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變孩子一生

照顧小朋友最困擾爸媽的難題，管教
必榜上有名，皆因一句說話、一個無心
的動作，也可能會損害小朋友的自信心
及自尊心。本欄此次邀來專家，細數生
活常見的29個情景當中的管教法，讓爸
媽知道怎樣不縱不嚴地教好小朋友。

29種管教法

text：Shadow Siu、KK Liu
插畫：鄧本邦
資料提供： 潘詠詩/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

萬建邦/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學正確處理
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潘詠詩表

示，爸媽的管教對小朋友的成長重

要。因為若小朋友欠缺適當的指導，

發生之問題或影響會更深遠，使其心

智、情緒和行為變得越來越差。例如

在行為上，因沒有採取糾正，他們就

繼續以打架或吵鬧等方式，來取得其

所需；而情緒上，因欠缺自信心，小

朋友就會習慣用大叫、謊言等去引人

注意，將來甚至會變本加厲。因此，

爸媽適當的指導，能教小朋友怎樣以

正確的方法去宣洩情緒，甚或改善行

為，避免他們再用負面的方法去處理

事件，影響將來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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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潘詠詩/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

1 不睡覺

2 不吃飯

營造好氣氛
2、3歲的小朋友正值好奇心旺盛、愛探索的時期，

對身邊事物特別感興趣。如果睡房色彩繽紛、內有許多

玩意，小朋友或會認為此處也是好玩之地，想摸想看，

就會不捨得睡覺，因此爸媽不宜在其睡房佈置太多玩意

或放置電子產品。很多研究也顯示，睡房的光暗亦會影

響小朋友的睡眠，房間越黑，他們便睡得越好。小睡時

間過長也有影響，有些爸媽或因小朋友晚睡，而讓他們

在日間補眠，小睡2至3個小時。其實，2歲的小朋友約

睡個半小時便足夠，過多或會令他們更晚睡，形成惡性

循環。另外，睡前情緒亦十分重要，若小朋友玩得太興

奮，腦部接受過度的刺激，就要一些時間去冷靜。故爸

媽需為小朋友做好睡前的情緒管理，進行靜態活動，比

方說故事、談天等，讓小朋友平復情緒。這樣每天準時

進行睡前活動，繼而睡覺，養成良好習慣，實有助營造

睡前氣氛，使小朋友容易進入睡眠狀態、情緒。

養規律用餐
用膳時間應該要有規律，讓小朋友知道哪些時段便

要吃飯；如他們屆時大鬧，爸媽可告知小朋友不想可不

吃，使他們冷靜下來，並直指之後會沒東西吃。潘詠詩

提醒，爸媽千萬不要強迫小朋友，因他們仍是不會吃，

最終可能拖拉至餵他們吃飯了事，令小朋友不會學懂怎

樣自行用餐。其實，當小朋友餓了，自然會想吃東西，

爸媽可於之後的小食時間給他們一份茶點，份量或不

夠，但適可而止，讓小朋友學會甚麼時間才有正餐吃；

此訓練當然不會立即見效，因他們需要時間學習。爸媽

的用餐態度亦很重要，不要於小朋友吃飯時說：「一定

要用匙」、「搞到周圍都係」等話語，令用膳變成壓力

事，小朋友自然不敢嘗試；即使髒了，事後清潔便成，

還可多教他們如何自理。爸媽應以開心、鼓勵的方法，

甚至是以身作則，和小朋友一起吃飯，營造良好的氣

氛，使吃飯成為快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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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說不

