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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高工家長研習

真愛趁現在
從夫妻關係談親子教養

何禮恩 諮商心理師



22

〄學歷〆美國紐約長島大學諮商輔導碩士

〄證照〆諮商心理師、性教育師、性諮商師

〄現職

–杏陵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行政督導

/幼教親職課程經理

–杏陵醫學基金會特約講師
–國健局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計畫合作心理師

何 禮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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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趁現在!!!

•愛孩子=愛伴侶
•孩子--父母愛的結晶
•共同的責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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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趁現在!!!

•相處和影響時間有限
•孩子長大獨立自主

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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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關係對親子教養影響

有健康快樂的父母，

才能帶出自信快樂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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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趁現在!!!
•經營良好夫妻關係
發展良好親子關係

•共同迎接挑戰
•共創幸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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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一、孩子人格發展與父母的影響

二、依附關係與大腦科學

三、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與壓力

四、經營夫妻關係成為孩子的祝福

五、相關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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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活動

～父母經分享～ 3人/組

Q1.當父母的喜與樂(孩子年齡、孩子數)

Q2.最近一週孩子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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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態度為自己賦能

~
正向的新眼光看自己/伴侶/小孩

~短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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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子的人格發展與父母的影響

• 人格發展架構

• 父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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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發展評估

情緒能力

人際能力

生活技能人生哲學

重要關係



12

父母對孩子的影響v.s.傷害

• 影響－給孩子發展基礎，其在成長過程可
調整修正。

• 傷害－會造成發展的停止或扭曲。

• 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包括〆情緒、語言、肢
體、性、金錢、掌控等…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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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 父母吵架對孩子的威脅感不能單由頻率來
衡量(一項針對小四至小六的學童調查，民91)

– 「爸媽吵架」的發生頻率佔日常生活壓力發生
頻率排行榜第45名々

– 學童對爸媽吵架的感覺強度卻占感覺強度排行
榜榜首

• 父母婚姻衝突愈高，兒童出現的適應困難
愈多。

• 目睹家暴的孩子，身心症狀多，並且未來
成為家暴者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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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家庭暴力的世代循環，
從父母的自我療癒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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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附關係與大腦科學

• 依附關係〆

• 大腦科學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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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大腦

• 大腦與情緒

– 杏仁核〆情緒記憶/危機反應

– 前扣帶〆與痛覺情緒反應有關

– 海馬迴〆記憶和學習

– 前額葉皮質〆處理痛覺經驗的情緒和認知區
域 (嬰兒在6-12個月開始迅速發展)

• 安全感和情感調節

– 是杏仁核、前扣帶以及前額葉皮質的發展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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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

情緒
海馬迴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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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關係

• 指的是嬰兒與照顧者的行為模式

• 透過這些行為，照顧者隨時在身旁，敏感、給予適
當回應，修復關係，讓孩子獲得生理及心理上安全

• 照顧者是孩子的安全天堂，孩子可以探索及跟這個
世界互動。

• 安全依附讓孩子可以調整自己的害怕，從而可以學
習

• 當孩子漸進長大之後，生理上的親密需求會減少，
但心理的安全提供還是很重要。



19

依附關係帶給孩子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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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行為始於幼兒期，但終其一生
都在進行。特別是成人在有壓力時，尌
會尋求一些可依附的對象來獲得安慰、
建議及力量。成人的依附對象是伴侶、
好友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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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關係與大腦發展關係

• 互動接觸有助於前額葉皮質發展〆

– 孩子在靠近照顧者而感到安全時，他會主動去注意她
的眼睛、臉孔、聲音、動作及觸摸

– 互惠的(首要互為主體)經驗〆對前額葉皮質發展是很
重要，也是發展這些技能所必頇的。

「兩人的溝通互動產生強烈的正向情感，代表了
有增進前額葉成長的環境...這是依附關係發展的
地區，對社會發展很重要。」 ─Schore(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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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類型

AAI(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by Mary Main

錯亂型是在後來Mary Main & Judith Solomon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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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附

在分離後重聚，會馬上接受安撫，然後繼

續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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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類型父母照顧方式

照顧者可以對孩子出現的信號有敏銳的回應，

能有效的回應孩子的需求。

包括可以跟孩子的情緒狀態有同步互動，提供

情感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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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抗拒類型

這類型的孩子通常在關係中呈現混淆和焦

慮的情緒

停留在主要照顧者身邊，一旦照顧者不

在身旁，會出現苦惱的樣子，但當照顧者

出現時，表現出生氣她把他掉下的矛盾情

感，會拒絕照顧者的接觸及擁抱，可是又

要留在照顧者的身邊。很難得到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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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抗拒類型父母照顧方式

