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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间的沟通与关系代间的沟通与关系
本课目标

1.对年轻的一代，清楚、直接的表达自己，
例如：想法、感觉、期盼
间接式的沟通，会影响彼此的了解，

2.藉语言、非语言的沟通，跟成人子女、孙子女，
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够建 良好 关

3.期盼与成人子女的对话，好像对待成年朋友一样
4.以荣耀神、有益于子女的方式，以荣耀神、有益于子女的方式，

倾听年轻的一代的心声，作敞开、坦承的交谈
5.当子女需要支持、了解时，5.当子女需要支持、了解时，

可以用同理心的方式来回应
6.学习分辨言语有时、静默有时的智慧，6.学习分辨言语有时、静默有时的智慧，

并且操练合宜的讲话

每个人成长的世代对于他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会使得每个世代的人都需要学习 会使得每个世代的人都需要学习，

才能够跟不同世代的人来相处

晚辈有 学 辈 有 学 跟晚辈有所学习，跟长辈也要有所学习，

跟不同世代的人，了解他们世代的情况

「人生没有回程票，亲情没有隔夜仇。」

我们总是期盼跟下 代 第三代 我们总是期盼跟下一代、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有很好的关系

即便有时有不同的意见 争争吵吵 即便有时有不同的意见、争争吵吵，

但亲情没有隔夜仇

盼望上完这个课程之后，我们跟下一代的相处，

或者被夹在中间的三明治的世代，

比较知道怎么跟长辈来相处。

一、亲子关系，始于依附理论
老年父母年纪渐长 越来越需要成年子女的照顾时老年父母年纪渐长，越来越需要成年子女的照顾时，

这种帮助和照顾的关系就越来越明显，

照顾者的关系跟亲情的关系 两者互相影响照顾者的关系跟亲情的关系，两者互相影响，

有品质良好的亲情，

就越可能有效果良好的照顾者的关系

照顾者的关系在责任、工作之内，所包含的

压力、挫折、困难，是极大、复杂的变相

现在很多年轻的一代都是双职，心有余力不足，现在很多年轻的 代都是双职，心有余力不足，

有些人会开始考虑跟父母亲商量，能够被安排

住在安养院，在那里有更好的照顾。住在安养院，在那里有更好的照顾。

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于孝这个字，

要更复杂一点、更有弹性的来想一想要更复杂 点、更有弹性的来想 想，

怎样才是真正的孝。



全球有越来越多的老人，不跟儿女同住、喜欢自己独居，

但在 洲人 仍有很多长辈是跟儿女同住的但在亚洲人，仍有很多长辈是跟儿女同住的，

享受三代、甚至于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同住时 生活品质各自都会受到影响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同住时，生活品质各自都会受到影响，

有可能是好的影响、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影响，

所有 满意所以不全是所有的三代同堂，都能够感到相当满意。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之间照顾和帮助的关系，

不是只限制于单向，大部分是双向─

老年的父母也可以帮助成年的儿女。年 年

有些家庭是三代同堂的，第三代从学校回家时，

祖父母在家里 就可以开门祖父母在家里，就可以开门、

做一些点心给孙子女，这就是帮助他们，

也让在工作的中间世代能够更放心 知道家里有人也让在工作的中间世代能够更放心，知道家里有人，

这也是长辈来关心、帮助晚辈的例子。

大多数的子女认为照顾年长的父母，是自己的责任，

台湾 本都有法律来保护老年父母 台湾、日本都有法律来保护老年父母，

不可以弃养自己的年长的父母亲

近 离 相 容易使 近距离的相处很容易使上一代和下一代

各自的婚姻关系都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的培养，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沟通，