5 爭第一

4 不分享

明白其想法
小朋友常說不，通常代表「不想做」或「不敢做」

某件事：可能不喜歡爸媽讓他們做的某些事情；又或是

他們不敢做，但又怕說出理由會帶來負面後果，便不停

「say no」卻不說出原因；此行為除了出於自身，亦可能

是從爸媽或照顧者學習得來。萬建邦建議，爸媽不要一

味指摘，否則只會令小朋友不敢表達其想法。反而應鼓

勵他們說出背後原因，當爸媽明白其真正想法，便可以

找出問題的癥結，知道怎樣幫小朋友「say yes」。

勿負面批評
小朋友愛爭做第一，或是過往經歷令他們以為，只

有如此才能獲爸媽稱讚。他們取得第一後，看似快樂，

內心卻十分恐懼；有些小朋友則因經常受到爸媽批評，

為免再受負面評價，便迫自己每件事都做到最好。即使

他們取得第一，但其實並不快樂。爸媽應讓小朋友知

道，無論其成就如何，爸媽都會疼愛他們。當小朋友做

得好，爸媽可給予稱讚；即使結果未如理想，也應肯定

他們的嘗試及努力，不宜一開口便批評。

除錯誤觀念
小朋友不願與人分享，代表該東西對他們十分重

要或難得。他們甚或會擔心，與人分享後便不會再次擁

有。另外，獨生子女或完全沒有分享的經驗，故不習

慣、甚或抗拒分享。爸媽的指摘只會令他們更加認定

重要的東西會被奪去，爸媽可用鼓勵的方式，向小朋友

許下承諾：若他們今次願意分享，他們可在何時再次得

到，這樣便可消除他們以為要靠霸佔才可擁有的錯誤觀

念，助他們建立正面的態度，亦可改善其社交發展。

資料提供：萬建邦/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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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扭買物

8 愛打架

7 常大叫

去角落冷靜
當小朋友扭計要買東西，爸媽多會感到尷尬、憤

怒，或會喝罵、拉扯他們。故爸媽必先控制情緒，再帶

小朋友到店舖的角落，而非強搶其手上之物，因會令他

們更易哭鬧。待小朋友冷靜後，爸媽再向其解釋，如他

們真的交回物件，便應作鼓勵。爸媽逛街前可先預告，

表示如哭鬧，下次便不能去，反之就有貼紙獎勵，儲來

購買心愛物。此實質獎勵能助小朋友清晰知道正確之

法，鼓勵他們控制情緒，不再以哭鬧去取得想要之物。

了解後教導
18個月至2歲的小朋友處於「攻擊力」最盛之時，較

常發生打架等事。遇上這樣的情況，爸媽應該先將小朋

友分開，使他們冷靜，但切忌立即開罵，宜在了解事件

後，才教導打人的小朋友，告之此為錯誤行為，要求他

們去向被打的小朋友道歉。透過明確指引，讓小朋友知

道打架必不能取得想要的結果，其行為不會得到認同，

反會被指摘。被打的小朋友亦需關注，爸媽可教導他們

立即走開，或是將此事告知大人，學懂應對之策。

教言語表達
若小朋友常大叫，爸媽應先找出原因，看看他們

是否受到挫折，還是不知怎去表達自己。潘詠詩表示，

時常大叫的小朋友，其語言發展一般較遜，故不懂得用

言語去表達所需；如他們需要幫忙、想索求注意，情急

之下或會憤而大叫。若當時身處公共場所，爸媽可先帶

小朋友去人流較少的角落，以免其行為刺激到自己之情

緒，而這也有助他們漸漸平靜下來。當找出原因後，爸

媽就要教導其大叫非解決之方，應以言語表達自己。

資料提供：潘詠詩/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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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扔東西

