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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競爭激烈，生活節奏急促，所以很多家長也擔心孩子

在成長路上不懂得處理自己的情緒，從而衍生其他問題。

幫助孩子學習處理情緒的方法有很多，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

會為家長介紹八個有科學根據的「小貼士」，一邊加強孩子的

正面情緒，一邊幫助孩子處理負面情緒。在每個「小貼士」

中，我們都會用文字、漫畫和YouTube短片三種方法解說，方便

家長吸取知識和掌握技巧。

透過這本小冊子，我們希望可以與家長一起，在孩子的情緒成

長路上同心同行！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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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正面情緒，很多家長都會立即想起開心和快樂。究竟家長做什麼

才可以令孩子更開心更快樂？ 

孩子走到你面前，跟你說他畫了一幅漂亮的圖畫，獲得老師讚許。你

可能有以下四種不同的回應：

• 

•

•

•

大家不難看出，回應一的潛台詞是「我不在乎你的想法」；回應二的

潛台詞是「你感到興趣的事對你有害無益；我感到興趣的事才是重要

的」；回應三代表家長贊同孩子的看法，但不大有興趣知道事情的細

節和孩子的感受。唯有反應四：家長對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感到興

趣，很想知道孩子的看法和感受，亦很想和孩子一起重溫他的喜悅，

所以問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研究顯示，當家人分享好消息時，主動

建構可以幫助家人重溫開心快樂的回憶，加強他們的正面情緒！

加強孩子正面情緒：主動建構

回應一（被動破壞）：「你看不到爸爸在看電視嗎？」

回應二（主動破壞）：「你整天畫畫有什麼用？有時間不如多

溫習啦！昨天叫你記的英文生字記好了沒有？Haemoglobin 怎樣

拼？」

回應三（被動建構）：「真的很漂亮﹗」（完）

回應四（主動建構）：「你是不是在畫我們上星期去公園看紅

葉？你一塊一塊的畫這些樹葉，每一塊都用上不同深淺的紅色，

真的很用心﹗樹後面這幾個小朋友是誰？老師怎樣說？你的同學

又怎樣說？你一定覺得很開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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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主動建構的好處？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你看不到爸爸
在看電視嗎？

你是不是在畫我們
上星期去公園看紅葉？

真的很用心！
老師怎樣說？

你整天畫畫有什麼用？
有時間不如多溫習啦！

真的很漂亮！

回應一 被動破壞

回應三 被動建構 回應四 主動建構

回應二 主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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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想讚孩子，但又怕「讚得多會讚壞」。怎樣讚孩子才最有效呢？

例如，孩子考試取得好分數，可以有以下兩種讚美方法：

加強孩子正面情緒：描述讚美

你這次考試很努力
溫習！所有問題都
答對了！

你真聰明！所有
問題都答對了！

方法一：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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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讚美孩子的方法？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外在而不能改變的因素，如：是日運氣

外在而能夠改變的因素，如：考試難度

內在而不能改變的因素，如：先天聰明

內在而能夠改變的因素，如：後天努力

按照心理學的歸因理論，方法二比方法一好。原來孩子經常探討自己

成功背後的原因，這些原因，可以按照內在或外在，及不能改變或可

以改變兩大維度，分為四類：

• 

•

•

•

家長讚美孩子時，強調聰明等先天因素，即是告訴孩子：測驗的結果

是不可改變的。相反，家長讚美孩子時，強調努力等後天因素，即是

告訴孩子：測驗的結果全是掌握於自己手中。有研究就發現，成人在

學童完成任務後讚美他們聰明，學童之後傾向選擇簡單一點的任務。

相反，成人在學童完成任務後讚美他們努力，學童之後傾向選擇困難

一點的任務。亦即是說，讚美孩子時強調後天及可以改變的因素，可

以令孩子更願意挑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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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指留意、感激並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近二十年的心理學研究

發現，愈懂得感恩的人，感到的正面情緒和生活滿意度會愈高，與朋

友和家人的關係亦愈好。

有心理學家嘗試在課室中推廣感恩。他們將82位8至11歲的孩子分成兩

組：一組與研究團員討論一些能誘發感恩的話題，如善心人士向別人

施予援手的原因和努力，亦會做一些與感恩相關的課堂活動，如寫感

恩日記等。另一組則與研究團員討論一些日常生活相關的話題，內容

不涉及感恩。結果發現，討論感恩話題和寫感恩日記的孩子，於五星

期後擁有更多感恩思想，他們的正面情緒和生活滿意度亦明顯增加。

有趣的是，完成研究後，兩組孩子獲邀寫感謝卡給研究團員：學習感

恩的一組，比沒有學習感恩的一組更樂意寫感謝卡。

跟隨以上的做法，家長可以與孩子討論慈善組織的成立目的和日常工

作。家長亦可以和孩子一起製作感恩日記，每天讓孩子用文字或圖畫

記錄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日記無須長篇大論，兩三句或一幅簡單圖畫

即可。內容可以小至陌生人替自己開門，大至有親友為自己安排入讀

心儀的學校。孩子可以隨時回味這些事件，時常感恩。

當然，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持續對他人的好意說聲「多謝」，回饋別

人對自己的大大小小的恩惠。孩子留意到家長經常表達對他人的感

激，自然會學懂如何感恩。

加強孩子正面情緒：感恩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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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姨
今天

