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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間的溝通與關係代間的溝通與關係

本課目標

1.對年輕的一代，清楚、直接的表達自己，

例如：想法、感覺、期盼

間接式的溝通，會影響彼此的了解溝通 會 響 解

2.藉語言、非語言的溝通，跟成人子女、孫子女，

能夠建立良好的關係能夠建 良好的關係

3.期盼與成人子女的對話，好像對待成年朋友一樣

4.以榮耀神、有益於子女的方式，4.以榮耀神 有益於子女的方式

傾聽年輕的一代的心聲，作敞開、坦承的交談

5.當子女需要支持、了解時，5.當子女需要支持 了解時

可以用同理心的方式來回應

6 學習分辨言語有時、靜默有時的智慧，6.學習分辨言語有時 靜默有時的智慧，

並且操練合宜的講話

每個人成長的世代對於他的影響都是不一樣的，

會 得每 都需 學習會使得每個世代的人都需要學習，

才能夠跟不同世代的人來相處

跟晚輩有所學習，跟長輩也要有所學習，

跟不同世代的人，了解他們世代的情況

「人生沒有回程票，親情沒有隔夜仇。」

我們總是期盼跟下 代 第三代我們總是期盼跟下一代、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有很好的關係

即便有時有不同的意見 爭爭吵吵即便有時有不同的意見、爭爭吵吵，

但親情沒有隔夜仇

盼望上完這個課程之後，我們跟下一代的相處，

或者被夾在中間的三明治的世代，

比較知道怎麼跟長輩來相處。

一、親子關係，始於依附理論

老年父母年紀漸長 越來越需要成年子女的照顧時老年父母年紀漸長，越來越需要成年子女的照顧時，

這種幫助和照顧的關係就越來越明顯，

照顧者的關係跟親情的關係，兩者互相影響，

有品質良好的親情，

就越可能有效果良好的照顧者的關係

照顧者的關係在責任、工作之內，所包含的

壓力、挫折、困難，是極大、複雜的變相

現在很多年輕的一代都是雙職，心有餘力不足，現在很多年輕的 代都是雙職 心有餘力不足

有些人會開始考慮跟父母親商量，能夠被安排

住在安養院，在那裡有更好的照顧。住在安養院 在那裡有更好的照顧

每一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對於孝這個字，

要更複雜一點、更有彈性的來想一想，要更複雜 點 更有彈性的來想 想，

怎樣才是真正的孝。



全球有越來越多的老人，不跟兒女同住、喜歡自己獨居，

在 有 多長輩是但在亞洲人，仍有很多長輩是跟兒女同住的，

享受三代、甚至於四代同堂的天倫之樂。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同住時，生活品質各自都會受到影響，

有可能是好的影響、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影響，

所以不全是所有的三代同堂，都能夠感到相當滿意。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之間照顧和幫助的關係，

不是只限制於單向，大部分是雙向 ―

老年的父母也可以幫助成年的兒女。老年的 母 幫 成年的

有些家庭是三代同堂的，第三代從學校回家時，

祖父母在家裡，就可以開門、祖父母在家裡，就可以開門、

做一些點心給孫子女，這就是幫助他們，

也讓在工作的中間世代能夠更放心，知道家裡有人，也讓在工作的中間世代能夠更放心，知道家裡有人，

這也是長輩來關心、幫助晚輩的例子。

大多數的子女認為照顧年長的父母，是自己的責任，

台灣 本都有法律來 護老年台灣、日本都有法律來保護老年父母，

不可以棄養自己的年長的父母親

近距離的相處很容易使上一代和下一代

各自的婚姻關係都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的培養，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溝通，

年老的父母需要成年子女幫助，成年子女沒有付出

年老的父母不需要成年子女的幫助，

成年子女卻硬要去幫助

都容易造成關係上的傷害，

主要的因素，因為溝通不良。

溝通也包括表達自己的溝通也 括表達自 的

情緒、感覺、想法、意見等等。

二、老年人跟孫子女間的關係，因時代、文化變遷而有所改變。

個家庭三代同堂 有次家庭系統一個家庭三代同堂，有次家庭系統 ─
夫妻、親子、祖父母跟孫子女的關係，

所謂的次親子、次家庭系統，都因人而異

祖父母的角色，是非常普遍引起興趣的主題

祖父母跟孫子女之間關係的模式可以分成五大類，

1. 代父母 ─ 父母親忙碌自己的工作，特別在單親家庭，

祖父母代替父母親來照顧孫子女的機率特別大，

所的隔代教養，取代了父母親的角色、職分

2. 活躍的祖父母 ─
持續高度參與孫子女的成長、建立親密的關係持續高度參與孫子女的成長 建 親密的關係

不是取代父母，

只是祖父母在他們的生活中非常的活躍，只是祖父母在他們的生 中非常的 躍

孫子女有什麼學校活動等等，他也參加

3. 教導的祖父母 ─ 
機會傳遞家庭 傳 讓 承 傳承利用機會傳遞家庭的傳統，讓孫子女承接、傳承

提摩太的信仰是從外祖母羅以傳遞下來的

正 響可以給孫子女某一些程度正面的影響

4. 社交型的祖父母 ─ 
跟孫子女有遊樂、玩樂的關係

偶爾享受彼此之間的陪伴，但不是太深入參與，

也不會負責太多的教育、教養…
5. 缺席的祖父母 ─5. 缺席的祖父母  

偶爾跟孫子女有接觸，但和孫子女的生活

毫不相干，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毫不相干 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