• 其陪伴，敏銳度是不穩定，無法預估。有時候會突
然呈現侵犯孩子的情緒狀態，例如〆突然抱起孩子
又親又玩，打擾孩子的注意力。

• 父母依心情而定來跟孩子互動，有時熱衷(會喋喋不
休，提供過多刺激)，有時是冷淡，大部份時間是無
回應，嬰兒會使用較激烈的方式來獲得情感支持及
撫慰，他們會黏著父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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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類型

當跟主要照顧者分開時，只出現少許不

悅，通常尌是轉身離去而不理會照顧者，

甚至照顧者回來也不理踩，尌像照顧者沒

有離開或是回來一樣，他們會繼續玩(但發

現這些孩子的心跳是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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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類型父母照顧方式

照顧者對嬰兒冷漠、忽略、拒絕。

沒有耐心，嚴苛，自我中心，對孩子需求也無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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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學習了避開，因為其了解到永遠無法在父

母身上得到情緒上的需求，所以不要依賴，尌

不會有期待。

通常這類型父母呈現情感乾枯，理性化思考，

缺乏感覺或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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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紊亂類型

在陌生情境中，當照顧者出現時會呈現混

亂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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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式表達了孩子常得到矛盾的訊息〆
『過來和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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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孩子身上正經歷了雙種傷害

• i. 是經驗到恐懼的事件(虐待)

• ii.是失去可信任的依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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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紊亂類型父母照顧方式

跟家庭嚴重失功能有關，照顧者無能處理

衝突，有長期及嚴重的憂鬱症，並且是以

虐待方式照顧孩子，包括身體傷害及忽

略。



34

依附關係對孩子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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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關係四要素

敏感

適當回應

修復

陪伴

依附關係的歷程〆聯結－決裂－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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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像神經元

父母對小孩的影響~
看短片!!

~短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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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依附類型
1.安全型〆親近他人是容易的事々很少擔心會被拋棄々與伴侶分

享想法，且認為彼此關係是快樂、友善々以正面詞彙形容父母
關係。

2.逃避型〆與他人親近會有點不舒服，且形容最重要的愛情關係
時會呈現情緒高低起伏、嫉妒、害怕親密々否認自己依附需求
々較少吐露心事，較容易進行短暫關係々形容父母為比較苛求
、欠缺關懷。

3.焦慮/矛盾型〆尋求親密卻又擔心別人不回報々形容最重要愛情
關係為糾纏痴迷、渴望回報，情緒有高低起伏々以插手干預、
苛求來形容父母，且形容父母婚姻是不快樂的。

依附類型與伴侶關係

安全性依附較有滿意、承諾、親近與適應良好的關係。且給予伴
侶較多支持。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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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活動

～小活動～（2人／組）
1.聽與說

分享和孩子互動中最快樂的經驗

2.要／拒絕

前額葉：動機、同理心
左腦右腦

理性思考情感
邏輯 經驗
對or 錯
語言

杏仁核：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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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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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階段心理特徵與壓力

• 生理急劇變化的壓力〆對外表的在意與擔憂，影響自尊自信的重要因
子。ex〆青春痘、身材、身高、男性女性性徵出現

• 求學升學的黑暗期〆社會期許壓力、自尊自信之所繫。 ex〆功課難
度及競爭 ，成績&排名。

• 性心理變化對異性的好奇〆衝動與壓抑的掙扎

• 依賴與獨立的衝突〆生理發育與心理成熟度落差

• 自我統整的初步探索期〆生命發展的階段性任務與危機 。 ex〆開始
面臨生涯方向抉擇

• 同儕影響力日增〆接觸人際圈逐漸擴大

• 青少年階段身心內外在環境皆急劇變化 ，壓力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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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發展的特徵

• 第二性徵的發育、身體意象及自我認知

• 探索與了解身體對性的反應和需要

• 形成和同儕間的一致性

• 學習性和浪漫愛之間的關係

• 發展個人的性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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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性心情

• 表現出對性很行，

內在卻隱藏著諸多焦慮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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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時光機～
回到你的青少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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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回想當年～

1. 請回想自己青少年時，最困擾的問題是什麼〇 自
己會如何面對和處理〇

2. 父母對我的協助為何〇對我是否有幫助〇

3. 當時對我最有幫助的人是誰?他／她做了什麼讓我覺
得有幫助?

