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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子女有妙法

「情理鑰匙」

家長講座

日期：201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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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四種管教模式

• 七式管教法

• 恩威並施

–管制篇：如何建立恩威﹖

–關懷篇：如何培育親情﹖

• 何時施恩﹖何時施威﹖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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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管教模式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高

管
制

低

低 關懷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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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型 neglectful
低關懷 + 低管制/非管制

* 很鬆散的教養方式。 (天生天養)

* 父母不能負荷自己壓力和問題，沒有太多時間和

精力用於教養子女。

* 會出現拒絕子女的行為。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在這種管教下的孩子：

易有怨氣、社交和學習發展不良、

易有敵意及反叛行為、意圖向父母或社會作挑
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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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型 neglectful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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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容型 Permissive
高關懷 + 低管制

* 鬆散、溺愛的教養方式。(以孩子為中心)

* 成人很少命令孩子，允許孩子自由地表達他的感覺

和衝動，不會嚴密地監督子女的活動，對他們的行

為也很少有堅定的管制，形成縱容。

* 多出現父母不能管制子女的情況。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沒有底線

沒有堅持

對孩子有高度的接納



在這種管教下的孩子：

*自我中心、具反叛性、易受挫折、支配性強、
無目標、缺乏自信、不知事情的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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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容型 Permissive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8

專制型 Authoritarian
低關懷 + 高管制

* 高限制的教養模式。(以父母為中心)

* 父母為子女設下許多規則，期望兒童能準確地遵

守，但很少向子女說明原因

* 不予聆聽，常常說「不」

* 要求高，常會批評、挑剔，以懲罰、負面的策略(如責
罵／強制方式)令子女遵守。

* 少有情感上給予鼓勵及支持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在這種管教下的孩子：

* 容易憤怒及不快樂、具消極敵意(passive 

aggressive) 、

* 脆弱、無主見、無獨立思想

* 易出現情緒病及性格障礙

**此教養模式一直為中國人社會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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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型 Authoritarian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影片

體罰好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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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06JZufFig&index=4&list=PLwS_GxDVaa
6nQGHqUW1LcbnAkDqhOjMN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06JZufFig&index=4&list=PLwS_GxDVaa6nQGHqUW1LcbnAkDqhOjM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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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型 Author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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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型 Authoritative
高關懷 + 高管制

* 較具彈性的教養方式。

* 父母允許孩子有充分的自由，耐心地說明所設限制

的理由，在需要時使用權力和說理以確保子女遵從。

* 能理解孩子的需求及觀點。

* 靜心聆聽孩子，有商有量。

* 會信任及尊重孩子。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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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型 Authoritative
在這種管教下的孩子：

* 敢於表達自己

* 能自我管制、能應付壓力和與人合作、友善

專制型 恩威型

忽略型 縱容型

有商有量



你的管教模式

• 你屬於哪一類型的父母?

• 哪一類管教類型對子女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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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式管教法



七式管教法

1.堅守底線

2.做好情緒管理

3.善用身教

4.多讚賞少責罵

5.學習溝通聆聽

6.提供選擇

7.屋企大家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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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父母出發

從子女出發

從家庭出發



七式管教法
(1)堅守底線

•父母的態度要明確肯定,並且要能長時間地執行,要始
終如一,才容易得到孩子的遵守。

•如果父母一開始堅定立場,之後卻因為孩子開始反抗
而破壞平常管教的步驟,便會使孩子輕視規範的重要性,
而且還會養成不守規矩的習慣。

•溫馨提示:父母應與子女解釋各項要求或規則背後的
原因,讓子女明白。這樣做可提高孩子遵守的動機, 而且

孩子會學習到以理說人。 17



例子: 
• (1)媽媽要求仔仔每日只可以打機30分鐘,但今日
仔仔打機打到好入神,聽不到媽媽叫他收機，就俾
仔仔繼續打。

• (2)媽媽訂了規則要兒子自行執拾書包, 今日兒子
忙了帶中文書回校, 打電話回家想媽媽拿書本到
校,但媽媽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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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式管教法



(2)做好情緒管理
•家長若有好好管理情緒,不但能做子女的榜
樣,在運用管教技巧時更能得心應手

•但若情緒失控,有可能會說/做出令人後悔的
說話或事情

•情緒失控的例子: 我唔要你/生舊叉燒好過
生你 /用粗口罵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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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式管教法