11 不合群

10 厭功課

了解其動機
小朋友亂扔東西，有幾個可能性：一，可能見過家

人這樣做而「有樣學樣」；二，可能想藉此表達不快情

緒；三、年幼的小朋友或以為是遊戲。萬建邦建議，爸

媽應先了解背後動機，如小朋友扔東西時表現開心，可

以正面態度勸止；倘小朋友表露出負面情緒，爸媽應了

解他們的情緒和需要；至於年幼的小朋友，爸媽可用肯

定的語氣對他們說「不可以」，並以簡單字句解釋為何

不可，然後與他們玩其他遊戲，分散其注意力。

給予安全感
小朋友表現不合群，可能因為平時較少與陌生人接

觸，覺得不習慣；亦可能是天性害羞，需要時間適應；

又或是之前與人接觸後受到傷害，留下陰影。此時，爸

媽應給予小朋友足夠的安全感，幫助他們消除對陌生環

境的恐懼，從而願意與人接觸。如一段時間後，小朋友

還是很害怕，爸媽應先了解是甚麼事情令他們感到恐

懼，才能尋求最合適的解決方法。切忌責備小朋友膽小

內向，否則只會令他們更害怕，對自己更沒信心。

不胡亂批評
一般認為，小朋友不願做功課是因為懶散和貪玩。

但若他們對自己感興趣的事卻表現認真，意味他們可能

對做功課感到困難或挫敗等，因而不斷拖延，甚至選擇

放棄。若爸媽未清楚了解小朋友不願做功課的原因，便

作出批評和指罵，只會令他們對做功課更加生厭，甚至

錯誤認定自己真的是個懶散又不用功的人，從而更不願

意努力學習，影響深遠。爸媽應耐心了解小朋友的困

難，跟他們一起解決問題。

資料提供：萬建邦/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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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潘詠詩/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

12 爭東西

14 怕叫人

13 不願走

學等候排隊
愛爭東西的小朋友多會一直繼續，皆因他們是透過

此法去取得想要的東西。如爸媽清楚其性格，就可先作

預防，比方閱讀禮貌、分享等主題的圖書，簡淺地向小

朋友灌輸正確做法，如說「請問」等。爸媽亦要教導小

朋友學習等待，當別人在使用該物，就要排隊輪候；有

時他們正因不懂此理，只要一想要，就覺得必須立即得

到，故會使用強搶和打架的方式。爸媽甚至可開解小朋

友，直指該處有許多有趣玩意，不需拘泥於這件玩具。

宜循序漸進
小朋友有時會不肯向人打招呼，潘詠詩表示，爸媽

不要因而強迫或責備他們，因這反會令他們感到壓力，

越加不敢見人。爸媽除了與小朋友一起閱讀圖書，學習

不同的問候用語，亦能以身作則。爸媽宜先在家裏作示

範，因此處為小朋友最有安全感的地方。早上起床後，

見到家人便說「早晨」，讓小朋友模仿；做到後就稱

讚、認同其行為，邁出第一步。之後便能向到家探訪的

人、大廈的保安打招呼，讓他們循序漸進地去嘗試。

事前作預告
爸媽遊樂前可先向小朋友預告，指在回家前15分鐘

會提醒，故不要扭計不肯走，讓他們有心理準備。而臨

走前，爸媽就以15、10、5分鐘等間距去提醒，猶如倒

數，使小朋友不會覺得玩得興起時，被人突然叫回家，

一下子難以接受。如他們沒發脾氣跟着走，爸媽必須作

鼓勵，比方回到家時，容其選擇先洗澡或吃小食。若小

朋友哭鬧，就帶他們前往角落，告之必須要走；即使留

下，也不可以玩，只會陪其冷靜，且下次不會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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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愛模仿

17 常扭抱

16 吮奶嘴

要以身作則
小朋友透過模仿來學習，是十分正常的行為。但他

們未必能分辨對錯，覺得別人的說話或行為有趣，不管

對錯都會模仿。萬建邦指出，若他們所模仿的說話或行

為，是社會大部份人所不喜歡或不接納的，爸媽可直接

告知，並解釋當中原因，糾正他們之餘，亦令他們明白

不被接納的是他們所模仿的說話或行為，而不是他們自

身；而爸媽是小朋友的模仿對象，故應該以身作則。小

朋友年紀尚小，爸媽應耐心解釋，不應一味責罰。

了解其恐懼
小朋友扭抱，通常出於渴望被抱着時的親密感，以

及被緊緊包圍、感受爸媽體溫所帶來的安全感，從而覺

得自己被關注、被接納。面對小朋友扭抱的情況，爸媽

首先要了解他們內心的恐懼及擔心，可能是單一的，也

可能是多方面或複雜的。然後，爸媽應對扭抱的小朋友

提供支持、鼓勵及接納，幫助他們慢慢建立自信心，也

讓他們知道，當需要幫助的時候，爸媽隨時都會陪伴在

旁。 

其他安撫法
口腔是小朋友重要的探索感官，他們亦會藉着吸吮

奶嘴來滿足口腔的需要，例如吃奶、止渴等，並藉以追

求心理上的安全感。當小朋友滿6個月大時，爸媽應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有限度地給予奶嘴。此階段的小朋友，

