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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媽媽
皇帝女

Akane 的愛打動了 Tobey 的心。

她為女兒創造了一個只有兩母女才能明白的二人世
界： Tobey 是皇上，媽媽是奴才。
玩這個遊戲，令到 Tobey 明白媽媽會用所有的方法
來表示歉意，也會用無限量的愛來照顧自己。

—— 美齡

Akane

Tobey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每當我們討論起育兒問題，總會提及「怪獸
家長」這字眼，但原來也有一種母子關係叫「奴才媽媽」與「皇帝
女」，到底這種稱呼是不分尊卑的縱容，還是自不待言的親暱呢？

「奴才媽媽」Akane，與丈夫及女兒一家三口居於屯門屋邨，「皇帝
女」Tobey 今年九歲，就讀小學三年級。由於兩夫婦之前均需工作
的關係，Tobey 自小由公公婆婆照顧，直至幼稚園中班，Akane 才
毅然辭工，全心全意陪伴女兒成長。

可能是 Akane 希望彌補沒有照料 Tobey 的四年光陰，因此對女兒
可謂千依百順。每朝七點，她便會抱 Tobey 起床，為她擠牙膏、
煲熱豆漿、替她背書包帶她上學。Akane 開玩笑地把 Tobey 叫做
「皇帝女」，並教 Tobey 喚自己作「奴才」，她倆不時互相鬥嘴打
罵，關係融洽。美齡甫一進入他們的家，便讚嘆家裡活像是 Tobey

現今有很多年輕家長，認為育兒時要與子女成為好朋友，不過美

的博物館，不但放滿 Tobey 的照片，甚至連她的舊襪子也鑲起了並

齡對此做法有另一觀點：「朋友可以選擇，但家長卻是一輩子的責

掛於牆上，可以感到夫婦對 Tobey 的寵愛。

任，要令子女知道父母永遠是他們的後盾，並總希望給予他們最
大的保護。不然當他們遇上困難時，便會迷惘以甚麼身份跟你討

不會 Game over 的遊戲

論了。而且有時候父母為了子女好，也必須作出一些子女不喜歡
的決定，那到時身份便會變得尷尬。故此家長需令小朋友知道自
己與父母的地位有高有低，好讓教導他們時保留威嚴。」當然，

美齡認為這個「皇帝女」與「奴才」的關係溫馨又獨特，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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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禮貌，但美齡卻覺得 Akane 其實比 Tobey 更樂在其中，Akane 聽
後不禁大笑：
「原來我才是罪魁禍首！」美齡補充：
「這不是禍，這

奴才媽媽皇帝女

只有她倆才明白的默契遊戲。也許外人會以為 Tobey 對 Akane 沒

父母在開玩笑的同時，記得要跟小朋友說清楚與父母的關係。」

動容：「我相信我與 Tobey 是一場不會 Game over 的遊戲。」
雖然 Tobey 也很享受這種玩樂的相處模式，但其實她暗地裡也對

證明了你倆的關係親密，Tobey 在你面前可以完全放鬆自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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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ne 也明白這種關係只是一種遊戲或溝通方式，她的回答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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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ne 充滿著愛。當問及 Akane 記得 Tobey 為她做過甚麼最甜蜜的

