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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iv 前言

家長是學校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持份者，在支援學生學習、培育正面價值觀及促進全人

發展方面均扮演重要的角色。教育局一直積極透過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

支援家校合作、促進家長與學校的伙伴關係，以及推廣家長教育。在 2017 年 12 月，

教育統籌委員會應教育局邀請，成立了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檢討現行推廣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方式，以及制訂促進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方向、

策略和措施。其中，專責小組建議教育局委託非政府機構或專上院校，制訂家長教育

的課程架構或課程指引，以配合現今家長不斷轉變的需要，讓他們掌握在不同階段培

養子女所需的知識和技巧。

因應專責小組的建議，教育局已開始分階段為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家長制訂家長

教育課程架構。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於 2020 年成立項目團隊，參與「家長教育

課程架構（幼稚園）」（課程架構）的發展工作。在制訂課程架構的過程中，除了項

目團隊成員的專業知識外，不同持份者包括幼稚園學童家長、教育工作者、醫護專業

人員、社會工作者，以及非政府機構和辦學團體的代表，都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和

意見，促使課程架構得以順利完成。

我們期望課程架構能提供共同的基礎，讓全港、區本、校本、以至電子家長教育課程，

有系統地為幼稚園家長提供不同階段、不同目標的課程，讓家長獲得更多育兒的資訊

和支援，從而促進子女的健康成長及有效學習。

歡迎透過以下途徑，就課程架構提供意見或建議：

地址： 香港九龍九龍塘 
 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2 樓 W215 室 
 家校合作組

傳真： 2710 9970

電郵： hsc@edb.gov.hk

 前言

mailto:hs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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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家長在保護、教育和照顧兒童方面擔當著關鍵角色。育兒是父母與子女間的一個互動、

獨特和有意義的過程。社會普遍認為家長有能力完善其育兒方式，而提升家長育兒的

效能，可改善兒童的行為和促進他們的發展。因此，家長應透過參與為本地情況而設

的實證為本育兒課程，努力提升育兒知識、態度和技能，從而促進良好的親子關係和

健康、愉快而均衡的兒童發展。「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下稱「課程架構」）

的目的，是為提供家長教育課程和活動的相關單位，包括家長教師會（家教會）、家

長教師會聯會（家教會聯會）、專上院校及非政府機構，提供主要參考。相關單位可

參照本課程架構設計家長教育活動，如家長教育課程、家校合作活動等，讓家長認識

兒童的全面發展，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提升家長的身心健康，以及加

強家校溝通與合作。

1. 背景

 香港在家庭生活教育和家長支援方面有悠久歷史。許多相關服務由志願專業人士

或機構所發起，然而要確保全港所有家長都獲得優質的家長教育和支援，便需要

系統化、共同和長期的努力。

 政府非常重視家長教育，當中要列舉的是，政府在 2000 年提供五千萬元非經常性

撥款，用以支持家長教育並鼓勵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希望藉此進一步推動家長教

育的發展。此後，不同的政府政策局／部門均在各其專責範圍內推展家長教育。

在 2017 年，行政長官把「家校合作與家長教育」列為八個主要教育範疇之一，以

進行檢討。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2017 年成立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

組），其後專責小組於 2019 年提交報告。政府已全面接納專責小組報告內提出的

建議。

 在審視本港的家長教育過程中，專責小組注意到現時由政府部門、本地專上院校、

非政府機構、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教會聯會、家教會等舉辦的家校合作及家

長教育活動種類繁多。為使家長教育更具連貫性，專責小組建議由政府提供核心

家長教育課程。為此，以實證為本建立的課程架構和以環境為本配合幼稚園階段

的家長教育內容和方式，成了重要的台階，以實現這個培養社區能力的重要倡議。

第一章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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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架構的制訂

 由於家長的參與對幼兒教育十分重要，教育局在 2018/19 學年推出專為幼稚園而

設的家長教育架構，鼓勵幼稚園從中參考，並舉辦校本家長教育課程。為進一步

優化該架構，教育局委託由幼兒教育、社會工作和兒科醫學領域的學者所組成的

項目團隊，為幼稚園學童家長制訂家長教育課程架構。為更全面地收集各界對課

程架構的意見，項目團隊採用混合方法研究，包括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討論，向

各持份者收集重要資料，其中包括幼稚園學童家長、教育工作者、醫護專業人員、

社會工作者，以及非政府機構和辦學團體的代表。項目團隊根據研究結果和文獻

回顧，不斷調整和完善課程架構。

B. 課程架構設計的宗旨

1. 緊繫於環境系統視角，以認識並促進兒童和家庭賦權

 兒童發展與一系列環境系統的關係牢牢聯繫，要理解育兒的過程，便需要認清這

密切的連結。如圖 1 所示，養育幼稚園階段兒童的家庭，其育兒方式受到不同的

內在和外在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可能來自兒童本身（如兒童獨特的發展步伐）、

家庭層面（如家長的自我關顧、家長期望、家庭內部關係和氛圍），或個別家庭

以外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如能否獲得可靠資訊和所需支援、族裔和文化因素）。

 參考本地情況的上述因素後，本課程架構的宗旨在於切合不同背景使用者的需要，

包括家教會、家教會聯會、專上院校、非政府機構等。本課程架構為全港所有家

長教育課程提供參考，讓家長得以學習適切的育兒知識、技巧和態度，從而提升

他們的能力，享受個人和家庭的健康生活。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4 第一章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 (幼稚園)

