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Lickona, Director, Center for the 4th and 5th Rs
Raising a civilized child takes 20 years of constant
teaching and another 10 of review.
—Judith Martin (Miss Manners)

Fall 2006

P

arenting is arguably the hardest job there is and the
one for which we get no training. Here are ten
principles of parenting that can guide us in the demanding work of raising children of character.

卓越與德行

1. Make Character Development a High Priority
One of my college students, reflecting on her character
development, wrote: “I was an only child, and my parents let
me have my own way most of the time. I know they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they loved me, but I have struggled with
selfishness my whole life.”

excellence & ethics
We need to view our children as adults-in-the-making.
What kind of character do we want them to possess as grown
men and women? Will they be generous and responsible
adults? Will they make loving husbands and wives, and capable mothers and fathers? How is our approach to parenting
likely to affect these outcomes?

2. Be an Authoritative Parent

To establish an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we should have
a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disrespectful speech and behavior.
When kids engage in disrespectful back-talk, they need immediate corrective feedback
(“What is your tone of voice?”,
“You are not allowed to speak
to me in that way, even if you’re
upset.”). Allowing our children to
speak to us disrespectfully will quickly erode their respec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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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authority,
our rules, our
example,
ou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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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v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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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kids feel loved, they become attached to u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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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receptive to our guidance.

教養孩童品格的十項原則
Parents mus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their moral authority—their right to be respected and obeyed. Psychologist
Diana Baumrind's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three styles of
parenting: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and permissive.
Authoritarian parents use a lot of commands and threats but
little reasoning. Permissive parents are high on affection but
low on authority. By contrast, authoritative parents are high
on authority, reasoning, fairness, and love. The authoritative
parent "explains reasons behind demands, encourages
give and take, and sets standards and enforces them firmly
but does not regard self as infallible." Baumrind finds that
at all age levels, the most self-confident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children have authoritative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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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養育一個文明的孩子，需要廿年不間斷地
教導，並再花上十年的時間檢討反省。
－茱蒂斯 ･ 馬丁（禮儀小姐）

Love as communication. Good communication
doesn’t happen automatically. We often need to do something deliberate to bring about a meaningful exchange of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When our older son Mark was
13, I became frustrated with the fact that our exchanges
typically consisted of my asking questions and his giving
monosyllabic answers. (“How was school?” “Fine.”
“How’d the game go?” “Great.”) One day, in exasperation,
I said: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asked me a question.”

設立規則並堅定執行，卻不會認為自己永遠
不會犯錯」。包姆令特發現不管哪個年齡層，
He said, “Okay, Dad, how are your courses going this
那些最有自信且在社會互動上有責任感的孩
semester?”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ever talked to him about
子都擁有民主型的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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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兒育女無疑是最困難的工作，而且我們還
無從事先得到訓練。以下這十項教養原則，
可以讓我們在教導孩童品格這件難事上有個
依循的方向：

1. 將品格培育這件事排在優先地位
我有個大學的學生，在省思自己的品格培育
過 程 時， 她 寫 道：「 我 是 家 中 的 獨 生 女，
而且我的爸媽幾乎都讓我用自己的方式過生
活。我知道他們想要藉此表示他們有多愛
我，但我一輩子都掙扎於自私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把孩子視為「施工中的成人」，我
們希望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具有哪種性格？他
們會是慷慨且負責任的成人嗎？他們會是充
滿愛的丈夫及妻子，且是勝任的父親及母親
嗎？我們教養的方法又會如何影響他們的表
現呢？

2. 做個民主型 / 威信型的父母親
父母親必須對自己的道德權柄－被尊敬且聽
從的權利－有強烈的意識，心理學家戴安娜
･ 包姆令特（Diana Baumrind）的研究提出
三種教養模式：民主型、專制型及放任型，
專制型的父母會使用許多的命令及威脅，卻
不太講述理由；放任型的家長則是高情感卻
低權威；相反地，民主型的父母親是高權威、
講解道裡、公平且充滿愛。民主型的父母親
「會解釋命令背後的原因，鼓勵付出及接受，

