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結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性格各有不同。面對孩子的問題，

家長要緊記「先處理情緒，後處理問題」。家長應先了解

孩子，明白其需要和感受，以正向的管教和溝通方法去

引導孩子健康成長，促進親子關係及家庭和睦。

6. 短暫隔離，幫助成人和孩子保持冷靜
當孩子出現自我傷害、打人或破壞物品時，家長可選用「短暫隔離」去處
理孩子，以避免家長於盛怒下對孩子作出過激的反應。「短暫隔離」合用
於三歲至十歲的孩子。

程序

 家長言詞要中肯，使用計時器，望著孩子堅定認真地說：「由於你⋯⋯
(自我傷害/打人/破壞物品 )，現在要你冷靜一下，請你在安靜椅上
安坐3分鐘，時間一到，我會告訴你可以起來。」

 當孩子拒絕被隔離或與家長爭拗時，家長應以堅定的態度，握著孩子
的手，將他安排坐於面向牆角的位置。

 如孩子提早離開那安靜椅，未能完成指定的隔離時間，家長要冷靜地
帶孩子返回座位。否則，家長可剝奪孩子某些權利。 家長可對孩子說：
「如你不去安靜椅上安坐，今晚看電視的時間便會被取消。」

 當孩子被「隔離」的時間已到，家長應再次發出同樣的指令，以免孩
子逃避，確保孩子學習應有的服從性行為。

 若孩子再不服從指示，家長應再次使用「隔離」，程序如上。

 當孩子完成隔離後，家長應與孩子進行事後解說，解釋隔離原因，並
探討方法，避免日後重覆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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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長應積極主動的聆聽，反映孩子的情緒，並恰當地
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見，可化解紛爭及促進親子關係
家長應與孩子保持良好的溝通及親子關係。在溝通互動中，家長應儘量暫
停一切活動，專注於孩子身上，全神貫注去耹聽和觀察孩子的表情、反應
和意願，接納孩子的情緒和感受。

家長應保持情緒穩定，耐心地觀察和聆聽，了解並接納孩子的情緒，並透
過語言表達自身的情緒，表示對孩子的接納和包容，並給予適當的鼓勵。

 孩子看圖書後，沒有收拾圖書，媽媽感到不高興。

 �   媽咪：「美美，整個地上都遍佈圖書，亂七八糟，媽媽感到不高
興。你要學習有手尾，將看完的圖書放回書櫃。我相信你能做
到，你要試試看。」

 �   媽媽：「衰女，整到間房亂七八糟，圖書看完又不收拾好。衰女，
你好快些收拾好！」 

8. 處理孩子的情緒失控行為，引導孩子思考解
決問題
家長需保持情緒穩定及積極正面的思想態度，透過正向的語言，表達對孩
子的接納和包容，提示孩子冷靜的方法和積極處理問題。

 先處理情緒，後處理事情

 a.  家長要先幫助孩子認知其情緒，孩子更易冷靜了解和處理其所面
對的事情

 b.  當孩子冷靜後，家長應給予讚賞。才引導孩子說出事情的始末，
以合適方法解決問題。

 �   媽媽：「琪琪，我好欣賞你能夠冷靜下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令
你這麼難過？」

 家長要給孩子足夠時間去表達自己，以同理心代入孩子的角度，了解
孩子的談話內容，並反映孩子的情緒感受，給予合適的回饋，令孩子
明白情緒沒有好壞之分，因情緒而生的行為卻有好壞之分，接納其情
緒不代表同意其行為。

 引導孩子思考解決問題，助其建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孩子情緒嚴重失控，家長應先確保自身及孩子安全。當孩子冷靜過後，
應盡快尋求專業協助。

方法

是否安全？

是否公平？

是否你ok, 我ok？

9. 家長每天給予自己自由放鬆的時間
教養孩子的道路上，家長也要讓自己有喘息的空間，每天儘量安排時間做
喜歡的事情，關愛自己，讓自己好好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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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一停，想一想！有問題嗎？

2.  有那些方法？有什麼後果？

3.  最好的方法？

4.  試試看！

5.  方法可行嗎？

試試解決問題 5 步驟

親親寶貝孩子
管教篇

情境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家長和孩子會

面臨不少挑戰。在臨床工作中，不少

家長於管教孩子上面對不少困難，備

受精神困擾。為了幫助家長，我們特

別印刷「親親寶貝孩子篇」，分享管

教孩子小提示，以供家長參考。

口頭稱讚 + =關懷的動作 /
欣賞的態度

有效的讚賞

1. 每天進行15分鐘親子遊戲，與孩同樂，強
化親子關係。
遊戲過程中，家長應讓孩子帶領遊戲，有同理心地投入孩子的遊戲世界，
接納孩子的創意，鼓勵孩子解決問題，助其建立解決問題的技巧。遊戲
快結束時，家長應準備足夠的時間給孩子停止遊戲。

2. 關注孩子良好的行為，讚賞你的孩子
家長應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注及讚賞，可讓孩子知道良好的行為，才可得
到別人的注意，從而鼓勵孩子繼續其良好行為。

讚得有法：

 稱讚語句要正面，負面行為勿強調

 姊弟二人正在一起拼圖，媽媽剛從睡房走出來。

 弟弟：媽咪，你睇吓，我地就快砌好。

 姊姊：你睇吓幾靚。

 媽媽： � 你地好乖呀！一齊合作砌圖。

  � 你地好乖呀！無打架，還一齊玩。

 每當孩子表現恰當，應在5-10秒內給予讚賞，推動孩子的良好行為。

 小女孩與爸爸在玩煮飯仔

 女孩：爸爸，我整的蛋糕，靚嗎？

 爸爸：個蛋糕好漂亮，肯定好美味。這個紅色的是士多啤梨，這個蛋
糕還用了雞蛋和麵粉整。

 晚飯時間快到，爸爸準備足夠的時間給孩子停止遊戲。

 爸爸：快吃飯了，我們可以多玩5分鐘。 

 5分鐘後 ......

