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得獎作品 

符合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 

（參考指引見下頁） 

 

得獎者 覺筱瑩、賴奕銘 講評人 畢恆達 

作品名稱 ＜家庭樹＞ 

本得獎作

品符合之 

指引精神 

□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 

（指引條次四） 

▇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評審評語 

1. 用家庭樹的成長、茁壯、凋落當作比喻，帶入教養、家

事照顧、親密關係等主題。活動涉及對於性別、族群、

親子、多元等思考。 

2. 家的樣貌多元/千百種，家中也會歷經生老病死，就像樹

有成長有凋謝。 

3. 討論家，也要破解「甜蜜的家庭」的迷思，因為家除了

愛之外，也會有衝突、有經歷壓力、有人生觀的差距，

需要勞動來維持。 

 

 

 

 



 

 

 

教育部「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 
 
 

本指引所指稱之「社會教育」係指除指學校正規教育外之其他場域、管道

所進行之所有形式之教育，包括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高齡教育、

休閒教育及媒體識讀教育等。 
 

1.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符合國內外有關性別/婦女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

或公約之規定，呈現並尊重多元性別與性傾向。 

2.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並鼓勵其生活

實踐與社會參與。 

3.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積極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對於各類現

存不符合性別平等精神之社會制度及生活實踐，如習俗、媒體、性別角

色、家務分工等，應具性別敏感度，適時提出覺察及檢討。 

4.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

及其他特殊處境，如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收養家

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等。 

5.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及親職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含括家庭成員在性別、族

群、年齡、宗教信仰、健康狀況及身體樣態的多元性。 

6.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呈現多元族群文化，如婚姻移民、外籍勞工、原住

民族、弱勢階級等，並尊重其與主流文化（如中產階級漢人族群）之差

異。 
 

7.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避免出現下列情況： 

1. 以偏差失衡之比例呈現男女兩性。 

2. 以性別刻板印象呈現男女兩性之人格特質或性別角色、所從事之職業

或活動及所擁有之社經地位或資源。 

3. 以偏差失衡或刻板印象之方式呈現弱勢之族群、階級、性少數、身體

樣態、高齡者或失能者。 

4. 沿襲具性別偏見之習俗文化或社會論述，對女性及性少數或其他弱勢

族群採取戲謔、歧視、譴責或貶抑之態度。 

8.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應積極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之精神： 

1.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活動對象應含括多元型態家庭之成員，如

收養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同居親友等。 

2. 活動方案應針對多元文化社群，如外籍勞工、婚姻移民、原住民族、

高齡者及失能者等。 

3. 活動安排應突顯性別友善精神，如活動場地及時間應考量多元參與者

之近用性、男女廁所應配合參與者性別比例而機動性配置、辦理活動

時可考慮提供嬰幼兒之托育照顧等。 

4. 新建及整修活動場地時，應考慮多元性別之認同與需求，設置可供男

女共用之性別友善廁所。 



玩「石」點「投」

覺筱瑩 輔導老師

賴奕銘 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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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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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筱瑩
石牌國㆗輔導老師