請我
吃糖
果

感恩
日記

感恩日記

感恩話題

以身作則
多謝

想了解更多感恩日記的應用？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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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孩子每天的生活流程：上課、做功課、看電視、玩電腦、玩手

機、上活動班，幾乎沒有任何時間接觸大自然。但愈來愈多研究發

現，到戶外休息、遊玩，感受大自然的聲音和風景，對孩子的身心健

康都有好處﹗

按照聯合國的統計，全球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生活於城市。人口統計

學家進一步發現，市區人口的都市病發病率，包括過胖症、心臟病、

糖尿病、過敏症等，都和市區有多少樹木和公園有關。

環境心理學家的研究報告指出，每星期花兩小時到公園、沙灘和郊外

進行戶外活動的人士，在身體健康和生活滿足感兩方面，比沒有進行

任何戶外活動、或戶外活動時數少於兩小時的人士好。值得留意的

是，這兩小時的戶外活動可以是較靜態的閒坐或漫步，亦可以是較動

態的騎單車或划龍舟。大家亦可以每星期一次過行山兩小時，或選擇

每星期慢跑四次，每次30分鐘。所以，家長可以定期帶孩子到戶外走

走，帶動孩子的注意力，鼓勵孩子留意陽光、植物和動物的色彩，感

受泥土、花朵和海水的氣味，聆聽雀鳥、昆蟲和樹葉的聲音。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戶外運動﹙如：在公園跑步﹚是否比室內運動

﹙如：在健身室跑步﹚更有好處呢？綜合研究發現，相比於室內運

動，戶外運動似乎可以令人更滿足、更舒暢、更有活力，亦能更有效

減少壓力和負面情緒。參與戶外運動的人亦更願意再次運動。不過，

室內運動似乎可以令人感到更放鬆。暫時沒有証據顯示戶外和室內運

動哪一方對身體健康有更大的好處。

加強孩子正面情緒：運動與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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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

踩單車慢跑

漫步 划龍舟

想了解更多運動的好處？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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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出現負面情緒時，家長可以怎樣回應？大家先看看以下幾個常

見的情景：

•

•

•

以上這些反應的共通之處，都是暗示孩子：「你不應該有這種情緒」。

長久下去，孩子要麽覺得有負面情緒是不對的，要麼在出現負面情緒時

不再找家長傾訴，兩者都是家長不想見到的。事實上，有研究顯示，家

長經常阻止孩子表達負面情緒，孩子的自控和情緒能力反而變差。

家長希望孩子盡快由負面情緒中走出來是人之常情，但讓孩子表達和

認識自己的情緒狀態亦同樣重要。在安慰孩子和幫助孩子解決問題之

前，家長不妨先運用積極聆聽：

•

•

• 

積極聆聽的重點是，將孩子的情緒和這些情緒的由來說出來。孩子聽

到家長明白自己，自然會感到舒服一點。

處理孩子負面情緒：積極聆聽

孩子：「小明不能來我的生日會，我很不高興﹗」

媽媽：「不要緊﹗還有其他小朋友會來呢﹗」

孩子：「我很害怕明天口頭報告會出醜。」

爸爸：「沒有什麼好害怕的﹗每個同學都是這樣報告的，不是嗎？」

孩子：「弟弟打我﹗」

媽媽：「你是哥哥，要讓弟弟，不可以生弟弟氣﹗」

媽媽：「小明是你的最好朋友，他不能來你會不會覺得很失望？」

爸爸：「全班同學都望著你，你可能會覺得緊張，擔心說錯話。」

媽媽：「無緣無故給人打了一下，我都會覺得很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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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不能來
我的生日會。

我很害怕明天
口頭報告會出醜…

弟弟動手打我！

小明是你的最好朋友，
他不能來你會不會
覺得很失望？

全班同學都望著你，
你可能會覺得緊張，

擔心說錯話。

無緣無故給人
打了一下，我都會

覺很無辜！

當孩子感到傷心

當孩子感到害怕

當孩子感到生氣

不要緊﹗還有很多
其他小朋友會來呢！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每位同學都是這樣
報告不是嗎？

你是哥哥，
要讓弟弟，

不可以生弟弟氣！

想了解更多積極聆聽的應用？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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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遇到緊張或不如意的事情，家長可以幫助孩子從事件的三方面作

