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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反思傳統體罰方式的利與弊

2. 學習正面管教四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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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孩子是不是
有效管教的方法?

不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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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的定義

對犯了過錯或被認為犯了過錯的兒童所施加身體
上的懲罰，這些懲罰可能帶有侮辱性。

包括用手或物件拍打兒童(例如籐條、皮帶、拖
鞋)、踢、搖晃、掐、燒傷或扯頭髮，又或迫令兒
童進行過多或能力以外的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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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的誤解

棒下出孝兒

慈母多敗兒

打者愛也

體罰最快、最有效

輕微體罰不會造成傷害

父母有權打孩子

管教兒女是家事，別人無權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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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錯誤示範:

當遇到處理不到的事，可用暴力解決問題

將來為人父母，同樣使用體罰管教孩子

2. 誠服 VS 懾服

3. 損害孩子的自我價值和親子關係，形成反叛心理

4. 傷亡



定義： 危害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的行為。

虐待兒童包括：

身體虐待

疏忽照顧

性虐待

精神虐待

虐待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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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心聲

•我企係張椅上面玩， 被

媽媽用籐條打我，覺得好

痛，我情願罰我無電視睇。

女孩子 5 歲



孩子的心聲

我因為做功課同埋溫書太
慢，俾阿媽打到係屋企周
圍走，避來避去，感覺好

慘。可以罰我無零用錢

男孩子 11歲



何謂「正面管教」

10

美國著名發明家: 湯瑪斯·阿爾瓦·愛迪生



「正面管教」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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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需要在陽光下(正能量)成長。
• 正面管教建基於親子間的信任關係 (包含互相尊重、體諒)。
• 是用有建設性和不傷害孩子的方法去幫助他建立良好的行為。

滿足孩子的
成長需要

良好溝通及
親子關係基礎

賞罰方法



需要的楷梯自我實現

自尊的需要

歸屬感及愛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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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第一步：了解孩子的需要



兒童不良行為分析

當兒童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可能會用不正確

方法或破壞性行為來得到注意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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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基本需要 基本需要沒被滿足
時所產生的感受

取而代之的不良行為

生理方面 空氣、水、衣食住行(活動) 無聊 破壞性行為、
滋擾性行為

安全感 免於危險、穩定的生活 不安、恐懼 自我保護行為
(如說謊、退縮)

愛和歸屬感 被關愛、在家中被認可 不被愛，被遺棄 爭取注意行為、
報復性行為

自尊感 被欣賞、意見被尊重和接
納

不被重視、無用 爭取發言權、
自我放棄



兒童不良行為的處理

1.反思孩子有什麼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

如何滿足?
2.孩子有沒有機會用正確途徑得到滿足

有這個空間嗎?
3.區分是撒野／需要不被滿足 / 特殊需要

 當需要沒得到節制，會演變成「孩子是老闆」

 特殊需要兒童需要家長更大的能耐

Copyright to ACA @ 2016



「正面管教」第二步：良好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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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溝通小測驗
• 溝通話題

(圍繞學業? 朋友? 喜好? 家庭? 無所不談?)

• 氣氛

(正面/負面? 開心/煩惱? 開放/嚴肅?)

• 方式

(命令? 批評? 嘮叨? 苦求? 提醒? 鼓勵? 朋友般傾計?)

• 單向 / 雙向

(你了解孩子，但孩子了解你嗎？)



有效管教子女的要素: 良好親子關係

父母與子女方面

親子遊戲、假日節目

建立良好溝通模式：

- 關注孩子日常生活及需要

- 讓子女有表達機會

- 學習聆聽

- 父母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

易地而處，了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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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第三步：適當賞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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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罰分明，雙管齊下

不恰當的行為 恰當及已改善的行為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 讚賞及獎勵



在糾正孩子行為時，先緊記：

• 管教孩子 不等於 破壞親子關係

• 孩子生氣 不等於 孩子不愛你

• 將焦點放在「幫助孩子」上，而非「替孩子擔心、失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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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的原則

明確肯定 (Firm)

合情合理 (Fair)

