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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儘管社會隨着時代轉變愈見開明，大部分孩子不
再像以前是父母的附屬品，但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寄予
小孩身上好像仍是理所當然的事。誰不想自己的孩子
聰明伶俐、乖巧受教、出人頭地、孝順父母？但作為
父母，你又有否想過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孩子真正
需要和所想的是什麼？這一刻，請聽聽你內心小孩的
聲音﹕我們打從出生起，身邊的人如父母、親戚、老
師便開始把他們的期望加諸在我們身上。我們彷彿都
要活在別人的期許中，生怕讓他們的期望落空﹔但從
另一個角度看，他們也不是曾讓我們的期盼落空嗎？

     單向的期望往往會造成失望，何不靜靜聽孩子的
聲音，了解他們對爸爸、媽媽的期望？

我希望爸爸、媽媽… …      問卷收集：Joey  
           統計分析:  TT

 為了解孩子們對爸爸、媽媽的期望，我們發出「意見大搜集」問卷，收集了127位孩子的
心聲。以下是我們收到的127份問卷的統計結果﹕

    
 1.你最希望爸爸、媽媽能給予你什麼？(只可選一項)
 [有效問卷數目﹕117]

      也許你也曾聽過一個孩子希望用省下來的錢買父親陪伴自己一個
小時的故事吧﹗以前，很多父母會覺得努力工作賺錢，給予孩子舒適
的物質生活就是愛惜孩子的表現﹔但原來很多孩子最想要的是與父
母相處的時間﹗填寫問卷的孩子中，約四成希望父母可以給予他們
時間，陪伴他們。時間一去不復返，每一點每一滴也是獨一無二、千金
難買，也是你能夠送給孩子最寶貴的禮物﹗即使孩子仍希望父母可
以給予他們金錢或送上禮物，但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他們大多寧願父
母花時間陪伴自己﹗當然，也有26%的孩子渴望自由，可以不受管束
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然而，當大部分孩子都希望從父母身上得到一
些時間和關顧時，有一位小孩卻沒有期望父母給予他什麼……

    
 2.你希望從爸爸、媽媽身上學到什麼？(可選多於一項)
 [有效問卷數目﹕127]

      也為人父母都想孩子有一技之長，但你又有否想過孩子
也希望你有十八般武藝？不少填寫問卷的孩子都希望從父
母身上學到運動技能、待人處事的方法/態度和學術知識呢
﹗這又會否令作為父母的你有壓力呢？「為人父母甚艱難」，
除了要能為孩子付出時間，自己也要修身齊家，終身學習，才
能好好裝備孩子，面對將來的社會﹗話雖如此，收集的問卷
中，亦有有兩位孩子表示沒有希望從父母身上學到什麼，但
這會是你所希望的嗎？

    
3.面對成功時 (如﹕成績好/進步、勝出比賽)，你最希望爸爸、媽媽有什麼表示？(只可
選一項)
[有效問卷數目﹕119]

      逾半提交問卷的孩子在取得成功時都希望得到獎勵，如希望收到禮物及與父母一起慶祝，而
兩成多孩子則希望父母會稱讚他們。由此可見，孩子都希望與父母分享他們的喜悅，想父母認同
他們的努力，為他們的成就感到自豪。或許有父母會覺得成績好是孩子對自己的責任，但父母也
不可忽視適當的欣賞和鼓勵對培養孩子自信心的重要性﹗有時候，一句真切勉勵的說話也許成
了孩子一生的動力﹗

