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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你不准騎摩托車，不准交女朋友，不准在外過夜，不准、不准，通通

不准！」不管多少要求，往往從父母口中得到的答案總是不行。對於現代的

青少年來說，這些約束彷彿是一個將我們給困住的籠子，而我們就是在裡頭

的鳥兒，不能自由飛翔，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於權威總是帶著一分偏見、一

份抗拒。 

 

一、研究動機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們看到了一篇有關權威式教育「虎媽」的報導，

他帶給我們強烈的震撼，因為虎媽在西方絕對自由的教育環境底下，實行權

威與不自由的教育，除了在西方世界中造成明顯的文化衝突，也與自己的小

孩間產生親情對立，但最後虎媽的小孩懂事了，還擁有了技能，並回過頭來

肯定虎媽對他教育的堅持。 

 

因此在深入閱讀後發現虎媽教育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的獨裁，雖然看

似如鋼鐵般的無情，但卻是一位母親對孩子付出的另一種方式。天下沒有父

母會傷害自己的小孩，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們認為對孩子最有利的一條路，

並盡量地為孩子未來著想，而這就是他們認為作為父母能夠給孩子最大的禮

物。 

 

此外我們也看到美國各大媒體對虎媽的抨擊，以及大眾對虎媽正反兩面

反應，使他瞬間成為最受矚目也最具爭議的媽媽。對於此衝突性論點，我們

深入了解後才發現，報導上並非每個發言都能正確的寫出虎媽教育孩子的內

心縮影，然而虎媽正默默的承受種種的批評及委屈，這也使我們更想去為虎

媽辯護，為這位看似剛強無比，但實為處處為女兒犧牲奉獻的母親做出辯解

與更正。 

 

二、研究目的 

 

由於近年社會風氣自由，傳統良好的價值觀式微，在一片教育的改革聲

浪中，我們希望藉由這篇論文的研究，以及自身家庭教育和虎媽教育關聯性

之探討，歸結出虎媽教育在現今自由社會下之存在價值並對當代教育風潮提

出不同的省思。 

 

傳統中國式的教育雖然已深植在我們心中，但這樣的教育方式並不全然

都是對的。中國式的教育是必須經過一番改革，才能適合現代的社會，虎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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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詮釋他心目中現代的中國式教育。雖然也有一些不被西

方大眾所接受的地方，但也正是因為虎媽對他的信念的堅持，他教育出來的

孩子不管在課業或是才藝上皆能有優異的表現。本論文想將虎媽教育的真實

面重現在大家眼前，以更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位用心良苦的母親，也望能為

他在大眾無情的批評下，提供一面能擋下輿論攻擊的盾牌。 

 

三、研究方法 

 

蒐集虎媽教育的相關資料，分析其教育之優缺點，提出虎媽教育與傳統

中國教育之關聯性，再與西方「直升機父母」做比較並輔以自身經驗之省思，

以及各方對虎媽教育的觀感，歸結出虎媽教育在現今家庭教育中存在之普遍

性及其存在之價值。 

  

  

  

  

  

  

  

  

 

 

 

 

 

貳●正文 

 

一、虎媽教育的介紹 

 

（一）虎媽十誡 

 

虎媽的十條規則深刻的表現出他對子女教育嚴格的把關，十個禁

止孩子做的事情充分敘述著他與眾不同的家庭教育觀念。虎媽十誡限

制包括孩子不准參加朋友聚會、不准任何一科成績低於 A、不能不彈

鋼琴或不拉小提琴（註 1：虎媽的戰歌，2011）等有關課業成績、學

校活動甚至是他們的假日規劃之事項，不論他們做什麼事情都逃離不

出虎媽的控制範圍。 

 

新聞 

 

書籍 

 

雜誌 

 

網路 

自身經驗 

虎媽教育模式 

（內容、優點、缺點） 

直升機父母 

虎媽教育 

結論 

各方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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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虎媽的教育模式 

 

