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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100年度新生活動

 或許人總是會變，有人變的越無言，有人變
的越思念，不重要了，感覺走了，再也回不
來了，相遇到錯過，或許很甜，或許很痛，
失去後，曾經的甜，就當成彼此的告別禮。
逝去後，感覺走了，再多的言語，都不如當
初的一個表情，真的找不回來了，為何相遇
可以變的這樣的無情。

日期：100年11月02 日（星期三）15：10
地點：金門大學應用英語系階梯教室
講者：湖埔國小 黃彩戀

性別、個性與夫妻差異：
 4、一到菜市場就不知買什麼菜好的多是
妻子，一到菜市場見啥菜買啥菜的多是丈
夫。
 5、在丈夫的眼裏，家裏總是沒有什麼
活；在妻子的眼裏，家裏總是有幹不完的
活。
 6、夫妻之間，一方對另一方付出得越
多，分手時所得到的傷害越大。

 1、最著急出門的是妻子，最後一個出門的
也是妻子。
 2、妻子把錢花在打扮（美容、穿戴）上，
丈夫把錢花在過（煙、酒、牌……）癮上。
 3、先生只有合身的服裝而缺少流行的服
裝；太太只有流行的服裝而缺少合身的服
裝。

「藍」色多「
色多「惱」河
 一、「放棄，只要一句話；而成功，
卻需要一輩子的堅持啊！」
 二、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舞台，
而舞台的大小，由自己決定；沒有舞
台的，創造自己的舞台。

 7、夫妻之間誰說得話越多，誰的話就越沒分
量。
 8、男人女人由由相戀到結合組成家庭，其難度
絕不亞于建立一家合資的婚姻公司。只要雙方
依法經營愛情注重投資，就能創出愛情的最佳
效益。
 9、甜言蜜語多了，日久必然生膩，愛情的利潤
就會縮水，而僅投入金錢、財物，婚姻的質量
就會下降，合作者還要堅持雙方平等、和平共
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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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會不會變？
愛情會不會變？

憂鬱、
憂鬱、困惑、
困惑、夫妻冏很大

 一、愛一個人是一種當下的感覺。愛的感覺
可能日益增長，自然也可能日漸消褪。
二、正因為愛會變，人必須學著更成熟地去
處理自己心情上的變化，人必須懂得去經營
愛情讓愛歷久彌堅。
三、學著去接受愛是會變的，敞開心胸去擁
抱愛的善變，你將會發現，不管愛怎樣改
變，你都可以保有完整的自我，不讓愛的多
變深刻地傷了你。

 一、聖經說：愚昧人若靜默不言，也可算為
智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
 二、有人說夫妻相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
可天下太平。有人說夫妻相處，貴在互敬護
愛。我的說法，夫妻相處之道，互信互賴，
相互扶持。
三、越是陌生的人，彼此之間距離越遠，身
體之間的間隔也就越大。反之，則心理防禦
空間距離就會逐漸縮小。

人生是沒有圓滿的
 我們所擁有的，
是另一種圓滿，我們從遺憾中領略圓滿。
沒有嘗過苦戀的滋味，
又怎能體會長相廝守的深情呢？
 在紛紛擾擾的人世間，
能夠相聚，彼此忠誠，長相廝守，
不正是一種圓滿嗎？
 圓滿的人生，
不是擁有一切，
而是學會了珍惜和付出。

 在一個小宇宙裡，你是圓滿的，
當你不再貪婪，你是圓滿的。
當你了解愛情，那是自身的圓滿。
 月圓月缺，
但是，你不會說月亮是不圓滿的。
 你愛著的那個人，也許是不完美的，
也許是有很多缺點的。

 韓國的某項統計結果顯示，平均每天有840對男女
結婚，400對夫妻離婚。離婚率已高達50%。
 矛盾的是，在現今這個社會，離婚率愈高的國家，
夫妻之間愈是將愛情視為最重要的要素。
 那是因為夫妻兩人視愛情為最重要的元素。一旦他
們發現，愛情裏出現瑕疵，進而無法滿足他們的慾
望，最後勢必會走上離婚這條路。