    
4.面對失意/失敗時 (如﹕考試成績不好/退步、比賽輸了)，你希望爸爸、媽媽對你說什
麼？

下次努力就可以了，不要不開心。
不緊要!下次努力就行!你永遠都是我們的乖女兒。
不要放棄，要繼續加油!
加油﹗努力﹗﹗

     從以上的回應可見，孩子在意志消沉
時最需要的是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以及
認同他們的付出，並相信他們有能力做得
更好。他們更希望父母對他們的愛不會因
一次的失敗而改變。在回收到的問卷中亦
不乏有孩子希望父母什麼都不要說，讓他
們自己先冷靜下來。雖然，每個孩子的成
長背景均不同，但我們從孩子的心聲中也
能感受到他們在面對失敗時會擔心受責
罵和責罰，也怕自己的努力被抹殺。因此，
父母最重要是協助他們重建自信，讓他們
有勇氣面對失敗，逐步邁向成功。

   

圖 1

圖 2

圖 3

不重要﹗最重要是有努力過。
我地食野。 我地去食buffet。
I love you！

沒問題，成績不是最重要。
下次考好一點就行了。
不用灰心，下次一定可以的。   
  

下次再試，今次俾你BTS海報1張 。  
下次做好咪得囉！     
這次輸了不要不開心，下次一定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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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孩子的心聲
輯錄﹕Joey  tomai  Nada

      除了在問卷中，長腿叔叔信箱也經常收到孩子的來信訴說與父母相處的軼事和對父母的期
望呢﹗他們的期望是苛求嗎？如果他們直接向你反映，你又會如何回應呢？

雨詩  女  6 歲
    
     長腿叔叔，我想媽媽和我一起玩耍，我是非常愛和媽媽一起跑步。

舜兒  女  11歲
    
      我出生於單親家庭，在我很小的時候，爸爸就跟媽媽分開了。我現在跟媽媽生活，我很
開心，因為媽媽不會太管我的成績，她只要我聽話；可是我卻不是跟媽媽住在一起，我住在
婆婆家，只有在放假時才能回家，我真想可以快點天天回家跟媽媽一起生活！

想跟你在一起，
可以嗎？小傑  男  5歲

    
     我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但我有時都會不開心，因為爸爸
和媽媽時常抱他們，雖然有時都會抱我，不過大部分時間抱他
們，所以我很不開心，因為我好想給爸爸和媽媽抱！

放下  

子然  女  11歲
    
     現在我有去補習，星期一至星期五都補到八時多，星期六、星期天都要補
習，我知道媽媽是為我好，不過我覺得很累，我不知道怎樣跟她說？

小虹  女  12歲
    
    我有一件心事：從小開始，每次我溫英
文默書時，老是做不好，媽媽就用不好聽
的話罵我，說「真冇用，我怎麼生了一件
垃圾出來！」

小杏  女  13歲
(1)    
      媽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對我嚴厲起來，也同時越來越喜愛
妹妹。我的妹妹六歲，我和她也相差六歲；也許我和妹妹相處時間
久了，我不覺得她有什麼可愛之處，所以我不特別愛護她，她總喜
歡搶我手上的東西，打小報告，害我挨罵，只要她一哭，媽媽就會嘮
叨不停！最主要的是，妹妹的到來，搶走了爸爸媽媽對我的關愛，我
想跟妹妹井水不犯河水，但每當我感到孤單，就會和妹妹玩，妹妹
輸了便哭，我便要挨罵！

小杏  女  13歲
(2)
      今天派數學卷，我拿了人生中第二次考試滿分，我沒有
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我很開心。但是事情沒有我想像的
那麼簡單，回到家裡叫父母簽名，出乎我的想像，他們冷淡
地說了一句：「錯了哪裡？」唉！是滿分，你問我錯了哪裡？

 晞陽  女  12歲
    
     我在農曆新年假期最後幾天發了高燒，病倒了，昨天還
早退了呢！可能你覺得休息便沒事了，可是昨天媽媽來接
我時，不但沒有關心我，更不停地罵我「抵死」，我想我不
過在早上跑去學校罷了，我沒有犯錯呀！我一邊想，一邊
跟在媽媽身後，委屈得想哭！