(2)做好情緒管理
•父母可以生氣嗎? 
當然可以,但生氣時,父母可清晰表達讓子女知
道,表達時語氣堅定但不可帶惡言

例子:我宜家好嬲,暫時唔可以同你講嘢,我地
冷靜下,之後再傾過。

好處:
1)做子女的榜樣

2)減少對子女/親子關係造成傷害 20

七式管教法



(2)做好情緒管理

方法: 
1.離開現場

2.腹式呼吸法

3.分散注意

4.自我提醒

21

七式管教法



(3) 善用身教
•孩子的學習主要來自模仿,因此父母切勿疏
忽,要成為孩子壞榜樣。更重要的,必須言行一
致, 才會令孩子信服。

個案(1): 爸爸表示兒子動輒說粗口及打人,爸
爸感到頭痛。社工詢問爸爸平時在兒子面前的
表現,原來爸爸會打兒子,而且在家中會說粗口
及用粗口鬧兒子。

爸爸教一套,做一套,怎樣讓孩子信服呢? 
22

七式管教法



(3) 善用身教
個案(2): 媽媽答應了女兒飯後給她拆禮物。
吃完飯後,女兒提醒媽媽,媽媽便讓女兒拆開親
友送的禮物。

孩子學習了媽媽的信守承諾,更能建立信任
感

23

七式管教法



(4)多欣賞 少批評
父母不要以為孩子適當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相
反,要採取多讚賞及少責罵的方式。

1)找出子女的優點

2)欣賞子女微小的進步

✓描述性讚賞:明確具體指出喜歡孩子哪一個行為
人人都看得到的事實

例子:我見到地板好乾淨,書都好整齊咁排好哂!
✗:評論性讚賞: 你真係乖啦 / 你真係聰明

24

七式管教法



影片

孩子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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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2fCeEkD0z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2fCeEkD0zA%20%20


(4)多欣賞 少批評
描述性讚賞技巧: 
1.描述你所見到的

例:我見到地板好乾淨,書都好整齊咁排好哂! 
2.描述你的感受

例:行入你間房,感覺好舒服

3.將孩子值得讚賞的行為用一個詞語去總結
例:你將所有筆分哂類咁放,好有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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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式管教法



(4)多欣賞 少批評
描述性讚賞技巧

練習: 
(1)說出孩子最近有進步的地方

(2)用描述性讚賞,說出三個孩子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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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式管教法



(5)學習聆聽溝通
• 積極聆聽-多聽多問孩子的感受和意見

• 接納孩子的情緒(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 
例子1: 孩子考試取得50分
例子2: 孩子倒瀉了飯菜

例子3: 孩子在班上搗亂

28

七式管教法



(5)學習聆聽溝通
應用:例子3: 孩子在班上搗亂

29

七式管教法

對話 分析

社工 ： 姑娘知道你唔開心 同理心

社工 ：(隔一會兒)你想同佢地玩，但唔知用咩
方法，係嗎？

嘗試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感
到被明白

孩子 ： （點頭，不再哭泣） 冷靜下來

社工 ：但你頭先咁做，會有咩影響？ 與孩子一同檢討

孩子 ：會騷擾到其他人

社工 ： 係喎，咁你覺得而家應該點做？ 面對錯失

孩子 ：同姑娘道歉

社工 ：其實你都諗得到點做。不如我地一齊諗
下可以點到其他人做朋友，又唔影響到人丫

肯定孩子能力
解決問題，避免再發生



(5)學習聆聽溝通

好處: 
1)了解子女的心情後,你會更明白他們

2)紓緩父母情緒,更有耐性

3)子女更信任父母,增進親子關係

30

七式管教法



(6)提供選擇
家長可在控制範圍內給予孩子選擇,讓孩子明
白自己有自主權,孩子在自行選擇時做的決定,
往往實踐能力較高。

實踐:給予孩子A或B的選擇,說出該選擇的後
果 。

提醒:當父母說出了的條件,便要信守承諾。

31

七式管教法



7) 屋企大家有份
•家庭是大家一起建立的

•讓子女感受他/她是家庭的一份子

•父母共同管教子女、子女共同分擔(如家務）

•學習尊重子女,聆聽他/她的意見

•在事情的決策上,可讓子女參與

32

七式管教法



(7) 屋企大家有份
•鼓勵孩子自立的技巧

A)讓孩子自己做選擇

B)尊重孩子的努力

C)不問太多問題

D)別急著告訴答案

E)鼓勵孩子善用資源

F)別毀掉孩子的希望
33

七式管教法



(7) 屋企大家有份
好處:
1)讓子女學習承擔及付出

2)減輕父母的壓力

3)協助子女變得有主見、自律、獨立

4)增強家庭之間的凝聚力

34

七式管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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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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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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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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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訂定目標和規則?

