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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歷﹕ 
1. 2002年開始參與外展工作 
2. 14年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督導經驗 
3. 17年個案危機處理及活動風險管理經驗 
4. 17高危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經驗 
5. 統籌不同大型活動、營地活動及籌款活動 
6. 社會工作學士 
7. 社會科學碩士 
8. 一位爸爸 

 



復課前夕 東九龍男女學童先後墮樓亡 

 



青年協會6月2日調查報告 

 訪問1,821名中學生 

 半數（50.2%）面對復課的壓力指數屬偏高，自評
為7至10分 

 超過五成（53.3%）表示「擔心追不上學習進度」 

 超過五成(52.7%) 「擔心短期內要考試，未能應付」 

 「擔憂」（40.6%）、「緊張」（34.1%）、「不安」
（29.8%）、「開心」（24.6%）及「平靜」
（22.3%） 

 三成（30.7%）表示不希望復課 

 

 



青年協會家長調查 

訪問全港221位家長 

近六成受訪家長表示因疫情令他們經常或間中引發
壓力(疫情、經濟、家庭關係) 

超過七成人指當無法處理壓力時出現負面情緒 

焦慮（18.5%）、無奈（17.6%）及緊張（16.6%） 

購買防疫用品（19.5%） 

與疫情相關公共衛生事項（16.7%） 

處理因子女停學而引伸的事項（15.7%） 



親子關係十大死穴 

家長眼中破壞親子關係的子女行為 

1 經常駁咀駁舌(67%) 6 拒絕與我溝通(48.3%) 

 

2 十問九唔應(61.7%) 7 對我粗言穢語(40.2%) 

 

3 講大話(57.1%) 8 對我不瞅不睬 (35.5%) 

 

4 沉迷電子產品(56.9%) 9 打我(35.5%) 

 

5 不用功讀書(47.8%) 10 呼喝/命令我做事(32.6%) 

 

一千位小四至中三的學童及家長 



親子關係十大死穴 

子女眼中破壞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1 刻意地拿我和其他比我
優秀的人作比較(53.2%) 

6 冤枉我(48.3%) 

 

2 講過唔算數(53%) 7 擅自幫我做決定(43.5%) 

 

3 以侮辱性說話傷害我自
尊心(52.4%) 

8 不關心我的感受和需要(42.5%) 

 

4 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
(50.3%) 

9 在公眾場合打罵我(40.8%) 

 

5 不問理由便先責罵我
(49.4%) 

10 體罰(38.7%) 

 

一千位小四至中三的學童及家長 



無助改善關係的溝通方式 

封鎖型 

翻舊帳型 

情緒勒索型 

不傾聽型 



封鎖型 

 習慣強烈情緒才有反應 

 青少年子女會模仿成人,他們分不清
你在「教」他還是向他「示範」 

 另一極端會導致過度抑壓，嚴重者可
造成社交退化、語言退化、同理心退
化、無法發展複雜情緒 

 

 

 

唔准嘈!即刻收聲! 

唔准嬲!唔准發脾氣! 

夠啦你! 
 

 

 



翻舊帳型 

青少年子女不清楚你的準則 

引起不服氣，挑戰權威 

焦點放於爭辯 

 

 

 

每次你都要我叫先做! 

永遠你都唔執野! 

次次你都係咁! 

 
 

 

 



情緒勒索型 

以親密關係當賭注 

青少年子女出現情緒時，可能正尋求
親密的避風港，但避風港卻不容許他
進入 

容易被模仿：「我唔做你個仔！」
「你唔買比我，我離家出走！」「最
憎你！」 
 

 

我對你咁好都要嬲我! 

再發脾氣我就唔要你! 

再係咁你就唔好返屋企！ 
 

 

 



不傾聽型 

青少年子女得不到應有回應，
會越鬧越激 

成人會忽略了青少年子女的感
受及需要 

 

 

 

咁小事都喊？! 

咁都發脾氣？！ 

 
 

 

 



孩子的腦袋 

5歲 

20歲 

越深色發展越成熟 



孩子的腦袋 
方格內是控制執行功能的地方: 

(後期才開始發展) 

衡量長遠結果 

抑制衝動 



鯨魚哲學 



肯.布蘭佳(Ken Blanchard) 

美國領導學和組織行為學教授 



Whale Done! Well Done! 