事，Akane 馬上笑得合不攏嘴：「有次我幫小學開班教授如何製作

「我起初製作公仔便當的原因，

公仔便當，回家後十分疲累，Tobey 馬上主動幫忙做家務，並開

是因為 Tobey 的偏食問題，由於

手機播放著我最愛的歌曲，讓我好好放鬆。夜晚時更把我心愛的

公公婆婆對她過於溺愛，導致

玩偶放到床頭，說要陪我入睡，這已經甜蜜到不得了！」看來在

Tobey 不吃正餐，也不愛吃肉，

Akane 的悉心照料中，Tobey 也學懂了怎樣去付出。美齡笑稱兩母

有時甚至只以豉油撈飯。故此我

女像一面鏡，二人皆口是心非，嘴裡倔強，內心溫柔。

便開始製作公仔便當，吸引她吃
飯。」美齡一打開便當，便馬上

便當，修補關係的卡通膠布

見到兩個可愛的「鬆弛熊」飯糰，
旁邊再放上一份肉和水果。整個

在 Akane 眼中，全職媽媽是一場「孤獨的奮鬥」。在上述的美好故

便當既精緻又健康，一看便知當

事出現之前，原來兩母女的關係一開始並非如此融洽。Akane 說

中花了不少心機，可見 Tobey 的

起往事，聲音哽咽：「初初剛把 Tobey 接回家時，她很討厭我，不

便當裡除了盛載著飯菜之外，最重

肯跟我睡，更常說不要我這個媽媽，要回婆婆的家 …… 我當時真

要的是還盛載了一份滿滿的溫暖。

的傷心欲絕，心痛得流下眼淚，明明我才是你的親生母親，為何
自 Tobey 小學一年級起，Akane 開始製作簡單的公仔便當，漸漸地

你要這樣說？」

Tobey 的偏食問題得到改善，而 Akane 也將便當做得愈來愈精美。
Akane 決心改善母女關係，全心全意爭取 Tobey 的信賴。每天在

Tobey 慢慢感受到媽媽的心思，一步一步放開懷抱，每天皆雀躍地期

家中，母女二人獨處，Akane 形容像「困獸鬥」。沒有人可以迫使

待便當中的公仔圖案，逐少拉近距離，以便當修補了遺失的親情。

Tobey 認同這個母親，但 Akane 仍用盡自己的智慧和愛心去面對女
你平時工作太強悍了，我看你很快便會回來！」可能正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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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強悍，加上對女兒的感情，Akane 還是硬著頭皮堅持下去：
「其實當起全職媽媽，最重要的不是改變女兒，而是改變自己。」

奴才媽媽皇帝女

兒。曾經有 Akane 的舊同事跟她開玩笑：「你怎能當起全職媽媽，

Akane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學習如何成為全職媽媽，直到 Tobey 升上
18

小學，她最終憑著一個公仔便當來結束這場「孤獨的奮鬥」。

Tobey 最喜愛的餸菜是甘筍炒豚肉片，兩母女更為這道菜改了一
個秘密稱號：「有次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背誦乘數表，當時正背到
『六六三十六』，說著說著便說了『肉肉三十肉』，自此我們就
這樣叫這道菜了！」Akane 再次展露出幸福的笑容。美齡認為父
母與子女之間有一些秘密暗語是好事，會令子女對家庭更有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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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令一家人的關係更親密。

當，便把她嚇個半死！」美齡聽後哭笑不得，但這件事在 Akane
與 Tobey 心中，應是二人將來珍貴的便當回憶吧。

「她每天過得開心快樂，便是我最大的願望。」
當問及 Akane 如何形容 Tobey 的性格，她說：「她是個樂天的人，
有時我會擔心落雨未收衫，她卻答：『不用怕啦，吸引力法則嘛，
只要你相信不會下雨，天就不會下雨！』我也不知道她是從哪裡學
到，但我本身是個悲觀的人，所以我也要跟她學習。」

其實 Akane 從她的育兒經驗中學到的，遠遠不止樂觀：「我認為養
育小朋友，學到最多的是耐性，要是沒有耐性，很容易便會以體
「老實說，製作公仔便當十分累人，全職媽媽是沒有病假，沒有年

罰解決問題，但體罰是沒有作用的，你只會令小朋友怕你，但不會

假，沒有勞工保險的，有時即使生病了也要繼續工作，但只要每

服你，我從小也是被母親打大，我不希望重蹈覆轍。」

天她回家後，我看到便當裡吃得一顆米也不剩，就已經心滿意足
當問到 Akane 對 Tobey 的期望時，她忽然收起笑容，一臉正經：

但原來對父母來說卻是大事。當他們看見剩飯，便會馬上擔心子

「上年我父親患癌，我每天陪伴他進出醫院檢查，他住院後我也

女是否生病了？是否被罰留堂？還是對自己發脾氣呢？故此，一

獨力照顧他，他臨終時也是我在他身旁 …… 加上每天看到很多令

個空空如也的便當盒，代表著子女今天過得安好，也等如給了父

人悲哀的新聞，身邊的朋友又可能突然會離開 …… 所以我希望

母一個安心的答案。

Tobey 每天過得開心快樂，把每一天當成最後一天去活，不帶遺憾

便當除了是幫助兩母女修補關係的卡通膠布，還是一道令人會
心微笑的溝通橋樑。Akane 就曾經試過用便當作弄女兒：「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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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子女會以為食剩食物是小事，只因為太飽或不合口味，

