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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的子女有何優點？想想你的子女有何優點？

你的子女有何值得• 你的子女有何值得
讚賞的行為 ?讚賞的行為 ?

試在紙上列舉三項• 試在紙上列舉三項。



家長與子女情緒互動家長與子女情緒互動
由胎兒期開始，母子的喜怒哀樂情緒，均會互相
影響。影響。



父母與子女的情緒互動父母與子女的情緒互動

母 子

父母笑子女笑

子女笑父母笑



那類行為容易挑起你發怒的情緒？

無故離位 妨礙他人工作
坐著不動

打架

坐著不動

其他行為：
 大叫
 跳躍
 駁咀

不聽指示 嘈吵 (言語/非言語) 不專注工作

 駁咀
 被人投訴
 反應過慢

把玩性器官 把玩性器官



什麼行為容易引起你嬲怒什麼行為容易引起你嬲怒

嘈吵 嘈吵

 不聽話

暴力 攻擊性 破壞性 暴力 / 攻擊性 / 破壞性

 固執性行為

 其他不恰當行為

- 破壞、挑釁、不合作、打人、擲東西

- 不適當的社交或性行為

- 過度退縮、不合群、自卑

- 不安坐

- 騷擾性騷擾性



情緒紅綠燈情緒紅綠燈
紅燈 停一停紅燈 停 停
黃燈 冷靜靜黃燈 冷靜靜
綠燈 再處理綠燈 再處理



賞識教育

引用 區月晶校長引用 區月晶校長
的的

賞識教育理念賞識教育理念



賞識教育 六大特點賞識教育 六大特點

尊重尊重11. . 尊重尊重
22 信任信任22. . 信任信任
33 理解理解33. . 理解理解
44 激勵激勵44. . 激勵激勵
55 提醒提醒55. . 提醒提醒
66 包容包容66. . 包容包容



1 尊重1.尊重
＊尊重子女的尊嚴與人格，尊重但不寵壞。
＊子女犯錯或未達到預期效果時，請在尊重的

基礎上，給予鼓勵、打氣、加油，而不是給基礎上 給予鼓勵 打氣 加油 而不是給
予羞辱、打擊、苛責。

家長應做啦啦隊長＊家長應做啦啦隊長，勿做消防隊長。



2 信任2.信任

＊賞識教育信任子女有巨大的潛能賞識教育信任子女有巨大的潛能

＊賞識教育信任 但不放任孩子



理解3.理解

＊理解每個子女是不同的＊理解每個子女是不同的

＊理解絕不冤枉子女



4 激勵4.激勵

＊激勵孩子的每個閃亮點激勵孩子的每個閃亮點



5 提醒5.提醒

透過提醒而去喚醒透過提醒而去喚醒

「好孩子的感覺「好孩子的感覺」



6 包容6.包容

包容但不縱容孩子包容但不縱容孩子

愛但不溺愛孩子



如何賞識你的子女

賞 包含欣賞讚美之意賞 : 包含欣賞讚美之意。

識 : 是認識 、接納、肯定。識 :  是認識 接納 肯定。



教育子女的關鍵教育子女的關鍵

＊要時時、處處、事事在心靈最深處
永遠無條件地堅信自己的子女是永遠無條件地堅信自己的子女是
「行」的。

＊以行動，說話喚醒其「好孩子」的感覺。以行動 說話喚醒其 好孩子」的感覺

＊允許孩子的失敗 成功是失敗的動力不＊允許孩子的失敗，成功是失敗的動力不
是阻力。



奉行賞識教育的關鍵奉行賞識教育的關鍵

要徹底地接受子女之間的差異，
信每 位相信每一位孩子都是
獨一無二 的。獨 無二 的。



賞識教育 抱怨教育賞識教育 vs 抱怨教育

賞識教育是：

做好時需要鼓勵，做不好時更需要鼓勵。

子女做對時，你會正確的賞識他；

子女做錯時，你還是一樣的賞識他。



賞識教育 抱怨教育賞識教育 vs 抱怨教育

抱怨教育是：
你做好時我表揚你你做好時我表揚你，
做不好時我為甚麼要表揚你？

抱怨會令孩子產生負面情緒、抱怨會令孩子產生負面情緒、
打擊其自信心，因而卻步不前。



舉起大姆指舉起大姆指

大姆指 喚醒好孩子大姆指 ：喚醒好孩子
：強化「行」的感覺：強化 行」的感覺

食指 ：逼出壞孩子
：指責、命令



尊重尊重 信信任 理解理解 激勵 提醒 包容包容尊重尊重 信信任 理解理解 激勵 提醒 包容包容
通過表達欣賞及激勵表揚 肯定通過表達欣賞及激勵表揚 肯定通過表達欣賞及激勵表揚，肯定通過表達欣賞及激勵表揚，肯定
子女子女的的付出付出、優點、長處、優點、長處及及進步，進步，子女子女的的付出付出 優點 長處優點 長處及及進步進步
鼓勵他不斷鼓勵他不斷嘗試嘗試、不斷追求成功。、不斷追求成功。
家長讓家長讓子子女女嘗到被尊重嘗到被尊重、、信信任、、理理

