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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動規範的衝突：代跟代之間規範的影響力，
 一方面盼望彼此有一個好的關係
望
有
關
 一方面也能夠去遵守這個規範
華人社會文化中比較重要的是 孝道的責任、
協助其他代間的成員承諾、對親屬的義務，
 都顯示在社會情境下，應該如何做、如何想
 如果家庭中間代對長輩不孝順，
其他家人都會起來講話的
3. 家庭中某一種連結存在，譬如住在一起、住的很近…
非常頻繁時，也容易產生負面的關係，
 沒有太多連結，不會有希望、自然不會失望
沒有太 連結 不會有希
自 不會
 連結在一起時，就容易有希望、也容易有失望
依賴或自主、互動規範的衝突、連結跟矛盾，
依賴或自主
互動規範的衝突 連結跟矛盾
三代同堂要特別注意的現象。

老年人跟自己的兒女、孫子女，
至少三代 甚至四代住在 起
至少三代、甚至四代住在一起。
一、代與代間主要矛盾產生的內涵、原因…
1. 依賴
依賴、自主的關係：是一個兩難的情況，
自主的關係 是 個兩難的情況
父母親、成年子女互相依賴、又互相自立，
 父母親年紀慢慢大以後
父母親年紀慢慢大以後，
要依靠、依賴年輕子女的照顧
 年輕的子女有時因為現實的經濟情況，
需要依賴長輩的房子
這種又是依賴、又是自立的關係，
 彼此之間又能有支持、又能有關懷
 也盼望能夠有獨立、自由
就是一個矛盾衝突的情況

二、要付出愛心
 代跟代之間有愛心，事情就比較好辦
 沒有愛心，就會斤斤計較
1. 愛，在 林前十三 已經講很多
2 謹慎言語：舌頭都難免被牙齒咬到，
2.
在複雜的三代同堂當中，當然講話要非常小心
3. 了解長輩的感覺跟心態：
了解長輩的感覺跟心態
看一些老人學的書、上老人學的課程，
會更了解長輩的心態是很不一樣的 ─
年長的人因為身體的變化、年歲的增加，
 覺得自己沒有用、沒有貢獻
 沒有安全感，想要抓住年輕一代
了解他們的心態，跟他們相處就更容易一些

三、理性的決定
1. 逐步了解照顧老年人的感覺：
是心甘情願、還是被迫的，這些感覺非常重要
2. 逐漸了解你的家庭、和父母的關係：
家人有疾病時怎麼處理？
有憤怒或者其他的感覺，怎麼處理？
3. 了解自己個人的情況：
 全家人都住在一起，
會有足夠的隱私、隱私被尊重嗎？
 需要做任何的改建嗎？譬如
改 嗎
父母親要有輪椅進出的斜坡、廁所加上扶手？
如果要的話
如果要的話，經濟收入、金錢足夠做這些開支嗎？
濟收
金錢足夠 這些開支嗎
都是實際的問題

四、成年子女要了解長輩和晚輩的差異
1 長輩比較重視團體意識：
1.
長輩比較重視團體意識
 相對現在的晚輩比較重視個人意識
 家和萬事興，長輩認為什麼就是和就好了
2. 間接溝通相對於直接溝通：長輩比較間接溝通，
有一個長輩對於自己的媳婦對他不是很照顧，
婦
就透過別人傳話給他的媳婦，
問題就是不敢直接溝通、保留面子
3. 權威相對於友善
權威相對於友善：
 現在我們對下一代，大部分滿友善的、像朋友一樣
 我們的長輩對我們比較真的是長輩
我們的長輩對我們比較真的是長輩，
有時長輩會認為我們教導兒女太鬆、太隨便，
其實我們是用我們的方法在教導
也是提醒 ─ 一代管一代，不要管到下一代去了。

4. 了解社會的資源：
現在高齡化的社會 長輩活的越來越久 真
現在高齡化的社會，長輩活的越來越久，真的不知道
道
他什麼時候離開世界，也許活得比你更久，
 提醒教會要注意老人事工，
社區要發展老人事工，去幫助長輩們
 也要了解有那些社區資源可以來使用的
5. 需要面對、處理壓力和負擔的感覺：
有時照顧老人真的是很吃力不討好，
 晚輩照顧長輩是很努力，可是長輩嫌這嫌那
晚輩
長輩是 努
是長輩嫌這嫌那
 同輩不住在身邊的，也會打電話來探詢、關懷，
造成很大的壓力
必須一方面有感性，想要去幫助長輩，一方面
理性上好好分析應該怎麼做 怎麼處理
理性上好好分析應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才能夠做的更圓滿、更好一點。

