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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兒童的行為、情緒及■

學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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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理兒童的行為、情緒及學習問題

前幾個章節分別討論過如何識別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這些兒童有何特點，以及一些

基本的行為法則和技巧。本章節會將這些內容結合及加以應用，嘗試探討在課室

內，教師可以如何協助有不同特點和教育需要的兒童。

I.■了解問題成因、制定處理策略·· ·

·孩子的學習及認知能力較弱，難以理解教授內容，所以不留心上課；

·孩子的專注力弱，難以集中精神上課，所以出現學習問題；

·孩子有視力或聽力的問題，難以接收影像或聲音，所以根本無法理解課堂內容；

·課程內容對孩子來說太過容易，孩子覺得沉悶，令他無心上課；

·孩子的家庭最近發生突變，令孩子擔憂而不能集中精神上課等。

•

•

•

•

•

問題表徵

背後原因
專注力弱

學習能力較弱

語言能力較弱

家庭負面因素

情緒問題

特殊學習困難

課程太深·/·太淺

弱視·/·弱聽

不投入課堂活動 （冰山一角）

（水底）

在第三章我們曾經提到，同一個問題，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導致。當孩子出現任何學

習、情緒或行為問題時，教師應仔細觀察並從多方面搜集資料，留意孩子的問題是

否與不同因素有關（參考本手冊第三章 ― 如何識別有特殊需要的兒童）。試舉個例

子，教師發現孩子出現學習問題，不投入課堂活動，只是看到問題的表徵（冰山一

角），背後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水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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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如何處理兒童的問題

以上述情況為例，孩子不投入課堂活動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學習及認知能力較弱。

假如教師誤以為孩子是因為專注力弱，所以不投入課堂活動，便會錯用處理方法，

不能有效改善孩子的問題。所以當我們發現孩子出現問題時，可能只是看到問題的

表徵。如果教師已經轉介孩子接受評估，並獲知評估結果，便可跟從專家的建議，

制定有效的處理方法去協助孩子。否則，教師需要仔細留意及觀察孩子的表現，從

多個因素中摸索原因，從而對症下藥來改善孩子的問題。

當兒童出現不同的學習、行為、情緒及社交問題時，教師在課室內可嘗試採用以下

列舉的處理方法。要留意的是，以下內容僅為一些參考建議，教師在實際應用時，

可配合自己的教學經驗、兒童的個別差異及環境的限制等，靈活地運用。

參考光碟第六章

此外，當教師利用不同的方法去幫助及改善兒童的問題時，不妨多與家長溝通，讓

家長明白教師採用這些方法的原因，透過家校合作，一起協助兒童學習或處理兒童

的問題。

 1. 整體學習困難

學習及認知能力較弱的兒童，在學習新的技巧及知識時會較慢，他們對於新的環境

及事物較難適應，抗拒接受挑戰，亦較容易倚賴別人。教師在教導這些兒童時，可

嘗試以下方法：

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兒童學習及適應變化。例如

其他孩子需要15分鐘完成習作，可給予兒童25

分鐘。

•

給予足夠時間學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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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讚賞和鼓勵vii)

在較高年級內，教師可安排其他能力較高的孩子坐在兒童身邊，不時給予提點或·

幫助。

•

無論兒童嘗試去做或成功做到，都要給予讚賞和鼓勵。•

文字學習方面出現困難的兒童，通常整體學習沒有大問題，但就在學習文字方面能·

力特別弱，學過的字很快忘記。教師在教導這些兒童時，可嘗試以下方法：

2. 文字學習困難

向兒童講解及給予指示時要用簡單和清晰的短句，讓兒童容易掌握及明白。•

每份練習的首數條題目應設為較淺易或輔以提示，使兒童能夠掌握，讓兒童有成·

功感，之後才慢慢加深難度。

習作的深淺程度最好能因應兒童的進度設計。

•

•

時間及人手許可的話，可給予兒童個別指導或重複教導。•

安排朋輩協助vi)

簡單清晰的指示ii)