國北教育系

臺師公領所

輔導教師9年

北區輔導桌遊共㈻㈳群㈳員



賴奕銘
北投國㆗輔導老師

彰師輔諮系

臺師心輔所

輔導教師10年

北區輔導桌遊共㈻㈳群主持㆟



㈳會教育教材及活動
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成果
徵選暨分享活動

世新大㈻性別平等教育㆗心 / 世新大㈻性別研究所



㈳會教育教材及活動
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成果
徵選暨分享活動

世新大㈻性別平等教育㆗心 / 世新大㈻性別研究所



㈳會教育



樹
給㆟們的感覺就像是…？

我會聯想到生活㆗的…？



家
就像是㆒顆溫暖而堅強的大樹

支撐著我們向外探索、發展



㈳會教育教材及活動
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成果
徵選暨分享活動

世新大㈻性別平等教育㆗心 / 世新大㈻性別研究所





㈳會教育教材及活動
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成果
徵選暨分享活動

世新大㈻性別平等教育㆗心 / 世新大㈻性別研究所



2000 德國年度桌遊獎
提名。Arobs 搖搖樹

作者：
Martin Arnold、Armin Müller
出版社：M+A Spiele ,1999
玩家人數：1～8人

圖片來源：M+A Spiele



脈絡發想

㈻理依據 生命故事 職場經驗環境現況



㈻理依據

○ Duvall(1977) 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新婚夫妻

>養育嬰幼

>㈻齡前子㊛

>㈻齡子㊛

>青少年子㊛

>子㊛將離家

>㆗年父母（空巢期㉃退㉁）

>老年家庭



脈絡發想

㈻理依據 生命故事 職場經驗環境現況



環境現況環境現況

○ 華㆟傳統觀念

○ 臺灣現況觀察



脈絡發想

㈻理依據 生命故事 職場經驗環境現況



生命故事

○ 雙親處於空巢族的生活規劃

○ 父親癌末辭世的安寧善終議題

○ 失怙之痛帶給家庭的影響

○ 未婚者旁觀已婚手足的家庭婚姻議題

○ 家㈲長者的家庭照顧和移工照護議題



脈絡發想

㈻理依據 生命故事 職場經驗環境現況



職場經驗

○性別平等議題

○家政（庭）教育議題

○輔導諮商經驗（親子溝通）



作品符合之指引精神

■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權（指引條次㆓）

■ 檢視㈳會文化㆗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㆔）

■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殊處境（指引條

次㆕）

■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㈤）

■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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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幫助成員檢視家庭的核心意

義





活動目標：

幫助成員理解家庭溝通的重

要性





活動目標：

幫助成員釐清性別期待的盲

點





活動目標：

幫助成員瞭解家庭的多元樣

貌與獨㈵性

幫助成員珍視㉂己的家庭樣

貌









活動目標：

幫助成員進行合理的性別家

務分工

幫助成員執行㊜當的家務照

顧責任







活動目標：

幫助成員㊜應家庭成員的異動增減

幫助成員面對家庭成員漸衰的調㊜

幫助成員面對家庭成員逝世的失落







家
能夠讓各個枝葉持續不斷的
茁壯，向外發展

因為家擁㈲無價的

「 」

愛



THANKS
感謝參與聆聽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活動設計方案 

單元名稱 家庭樹 

設計者 玩「石」點「投」（覺筱瑩、賴奕銘） 

實施時間 

■週間晚上 18時 30 分-20 時 30 分 

■週末上午 10時-12 時 

■週末下午 14時-16 時 

實施地點 ■各鄉鎮區公所會議室■社區大學■村里民活動中心 

教學對象 ■夫妻■社區居民■原住民族■新住民■身心障礙者 

授課時數 2小時 

成員條件分析 

成員為即將組成家庭的伴侶 

成員為新婚家庭 

成員為想要孕育新生命的家庭 

成員為想要再孕育新生命的家庭 

成員為家中已有新生子女的家庭 

成員為多元族群型態的家庭（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

收養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

庭…等） 

成員為最近面臨家庭成員變動的家庭 

成員人數 30 人(男女比例依當天實際參與的民眾而定) 

教學方法 講述法、體驗活動、小組與回饋 

教學資源 筆電、簡報檔、投影設備、桌遊搖搖樹 5組、玻璃紙、性別標誌、束口袋 

作品符合之 

指引精神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活動準備 
教師：筆電、簡報檔、桌遊搖搖樹 5組、玻璃紙、性別標誌、束口袋 

學員：課前排好分組座位。 

活動目標 

1.幫助成員檢視家庭的核心意義 

2.幫助成員理解家庭溝通的重要性 

3.幫助成員釐清性別期待的盲點 

4.幫助成員瞭解家庭的多元樣貌與獨特性 

5.幫助成員珍視自己的家庭樣貌 

6.幫助成員進行合理的性別家務分工 



7.幫助成員執行適當的家務照顧責任 

8.幫助成員適應家庭成員的異動增減 

9.幫助成員面對家庭成員漸衰的調適 

10.幫助成員面對家庭成員逝世的失落 

方案架構圖 

 