責駡好嗎？

停止 停止

停止 停止

      回想我的父母，不管跟動漫裡的父母，還是跟同學的
、跟陌生人的比，我的父母永遠是最凶最嚴，而他們永遠
會找借口：「都是為你好！」我媽媽殘暴起來時，我根本就
不像是她親生的！相比我的同學，他們就幸福多了，他們
也覺得，我的父母看起來很凶呢。

     長腿叔叔，我應怎樣理解這些？我要怎樣面對孤單？

     簽名後我向媽媽索取我的手機，以尋找我不見
了的學生手冊，也順便在「動態」上發洩一下情緒
。但我還沒打兩個字，手機就被媽媽收走，她還在
後面大吼：「趕快給我去洗澡，我要用洗手間！」還
未發洩的情緒，又被在傷口上撒鹽，我跑進洗手
間哭了起來。   

      於是，我明白了，分數不是全部，最多只能達成
老師的期望，對於我的父母已經失效，要是以前，
父母一定問我要什麼奬勵，但現在我也不想要什
麼禮物了，我只想要一個好心情，只想要爸爸媽
媽不要無緣無故罵我，能不能像其他人的父母一
樣不溺不打？能不能讓我不再故意減少在家中的
時間，給我安全感呢？

小澄  女  11歲
            
     我為我和父親之間的問題而擔憂。他認為我擔
當了媽媽的角色，經常使喚他；我又認為他容易發
脾氣，有時心裏的話說不出來；其實我們之間存在
偏見，可能因為過往種種事，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冷靜下來，我就明白，爸爸覺得我說話太過強勢，便
也大聲跟我說話，那時我的心情跌到谷底，但我沒
有說一句話，因為我明白，駁嘴只會令事情更差；我
回到房間冷靜一下，那種委屈和不忿，化做眼淚滴
下，我心想：憑甚麼？老師、社工、心理醫生都勸我
要容忍他，我不是沒有給他機會，是他自己不懂珍
惜！說到底我只是一個十一歲的少年啊，為甚麼要
承受這麼多？我是他的女兒，有些事情我是知道的
，也許有些我是不知的。但我又想：媽媽去世了，可
能爸爸還不習慣，他在放任自己，沉溺在這個花花
世界中，只能祈求神讓他醒悟，我十分矛盾，不知應
如何做？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

      長腿叔叔，您能幫助我分析局面，讓我
知道如何處理嗎？他們總是認為我不要兼
顧媽媽的角色，做好學生的本份；但我身不
由己，爸爸又做得不好，只有由我來背下這
個責任。我責任感強，有事不懂便請教他
人，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務，大多由我做，我
能力有限，廚房便由爸爸負責。所以，我會
加油，與大家一同走下去的！

   
 

你的要求好嗎？



第三篇

孩子看爸媽

訪問：Maggie、Boneca 撰文：Maggie

     為更深入了解孩子對爸媽的看法，我和Boneca特意訪問了寶填及俊鏗兩位參加了「童夢成
真計劃」少年人。兩個少年人的外形大不同 ― 一個是高、瘦、帥的温文少年，另一個則是胖、壯、
型的樂天少年；他們的性格也大不同 ― 一個斯文、害羞、慎言，另一個卻是豪爽、健談、樂天。雖
然如此，他們二人卻出奇地投緣，成為一對好朋友。那麼他們對父母的看法又是否大有不同呢？

父母在孩子成長路上的影響

努力源自無微不至的照料 
     寶填在十歲時，與媽媽和姐姐來港，而爸爸則比他們早幾年到。那時候
的他，是一個害羞而懂事的小朋友，爸爸對於他們兩姐弟來港，準備充足，
為他們搜集很多關於協助新移民適應香港生活的資料，也替他們報讀一
些相關課程。寶填知道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他可以儘早適應，繼而
融入香港這繁華急速的城市。與此同時，媽媽每天為家人煮飯，令他覺得
自己有一個好媽媽，因而感到無比溫暖和幸福。看見爸媽盡心盡意地為他
付出，促使了他更有動力去用功讀書，爭取好成績。同時，他也主動去結識
新朋友，令爸媽知道他已融入校園的生活而讓他們放心，亦讓爸媽知道他
是一個懂事的兒子。聽到這裡，我覺得如果我是他的爸媽，我會感到十分
欣慰，就算付出多少、多麼辛苦也是值得的﹗