4. 若能重新來過，我最期望獲父母給我的協助為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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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性心情

• 表現出對性很行，

內在卻隱藏著諸多焦慮和衝突

父母成為重要的陪伴/支持者

夫妻關係是孩子學習愛與性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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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營夫妻關係成為孩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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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關係是教養的核心

• 管教一致性

• 愛的榜樣

• 有安全感、信任感、歸屬感

• 夫妻彼此滿足情緒的需要（沙發時間）

• 父母情緒穩定才不致流於情緒化管教孩子

• 父母情緒穩定才不致向孩子抱怨配偶

• 父母關係成為孩子人際和處理衝突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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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關係的影響

1. 請回想過去父母的互動關係，讓我印象最深的經
驗〇Ex:吵架、冷戰、體貼扶持、合作...

2. 那些經驗對我的影響〇

3. 檢視一下，我複製了父母那些特質〇喜歡的／不
喜歡的，為什麼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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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吵架對孩子的影響

小兒科醫師黃瑽寧指出~

• 短期影響〆心跳加快，血壓升高，愁苦，容易生病，行為
異常（包括不自主的動作），沒有朋友。

• 長期影響〆憂鬱傾向，焦慮傾向，衝動行為，暴力行為。
長不高（因為壓力荷爾蒙會干擾骨頭吸收礦物質）。

• 整體影響〆自我概念明顯低落、身心發展失序、習得不良
人際溝通模式、親子關係疏離

• 不同年齡影響〆

幼兒期〆焦躁不安，沒有安全感，容易有情緒問題。

兒童期〆影響學習和人際關係。

青少年〆容易自暴自棄。

成 年〆害怕親密關係/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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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吵架對孩子的影響

不在孩子面前吵架尌沒事錯!!

• 重點〆學習衝突處理的機會

• 衝突若是婚姻生活中必然的成分，能讓孩子看到父母間不
可避免的意見不合，以及建設性的衝突解決過程，對孩子
亦是一種機會教育。

• 父母應該積極學習良性的溝通模式，讓夫妻間的意見不合，
成為孩子學習衝突處理的正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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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 SATIR

• 在溫馨友愛中長大的孩子，學到愛人愛已。

• 在和諧互助中長大的孩子，學到關懷助人。

• 在支持鼓勵中長大的孩子，學到樂觀進取。

• 在寬恕包容中長大的孩子，學到善意接納。

• 在恐懼不安中長大的孩子，學到逃避畏懼。

• 在怒罵斥責中長大的孩子，學到退縮自卑。

• 在爭鬥不睦中長大的孩子，學到恃強凌弱。

• 在吹毛求疪中長大的孩子，學到責難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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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開歷代家庭的負向鎖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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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安全依附關係
“伴侶關係”是你的第二次機會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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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夫妻關係成為孩子的祝福

• 良好親密關係對父母雙方的影響〆

壓力減低、身心健康、正向、快樂、滿足。

• 對孩子的影響〆

提供安全感、信任感、歸屬感的成長環境

學習人際溝通與衝突處理能力

對愛和親密關係的信心

身心較健康、發展較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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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父母的提醒~

關係不怕決裂，怕不修復

父母是人，不是神〈

有限公司，盡力而為

記得要自我照顧和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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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資源分享

◎親子教養推薦書目

1. 腦內乾坤〆男女有別〃其來有自，洪蘭/譯，商周出版。

2. 科學教養與學習，洪蘭/譯，遠流出版。

3. 運動改造大腦，洪蘭/譯，遠流出版。

4. 第七感－自我蛻變新科學，丹尼爾〃席格著，時報出版。

5. 一生都受用的大腦救命手冊，丹尼爾〃亞曼著，柿子文化出版。

6. 孩子的教養你做對了嗎? 王宏哲著，方智出版。

◎夫妻關係推薦書目

1. 幸福關係的7段旅程，Andrew G. Marshall，張老師出版。

2. 親密之旅〆愛家戀情自我成長訓課程學員手冊，黃維仁著，愛家
文化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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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資源分享

◎網站及部落格

• 親子天下網站 http://parenting.cw.com.tw/

• 信誼奇蜜親子網 http://www.kimy.com.tw/

•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諮詢服務網絡
http://www.teensex.org.tw

◎專業資源

• 杏陵性教育輔導專線 (02)2910-4090
每週一至五 17:30~20:30

• 杏陵性諮商中心 (02)2914-3527

http://mercysexco.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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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趁現在〈
經營好夫妻關係尌是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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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每位家長~
都能享受美好親密關係，
成為孩子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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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和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