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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小魔怪？ 

香港電台：父母學堂 (2006) 第八集 家有小魔怪 



講座流程 

1) 認識學前幼兒的情緒社交發展 

2) 了解自己的管教類型 

3) 即時介入策略： 「積極聆聽三部曲」 

4) 幼兒常見的情緒行為問題：例子分享及討論 

5) 長遠改善行為： 「有規有矩的獎勵計劃」 

6) 問答時間 



學前階段的社交發展 

 

 

 

 

 

幼兒多數較自我中心 



常見的社交表現 

 與其他兒童相處時，只能
個別玩玩具，未懂分享 

 

 容易妒忌，不滿其他兒童
分薄成人的注意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 



不懂得說「唔該」、「多謝」、「對不起」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 

常見的社交表現 



還未學懂如何與其他小朋友合作 

常見的社交表現 



還未學懂輪候及等待 

常見的社交表現 



學前階段的情緒發展 

 

 

 

 

 

幼兒還未學懂甚麼是情緒及如何調節情緒 

 開心 
 唔開心 
 驚 
 嬲 



常見的情緒表現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 

開始了解情緒 懂得管理 

和以下有關： 
 認知能力 （情緒概念很抽象） 
 語言能力 （如何表達情緒？） 
 解難能力較弱（爆發情緒是最容易尋求協助的方法） 
 衝動行為的控制能力較弱 (Impulse Control) 



不如意時容易發脾氣， 
但也很易受其他事物吸引而忘記不快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 

常見的情緒表現 



學前階段的行為發展 

與情緒及社交能力息息相關 



行為大致分兩種 

外顯性 
(Externalizing) 

內顯性 

(Internalizing) 



外顯性的行為處理 

外顯性 

(Externalizing) 

 一同建立清晰的規則及行為上的期
望 

 常鼓勵合作、良好的行為 
（口頭讚賞、獎勵） 

 為不合作行為加設「合理後果」 
 注意：「合理後果」並不是「懲罰」 



內顯性 
(Internalizing) 

內顯性的行為處理 

 不能急!!! 
 製造成功及正面的經驗 
 常鼓勵勇敢、表達的行為 
（口頭讚賞、獎勵） 



孩子出現情緒行為問題時， 

您會怎處理？ 



管教子女時， 
你最像那種動物？ 



管
制
度 

溫情度  

專制型 

忽略型 

威信型 

縱容型 

四種管教類型 



低溫情 + 低管制 

 鬆散及非管制的教養方式 

 沒有花太多時間和精力用
於教養子女 

 忽略子女的行為及需要 

忽略型 (Neglectful) 

子女容易出現的行為表現 

 有怨氣 

 社交和學習發展不良 

 易有敵意及反叛行為 

 意圖向父母或社會還擊 



高溫情 + 低管制 

 鬆散及溺愛的教養方式 

 甚少命令子女 

 允許子女自由地表達感覺和

衝動，不會嚴密地監督子女

的活動，對行為也很少有堅

定的管制，形成縱容 

 家長多不能管制子女 

縱容型(Permissive) 

子女容易出現的行為表現 

 具反叛性及易受挫折 

 自我中心及支配性強 

 無目標 



低溫情 + 高管制 

 設下許多規則，期望子女能準

確地遵守，但很少向子女說明

原因 

 常用懲罰、強力的策略，促使

子女跟從 

專制型 (Authoritarian) 

子女容易出現的行為表現 

 害怕、困惑及易怒 

 較不快樂、具消極敵意及脆
弱 

 無目標 



高溫情 + 適當管制 

 較具彈性的教養方式 

 允許子女有充分的自由，小

心地說明所設限制的理由，

在需要時，會使用權力和說

理，以確保子女遵從 

 能理解子女的需求及觀點 

 容易說教及給予子女適當的

推動 

威信型 (Authoritative) 