Tobey 把我觸怒了，於是我翌日製作便當時，便把餸菜藏底，用白
飯鋪面完全遮蓋，並以紫菜剪上『無餸』二字，結果她一打開便

走，便是我最大的願望。」

普遍的父母都希望子女擁抱未來，Akane 卻只想 Tobey 珍惜現在。
正如美齡所說，Akane 與 Tobey 像一面鏡，是互相影響，而又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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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的。願這對「皇帝女」和「奴才媽媽」永遠幸福快樂！

美
聲

齡
心

是奴才。玩這個遊戲，令到 Tobey 明白
媽媽會用所有的方法來表示歉意，也會
用無限量的愛來照顧自己。

現在 Tobey 不但明白媽媽會全心全意去
愛自己，而且她信賴媽媽每做一件事
都是為自己著想的。Akane 成功爭取
到 To b e y 的認同 ，成為一個真正的快
樂媽媽。

從 Akane 和 Tobey 的母女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不是生

當我觀察最近兩母女的關係，發覺 Tobey

了孩子就是媽媽，做一個真正的媽媽，是由照顧和養育

對這個「皇帝女」的稱號開始覺得有點

和 Tobey 會珍惜能在一起的每一分鐘，

孩子開始的。為了重新建立母女關係，Akane 作了很大的

尷尬。Akane 可能會喜歡繼續玩這個遊

永遠擁有只屬於她們的二人世界，也期

努力，她放棄了工作，全心全力去和 Tobey 溝通，希望

戲，但 Tobey 已成長了。所以 Akane 需

待下一次見到她們的時候，她們扮演的

Tobey 能原諒媽媽，彌補自 Tobey 出生後不能一起度過的

要和 Tobey 討論一下，尋找兩人都覺得

新角色！

四年空白時間。

舒適的新角色，否則遲早 Tobey 會不願
意玩下去。她們的關係需要進入一個新

對四歲時的 Tobey 來說，要她離開和公公婆婆建築起來的

的階段了。為了讓母女的遊戲沒有 Game

「舒適區」，重新接觸另外一個保護人，不單會帶來巨大的

Over，媽媽要隨著孩子的成長，轉變遊

不安，而且是很不舒服的。我相信 Tobey 當初不但抗拒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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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遺棄我？現在為甚麼婆婆又遺棄我？是兩種失落的感覺。

奴材媽媽皇帝女

媽，更渴望能回到外婆的身邊。她會覺得：當初為甚麼媽

戲的方式。

幸好，Akane 的愛打動了 Tobey 的心。她為女兒創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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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只有兩母女才能明白的二人世界：Tobey 是皇上，媽媽

看到 Akane 的成功故事，我鼓勵所有覺
得和孩子有距離的父母，努力修復親子
關係。只要孩子能感受到你的愛，親子

23

關係是一定能夠修復的。我希望 Akane

Agnes'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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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糖生果盤

肉碎米粉釀青椒
1. 米粉烚熟後瀝乾，剪短至適合青椒長度；

多色軟糖

12 粒

2. 先熱鑊，炒米粉備用；

朱古力

20 克

3. 用麻油、胡椒粉、鹽、豉油、生粉醃好豬

蜜瓜

1/4 個

士多啤梨

10 粒

做法

材料

做法

材料

米粉

300 克

青椒

2個

豬肉碎

100 克

鮮冬菇

2個

肉碎；紅蘿蔔、鮮冬菇切絲，乾蝦米切碎；

紅蘿蔔

1條

4. 炒熟豬肉碎，洗鑊後再炒蝦米，之後加入

蝦米

30 克

紅蘿蔔、鮮冬菇，再加入預先炒好的肉碎

4. 朱古力用熱水坐溶，沾在牙籤上畫花紋；

葱

少許

及米粉快炒；

5. 完成蝴蝶形狀，用牙籤插在生果上。

麻油

2 茶匙

生粉

1/2 茶匙

鹽

1/2 茶匙

胡椒粉

1/4 茶匙

豉油

1 湯匙

5. 青椒切開去核，鑊中放水，再放入青椒，

椒皮向上，落少許鹽後蓋上鑊蓋烚至通透；
6. 把米粉釀入青椒。

1. 軟糖隔水坐熱，糖身變軟後，用匙羹按扁；
2. 用刀在方形每邊的中央切去小三角，成蝶

翅狀；
3. 其他顏色軟糖切成長方形，放在蝶翅上形

成蝶身；

奴材媽媽皇帝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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