我們所犯的並非虐待式的錯
誤，孩子多半都能應付得來，
那麼當我們有充分理由需要
做出強烈反應時，孩子肯定
也能受得住。孩子做了不乖
調皮的事，多半自己知道，
這時父母以堅定的態度介入
反而會讓他們有安全感。
從研究和觀察可知，父母對
於青少年子女的行為有很強
的影響。父母會定期地告誡
不可以碰毒品的青少年，很
少會去吸毒。父母除了養育
也設明確界線的青少年，比
較不會涉入性行為，也比較
會用功讀書。

養的情況下，重新恢復父母
的權柄。既不是獨裁式的不
顧孩子感受，也不是哄騙式
的跟孩子辯論，而是取乎中
道的權柄。
舉 個 人 的 實 例： 我 的 兒 子
Eric 十三歲的時候，我們在
廚房有一次很短但永遠不會
忘的對立。那是傍晚時分，
我正在跟一個朋友講電話，
Eric 想 要 給 一 個 朋 友 打 電
話，但我並不知道，所以我
照常把電話講完，一掛上電
話，Eric 就用盛怒而強勢的
口氣對我說：「你跟誰講電
話？」
你認為我應該怎麼回答？不
妨先來想想我可以有哪幾種
反應，最後我再告訴你我的
反應。

父母需要堅守被尊敬的
權利
第一種反應（用辯護的口吻
溫和地說）：「我在跟麥克
講電話，我不知道你要用電
話。」
這個反應的問題是，接受孩
子有權利嚴厲質問父母在做
甚麼事。關鍵不在孩子所提
的問題，而是他毫不尊敬的
要求父母回答。
第二種反應（用責備的口吻
溫和地說）：「我不知道你
在等著用電話，你應該要讓
我 知 道， 不 然 我 哪 裡 會 知
道？」
這個反應若是對配偶或你的
平輩可能是合宜的，因為對
方有平等的權利使用電話，
而電話被你佔用，所以他有
自由向你表達心裏的不快。
若是這樣回答 Eric，就等於
接受他像我的平輩，他可以
像跟兄弟搶浴室或搶電視遙
控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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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反應（用責備的口吻
嚴厲地說）：「你想要打電
話 給 誰？ 你 講 電 話 講 太 多
了，去做你的功課去！」
如此反駁看似堅定，實則錯
失重點。當下的問題並不是
Eric 要用電話，而是他問那
句話毫不尊重的態度。拿父
母使用電話的權柄高過子女
來壓他，只會讓他更厭惡，
更不能教導他對父母講話要
尊敬，還有要用電話時要先
講。
在教養孩子上我不是沒犯過
錯誤，但有些時候我學到，
孩子對我講話不尊重時要立
即察覺，並且要針對這個態
度作反應。因此，那天我是
這麼說的，我直視他的眼睛
堅定地說：
你不可以拿那個問題問我，
尤其不可以用那種口氣。
討論就此結束。兒子把我的
話聽進去了，然後到另一個
房間去打電話。我沒有說我
跟誰講電話，我沒有為自己
辯護，我沒有反擊，我沒有
讓兒子為他的質問辯護。也
沒有懲罰他。
我只有直接護衛和確立父母
被兒女尊重的權利。那天一
整個晚上我對他並沒有生氣
的感覺。往後的幾年裡，我
們雖然也有一般青春期孩子
跟父母的麻煩事，但他再也
沒有用那種不尊重的態度跟
我講話了。
如果那天我用不同的方式，
可能會後患無窮，我兒子的
青春期和我們的家庭生活，
可能大不相同。

教導幼兒尊重
四歲的 Jason 有個壞習慣，
在餐桌吃飯時他會大喊：「給
我倒牛奶！」或「我還要吃
薯條，拿給我！」
Jason 並 沒 有「 衝 動 控 制 障

那花圃僅六呎寬，一不小心
就會掉到三十呎下的鐵軌。
那位母親靠近兒子，口氣非
常溫和地說：「小寶貝，我
覺得你不可以去那裡喔。」
那男孩子站在那裡等媽媽過
來，靠著圍籬邊把手伸長，
說：
小傑，來，請你出來，你踩
在花上面了，而且你距離鐵
軌太近了。
小男孩動也不動，根本不聽，
只用眼睛瞪著媽媽。「過來，
牽我的手。」她懇求地說。
還是不動。顯然那孩子享受
這一刻，為他固執的勝利而
得意。
內人和我繼續散步，過一會
兒我回頭看母子有無任何進
展。只見那母親依舊伸長了
身子，不停懇求孩子牽她的
手，而他還是瞪著她。
這一幕點出了不敢生氣的教
養方式有多麼危險。在孩子
故意違抗而又危險在即的情
況，作父母的還在試圖保持
冷靜與理性，顯得多愚昧。