因腦部不斷發育，開始用口腔以外的感官探索世界，如

眼、耳、四肢等，吸吮的慾望便會慢慢減低。父母也可

用其他方式安撫小朋友，如把他們抱入懷內、輕聲地向

他們說話等來取代奶嘴，亦有助建立小朋友的安全感。

資料提供：萬建邦/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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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手機迷

20 常偏食

19 講大話

多培養興趣
若不想小朋友沉迷電子產品，爸媽必先以身作則，

不要在其面前機不離手，這會使小朋友產生疑惑，難有

說服力。爸媽也不應將電子產品當解悶物，而是獎勵

品，並幫小朋友培養更多不同的興趣，讓他們知道尚有

其他好玩之物，分散對電子產品的迷戀。若小朋友要求

多玩，爸媽可多給予1分鐘，但需解釋此舉乃因其沒發脾

氣，而是選擇討論；但之後也需立即收回。因受到爸媽

的鼓勵，並覺自己有變好，小朋友多會乖乖聽話。

從外觀入手
若小朋友有偏食習慣，視覺刺激會有助他們作改

善。爸媽選擇食材時，可挑一些較鮮艷的顏色來增加食

慾，引起小朋友的興趣。爸媽還可把小朋友討厭的食材

變花款，如弄卡通便當；他們便會覺得好玩有趣，願意

吃下肚。爸媽甚至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準備，當作親子活

動。但爸媽千萬不要嘗試利用其他東西分散小朋友的注

意，例如電視節目，以哄騙其吃下討厭食材；因若該物

消失，他們便會立刻扭頭拒絕，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增強自信心
潘詠詩表示，小朋友說謊背後有着2個原因：首先，

自信心不足，接受不了自己真實的情況；其次，小朋友害

怕犯錯後，會被人責罵。其實，即使小朋友稍稍做錯，爸

媽也不宜直罵，這反令他們更害怕，並選擇說更多的謊言

去騙人。爸媽應鼓勵小朋友多加嘗試，讓其知道不用害怕

做錯，而是盡力去做好每件事。如此鼓勵小朋友作多方面

嘗試，並配合爸媽適當的讚美，也有助他們增強自信心，

使其更認同自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

資料提供：潘詠詩/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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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己行

23 蝦長輩

22 愛甜食

多給予空間
小朋友在街上自顧自地走路，有幾個可能性：一，

寶寶可能以為沒有人會照顧自己，因而變得獨立；二，

隨着日漸成長，他們可能想嘗試獨立，自己探索世界；

三，亦有可能是他們平日受太多束縛，因而渴望自由。

萬建邦建議，爸媽應先找出此行為的成因，看看是否需

要調節平時的照顧模式。面對此情況，爸媽最擔心的可

能是小朋友的安全，如果環境許可，應盡量給予小朋友

空間，讓他們自由地探索世界。

立場要堅定
因小朋友未能以語言表達自己，有時會直接以行動

表示不滿。例如，他們可能以打長輩的方式來表達「來

陪我玩」、「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等意思，又或以打

人來吸引注意，他們的成功經驗會強化其打人行為。這

些打人的舉動可能是模仿自爸媽、朋輩或媒體等，故爸

媽應避免以打罵方式懲罰小朋友。另一方面，長輩與小

朋友相處時，要有堅定的立場，訂下清晰的規則，讓他

們容易理解及遵從，並學會尊重別人。

多元化獎勵
吸收糖份時，人體會釋出血清素，有助放鬆心情。

吃甜食後，大腦神經元因受到刺激而呈興奮狀態，便不

自覺地越吃越多；有些爸媽會以甜食作獎勵，也會增加

小朋友對甜食的追求。因食物中的色氨酸可轉化為血清

素，故爸媽可以一些色氨酸比例較高的食物取代甜食，

例如香蕉等。另外，獎勵可以更多元化，除了食物外，

也可增加親子活動時間等。爸媽也可與小朋友共同訂立

吃甜食的規則，並養成每天刷牙的習慣。

資料提供：萬建邦/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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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哭不停

