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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暖流  2016.11.16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六日派發 

 愛的語言：如何令孩子真正感受到你愛他 -  - 校牧 岑樹基牧師 

    試想一想你童年時一次全家一起開心快樂的事件，或一份

父母送給你「珍貴」的禮物，或一句從父母口中說出安慰和鼓

勵的話。想一想，你現在的感覺如何？ 

    當孩子進入小學階段，父母可能最關心的，是他們每天做

齊了功課沒有，要參加哪幾項課外活動，簽回條、要節制用手

機玩電腦的時間......天天追啊追、趕啊趕，「親子時光」就在核

對作業、溫習默書中渡過，家庭生活跟本談不上有趣。當然，

孩子仍會一天天長大，但就缺乏了人生其中一項最重要的資產——美好的童年回憶。 

    從最近一份學生的習作得知，大部分學生都十分渴求父母的愛，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卑

微的期待：一家人一齊吃晚飯、媽媽多些時間陪自己、父母少些爭吵......。父母都愛自己的孩

子，但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嗎？我問過不少同學，他們「知道」也「相信」父母愛自己，卻

因父母日常對待自己的方式，例如絮絮不休的教訓、對課業偏重的要求、急如星火的生活節

奏、對子女的偏愛等，都使孩子感到混亂，無所適從。若果溝通接不上，你認為已不斷付

出，孩子卻在不同的頻道上，他聽到的，也只可能是外星語言吧！ 

    面對孩子，如何有效地表達你愛他們呢？世間上有愛的語言

嗎？蓋瑞．巧門博士 (Dr. Gary Chapman) 是愛語 (Love 

Languages)的專家、教會牧師、婚姻與家庭輔導專家、演說家

及《愛語備忘錄》節目主持人，曾輔導夫妻及家庭三十多年。他

所著作的《愛之語》系列，對我和師母有很大的提醒，亦提升我

們家庭的和諧。要打開孩子的心，可以用孩子的主要愛之語來和

他們溝通，讓家庭由戰場變成天堂。「兒童愛之語」的觀念並不

複雜，五種愛的語言分別為： 

1. 身體的接觸 (Physical Touch) 

2. 肯定的言詞 (Words of Affirmation) 

3. 精心的時刻 (Quality time) 

4. 接受禮物 (Gifts) 

5. 服務的行動 (Acts of Service) 

每個孩子都需要以上這五種愛的語言來填滿心中對愛的渴求（巧門稱這為情感槽 emotional 

tank），情感槽常滿，你對孩子的管教才有效。不過，不同的孩子有其不同的主要愛語，父

母必須找出子女的愛語排序（哪種對他最為重要），才能打開親子愛的頻道。（我會在這專

題最後一篇提供建議，讓你得著線索，一步一步找出你孩子的愛語序列。） 

    然而，方法只是其次，最重要的仍是你作為父母，能「無條件

地」去愛孩子。對，是無條件地去愛，就是無論孩子的長相如何、

天資、弱點或缺陷為何，也不管我們的期望如何，還有最難的一點

是，不管孩子的表現如何，都要愛他們。父母只有學會無條件地愛

兒女，才能讓兒女知道他們被愛得多深。只有在孩子感覺到被愛和

受照顧時，他/她才會有自尊，凡事盡力。或許你真的很愛孩子，但

除非他感受得到；除非你所表達的愛語能把愛傳達給他，否則他不

會覺得被愛。讓我們同來練習。（下一篇：愛語 1—身體的接觸）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4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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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語言 1：身體的接觸 -  -  -  -  -  -  -  -  - 校牧 岑樹基牧師 

    要有效準確地表達你愛孩子，蓋瑞．巧門博士(Dr. Gary Chapman)指出可以使用以下五

種愛的語言(Love Languages) ，分別為： 

1. 身體的接觸(Physical Touch) 

2. 肯定的言詞(Words of Affirmation) 

3. 精心的時刻(Quality time) 

4. 接受禮物(Gifts) 

5. 服務的行動(Acts of Service) 

 

    孩子出生開首兩三年，父母喜歡抱孩子，孩子在母親懷中也顯得安靜。發展心理學家約

翰．鮑比(Bowlby)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指出，母親撫育嬰兒，藉由具母愛的撫摸

和擁抱，將使嬰兒有安全感和愉悅的情緒。有了初生弟妹的孩子更會爭寵，要媽咪抱抱。然

而當孩子漸漸長大，父母有意無意間，再沒有使用這種最直接表達關愛的方式，以擁抱、牽

手、親親面頰來獲得彼此的情感滿足。或許，華人傳統文化對愛的表達較含蓄，只看抱孩子

是一種哄嬰孩入睡的一種手段吧！ 

 