由淺入深、循序漸進iv)

個別指導或重複教導v)

簡化習作iii)

簡化習作或將習作分拆成細小部分。例如其他孩子的工作紙有５條題目，兒童的·

工作紙則只有３條，或可讓兒童分開數次完成練習。

•



69

在一般情況下，兒童都是透過視覺辨認字形，·

透過聽覺辨認讀音去學習生字。至於多感官學·

習，即是透過多種感官，包括視覺、聽覺、觸·

覺和動感等，提供不同的途徑去幫助兒童學習·

文字。例如在沙紙·/·米盤上寫字（觸覺），或在空氣中揮動手臂寫字（動感），·

同時讀出字音（聽覺），透過多重刺激，幫助兒童記憶字的結構（視覺）。

教師亦可運用創意，利用不同的方法教導兒童學生字。例如：

•

•

iii) 利用多感官 / 不同的方法幫助學習

利用口訣幫助兒童記憶字的筆劃：「聽」=「耳王十四一心」◆

◆ 利用不同的顏色強調正確的筆劃：「·····」··

學習簡單拼音ii)

可分拆為

可分拆為「 」

• 可教導簡單的拼音技巧，例如：

的「 」音像是「呼呼」的風聲

的「 」音像是「啦啦」的唱歌聲

• 學習英文時，可用生動的方法去比喻字的讀音，例如：

―··(········)

學習字型結構i)

―··用力去耕田

• 利用圖像·/·故事來學習字形結構，例如：

代表與動作有關

代表與植物有關

• 學習中文時，可講解字形與字義的關係，並可從部首推斷其意思，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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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錄六：與字詞有關的遊戲]。）

從遊戲中學習v)

• 在輕鬆及有趣的氣氛下學習，兒童的學習及吸收能力亦會較好。

• 利用遊戲的形式學習，可提高兒童學習文字的興趣，減低他們對文字的抗拒。

簡化語句i)

• 有需要時可配合表情或動作幫助兒童理解。

• 與兒童說話時，簡化句子讓兒童容易明白。例如：「一會兒吃茶點時有兩種食·

物可以選擇，有蛋糕和粟米，兩款都很好吃，你會選擇哪一款？」，可簡化為：

「一會兒吃茶點時，你會選擇蛋糕或粟米？」

3. 語言能力較弱

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較弱的兒童，難以明白長而複雜的句子，有時又會錯誤理解問

題或語句的意思。他們說話時語句較短及簡單，詞彙貧乏，常有文法錯誤，在複述

事情或對答時顯得混亂。由於語言能力弱，兒童的溝通意欲往往較低，因而影響社

交。所以當教師與這類兒童溝通的時候，須要留意以下各點：

• 留意要在輕鬆愉快的情況下閱讀，而不是要求兒童認讀文字。

• 安排兒童與其他孩子一起閱讀，或由教師伴讀，提高兒童閱讀時的投入感。

• 起初可安排較少文字及較多插圖的故事書讓兒童閱讀，慢慢·

才增加文字的比例。

• 文字學習有困難的兒童，會對文字比較抗拒。培養兒童閱讀·

圖書的習慣，可讓他們多些機會接觸文字，提高他們接觸文·

字的慣性，培養他們對文字的興趣，從而減少他們的抗拒感。

iv) 培養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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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時間讓兒童表達ii)

 讓兒童自己表達，不要在他們只說了一半時，便急着代他把話說完，也不要在兒 

 童還沒說完便立即回應。 

 有時兒童可能不願意說，也不要強迫他。應給予多些時間和耐性，讓兒童感覺說 

 話是一件輕鬆自然的事。

•

•

加強兒童說話的興趣和動機iii)

 多跟兒童談眼前發生的事、他們感興趣或與生活有關的話題，讓兒童感到語言與 

 實際生活息息相關。

 有時即使教師已經明白兒童的用意，亦可盡量鼓勵他們用語言表達所需。例如兒  

 童指着果汁，教師即使明白兒童想要果汁，也可鼓勵他表達：「盈盈，你想要什 

 麼？」

•

•

從遊戲 / 活動中學習語言iv)