虎媽高壓與強權的統治，就如同各大報章雜誌所描述，無可否認

確實是虎媽其中的一個面向，但在虎媽內心深處也是有著他溫柔的另

一面。他對堅信事物的一貫堅持，不變的態度，不管是對子女嚴格的

教育模式或是對子女溫柔的關愛，都深刻呈現出父母對子女的關心。

中國式的父母知道什麼是對孩子最好的，雖然他們用自己的決定蓋過

孩子自身的想法與需求，但這也正是中國式父母希望他們能夠幫助孩

子達到他們能力所及，最好而不得已的手段。虎媽秉持他的中心思想

－－「不要學西方媽媽輕易讓孩子放棄，應該鼓勵孩子盡量做到最優

秀」（註 2：虎媽打罵育兒經，六成美國人叫好，2011），嚴謹的告誡

孩子不要輕易的向困難低頭，並且勇於接受各項艱難的挑戰。 

 

在即使看似如此強硬、死板的虎媽教育方式，虎媽依然會為孩子

著想，而改變他原本用高壓、強權，去迫使女兒做事情的計劃。從虎

媽為女兒所做的種種事物中，便可看出他的想法與用心都不是以他自

我為中心，而是以他認為最好的方式為女兒著想。 

 

二、虎媽的獨裁與缺點 

 

世界上有哪個孩子不想飛翔，飛離出被捆綁已久的籠子，以便展翅高飛，

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然而在展翅的當下，想必也要經過充分餵食、成長與

不斷練習，經歷一段艱辛的路途，否則是無法一飛沖天，甚至落地受傷。 

 

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將他們捆綁住，只會得到他們的不配合和反抗而

已。有多少的孩童正是因為不願意受到父母的擺佈，想盡辦法突破束縛，走

出屬於自己的一條人生道路。也沒人敢說孩子就得遵循傳統的教育框架理念，

憑藉父母的捆綁，才能使他們找到對自己有利的成長方式。 

  

（一）絕對的服從 

 

虎媽雖然給女兒某種程度的選擇權，例如虎媽曾問過他的女兒：

「你要練琴五個小時還是六個小時？」但在我們看來，不管他的女兒

選擇哪一項決定，最終還是逃不掉練琴的命運。這看似民主的給予孩

子選擇權，其實是另一種包裝過的強權，一樣壓迫女兒不得違抗練琴

的命令。我們認為家長不要過於強求孩子不願意做的事情，強制性的

教育方式帶來的只有孩子的叛逆心理（註 3：世界上最偉大的教育法

則，2006）。事實上，沒有孩子願意被限制住，適時的給予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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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引導他們，更能將其能力發揮出來，而不是一味的限制。  

 

過度的限制，扼殺了孩子的自我學習能力，讓他們無法自由的發

展並且容易喪失自信心，應該讓孩子適性發揮，或者是以激發孩子興

趣的方式給予教導，惟有讓孩子自由的發揮，孩子才能勇於實現自己

的夢想。虎媽以單方面強烈的要求子女絕對的服從命令，這樣的教育

觀念如果處理不當，可能造成比反抗還要嚴重的問題，而這正是虎媽

教育中最大的缺點，也是最應該檢討的一點。 

 

（二）挫折教育的不足 

 

傳統中國式的父母不擅長處理子女教育失敗的問題，他們很難去

面對遭遇挫折的壓力。因為中國式的教養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菁

英教育，無法接受任何失敗的可能性。父母會想盡辦法，不斷的創造

讓孩子成功的機會，設法使孩子對於他們要求的事物產生興趣，進而

將孩子推進成功的良性循環中。但因為家長的虛榮心作祟，常常沒有

達到協助他們的目的，反而帶給了孩子無比的壓力，而那股來自父母

的無形壓力，使孩子對於生活充滿了恐懼與壓迫感，害怕因為一時的

錯誤，而招來父母無情的責罵和更高的要求。 

 

如何訓練小孩面對失敗，已成為今日父母教育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個沒有經驗任何失敗，就輕易嚐到成功果實的孩子，很容易一經挫

折，就會畏縮不敢再次前進，而這樣的孩子往往被歸結為一位失敗者。

我們知道沒有孩子是天生完美的，只要是人都會有犯錯的時候。除此

不管是誰，都沒有辦法將每件事做到完美無瑕。要求完美的父母，有

時也要能面對小孩的失敗，給予犯錯的孩子鼓勵，讓他們有再次站起

來的動力；對於自我要求極高的孩子，自己也應適時的以另一種心態

來面對失敗，不該給予自己太多的壓力。要明白失敗也是成功必經的

過程，要知道跌倒了如何站起來，才是我們最應該學習的課程。 

  

三、虎媽的溫柔與優點 

 