家庭獲充足的支援和資訊，
培育出健康、愉快和發展均衡的兒童

達致家長的能力和身心健康得以提升

享受學習知識、技能和態度

認識
兒童發展

促進
兒童健康、愉快及

均衡的發展

促進
家長身心健康

促進
家校合作與溝通

社會
全球環境

學
校和社區

家庭

兒童

養育幼稚園階段
兒童的家庭

主要內在因素
•兒童發展步伐
•家長自我關顧程度
•家庭內部關係
•家長期望
•家庭氛圍

主要外在因素
•可獲得的可靠資訊
•可獲得的所需支援
•族裔和有關文化

•

圖 1：通過家長教育為養育幼稚園兒童的家庭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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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以四葉草作比喻闡釋兒童發展    成長是動態的過程，猶如四葉草在藍天下

向上生長，兒童身心亦日趨茁壯，其正常與健康的成長需要不同因素所支持。與

年齡對應、文化相關的四大因素包括：（一）認識兒童發展；（二）促進兒童健康、

愉快及均衡的發展；（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以及（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這四大因素與一系列的環境系統有關聯。這些因素彼此連繫，緊密而互動的透過

環境系統影響著兒童，讓家庭在社區內得到充足的支援和資訊，以使兒童健康、

愉快和發展均衡。

 幼稚園階段兒童處於一系列環境系統的中心，兒童的家庭擔當最密切的照顧者角

色，學校和社區是家庭以外的重要人際互動場域，而支持著兒童、家庭、學校和

社區的各種條件，亦受到更廣泛的社會和全球環境影響。本課程架構切實把握環

境系統中的動態因素，為幼稚園、家教會和非政府機構等提供以實證為本的指引，

以便按照上述四大主要因素設計家長教育活動，為幼兒的家長賦權。這四大因素

亦發展成為本課程架構的四個核心範疇。

 透過培訓後，幼稚園學童家長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支援和資訊，使子女可以更健康、

愉快而均衡地發展。

2. 採用以實證為本的家長教育方針

 本課程架構採用以實證為本的方針，提出適合本港家長的育兒策略。對於大多數

幼稚園學童家長來說，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的育兒旅程步伐急促，難以作深入、

周全的回顧和反思；同時，兒童成長迅速，很短時間內便從幼稚園過渡到正規學

校教育。為了更完善地滿足這一階段的育兒需要，本課程架構提出制訂系統化、

程式化、以認知行為理論及實證為本的課程。

 為了更深入認識箇中情況以制訂一個建基於數據並以家長為導向的課程架構，予

家長教育服務提供者和幼稚園參考，項目團隊採用了混合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的

方法，收集不同持份者對家長教育核心內容有關的事實、需要、關注和看法。從

2020 年 9 月到 2021 年 5 月期間，項目團隊進行了多階段的研究，包括聚焦小組

訪談和量化橫向問卷調查。研究方法的摘要載於附錄 1。

3. 家長策略和家長教育課程

3.1  辨識與推廣能完善兒童健康發展的家長策略

 隨着家庭和子女的發展，家長應掌握在文化上相應的策略，以改善育兒方式。這

些策略的重要性及恰當的實踐方式，會根據其相關性，在本課程架構相應範疇的

章節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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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選擇和接受優質的家長教育，家長可以對兒童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實現期

望管理和接納。

 適當的育兒態度對於培育健康、愉快和均衡發展的兒童非常重要。家長應對兒童

發展的目標和步伐抱持合理而現實的期望，同時尊重兒童的獨特性。家長亦需關

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才可促進正面培育子女。此外，家長亦應注意與學校溝通和

合作的重要性，以支持兒童在校內、校外的發展。

 透過家校合作、家長同儕和相關專業人士為有需要家庭提供可用及充足的社會支

援，將有助提升家長的育兒能力和身心健康。

3.2 優質的教育課程應符合一定準則

 優質的家長教育須以目標和理論為導向、以實證為本、與文化相關，並由合資格

的導師教授。1,2

C. 課程架構的目的和用途

根據項目團隊收集的質性和量性數據，本課程架構的目的，在於支援那些與幼稚園家

長教育相關的不同持份者，包括幼稚園校長、教師、幼稚園家教會、家教會聯會、非

政府機構、專上院校等，他們都可能舉辦家長教育活動。

隨著本課程架構的推出，校長、教師、家教會等可按其校本特色（如學校使命、兒童

特質和家長需要），選擇、安排或設計家長教育活動。家教會和家教會聯會可以參照

課程架構進行有效的家校溝通和合作，在協助學校推行家長教育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