26 厭洗澡

25 怕上學

宜對症下藥
小朋友哭個不停，背後可能有着很多原因，包括：

肚餓、身體不適和受驚等；且他們2歲後開始單獨上課，

更容易影響其情緒，導致大哭大鬧。潘詠詩表示，爸媽

必先找出小朋友大哭的原因，才能對症下藥，否則無助

解決事件。坊間有言指，爸媽應任由小朋友哭鬧，這才

不會寵壞。但其實亦需適可而止，如小朋友哭多過廿分

鐘，爸媽就應該安慰；當小朋友需要被安慰時卻屢屢遭

無視，他們長大後，或會覺得人際間漠不關心。

購浴室玩具
如小朋友害怕洗澡，爸媽可先檢查，看看水溫是否

適合；而浴盆亦是考量之一，因太大的話，小朋友或會

覺得空蕩蕩的，欠缺安全感而感到害怕。爸媽也可透過

浴室玩具，去營造開心的洗澡氣氛；謹記帶小朋友一起

去買，由其親身選擇。這些玩具令小朋友覺得洗澡似是

玩水，便不會那麼焦慮。最重要的是，爸媽對洗澡一事

的態度：若爸媽因過份擔心而經常憂心忡忡，小朋友也

能感受到，反給予他們很大的壓力，變得害怕洗澡。

聯繫開心事
對小朋友而言，學校是個陌生環境，且未準備好作

社交、離開爸媽，自然容易害怕；再加上要聽從老師的指

令，不及在家自由，當然會較不稱心，不願意上學去。故

在上學前，爸媽可和小朋友閱讀相關圖書，讓他們熟知之

後的情況，減低對陌生環境產生的恐懼；爸媽亦可嘗試把

上學與開心事作聯繫，讓小朋友覺得上學是件快樂事。不

少學校會向家長發送活動照片，爸媽亦可與小朋友分享，

多加讚美，使其知道乖乖上學實值得驕傲。

資料提供：潘詠詩/行為及言語治療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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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吃藥

29 黐工人

28 愛呷醋

可給予獎勵
萬建邦認為，小朋友不吃藥有多個可能性：一，因

身體不適，影響心情而不肯服藥；二，胃口差，甚麼都

不想吃；三，覺得藥物味道奇怪，心生不安；四，曾被

強行餵藥，令小朋友抗拒服藥等。如遇上此情況，爸媽

不宜責罵小朋友，只要讓他們有足夠的安全感，對藥物

的恐懼便會自然消除。此外，爸媽可以給予獎勵，以鼓

勵小朋友吃藥。不一定是物質獎勵，一句稱讚或一個擁

抱，或比物質獎勵更為有效。

鼓勵學自理
有些爸媽因工作繁忙，大部份時間將小朋友交給

外傭照顧，令小朋友與外傭的關係變得密切；有些外傭

為免生事端，寧可替小朋友預備一切，令他們缺乏自理

能力。爸媽應從日常小事中，慢慢訓練小朋友的獨立能

力，只要循序漸進，假以時日定有進展。但不要甫開始

便讓小朋友做太困難的任務，否則會令他們卻步；爸媽

亦應與外傭好好溝通，請她們協助訓練小朋友學自理；

在工餘時間，爸媽應多陪伴小朋友，拉近親子關係。

多陪伴寶寶
當小朋友察覺到，爸媽給予他們的關懷減少，並轉

移到另一人身上時(通常是甫出生的弟妹)，他們為了重

獲爸媽的關注，便會出現呷醋的表現。這時，爸媽不應

責怪小朋友，否則只會加劇其負面情緒。爸媽應耐心向

小朋友解釋為何需要關心別人，例如因弟妹年幼，需要

特別照顧。只要盡早讓他們理解，便可以減少其負面情

緒。爸媽亦應盡量抽時間與小朋友相處，讓他們明白爸

媽仍然很愛他們，從而更願意接受弟妹。

資料提供：萬建邦/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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