為了建立民主型教養模式，我們絕對不能容
忍不敬的言語及行為，當孩子有不敬的頂嘴
行為時，需要立即糾正此行為（「你這是什
麼口氣呢？」、「就算你很生氣，你也不可
以這樣對我說話！」）。若允許孩子以不敬
的態度對我們說話，將會迅速地減損他們對
我們的道德權柄、角色、榜樣及教導的敬重
程度。

3. 愛孩子
當孩子感受到被愛時，他們會變得與我們有
緊密連結，這種依附感會讓他們樂於接受我
們的引導。
一對一時間。任何的關係都需要有情感上的
親密時光，好維持關係的強健並日益增長。
為了保護與孩子一對一的相處時刻，應該要
事先做好計畫。我認識一個學校的校長，是
四個孩子的父親，他會給你看他的行事曆，
並告訴你即將到來的那個週六下午是要與哪
個孩子共度，「我若沒有把時間排進行事曆
裡，」他說：「就永遠不會有空。」
愛在溝通。良好的溝通並不會自動發生，常
常需要我們刻意地做些什麼，好帶出有意義
的想法及經驗交流。當我的大兒子馬克十三
歲的時候，我們之間的對話，僅剩下我發問、
他回給我兩個字的回答，我對此感到非常挫
折（「學校怎麼樣呀？」「還好」、「比賽
結果如何？」「不錯」），有一天，在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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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on-one time. We need emotionally intimate time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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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eep
any relationship
strong and growing. To protect oneon-one
time with our children, we should plan it. I know a
www.abundantcharacter.org.tw
school superintendent, a father of four, who can show you
in his appointment book which child he’ll be spending the
coming Saturday afternoon with. “If I didn’t schedule that
time,” he says, “it wouldn’t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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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脫口而出：「要是你能問我一個問題，
那就真的不錯！」

解釋反對某件事物的道德因素，而不僅是單
純地禁止。

他說：「好吧，爸爸，那你這學期的課上得
怎 麼 樣？」，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告 訴 他 有 關 於
我教課的事情。在那之後，就算只有五分鐘
在車上的相處時光，我們都會彼此來回地詢
問問題，我問他一個問題（例如「你今天最
棒及最糟糕的部分分別是什麼？」），他也
問我一個問題（通常就是我剛問他的那個問
題），就這樣來來回回。這後來就變成我們
家的傳統。

今日的道德環境也迫使我們必須更強力地監
管我們的孩子，研究報告〈建造更好的青少
年（Building a
Better Teenager，www.childtrends.
org）〉發現所謂「一把抓」的父母－那些知
道孩子所參與的活動、朋友及行為，並以合
乎年齡的方式監控孩子的父母－所養育出的
青少年發生性行為、吸毒及酗酒的機率都比
較低。

愛在犧牲。每年大約會有百萬名兒童看著自
己的父母親離異，有許多的因素導致婚姻失
敗，包括暴力、酗酒及不忠等。研究者茱蒂
斯 ･ 沃勒斯坦（Judith Wallerstein）所著
《離婚當中不預期的遺產（The Unexpected
Legacy of Divorce）》一書中，記錄了因離
婚所帶給成人與孩童雙方的長久影響。有鑑
於這些證據，一般及宗教性的婚姻諮商師現
在都會鼓勵婚姻出現問題的夫妻，盡一切可
能來挽救自己的婚姻。

我們還必須讓孩子接觸崇高及如英雄般
的 事 物， 在 晚 報 裡 總 會 有 一 則 以 上 關 於
正 直、 勇 氣 或 同 情 心 的 報 導； 網 站 www.
teachwithmovies.com 裡 有 許 多 包 含 正 向
角色典範及可供做為道德討論題材的事
件 的 影 片； 威 廉 ･ 基 爾 派 翠 克（William
Kilpatrick） 所 著《 建 造 品 格 之 書（Books
That Build Character）》則提供超過三百
本適合不同年齡層閱讀的絕佳參考書清單。