用。認識課程架構的宗旨，將有助為幼稚園學童的家庭提供更全面而適切的支援，從

而促進兒童和家長的身心健康。非政府機構和專上院校亦可以參照課程架構設計家長

教育課程，提供培訓課程，並為幼稚園提供支援。適當地協調各類服務，可為有需要

的兒童和家庭提供及時的支援。家長亦可以透過課程架構進一步認識家長教育不同範

疇的知識，對健康、愉快和均衡的兒童發展有更全面的認識。可靠的育兒資訊、與家

庭成員建立健康的關係，以及有效的家校溝通都可以提升家長的育兒能力，讓家長更

有信心面對育兒挑戰。

表 1 至 4 總結了四個核心範疇所涵蓋的內容。

1 Gould, N., & Richardson, J. (2006). Parent-training/education programm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hildren with conduct 
disorders: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evidence-based perspectiv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Journal of Children's Services, 
1(4), 47-60. 

2 Small, S. A., Cooney, S. M., & O'Connor, C. (2009). Evidence informed programme improvement: Using principles of 
effectivenes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impact of family based prevention programmes. Family Relations, 58(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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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內容摘要 

部分 內容摘要

引言 • 家長是保護和養育幼兒的第一照顧者。

• 健康和適當的育兒模式有助兒童由脆弱的嬰兒發展成為對社會

有貢獻的人。  
• 家長需認識兒童發展的範圍、性質、過程、方向和影響因素，

才能為兒童提供適當的保護和照顧，以及對兒童發展和培養抱

有切合實際的期望。

關鍵概念 • 幼稚園適齡兒童

• 家長及照顧者

• 兒童發展

• 健康

• 生命全期觀

• 跨代家庭

環境系統及兒

童發展

• 生態系統理論

• 生命全期觀 
• 家長是家庭發展的重要元素

• 家庭遵循一個發展軌跡

• 社會發展是家庭和個人發展的背景

• 幼稚園和家校溝通

兒童發展的重

要原則

• 發展是先天條件和後天培育的綜合結果

• 發展次序不會改變

• 發展需要健康的步伐

• 能自我主導發展的兒童更具發展動力

• 早期投放適當的資源能確保兒童、家庭和社會最佳長遠發展效

益

兒 童 發 展 的

範疇

• 兒童的全面發展

• 不同兒童發展範疇的不同理論

• 香港兒童的發展

兒童發展的關

注課題

• 身體健康

• 心理社交健康

• 品德教育

• 文化多樣性

示例 • 1A：培養閱讀習慣

• 1B：遊戲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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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範疇二「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內容摘要

部分 內容摘要

引言 • 家長在引導兒童認知功能、身體和精神健康、社交情感及靈性

發展的潛能中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

• 以兒童為本的育兒方式能有效促進兒童自主、主動及創意的特

質，在近年備受推崇。

• 加強發揮家庭效能可紓緩兒童面對的壓力和他們早年的不快經歷；具

備同理心和足夠支援的培育環境，可保護兒童免受傷害。

• 優質的親子互動，尤其在遊戲及康樂活動中，能提升兒童的發

展及入學準備。

關鍵概念 • 精神健康（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避免有害壓力）

• 行為（正面及負面）

• 學生的多樣性

• 以兒童為本

• 在家學習環境

• 全人發展

• 兒童獨特性

了 解 兒 童 健

康、愉快及均

衡的發展

• 兒童的早期腦部發展

• 安全依附的保護作用

• 身體對壓力的反應

• 應對壓力為早期兒童發展的核心能力

• 育兒模式

家長應如何促

進 兒 童 的 健

康、愉快及均

衡發展

• 正面培育子女

• 閱讀

• 自由遊戲

• 體能活動

• 健康飲食習慣

• 充足睡眠避免過量使用電子裝置

促 進 兒 童 健

康、愉快及均

衡發展的關注

課題

• 兒童的精神及心理社交健康

• 學習多樣性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 為面對不利童年成長環境的兒童作出早期介入

• 與孩子訂立界線

• 非父母照顧者

示例 • 2A：專題講座—關於孩子睡眠、體能及康樂活動和使用電子裝

置的建議

• 2B：正向管教：親子管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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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範疇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內容摘要

部分 內容摘要

引言 • 家長在孩子的社交與情感發展中擔當重要角色。

• 親職壓力是作為父母所經歷的正常一部分。

• 家長的身心健康和兒童的發展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 為促進父母與子女的身心和精神健康及維持良好的家庭關係，