建立信任 

及時給予肯定（而不是給予否定） 

出錯時調整注意力（調整指令） 

表揚進步（這是一個動態目標） 
 

 



建立信任 
 



及時給予肯定（而不是給予否定） 
 



出錯時調整注意力（調整指令） 
 



表揚進步（這是一個動態目標） 
 



真實個案 

阿皮 



  

 有效的讚賞 
正面？ 

獎勵？ 

讚賞？ 



 兩種讚賞的實驗 

美國心理學家卡蘿.德威克 

找了400位小學五年級的學生
參加4回合的測驗 



第一回合 
 

你好聰明 你好努力 

給予非常簡單的一個測驗 



第二回合 
 

你好聰明 你好努力 

難的會讓你學到很多東西，做簡單的你會得到很高分 

33%選擇困難的 92%選擇困難的 

一份難的和一份簡單的測驗 



第三回合 
 

你好聰明 你好努力 

給予超越他們程度的困難測驗 

遇到困難卻加倍努力， 

積極地用盡各種方法尋求答案 

不知所措， 

甚至許多人提早放棄 



第四回合 
 

你好聰明 你好努力 

給予一開始一樣簡單的測驗 

學生平均進步了30% 學生平均退步了20% 



兩種讚賞 
 

你好聰明 你好努力 

可控制， 

知道努力與改變有關 
不能控制， 

不知道如何改變 



 

 有效讚賞四步曲  

 第一步 – 描述良好行為 （Description of appropriate behavior) 

「唔該哂,你今天洗晒D碗」 

 第二步 – 解釋好處／優點 （Rationale） 

「有你幫忙,我條腰冇咁酸」 

 第三步 – 請孩子認同 （Request acknowledgement） 

「你知唔知你幫助媽媽一個大忙?」  

 第四步 – 提供正向結果 （Positive consequence） 

「明天我工作更有精神」 



 

 非暴力溝通 

 Marshall B. Rosenberg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國際性締造和平組織非暴力溝通中心（CNVC）的創
始人和教育服務主管 

「和平之橋」獎 

美國微軟公司執行長納德拉（Satya Nadella）上任
時，送給每位主管一本「非暴力溝通」，藉以改善
公司內部的溝通文化 



 

非暴力溝通 

 一般溝通／暴力溝
通 

非暴力溝通 

批評 觀察 

想法 感受 

策略 需要 

命令 請求 



 

 暴力溝通-批評 

明顯的例子 

你每次都唔及格，你太懶散！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你真係一個好孩子，能夠聽我說話！ 

 

正面與負面都可能是批評 



 

 非暴力溝通-觀察 

明顯的例子 

你每次都唔及格，你太懶散！ 

你呢次英文測驗唔及格，我知道你用左１５分鐘
溫習，我記得上次你及格時，你用左４５分鐘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你真係一個好孩子，能夠聽我說話！ 

上次我講過，吃飯時不看電話，今次你做到啦！ 
 



 

 暴力溝通-想法 

明顯的例子 

你咁樣講野，我覺得被侮辱！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不被尊重、被利用、被看輕、被批評 

 

我們知道表達「感受」的重要，但我們容易混淆了「想法」 

「批評」及「想法」都會引起「抗辯」、「防衛機制」 

—「我冇唔尊重你！」「我冇侮辱你！」 
 



 

 暴力溝通-感受 

明顯的例子 

你咁樣講野，我覺得被侮辱！ 

你咁樣講野，我覺得好嬲／好傷心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不被尊重、被利用、被看輕、被批評 

憤怒／傷心／難過／不安／失望 
 

 



 

 暴力溝通-策略 

明顯的例子 

你只可以每日打半個鐘機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你應該先做功課後打機 
 

 

 

 



 

 非暴力溝通-需要 

明顯的例子 

你唔可以每日打３個鐘機 

你係咪非常喜歡呢個遊戲，因為佢有趣／刺激／
可以同同學一齊玩?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你應該先做功課後打機 

你係咪希望做完功課之後可以輕鬆一下? 
 

 

 

 

 



 

 暴力溝通-命令 

明顯的例子 

即刻同我放低!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收聲! 
 

 

 

 



 

 非暴力溝通-請求 

明顯的例子 

即刻同我放低! 

請你放低 

常見而不為意的例子 

收聲! 

請你安靜 
 

 

 

 



親子關係十大補充劑 

家長眼中增進親子關係的子女行為 兒童眼中增進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1 與我分享心事(78.8%) 關心我的感受(62.8%) 

2 接納我的意見(56.4%) 信任我(62.7%) 

3 主動諮詢我的意見(52%) 給我讚賞及鼓勵說話(62.1%) 

4 主動關心我(51.2%) 樂意聆聽我的心聲(52.4%) 

5 自動自覺溫習(51%) 包容我犯錯(52.3%) 

6 當我生病時主動關心我(49.2%) 帶我往外地旅行(48.3%) 

7 體諒我的困難(46.3%) 購買我喜歡的物品(48%) 

8 用功讀書(44.8%) 送禮物給我(47.7%) 

9 主動擁抱或親吻我(44%) 容讓我自己做決定(44.9%) 

10 認同我為他所作的背後的良好動機(35.3%) 接納我的意見(44.1%) 