「我跟祖母沒有太多的印像，

感情也不是很好。」那就很可惜了感情也不是很好 」那就很可惜了

對孫子女在心理上的成長來講，也是一種缺憾



不論是那一種類型的祖父母，都有某種程度

對子女 孫子女有所影響 包括對子女、孫子女有所影響，包括：

社會化的過程、施與受互惠的發展、

人格的成長、人生階段性的過程、對老年的印象。

一位牧師談到年幼時，外祖母給他很大的影響，

外祖母給他的愛，到今天想起來

心裡都還是熱熱的、還會流淚。

的確使得一個人在人格成長上

都會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很多老人以自己為人祖父母為榮，

並且樂於跟孫子女親近

很多孫子女自己覺得

跟祖父母之間的關係特別親密

三、人的一生不論活多久，

都需要人際關係之間的互助 互動都需要人際關係之間的互助、互動。

一般老人，如果已婚，

大都與配偶間的互助是第一優先，

儘管有時候拌拌嘴、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老來伴、總是彼此的幫助

如果情況不允許，

就擴大到對自己的成年子女或是孫子女

如果是矜寡或一生未婚的獨居者，

則可能以自己的兄弟姐妹為互助的對象

如果不能，就以

教會、鄰居、親友為互助的對象

現在社區漸漸有日間關懷老人的機構，

也可以得到一些幫助

四、改善代間溝通、關係，實際的建議…
1. 認識事實、接受事實

1) 兒女已經長大，不再是孩童了) 童

2) 子女經過多年的成長過程、人生歷程、人際互動、

教育的塑造、職業的生涯，所有點點滴滴，教育的塑造 職業的生涯，所有點點滴滴，

已經形塑並且改變了他們，有自己人生的看法

3)如果住在兒女的家裡 要清楚記得3)如果住在兒女的家裡，要清楚記得，

是住在兒女的家、不是住在自己的家…
兒女有權力決定 你像是作客 是不太 樣的兒女有權力決定，你像是作客，是不太一樣的

4)兒女有教育、培訓、管教他們子女的責任，

「一代管一代，兒孫自有兒孫福。」

你不需要負責管教孫子女，那不是你的責任，

否則的話，你的兒女會覺得你管太多了

2.與成年子女談話時，帶著適當的

尊重 愛 關懷 看 成年的朋友尊重、同理、愛、關懷，看他們如同成年的朋友，

不要用命令、掌控、管教的語氣說話。

作長輩的，習慣用命令的口氣，或在工作場合是主管，

就要小心、謹慎的來管理口舌

3.嘗試傾聽，少說教，多用同理心的回應，

回應子女話語中的感覺和事實

站在他們的立場，感同身受給予回應

4.如果子女沒有請教你發表意見或建議，可以等待，4.如果子女沒有請教你發表意見或建議 可以等待

沒有必要常給意見，更沒有必要一定要說最後一句話。

如果他有問你，可以談一談、聊一聊如果他有問你 可以談 談 聊 聊

如果沒有，就暫時保持沉默

某個程度他覺得要請教你的時候，某個程度他覺得要請教你的時候，

自然會找你，免得我們變成太囉嗦了



5.在某些事情上，徵詢子女的看法、意見，

享受 身 學習新 事物 樂趣享受從子女身上學習新鮮事物的樂趣

6.經常想到、記住成年子女的優點跟長處，

用言語、行動，來表達感謝跟鼓勵。

成年子女很需要父母親的支持，不論他們多大，

能從父母得到祝福、肯定、鼓勵，都是很棒的

7.儘量不要以論斷或批評的方式跟成年子女對話，

就算自己的情緒被激動、有負向反應時，

也先管理自己的情緒，用冷靜的方式來溝通

8.當有事情，想讓成年子女知道時，

應該直接向他們具體清楚的來表達應該直接向他們具體清楚的來表達

尋求合適的時機，用合宜的語氣來陳述

儘量不要透過第三者，有時第三者儘量不要透過第三者 有時第三者

加上自己的意見、感覺，反而把事情弄得更複雜

9.當和成年子女談話時，

次 件事情 集中一次只討論一件事情，集中那主題上

不要只因為一件事情批評他的人格，

人類的性格和行為比我們想像的更複雜，

以偏概全，會過度簡化人類的行為和動機

10. 兒女的配偶可能不同文、不同種，

他們的子女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出生長大他們的子女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出生長大，