子女容易出現的行為表現 

 能自我管制及信賴 

 能應付壓力和與人合作及友
善 

 有目標 





即時介入策略：  

「積極聆聽三部曲」 



一種有效的聆聽技巧。 

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 

透過孩子的說話、表情及行動 

正確地解讀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把接收到的說話內容和感覺向孩子重新描述 

情緒字眼: 
唔開心 
失望 
難過 
傷心 
好嬲 
委屈 
無助 
忟憎 



積極聆聽三部曲：例子 
爸爸/媽媽關上電視，孩子顯得很不高興 

反映孩子的想法
和感受 

指出錯處 
引導正確行為 /
作出預告 

「爸爸/媽媽見
到你不喜歡關上
電視，你感到很
不開心。」 

「不過我們不能
看電視太久。」 

「我們可以多看
5分鐘，然後便
要關上。」 



 

解讀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簡單直接說出目睹的事實，或是聽見的說話 

重新描述孩子的感受或想法 

細心
觀察 

設身
處地 

澄清
疑問 



協助父母進一步了解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也讓孩子更清楚自己的感受。  

幫助孩子明白困擾自己的問題，較易尋找

解決的方法。 

 

積極聆聽的好處 



讓孩子感受到父母願意了解和明白自己，

覺得被父母接納，更願意分享內心感受。  

親子間多交流感受，令父母更易察覺孩子

情緒的變化，有助建立彼此關係。  

以身作則，為孩子樹立聆聽的好榜樣。  

積極聆聽的好處 



1. 開放姿態：父母要持真誠和接納的態度，讓孩子放心地傾吐心事。 

2. 小心求證：父母可向孩子發問求證他表達的內容，以準確地接受傳遞的訊息，避

免誤解孩子的想法，或錯誤評估其感受。  

父母的態度 

3. 避免主觀：父母的回應不應含有批判、教訓和指導的意味，以免阻礙

孩子無拘束地抒發感受。  

4. 控制情緒：父母看到孩子無故鬧情緒或板起面孔，若自己的情緒也隨

之波動，便難以有效地發揮「積極聆聽」的效果。  



 

父母慣常回應： 

 輸唔起唔好玩 

 你再係咁我地下次唔再玩 

孩子的感受：唔開心、憤怒 

聆聽孩子心底話‧ ‧ ‧ 

小麗玩遊戲輸掉，將積木推倒，
並大哭。 

 

 反映孩子的感受： 
 

「小麗，你輸左遊戲覺得唔開心/好嬲呀。不過你頭先
推跌哂D積木，Ｄ積木差Ｄ整親我地。你可以選擇深呼
吸或者去飲啖水去冷靜下！」  



 

父母慣常回應： 

 唔好喊啦，乖啦，放學帶你食麥當勞 

 返學好開心架，你睇下其他小朋友都
無喊，個個都睇住你啦，醜死怪 

孩子的感受：欠安全感、驚、傷心 

聆聽孩子心底話‧ ‧ ‧ 

小麗早上到校時，剛踏入校門便
開始哭泣，說「我好掛住媽媽
呀」。 

 

 反映孩子的感受： 
 

「小麗，你要離開媽媽去返學有少少驚呀。你似乎唔想
返學，想留係媽媽身邊。不過小朋友係要返學。你想自
己抹眼淚定媽媽幫你抹眼淚呀？」  



 

父母慣常回應： 

 唔洗唔開心啦 

 屋企已經有好多毛公仔啦，冇位擺啦 

孩子的感受： 

 失望，以為爸爸唔錫佢 

聆聽孩子心底話‧ ‧ ‧ 

小麗對媽媽說：「爸爸話聖誕節
會送一個毛公仔給我的，但他沒
有送，他講大話。」 

 