解及包容解及包容。。解及包容解及包容。。
經常自我鼓勵經常自我鼓勵，，自發性有自發性有「「好家長好家長」」經常自我鼓勵經常自我鼓勵 自發性有自發性有 好家長好家長」」

的感覺及動力的感覺及動力。。



開始你的賞識教育開始你的賞識教育
改變態度改變態度

改變對子女苦苦相逼的習慣。改變對子女苦苦相逼的習慣
要明白子女精神生命的成長，

如同大自然中萬物生長般，有
其自身的規律。其自身的規律。



開始你的賞識教育開始你的賞識教育
改變態度改變態度

改變對子女施以體罰的習慣。

別讓「棒下出孝子」的說法繼續植根
於父母的潛意識中於父母的潛意識中。

要教導子女好好控制情緒，先從自己
開始開始。



開始你的賞識教育開始你的賞識教育
改變態度改變態度

改變罵子女「笨」的習慣。改變罵子女 笨」的習慣。
別讓孩子在屈辱中成長、打擊孩子脆

弱的自信弱的自信。
不要在孩子心靈中播下「笨」的種子
，結出傻瓜。
要他好，說他好， 而不是要他好，要他好，說他好， 而不是要他好，

說他壞。



開始你的賞識教育開始你的賞識教育
改變態度改變態度

要敢於懺悔，承認自己在管教時
所出的錯誤。所出的錯誤。
在互相諒解下，重新擁抱子女以

表達自己的悔恨和熱愛。
重新重視和子女之間的朋友關係。重新重視和子女之間的朋友關係。



開始你的賞識教育開始你的賞識教育
改變態度改變態度

 不要光是要求子女為你做事，宜多考慮 不要光是要求子女為你做事，宜多考慮
子女的想法、興趣和感受。

 不要只在子女做得好的時候才給予尊重、
信任和理解。信任和理解。

 要無條件地表達對子女本身的愛 並以 要無條件地表達對子女本身的愛，並以
鼓勵、提醒、包容的實際行動表現出來。



賞識的實踐賞識的實踐
 賞識子女的亮點：提升孩子對自己的信心。 賞識子女的亮點：提升孩子對自己的信心

 賞識子女的努力：培養孩子做事的態度。 賞識子女的努力：培養孩子做事的態度。

賞識子女的進步 建立孩子的成功經驗 步 賞識子女的進步：建立孩子的成功經驗，一步一
步邁向成功。

 賞識子女的潛能：讓孩子看得起自己。

 賞識子女的失敗：建立孩子的抗疫力，接納失敗
是成功必經的階段。



總 結總 結
在處理子女行為上，思維亦要以子女為本
，為子女設想。最重要是不要破壞親子關
係， 還要記着「你的情緒與子女是息息相係， 還要記着 你的情緒與子女是息息相
關」的。因此，自己的正向情緒非常重要

同時 要為自己找空間 十分鐘也好。同時，要為自己找空間，十分鐘也好，
嘆杯茶，鬆一鬆。減低照顧家庭帶來的壓嘆杯茶 鬆 鬆 減低照顧家庭帶來的壓
力。常給自己一些金句或小禮物作鼓勵。



送上金句 (1)送上 句 ( )
• 做人要像茶壺一樣樂觀，屁股都燒紅了，
還有心情吹口哨。

• 無須有過多抱怨，那樣會使自己的心更累。無須有過多抱怨 那樣會使自己的心更累

• 遇到不舒服、 不愉快的事要調心，調心是調節自己的心，
不是調整别人的心不是調整别人的心。



送上金句 (1)送上金句 (1)

情緒紅綠燈情緒紅綠燈
紅燈 停一停紅燈 停 停
黃燈 冷靜靜黃燈 冷靜靜
綠燈 再處理綠燈 再處



謝 謝謝 謝

謝謝聆聽

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