學會尊重對方
學會讚美
不要指責、抱怨、批評
避免爭吵
相互體貼關心
站在對方角度考慮一下
把感覺感受坦白告知，
不提要求，不給暗示
 警愓她的經期、勞累
 培養溝通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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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人際關係－
家中的人際關係－別把公婆當親爹親媽，
別把公婆當親爹親媽，別把婚
姻當兒戲、
姻當兒戲、別把親子當作賊

 一、別把公婆當親爹親媽

 夫妻生活在一起，若是將羅曼蒂克的愛情放
在至高點，這個家庭就如一棟即將崩塌的大
樓一樣，岌岌可危。
 一對夫妻若要維持幸福的夫妻關係，首要之
務就是盡到各自的本分。
 只要盡到各自的本分，真誠而溫馨的愛情，
自己會接踵而至。
 兩個人在一起，不但要追求愛情，還要盡己
本分。

媳婦PK女兒；公婆PK媳婦
 做為女兒，我看到爸打麻將玩的很晚，我會很生氣；
做為媳婦，公婆打麻將多晚。但我從來不干涉，也不關
心他們玩到幾點。
 做為女兒，和爸媽在一起就想在他跟前躺著，和她嘮叨
家常，回味一下父母的愛；
做為媳婦，和公婆在一起時，就要話少。
 做為女兒，看爸媽買東西花了冤枉錢，我會說：亂花
錢！
做為媳婦，看公婆買東西花了冤枉錢，我根本就不會
管，那是她自己的錢。
 做為女兒，我會和爸媽發生爭吵，.但過後誰也不會記
著；
做為媳婦，我也會和公婆發生矛盾，但永遠記住。

 我們必須承認，婆媳不是母女，少了一份血脈
相連，也便少了一份彼此容忍及矛盾發生後的
互相體諒;多了一份天性中地位的對立
 很多公婆、媳婦處得不好，並不是因為他們不
夠努力，而是因為她們太努力——她們努力使
自己適應對方，結果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而
人一旦筋疲力盡，就容易惱羞成怒，一惱羞成
怒，就難免說出點難聽的話，結果公婆媳婦之
間很容易就弄得恩恩怨怨，風風雨雨。

他（她）受委屈了
他（她）失敗了
他（她）做錯事了
他（她）經常食慾不振
他（她）經常不想上班或工作
他（她）生病時
他（她）孤立無援時

溝通障礙：既生瑜，何生亮﹖
 1、夫妻不重視與對方溝
通，或沒有時間溝通
 2、夫妻溝通的技巧不足
 3、溝通的話題、場合、
時間和方法不合適
 4、夫妻不了解彼此的真
正需要(物質、心理、情
感)
 5、夫妻不察覺自己隱藏
的動機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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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與婚姻

從小到大最嚇唬人的四句話！





1.
2.
3.
4.

 牡羊座：
牡羊座：夫妻就像朋友一般相處，
夫妻就像朋友一般相處，在一起又
能各過各的，
能各過各的，雖然結了婚，
雖然結了婚，但是他的形象，
但是他的形象，
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過得還是很瀟灑，
過得還是很瀟灑，所以跟他在
一起，
一起，好像沒有結婚的感覺，
好像沒有結婚的感覺，沒有那種親密
感。
 金牛座：
金牛座：夫妻相處模式是黏巴達，
夫妻相處模式是黏巴達，到處都黏
在一起，
在一起，然後會一直報備，
然後會一直報備，而且會養成一種
習慣，
習慣，所以在一起很少吵架，
所以在一起很少吵架，都已經習慣，
都已經習慣，
而且感情多半都很穩定。
而且感情多半都很穩定。