4. 過去老年人有權威的原因
1) 所有的產業都是老年人的，

擁有田產、地產，經濟上來講他的優勢
2) 經驗累積：以前人教育程度比較低，知識都是經驗累積，

活得越久的人經驗越多 有什麼問題就去請教他 ─
活得越久的人經驗越多，有什麼問題就去請教他
鄉下沒有很好的醫生，身體有什麼病痛就請教他，
他們都知道 有這個經驗
他們都知道、有這個經驗
3) 尋根：每一個人都會想找自己的根，

當然就是長輩
4) 長輩常常擔任仲裁者的角色，

遇到紛爭去請教長輩
5) 社會輿論的力量是敬老尊賢
6) 領導者：常常長輩在鄉下，講一句話就算數了

5. 了解長輩情緒的需要
1) 有被忽略的感覺
有被忽略 感覺
2) 安全感的失落
3) 活在過去
4) 需要了解、支持、幫助
跟長輩相處，有時候他會重複的講一些
過去的故事 講了好幾遍還要再講
過去的故事，講了好幾遍還要再講，
 比較體諒了解長輩的晚輩，就會故意
製造機會讓 去講
製造機會讓他去講，因為他講的時候
講 時
很開心、回到過去甜美的經驗
 不耐煩的話，就會說「你已經說過好幾次了」，
「
這樣的話相處就不會太好，
了解他們的心態！

6. 了解兒女的壓力：
現在的兒女在現代化的生活當中，
現在的兒女在現代化的生活當中
是很不容易的 ─
工作的壓力、教育子女的壓力、
人際關係的壓力，了解他們
7. 加強自己跟神親密的關係：
長輩 真
倚 的 神
鼓勵長輩們真正可以倚靠的是神，
 年老髮白的時候還是要倚靠神
 如果跟神有更親密的關係、
果跟神有更親密的關係
跟子女也會有更親密的關係
三代同堂的時候
三代同堂的時候，
勸勉年輕的一代、也要勸勉長輩的一代，
大家能夠在主裡面
大家能夠在主裡面，
更多的一起來過一個討主喜悅的生活。

五、長輩對待成年子女
1. 給子女獨立自主的機會：
記得他們已經長大成人、不再是小孩
2. 培養寬廣的饒恕之心：可能因為文化不同、
時代不同，他們所做所為表達出來的方式、
不盡然合乎長輩所期盼，在饒恕裡面彼此包容
3. 學習控制言語：
 長輩怕被忽略，就會多講一些話、變成囉唆
 自求多福，找到自己老朋友去談一談
自求多福 找到自己老朋友去談 談
4. 一代管一代的原則：
你已管好 教育好自己的下 代
你已管好、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
兒女要去管他的兒女，不必管太多
5. 三自的原則
三自的原則：自求多福、自得其樂、有自知之明，
自求多福 自得其樂 有自知之明
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好好去過自己的日子

婆媳關係
過去的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婆婆影響兒媳的家庭，
現代的社會有時候變成媳婦欺壓婆婆
現代的社會有時候變成媳婦欺壓婆婆。
 H.Baker 研究中國家庭的優先次序，媳婦是排在最末位，
1 血親優於姻親，血濃於水，媳婦不是血緣、血統關係
1.
2. 男尊女卑，媳婦是女的
3 尊老敬賢，媳婦又是最年輕的
3.
 但媳婦熬成婆，做婆婆可能反過來欺壓媳婦，
婆媳關係在華人文化是非常高的一個危機
有些年輕人的婚姻家庭，因為婆婆介入而造成影響，
有
年輕人的婚姻家庭 因為婆婆介入而造成影響
有一個婆婆好像要去幫助她的兒子，半夜還會幫他蓋被，
 某個角度好像是愛自己的兒子
 但會不會影響到年輕一代，也是要很小心的去處理

假設婆婆沒有安全感、或是過去的婚姻不是非常滿意，
她會把全部的注意跟愛集中在兒子身上，
她會把全部的注意跟愛集中在兒子身上
會覺得兒子跟另外一個女人結婚、
是被搶走了，當然心裡面會不舒服。
媳婦了解婆婆的感覺跟心態，
了解她們母子之間的關係，
生活上的照顧、金錢的奉養，是非常重要的
 婆婆也了解媳婦的心態和感覺，她是從別人家裡
嫁過來的，進入這個家庭要經過適應的過程


原則上就是鼓勵婆媳之間走第二里路，
聖經：有人要你走第一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
聖經：有人要你走第
里路 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
 意思就是多做一點、多替別人想一點
 但講起來容易
但講起來容易、做起來不容易，
做起來不容易，
真的要有主耶穌的愛才能夠去考慮到對方