    身體的接觸是指任何溫柔的觸摸、擁抱、握手、

親吻、擊掌、在地上摔角、騎膊馬......等接觸孩子身體

的行為。這是最易使用的愛之語，因為父母不需要等

候特殊場合或理由就能與孩子做身體接觸，來表示

「我很愛你」。迅速的摸一下孩子的頭髮、碰一下他

的肩膀或手臂、輕拍他的背，並加上幾句鼓勵的話，

對於成長中的孩子都是很有意義的愛的表示。大兒子

幼稚園至初小的時候，他最想玩的一個遊戲就是騎牛

牛，在一輪體力消耗之後，大家倒在地上咭咭地笑。

女兒現在已 22 歲了，作為爸爸的我當然不再適合和她拖手搭膊，但我們也經常擊掌握手，甚

至碰碰鼻（一種紐西蘭毛利人見面打招呼的禮儀），表示彼此間的親愛。 

 

    孩子每天都需要很多有意義的身體接觸，雖然男孩接受的通常比女孩少，然而當這種愛

語表達得自然並使人舒服時，孩子的情緒會變得比較舒坦，跟別人溝通時會比較大方自在。

特別對於一些比較內斂的孩子，這種愛語特別收效。 

 

    當孩子開始上學時，他仍然迫切需要身體的接觸。當他早上出門時，你是否給他一個擁

抱，使他一整天充滿安全感？放學回來時，給他一個擁抱能幫助孩子有「回家真舒服」的感

覺，一個努力要爭取你注意或吵鬧的晚上就會比較少出現。為什麼呢？因為孩子在學校裡，

每天都要面對新的經驗，他所面對的老師或同學都有或好或壞的情緒，因此，家庭應該是一

個天堂，是一個肯定有愛的地方。聖經中說上帝也是這樣抱着我們：「我已造你，就必背

你；我必抱你，也必拯救。」（以賽亞書四十六章 4 節） 

 

    在五六年級踏進青少年時期，男孩子對體力活動後（如球

賽）的身體接觸比較有回應，但不要在兒子的同儕面前擁抱

他，這會令他尷尬。待他打完球後筋疲力盡回到家時，給他一

個擁抱，他會接受就這是真正愛的表達。「身體的接觸」是一

個強而有力的「愛語」之一，你的孩子是否特別需要，要經過

探索才可得知。當然，身體接觸不能強迫，應適可而止，但若

孩子一直拒絕你的接觸，或突然有所改變，就需要跟他談談

了。（下一篇：愛語 2—肯定的言詞） 

 

編者按：《愛的語言》一共有七篇，歡迎家長投稿分享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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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孩子學習的壓力 -  -  -  -  -  -  - 編委 潘家輝 

  可能你是一位無時無刻都為子女的成長綢繆、並希望孩子成為

「十項全能」的父母，每星期為他們安排不同類形的補習，甚至連暑

假也不放過，箇中原因當然是希望子女「贏在起跑線」。 

  但站在子女的角度，他們是否應付得來？他們這樣學習是否快

樂？對日後的成長是否有持續的成效更存疑？ 

  筆者十分認同孩子的潛在能力可以有多層次的發揮，他們的天賦

才能可以藉着多元化的學習被開拓。可是不同的孩子對這種「密集

式」學習卻有著不同的反應和感受。曾經聽聞一些家長及老師分享一

個現象，就是某些孩子於小學階段若全時間被「操練」或以補習「谷

分數」，小學的成績可算是不錯，但當他們升上初中後成績反而會下

降，他們學習會感到疲累、久而久之對學習也漸漸失去主動性，原因是他們自小掌握不到學

習的動機。 

  其實教育的本質是透過一些學習活動使孩子掌握知識和技能，並以一系列有規範和循序

漸進的方式去進行，這是學校和老師所肩負的責任。作為父母，若然我們太着重子女學業成

績而在教養兒女上生了「盲點」，把學校的教育模式延伸至家庭裏，便可能把不必要的學習

壓力加諸於子女身上。 

  相信大家明白壓力與身心狀態息息相關。緊張忙碌的

生活節奏往往令人身體不適，我們或會有失眠，頭痛，精

神不振，肌肉疼痛以及出現腸胃問題等。如果壓力是出於

過度學習，你孩子的身體也可能出現以上的困擾。 

  雖然父母很期望每一個子女都品學兼優，但切記不要

過分在意孩子的學業成績，不要把這橡皮圈拉得太緊。因

為每一個孩子的本質都很不同，長處也不同，所以老師在

我們的孩子以同一方式澆灌施肥，可是種出來的可以很不

一樣。父母要培育孩子成才，最好的教育法還是誘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假如他們對某科目有

興趣，有想像力，他們的求知欲自然會引導

他們尋根究底地學習，那時我們只須從旁指

導鼓勵便足夠了。切記千萬不要把子女栽種

成一棵「一剎那高分」,但「長期營養不

良」的小樹苗。 

  考試時間又快到了，父母們記緊留意分

配好孩子的學習和休息時間，也不要犧牲了

孩子的玩樂時間。筆者深信上帝給予每個小

孩有不同的天賦，每種天賦將來也會有不同

的成就。教養和培育孩子是父母的責任，大

家一起努力吧！  

壓力測試 
 

請回想一下自己在過去一個月內有否出現下述情

況: 