家長致力保持身心健康極其重要。

關鍵概念 • 家長的身心健康

• 正向思維

• 壓力

• 壓力管理

• 情緒智能

• 自我關顧

認 識 正 向 思

維、心理健康

和壓力

• 正向思維

• 認識壓力

• 情緒智能及情緒調控技巧

健康關係和人

際關係的技能

• 從自我效能到親職效能：設定健康的關係界線

• 在家庭環境中的人際關係技能

照顧兒童與自

我關顧：平衡

兒童和自己的

個人需要

• 為人父母可以是人生很有意義的階段，但亦可令父母感到疲

憊。

• 自我關顧是指照顧好自己，使家長能夠保持身心健康。

促 進 家 長 身

心 健 康 的 關

注課題

• 在職家長的「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 支援有需要的家長

• 家長在子女幼小銜接時期的自我意識

示例 • 3A：身心相連

• 3B：靜觀育兒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10 第一章

表 4：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內容摘要

部分 內容摘要

引言 • 為加強家校合作的成效，家長應就兒童的需要與幼稚園緊密合

作，並參與和支持兒童在校的活動。

• 幼稚園應舉辦和推動家校合作活動，鼓勵家長與教師合作，以

照顧兒童的學習和發展需要。

關鍵概念 • 家校合作

• 家庭的性質和功能

• 有效的溝通

有效溝通的家

校合作關係

• 家校合作

• 溝通技巧及渠道

不同持份者的

角色

• 家長的角色

• 幼稚園的角色

• 政府就家校合作提供的支援

• 社區伙伴

促進家校合作

與溝通的關注

課題

• 家教會發展

• 家長參與層面

• 家長的動力

• 整合不同家長小組

示例 • 4A：與學校合作及促進兒童在家學習

• 4B：家校溝通技巧

第二章至第五章將詳細介紹上述四個核心範疇，從中闡述課程架構的具體內容。第六

章會就如何能有效地提供支援，以及如何提升幼稚園兒童家長的身心健康和能力提供

建議。至於各範疇的示例及相關參考資料和資源，則包含在附錄中。



11第二章

第二章 
範疇一：
認識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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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家長是保護和養育幼兒的第一照顧者。健康和適當的育兒模式能幫助兒童由脆弱的嬰

兒發展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家長需認識兒童發展的範圍、性質、過程、方向和影

響因素，才能為兒童提供適當的保護和照顧，以及對兒童的發展和培養抱有切合實際

的期望。家長無疑在培育兒童健康及均衡發展上發揮著獨特且重要的角色。家長應透

過掌握兒童成長階段過程中所需的知識、態度和技能，來增值自己。

B. 關鍵概念

1. 幼稚園適齡兒童：幼稚園適齡兒童是指一般在幼稚園就讀的三至六歲兒童。

2. 家長及照顧者：家長是指生育或培育、撫養兒童的父親和母親，通常是照顧兒童

及與兒童一起居住的主要照顧者。祖父母及／或受僱的家庭傭工也是常見的照顧

者。因配偶死亡或離婚而形成的單親家庭，則由單親母親或父親獨力照顧。當家

長無法照顧兒童時，其他照顧者，如祖父母和家庭傭工，便需要接手負責照顧工

作。

3. 兒童發展：兒童的發展涉及多個範疇，發展次序雖大致相同，但發展速度會受到

產前和產後條件的影響。

4. 健康：世界衞生組織將健康定義為「身體、精神和社會適應上的良好健康狀態，

而不僅指沒有生病或者身體虛弱」。健康的兒童，在各方面都應能達致良好的狀

態。

1. 家長將會在理解自身個人發展、家庭和相關社會互動發展的全面性背景下，認

識兒童發展的範圍和過程。

2. 家長將會運用對兒童發展的認識，建立對自己孩子的合理期望，提高對每個孩

子的獨特性的同理心和接納，以優化親子關係和強化孩子身心健康。

3. 家長將會學習到以合適的策略促進孩子發展和身心健康，並在孩子出現偏離正

常兒童發展時，尋求及早介入。

第二章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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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命全期觀：將人類發展按時序從嬰兒期到老年期劃分成不同階段，突顯每個階

段的具體特徵，並強調確保從一個階段順利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重要性。

6. 跨代家庭：跨代家庭在香港十分普遍，家長需要協助兒童與不同年齡群組的人相處。

C. 環境系統及兒童發展

1. 兒童發展的生態系統環境是家長認識兒童、自身和家庭發展的重要基礎。幼兒除

了要依賴成年人的養育才能生存和成長外，也會受到成長環境的極大影響。布朗

芬布倫納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兒童在同心圓多層次系

統的互動關係中成長和發展。大多數兒童在父母照顧下的家庭中成長，家庭是首

個支持他們發展的核心微系統。在兒童成長、接受教育及享受社交生活的過程中，

兒童的家庭與學校系統會和社區在一個中系統內互動，亦會與更大的城市或鄉郊

等外系統甚至環球宏系統接觸。以上所有系統持續互動，共享資源，和共同應對

挑戰（例如，某些國家的科技發展能通過方便而先進的社交媒體讓世界其他地區

都可享用該等技術）。每個系統都含有保護和風險因素。在微家庭系統中，保護

因素（如家長認識兒童發展並關心他們的孩子；家庭享有穩定的經濟資源等）和

風險因素（如家長患有長期疾病）互相影響，影響兒童發展。在外系統中，保護

因素（如願意支持和分享的鄰居和同學）可以抵消一些風險因素（如鄰里社區長

期受建造及改建工程噪音影響）。因此，家長必須要有務實和具前瞻性的思維，

強化保護因素，以預防或減少各個層面上的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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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系統