• 幫助孩子學會自律守規

• 子女有清晰指引，易於實行

• 讓子女清楚明白家長的期望，也讓家長明白

自己的期望，減低親子之間的磨擦

• 幫助孩子養成良好的習慣

第一步：有規有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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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訂定?

1. 及早訂定

2. 簡單列明，貼在當眼處

3. 瞭解子女的能力，訂立合理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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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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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行為指標的準則：S.M.A.R.T.

Specific:具體

Measurable:可量度

Achievable:可實現

Relevant:有關連

Time bound:有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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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目標

不能沒有禮貌

不可與別人爭
電視遊戲機玩

要稱呼別人姓名，要對
人說早晨、午安、晚安

你先玩這個，
二十分鐘後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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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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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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好行為的規則
1. 特定行為發生後立即給予獎勵

2. 每次特定行為發生後都要獎勵

3. 確定獎勵是針對您親人個人而有意義的

4. 不給予獎勵，直到特定行為發生後才給予

第二步：獎罰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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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篇



44

親子銀行

提款

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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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一)：獎勵計劃

獎賞的種類

物質獎賞：藉提供活動或物質

非語言獎賞：(例如：欣賞用身體語言表達對

孩子的欣賞和稱讚的目光、擁抱)

口頭讚賞：用說話稱讚孩子的正面行為

象徵性獎賞：用象徵的物品或標記去嘉許和

記錄孩子的理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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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一)：獎勵計劃

• 善用口頭讚賞

 讚賞他的動機：「雖然做得未夠好，但我見
到你好有心機做，我好欣賞你。」

 讚賞他的努力：



影片

識得讚 ，一定係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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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uQT8j-0xo&index=16&list=PLtcL7ag_Hb8N6bopcjbuxiB83IoZgvL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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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一)：獎勵計劃

• 善用象徵性獎賞

我見到你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____________________

媽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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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二)：服從訓練

每天刻意製造讚賞孩子服從性的機會

– 孩子當時沒有其他事要做

– 要求孩子為你做一些輕巧，他能力應付

得到的事情

– 完成後，衷心感謝或讚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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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三)：親子時間

• 隆而重之地宣佈成立「親子時間」

• 每天/每星期定一個固定的時間，不用太長

• 氣氛：開心、輕鬆、享受

• 目的：建立關係，給予孩子完全的關注

• 活動：聽聽孩子的心聲

• 注意：1.不要批評，不要「秋後算帳」

2.如有兩個或以上的子女，最好個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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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四)：溝通技巧

童心﹒同心 (ACT)
- 講出孩子當時的感受 (Acknowledge feelings)

- 指出做錯的行為 (Communicate wrongdoing)

- 指導更理想的行為 (Target behavior)

例子：
「佢整跌你本書，你覺得嬲都唔奇。但係你咁做，
同學仔就會唔鍾意你。可能佢唔覺意呢﹖同學
應該以和為貴嘛。」



52

貼士 (四)：溝通技巧

善用聲線及表情

− 不同的說話內容，用不同的聲線、表情，甚至
語氣

例子：

− 平日或讚賞：用溫柔的聲線，保持笑容

− 責罰時：用較嚴肅的聲線及表情

− 給予指令時：用「機械人」聲和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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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四)：溝通技巧

口軟手硬

溫馨提示：

玩完的玩具，請把它們放回我裏面。

玩具盒上

陳宅家規

5. 玩完的玩具要收好，否則玩具要在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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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施恩﹖何時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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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施恩﹖何時施威﹖

• 避免和孩子即時「講道理」

• 簡短而清晰地說出指令

• 如果孩子在發脾氣，應先協助他平靜下來

• 盡量在孩子心情平和的時候才說道理

• 如果是一些可預計的行為問題，盡量在該

行為發生前說明要求及理由



總結

• 孩子是一個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 孩子是獨特及值得尊重的

• 孩子也會經歷開心與失落

• 重新去認識你的孩子,重新檢視親子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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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長的箴言》

在譏諷中長大的孩子，苛於責人

在敵對中長大的孩子，常懷敵意

在嘲笑中長大的孩子，畏首畏尾

在羞辱中長大的孩子，過份自責

在容忍中長大的孩子，學曉忍耐

在鼓勵中長大的孩子，滿懷信心

在讚賞中長大的孩子，懂得尊重

在公平中長大的孩子，有正義感

在安全感中長大的孩子，對人信賴

在嘉許中長大的孩子，能夠自愛

在接納與友愛中長大的孩子，會找到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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