 

 

 

 

 

 

 

 

 

 

 

 

 

圖片來源：設計者自繪 

方案設計理念 

    本方案「家庭樹」所執行的「社會教育」係指學校正規教育外之其

他場域（各鄉鎮區公所會議室、社區大學及村里民活動中心等）所進行的

桌遊體驗方案活動。 

    Duvall(1977)曾提出家庭生命週期八階段，分為第一階段：新婚夫妻

（married couple）；第二階段：養育嬰幼兒階段（childbearing family）；

第三階段：養育學齡前子女階段（preschool children）；第四階段：養

育學齡子女階段（school children）；第五階段：青少年子女階段

（teenagers）；第六階段：子女將離家階段（launching children）；第

七階段：中年父母階段（middle-aged parents）（空巢期至退休）和第八

階段：老年家庭階段（aging family members）。 

    本方案結合 Duvall(1977)的家庭生命週期理論和臺灣社會現況，並

輔以樹木萌芽、長葉、凋落的自然隱喻意象，來執行家庭樹的活動體驗與

反思討論，帶領成員回顧家庭中性別議題、親職教育議題、生死議題及多

元文化議題。  

    設計者期許成員透過活動體驗與反思討論，了解每個家庭都有其專

屬獨特的生命故事，同時也構成了家庭的多元樣貌(核心家庭、折衷家庭、

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收養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