一千位小四至中三的學童及家長 



復課前後準備 



復課前準備 

1. 制定日常時間表  

 建議家長可提早於復課前兩星期開始與子女 一起編寫日
常時間表︐安排每日的作息時間︐鼓勵及督 促子女按時
執行︐以便預早回復正常的生活規律︒ 

2. 注意心理狀況 

 焦慮、恐懼、憤怒、不安 

3. 準備復課 

 預備足夠以下的防疫用品︓ 口罩︑口罩套︑酒精搓手液
︑消毒濕紙巾︑紙巾 以便保持衛生︒ **如有困難可尋求
學校社工協助防疫措拖 



復課後準備 

1. 減少接觸和聚集 

2. 注意健康狀況 

3. 注意心理狀況 

於安全︑寧靜的環境與子女對談  

保持冷靜和耐性  

肯定及接受子女的負面情緒 

肯定子女的強項及所付出的努力  

容許靜默的時間 



家長面對疫情的建議 

方法一正面思考  

「屋企口罩雖然用晒」/唯有減少出街/可能
朋友有儲備  

「醫生仲未打黎」/應該無事既/憂慮並不能
解決問題/唔好令屋企 人擔心/不如諗一D實
際的預防措施先 



家長面對疫情的建議 
方法二—察覺自己需要  

 明白到在疫症爆發時感到有壓力︑失落︑内疚︑憤怒是常見
的  

 做自己喜歡的事來放鬆︐例如︓吃一頓豐富的晚餐︑閲讀︑
聽音樂︑浸浴等  

 若發現自己有過多的擔憂想法或重複行為︐可透過深呼吸︑
洗面︑飲水等的行動來暫停自己︐ 有助回復平靜  

 和朋友保持聯絡︐分享對於疫情的感受和有用的健康資訊︐
盡情享受閒談的時光  

 增值自己（如學習煮新的菜式或煲防疫湯水） 

 最重要當然是保持充足睡眠︑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 



家長面對疫情的建議 

方法三—「投其所好」 

增加彼此共同話題 復課在即︐不如享受
親子時光 

一同分擔家中抗疫工作 

與子女上看電影 

玩 Board Game 



家長面對疫情的建議 

方法四—戒催促孩子功課或溫習進度 

 因疫情關係要留在家中︐對網上每天更新的功課及知識感到
吃不消︒ 

 作爲家長︐除訂立使用電腦的合理規則外︐不如多發掘對方 

的優點 

 ︐嘗試多傾談︐或說一些鼓勵的說話︒  

 「感謝你願意同我分享︒」  

 「我會陪喺你身邊︒」  

 「當你覺得驚或者擔心嘅時候︐爸爸/媽媽會喺度陪住你︒」  

 以上三句︐勝過糾正子女的錯處及挑剔︒ 



家長面對疫情的建議 

方法五—準備子女喜歡的食物  

為子女準備他們喜歡的食物 

一起製作︐ 拉近親子關係︒ 

更可以送上鼓勵卡︐讓彼此多些了 

解和體諒︐關係自然更加融洽︕ 



兩種改善關係方法 

 

 

 

 

 

 

 

三個抒援親子壓力/情緒大
法 
 

•陪伴玩耍 

•擁抱 



陪伴玩耍 

「家庭開心指數與優質親子時間」調查 

訪問了995名幼稚園及初小學生家長 

 92%過去一個月內，因工作後身心俱疲或忙於處理家
事等原因，拒絕與子女玩耍 

 30%經常或間中拒絕與子女玩耍 

 80%認為要排除一切干擾，專心與子女相處困難 

 67%表示未能經常以和平穩定的情緒管教子女 

近50%過去一個月未有經常與子女有積極正面的互動 



陪伴玩耍 

父母陪伴子女玩耍的好處: 

可讓孩子學會與人相處 

子女踏入青春期，仍容易與父母「有偈傾」 

若父母屢次拒絕子女陪伴要求，孩子以後或
會將心事收起 

父母與子女能一同享受抒懷 



擁抱 
為何要擁抱你的孩子? 
 在一個充滿愛和安全的環境，有利於他們的發展 

 身體接觸會在大腦中釋放一種化學物質，促進快樂和低壓力
的荷爾蒙 

 如果父母都不觸碰孩子，孩子會在其他地方尋求慰藉 

 向他們證實你的愛的方式 

 一個大大的擁抱是和孩子重新連結的好方法 

 成人或幼兒，都需要擁抱來安撫彼此，給予對方慰藉 

 

 



擁抱 

適合和孩子擁抱的時機 

孩子犯錯之後 

每天睡覺之前 

早上出門之前 

任何時候皆可 
 



謝謝! 
 https://forms.gle/W2R8KNxVZAv8f5F69 

 

https://forms.gle/W2R8KNxVZAv8f5F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