 可與兒童一起看圖書說故事，教師與兒童輪流 

 描述故事的內容。

 鼓勵兒童一起跟着唱兒歌，但無須刻意教導兒 

 童唱出歌詞。

 多玩與語言有關的遊戲，讓兒童感覺說話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情。

（參考 [附錄七：與語言有關的遊戲]。）

•

•

•

給予正面的回應v)

• 當兒童嘗試用語言表達自己，要給予回應、讚賞和鼓勵。

• 留心聆聽兒童的說話，並用非語言方法表達鼓勵，例如聆聽時面帶微笑，或不時  

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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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為活躍

有些兒童的行為明顯較其他同齡孩子活躍，他們經常離開座位，四處走動，即使在

座位內亦難以安坐。他們較多言，常打斷別人的說話或未舉手就回答問題。他們的

行為較衝動，難以忍耐輪候。面對這類兒童，教師可嘗試採用以下方法：

安排較接近教師的座位i)

安排兒童坐在較接近教師的座位，讓教師較容易留意或觀察 

兒童，從而更容易控制兒童的行為。

當兒童想離開座位時，教師可立刻輕按兒童的肩膀，示意他 

坐下來。

•

•

ii) 給予簡單清楚的指示

由於兒童耐性有限，給予指示時要簡單清楚，例如：「保持安靜」、「返回座

位」，不用長篇大論說道理，讓兒童立即明白應該怎樣做便可。

•

      教師：（指着書中汽車）「樂樂，這是什麼？」 

      樂樂：「爹爹。」 

      教師：「對，這輛是『車』。這個呢？」（指着書中花朵） 

      樂樂：「爸爸。」 

      教師：「對了，這朵是『花』。花花是什麼顏色？」 

      樂樂：「紅的。」 

      教師：「對啊，這朵花是『紅色』的。」

若兒童表達不清或發音不正，不要取笑或過分糾正他，這樣會令他對說話失去信 

心。

教師只要說出正確的讀音或表達方法，讓兒童模仿就可以。例如：

•

•

不要取笑或過分糾正兒童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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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注力弱

不時轉換活動v)

不時轉換課堂活動，或利用不同的方法教學，避免兒童要持續專注，並讓他有機·

會活動一下。

•

給予適當的回應vi)

兒童表現好時，不妨多稱讚他或向他微笑。教·

師亦可利用獎勵制度鼓勵兒童遵守規則，例如·

兒童有舉手答問題或保持安坐，就在行為獎勵·

表上給予蓋印。

兒童出現不恰當的行為，可給予清晰的指令請他停止。若兒童仍未能遵守，則可·

利用刻意忽視、合理後果、冷靜時段等方法來處理。

（參考本手冊及光碟第五章 ― 基礎行為理論及技巧所提到改變行為的方法。）

•

•

專注力弱的兒童，上課時難以集中精神，容易受其他外界刺激吸引而分心，例如課

室外的聲音或窗外飛過的雀鳥。他們難以在同一活動上持續專注，對話時顯得心不

在焉。他們不留意細節，做功課時常犯不小心的錯誤。他們粗心大意，經常忘記帶

物件或遺失物件，而且缺乏條理，東西四處亂放。面對這類兒童，教師可嘗試採用

以下方法：

給兒童安排簡單的工作，例如分派文具或替教師取物件，一方面可以讓兒童將精·

力放在有建設性的活動上，另一方面也可避免他因百無聊賴而搗蛋。

•

iv) 安排簡單的工作

課室規則iii)

• 在課室顯眼處張貼課堂規則，用以提醒兒童，但數目不要太多（約三至四條），·

否則兒童很容易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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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時呼喚兒童或向他發問ii)

當教師察覺兒童開始分心時，可多呼喚兒童的名字及向他發·

問，確認兒童投入在課堂中。

•

保持目光接觸iii)