時間層面

發展中的個人

性別、年齡、
健康狀況、
能力、性情

宏系統

主流信念和意識形態

外系統

中系統

微系統

商
貿
與
產
業
　

　
　
　
　政府機構　　　　　教育制度　

　
　

　
　
大
眾
傳
媒
  

任何兩個微系統之間的互動

朋
輩
　
學

校
　
家庭　鄰里社區　保

健

醫
療
服
務

修定自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生命歷程裡不斷
轉變的個人及社
會歷史條件。

生命歷程裡遭遇的環境
事件與轉變的模式，以
及社會歷史條件和個人
生活事件的影響。

圖 1：生態系統理論 (Bronfenbrenner, 1979)

2. 生命全期觀強調個人的發展階段分為嬰兒期到兒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然後

到老年期。雖然不同生命階段的確實年齡劃分可能會隨着新的研究數據或範式而

改變（例如，有些地方把 60 歲定為官方退休年齡，而聯合國則把 65 歲人士定義

為成年人），但基本的發展方向和次序在人類史上一直都相當穩定。生命全期觀

指出不同生命階段各有優勢和挑戰，並強調促進不同階段的順利過渡，能減少發

展過程中許多可以避免的問題。例如，為就讀幼稚園的兒童預備接受正規小學教

育，能夠讓他們健康和快樂地適應學校生活。家長採用生命全期觀履行親職，能

使他們更理解家庭跨代成員的特性和需要，從而協助兒童和這些家庭成員更融洽

地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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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是家庭發展的重要元素。發展理論家強調，兒童期和青少年期是身體和神經

系統發展最快的階段，然後到成年期緩慢退化，衰退速度並會在 60 歲後加劇。家

長教育必須建基於明白家長作為成年人，在肩負照顧和供養年輕人和老年人的重

大責任時，自己亦會經歷整體機能的緩慢衰退；所以他們必需要保持身體健康，

並從生活體驗中汲取智慧，以緩減機能衰退的速度。家長功能的發揮受到性別角

色、健康、教育、工作和社會經濟地位、婚姻和家庭關係、文化及宗教等因素影響。

作為成年人，家長要學習和反思育兒方式的態度、知識和技能。家長對親職的看

法和實踐會直接影響他們所照顧的兒童。

4. 家庭由夫婦二人建立，也遵循一個發展軌跡  從親密的年輕情侶，發展至忙碌

的年青父母、肩負重擔的中年父母、然後到面對空巢及走到生命晚期的老年人。

夫妻、父母和子女，以及子女間的年齡、健康和性格組合，為家庭的心理社會環

境奠定基調。家長及準家長應明白婚前的準備以及家庭和配偶的支持均十分重要，

以確保家長的職責和功能得到最佳發揮，促進兒童健康、快樂及均衡的發展。

5. 社會發展，特別是教育和福利政策的發展，以及任何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穩定性，

都是影響家庭和個人發展的重要背景。例如，香港公共家庭服務以「兒童為重、

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為導向，確保在個人和家庭系統層面上提供相應服務。

施行規劃周詳的良好政策，加上充足的資源和人力支持配合，都有利於兒童發展。

衞生署母嬰健康院為本港幼兒和母親的健康提供保障；教育局新推行的幼稚園教

育計劃資助幼稚園教育，為學齡前兒童提供優質教育。

6. 幼稚園獲發資源，成立家長教師會（家教會），以促進家校溝通。幼稚園亦引入

了社工服務，而不同地區設有家長資源中心，以支持本地及非華語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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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兒童發展的重要原則 

1. 發展是先天條件（表觀遺傳學）和後天培育的綜合結果：個人的遺傳特徵、健康

和成熟度，與出生後環境的物質和社會狀況相互刺激，從而造就兒童發展。

2. 發展次序不會改變：雖然有些兒童可以跳過某些發展階段，在年紀較小的時候能

達到更高階的發展，但發展的次序並不會因人而異。倒退通常代表兒童有嚴重的

健康或情緒問題，需要注意。

3. 發展需要健康的步伐：為提高成就而過度刺激兒童發展是不應鼓勵的，因為這樣

可能會誘發無效甚或負面的影響，例如壓力過大和自我效能的挫敗感，或產生過

度競爭的心態等。因應孩子個人獨特性而抱有實際和合理的期望，是十分重要的。

4. 能自我主導發展的兒童更具發展動力：兒童應在引導下肯定自己的進步，在付出

努力後享受所獲得的成就，會引發其內在的發展動力。

5. 早期投放適當的資源能確保兒童、家庭和社會最佳長遠發展效益：這主張引自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 教授如下圖 2 所示的縱向研