4. 言教不如身教
身教是遠超過以愛及尊重來對待我們的孩
子，身教是與我們如何對待另一半，以及如
何談論家人以外的人－親戚、朋友、鄰居和
老師等－有關。
現今這世代，我們所能設立最重要的典範，
或許是與我們所採取的立場有關，特別是在
那些不受孩子歡迎，或是其他家長都允許的
事情上。我們禁止那些事情？暴力電動玩具
嗎？那些包含色情、暴力或粗俗語言的電視
節目及電影嗎？任何形式的色情出版品？不
得體的穿著打扮？提供飲酒的派對？我們的
孩子是否知道我們在現今一些重大道德議題
上－尊重生命、戰爭與和平、對環境的威脅、
窮人的困境－所採取的立場？這類的立場會
表明我們的價值觀。

5. 控制道德環境
我們該如何規範孩子所使用的媒體－電視、
電影、音樂、電動玩具以及網路呢？基本原
則：在家裡使用這些媒體是一種特許，而不
是權利，要能夠執行這種特許是必須經過父
母親的同意以及陪伴。我們同時也要詳細地

6. 以直接教導方式來形塑孩子的習慣
與良知
我們需要實踐我們所教導的，但同時也必須
要教導講解我們所正在做的，直接的道德教
導將有助於發展孩子的習慣與良知。「把你
的玩具撿起來」、「要說『請』和『謝謝』」、
「不要插嘴」、「眼睛要看著跟你講話的
人」，有數以百計類似的教導其實是在告訴
孩子：「我們的行為舉止應該像這樣」、「這
才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直接的教導包括解釋為什麼有些事情是對
的，而有些事情又是不對的。為什麼說謊是
不對的？因為說謊會破壞信任。為什麼作弊
是不對的？因為作弊是一種說謊的行為－它
欺騙了別人。這類關於道德的解釋有助於幫
助孩子發展良知，將來即便我們不在身邊也
能引導著他們。要發展孩子做出好決定的技
巧，代表著要教導他們ㄧ些「道德測驗方
法」，讓他們可以用來評估某個行為。（請
見下頁方框 - 七項道德測試）
最後，直接的教導也可以透過讓孩子讀一本
好書、好文章或小冊子的方式進行。有位
加拿大的媽媽告訴我，當她十六歲的女兒麗
莎告訴她正考慮和男朋友發生性關係時，她

七項道德測試
1. 黃金法則（可逆性）測試：
我會希望別人對我做這件事嗎？
2「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會怎麼樣」測試：
如果其他人都做這樣的事，我會喜歡嗎？

4. 信仰測試：
這件事是否有違背信仰的教導？

5. 良心的測試：
我以後會不會有罪惡感？
6. 後果的測試：
這件事無論在現在或未來，是否會有不好的
結果？
7. 頭版的測試：
如果我的行為登上家鄉報紙的頭版時，我會
有什麼感覺？

竟啞口無言，當她說：「可是性是要留給真
愛的」，麗莎回答說；「可是我們的確是彼
此相愛呀，而且我們就想要透過發生性關係
來表達愛」。為了幫助青少年思考真愛的意
義，家長可以給他們看《真愛值得等待（Love
Waits）》這類的小冊子，節錄部份內容如下：
愛是忍耐，愛是恩慈，愛是求對方的益處，
愛是永遠不會越過是非對錯的那條界線。若
置對方於必須做出困難抉擇－那些可能會從
此改變生命的抉擇－的危險之中，是錯誤的
事。在婚前發生性行為，在當下可能會覺得
是對的，但是可能要付上的代價，包括意外
懷孕、墮胎及性病－還有因分手而造成的情
感傷痛－都遠勝過當下的感覺。如果你剛認
識某個對象－或正在戀愛中－要記得：如果
是真愛，真愛值得等待。