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等等)以及每個家庭成員間的差異與獨特性。 

暢 

性 

默 

己 

務 

變



    成員透過體驗活動能理解「無條件接納」為家的核心要素之一，因

此不論是血脈之親或收養之孩，每一個新加入的成員都是受歡迎與被支持

的。設計者透過活動引導新手父母或求孩若渴的家長思考，莫因自身的性

別期待與刻板印象，而影響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不僅容易因此忽略孩子的

個別差異，也會失去適性發展的機會，錯過家庭裡愛的本質。 

除了嬰兒孩童以外，家庭也會有其他成人的加入。設計者提醒成員

在面對家庭中因婚姻關係而加入或產生連結的新成員（媳婦、女婿、妯娌、

連襟或其他姻親等）時，要能尊重彼此家庭間的不同之處，保有雙方家庭

間平等有彈性的連結。 

設計者亦考量到臺灣當今的長者照顧議題，當家中有長照看護或外

籍移工等暫時性加入的新夥伴，也須提醒自己能夠以人性方式對待，尊重

多元文化的差異，協助其適應文化環境差異，並感念其對協助家務的付

出，用身教言教為家庭之愛做出最好的示範。 

    活動中亦透過反思提醒成員了解家務分配及老幼照顧是全家人的責

任，而非流落到某一人或單一性別身上。更提醒成員須做好身教典範，落

實性別平等教育精神，身體力行教導孩子家事是全家人的事，每一個人都

需要有義務協助家務。 

    隨著時空的改變，家庭的組成，充滿著各種變動的可能性，例如新

成員短暫或永久性的加入、家中成員成年後離家的空巢期、不同家庭間因

婚姻產生連結的時候；又或是家人突遭變故、離世或漸衰的狀況。透過成

員間的討論與分享，調整面對家庭改變的衝擊，並且在面對家庭各種議題

的同時，如女兒出嫁之後與娘家的關係、各種家庭內的生死儀式與宗教信

仰…等，期許成員透過本次方案活動的體驗，能夠在上述家庭議題中持續

自我觀察、檢核，是否能夠保有性別平等與尊重，不因性別而有所差別待

遇。 

    綜合上述想法，本方案共設計六回合的桌遊體驗活動，以下進行概

要性說明。 

一、默•家庭樹（Silence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核心意義。 

二、暢•家庭樹（Smooth Family Tree）：討論家庭溝通的重要性。 

三、性•家庭樹（Gender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性別議題。 

四、己•家庭樹（Self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多元樣態。 

五、務•家庭樹（Housework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家務與照護分工。 

六、變•家庭樹（Variation Family Tree）：討論家庭成員的變遷。 

設計者透過六回合的活動引導，帶領學員進行模擬體驗與討論對話進

行澄清迷思，從而建立多元、平等、互助的性別意識與家庭關係。 



方案活動流程 

活動引言 

01.講師展示「搖搖樹」的成品，詢問學員，樹的外在形象讓你/妳感覺像 

生活中的什麼？ 

（學員參考答案：成大榕園、國泰人壽、家庭、學校、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等。） 

02.講師引導破題，表示「家」就像是一顆溫暖而堅強的大樹支撐著我們 

向外探索、發展，今天工作坊的主題就是要來討論「家」，每一個人 

的家都有專屬於自己的故事和樣態，有著多元的樣貌；不變的核心元 

素是平等、互助、愛 …等。 

03.講師介紹今日桌遊體驗活動媒材：「Arobs 搖搖樹」，作者：Martin  

Arnold、Armin Müller；出版社：M+A Spiele。出版年度為西元 1999 

年。適合玩家人數：1〜8人。曾經獲得西元 2000 年德國年度桌遊獎 

提名。 

04.講師進行分組，按桌數、現場參與人數和性別比例作異質性平均分組 

   並邀請成員入座。 

05.講師介紹「搖搖樹」配件：「底座一個、樹幹一個、樹枝（男女標記各 

8根）、及葉子（男女標記各 12片）」 

06.講師介紹「搖搖樹」代表的意義：「底座」隱喻「家的基礎」、「樹幹」 

隱喻「家的支柱」、「樹枝」（男女標記各 8根）隱喻「成人」及「葉子」