保護孩子是為人父母應盡的責任，而中國式父母則認為，保護孩子的上

上策便是訓練孩子的獨立性與優良的技能，並為孩子的未來事先規劃好一個

能更容易展望未來的學習過程。 

  

（一）嚴格教育之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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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對學習過程沒有選擇權，這一件事完全是不好的嗎？我

們看到很多人，在長大後都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就連虎媽的老

公也曾後悔過，如果當初能選擇，會選擇繼續拉小提琴。探究其心

態，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當下希望自己能不被父母要求、或者只是

單純地想反抗父母的叛逆性，而這種叛逆性，常會讓未來的自己後

悔不已。虎媽深深了解這點，因此他堅持做事情要有始有終，不放

棄任何可能會成功的機會，如此才造就他女兒今日的成就。 

 

父母嚴格要求的背後，都有著他的目的所在。虎媽知道真正能

取得成就的人，不一定是天資聰穎的孩子；相信一直努力不斷的孩

子，即使天資不好，也一定能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註 3：世界上

最偉大的教育法則，2006）。虎媽正是因為相信努力，就能獲致成

就，不希望他的孩子輸在起跑點，所以嚴格執行他所認為對的事物，

不放棄任何可能讓孩子成功的機會。 

 

（二）紙條現溫情 

 

在相關資料中，我們看到虎媽關心孩子比關心他自己的事物還

要來的多，他總是以非直接的方式來督促和指導，這是多數西方家

長無法做到的關愛方式。從他寫給女兒的一張張紙條中便能看出他

的用心，例如紙條中寫道：「mm. 44-45：手和手腕放鬆；mm. 48-49：

拉得更活潑輕快一點！手指加快、放鬆！手指要站好，但是也要放

鬆！」（註 1：虎媽的戰歌，2011）對彈琴時每個小節需注意的地方、

每分力道的拿捏、每個小技巧等，皆不被他放過，雖然管教嚴格，

但卻是如此的貼心與用心。 

 

虎媽的用心程度，就連虎媽的學生看到都難以置信，他們心想

有多少的母親，願意這樣的關注子女彈琴，無論是微乎其微的任何

一個小細節，一句句的提醒，都展現虎媽對子女無微不至的用心。 

 

（三）虎媽愛的形式 

 

父母對兒女嚴厲管教，其實是另一種愛的表現形式。雖然虎媽

不曾說過他是以高壓強權的方式來展現他對女兒的愛，但是虎媽為

了孩子的未來，辛苦地事先規劃一條路，陪伴並督促他們完成，雖

然過程是嚴苛無比，但是虎媽曾說過：「我當媽媽的目的，就是讓

你們為將來做準備，而不是要讓你們喜歡我。」（註 1：虎媽的戰

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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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直升機父母（什麼都管，對孩子無微不至的父母），虎

媽並非每件事都給予小孩協助，而是採取更多的陪伴，來讓孩子磨

練出在直升機父母的保護下所沒有的獨立。孩子最終都會長大，作

父母的應該在適當時候放手。虎媽嚴格的愛，迫使子女成長，但這

樣的愛還是適量的，不同於直升機父母給予太多的保護。我們加以

統整後，整理出下表中虎媽和直升機父母的比較。 

 

表一：虎媽和直升機父母的比較 

 虎媽 直升機父母 

管教的定義 極端、兇悍 什麼都管，對孩子無微不至 

管轄範圍 才藝、功課、交友 全部 

孩子未來成功比 較高 較低 

分布較多區域 中國 美國 

孩子反感 兩者小孩皆想脫離 

大人本身 自信、堅強 無安全感、深怕孩子受挫 

造就 成功的小孩 ※港孩 

※港孩：泛指一些嬌生慣養，自理能力低，和抗逆力低的香港孩子。

港孩是出生於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至 21 世紀初，物質富裕，少子化

社會下的中產家庭產物。 

（資料來源：註 4：別當直升機父母，2007） 

 

四、虎媽教育的見解 

 

虎媽依循著中國式父母的教育路線走，他對孩子會做出較不合美國教育

風俗的要求。在一開始，西方人對虎媽權威式的教育，是以偏頗的角度給予

評論。因此西方人將虎媽和不民主畫上等號。在西方人與孩子們的眼中，中

國式的父母什麼都愛管，不管是食衣住行，還是他們的學業發展，中國式父

母必定會過度干涉。研究顯示，在中國有 76.5%的孩子覺得過度干涉子女的

父母很多，且有高達 90.2%的孩子認為，父母的過度干涉，給他們帶來壓力，

他們的干預包羅萬象，其中以「談戀愛、結婚」占最高的比例，其次則是「找

工作，專業方向」（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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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國式父母最喜歡干涉子女的事 