究 (Heckman 2005, 2016)。他還發現來自弱勢家庭的兒童最能受惠於優質家長及

兒童教育項目，對家長和幼兒投放適當的資源，可促進他們的健康發展。因此，

家長教育及早期幼兒教育對社會均十分重要。對兒童所投放的適當資源應配合其

年齡、能力和興趣，並以實證為基礎。投放不應過度，以保障兒童有足夠機會自

由探索。讓兒童參加那些設計欠佳、沒有實證證明其成效的活動並不會帶來良好

的效果，反而會浪費兒童在黃金發展時間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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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階段

在學階段

在學階段之後

幼兒教育

學校教育

在職培訓

對人力資本的
投資回報率

年齡

投資在早期介入更符合成本效益

修定自Cunha. F., Heckman, J. J., Lochner, L., and Masterov, D.V. (2005). Interpreting the evidence on life cycle skill formation. In E., Hanushek and F., Welch (E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Elsevier.

圖 2：人力資本回報率最初設定所有年齡段都接受均等投資 (Heckman 2005) 

E. 兒童發展的範疇 

1. 兒童的全面發展不單涉及兒童生理發展，亦涵蓋了心理、群性和精神方面的發展，

每方面都包含不同範疇，需作更深入探討。社會普遍認為，兒童在所有範疇的發

展都按着可識別的階段進行，發展方向通常是從個人到外在、從簡單到複雜、從

具體到抽象。雖然發展階段的次序相當一致，但個別發展步伐會受到親職模式、

學校教育、保障安全和健康的資源，甚至發展刺激和探索空間是否足夠等條件所

影響。

2. 不同的理論家研究兒童發展的不同範疇，並提出了不同的理論。表 1 簡列兒童核

心發展範疇、階段和提出相關理論的學者，附錄 2 則詳細列明兒童在各範疇的發

展情況。家長可以參考這些資料，以了解子女的發展步伐是否與同齡兒童相若。

若留意到子女有明顯或持續的偏差，家長應該向家庭醫生或衞生署母嬰健康院的

專業人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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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體能發展：兒童體能發展指標包括身高、體重、感官及大小肌肉發展，以及通

過自理能力而保持的個人衞生。近數十年，神經科學和探究兒童大腦從胎兒到

長期發展的研究，均有重大的發展 (Shonkoff and Phillips, 2000) ，例如，在

利用母體血液評估胎兒是否健康或有先天性或急性風險方面，便取得了突破性

的發展 (Chan et al., 2006) 。此外，根據長期縱向研究顯示，有害的早期社會

心理環境有礙幼兒的神經系統發展，影響其語言和溝通能力，並在成長過程中

引發身體和精神健康問題。

b.	 群性發展：人類嬰兒在年幼時十分脆弱，必須得到成年人的悉心照料才能生

存。父母通常是大多數兒童的第一照顧者。兒童在成長時會接觸其他家庭成員

及社區，然後在幼兒遊戲小組、幼兒園或幼稚園時與學校人員和朋輩同學接

觸。日趨方便的休閒旅遊或移居外地，使家庭變得全球化，而文化和次文化也

變得更混合和複雜。除了接觸面對面的社交群體和環境外，幼兒也常常通過社

交媒體和互聯網接觸虛擬世界。家長必須設法讓孩子在面對面接觸和媒體社交

聯繫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避免子女從年幼便過度使用電子裝置，危害健

康。

c.	 心理社交和情緒發展：艾歷•艾力遜 (Eric Erikson) 認為人格的發展可分為八

個心理發展階段，然而每個階段的年齡劃分似乎已普遍降低。這顯示兒童通過

面對面的接觸和透過互聯網和媒體的虛擬接觸，越來越早便能與更多人建立關

係、學懂更多。隨着社交網絡擴展，以及處理不同發展階段危機的經驗日益增

加，成長中的兒童應能辨別自己和他人不同而又愈趨複雜的情緒，並以逐漸成

熟的方式處理這些情緒。

d.	 認知發展：著名理論家皮亞傑 (Piaget) 指出，人類的認知是以由少到多、簡

單到複雜、具體到抽象的進程發展。他對認知發展提出的四個關鍵階段，按性

質和次序排列，至今依然適用；近年的研究亦顯示研究對象在各個階段有更早

熟的發展。認知發展的另一個關鍵是語言發展。語言結構包含三個複雜度遞增

的層次：包括音素（語音）、語素（單詞和有意義的字詞部分）和句法（將字

詞組合成短語和短語組合成句子的句子單位和句法規則）。兒童溝通由綜合溝

通發展至語言習得，而兒童通常先理解，再學會有意義地表達。經典學習論、

操作學習論和社會學習論都有助刺激認知和語言發展。家長應嘗試有效地理解

這些理論，為兒童提供適當的刺激，發展聽、說、讀、寫能力，並享受當中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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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心性發展：此研究範疇的領導學者佛洛伊德 (Freud) 指出人類的心性發展涉及