與兒童說話時，可輕拍兒童的手臂以取得其注意，並盡量保持目光接觸。•

向兒童發出指示後，請他複述有關指示，以確認他有留心聆聽，並明白應該怎樣·

做。

•

請兒童複述指示iv)

利用有趣的教材v)

安排新奇有趣的教材，以吸引兒童的注意，令他更投入課堂活動。•

不時轉換活動vi)

不時轉換課堂活動或教學方法，避免要兒童持續專注。•

安排遠離門窗的座位i)

為兒童安排較遠離門窗的座位，減少令兒童分心的外界刺激。•

安排朋輩協助vii)

在較高年級內，可請鄰座專注力較佳的同學不時提醒兒童留·

心上課，或在做堂課時給予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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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兒童的情緒控制能力較弱，很容易發脾氣。不過兒童發脾氣的原因有很多，例

如有些兒童比較自我中心，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往往會以發脾氣來表達不

滿；有些兒童可能用發脾氣來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另外有些兒童，可能因為不能適

當表達自己，或因為別人誤解自己的意思而發脾氣；亦有一些兒童，常與大人對

抗，他們拒絕合作，常因小事而發脾氣。所以教師在處理兒童的情緒問題時，最好

先了解兒童發脾氣的原因，方能對症下藥。

面對情緒控制能力較弱的兒童，教師可嘗試以下方法：

多與兒童溝通ii)

多與兒童談話，聆聽他的想法和感受，了解他因何原因而發脾氣。•

教導表達情緒的方法iii)

有些兒童可能因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感受而發脾氣。教導兒童正確表達情緒的方

法，可減少他發脾氣的機會。

可教導他表達感受的詞彙，例如：「生氣時，不應該亂丟東西，可以告訴老師··

· 我好嬲』，然後告訴老師原因。」

•

•

灌輸分享及互相禮讓的觀念iv)

面對較自我中心的兒童，平日可多向他灌輸互·

相分享和禮讓的概念。

若兒童能與人分享或禮讓他人，就多加讚賞。

•

•

• 與兒童訂立守則，讓他明白教師的要求，並知

道發脾氣是不當的行為。

• 向兒童預先說明，若他發脾氣的話，就會有什

麼後果。

i) 訂立守則

6. 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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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適當的回應v)

當兒童正在發脾氣大吵大鬧時，教師可嘗試以下步驟：

（參考本手冊及光碟第五章 ― 基礎行為理論及技巧。）

• 不過當兒童表現好時，就要加以讚賞，並且多給予正面的注意。

• 若兒童刻意與教師對抗和拒絕合作，可忽視他對抗或發脾氣的行為，不要給予任··

何注意，並在有需要時使用合理後果、冷靜時段或隔離時段等方法。

兒童願意合作 兒童拒絕合作或

（參考第五章內提到隔離時段的做法）

3. 處理兒童發脾氣的行為

兒童繼續發脾氣，應採用方法處

理發脾氣的行為。可告訴兒童他

做錯了什麼以及後果：「你不斷

大吵大鬧及尖叫，現在你要到隔

離時段。」

1. 取得兒童的注意

走近兒童，呼喚他的名字，取得

兒童的注意

2. 給予指示

給予指示請兒童停止發脾氣，例

如告訴兒童：「請停止尖叫。」

3. 稱讚兒童

兒童按指示停止發脾氣，可給予

描述性稱讚：「你肯聽老師的指

示安靜下來，做得很好！」

4. 了解兒童發脾氣的原因

待兒童情緒平靜後，向他了解發

脾氣的原因，並教導他正確表達

情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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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情緒問題

除了情緒控制能力較弱及易發脾氣外，兒童亦可能出現其他情緒問題，例如情緒緊

張或情緒低落。

情緒低落

至於情緒低落的兒童，經常表現得悶悶不樂，他

們對課堂活動或遊戲提不起興趣，又不願與人交

談。他們容易哭泣，亦較易發脾氣。

遇到有情緒問題的兒童，教師可嘗試以下方法：

聆聽兒童的想法和感受i)