小時候，媽媽說：狼來了。
上學時，同學說：老師來了。
戀愛時，女友說：這個月沒來
現在，同事說：你老婆來了。

 雙子座：
雙子座：過度自由經營婚姻的態度就是大家有緣就
湊在一起，
湊在一起，可是他沒有婚姻的自覺，
可是他沒有婚姻的自覺，譬如說認真的
討論財務狀況或者置產狀況，
討論財務狀況或者置產狀況，可是卻給對方很大的
空間，
空間，你做什麼事情我都很欣賞，
你做什麼事情我都很欣賞，我也過我自己的
生活。
生活。
 巨蟹座：
巨蟹座：巨蟹座婚姻相處好像生意合夥人，
巨蟹座婚姻相處好像生意合夥人，結婚前
可能還有一點熱度，
可能還有一點熱度，結婚後那個浪漫的感覺都不見
了，所以嫁給巨蟹的人很安全，
所以嫁給巨蟹的人很安全，可是在感情上，
可是在感情上，你
可能要先盡好你的本分，
可能要先盡好你的本分，然後他才能夠對你好一
點。

 獅子座：
獅子座：獅子座聚少離多容易起爭執，
獅子座聚少離多容易起爭執，譬如說這個
人會常出差，
人會常出差，或那個人很忙，
或那個人很忙，然後兩個人就是一直
湊不到一塊，
湊不到一塊，那對獅子來說呢可能就會覺得很沒有
安全感，
安全感，當他強勢的時候就是她最脆弱的時候，
當他強勢的時候就是她最脆弱的時候，只
要對方放下身對感情還是可以彌補的。
要對方放下身對感情還是可以彌補的。
 處女座：
處女座：處女座一邊嘮叨一邊幫忙，
處女座一邊嘮叨一邊幫忙，她很有熱心去
幫他，
幫他，缺點只是很愛唸，
缺點只是很愛唸，有的人幫夫是幫到無怨無
悔，或幫妻幫到無怨無悔，
或幫妻幫到無怨無悔，但就是太嘮叨了。
但就是太嘮叨了。

 天秤座：
天秤座：天秤座是一下冷淡一下熱情，
天秤座是一下冷淡一下熱情，尤其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人在幹
嘛，怎麼昨天這樣今天又這樣所以他對你的
態度會忽冷忽熱。
態度會忽冷忽熱。
 天蠍座：
天蠍座：共同理財一起購置房產，
共同理財一起購置房產，共同創
業，共同生一個小孩，
共同生一個小孩，之後，
之後，他就很有安全
感，你也跑不掉，
你也跑不掉，我也跑不掉。
我也跑不掉。

 射手座：
射手座：彼此各司其職互不干擾，
彼此各司其職互不干擾，非常關心
他的另外一半，
他的另外一半，但是他不會去干擾他的另外
一半，
一半，只會悶著頭自己把事情做好，
只會悶著頭自己把事情做好，不會太
多干涉，
多干涉，會讓他或她自由發展。
會讓他或她自由發展。
 魔羯座：
魔羯座：會不知不覺改變對方來遷就自己，
會不知不覺改變對方來遷就自己，
因為他自己的方向感很好，
因為他自己的方向感很好，所以會有一個計
劃在那邊是不容許改變的。
劃在那邊是不容許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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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兩人

兩家人的事

 藉由尊重與溝通來面對您所面對的一切問題與困境,
要用耐心與愛心讓自己冷靜去處理!!特別是夫妻遇
到爭吵時, 往往對自己的 意見會堅持不下而產生
各式各樣的衝突與摩擦, 無非是考驗著雙方, 更是
見證到對方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最真實的 一面, 有
時試著讓自己退一步站在對方的立場想, 有時先道
歉採用以退為進的方式, 來結束這場紛爭, 避免讓
這個小因子影響著您的婚姻和對另一半的信賴度!!
有時給給對方一些空間與隱私, 多多和您的另
一半聊天溝通, 適當的尊重與耐心, 多一點的愛心
與專心在維繫這個家的感覺!!

