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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 家長講座 

14 / 3 / 2019 (四)上午 10:00 - 12:00 

香港大學 曾潔雯博士 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 太平紳士  主講 

「先理解，後管教 - 認識孩子的情緒和行為」 

 

1 大綱 

1.1 健康的孩子 

1.2 情緒的特質 

1.3 兒童情緒的成因 

1.4 家長處理兒童情緒的策略 

1.5 家長處理兒童情緒的方法 

1.6 家長處理兒童情緒的秘訣 

1.7 處理兒童情緒問題行為的進路 

1.8 處理兒童持續嚴重的情緒問題行為 

1.9 總結：身教勝於言教 

 

2 健康的孩子 

2.1 食得 

2.2 瞓得 

2.3 做得 

2.4 玩得 

2.5 輸得：情緒控制得宜 

 

3 情緒的特質 

3.1 情緒是人對事物的自然反應，能讓人表情達意及適應環境 

3.2 情緒與生俱來，成人及小孩都有情緒 

3.3 情緒可分正面和負面，但沒有對或錯之分 

3.4 情緒需要表達，而不是壓抑或逃避。 

3.5 表達情緒的方法因人而異  

3.5.1 生理 

3.5.2 心理 

3.5.3 社交 

3.5.4 靈性 

3.6 孩子表達情緒的方法比大人簡單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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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兒童情緒的成因 : 先天，後天 

4.1 生理 

4.2 心理 

4.3 社交 

4.4 靈性 

 

5 家長處理兒童情緒的策略 

5.1 了解：知己知彼，適切期望，順水推舟，事半功倍 [個案分析表] 

5.1.1 孩子的需要：馬斯勞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 1908-1970)﹕  

a. 生理的需要 

b. 安全的需要 

c. 感情的需要 

d. 尊重的需要 

e. 自我實現的需要 

5.2 預防：避免勉為其難，事倍功半 

5.3 處理：從理論到實踐，從學習經練習到熟習到應變 

 

6 家長處理兒童情緒的方法  

6.1 生理：安全，健康，適度 [如：體能] 

6.2 心理：適齡，適能，成功，輕鬆，愉快，積極，正面，自然 

6.3 社交：促進親情 [依附理論] 

6.3.1 安排親子時間 

6.3.2 交談、玩耍技巧 

6.3.3 親子互動溝通 [共同目標，專注，輪流，等候，你來，我應]  

6.4 靈性：培養利他價值觀 [尊重，分享，禮讓]、信仰 

6.4.1 強化良好行為 

a. 讚賞  

b. 獎賞  

c. 好行為圖表  

6.4.2 教授新行為 

a. 問、答、試  

b. 隨機教導  

c. 工序分析法  

6.4.3 預防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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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立家規  

b. 鼓勵表達  

c. 清晰指令 

 

7 家長處理兒童情緒的秘訣：「肯定孩子的情緒」 

7.1 肯定(掌握+接納)孩子情緒的重要: 孩子會覺得被了解，並學會情緒詞彙，減少他們用不恰

當的方法，表達負面的情緒 

 

7.2 「肯定孩子情緒」的技巧  

7.2.1 設身處地：嘗試進入孩子的世界，從他們的角度出發。孩子眼中的「大件事」，例如失

去心愛的毛公仔、離開遊樂場，在成人眼中可能是雞毛蒜皮的事。但如果我們能從他

們的角度出發，重視他們的感受，便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 

7.2.2 詳觀細察：專注地從多角度留意孩子，如：孩子的面部表情及行為等，辨別出孩子在

事件背後的情緒，用適當的情緒詞彙表達 

7.2.3 言語確定：利用孩子易明的說話，幫助孩子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感受: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跌落銀網子裡!  舉例: 辛苦晒! 

 

7.3 「肯定孩子情緒」的練習：肯定情緒 = 簡單形容事件 + 情緒字眼  

7.3.1 小晴玩煮飯仔, 煮了沙律, 吃得津津有味, 面露笑容。 

a. 情緒字眼：開心  

b. 肯定情緒：「小晴, 啲沙律好好食, 你食得好開心!」  

7.3.2 小樂躺在新買的小沙發上, 翹起雙腳, 向著你微笑。 

a. 情緒字眼：滿意/ 舒服  

b. 肯定情緒：「你瞓喺張梳化度，好似好舒服咁喎!」  

7.3.3 小強的小兔公仔正被怪獸公仔襲擊，小兔在逃走。  

a. 情緒字眼：驚/ 害怕   

b. 肯定情緒：「嘩！隻怪獸想捉住小兔，好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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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處理兒童情緒問題行為的進路 

8.1 忽視法  

8.2 阻止危險行為  

8.3 訂立後果  

8.4 冷靜時間  

8.5 隔離時間  

 