為甚麼完全不生氣的教
養方式無效？
對 許多父母而言，生氣跟言

用可憐的請求方式，沒有一
個親職專家會支持她的做法
的。但是，專家們會建議她
怎樣反應呢？
戈登的《父母效能訓練》會
告訴這位母親冷靜地傳遞
「我」訊息給孩子，譬如「我
看見你站在那裡的時候，我
非常害怕，因為那很危險。」
其前提是，如果你把你真正
的感覺表達出來，你的孩子
會同步決定跟你合作。
但萬一你的小孩，就像那個
站在圍籬後面的小男孩一
樣，津津有味地看著你不敢
要求他，你管不動他，請問
你 怎 麼 辦？ 以 這 個 例 子 來
講，把你脆弱的情感講出來
給孩子聽，一點用也沒有。

詞與行為上虐待兒童僅差半
步。但是，生氣是人性的正
常情緒，表示「這件事得改
變──現在就得改」。不生
氣的父母，面對孩子的任性
時就硬不起來。當代許多父
母對孩子無可奈何，癥結就
在他們不敢對孩子生氣。

教養上偶爾生氣
是必要的
最近我觀察到一幕：有個小
男孩（約四歲）和母親在海
邊散步。小男孩跑在前面，
從圍籬底下鑽進一個花圃，

有 些「 專家」的高見有
問題

這位母親碰到這種狀況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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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期待且得到尊重
1. 尊重你的孩子。讓孩子表達自己
的意見、好惡、和價值觀──如果他們
以尊敬的態度表達的話。
2. 期待尊重。在你家中要期待尊重，
因為若無尊重，家中將無寧日。要用
「尊重」、「不尊重」、「有禮貌」、
「粗魯」等來培養尊重的共同語言。

3. 跟你的孩子說明新的尊重政
策。 假如以前他們不尊重都沒事，他
們就不會曉得自己甚麼時候不尊重，很
多孩子都這樣。所以要找一個時間靜下
來，慢慢跟孩子說明你的新政策。

4. 注意聽尊重的話和不尊重的
話。 有時候父母因為太過注重孩子所
說的內容，以致沒認出孩子說話不尊重
（打斷、告狀、罵人），也沒仔細聽孩
子的語氣。提高聲調不見得是不尊重，
但是抨擊、闖入、諷刺、和苛薄的言語
和口氣，當然是不尊重。
5. 防微杜漸。 只要看到孩子出現一
點不尊重的行為，就要立即反應：「你
這樣是不尊重喔。」

6. 用跟平時不一樣的語氣來回應
不尊重。告訴孩子：「你踩到危險的
地方了，立刻退出來。」

7. 當孩子不跟你合作，繼續他
不尊重的行為時，就用「隔離」
（time-out）。 首先用堅定的口吻
指出不尊重的行為，如果孩子還我行我
素的做，就警告他再不停止就要去罰
站。假如警告無效，不管孩子耍賴，要
切實執行罰站。面對青少年孩子，最好
是你暫時離開談話現場，不要強迫他罰
站。關鍵是，要聲明那種行為是不尊
重，然後結束談話，而不是越講越激
烈，變成吵架。
8. 要堅定而冷靜。有自信的父母在
親子衝突時，幾乎總是鎮定的、清楚
的、集中焦點、而且肯定的。
9. 以零容忍為長期目標，挑戰每
一個不尊重的行為──沒有例外。因為
只有如此，孩子才能了解你的期待，你
是認真要杜絕那種行為。不要期待馬上
就看不到粗魯無禮的行為，但要穩定地
減少直到零。
10. 假如積弊已深，以上策略都無效，
請考慮尋求家庭治療──把焦點擺
在你的教養技巧上，如果你們夫妻、或
共同教養者，對於教養風格立場不一、
意見不同的話，請考慮尋求專業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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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在幼稚園裡他可乖得
很，因為幼稚園有很清楚且
貫徹執行的禮貌標準。
那麼 Jason 的父母對這種沒
禮貌的行為有甚麼反應？最
常用的辦法，就是趕緊把他
要的食物拿給他。有時他們
實在生氣了，才會告訴他要
好好的說──但還是會直接
把食物拿給他，而沒有叫他
當場用有禮貌的方式說一
遍。心理學家形容這叫作強
化兒童行為。
子女對父母態度不尊重，父
母會慢慢變得害怕、厭煩自
己的孩子，會漸漸地收回情
感，或變得動不動就處罰，
他們會突然爆發脾氣，過後
又懊悔。要不，他們會變得
言詞尖刻、猛澆冷水。
Jason 的 父 母 該 怎 麼 改 變 他
的餐桌行為呢？每次他沒禮
貌地叫大人給他東西時，要
堅定地要求他改正，並且等
到他有禮貌地請求時，才把
食物給他。假如他不肯有禮
貌地說，父母就要把食物撤
走，結束用餐，沒有東西可
吃。這樣 Jason 才終於學到
「禮貌」的意義，餐桌行為
也徹底改過來了。

