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為

The WAYS TO GUIDE YOUR CHILD'S BEHAVIOUR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引導孩子好行為方法

 • 緊記兒童的年齡：年紀
小的兒童因自控能力比
較弱，所以就算知道規
則也未必能遵守。當他
們日漸長大便會了解規
則及記著它們。所以當
你引導他們時，要考慮
到他們的年齡及能力。

 • 轉移注意：當你的孩
子想要一些危險物件
時，你可以用其它玩具
或活動轉移他的注意。
又或者當他想做一些違
反規則的事時，你可以
告訴他：「我想帶你到
那邊去看一看。」

 • 提供選擇：歲半至兩歲
的小孩常說「不」，所
以我們要避免問他們一
些問題的答案只有
「是」與「不是」。例
如：「我們去購物好
嗎？」不如說：「我們
現在一起去購物。」或
者給他兩個你可接受的
選擇：「你想穿外衣還
是毛衣？」

 • 後果自負：三歲以上的
兒童會明白到他們的行
為與後果是有關連的。
所以你可以為他們的行
為訂立後果，讓他們從
錯誤中學習，如亂丟食
物在地上，他要幫忙清
理。後果是要公平、合
理、安全和適合他們的
年齡。父母也要有耐
性，堅定遵循跟孩子訂
立的後果。 

無論你怎樣教導孩子，
他們仍會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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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布偶
• 孩子覺得悶時便會出

現不良行為。你可以
利用布偶來轉移他們
的情緒。自製一些簡
單的布偶放在口袋
裏，當孩子覺得悶時
便拿出來（如在超市
排隊等候），移動布
偶的嘴巴，用不同的
聲音跟他説話。

將會如何…

•你可以與學前兒童
玩“將會如
何…”這個遊戲。如你
問孩子： “假若我們
不見了書包，將會如
何呢?”與孩子一同說
出不見了書包後所有
的後果。這樣可幫助
孩子聯想事情的後果
和處理方法。 

活動提議



行為

The STAY CALM AND CONNECTED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保持冷靜和聯繫

 • 幫助孩子平靜：孩子在
平靜的情緒下才會有好
行為。有時候他們需要
幫忙才能平靜下來。你
可用擁抱、輕搖或唱歌
來使嬰兒平靜；小童則
可用帶離現場方法來轉
移他們的注意。多次深
呼吸也可平靜你和孩子
的緊張情緒。

 • 聆聽感受：“同理心”是
指能明白他人的感受。
當你嘗試去了解孩子的
感受時，會令孩子知道
你尊重他。先讓他知道
自己的情緒發生什麼
事，如：「我知道你因
被別人搶走了玩具不高
興。」。用你“明白他行
為的原因”來建立關係，
他便會感覺到你的關
懷。

 • 幫助孩子用說話表達：
教導孩子感受的名稱，
如高興、悲傷、懼怕、
憤怒等，讓他們懂得怎
樣用說話來表達感受。
如:“你好像不開心”；“今
天很高興見到你很快
樂”。當孩子感到別人明
白其感受和被尊重時，
他們便會學到同理心。

 • 接受孩子的情緒：讓孩
子知道不開心和憤怒是
可接受的。人人都有這
些情緒。你可以接受孩
子負面的情緒但不能接
受他不好的行為，他可
以憤怒但不可以打人。

 • 保持冷靜：當孩子違反
規則時，發脾氣是無補
于事的。若你能冷靜地
跟他對話，孩子的思路
會比較清晰。有時候父
母很難保持冷靜及理
智。為了樹立好榜樣，
在憤怒情緒下若你覺得
自己會說出或做出一些
會後悔的事時，給自己
一點時間。在確保孩子
安全的情況下，獨處片
刻，直至自己冷靜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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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泡泡
 • 深呼吸是平靜情緒的最佳方法，對成人或小孩都有

效。若想使深呼吸練習變得有趣，可用吹泡泡遊戲方
式進行。

1. 在碗中放半吋的水
2. 按 3-4 滴洗潔精在水中
3. 慢慢把它混合
4. 如想效果更好，可加入 1 茶匙（5ml）甘油

(glycerine)，在藥房有售。

 • 任何有孔的東西都可吹泡泡。你可買吹泡
泡管，又可以用小漏斗甚至曲奇餅模具。
吹泡泡需要練習。大部分兩歲左右的孩子
若懂得控制呼吸便會吹泡泡。但每個孩子
都不同。若你能拿著吹泡泡管讓孩子吹，
他會比較容易學懂。 

一起共舞
 • 有時候孩子需要移動身

體來平靜情緒，可在廚
房內放些音樂讓孩子舞
動。選一些配合你心情
的音樂，輕快或柔和均
可，視乎你想消耗孩子
的精力還是只想平靜他
的情緒。給孩子一條毛
巾或闊絲帶跟著音樂舞
動，如有需要你可加入
與他一起共舞。 

活動提議 

泡泡液的製法：



The MAKE REASONABLE RULE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訂立合理的規則

