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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健康情緒的支援
高級講師  胡婉姍女士

幼兒教師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要悉心地培養幼兒的健康

情緒，讓他們有良好的心理免疫力，在往後的歲月能經

得起考驗，能處理並解決生命中的煩惱。正如學者

Hendrick & Weissman (2010) 提出著眼幼兒的全人學習

和發展需要，確保幼兒能全面發展其各方面的技能，例

如在情感方面能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研究亦顯示若孩

子對日常生活的種種事情能有正面積極的反應，他們將

更有智慧、更具創造性、更有成效和更善於交往，並能

更好地迎接新的學習挑戰。

筆者曾遇見幼兒在街上或學校無故哭鬧，經了解後發現

原來是父母較忙碌而沒有足夠時間陪伴子女，引致幼兒

缺乏依附感而產生情緒不穩定。作為幼兒老師，遇到幼

兒有情緒或看似不聽話的時候，應當細心觀察並多從幼

兒的角度去體會。老師應以體貼的態度和嘗試用不同的

方式去幫助幼兒面對/解決情緒困難，鼓勵幼兒採用合

適的方法有創意地面對日常生活的不愉快，例如靈活地

運用六何法或六頂帽子思考法。此外，幼兒老師個人也

要能保持穩定的情緒，日常表現輕鬆開朗，遇事處變不

驚，並與幼兒保持亦師亦友的良好親密關係。

在日常忙碌的日程和教

學活動中，筆者建議可加入

一些簡單和容易推行的小活動以增加正面情緒：

利用有變化的天氣報告以了解孩子的心理情緒態度及

有針對性地處理如繪畫圖畫、給予分數、說出情緒字

眼來表達心情

揀選一些有關情緒的繪本與幼兒講說或朗讀故事並作

跟進討論

選取一些日常情景與幼兒進行角色扮演和延伸傾談

透過課室引入多媒體的使用，與幼兒多作交流，鼓勵

他們表達個人感想

運用一些合作遊戲，如<敢言感受錦繡輪>給予幼兒認

識和表達情緒的機會;在課室內可設置情緒角以鼓勵幼

兒能以不同方式開放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好讓幼兒老

師能作適時的關注

筆者亦認為幼兒老師宜多與家長保持緊密接觸和溝通，

並鼓勵家長與幼兒訂立每天或每星期的約會時間，以作

定時及持續性的心靈溝通，維持正面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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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文憑（支援非華語兒童的教學）是對香港非華

語族裔教育的一項積極回應，旨在培養具備相關語文能

力、教學知識和觀念態度的教學助理，以支援幼教工作

者更好地幫助非華語族裔幼兒適應校園生活及建立堅實

的學習基礎。

近年，非華語幼兒人數不斷增加，越來越多幼兒教師需

要在學校中教授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面對幼兒不同的

學習需要，如何提供適當的教師支援及教學材料，促進

有效的家校溝通，以及擴闊非華語幼兒課後學習中文的

機會和平台，已成為業界關注的議題。有見及此，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并結集大學和非政府機構的力