 水瓶座：
水瓶座：水瓶座各有一片天地，
水瓶座各有一片天地，知識上精神
上對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上對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如果另一半跟不
上，可能漸行漸遠。
可能漸行漸遠。
 雙魚座：
雙魚座：雙魚座是針鋒相對彼此卻又深緣，
雙魚座是針鋒相對彼此卻又深緣，
彼此之間嫌東嫌西，
彼此之間嫌東嫌西，起爭執，
起爭執，可是又不分
開。

家庭是夫妻學習情緒能力最重要的場所

 二、愛與肯定，累積快樂存摺
正向情緒可拓展夫妻的認知，提升解
決問題的能力；相反的，負面情緒會
削弱彼此的忍受度。正向的情緒經驗
存得愈多，就愈有勇氣面對困境，消
除負向情緒。

 一、身心覺察，換個想法更好。要彼此多
談感受，讓自己和另一半的「感覺」在一
起，幫他把潛藏的感覺引發出來。
 二、當情緒憤怒難平時，多練習深呼吸、
肌肉放鬆、靜坐等，有助於穩定情緒波
動。其實，導致情緒的主因，往往不是
「事件」本身，而是自己的「想法」。

三、夫妻共讀，豐富情緒語彙
 故事是現實世界的縮影，從故事中辨識不
同情緒，了解人們如何處理不同情緒。藉
由討論和角色扮演引導，觀察事情的始
末，了解書中人物在哪些情境下、做哪些
事，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情緒反應，學習從
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感
受。

 研究發現，能夠表達自我感受，比較不會
把情緒反應在行為上，也比較不容易把情
緒轉成生理反應。
 藉由夫妻共讀，讓彼此累積豐富多元的
「情緒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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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座標圖」才能根據程度不同，
選擇適當的調節之道

人權是改善夫妻關係的關鍵！
人權是改善夫妻關係的關鍵！

強烈

負向

 我們是講究自我方便，不尊重別人權益的民
族。媒體，報導的都是侵害別人自由而鬧出
的社會案件、政治口水戰、立法院藉責任免
責權而耍的杯葛、不管別人隱私權而揭發的
緋聞、妨礙公務與司法的行徑、兒童受虐，
哪一件不是藐視法律與踐踏別人自由的產
物？是濫用自由與麻木的社會！

正向

微弱
焦慮、
焦慮、驚恐、
驚恐、興奮、
興奮、驚喜、
驚喜、厭惡、
厭惡、緊張、
緊張、羞恥、
羞恥、懊悔

二、夫妻要學習正確的人權價值觀

夫妻要用心家庭經營

1、我們常受流行的價值觀影響，如：金權高 於一
切，做人上人才有出息，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
段，包括了夫妻相處的方法和態度。
2、在一個受到尊重的家庭裡成長的人，他自然懂
得尊重別人，也懂得尊重所有的生命。
3、夫妻的信仰觀，尊重對方觀點，微調差異

 一、自然平常的溝通：
 二、作相知的好朋友：
 三、約定相處時間
 四、不要欺騙、不要作比較
 五、陪伴對方一起快樂做閒事

做對方的忠實聽眾

守則：

談話時應注意：
1.積極的關心
2.真誠
3.同理的了解。
談話時要避免的事項：
 1.勸告
 2.說教
 3. 解決方法：要求對方做到

 1. 保留彼此的自尊心。
 2. 了解的陳述要先於勸告或指示的陳述。
 3、適當的讚美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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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夫妻的權威要建
立在謙卑的心思上，
懂得反省自己，承認
自己也會犯錯，認錯
是表示「不再犯同樣
的錯誤」的承諾。

 1、忍耐是有限度的
 2、適當表達不滿
 3、善意提醒或警告
 4、陳明自己的情緒
 5、應建立在寬大的
胸襟上，不要在小事
上危難彼此

美麗人生從我家開始

尊重人權的家庭比較幸福

。

幫自己的樂器找出適合的定位
我們也可以找出自己能力的定位
能力的定位
我們也可以找出自己
當我聽到另一半的節奏不恰當時
可以引導對方分享或覺察
可以引導對方分享或覺察演奏的感覺
分享或覺察演奏的感覺
往尊重的方向思考
尊重的方向思考與人相處
思考與人相處的方法
與人相處的方法
每個人有自己的節奏
如何尊重別人的節奏
並適當的調整雙方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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