爸媽的優點和缺點

爸媽是榜樣
     寶填感到現在的爸媽已經是典範了― 爸爸除了努力工作，賺錢養
家，還為他提供適當資源讓他用功讀書，更在他鬆懈時提點他要努力
溫習，隨時為考試作最好準備；而媽媽每天為家人煮「愛心住家飯」，讓
他感受到家有無比的愛和暖意。試問在一個這樣的家庭裡成長，怎不
會培養出一個有目標、有關愛、有自信的孩子呢？

優點缺點 全盤接受 
    而俊鏗依然說，爸媽並沒有什麼優點和缺點，給予他很大的自由度，
他們一家人對於大家的優點和缺點都全盤接受。在他們身上可以見到
愛的最高境界 ― 包容。縱然他們有時為了一些無謂的論點爭論，但最
後都會和平收場，繼續平靜地生活。我想，在這樣的家庭環境成長，彼
此尊重大家的獨立人格，養育出一個樂天知命的孩子，也不錯啊！對爸媽的期望

希望爸媽健康快樂
     被問及對爸媽的期望，寶填只是簡單而真誠地回答希望爸媽能夠身體健康，生活開心。聽
到這答案，為人爸媽的你，是否會再一次感受到這個少年是如何的懂事、乖巧，而願意去為他
做更多呢？

維持自由的現狀    
     俊鏗亦簡單而知足地回應，希望現在的境況一切不變，希望爸媽讓他繼續自由、隨意地生
活，不要給他太多的規管，繼續開心地生活下去了!
    
     縱然以上兩位少年人的家庭背景、人生態度各有不同，但我們可以看到爸媽對他們的深遠
影響。因此，我們希望在這裏提醒各位成年人，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讓我們的下一代有一個好
的學習榜樣啊！

編者按：

     我們在這次的訪談中，亦問及關於「童夢成真計劃」中的「生命導師」有否影響他們成長？寶
填毫不遲疑地答：有﹗
    想起寶填當初緊張羞怯，連說話也不常抬起頭來，到今日的他信心滿滿、輕鬆自若地暢談感受
，與導師的關係從陌生人轉成可信賴的朋友，其間起了奇妙的變化﹗這個案給我們「生命導師」
很大的鼓舞，原來除了父母會影響孩子的成長外，身邊的成年人也可以使他們有好的改變。我
們「生命導師」要繼續努力，加油呀﹗

有興趣的讀者，請到長腿叔叔facebook閱讀有關生命導師Boneca與寶填的故事﹕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服務/255996717921999

自由是快樂的來源
    至於俊鏗，他對很多事情都採取較冷漠的態度，就是問他「爸媽對他成長有什麼影響? 」他
都是淡淡然地答，爸媽並不太理他，他也不太理他們；因此他覺得他的爸媽沒有影響他什麼，
但他反而感到舒服自在，沒有壓力，活得開心。從他這樣的演繹便可知道，爸媽在他身上已經
撒遍了自由輕鬆自在的花粉了!