出重估。

•

處理孩子負面情緒：正面評估

當孩子要面對一些即將發生的事，感到緊張、焦慮，甚至退縮

時，家長可引導孩子作「感覺重估」。例如：孩子因為明天要考

試而感到緊張，家長可以協助孩子將這種感覺轉化為集中精神的

提示：「即將要考試，很多人都會覺得有點緊張。這種感覺其實

可以提醒我們集中精神來表現自己。而當我們集中精神考試，我

們的表現也會好一點。」

緊張的感覺就能提醒
我們集中精神

由溫習至考試的過程中，
有什麼地方令你成長了？

你在這次考試學會的
堅持和自律，會令你
將來做得更好

感覺重估

過程重估

結果重估

緊張的感覺就能提醒
我們集中精神

由溫習至考試的過程中，
有什麼地方令你成長了？

你在這次考試學會的
堅持和自律，會令你
將來做得更好

感覺重估

過程重估

結果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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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正面重估的應用？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事件或活動完結之後，家長引導孩子檢討，運用「過程重估」重

新思考，希望在事件的過程中找到有所得着的地方。例如：考試

完結了，孩子因為做不到最佳表現而耿耿於懷：「我知道你感到

失望，因為未能做到最好。我知道你之前很努力溫習，媽媽很欣

賞你的認真！我們不妨想一想之前由溫習至考試的過程，有什麼

地方令你成長了？」

緊張的感覺就能提醒
我們集中精神

由溫習至考試的過程中，
有什麼地方令你成長了？

你在這次考試學會的
堅持和自律，會令你
將來做得更好

感覺重估

過程重估

結果重估

「結果重估」同樣適用於事情完結後，家長幫助孩子明白，今次

的結果並不是永遠的結果。例如：「我知道你感到失望，因為未

能做到最佳的表現」、「這種感覺媽媽從前也試過，好像是努力

了也未做到最好。」家長可繼續說：「今次的結局並不是永遠，

因為我們將來還有其他機會去繼續進步。你在這次考試學會的堅

持和自律，會令你將來做得更好。」

•

•



15

正面重估著重改變孩子的想法，但有時孩子心裡明白，但心情仍然十

分凝重。這時家長可以幫助孩子放鬆心情。幫助孩子放鬆的方法有很

多，如指示孩子：

•

•

•

•

•

家長還可以和孩子練習「一分鐘深呼吸」：

•

•

•

•

•

•

家長可以按孩子的發展階段，縮減孩子保持不呼氣和不吸氣的時間至

大約一秒左右。若然孩子不太明白腹部隆起和放鬆的意思，家長可以

請孩子躺在地上，放一個洋娃娃在孩子的肚上，叫孩子通過吸氣和呼

氣，讓腹部慢慢跟隨起伏，哄洋娃娃睡覺，幫助孩子體會深呼吸的感

覺。

處理孩子負面情緒：深吸慢呼

飲水、洗面、洗澡

做運動，尤其是競賽成份不高的運動，如：慢跑、柔軟體操

提醒自己：「放鬆一點」、「有需要緊張到這個地步嗎？」、「可以

做的已經做了」、「對方未必是故意的」、「爸爸媽媽會在我身邊」

找朋友、家長或老師傾訴

畫畫、寫信、寫日記，盡情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將手放在肚臍附近。

用鼻慢慢吸氣，吸氣時間約三秒。

腹部隆起後，保持不呼氣約三秒。

用口慢慢呼氣，呼氣時間約三秒。

腹部放鬆後，保持不吸氣約三秒。

重複步驟五次，需時約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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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深呼吸的應用？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重覆步驟五次，
需時一分鐘。

1. 將手放在肚臍附近。

3.感到腹部隆起後，
保持不呼氣三秒。

2.用鼻慢慢吸氣，
心裡數三秒。

5.感到腹部下降後，
保持不吸氣三秒。

4.用口慢慢呼氣，
心裡數三秒。

「一分鐘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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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亦可以幫助孩子處理引起負面情緒的問題本身，教導孩子用以下

四個步驟去解決困難：

•

•

•

•

例如，孩子在班上被同學搶了筆袋，孩子可以使用以上四個步驟去處

理：

•

•

處理孩子負面情緒：解難四步

界定問題：眼前的問題是什麼？

尋求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別的方法嗎？

設想後果：第一個解決方法有什麼好處和壞處？如果使用這方

法，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第二個解決方法有什麼好處和壞處？如

果使用這方法，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作出決定：揀選最多好處及最少壞處的方法，嘗試實行。

界定問題：筆袋被同學搶了。

尋求方法：我可以告訴老師。我可以直接向同學要回我的筆袋。

我可以重新買一個新筆袋。

？
？？

1 界定問題 2 尋求方法 3 設想後果 4 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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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解難四步的應用？

請觀看我們與教育局製作的影片！

設想後果：第一個解決方法的好處是老師會替我主持公道；壞處

是老師一走開同學又可能會再搶我的筆袋。第二個解決方法的好

處是我可以獨立處理問題；壞處是我可能說不過同學、拿不回筆

袋。第三個方法的好處是我不用與人正面衝突；壞處是自己要花

費零用錢。

作出決定：第二個方法似乎最好，因為我可以自己解決問題，不

用依賴老師又不用逃避，但要開口問同學要回筆袋有點可怕…

•

•

家長可以和孩子一起使用這四個步驟去解決困難。以上述例子為例，

家長還可以和孩子角色扮演，練習如何向同學要回筆袋，讓孩子更有

信心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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