 爸爸：珊珊，夠鐘啦，要收玩具。

 珊珊聽從爸爸指示，把玩具放入盒中。

 爸爸 [爸爸微笑、輕撫珊珊的頭髮 ]：珊珊，你真乖，聽從指示收拾玩
具，爸爸好欣賞你的合作。

 公開讚賞，使孩子得到較大的認同，從而增加孩子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家庭聚會中，兒子正在執拾玩具。

 母親：哲哲幾叻，將玩具執得好整齊。

 舅舅：係呀！哲哲真係越大越有責任感，識得照顧自己的私人物品。

 避免將稱讚和嘲諷混為一談

 � 媽媽：我好開心，你竟然執拾玩具？為什麼你平時不這樣做？ 

3. 不予理會孩子的不當行為
當孩子作出不當行為來吸引家長的注意時，家長應故意不去注意孩子，使
他感到沒趣，逐漸減低其不當的行為。

進行不予理會的要點：

 家長要保持冷靜，不可動怒，表現出若無其事的表情，並簡略向孩子
解釋該行為是不被接受。

 爸爸說：「光仔，如果你再大聲說話，我就不同你說話，不望你，
還轉身背向你。如果你細聲說話，我才會理睬你。」

 爸爸應轉身最少90度 (理想為180度 ) 背向孩子，甚至站立或走
到房間的另一角，以便暗地裡觀察孩子的行為。這可幫助孩子較
易辨別出家長不喜歡他的不當行為。

 孩子停止不當的行為時，爸爸要即時關注或讚賞孩子的恰當行為。

 當光仔輕聲說話時，爸爸要在5-10秒內讚賞光仔。
爸爸：「光仔，我喜歡聽到你細聲說話」。

 「不予理會」完成後，才向他們解釋不加理會的原因。

5. 訂立行為獎勵計劃
 家長應依照孩子的年紀及能力而作出合理期望，訂立行為獎勵計劃，

增加孩子成功的機會，提升獨立的能力及建立自信心。

 當訂立行為獎勵計劃時，家長只選擇一或兩種行為去開始，設定每天
的獎賞，將獎勵細則清楚地寫出，擬定多樣化非昂貴的獎品清單。

 家長要清楚介定孩子適當的行為，要強調正面和實質的行為

如：吃飯時要有禮儀，應確定為輕聲嘴嚼，安坐、保持背直，保持桌
面清潔。

如：「要和妹妹和睦相處」而不是「不要欺負妹妹」。

 家長將目標行為分拆為小步驟，逐步增加難度

如：當訓練孩子穿衣時，要分階段進行，可先學穿褲子，繼而學穿上
衣，最後學扣鈕。

 家長要貫徹執行獎勵計劃，孩子作出適當的行為後，才作出獎勵。

 每天獎賞孩子當日的正確行為，家長應同時以口頭稱讚及一些關懷動
作，逐漸地取代物質獎賞。

 日常生活中，家長也可給予孩子驚喜式的獎勵，以增強孩子的正面行
為。

 �   媽咪：「小光做得好，能夠和妹妹分享玩具，一會兒我們到公園
去玩耍。」

4. 訂立清晰的家規及生活常規，獎勵要分明
家長必須適當地設定界限，訂定清晰及一致的家規，為孩子訂立生活作息
時間表，並有效及合理地執行，讓孩子學習自我尊重和自我控制，成為有
能力和有責任感的人。

當孩子能遵守規矩，家長應給予孩子適當的關注和讚賞，使孩子明白其努
力是有價值的，從而強化孩子的良好行為。 

有效發出清晰指令的步驟：

 靠近你的孩子

 用嚴肅的表情，呼喚孩子的名字

 保持目光接觸，用堅定的語氣，給予簡單直接的具體指示

 必要時使用有效的警告(每次只能警告一次)： 

如：孩子若拒絕將他的玩具撿起來放在架上，家長可以說：「如你不
將你的玩具檢起來，放在架上，你的玩具便會被收起兩天。」

自尊感

服從性
合作性

創作力

想像力

正面行為

家長要適時放手，讓孩子從經驗中學習成長，承擔因自身行為而生的自然
後果。當孩子害怕或厭惡因自身行為而生的後果，孩子較易改變自己的行
為。

當家長面對孩子的不當行為，可實施剝奪權利。

 孩子沒有先完成功課，就使用電腦玩遊戲。

 媽媽可對孩子說：「你坦白地告訴我，沒有先完成功課就使用了電腦，
這令我對你更有信心。我們說好了，每天要做好家課，才可用電腦45
分鐘。如果你違反守則，第二天便要扣除45分鐘的電腦使用時間。
因此，今明兩天，你便不能再用電腦了。我相信你能做到。」

例子

例子

切勿取消某種權利超過一天或甚至一個星期，以免孩子作出更嚴
重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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