7. 有智慧地管教

有的時候需要以管教性的後果來幫助孩子了
解他們所做行為的嚴重性，並驅策他們不要
再犯。但是有很多的父母會在怒氣之下給了
太重的懲罰（「你被禁足一個禮拜！」），
比較好的方式是問孩子：「你認為自己所做
的這件事，應該有怎麼樣的懲罰是比較公平
的？」家長及孩子都同意的懲罰結果，將有
助於改變行為。
補償同樣也很重要：當你做錯某件事時，你
應該做一件對的事情來彌補。彌補就會修
復，我們應該教孩子問：「我可以做些什麼
來彌補我所犯的錯誤？」

8. 公平地處理衝突
衝突反而是促進品格發展的重要契機，有個
公平的辦法可以解決家人間的衝突，它包含
了三個部分：（1）雙方互相了解；（2）雙
方協議出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3）後續還
要有一次跟進的討論，來評估該解決方案的
執行效果。
有個媽媽利用這個辦法，來處理她七歲的兒
子菲利浦及五歲的班，兩個人趁她在講電
話時表現不佳的問題。「我們談得越多，」
那名母親說：「我越能了解在我講很長時間
的電話時。他們所感受到的那種被拒絕的感
覺，我向他們解釋，在同時工作及上學的狀
況下，常常這是唯一我還能與朋友保持聯繫
的方式。」一旦他們都了解彼此的感受後，
那名母親、菲利浦及班就能夠腦力激盪想出
解決的方法。他們最後擬出一份「公平協議」
（見下頁方框）。所有人都在上面簽名並貼
在牆上。兩天之後，媽媽和男孩們舉行了一
次跟進會議，媽媽表示：「我們都同意大家
都堅守執行了我們的計畫，當我講電話時，
孩子們就一起玩，或是自己獨自做些事情，
我則縮短講電話的時間，因這個問題所產生
的爭執便大幅減少。」

9. 提供實踐美德的機會
美好的德性是要透過實踐方能建立，若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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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母親測試：
如果我的爸媽發現我做這件事，他們會有什
麼感覺？

「有智慧地管教」的意思是要設立規矩、要
孩子為自己負責，以一種同時可以教導孩子
怎麼做才是對的，並驅策孩子做出對的行為
的方式，來回應孩子所犯的錯誤。這意味著
管教應該是清楚、堅定，但不是嚴厲的，

公平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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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媽媽已經答應要跟我們一起做某件
事，她就會告訴對方她正在忙，等下再打
電話給他。
2. 我們會列出當媽媽在講電話時，我們可
以做哪些事的清單。
3. 媽媽會試著長話短說。
4. 如果媽媽必須要講比較久的電話，她會
先告訴我們，那我們就會注意自己的行為
舉止。
媽、菲利浦及班
口頭上講講，是無法讓孩子培養出好品格
的，他們需要在家庭生活裡有真實的責任。
有位三個孩子（分別是 2 歲、4 歲及 6 歲）
的母親說：「我們家的規矩是：你幾歲就要
做幾樣家事，我們家的男孩們都非常自豪自
己所能做的工作」。孩子做這些家事不應該
給錢，這類的工作是他們為家庭付出的方
式。

10. 培育靈性
「宗教參與及兒童福祉（www.childtrends.
org）」指出經常參與宗教服務，並認為信
仰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年輕人，會有較高的
利他表現，涉足毒品及酒精濫用、性行為的
程度也較低。沒有宗教信仰當然也可能是一
個有道德的人，而有宗教信仰也不保證會是
個好人。但是對很多人來說，宗教賦予人生
較崇高的意義，以及過道德生活的最終的理
由。如果我們自己就不是一個敬虔的人，就
不可能幫助孩子建造靈命，好解決人生最大
的問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人生的目的
是什麼？如何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犯錯，就像我們
以前一樣。這也就是我們身為家長的職責，
盡可能製造機會幫助孩子成為有好品格的
人。
-------------------------------------湯姆．李寇納（Tom Lickona）的著作包括：
《 養 育 好 兒 女（Raising Good Children
(1983)）》、《品格的教育（Educating for
Character (1991)）》、《就是品格：幫助

孩子培育重要美德的有效策略（Character
Matters: How to Help Our Children
Develop Good Judgment, Integrity, and
Other Essential Virtues (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