（男女標記各 12片）」隱喻「兒童」。 

07.講師依序介紹今日活動各小主題： 

(01).默•家庭樹（Silence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核心意義。 

(02).暢•家庭樹（Smooth Family Tree）：討論家庭溝通的重要性。 

(03).性•家庭樹（Gender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性別議題。 

(04).己•家庭樹（Self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多元樣態。 

(05).務•家庭樹（Housework Family Tree）：討論家庭的家務與照護 

分工。 

(06).變•家庭樹（Variation Family Tree）：討論家庭成員的變遷。 

第一回合「默•家庭樹」（Silence Family Tree）活動 

01.講師進行第一回合「默•家庭樹」（Silence Family Tree）活動。 

02.講師說明活動規則：「請 6個人為一組，順時針方向繞桌子依次進行活

動，輪到你/妳時可選擇從『樹枝袋』或『葉子袋』中抽一個放上家庭

樹，請試試看在靜默不語的狀態下，在 1分鐘內將樹種起來」。 

03.第一回合「默•家庭樹」（Silence Family Tree）活動進行 1分鐘。 

04.講師帶領學員進行活動反思。 

   (01).小組伙伴一共種下了多少根枝葉呢？ 

(02).共植家庭樹時，發生了什麼事？ 

(03).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種得更好更穩？ 



(04).活動體驗後，有沒有讓你/妳想起了哪些家庭生活故事？請試著 

分享看看。 

05.講師帶領討論最後一個提問，「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種得 

更好更穩？」鼓勵成員思考有哪些方式 

（如：合作溝通、相處默契、信任感…等）可以對家庭經營帶來幫助。 

第二回合「暢•家庭樹」（Smooth Family Tree）活動 

01.講師進行第二回合「暢•家庭樹」（Smooth Family Tree）活動。 

02.講師說明活動規則：「請小組討論，怎麼做可以為家庭樹種下更多的枝 

葉？開放共植的過程一起合作討論，再次挑戰在 1分鐘內將樹種起 

來。」 

03.第二回合「暢•家庭樹」（Smooth Family Tree）活動進行 1分鐘。 

04.講師帶領學員進行活動反思。 

(01).小組伙伴，這一次種下了多少根枝葉呢 

(02).透過合作溝通的方式，在共植家庭樹時，有什麼幫助？ 

(03).請試著互相分享一次在家庭裡面成功透過溝通解決問題的經驗 

(04).合作溝通對家庭經營的重要性？ 

05.講師總結合作溝通對家庭經營的重要性。 

（信任、解決問題、提升親密感、增進彼此了解…等。） 

第三回合「性•家庭樹」（Gender Family Tree）活動 

01.講師進行第三回合「性•家庭樹」（Gender Family Tree）活動。 

02.講師帶領學員繞場觀察剛剛各組完成的家庭樹。 

03.講師帶領學員進行活動反思。 

   (01).請數數看各有幾位男生？幾位女生？ 

   (02).各組的家庭樹，性別比例都一樣嗎？ 

   (03).不同性別的枝葉對家庭樹的發展有影響嗎？ 

        （學員參考答案：沒有啊，沒差。有啊，我覺得全部都是男生才 

夠強壯。我覺得有男有女剛剛好。我希望都是女生。我覺得順 

其自然就好。） 

（講師回應：不因性別有所差異，重點應該是枝葉的特質：形 

狀、重量、位置，是否能夠在家庭樹的系統中保持平衡並提供 

發展的支點。） 

   (04).如果有新的成員加入家庭，你/妳會有期待的性別嗎？為什麼？ 

（學員參考答案：我們家一脈單傳，一定要生男生。生男生女一 

樣好。我們做了很多次人工受孕，只有要孩子就好。我們只想要 

生女兒。我們不孕症，正打算領養小孩。） 

（講師引導：接納成員的想法，鼓勵成員分享不同的期待，讓多元 

的聲音想法彼此交流，打破對性別期待的刻板印象。提醒學員不 

管血脈之親或收養之孩，都是愛的結晶或愛的決定，對孩子的愛 



應該是不分性別的才是。） 

  （05）.孩子的性別會影響你/妳對他/她的教養栽培嗎？ 