心平氣和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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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教五步曲：
步驟 情景:

小明時常遺失文具。

1. 反映感受和原因 我好嬲你時常整唔見文具，之後媽咪又再買番比你，
咁樣好哂錢。

2. 說出期望 我想你學會珍惜你擁有的物件，會好好保管它們。

3. 一起思考解決方法 我地一齊諗下有咩方法令你唔會唔見文具。

4. 依計劃實踐 選出一兩個合用的方法，即時實踐，並定時檢討。

5. 告訴再犯的後果 如果再有遺失文具，我會扣零用／只給你使用平價鉛
筆／無得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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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的原因和目標:
1. 懲罰不同體罰，其目的是教育孩子承認自

己的過失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2. 懲罰與體罰、心罰 (如批評人格、侮辱等)
截然不同，前者出自愛，後者出自怨恨。



承擔違規的後果，以彌補錯誤，三種懲罰類型：

• 自然型。即直接因行為產生的後果。

• 邏輯型。即讓孩子承受與行為有關聯的懲罰，由父母執行。

不能按約定準時回家，下次不能約朋友出去玩；

孩子不收拾玩具，便表示他不愛惜玩具，故把玩具捐出去給有需要的人；

弄壞朋友的東西，要用自己零用錢買回那東西；

把桌子弄髒，自然要求孩子自行清理桌子；

情緒失控，先洗個臉，去冷靜區坐下面壁5-10分鐘，期間不准有任何娛樂。

• 權利剥奪型。有時候或不容易找出適當的邏輯性後果，便要訴諸這選擇 (最後手段)，就
是

• 限制權利。

例如不准看最喜歡的電視、玩最喜歡的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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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冷靜

•多做想像訓練，以培養冷靜回應的能力。

•適時分開冷靜，做一些放鬆練習。

•時刻反省自己學習冷靜的進度，以一至十分作為冷靜
的量尺，假設你現在是十分，目標是降低到八分、六
分，慢慢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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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要做溫柔的天使，不能發惡的家長嗎？

我們可表達生氣，但需要緊記：

• 我們有權表達不滿，不必感內疚和慚愧；

• 可以發脾氣，只要不攻擊孩子的人格和品行，或構成身體傷害。

生氣三部曲：

1. 直接說出自己的憤怒，如「我很煩惱/憤怒/氣得要死！」

2. 把我們發怒的原由說出來，如「房間亂七八糟/玩了整天沒做功課！」

3. 說出內心的反應，如「我不准你打弟弟」、「下次過馬路拖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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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的威力
 讚賞可幫助兒童建立自尊和自信。

讚賞的原則：

最好是非物質的獎勵

具體說明原因

輕微進步也給予讚賞

要即時

輔以身體語言

言出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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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是…

•對孩子適當的行為表示感謝、欣賞和看到他的貢獻

•關注的重點在孩子的長處(性格特質)

•看到孩子的努力和進步

•對孩子的能力表達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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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熙, 2013



家長情緒要留心
• 留意個人情緒
• 均衡生活
• 良好的夫婦、親朋關係



短片分享: 鼓勵的力量

• 公益廣告協會 親子關係【沒用篇】

• 公益廣告 - 你不笨

COPYRIGHT @ ACA 2016
2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qWWd0mn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xSe0sImMU&list=PLZDQoS1yuJ4zhm0aFWufbiBTjDfOI9OO0


總結

•緊記懲罰與體罰、心罰之別，讓孩子學習承擔後果，改
正錯誤

•良好的親子關係是管教的重要基礎

•人生是馬拉松，父母角色是讓孩子熱愛生命，讓他們日
後能有力完成自己的競賽。

COPYRIGHT @ AC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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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 請填寫問卷

• https://forms.gle/tFCyPijpiu9xhi2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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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預告

• 講題：正面親子溝通及衝突處理

• 對象：家長 (100人)

• 內容：

• 透過短講及情境討論，讓家長反思日常生活中的親子溝通質
素、學習正面溝通及處理衝突的技巧，從而提升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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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虐待兒童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2755  1122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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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QCg3fqrOrz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Cg3fqrOr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