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
如何轻易地令孩子的行为表
现良好
•• 建立安全和有趣的环

•

境：儿童是爱动的，所
以家中环境设施要安
全，适合他们活动和探
索，尽量减少对他们说
「不可，不可」。当儿
童感觉无聊时，可转换
环境令活动变得有趣，
如带同小食、玩具或书
本与孩子出外散步。

•

设立生活常规：每天有
规律的生活令孩子有安
全感。当活动变成习惯
时，孩子便易于遵守规
则，例如收拾玩具。
建立日程可令孩子的
进餐作息定时，睡眠
充足。包括多样的户
外、户内体力活动。
若每天遵照规定的时
间就寝孩子便会易于
入睡。

•

作好榜样：儿童是从观
察别人的行为中学习，
所以你应有正面的行为
作模范。如果想孩子有
礼貌，谨记让他听见你
对别人说「请」、「谢
谢」等。

当你和孩子建立了
互相依附的关系时，
他便会跟从你的指
示。

赞赏及鼓励好行为：让
孩子知道你注意到他们
的好行为。赞赏和鼓励
是最佳方法令孩子清楚
知道你喜欢他们做什
么。这样会帮助孩子明
白你对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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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Team ‒ ASSIST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 Edmonton, AB.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活动提议
生活程序图画化

跟从领袖

•• 生活程序图画表能帮助你的孩子容易

•

孩子从观察及模仿中学习，所以他们
喜欢玩「跟从领袖」游戏。

•

这个游戏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如户
外、公车或等候室，动作视乎地方大
小而定，可静态（双手摆放不同位
置）或动态（大步环走和摆动双
手）。

•

孩子首先模仿你的动作，跟着由他带
领动作你跟从。5岁的孩子可模仿繁复
一点的动作。

明白家中的生活规律。你可和孩子一
起做。年纪小的孩子可用图画画出每
一个程序，稍大的孩子可加上文字。
例如：你可用图画把冬天穿衣的程序
逐一画出来。

•

首先列出你孩子在冬天下雪时要穿的所
有户外衣物。每一件衣物你都需要一张
图片。你可以自画或从报章广告剪下或
将每一件衣物拍照。年纪稍大的孩子可
请他们自己画或剪下。帮你的孩子将图
片按次序编排，贴在一张大纸上，然后
贴在穿衣外出的墙壁上让孩子照着它顺
序穿衣。

Program providers: Please use this space to input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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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订立合理的规则
•• 不同年龄有不同期望：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行
为和思想会随着不同阶
段而改变。了解他们各
阶段的发展，可以帮助
你根据他们的年龄和能
力来订立实际的期望。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过高
或过早会使双方面都产
生挫败感。

•

规矩与限制要清晰：清
晰、简单及具体的规限
能令孩子易于明白你对
他的期望。告诉孩子你
订立规则的原因，并要
天天一致地执行。

•

•

明确的指示：用正面代
替负面的语句，例如：
「走」代替「不可以
跑」；「用手轻轻摸
BB」代替「不可以打
BB」。少说“不可
以”能令大家的感觉舒
服些。

•

经常提醒：儿童不会常
常记着你的规则，他们
会经常犯错。家长要有
耐性，从容而坚定。

儿童需要你的引
导。他需要你一致的
教导及耐性。

限制随孩子成长而改
变：规则应随着孩子
的年龄而改变，如减少
睡眠时间，不用午睡或
根据孩子的年龄来推迟
上床时间。孩子渐长时
可以让他一起参与订立
规则。

The MAKE REASONABLE RULE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Team ‒ ASSIST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 Edmonton, AB.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活动提议
「西门说……」

唱歌学规则

•• 这个游戏比较适合4岁或以上的儿童，

•

儿歌是让儿童记得规则的最好方法。孩
子会喜欢你以唱歌代替说话的方式来吩
咐他们做事。你可把字句加进熟悉的调
子里，如午餐时间，你唱：「当你感到
肚饿(饿了)请你快来吃」，这是寄调
「If youʼ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当你感到快乐)」。

•

一些儿童对转换活动会感到有压力。这
些自创儿歌除了可帮助他们转移情绪外
更可给他们一个讯息:“接下来将会
是……”。孩子会很快识别歌曲。只要
唱出前两个音符，他们已经知道你的意
向，甚至会跟着你唱，那样他便有整首
歌的时间来转换活动。如：还有两分
钟，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我们收
玩具。

可帮助他们练习聆听及跟从指示。有些
三岁儿童也会感兴趣。两人或一组人
玩。担任“西门”那人站在前方面向其
他人。当西门说“西门说摸脸颊”，大
家便摸自己脸颊。西门继续发号司令叫
大家做不同的动作。但要用「西门说」
做开始，如没有「西门说」就不用听他
的命令，例；当西门说：「摸脚趾」，
大家就不要动。