因果取向的觀點

源 自 1970 年 代 的 教 養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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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先叫他的名字，強烈而堅
定 地 說：「 傑 弗 瑞， 現 在 就 請
點，還有一學派（吉諾特 Haim 你馬上出來！」我會一邊說一
Ginott 的著作）建議採用「因 邊朝他那個方向移動。
果」取向；就是給你的兒子一 假如他沒有立刻後退到圍籬邊，
個選擇，如果他繼續站在那裡， 我 會 大 聲 說：「 請 你 過 來！」
就是選擇接受一個你已經說過 同時我會走到圍籬邊。
會有的負面結果。你可以告訴 如果他沒有立刻朝我這裏走過
他如果不聽話，這一個禮拜都 來，我會爬過圍籬把他抱住，然
不會帶他出來散步。
後我會蹲下來和他面對面，說：
把各種後果都列出來，讓孩子 你這樣子讓我很生氣。第一，
自己作決定，這是很常見的高 你越過籬笆把花踩壞了──你
效能教養技巧。當你的青少年 知道這樣是不對的。第二，你
孩子輪到洗碗時不去洗，就會 太靠近鐵軌了──你知道這是
嘗到一個後果──譬如晚上不 不 對 的。 第 三， 我 叫 你 回 來，
能看電視、或不能打電話── 你不聽，我對你很生氣。
如此讓孩子透過選擇跟你合作， 我會把他帶回家，不再討論。
把作家事跟一個後果連結，一 回家以後，我會平靜地跟他講
般來講是很不錯的辦法。假如 今天出去散步時發生的這件事，
孩子一直不合作，將後果的嚴 還有以後去散步，我希望他怎
重性升高，直到幾乎所有的孩 麼合作。我會要他同意以後要
子都會決定寧可去洗碗，否則 聽話。
更麻煩。
除了這些層面以外，還有更深
不過，用因果取向來訓練孩子 一層的心理層面，那是在我運
有其限制，在某些情況，它不 用權力堅持達到效果之後，可以
夠有力道，也不能立即見效。 去深究的。假如孩子的這個行
譬如跑到花圃去的那個講不聽 為跟平常不一樣，或許反映最
的小男孩，父母不能只是把如 近家庭的變動給孩子造成壓力。
果他繼續站在那裡的後果加以 或許他為某件事在跟媽媽生氣。
說明，而需要給他更強的反應。 或許他在測試他新發現的四歲
在跟任性的孩子對峙時，有些孩 小孩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假
子根本不管後果的──他們想 如這個行為由來已久，那也顯
要大人現在就照他們的方式滿 示父母對孩子的權柄沒有用對
足他。在這樣的情況，別說那 地方。
麼多，討論未來的後果太弱了， 這類新觀點教養的問題是「生氣
父母需要緊急因應情況採取行 恐懼症」，結果是父母變成一昧
動。
地溫和，從來不跟孩子表達生
這些理性的、不生氣的教養建 氣。結果是父母欠缺權柄而讓
議，大多錯失一個重點，就是 子女爬到頭上。不過，以我作
偶爾父母需要運用生氣的力量。 治療師的經驗，父母只要有心，
我說「偶爾」，因為研究清楚 還是可以把孩子奪回來的。
指出，嚴格的權威式教養（「我 本 文 摘 自 作 者 的《Take Back
是老闆，你給我閉嘴，照我說 Your Kids》 一 書。 作 者 竇 赫
的去作」）不說明命令背後的 提博士是家庭治療師，也是明
理由、或者不讓孩子表達他的 尼蘇達州立大學家庭醫學與社
看法，是會產生反效果的，因 區 健 康 系 的 教 授。 他 撰 寫 或
為很容易養成孩子焦慮和叛逆 主 編 14 本 書， 包 括：《The
的心。
Intentional Family》、《Take
適當的權力堅持
Back Your Kids》 和《Putting
何謂適當運用生氣的權力堅持 Family First》。書籍詳情請上
（power assertion）？以上述 作者網站：www.drbilldoherty.
的母親和講不聽的男孩來講，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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