 

1. 覺得手上工作太多，無法應付。 

2. 覺得時間不夠，所以要分秒必爭。例如過馬

路時衝紅燈，走路和說話的節奏很快速。 

3. 覺得沒有時間消遣，終日記掛著工作。 

4. 遇到挫敗時很易會發脾氣。 

5. 擔心別人對自己工作表現的評價。 

6. 覺得上司和家人都不欣賞自己。 

7. 擔心自己的經濟狀況。 

8. 有頭痛/胃痛/背痛的毛病，難於治愈。 

9. 需要借煙酒、葯物、零食等抑制不安的情

緒。 

10. 需要借助安眠藥去協助入睡。 

11. 與家人/朋友/同事的相處令你發脾氣。 

12. 與人傾談時，打斷對方的話題。 

13. 上床後覺得思潮起伏，很多事情牽掛，難以

入睡。 

14. 太多工作，不能每件事做到盡善盡美。 

15. 當空閒時輕鬆一下也會覺得內咎。 

16. 做事急躁、任性而事後感到內咎。 

17. 覺得自己唔應該享樂。 

壓力測試 - 計分方法： 

 

從未發生 0 分,間中發生 1 分,經常發生 2

分 

 

0-10 分：精神壓力程度低但可能顯示生活

缺乏刺激，比較簡單沉悶，個人

做事的動力不高。 

11-15 分：精神壓力程度中等，雖然某些時

候感到壓力較大，仍可應付。 

16 分或以上：精神壓力偏高，應反省一下

壓力來源和尋求解決辦法。 

 

(資料來源：香港心理衛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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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喵喵星的妳 -  -  -  -  -  -  -  -  -  -  - 曾詠珊校牧 

    最近電視台用寵物來做主題，描述一隻忠心不二
的貓以人形身份重回主人身邊，為主人一家排難解
紛，片中角色雖然有很多庸俗對白，需家長指引陪同
子女收看(兒童不宜)，但《來自喵喵星的妳》卻勾起
許多飼養寵物者的思念，尤其深愛的寵物已離去，牠
會否在另一個世界留意著我們？關切我們的生活？ 
 
    我有一隻貓，名叫阿咪，普通不過的名字背後是一段不平凡的偶遇。中四那
年，晚上九時從自修室匆匆回家，昏黃色的車道旁，一輛汽車輪子的旁邊瑟縮著
一隻纖細的黃色小貓，發出微弱淒涼的叫聲，令人心生憐憫。突然從眼角看見對

面馬路有一個黑影「鼠」出來，心想那是一隻大老鼠，
誰知是一隻體形大小小的小黃貓，趕緊從對面馬路衝到
同伴身旁，偎依著安慰牠的同伴。那一刻，我覺得小黃
貓真勇敢，愛惜自己的同伴！我不忍心牠倆終身為街
貓，所以抱起牠們回家。但纖弱的同伴不過兩天後就走
了。這樣，阿咪就開展了倍伴我十八年的歲月。 
 

    阿咪很「黐人」，很喜歡坐在我的大腿上睡覺，有時為免弄醒牠，我只好在
書桌前繼續溫習，多少個晚上，多少道習題，簇擁牠輕柔暖笠笠的身軀帶給我許
多的鼓勵。有時我想，若我是阿當或夏娃多好啊！(創世記中他們能和動物談
天)，可以和阿咪傾偈，牠會對我說甚麼呢？要轉貓罐頭？抑或叫我早點回家陪
牠？當中有十年的時間，是牠等我回家，讓飄泊的心想家。婚後，建立新家庭，
先生問我為何對舊居不甚眷戀，我說最重要的已帶在身邊就是了，阿咪是嫁妝之
一。 
 
    十八歲對貓來說已很老了，但對心愛的寵物來
說，你總希望牠可以陪在你身邊多一點。那夜，病重
的牠等我們回家，看著牠氣息漸弱，我和先生一起禱
告，感謝天父的創造，感謝這十八年相遇的緣份，感
謝牠的陪伴……今天，牠的灰在抽屜的深處，牠的情
在心坎間縈繞。 
 

 參加《愛．家庭》運動 2016 品格家庭組別分享 

五望班 梁振譽家長 

  現今社會的大多數父母，都期望子女成材，目的

是令他們的兒女能夠賺取豐厚的收入，但往往缺乏了

個人品格和情緒的修養。 

  小朋友之間互動時，很多時候都會表現得很自

我。想要令小朋友做好一點，可以試試問小朋友：

「假如你是他的話，你會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這

方法，以易地而處的方式，令小朋友能夠容易明白

到，和朋友共處是要互相尊重。同樣地，當遇到其他

小朋友有困難時，也可用同樣的方法，令小朋友明白替別人著想，幫助別人是一件非重要

的事，當小朋友能夠做到這一點時，小朋友都會自覺地幫忙身邊的朋友。 

  小朋友是否名成利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品行能否得到大家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