         學員參考答案： 

A. 會喔，如果男生我可能會幫他準備玩具車，女生我可能會幫

她買芭比洋娃娃。 

B. 男生我可能會鼓勵他報考中正預校當軍人，或者從小栽培他

成為醫生。女生反正之後也是要嫁出去，隨便養就好。 

C. 我有小孩就很好了，現在還生不出來，只要他/她幸福快樂

平安，其餘都是其次了。 

D. 不管我的小孩是男是女對我來說都是我的寶貝，都一樣重

要。我會給孩子多一點試探機會，從小給予他/她們公平發 

展栽培的機會，看孩子喜歡什麼就多接觸什麼，讓孩子有機 

會發展潛能施展天賦，快樂平安有自信長大，是我最大期待。 

講師引導： 

接納成員的想法，鼓勵成員分享不同的教養方式，提醒學員打破 

性別刻板印象的教養方式，才能讓孩子順性、適性成長，成就最 

好的自己。） 

04.講師總結合理的性別期待和性別教養方式。 

第四回合「己•家庭樹」（Self Family Tree）活動 

01.講師進行第四回合「己•家庭樹」（Self Family Tree）活動。 

02.講師說明活動規則：「請在 1首歌的時間進行共植家庭樹活動，小組可 

   以先共同討論：最喜歡或最特別的家庭樹樣貌，並完成它」。 

03.第四回合「己•家庭樹」（Self Family Tree）活動進行 1首歌的時間。 

04.講師請各組成員環繞場地一圈，觀察各組家庭樹的樣貌。 

05.講師帶領學員進行活動反思： 

(01).每一組家庭樹的形狀都一樣嗎？ 

（學員參考答案：不一樣，每一組都有自己的風貌。） 

（講師引導：如同家庭樹一般，家，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多元而 

獨一無二的。） 

(02).對你/妳來說家庭應該要包含哪些「成員」？ 

（學員參考答案：爸爸、媽媽、阿公、阿媽、哥哥、姊姊、弟弟、 

妹妹、叔叔、阿姨、伯伯、或只有其中某幾個角色。） 

   (03).請試著介紹你/妳的家庭成員來自於？你/妳對他/她們的故鄉熟 

悉嗎？試著分享當地有名的習俗或文化？ 

       （學員參考答案：墾丁、雲林、嘉義、臺北、臺南、印尼、美 

國、大陸、日本…等等。習俗與文化部份，講師可多鼓勵邀請成 

員分享；另可針對特定活動、事件，邀請不同成員分享，比較區 

域國家間的文化差異，增進成員對不同文化的瞭解與尊重。） 



06.講師帶領學員討論，隨著時代的演變，家庭成員的組成，有著越來越 

   多的樣貌與型態，並介紹各種不同的家庭類型與定義。 

   (講師參考答案：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收養家 

    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 

    等等)。 

07.講師提問：「『成員』多寡或類別會影響」『家』的本質嗎？」 

（學員參考答案：不會。我沒想過這個問題。我不確定。） 

（講師引導：「家」的本質從來不會因為成員類別、多寡而有所影 

響，因為家人在哪家就在哪愛也就在哪。家人的類別與多寡只是 

形塑每一個家庭的獨特性。） 

08.講師帶領學員仔細觀察後，討論以下問題。 

   (01).我們能夠在家庭樹中找到兩個一模一樣的樹枝或葉子嗎？ 

(學員參考答案：沒辦法，每一根樹枝、每一片葉子都有自己獨 

特的形狀與紋理。） 

       （講師引導成員瞭解到家庭成員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多元而獨一無 

        二的…) 

   (02).仔細觀察，也許會在家庭樹中發現一些青黃不接的枝葉，我們可 

        以怎麼做？ 

(學員參考答案：接受他/她，照料他/她，帶他/她去看醫生。) 

   (03).面對家庭裡身心微恙的家人，我們可以怎麼來幫助他/她？ 

        （學員參考答案：關心、陪伴、照料、代其勞、提醒他/她定期 

就醫回診服藥、關照他/她的情緒、尋求社福醫療資源的協助… 

等。） 

   (04).在家庭樹中對你/妳來說最重要的是哪一個部分？ 

        （學員參考答案：底座是否穩重。樹幹是否夠粗壯。繁茂的枝葉。 

          最高的那一根樹枝。最綠的那一片葉子…等。）    

   (05).在家庭中對你/妳來說關係最親密最要好的人是？他/她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呢？ 