量于2016年起開展為期5年的「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

劃。計劃通過多方合作，從家庭、學校及社區三個層面

同時着手，以實證為本的介入模式，促進非華語幼稚園

生的中文能力，讓他們更好地銜接和盡早適應小學生活

及與社會共融。幼兒教育文憑（支援非華語兒童的教學）

正是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幼兒教育文憑（支援非華語兒童的教學）是為期一年的

全日制課程。課程融合理論和實踐，包括幼兒教育專用

中文、兒童發展的理論與實踐、非華語兒童的社會和情

感發展、建設文化回應的教室、遊戲為主的學習與教學

及通過家校社合作促進公平和社會包容等科目。

課程還包括教學助理和歷程檔案兩項的實習。通過20天

駐校體驗及6週實習，學員將在真實的環境中應用習得

的知識及磨鍊工作技巧，從而對教室的工作有更深入的

了解，懂得如何與幼兒、教師和家長互動和合作，以支

援及推行校本教學，協助教師製作符合非華語學童需要

的教具及教材，改善家校溝通及促進非華語學童適應學

校生活。

幼兒教育文憑（支援非華語兒童的教學）的畢業生將具

備實際工作所需的知識、技巧和價值觀念，可在幼稚園

和其他教育機構中擔任教學助理，協助和支援非華語幼

兒的學習。

如果你對幼兒教育文憑（支援非華語兒童的教學）有興

趣，可至電 (852)29488275或電郵至dipece@eduhk.hk

查 詢 。 你 亦 可 瀏 覽 h t t p : / / w w w . e d u h k . h k / 

acadprog/ece/a1e001_ch.htm。

承蒙李國賢兒童基金捐助，本學系系主任鍾杰華教授及副教授

林俊彬博士於2015年下旬推出為期四年的「3Es情+社同行計

劃」，旨在探討在本地環境中，家長、教師及幼兒之間的互動

如何影響幼稚園學童的認知社交情緒發展，並建立一套「及早

預防、及早發現、及早介入」的校本支援課程，以促進幼兒的

認知社交情緒發展。

3Es同行計劃自啟動至今的兩年時間內已

完成數項研究，成功於本港幼稚園學童及

其老師和家長三方面取得大量數據。在其

中一項聚焦小組訪談中，我們初步發現本

港家長和教師期望幼兒能時常保持開心，能夠用語言恰當

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需要，在公眾場合表現外向，討好他

人，並能夠在群體活動中扮演「小領袖」的角色。但是，家長

和教師較少理解幼兒的情感需要及性格差異。在另外兩項大型

的實證研究中，我們結合因子分析和多元相關等先進的統計方

法分析了來自超過100間幼稚園約2500名幼兒的數據，結果顯

示本港幼兒認知社交情緒能力主要涵蓋四個基本範疇：認知控

制、情緒表達、情緒管理、同理心及利他行為。分析結果同時

顯示，在這四個範疇表現較佳的幼兒，在學校會有較好的整體

表現，及較佳的學前入學準備，並且在家中會較少出現問題行

為，如脾氣暴躁或說謊等。適當的教育模式，例如家長和老師

與孩子討論其情緒感受和行為結果等，能夠顯著促進幼兒認知

社交情緒發展，如較多的利他行為和較少的情緒失控等。這些

研究結果為我們編寫適合本地幼兒的認知社

交情緒課程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參考資料。

結合我們於本地進行的研究以及最新外國文

獻，我們設計了一套針對本地幼兒認知社交

情緒發展的校本支援課程。課程為期兩年，

希望通過課堂活動、教師培訓和家校協作，

促進幼兒的認知社交情緒發展，幫助他們面

對成長的各種挑戰。同時，根

據香港教育局於2017年出版的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本課

程在教學設計上充分貫徹指引中

「學與教」的原則，包括兒童為本的

核心價值、多感官及遊戲為本的活動

設計、持續的評估、以及加入家庭延展

活動部份。課程緊密結合指引中

「個人與群體」的學習範疇，協

助幼兒「學習如何恰當地表

達自己的情緒及需要，與別

人和睦共處，並尊重和關

愛他人」。

3Es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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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計劃 系主任 鍾杰華教授副系主任 林俊彬博士



通過假裝遊戲來了解幼兒的
認知能力和社交情緒表達
助理教授 黎建斌博士

做好孩子成長路上的“腳手架”：
親子互動中母親的行為模式與
幼兒自控能力的發展
助理教授 孫瑾博士
高質量的親子互動對於幼兒發展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在親子