9 處理兒童持續嚴重的情緒問題行為 

9.1 請教老師 

9.2 家校合作 

9.3 專家診治 

9.4 專業輔導：東華三院「親子互動輔導服務」 

PCIT   Parent Child Interactive Therapy 

 

10 總結：身教勝於言教: 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 

  

11 個案討論 

11.1 生： 

11.2 離： 

11.3 老： 

11.4 病： 

11.5 死： 

11.6 喜： 

11.7 怒： 

11.8 哀： 

11.9 驚： 

 

12 問答 

 

 
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  
電話： 2873 3379 

網頁： http://pa.tungwahcsd.org 

歡迎下載本會手機程式及登入我們的 Facebook  

 

http://pa.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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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適當的具體讚美 Adapted from: PCIT book p.56, 61, 64 & 65 DPICS code book 2002 

 

 

不適當的「非具體讚美」 
 

孩子成功做到一些事 

1. 做得好！ 

2. 叻仔／女！ 

3. 你好聰明呀！ 

4. （孩子做／砌了些東西）好靚呀！ 

 

孩子表現很乖／有禮貌 

5. 你真係乖！ 

6. 有禮貎！ 

 

孩子幫你做了些事 

7. 你係個好幫手！ 

 

孩子創作了一些事情 

8. （孩子自創玩法）你玩得好叻呀！ 

 

孩子活動過程中顯出耐性 

9. 你好細心喎！ 

 

孩子關心你（如為你煮食物／遞玩具） 

10. 你係媽咪／爹哋嘅小公主／小王子！ 

 

你感到孩子很可愛 

11. 你好可愛呀！ 

12. 媽咪／爹哋好鍾意你呀！ 

 
 

適當的具體讚美 

 

孩子守規則 

1. 你咁細力放玩具真係乖嘞！ 

2. 我鍾意你坐得咁直嚟玩！ 

3. 我鍾意你咁安靜咁玩！ 

4. 我鍾意你放玩具放得咁整齊． 

5. 我鍾意你咁逐件放好ｄ玩具！ 

6. 我鍾意你講嘢咁斯文． 

 

孩子有禮貎時 

7. （孩子謝謝你）你唔該我，好有禮貌喎！ 

 

孩子願分享玩具 

8. 我鍾意你同我輪流玩玩具． 

9. 你好乖呀同我分享玩具． 

10. 我鍾意你比ｄ玩具我睇． 

11. 我鍾意你遞咁多顏色筆比我一齊畫． 

 

玩玩具車時 

12. 你好叻呀將ｄ車砌成長方形！ 

13. 你扮ｄ引擎聲好得意． 

 

玩泥膠時 

14. 你用咁多顏色嘅泥膠嚟整嘢好靚呀！ 

15. 你兩隻手一齊搓ｄ泥膠好叻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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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lego時 

16. 你將ｄ同色嘅 lego攞出嚟好叻喎！ 

17. 你揀咁多顏色嘅 lego好靚呀！ 

18. 你一層層咁放ｄlego好整齊呀！ 

19. 你砌咗架車好叻喎！ 

20. 你間屋整得好靚喎！ 

21. 我鍾意你咁幫我扶住間屋仔． 

 

畫圖畫時 

22. 你平均咁油ｄ顏色，好靚呀！ 

23. 你用咗四隻顏色嚟畫呢㗎車好靚呀！ 

24. 你畫得隻狗仔／幅圖畫好可愛／靚！ 

25. 我鍾意你畫呢個圖型／公仔呀！ 

 

讚賞孩子外表 

26. 我鍾意你嘅笑容！ 

27. 你笑得好甜呀！ 

28. 你嘅笑聲好可愛呀！ 

29. 我鍾意你笑得咁開心！ 

 

解決問題時 

30. （指著孩子作品）你咁做好有創意呀！ 

31. 你諗到咁做好有心思呀！ 

32. 你咁樣解決呢個問題好叻喎／醒呀！ 

33. 你解決咗個問題啦，好叻呀！ 

34. 你諗到呢個辦法好使得呀！ 

35. 好叻喎，你解決左呢個問題嘞！ 

 

孩子設計了一些東西 

36. 你設計得好新奇/有新意/有新鮮感/好好玩呀！ 

37. （孩子自創玩法）你咁玩好有創意呀！ 

38. 你間屋設計得好靚呀！ 

 

孩子在哼歌 

39. 你唱得好好聽呀！ 

40. 我鍾意你唱歌唱得咁開心！ 

 

孩子不停嘗試 

41. 你不停咁試，好有耐性喎！ 

42. 我欣賞你咁有耐性/咁有毅力去嘗試！ 

 

煮食物（孩子煮食物給你／為你做事） 

43. 我鍾意你為我煮呢碟餸！ 

44. 我鍾意你揀咗呢ｄ食物嚟煮! 
45. 你真係我嘅好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