        （學員參考答案：自由發揮。） 

09.講師就最後一個問題「在家庭中對你/妳來說關係最親密最要好的人 

   是？他/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進行活動帶領，邀請成員從家庭樹 

   中拿取一個元素（樹枝/葉子），再從玻璃紙中挑選一個最能夠代表他/ 

   她的顏色包覆起來。 

10.講師帶領小組學員依自由意願及開放程度討論分享上述的原因。 

第五回合「務•家庭樹」（Housework Family Tree）活動 

01.講師進行第五回合「務•家庭樹」（Housework Family Tree）活動。 

02.講師說明活動規則：「請試著將所有的葉子放在同一根枝幹上，試試看

最多能夠放上幾片？」。 



03.第五回合「務•家庭樹」（Housework Family Tree）活動進行 1分鐘 

   的時間。  

04.講師帶領學員進行活動反思。 

(01).當所有的葉子都長在同一根枝幹上時，很有可能會出現什麼情 

         形？ 

（學員參考答案：不平衡、負擔過重、彎曲、甚至是折斷。） 

(02).回歸到家庭生活，你/妳們家的家庭工作和家庭照顧通常由誰負 

責？ 

（學員參考答案：爸爸媽媽一起。爸爸/媽媽一個人。全部小孩。 

姊姊。哥哥。妹妹。弟弟。某位親戚。全部一起。我。外籍移工 

及外包家事打掃員…等等。） 

(03).家務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又應該怎麼分配才合適呢？ 

        （講師引導：家事應該是大家的事，依據成員的能力、特質、 

時間、興趣…等，而非僅依照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安排給特定 

 性別或單一人員。） 

05.講師歸納本活動家務分工和家庭照顧乃是人人有責的重點。 

第六回合「變•家庭樹」（Variation Family Tree）活動 

01.講師進行第六回合「變•家庭樹」（Variation Family Tree）活動。 

02.講師說明活動規則：「請試著在不碰到樹幹的方式下，讓枝葉『自然』

的凋落…。」 

03.講師邀請學員們以輕柔安全的方式進行第六回合活動。 

04.講師帶領引導活動反思。 

(01).枝葉新生之時，如此充滿生命與活力，當家中有新成員即將或預 

        備誕生之時，我們的心情與作為是？ 

（學員參考答案：期待、緊張、興奮、擔心…等；開始詢問長輩 

或有經驗的同儕。查閱相關資訊預作準備…等。） 

(02).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有新夥伴暫時性的加入家庭之中呢？面對 

        暫時性的家庭夥伴，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態度跟方法來跟他們相 

        處呢？ 

（學員參考答案：房客、看護或外籍移工…等；接納。包容的態 

度。同理心的態度。尊重人權。及協助他適應環境與文化…等。） 

(03).家庭成員獨立或自立原生家庭之際？ 我們該如何調適面對呢？ 

（學員參考答案：坦然接受空巢期的存在，重新經營面對自己 

和伴侶的生活，讓孩子放心去飛。學會放手。信賴對方的能 

力。賦權。給予支持。鼓勵。賦予勇氣。等待與接納…等） 

(04).家庭成員另立新的家庭之際，我們的心情如何，該如何適應？  

（學員參考答案：尊重並接納，學習讓孩子當自己家的主人，盡 

量不干預，使之好好能夠跟另一半相處，避免增添翁婆媳婿相 



處的問題。關心女兒在夫家的相處，尊重支持不干預，並隨時  

歡迎女兒回娘家。） 

(05).原生家庭成員另立家庭後，還可以回歸原本的家庭嗎？會發生什 

麼改變？如何因應會幫助彼此更好？ 

學員參考答案： 

A. 不行，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當然不能回家。 

B. 可以，女兒想要回家就回家，想要拜拜就拜拜，沒有傳統

習俗問題。孩子永遠都是我的孩子，不會因為結婚有改變。

就算是很遺憾他/她走上離婚這條路，我也會歡迎他/她隨

時回家取暖休息。 

C. 給予孩子無條件的支持尊重接納，就像小時候學走路一

樣，父母永遠在背後支持他/她，不管年紀多大，孩子永遠

都是我們的心肝寶貝。） 

講師引導：尊重接納彼此保有跟原生家庭互動、連結的需求。 

(06).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枝葉終會有所凋落之時，當家中有 

       成員離去、漸衰之時，我們能夠做的是？ 

       （學員參考答案：自由發揮。 

講師引導： 

A. 接納即將到來的離別，培養放手說再見的勇氣，讓漸衰的家

人在生命盡頭有善終的幸福，得以自然的離苦脫病，保有最

後的生命尊嚴。 

B. 學習說告別的時候，尊重每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價值觀，尊重

各種派別的儀式，但仍須對其中的性別平等議題保有敏感

度，給予家庭中不同的性別公平而尊重的對待。 

C. 把握和家人相處的每分每秒每個當下，坦然接受變化。事實

上，除了樹葉會掉落，其實樹幹可能也會老化。正所謂「樹

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除了照顧經營自己的家

以外，更會撥時間多和自己的父母、家人相處，把握每一個

能盡孝道的時刻。） 

附註：本問題屬悲傷失落輔導一環，講師需特別注意引導問題

技巧和口氣，建議在活動進行前可以簡單事先調查是否有成員

正面臨此狀況，更需注意在場學員的心情變化，避免讓學員體

驗後過度悲痛。 

05.講師歸納「成員變化」乃是家庭常態，接受悅納每一個時期的可能變  

   化。 

活動結語 

01.講師協請學員將「搖搖樹」收回指定位置。 

02.講師總結活動：講師先邀請成員思考是什麼原因、力量，讓家能夠讓 



   各個枝葉持續不斷的茁壯，向外發展？ 

03.講師總結並分享：因為家擁有無價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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