互動中，家長怎樣的行為模式才稱得上“高質量”呢？我們不

妨嘗試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心理學家維高斯

基提出了“腳手架”的概念，鼓勵家長和老師在與幼兒的互動

中充當“腳手架”的角色：在孩子需要的時候給予他們必要和

恰當的幫助；而當孩子掌握了相關的技能，家長或教師的幫助

則可以撤出，給予孩子獨立解決問題的空間，以促進他們的學

習和發展。

具體來說，家長的“腳手架”功能體現在三個不同的角度，即

認知引導、情緒支持、以及鼓勵幼兒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承擔更

多的責任。認知引導可以是直接教授，亦可以是引導啟發；情

緒支持可以是積極鼓勵亦可以是嚴厲管教；而在問題解決過程

中，家長可以嘗試讓幼兒承擔解決問題的主要責任，亦可以選

擇自己作為解決問題的責任承擔者。這些不同的行為模式，又

是如何影響幼兒的發展呢？筆者的研究嘗試探討了家長這三個

不同層面的“腳手架”與幼兒的自控能力發展的關係。自控能

力泛指個體對行為和情緒的控制能力，它能夠幫助個體更好地

集中注意力、抑制衝動、做好行動計劃，並在人際交往中以社

會所認可和接受的方式行動，進而達成特定目標的一種能力。

因此，幼兒自控能力的發展能夠很好地預測其未來的學業成就

和社會性發展，在早期教育中亦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自控能

力的發展同時受到先天和後天因素的影響，而社會交往，尤其

是與家長的互動方式則被認為是影響早期自控能力發展的重要

後天因素。

筆者在研究中邀請了33位三至五歲的幼兒與

他們的母親共同參與解決兩項親子問題解決

的任務，包括拼圖和算術任務。筆者攝錄了

親子問題解決的整個互動過程，並從認知引

導、情緒支持、和責任承擔三個角度對母親

的“腳手架”功能進行編碼分析。我們亦通

過一系列實驗室任務測查了幼兒自控能力的

發展水平。結果發現，如果家長在互動過程

中更多地採用啟發引導和積極鼓勵的方式，

他們的孩子則傾向於表現出更好的自控能力。

原來家長的啟發引導，包括對問題解決方法

的探究、對問題解決過程的解釋和討論、對

自身行為的反思能夠給幼兒學習行為管理和

控制提供榜樣。而家長的積極鼓勵則有助於

激發和保持幼兒問題解決的動機和愉悅的情

緒狀態，因此有助提升幼兒的行為和情緒管

理。鑑於此，筆者鼓勵家長在與幼兒的互動

中，盡量採用啟發引導和積極鼓勵的方式與

幼兒互動，從而更好地發揮自身的“腳手架”

功能，促進幼兒自控能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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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是幼兒每天都離不開的活動。“假裝遊

戲”（pretend play）是一種貫穿幼兒階段的

遊戲，指幼兒將某一種物品假想為另一種物

品來進行遊戲。例如，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到

的“煮飯仔”、“扮超人”、“同娃娃公仔

著衫扮靚靚”等都屬於假裝遊戲。在假裝遊

戲中，幼兒會投入大量的認知能力、想象力、

創造力，還會在遊戲的過程中表露出自己的

情緒。

近年來，筆者和合作者（Delvecchio, Di Riso, 

Li, Lis, & Mazzeschi, 2016; Delvecchio, Li, 

Pazzagli, Lis, & Mazzeschi, 2016; Delvecchio, 

Mabilia, Li, & Di Riso, 2016）開展了一系列研

究，發現通過一個5分鐘的遊戲任務 —— 《

遊戲情緒量表》（Affect in Play Scale） —— 

即能夠有效地測量出4-6歲幼兒以及6-10歲學

童多項認知能力（包括組織能力、精細加工

能力、想象力）以及情緒表達水平（包括情

緒表達的頻率、情緒表達的主題）。通過該

遊戲任務所測量到的認知能力和情緒表達水

平還能夠顯著地預測幼兒和學童的思維流暢

度、行為控制能力和幫助他人的行為。

這個遊戲只需要少量常見的玩具，測量過程

亦十分簡單。首先，測量人員給幼兒一小袋

塑膠和毛絨玩具，包括動物（例如熊、鯊

魚）和一些物件（例如小汽車、小杯子）。

然後，測量人員對小孩說“哩D就係你嘅玩具

啦，我哋宜家用哩D玩具嚟作一個古仔好唔好

啊？我先嚟開始啊。你睇下哩只熊仔，佢話

｀我好肚餓啊，邊度有嘢食啊？（́小熊行埋個

杯度），熊仔話｀哇，睇下，我搵到D曲奇餅

啊，我中意食曲奇餅，好好味啊！咦，哩度

又有另一只杯，但係我唔中意食裡面嘅嘢，

好難食啊！´好啦，我講完啦，宜家輪到你

一邊玩一邊繼續講落去啦。你玩到差唔多我

就會叫你停嘅了。”隨後，筆者和合作者根

據標準化的編碼對幼兒在遊戲過程

中的認知能力和社交情緒表達進行

評分，由此測量出他們的認知能力

和社交情緒表達水平。

採用《遊戲情緒量表》，幼師和

家長即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通過

觀察幼兒的假裝遊戲來初步了

解他們的認知能力和社交情緒

表達的水平。當幼師或家長發

現幼兒在假裝遊戲任務中經常

表現出認知能力不足（如不

能記住概念、想象力差）或

社交情緒表達不當（如過分

表達憤怒情緒）的問題時，

就應當多加注意並盡早尋求

專業人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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