•

与年幼的儿童玩游戏时不用论输
赢。如果他们做错了动作，可回以
一笑便继续游戏。可让他们轮流做
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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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保持冷静和联系
•• 帮助孩子平静：孩子

•

帮助孩子用说话表达：
教导孩子感受的名称，
如高兴、悲伤、惧怕、
愤怒等，让他们懂得怎
样用说话来表达感受。
如:“你好像不开心”；
“今天很高兴见到你很
快乐”。当孩子感到别
人明白其感受和被尊重
时，他们便会学到同理
心。

•

接受孩子的情绪：让孩
子知道不开心和愤怒是
可接受的。人人都有这
些情绪。你可以接受孩
子负面的情绪但不能接
受他不好的行为，他可
以愤怒但不可以打人。

在平静的情绪下才会有
好行为。有时候他们需
要帮忙才能平静下来。
你可用拥抱、轻摇或唱
歌来使婴儿平静；小童
则可用带离现场方法来
转移他们的注意。多次
深呼吸也可平静你和孩
子的紧张情绪。

•

聆听感受：“同理心”
是指能明白他人的感
受。当你尝试去了解孩
子的感受时，会令孩子
知道你尊重他。先让他
知道自己的情绪发生什
么事，如：「我知道你
因被别人抢走了玩具不
高兴。」。用你“明白
他行为的原因”来建立
关系，他便会感觉到你
的关怀。

•

保持冷静：当孩子违反
规则时，发脾气是无补
于事的。若你能冷静地
跟他对话，孩子的思路
会比较清晰。有时候父
母很难保持冷静及理
智。为了树立好榜样，
在愤怒情绪下若你觉得
自己会说出或做出一些
会后悔的事时，给自己
一点时间。在确保孩子
安全的情况下，独处片
刻，直至自己冷静下
来。

The STAY CALM AND CONNECTED tip sheets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Team ‒ ASSIST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 Edmonton, AB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活动提议
吹泡泡

一起共舞

•• 深呼吸是平静情绪的最佳方法，对成人或小孩都有

•

效。若想使深呼吸练习变得有趣，可用吹泡泡游戏方
式进行。
泡泡液的制法：
1. 在碗中放半吋的水
2. 按3-4滴洗洁精在水中
3. 慢慢把它混合
4. 如想效果更好，可加入1茶匙（5 ml）甘油
(glycerine)，在药房有售。

•

任何有孔的东西都可吹泡泡。你可买吹泡泡管，
又可以用小漏斗甚至曲奇饼模具。吹泡泡需要练
习。大部分两岁左右的孩子若懂得控制呼吸便会
吹泡泡。但每个孩子都不同。若你能拿着吹泡泡
管让孩子吹，他会比较容易学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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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孩子需要移动身
体来平静情绪，可在厨
房内放些音乐让孩子舞
动。选一些配合你心情
的音乐，轻快或柔和均
可，视乎你想消耗孩子
的精力还是只想平静他
的情绪。给孩子一条毛
巾或阔丝带跟着音乐舞
动，如有需要你可加入
与他一起共舞。

行为
引导孩子好行为方法
•• 紧记儿童的年龄：年纪

•• 提供选择：岁半至两岁

小的儿童因自控能力比
较弱，所以就算知道规
则也未必能遵守。当他
们日渐长大便会了解规
则及记着它们。所以当
你引导他们时，要考虑
到他们的年龄及能力。

的小孩常说「不」，所
以我们要避免问他们一
些问题的答案只有
「是」与「不是」。例
如：「我们去购物好
吗？」不如说：「我们
现在一起去购物。」或
者给他两个你可接受的
选择：「你想穿外衣还
是毛衣？」

•• 转移注意：当你的孩子
想要一些危险对象时，
你可以用其它玩具或活
动转移他的注意。又或
者当他想做一些违反规
则的事时，你可以告诉
他：「我想带你到那边
去看一看。」

无论你怎样教导孩
子，他们仍会犯错。

•• 后果自负：三岁以上的
儿童会明白到他们的行
为与后果是有关连的。
所以你可以为他们的行
为订立后果，让他们从
错误中学习，如乱丢食
物在地上，他要帮忙清
理。后果是要公平、合
理、安全和适合他们的
年龄。父母也要有耐
性，坚定遵循跟孩子订
立的后果。

The WAYS TO GUIDE YOUR CHILDʼS BEHAVIOUR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Team ‒ ASSIST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 Edmonton, AB.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活动提议
将会如何…

••你可以与学前儿童
玩“将会如何…”这
个游戏。如你问孩
子：“假若我们不见
了书包，将会如何
呢?”与孩子一同说
出不见了书包后所有
的后果。这样可帮助
孩子联想事情的后果
和处理方法。

自制布偶

••孩子觉得闷时便会出
现不良行为。你可以
利用布偶来转移他们
的情绪。自制一些简
单的布偶放在口袋
里，当孩子觉得闷时
便拿出来（如在超市
排队等候），移动布
偶的嘴巴，用不同的
声音跟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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