 年老的父母需要成年子女帮助，成年子女没有付出

 年老的父母不需要成年子女的帮助，

成年子女却硬要去帮助

都容易造成关系上的伤害，

主要的因素，因为沟通不良。

沟通也包括表达自己的

情绪、感觉、想法、意见等等。

二、老年人跟孙子女间的关系，因时代、文化变迁而有所改变。

个家庭三代同堂 有次家庭系统一个家庭三代同堂，有次家庭系统 ─
 夫妻、亲子、祖父母跟孙子女的关系，

亲 家庭系 都 异所谓的次亲子、次家庭系统，都因人而异

祖父母的角色，是非常普遍引起兴趣的主题

祖父母跟孙子女之间关系的模式可以分成五大类，

1. 代父母 ─ 父母亲忙碌自己的工作，特别在单亲家庭，

祖父母代替父母亲来照顾孙子女的机率特别大，

所的隔代教养，取代了父母亲的角色、职分

2. 活跃的祖父母 ─
持续高度参与孙子女的成长、建立亲密的关系

不是取代父母，

只是祖父母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的活跃，是 在 中非常 ，

孙子女有什么学校活动等等，他也参加

3. 教导的祖父母 ─
利用机会传递家庭的传统 让孙子女承接 传承 利用机会传递家庭的传统，让孙子女承接、传承

提摩太的信仰是从外祖母罗以传递下来的

可以给孙子女某 些程度 的影响可以给孙子女某一些程度正面的影响

4. 社交型的祖父母 ─
跟孙子女有游乐、玩乐的关系

 偶尔享受彼此之间的陪伴，但不是太深入参与，

也不会负责太多的教育、教养…
5. 缺席的祖父母 ─5. 缺席的祖父母

 偶尔跟孙子女有接触，但和孙子女的生活

毫不相干，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毫不相干，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

「我跟祖母没有太多的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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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孙子女在心理上的成长来讲，也是一种缺憾



不论是那一种类型的祖父母，都有某种程度

对子女 孙子女有所影响 包括对子女、孙子女有所影响，包括：

社会化的过程、施与受互惠的发展、

成 老年 象人格的成长、人生阶段性的过程、对老年的印象。

一位牧师谈到年幼时，外祖母给他很大的影响，

外祖母给他的爱，到今天想起来

心里都还是热热的、还会流泪。

的确使得一个人在人格成长上

都 产生 或负 的影响都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很多老人以自己为人祖父母为荣，

并且乐于跟孙子女亲近

 很多孙子女自己觉得

跟祖父母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

三、人的一生不论活多久，

都需要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助 互动都需要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助、互动。

一般老人，如果已婚，

大都与配偶间的 助是第 优先大都与配偶间的互助是第一优先，

尽管有时候拌拌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老来伴、总是彼此的帮助

如果情况不允许，

就扩大到对自己的成年子女或是孙子女
如果是矜寡或一生未婚的独居者，

则可能以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互助的对象

如果不能，就以

教会、邻居、亲友为互助的对象

现在社区渐渐有日间关怀老人的机构，

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四、改善代间沟通、关系，实际的建议…
1. 认识事实、接受事实

1) 儿女已经长大，不再是孩童了)

2) 子女经过多年的成长过程、人生历程、人际互动、

教育的塑造、职业的生涯 所有点点滴滴教育的塑造、职业的生涯，所有点点滴滴，

已经形塑并且改变了他们，有自己人生的看法

3) 如果住在儿女的家里 要清楚记得3) 如果住在儿女的家里，要清楚记得，

是住在儿女的家、不是住在自己的家…
儿女有权力决定 你像是作客 是不太 样的儿女有权力决定，你像是作客，是不太一样的

4) 儿女有教育、培训、管教他们子女的责任，

「一代管一代，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不需要负责管教孙子女，那不是你的责任，

否则的话，你的儿女会觉得你管太多了

2. 与成年子女谈话时，带着适当的

尊重 同理 爱 关怀 看他们如同成年的朋友尊重、同理、爱、关怀，看他们如同成年的朋友，

不要用命令、掌控、管教的语气说话。

作 辈 命令 气 在 作 合是 管作长辈的，习惯用命令的口气，或在工作场合是主管，

就要小心、谨慎的来管理口舌

3. 尝试倾听，少说教，多用同理心的回应，

 回应子女话语中的感觉和事实

 站在他们的立场，感同身受给予回应

4. 如果子女没有请教你发表意见或建议，可以等待，4. 如果子女没有请教你发表意见或建议，可以等待，

没有必要常给意见，更没有必要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

 如果他有问你，可以谈一谈、聊一聊 如果他有问你，可以谈 谈、聊 聊

 如果没有，就暂时保持沉默

某个程度他觉得要请教你的时候某个程度他觉得要请教你的时候，

自然会找你，免得我们变成太啰嗦了



5. 在某些事情上，征询子女的看法、意见，

享受 子女身上学习新鲜事物的乐趣享受从子女身上学习新鲜事物的乐趣

6. 经常想到、记住成年子女的优点跟长处，

用言语、行动，来表达感谢跟鼓励。

成年子女很需要父母亲的支持，不论他们多大，

能从父母得到祝福、肯定、鼓励，都是很棒的

7. 尽量不要以论断或批评的方式跟成年子女对话，

就算自己的情绪被激动、有负向反应时，

也先管理自己的情绪，用冷静的方式来沟通

8. 当有事情，想让成年子女知道时，

 应该直接向他们具体清楚的来表达应该直接向他们具体清楚的来表达

 寻求合适的时机，用合宜的语气来陈述

尽量不要透过第三者，有时第三者尽量不要透过第三者，有时第三者

加上自己的意见、感觉，反而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9. 当和成年子女谈话时，

次 讨论 件事情 集中那主题上 一次只讨论一件事情，集中那主题上

不要只因为一件事情批评他的人格，

类 我 象 复杂人类的性格和行为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以偏概全，会过度简化人类的行为和动机