第四篇

本港少數族裔青少年對父母的期望
         資料搜集、撰文﹕Shirley

     香港的少數族裔人數不斷上升，其中包括不少適齡學童，究竟這群生活在不同文化衝擊下
的青少年，對父母的要求和期望是否和本地青少年一樣呢？

    筆者在日常工作中接觸到不少少數族裔學生，他們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種族，國籍計有巴基
斯坦、尼泊爾、印尼、馬來西亞等地。他們有些是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在長大後隨父母移居香
港，更有些是新到港的學童。

選擇的自由

     孩子到了中學階段都期待有更自主的人生，這群青少年也不例外，部分被
訪的同學都希望父母可以給他們多些自由，特別是高中生。他們希望父母允
許他們有更多時間和朋友外出，允許他們到想去的地方，允許他們有多些自
由時間。青少年們也期望父母讓他們可以有選擇的自由，包括將來就讀的學
科和工作的選擇等。

物質生活

    在物質生活上，學生們當然也有一些期望！部分孩子希望父母可以多給他
們零用錢，又或者可以買新款的手提電話或者電腦遊戲給他們。現在物質生
活日趨豐富，受朋輩影響，青少年喜歡新款的電子產品實在可以理解吧！

公平對待子女

    少數族裔家庭都有較多子女，因此部分學生期望父母要公平對待子女，不
要偏心家中男孩或年紀較小的孩子。相信不論種族和年紀，小朋友都希望得
到父母的公平對待吧！有些較年長的學生談及父母總希望他們幫忙照顧家中
年紀較小的弟妹和分擔家務，但他們要兼顧學業功課，若同時要教導弟妹有
時也頗感吃力。這班「大哥哥大姐姐」都希望父母可以理解他們的難處。

相處的時間

     部分受訪的青少年希望父親的工作時間可以短一點。他們期望父親可以
有多些時間和家人在一起，陪伴他們成長。香港是一個工作壓力大的城市，
成年人都為生活奔波，損失了和子女共處的時光，這一點在基層家庭的影響
更明顯，很多少數族裔家庭來自基層，父親工作時間都較長，和子女相處的時
間亦相對較少。

期望父母健康快樂

    值得讚揚的是部分受訪的青少年都關心父母，他們提及希望父母可以擁有
健康的身體，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其中更有的提及希望父母不要有太大的
壓力，只要家人開心在一起就可以。

    筆者覺得不論種族，青少年就是青少年，他們對父母的期望離不開希望得
到多些理解和支持，也期望和父母有更多相處的時間。或許子女對父母的要
求其實並沒有種族的分野，子女永遠都希望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和體諒吧！

期望父母理解和支持

    這些大約十二至十七、八歲的少數族裔青少年，想法與一般本地青少年無
異。他們對父母最大的期望是父母可以更理解他們、更明白他們的想法。相信
這是大部分青少年的願望吧！他們都希望父母可以多花時間和他們傾談，了
解一下他們的實際需要，明白他們在生活上、學習上的經歷、想法和遇到的難
題。這群青少年正處於困惑較多的階段，學習的難關、文化的融合全都是他們
需要處理的課題，年紀不大不小的他們正處於最需要成年人扶持指引的階段
。他們同時期望父母可以支持他們，特別是年紀稍長的高中生，要面對選科和
升學就業的壓力，他們都尋求父母對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比較特別的是部分
女生希望父母可以理解和支持她們對升學就業的想法，不要太早為她們安排
婚姻大事。



第五篇

錯 失
    撰文﹕Nada

     某天，筆者乘搭港鐵，身旁坐了母子仨：媽媽、兒子、女兒。媽媽在
把玩手機，高小的女兒悶坐著，坐在二人中間的初小兒子，開始有點不
耐煩，在座位上搖晃着，甚至站起來，繞著扶手轉圈。
    媽媽白了兒子一眼：「唔坐就唔好霸住個位，俾人坐。」兒子唯有坐
回座位上，然後又開始搖動身軀，姊姊遞了一包紙巾給弟弟，希望分散
他的注意力，不再搖晃；好動的弟弟拿著紙巾把玩了一會，故意把它丟
在地上，姊姊幫他拾起了好幾次，終於按捺不住說：「唔好再丟喇！」
    媽媽這時才抬起頭對女兒說：「都係你，好地地俾包紙巾佢做乜鬼?唔
衰攞嚟衰！」然後拿出水樽讓兒子喝水，女兒表示也想喝，媽媽待兒子
喝完後，把水樽遞給女兒；就在姊姊喝水的時候，水樽被弟弟揮動著的
手觸碰及，弄損了咀唇，姊姊埋怨弟弟說：「你整到我喇！」
    媽媽對女兒說：「小小嘢，使唔使吱吱咗咗呀?」姊姊滿懷委屈，憤怒
地看著弟弟：「成日都係咁……」
    此時剛好到站，筆者和母子仨都離開了車廂，各自消失在人群中。
    