再婚的混合家庭的家人關係
現在再婚家庭越來越多，喪偶的、離婚的、失婚的，
比第 次婚姻更複雜 更多因素需要去考慮
比第一次婚姻更複雜、更多因素需要去考慮，
也都需要神的恩典。
再婚的家庭也有 些家人之間的關係需要考慮…
再婚的家庭也有一些家人之間的關係需要考慮…
1. 共同建立家庭的規範，夫妻管教的態度要一致：
 也許過去管教兒女的方法不
也許過去管教兒女的方法不一樣，
樣
來自不同過去家庭的規範
 現在結婚成為
現在結婚成為一個家庭，你有你的兒女、
個家庭，你有你的兒女
我有我的兒女，共同住在這個屋簷下，
夫妻兩人要一起商量好
夫妻兩人要
起商量好 ─ 遇到什麼事情
要怎樣來規範、怎樣教導我們的兒女
2 要視如己出：即便不是親生的子女，也要視如己出、
2.
好像自己親生子女一樣

有一個婆婆，先生過世之後，兒子就把媽媽接到他家來住，
兒子是娶洋媳婦，西方人的觀念是
是 洋媳婦
觀念是
夫妻主軸，父母、親子是次要的。
有一次兒子生日，「你生日那天，我為你
「
煮一餐拿手好菜」，她想兒子會很高興。
「你不要為我們煮，我太太也不見得會喜歡，
不如你給我們一張支票，我生日那天你幫我看小孩，
讓我們出去享受一個晚上，我就非常謝謝你。」
媽媽心裡非常難過，跑到房間去哭，
開了一張支票慷慨的送給兒子，
「你們去好好享受一個晚上吧！」就幫他看小孩。
沒想到這很有愛心、智慧的行動，
卻漸漸的讓她跟媳婦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很有愛心、智慧。

3. 維護孩子的舊愛：假設是離婚關係造成的，
兒女對生父、生母還有感情，要維護他的舊愛…
對
還有感情
護
舊愛
4. 關愛新的配偶：不管他是第一次結婚還是再婚，
要把重點放在新的配偶，
原配偶為討論兒女的問題，會有來往溝通，
不要忘記現在配偶的感覺是怎樣
5. 建設孩子的新愛：孩子與新父親、新母親的關係，
中間者必須要去協助兩方面建立好的關係。
 父親有自己的兒子，他再結婚有一個阿姨，
怎樣居於中間讓兒子跟新的長輩建立關係…
 如果新加進來的妻子還沒有自己的小孩，
管教的責任盡量是由父親自己來管，
千萬不要說既然嫁過來，這就是你的小孩、妳要去管，
感情都還沒有建立就要去管…

5. 繼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也要去了解、協調：
 年紀小的時候很容易玩在一起
年
時
容易 在 起
 年紀大了，已經各自有生活習慣，就不容易調和
6. 建立新的規範、且盡量做到公平的原則：
如果對自己的兒女有這樣的規範，
那對配偶的兒女也要有同樣公平的原則
7. 了解個別差異
了解個別差異：
 不同的生活習慣、對新婚姻有不同的看法，
小孩很小時比較容易接納新加入的父母親
小孩很小時比較容易接納新加入的父母親，
十幾歲以後比較不容易接納、更大一點又 OK 了
 感覺是否被愛也有不同，了解他們的愛之語，
然後用他們的方式來對他們表達
 處理孩子不公平的感受：找出原因，去處理那個感覺
 孩子控制性、掌控性比較強，夫妻好好討論、去處理

8. 注意溝通和傾聽：夫妻之間、父母跟兒女之間要有共識…
9 對自己的情緒負責：不要把責任推給別人、配偶、姻親
9.
對自己的情緒負責 不要把責任推給別人 配偶 姻親 ─
 「我生氣、是你使我生氣」，這是不負責任的講法，
你用什麼事情對待我、我要不要生氣，
那是我自己可以回應的
 也不能說：就是因為你講這樣的話、
你做這樣的事，我才會這麼難過、這麼傷心
情緒管理，是每一個人要為自己的情緒來負責。
10. 鼓勵家人的表達：假設自己的母親或是父親過世、
鼓勵家人的表達
自
或
父親或母親再婚，這小孩可能會比較壓抑，
就鼓勵他把心裡真正的感覺表達出來
就鼓勵他把心裡真正的感覺表達出來，
然後耐心的去處理
再婚的家庭也能因為雙方的努力而經營成功，
再婚的家庭也能因為雙方的努力而經營成功
而讓這家庭能夠成為更討神喜悅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