（資料來源：註 5：美國之音） 

 

縱使剛開始反對虎媽的輿論很大聲，但到最後西方贊成虎媽教育的人，

反而比反對者來的更多，有多達 55.5%的人認同他這樣的教育方式（如：表

三）。雖然虎媽管的範圍又嚴又廣，但西方人真正深入了解虎媽後，便會發

現到他教育的優點所在。許多西方父母看到後，都很希望自己的爸媽當初能

夠以虎媽這種方式教育他們，他們也很遺憾當初他們沒有被父母逼迫，因為

少了這些要求，少了許多自己應該能達到，而沒有保握到的輝煌成就機會。 

 

 

表三：對虎媽教育的看法 

（資料來源：註 6：中國青少年研究網） 

 

78.20% 

60.20% 

59.30% 

54.10% 

42.50% 

37.70% 

談戀愛，結婚 

找工作，職業方向 

選學校 

選專業 

日常生活 

培養下一代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55% 
38% 

7% 

贊成 

反對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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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身與虎媽教育的關聯 

 

想起小時候，多數同學包括我們自己總會被要求去補習、游泳、學才藝，

直到長大後才有了自己的選擇權。在這樣環境下生長的我們，或許沒有察覺

到這就是我們身邊悄悄存在的「虎媽教育」，在我們父母的血液中也存在著

一部分的「虎媽基因」。當時都沒有自己的自由做選擇，樣樣都得聽從父母

的命令，或許在當中會參雜著抱怨與不滿，然而現在的我們不論是在課業上

或是各項能力的展現，都有超越同儕的優越感。現在回想起來，便意識到這

是父母親對我們的另一種愛的表現。 

 

現今的青少年多半不喜歡依循著父母為自己規劃的道路走，總是到最後

吃虧了，才後悔當初自己的魯莽與任性。父母所堅持的事情，總是有他們的

用意所在，他們不希望我們因為一時貪圖放鬆享樂而吃虧，而以一個如同牧

羊人的的身分，引導我們避開看似美好的事物，其時其背後卻隱藏著陷阱，

不要讓明日的我們，為今日的選擇而後悔。 

 

參●結論 

 

 我們對虎媽不應該帶有更多的偏見。對於新聞資訊或網路資料，我們應更多

方面的評估與考證，才能獲取虎媽教育真正的意義。虎媽雖然在教育過程中是如

此嚴苛，但依然可以在他和兩個女兒相處的過程中和鋼琴發表會前的溫柔鼓勵，

看到他對家人的付出與用心。除此之外，虎媽願意在女兒的教育過程中，犧牲自

己的休息時間給予陪伴與協助，這是多數家長無法做到的。相較於多數父母，只

是一味的滿足孩子物質上的需求，忽略了親子共享的情趣，錯過了重要的親子時

刻而不自知。 

  

虎媽的生活常規雖然帶給了兒女諸多的不便，但也正是因為如此為他們開啟

了通往成功之門的道路。嚴苛教育的背後其實也有著一個為人父母的用心。雖然

虎媽的教育方式，與傳統西方的放任式教育有著極大的不同，但並不表示他所做

的皆是錯誤的。虎媽教育依然有值得我們省思與學習之處，這樣的教育方式培育

出的人才並非百害而無一利，吉姆．泰勒博士表示：「相較於美國人，華裔青年

的確比較有紀律、勤奮認真。」（註 7：虎媽風暴－－中西教養論戰，2011） 

 

因此虎媽教育對我們來說，其背後意義是在當今社會以一個非主流式的教育

教導孩子，而最後的結果通常比西方傳統的教育還來的成功，因此我們應改變對

權威式教育的態度，接受並認同它。總結以上的論述，當虎媽以較嚴格的方式管

教孩子時，其背後亦存在他對子女的關愛和計劃，這不僅深刻的表現出他對子女

的用心也讓子女日後受用無窮，而這才是真正的虎媽教育精神及其存在價值。 



 好一個「媽媽虎虎」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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