 •

經常提醒：兒童不會常常
記著你的規則，他們會經常
犯錯。家長要有耐性，從容
而堅定。 

• 不同年齡有不同期望：孩子在成
長過程中，行為和思想會隨著不同
階段而改變。了解他們各階段的發
展，可以幫助你根據他們的年齡和
能力來訂立實際的期望。家長對孩
子的要求過高或過早會使雙方面都
產生挫敗感。 明確的指示：用正面代替

負面的語句，例如：「走」
代替「不可以跑」；「用手
輕輕摸 BB」代替「不可以
打 BB」。少說“不可以”能
令大家的感覺舒服些。

 •

限制隨孩子成長而改變：
規則應隨著孩子的年齡而改
變，如減少睡眠時間，不用
午睡或根據孩子的年齡來推
遲上床時間。孩子漸長時可
以讓他一起參與訂立規則。 

 • 規矩與限制要清晰：清
晰、簡單及具體的規限能令
孩子易於明白你對他的期
望。告訴孩子你訂立規則的
原因，並要天天一致地執
行。

兒童需要你的引導。他需要你
一致的教導及耐性。

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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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學規則
 • 兒歌是讓兒童記得規則的最好方法。

孩子會喜歡你以唱歌代替説話的方式
來吩咐他們做事。你可把字句加進熟
悉的調子裏，如午餐時間，你唱：
「當你感到肚餓(餓了)請你快來
吃」，這是寄調「If youʼ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當你感到快
樂)」。 

一些兒童對轉換活動會感到有壓力。
這些自創兒歌除了可幫助他們轉移情
緒外更可給他們一個訊息: “接下來將
會是……”。孩子會很快識別歌曲。只
要唱出前兩個音符，他們已經知道你
的意向，甚至會跟著你唱，那樣他便
有整首歌的時間來轉換活動。如：還
有兩分鐘，還有兩分鐘，還有兩分
鐘，我們收玩具。 

「西門説……」
這個遊戲比較適合 4 歲或以上的兒
童，可幫助他們練習聆聽及跟從指
示。有些三歲兒童也會感興趣。兩人
或一組人玩。擔任“西門”那人站在前方
面向其他人。當西門說 “西門說摸臉
頰”，大家便摸自己臉頰。西門繼續發
號司令叫大家做不同的動作。但要用
「西門說」做開始，如没有「西門
說」就不用聽他的命令，例；當西門
説：「摸腳趾」，大家就不要動。 

• 

活動提議

• 與年幼的兒童玩遊戲時不用論輸
贏。如果他們做錯了動作，可回以
一笑便繼續遊戲。可讓他們輪流做
領袖。

• 



The MAKE IT EASY FOR YOUR CHILD TO BEHAVE WELL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如何輕易地令孩子的行
為表現良好 

 • 建立安全和有趣的環
境：兒童是愛動的，所
以家中環境設施要安
全，適合他們活動和探
索，盡量減少對他們說
「不可，不可」。當兒
童感覺無聊時，可轉換
環境令活動變得有趣，
如帶同小食、玩具或書
本與孩子出外散步。

• 設立生活常規：每天有
規律的生活令孩子有安
全感。當活動變成習慣
時，孩子便易於遵守規
則，例如收拾玩具。建
立日程可令孩子的進餐
作息定時，睡眠充足。
包括多樣的戶外、戶內
體力活動。若每天遵照
規定的時間就寢孩子便
會易於入睡。

 • 讚賞及鼓勵好行為：讓
孩子知道你注意到他們
的好行為。讚賞和鼓勵
是最佳方法令孩子清楚
知道你喜歡他們做什
麼。這樣會幫助孩子明
白你對他們的期望。

作好榜樣：兒童是從觀察
別人的行為中學習，所以
你應有正面的行為作模
範。如果想孩子有禮貌，
謹記讓他聽見你對別人說
「請」、「謝謝」等。

當你和孩子建立了互相
依附的關係時，他便會
跟從你的指示。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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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程序圖畫化
 • 生活程序圖畫表能幫助你的孩子容易
明白家中的生活規律。你可和孩子一
起做。年紀小的孩子可用圖畫畫出每
一個程序，稍大的孩子可加上文字。
例如：你可用圖畫把冬天穿衣的程序
逐一畫出來。

• 首先列出你孩子在冬天下雪時要穿的所
有戶外衣物。每一件衣物你都需要一張
圖片。你可以自畫或從報章廣告剪下或
將每一件衣物拍照。年紀稍大的孩子可
請他們自己畫或剪下。幫你的孩子將圖
片按次序編排，貼在一張大紙上，然後
貼在穿衣外出的牆壁上讓孩子照著它順
序穿衣。

跟從領袖
 • 孩子從觀察及模仿中學習，所以他們
喜歡玩「跟從領袖」遊戲。 

 • 這個遊戲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如戶
外、公車或等候室，動作視乎地方大
小而定，可靜態（雙手擺放不同位
置）或動態（大步環走和擺動雙
手）。

 • 孩子首先模仿你的動作，跟著由他帶
領動作你跟從。5 歲的孩子可模仿繁複
一點的動作。

活動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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