10. 儿女的配偶可能不同文、不同种，

他们的子女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出生长大他们的子女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出生长大，

不懂华文、不懂我们的语言，

切记 肢体语言有时比声音更能够表达切记：肢体语言有时比声音更能够表达

要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需要付出时间和心力需要付出时间和心力，

例如：当孙子女生日时，

们喜爱的方式来表达可以用他们喜爱的方式来表达

11. 每日为子女和孙子女来祷告，

这对他们与你的关系是 种极大的祝福 这对他们与你的关系是一种极大的祝福
 记得以顺服和信靠的心祷告，学习放手，

神来 成年让神来照顾成年子女跟孙子女

神是会听我们祷告的神，

孙子女祷如果每一天都常常记得为自己的孙子女祷告，

不但关系更好，神也会祝福孙子女

12. 让你的日常生活、言语、行为，

成为敬虔 爱主 信靠主成为敬虔、爱主、信靠主、

乐意助人的一个好榜样。

基督 信仰生命把在基督里的信仰生命用合宜的方式，

传递给下一代、传递给第三代，

就能够给子女、孙子女 大的祝福

圣经关于代间的关系和沟通…

约壹一6-7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交，祂

团契、关系、联谊、沟通

用在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孙子女之间：

1. 关系必须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

包括有关亲子、代间的关系，这一些教训

2. 关系跟沟通，需要行在光明中，活出光明的见证

3. 任何人如果与神有光明、亲密的关系跟沟通，

必能有助于跟别人之间有光明、亲密的关系和沟通，有 有 和 ，

包括成年子女、孙子女之间都是一样的



4. 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沟通，如果出了问题，

 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罪的问题，

因着没有解决而促成的

 如果有，必须要去解决、面对、处理

5.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

 人被神所饶恕、洁净，因此学习彼此饶恕和洁净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在沟通、相交的关系上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在沟通、相交的关系

如果有问题，彼此伤害，

也要学习彼此饶恕，在主的宝血里来得到洁净也要学习彼此饶恕，在主的宝血里来得到洁净

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孙子女之间的沟通，

都需要回归到圣经中的教训，在耶稣基督

的救恩中建立一个光明的关系，

才会有光明而讨主喜悦的一个沟通。

雅各书三1-12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讲话对于沟通 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讲话对于沟通、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说话跟生命的光景也是很有关联性，

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互动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互动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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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说明我们说话需要管理，需要有所节制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鉴察我

伟大的君王大卫非常看重言语的洁净：

诗十七3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
你熬炼我，却找不着甚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老年人在话语上可能有两种极端反应：

情绪比较容易低落 体力渐衰情绪比较容易低落、体力渐衰，

变成言语寡少，

言语过少会使得年轻言语过少会使得年轻的一代，

不能够了解长辈心思意念、情绪、看法

忽略 多 多缺乏安全感，害怕别人忽略，变得多言多语，

想用言语来管理、来控制，

言语过多，让人觉得太啰嗦、太厌烦

都有可能影响到跟成年子女以及孙子女之间的沟通。

老年人需要学习管理、节制自己的言语，

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功课，需要操练、学习。是很 功课，需 操 、学 。

关于言语的沟通，箴言有更多的教训…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十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言语来负责，也将因为

自己的言语结果而得益处 或者受伤害自己的言语结果而得益处、或者受伤害。

十三2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
十三3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十19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十二25 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
这在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的关系中，

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
 讲话时考虑对方的情绪状况，作合适的回应

 不能控制别人的舌头，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

十五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廿五11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



弗四29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想一想这样讲出来，会有什么结果，

是不是使他得到造就、益处、祝福，

还是会有什么的结果，然后才决定怎么讲。， 讲

提后一5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妮基心里的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妮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保罗肯定提摩太三代间有着美好、坚定、虔诚信仰的传承，

 代间沟通以传承「心里无伪之信」为焦点，

把基督耶稣的信仰，永生之道作为焦点

 深信神的赐福也将一代一代传承给下一代，深 神 赐 将 代 代传承 代，

使得世世蒙福，主的救恩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