    雖然離開了三母子，但剛才的畫面，在筆者腦海中縈繞良久，很想告
訴那位全程在把玩手機的媽媽：她錯失了很寶貴的親子時間，也破壞了
兒女間珍貴的手足情，多可惜啊！

    媽媽可知道：無心的忽視（孩子的感受）和有意的偏袒，對孩子的
成長，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呢！ 



    
     在教育孩子上，大部分家長都竭盡所能，希望管教好孩子。然而，孩子總有自己的個性，有
受教的、有覺得忠言逆耳的。他們都在跌跌撞撞中成長，為未來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有時候，家長費盡心思，希望調校出心中理想的孩子，但有多少家長是盡如人意？孩子在
成長中又怎樣看爸媽？

追    
的空間

  撰文﹕Jenny

讓孩子學會接納自己

     曾遇到兩個五歲及四歲的小孩，兩人站在
一起，我看到兩者高度不一，隨口說：「四歲的
孩子比五歲的高，另一個要急起直追了。」
    此時，四歲孩子的母親回應：「不用追，每個
孩子都有各自的個性，高矮肥瘦不一樣，接受
自己就可以了。」
     那刻，我反思，一句不經意的話，看到這位
慈祥的母親重視孩子接納自己的自我，不與人
比較；而我當刻是整體地看孩子，隨意鼓勵。
她的話又讓我想到，一些孩子遇到不比別人
優勝時，內心是想力爭上游？接受現況？或是
怎樣？而作為家長，有否問一問孩子內心的想
法，從而推動及鼓勵呢？

為孩子找到夢想而高興

    前一段時間，網上新聞介紹一位最年輕巴士
車長，在22歲已經夢想成真。原來他小時候已
經喜歡巴士，中學時校舍正對著巴士車廠，這
份吸引力，亦成為他投身車長的動力。
    
     話說高中後從外地留學返港，他沒理會外界
的目光及期望去投考車長。而夢想得以成就，原
來父母的認同及接受是重要的，雖然這位年輕
巴士車長只輕輕地說出父母十分鼓勵和支持
他的決定。要知道香港人講求成就及物質，家
人怎樣面對身邊親友的衝擊呢？他在報道中提
及，親友們的意見兩極，有親人反對，包括關心
他會辛苦，這些無形的壓力，他都一一承擔，相
信他的家人亦一樣。最後他的一夕話，我覺得
作為父母可以細味參考；他談到，夢想要勇敢
去做，做自己喜歡的事，即使多辛苦也是
享受，這份夢想讓他擁有使命感及滿足感。作
為百份百愛他的媽媽，在訪問中這樣說：「香港
人開心好難，但佢搵到，好替佢開心。」

     回望過去，生活經歷更加令人成長。有幾多年輕人，能夠勇敢地追夢？又有幾多父母，能提供
孩子追夢的空間？

第六篇



撰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社工白志慧姑娘    
    
     為人父母，大家有沒有想過你的孩子最希望/最喜歡你做的事情是什麼呢？為了預備是
次的主題文章，我也做過認真的準備……

     話說我的寶貝女兒今年就讀小三，最近常常向我明示暗示，希望我可以買部「任記」出
品「S」字頭的遊戲機給她，我心想，如果我問她，這個必定是、絕對是、毫無疑問是她最希
望我做的事情。沒想到當我好好與她談及這話題時，她的答案令我漲紅了臉：「我想你多
些陪我，唔好成日返工！」原文直譯，沒有半點修改，差點讓我流出眼淚。