幾個階段  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以及最後為性愛和生育做準

備的兩性期。參照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心性發展，讓幼兒用嘴巴和所有可使用的

身體部位進行探索、幫助他們養成良好的飲食和排泄習慣、根據他們的文化習

俗進行如廁訓練、以及學習性別和性別角色差異等，都是重點關注的領域。另

有研究顯示，父親和母親對兒童發展有不同的參與和貢獻，但兩者的影響同樣

重要。父親和母親一同照顧孩子及分擔家庭責任，對促進夫婦個人、配偶、孩

子和家庭的最佳發展，都十分重要。對一些主要由婦女負責照顧和教養孩子的

地方，這提醒更為重要。

f.	 品德發展：柯爾伯格 (Kohlberg) 的主張可能是最著名的品德發展理論。他提

出三個道德推理水平  成規前期、成規期和成規後期，並建議每階段再分為

兩個子階段。人們會按照列出的次序由某水平發展至另一階段的水平，而每個

新階段都會取締前一個階段的典型推理方式。與認知發展一樣，品德發展的複

雜性和抽象性同樣會循序漸增。品德發展對培養兒童區分對與錯、該做和不該

做的價值觀，以及讓兒童學懂如何在環境文化中自我克制和負責任行事，均十

分重要。品德發展可以通過教育、示範、講故事、宗教教育和其他社交渠道培

養。對比其他發展範疇，品德發展特別受文化特性影響，例如不同文化可能有

不同衣着規範、餐桌禮儀、宗教習俗，甚至結婚年齡的差異。

3. 香港兒童的發展

3.1 以香港常模紀錄香港兒童的發展：「典型發展的兒童」是指該兒童的發展符合當

地兒童發展的狀況。本港衞生署會收集有關兒童發展和健康的數據，以監測以至

改善兒童的健康和健康發展。衞生署亦會在適當的時間更新兒童發展的常模。

3.2 以香港的工具為香港的兒童進行評估：兒童發展需以合適的工具作評估，而這些

工具必須具備良好的心理測量性能及適用於研究本地人口。香港已建立了一些工

具，如《香港學前兒童綜合發展量表》 (HKCAS-P)，以及有本地常模的智力測試

（如韋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香港版） WISC-IV(HK)）， 供受過培訓

的註冊專業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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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兒童發展的關注課題

1. 身體健康

	 家長應知道過度的學業壓力，可能不利於兒童的發展。

有些極端例子顯示幼兒會被要求超越朋輩，有些兒童更

被安排在放學後參加大量課餘培訓。一些本地研究指

出，部分兒童由於活動編排太緊湊，以致休息和睡眠不

足，或沒有足夠時間和設施玩耍。家長應明白過度使用

電子裝置、不良的飲食習慣和缺乏體能鍛煉，已被確認

對兒童健康構成危害。因此，家長應為孩子灌輸健康的

生活模式。

2. 心理社交健康

	 對兒童表現寄予厚望，誘使家長盡可能向兒童提供更多的刺激。家長應避免兒童

承受過早或過度的催谷，因為這不僅限制了兒童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社交探索，汲

取實際經驗，還會影響創意和學習興趣。家長應注意，追求卓越的壓力還可能導

致家中兄弟姊妹之間的競爭，以及家長對不同子女的差別待遇，從而造成家庭內

的對抗關係和情緒。家長應確保兒童能自由地享受遊戲時間，讓兒童有機會主動

結交朋友並學習如何維繫友誼。若兒童大部分時間都被安排在選定的社交群體中

活動，便會減少了他們培養健康社交和與人分享的機會。

3. 品德教育

	 大多數家長希望孩子健康快樂，並達到目標成就。家長不應忽視其他重要範疇，

例如向孩子灌輸孝敬家庭長輩、做個負責任的公民、尊重他人等共通價值觀。家

長須知道，培養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和負責任的道德觀，十分重要。

4. 文化多樣性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來港人士和新移民。新移民在融入

社會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困難，但文化共融、提供社區資源和配合良好政策，均

有助於移民家長撫養子女和培育他們的發展。

請掃瞄二維碼，以瀏覽更

多關於孩子睡眠、體能及

康樂活動和使用電子裝置

的建議的資料

（示例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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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示例

範疇 示例 1A 示例 1B

一 主題：	 		

培養閱讀習慣

預期學習成果：	 	

促進家長在幼兒期培養良好的親

子閱讀習慣，提高兒童的語言、

情感和品德發展。

（詳見附錄 13)

主題：	 	

遊戲中學習

預期學習成果：	 	

讓家長認識遊戲是可以協助兒童學

習概念、技能和態度的一種愉快且

方便的媒介，並促進他們成為兒童

遊戲中的支持者。

（詳見附錄 14)

