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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常誤以為 的管教問題

讚咩讚？咁係你應份要做架嘛？！
你乖，咪錫你囉！

怕咗你喇，唉！買嘞！買嘞！
下次唔好再扭啦！

唔打你，你都唔識聽話？

約人飲茶？…我邊鬼得閒吖？
我乜嘢時間都比曬佢咯！

「是」



不對？

對？教兒迷思

面對種種迷思，家長如何自處平衡？



贏在起跑線迷思 1



為女入名校 家長2500萬搬九龍塘

月花逾萬 上7興趣班

稱「小朋友唔識辛苦」

「沒有話刻意上太多academic，都係游水﹑
非洲鼓﹑唱歌﹑朗誦，再搭中英數」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2408?utm_content=buf

fer5fb93&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hk

01&utm_campaign=buffer



明白到家長希望孩子贏在起
跑線，但人生的路上，不是
短跑，而是馬拉松，若贏在
起跑線，卻輸在終點，值得
嗎？

人品 › 學歷



棒下出孝兒，孩子「不打不成器」迷思 2
在家長自己的成長中，可能都經歷過上一代父母的體罰方式
管教，就誤以為可以成就到今天的自己，所以在有意無意間，
就會將這個模式，套用在孩子身上。

首先，香港有「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以保障兒童在成長
中免受到任何身心的傷害。



有時，打罵孩子看似是最快令孩子服從的方式，但此舉所帶
來後果，可能很深遠，甚至適得其反：

1)  孩子身心和尊嚴受創，自我形象低落，常活在惶恐驚懼中。

2)  孩子學會「以暴易暴」方式來解決問題。

3)  孩子更加反叛，家長自然管教升級鎮壓，造成惡性循環，
親子關係常處於緊張狀態。



除打之外，還有很多方法

適切後果

例如：
➢ 自食其果
➢ 終止活動
➢ 撤去享受
➢ 故意忽視
➢ 冷靜區
➢ 隔離區 ………



家長處理孩子情緒的竅門

ACT



孩子不可多讚，否則會「囂」迷思 3
家長常有一個錯覺 – 多讚孩子，他會麻木，不當是甚
麼一回事，又或者會「囂張」，以為自己高人一等。

其實，每個人心底都渴望別人對自己欣賞，而孩子成長
過程中，更需要重要人士 (Significant Others)給與自己正
面認同和肯定，重要性在於：

1) 提昇自我價值和形象

2) 強化正面行為



讚賞方式需要：

「你自己執番D玩具入個箱度，好乖啊！」
(家長配合欣賞的眼神和點頭，並豎起手指公)

快、真、準、純



孩子不聽話，是故意的迷思 4
孩子的不合作，家長有時會演譯為是他在對著幹，
故意刁難自己！

若孩子的不聽話表現，對其他人都沒差別的話，很
大可能性：

1)  孩子成長階段所出現常見的特性。

2)  孩子本身的情況，例如：性格、情緒。

3) 家長的教養模式出現問題。
例如：過於溺愛或嚴苛



若孩子的不聽話表現，真的只是衝著某一個人而來，相信他們之間的關
係是出現了岔子，所以要處理的，不單只是孩子不聽話的的表徵行為，

更要積極處理二人之間的誤會。



孩子聽話，我就愛他迷思 5
若然孩子的不當行為表現，是與家長接納他這
個人直接掛鉤，相信孩子是很難得到家長的愛
錫了。當孩子感到沒有人愛他，會變得無安全
感，就容易引更多負面的情緒行為問題。