 反映孩子的感受： 
 

「小麗，爸爸應成買毛公仔俾你但佢無做到，你一定覺
得好失望。唔知爸爸會唔會唔記得呢。不如我地一齊去
問下佢吧！」  



幼兒常見的情緒行為問題： 

例子分享及討論 



出門口的難題？ 

大清早叫阿仔/女起身返學, 仔仔/女女擾擾

攘攘不肯合作, 轉眼間時間已到, 再不離開

便要遲到, 於是你說：「小朋友點可以扭計

唔返學架！」, 孩子隨即躺地大發脾氣…… 

***我會有甚麼反

應?*** 



反應1 

「唔好好似BB咁扭計啦, 返學洗乜唔
開心喎, 有同學同你玩, 又有先生錫
你；我攞塊你最鍾意食既曲奇餅俾你，
快D收聲啦！」 

沒有用心明白孩子的感受，轉移
視線，以賄賂收賣孩子 



反應2 

「日日都咁扭計，越趕時間越俾麻煩
我，好地地返學都要扭一輪，我忍夠
你啦，你再唔起身我發火架！睇吓係

咪拎條籐條你先知死！」  

否定孩子感受，歸咎問題於孩子
上，藉責罵恐嚇控制 



反應3 

「哎唷！我知道要返學你好唔開心！
等媽咪錫番晒先！??!!?!...拿, 我哋
玩多10分鐘，跟住要乖乖地收聲返學

嫁，第日唔可以咁扭計架！」  

過份看重孩子感受, 只懂體諒但
不敢管教，迴避拖延 



反應4 

「做乜唔返學呀？」「我要同媽咪一齊！」 

「同媽咪一齊做乜呀？」「我想留嚮屋企！」 

「等我試吓明白你點唸先！媽咪有時都唔想返工留嚮屋企，
不過媽咪今日有好重要嘅嘢要做，唔可以遲到偷懶架！」
「點解唔可以喎？咁樣唔公平！我唔理，我唔返學！」 

「仔仔過嚟媽咪度！（母抱仔在膝上）我知你好嬲，但我
地唔可以留嚮屋企，我知咁你會好失望！」「係呀」「重
有D唔開心！」 



「媽咪都一樣唔開心（母靜靜地抱著孩子讓他哭一會）; 不如我

哋唸吓星期日你唔駛返學我又唔駛返工，我地可以成日一齊，你

有D乜嘢想同媽咪做？」「我想睇電視同食雪糕！」 

「好呀！仲有呢？」「我要去公園玩！」 

「無問題！」「咁表弟去唔去呀？」 

「咁要問吓姑姐先。好啦，媽咪要返工啦，你要乖乖地食早餐然

後返學啦！」 
 

反映孩子的想法
和感受 

指出錯處 
引導正確行為 /
作出預告 



長遠改善行為：  
「有規有矩的獎勵計劃」 





• 訂定家庭規則 

 家庭成員均要遵守的規則 

•訂定理想行為的指標 

 針對要改的行為而訂立的目標 

第一步：有規有矩 



如何訂定? 

1. 目標要具體 

2. 簡單列明，貼在當眼處 

3. 瞭解子女的能力，定立合理的期望 

4. 多用正面的陳述 

5. 要配合獎勵機制，貫徹實行 

6. 遇困難要多諒解和幫助子女解難 

7. 定時檢討 

第一步：有規有矩 



不能沒有禮貌  
要稱呼別人姓名， 

要對人說早晨、午安、晚安  

要快些把飯吃完 
時鐘的長針搭上6字， 
就要把這頓飯吃完 

例子：目標行為 

不要把玩具亂丟 玩具要收拾好，並放回玩具箱內 



第二步：賞罰分明 

建立行為獎勵計劃 

  鎖定目標行為，把該行為具體地列出 

  訂定清晰的獎罰條件  

  要一致及貫徹地執行 

  檢討成效，加以修改 

46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不妥的行為  理想的行為 訂定獎勵 

例: 食飯非常慢，
時常離開座位 

在45分鐘內要
完成飯餐 

- 當晚即時換1個貼紙 
- 2個貼紙 = 故事時間 
- 3個貼紙 = 特別遊戲 

 
例子：行為獎勵計劃 



耐性 欣賞 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