學習真正聆聽孩子的需要

     我們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在社會打滾多年，成為父母，對自己或多或少都有些自負，總
認為孩子還小，他們懂的很有限，老套講句「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啦！」又或者總是脫不下父
母的緊箍咒「我為你好咋！」總認為自己是全世界最了解孩子需要的人，其實最明白孩子
的人就是孩子自己。我們有多少次帶著最原始的初心，不先批判、不以成年人的角度
，先聽聽他們的心底話？

     聽過不少父母的分享，大家都在努力學習如何「真‧聆聽」孩子的需要，我相信要做
到之前，必須先與內在的自己「真‧溝通」，因為我們不是聖人，都有自己的情緒和壓力，
有選擇的話誰願意做個「怒吼的父母」？

了解自己 締造與孩子溝通的空間

     「管教有時」，當父母的情緒未處理，絕不是與孩子溝通和教導的好時機。其次，當自己
平靜下來後，問一問自己，對孩子第一時間的當頭棒喝和批評、第一句動氣出口的負面說
話，這些都反映了我們的價值觀，並非一時三刻所形成。

     聽過一些父母分享說：有時連自己都不知何故，一看見/聽見孩子所做所說，就會無名
火起，連珠爆發式說些尖酸刻薄的話，例如「抵你死」、「無鬼用」、「正廢物」、「唔死都無用」
，精神分析學家解釋這「大有可能是孩子的某個行為觸碰到父母心靈上的痛處…喚起了
父母埋藏在潛意識的痛苦、委屈、恐懼、憤怒甚或是羞恥的兒時記憶。」(資料來源：「香港01
親子-育兒教室」--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鄧軍樂）

     坊間有不少「家長工作坊」都會鼓勵父母先接觸內在的自己，與之坦誠溝通，在原生家
庭中理順過往的成長經驗。願意接納自己的不足，才會有更寬廣的內在空間，接納孩子的
本相，以平和的語氣與孩子溝通，聆聽孩子的需要，並為孩子提供指引，與孩子一起成長。

    共勉之！

第七篇

     很多時候，孩子期望從父母身上得到的都
是無形的愛、聆聽、理解、支持和信任，而
這並不一定需要用金錢和物質來體現，這比
起父母對孩子的要求看似簡單多了。孩子這
一生的目標不是完成父母不能完成的心願，
他們自有自己的路要走，而你只需讓他們學
懂走路、引導他們找到他們心目中的目的地
，並學會放手讓他們走。

後記

     這一期《心流》，編者看到收回的問卷中和孩子的來
信中反映最想父母給予他們的是「時間」時，不禁想起
小時候的一件軼事。記得小學的小賣部有一台撥盤電話
放在各式各樣的零食盒和小玩意旁，而每次用電話都要
付五毛錢。有一次小息時，唸小一的編者忽然間很想念
媽媽，於是就打電話到媽媽的辦公室。編者當時滿以為
媽媽接到電話時會很驚喜，很想聽到編者的聲音﹔但沒
料到媽媽接到電話時知道是編者來電只說了一句「我在
工作」便匆匆掛線。那一刻，編者覺得那個小小的硬幣
投進電話旁的膠箱後就像泥牛入海，就像現在你看到
Whatsapp上你在意的人「已讀不回」。

     其實，孩子不過想要父母一
點時間和關注，那怕只是一分鐘
。可是，原來我們扛上工作的責
任時，每一刻的溝通和共處都可
以變得奢侈和得來不易﹗我們的
時間確是千金難買，但閱畢本期
《心流》，有孩子的你會否慷慨
地締造更多與孩子溝通的空間？
或者你會發現孩子比你想像中更
獨立、懂事和關心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