其實家長不認同的是孩子的不當行為，而非他這個人，所以毋須捆
綁式將不當行為和愛鍚孩子混為一談。

須將孩子的行為和個人價值分開：

「媽媽是愛你的，但你發脾氣扔玩具，媽媽不能夠接受呢個行為！」



愛孩子就要全滿足他所求所想的迷思 6
在家長角度，為孩子盡力滿足他所想所求，做到最好，就
是盡了責，沒遺憾。殊不知這樣做，可能會出現「好心做
壞事」的相反效果：

1)  孩子恃著家人的愛錫而橫行無忌，持寵生驕。

2)  不懂知足感恩，常覺別人虧欠他。

3)  沒有經歷過磨練、忍耐、節制…只懂飯來張口，身量跟
智齡將會出現不成正比的成長。



不斷滿足孩子 愛孩子

狠心一點 造就孩子

狠心 狠毒



少時間陪伴孩子，「質」補救就可以迷思 7
家長為口奔馳而少時間陪伴孩子，感到內咎時，會以
物質或是盡量滿足孩子訴求，以減低自己的歉意，但
日積月累下，會形成：

1)  孩子會習慣以物質多寡來衡量與家長關係的遠近 。

2)  孩子對物質訴求有增無減。

3)  太容易得到想要的，更不懂珍惜，甚至向人炫耀。



炫富小女孩



磚頭的比喻



縱然親子共聚時間不多，質與量亦須平衡：

1)   善用跟孩子吃早餐、接送上學、洗澡、床前夜讀…等時間，
與孩子談天、玩樂、伴讀等。

2)   用小便條或畫圖畫表示對孩子的愛意。

3)   平日共處時，建立開心氣氛，例如：小魔術、親子按摩… 

4)   孩子犯錯，平心氣和地管教。



作為兄姊，大要讓細迷思 8

家長常掛在口邊：「大要讓細！」這就會有
意無意地製造了：

1)  弟妹容易「恃細行兇」

2)  加劇手足間許多嫉妒和不和



兄弟姊妹間最重要的是要互相學習：

1)  尊重
「如果弟弟你想攞哥哥件玩具玩，你先要問准哥哥
〈你可唔可以借比我玩一陣呀？〉」

2)  體諒
「哥哥你明白弟弟真係好悶，好想你同佢玩，但又唔

知點表達，先至走過嚟攪攪震！」

3)  幫助
「弟弟好多嘢都唔識，需要哥哥你提點佢，你可以講

比弟弟知〈你畫著公仔先啦，等我做完功課至
同你玩啦！〉」



為了孩子，我會付出所有時間和心力迷思 9

當家長傾盡心力和時間在孩子身上，會容易造成：

1)  家長將自己的社交支援網絡收窄，一旦需要別人的支持
和協助時，就會孤掌難鳴。

2) 家長自感對孩子已經付出一切，自然而言便覺得孩子必
須有相應的表現，例如：乖、聽話、勤力…，若孩子稍
一未能如家長所期望，家長失望和憤怒的情緒會加倍流
瀉於孩子身上。

3) 家長的聚焦過份集中孩子身上，孩子感壓力
下，不安焦慮的情緒，和意圖迴避壓力的行
為，會讓家長誤以為孩子「頑皮」、「扭
計」 、「發脾氣」。



家長宜將自己的心力稍為重新調節分配：

1) 切勿將孩子等同家長人生的惟一或是全部

2)  趁孩子休息或是上學，家長稍為空閒的時間，做一些自
己喜歡做的事情，例如：美容、散步、看電視…

3)  家庭以外的聯繫和學習，例如：親友聯繫、信仰追求、
興趣培養、技能學習、工作投入…

4) 「夫婦同心，其利斷金」-- 關心及回應配偶需要



愛的語言

肯定言詞 精心時刻 接受禮物

服務行動 身體接觸

《愛之語：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蓋瑞‧巧門（Gary Chapman）博士



我未完的夢想，藉孩子幫我實現迷思 10
或許家長在過去的歲月裡，有許多未了的心願，有意無意地投
射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夠代為實現。

須明白到孩子是個獨立的個體，縱使家長有時從孩子身

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但他不是家長生命的延續，家長切勿為了
減輕未完夢想的失落感，而漠視孩子本身的需要。 對孩子過份
要求，只會帶來：

1)  親子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

2)  孩子為滿足家長訴求而不斷鞭策自己，形成沉重壓力。

3) 孩子為了讓家長歡喜而就範，慢慢會迷失自我，
猶如傀儡般生活。



追夢！ 追誰的夢？

考進著名學府

學多種樂器

懂多國語言

外國文化交流

掌握多種興趣技能

讀書好成績

做份理想職業

擁有自己物業



其實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家長需要幫助孩子：

1)  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標

2)  培養良好品格

3)  發揮潛能，盡顯所長，成為一個有承擔、有用的人



總結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聖經箴言22章6節)

video/duck.mp4
video/超激！日本兒童滑步車賽 結果竟出乎意料.mp4


放手，就是多作關心，而非代替孩子操心。

放手，就是給予孩子空間，而非過份保護。

放手，就是讓孩子從經驗中學習，而非提供所有答案。

放手，就是時刻支持，而非替孩子補救。

放手，就是改變自己，而非試圖操控孩子。

放手，就是接受現狀，而非為過去感到遺憾。

放手，就是多一點愛，少一點害怕。



慈慧幼苗中心簡介



慈慧幼苗親子學堂

網址 : babyparent.org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healthyseedparenting





電台訪問



網址 :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
=dab31%2Fg0212_all_about_children&p=6820

RTHK 數碼31台 -- 「寶寶你好嗎」(第一輯)

RTHK 數碼31台 -- 「寶寶你好叻」 (第二輯)
網址 :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da
b31/g0264_talented_baby&p=6924

RTHK 數碼31台 -- 「寶寶你好乖」 (第三輯)
網址 :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p=7236



RTHK 數碼31台 -- 「寶寶你好乖」(第四輯)

由2017年1月12日至4月6日 (逢星期四) (共13集) 

晚上9:00  - 10:00

主持 : 龐秋雁，何基佑

網址 : http://goo.gl/jmvrEZ



地址 :   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G01 舖

電話 :   3549 6840

電郵 :   hsc@hkcs.org

網址 : babyparent.org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