不懂華文、不懂我們的語言，

切記 肢體語言有時比聲音更能夠表達切記：肢體語言有時比聲音更能夠表達

要跟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需要付出時間和心力需要付出時間和心力，

例如：當孫子女生日時，

喜愛 表可以用他們喜愛的方式來表達

11.每日為子女和孫子女來禱告，

這對 與 關 是 極 祝福這對他們與你的關係是一種極大的祝福

記得以順服和信靠的心禱告，學習放手，

讓神來照顧成年子女跟孫子女

神是會聽我們禱告的神，

如果每一天都常常記得為自己的孫子女禱告，

不但關係更好，神也會祝福孫子女

12.讓你的日常生活、言語、行為，

虔 愛 靠成為敬虔、愛主、信靠主、

樂意助人的一個好榜樣。

把在基督裡的信仰生命用合宜的方式，

傳遞給下一代、傳遞給第三代，

就能夠給子女、孫子女最大的祝福

聖經關於代間的關係和溝通…

約壹一6-7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

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就是說謊話 不行真理了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相交 子耶穌 洗淨我們 罪

團契、關係、聯誼、溝通

用在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孫子女之間：

1.關係必須建立在聖經真理的基礎上，

包括有關親子、代間的關係，這一些教訓

2. 關係跟溝通，需要行在光明中，活出光明的見證關係 溝通 在

3.任何人如果與神有光明、親密的關係跟溝通，

必能有助於跟別人之間有光明、親密的關係和溝通，能有助於跟別 間有光 親密的關係和溝通

包括成年子女、孫子女之間都是一樣的



4.任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溝通，如果出了問題，

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罪的問題，

因著沒有解決而促成的

如果有，必須要去解決、面對、處理

5.在耶穌基督的救恩裡，在耶穌基督的救恩裡

人被神所饒恕、潔淨，因此學習彼此饒恕和潔淨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在溝通、相交的關係上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 在溝通 相交的關係上

如果有問題，彼此傷害，

也要學習彼此饒恕，在主的寶血裡來得到潔淨也要學習彼此饒恕 在主的寶血裡來得到潔淨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孫子女之間的溝通，

都需要回歸到聖經中的教訓，在耶穌基督

的救恩中建立一個光明的關係，

才會有光明而討主喜悅的一個溝通。

雅各書三1-12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

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

講話對於溝通 建立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講話對於溝通、建立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說話跟生命的光景也是很有關聯性，

會影響到我們跟人的互動會影響到我們跟人的互動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正說明我們說話需要管理，需要有所節制

你 試 我的 你在夜 鑒察我

偉大的君王大衛非常看重言語的潔淨：

詩十七3 你已經試驗我的心；你在夜間鑒察我；

你熬煉我，卻找不著甚麼；

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

老年人在話語上可能有兩種極端反應：

情緒比較容易低落 體力漸衰情緒比較容易低落、體力漸衰，

變成言語寡少，

言語過少會使得年輕的一代，

不能夠了解長輩心思意念、情緒、看法

缺乏安全感，害怕別人忽略，變得多言多語，

想用言語來管理、來控制，

言語過多，讓人覺得太囉嗦、太厭煩

都有可能影響到跟成年子女以及孫子女之間的溝通。

老年人需要學習管理、節制自己的言語，年人需要學習管 節制自 的言語

說該說的話，不說不該說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功課，需要操練、學習。這是很重要的功課 需要操練 學習

關於言語的溝通，箴言有更多的教訓…
義 生命 泉 暴蒙蔽十11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我們都要為自己的言語來負責，也將因為

自己的言語結果而得益處、或者受傷害。

十三2 人因口所結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詐人必遭強暴。

十三3 謹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張嘴的，必致敗亡。

十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十二25 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樂。

這在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的關係中，

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
講話時考慮對方的情緒狀況，作合適的回應

不能控制別人的舌頭，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反應

十五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廿五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面一樣。



弗四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

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想一想這樣講出來，會有什麼結果，

是不是使他得到造就、益處、祝福，

還是會有什麼的結果，然後才決定怎麼講。還是會有什麼的結果 然後才 怎麼講

提後一5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

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 裡的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裡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保羅肯定提摩太三代間有著美好、堅定、虔誠信仰的傳承，

代間溝通以傳承「心裡無偽之信」為焦點，代 溝通 傳承 心裡無偽之信」為焦

把基督耶穌的信仰，永生之道作為焦點

深信神的賜福也將一代一代傳承給下一代，深信神的賜福也將 代 代傳承給下 代

使得世世蒙福，主的救恩代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