多與兒童溝通，聆聽他的想法和感受。要留意的是，兒童未必願意立即說出自己·

的感受，所以教師要給予時間和耐性，多作嘗試。

•

觀察及說出兒童的感受ii)

觀察、辨認兒童的行為及情緒，嘗試說出他的

感受。當兒童感覺到有人明白自己，他會更願

意和更容易去分享。例如：·

•

「我看得出你有些不開心，發生什麼事？可否與·

·老師分享？」·

「你是不是有些緊張，所以不想說故事給其他小朋友聽？」

有些兒童很容易會緊張，而且緊張的程度比起一般害羞嚴重。他們與人交談或回答

問題時可能會顯得不知所措、坐立不安，嚴重的甚至拒絕參與課堂活動或拒絕回校

上課。

情緒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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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意最近在兒童身邊發生的事，包括學校及家庭方面，以了解兒童出現情緒問 

題的原因。

•

留意在兒童身邊發生的事v)

8. 社交能力弱

有些兒童的社交能力比較弱，他們的社交意欲低，經常離群、獨自玩耍，很少主動

與人溝通或分享。他們的眼神接觸較弱，難以察覺及辨別他人的需要和感受。他們

不懂與人溝通或相處，難以與人打開或維持話題，有時又會有不恰當的說話或行

為。面對社交能力弱的兒童，教師可嘗試採用以下方法：

• 若兒童不願意參與活動或不願說話，不要強迫他，應給予時間和耐性，讓他自然 

投入。

iv) 給予時間和鼓勵

利用玩具或繪畫與兒童溝通iii)

• 若教師感覺兒童難以啟齒，可找一個輕鬆的環境，例如遊戲室 

或家庭角，利用布偶、玩具或繪畫來與兒童打開話匣子。

• 兒童在玩遊戲或畫圖畫時，情緒會比較放鬆，亦會較容易說出 

自己的感受。

• 初時教師可以陪着兒童，引導兒童與其他孩子接觸或交流。當 

兒童習慣與其他孩子相處之後，教師才逐漸減少參與。

• 利用兒童感興趣的活動，鼓勵他多參與社群活動。例如兒童喜 

歡玩玩具車，可透過玩具車來鼓勵兒童與其他孩子一起遊戲。

鼓勵兒童參加社群活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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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兒童不願意參與活動，不要催迫他。應給予多點時間和耐性，讓他自然投入。•

給予時間和鼓勵vi)

有時兒童可能無意與人溝通，教師可製造機會讓他主動表達。例如兒童想多要

一點小吃，教師可能已經從他的行為中意會得到，但也不妨引導他向人表達，

讓他提出要求後才給他小吃。

•

製造溝通機會iv)

 若兒童表現不恰當的說話或行為，教師可向兒童示範正確的溝通及社交技巧。 

 例如： 

「早上見到老師或同學，可對他們說『早晨』，或看着他們點頭微笑。」 

「如果你想與小朋友玩，可以告訴他『我想和你一起玩』，不要擁着別人親吻。」

 經常找機會跟兒童練習，使他慢慢掌握技巧。

•

•

示範溝通及社交技巧iii)

鼓勵眼神接觸v)

•

提醒兒童說話時要看着對方。

每當兒童看着自己時，也向他報以微笑，讓他感

覺眼神接觸的回應都是正面的。

•

 可請數個較主動的孩子，多與兒童接觸，例如邀 

 請兒童一起看故事書，一起到家庭角玩遊戲。

•

ii) 鼓勵其他孩子多與兒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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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兒童可能比較難適應改變，包括轉換活動或環境變化。遇到這種情況，教師可

考慮以下方法：

保持常規及避免突變iii)

要讓兒童明白日常程序，須要持久執行，切忌經常改變。•

·教師可在轉換活動或課室前，預先告訴兒童，讓他有心理準備。

·轉換活動時，亦可用口頭或動作指示協助。

•

•

語言 / 動作提示ii)

 9. 較難適應改變

視覺 / 位置提示i)

利用課室規則、圖卡、日程表，加強兒童對活動流程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