H. 章節總結

兒童發展是結合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系統互動培育的綜合結果。家長在支援兒童體能、

群性、心理社交和情緒、認知、心性和品德等全面發展，都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對兒

童發展步伐抱有合理及實際期望，尊重兒童的獨特性，能減輕家長和兒童的壓力。透

過家校合作、家長朋輩和專業人員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家長又備有文化相關知識、態

度和技能，便能夠提高育兒能力，促進兒童的健康、快樂與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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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範疇二：

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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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家長在引導兒童充分發揮其認知功能、身體和精神健康、社交情感及靈性發展的潛能

中，無疑是擔當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傳統角色上，父母多著重為兒童提供基本需要，

並十分重視子女的學業成就。由於這種以父母為本的育兒方式有機會忽略兒童的個別

需要及其情緒健康，因此常常被人詬病。相反，以兒童為本的育兒方式能有效促進兒

童自主、主動及創意的特質，故在近年備受推崇；然而，在實踐這種育兒方式時，必

須注意愛護和溺愛子女的區別。

家長應提供一個豐富且多元的學習環境，並給予鼓勵、支持，以及適切的活動，協助

兒童達致重要的發展里程碑。加強發揮家庭效能可紓緩兒童面對的壓力和他們早年的

不快經歷，而高度包容及明白兒童需要和情緒的家長，則可為兒童提供具同理心和足

夠支援的培育環境，以保護他們免受傷害。家長透過適當的互動及正面育兒方式引導

子女，能有效處理他們的行為問題和促進他們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優質的親子互

動，尤其是遊戲及康樂活動，能提升兒童的發展及入學準備。家長亦應透過積極互動

和參與，培養兒童對話式閱讀和體能運動的興趣，以促進兒童全面發展及社交心理健

康。

1. 家長將會學習到培育兒童心理、情緒及精神健康的全面發展所需要的知識、技

能和態度。

2. 家長將學會如何支援兒童發展，以及解讀和採用「兒童為本」的育兒方式。

3. 家長將學會如何締造有利兒童健康及均衡發展的環境。

4. 家長將透過了解兒童在此階段的學習特質，學會如何支援兒童的學習及全人發

展。

5. 家長將會學習到有效處理兒童行為問題的技巧，同時了解正向的育兒方式在減

少負面行為上所帶來的益處。

6. 家長將會認識到參與對話式閱讀及自由遊戲的重要性及好處。

7. 家長將了解影響著兒童精神健康及情感發展的不同課題。

第三章 範疇二：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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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適當的家長教育能有效改善父母對其子女獨特學習需要的認識，使他們能

引導子女的精神及情緒發展。家長與子女建立穩固的親子關係，可有助子女克服年幼

時所面對的逆境。透過家長、學校及社區三方的合作，兒童的發展潛能才能得以盡情

發揮。

B. 關鍵概念

1. 精神健康（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避免有害壓力）：精神健康的定義為兒童能

達致心理、情緒及精神的全面健康。早期的成長環境對兒童的精神健康發展有著

重要的影響，因此，家長必須提供穩定而有利培育子女的環境，促進他們達致最

佳的發展。藉著提供適量的支援及挑戰，家長可以培養子女的自助能力。正常的

壓力反應其實對兒童的成長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父母應讓子女學習如何應對壓力，

而非為他們排除所有壓力。然而，因持續壓力反應所引起的有害壓力則應該避免。

由「家校齊減壓——提昇家長及學童的精神健康計劃」籌委會所撰寫的「快樂孩

子約章」便提出了多項能促進兒童精神健康的建議（詳見表 1）。家長應留意不利

子女成長的環境，和早期的逆境經歷，會為兒童的社交心理健康帶來不良的影響。

採用正向的育兒方式及適時尋求支援，均有助減低這些經歷為兒童精神健康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

表 1：十個促進兒童精神健康的因素

1 維持良好的親子關係

2 充足休息及適當放鬆

3 調整對子女的期望至合適的水平

4 鼓勵自由遊戲

5 參與閒暇活動

6 擁抱和保護大自然

7 盡情享受親子對話和互動

8 每日進行運動

9 確保充足睡眠

10 定期進行親子閱讀

資料來源：「家校齊減壓 - 提昇家長及學童的精神健康計劃」計劃籌委會（2015）。快樂孩子約章。香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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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為（正面及負面）：幼稚園階段學童的行為一般與家長的育兒方式高度相關。

正向的育兒方式能有效減少負面行為，包括在品行、情緒、過度活躍及朋輩關係

上出現的問題。過量使用電子裝置、缺乏充足睡眠和體能運動都會增加行為及情

緒問題的風險，同時會減少兒童的正面社交行為。家長應著重鼓勵子女培養友善

的態度和正面的親社會行為，幫助有需要的同儕和他人。有效的育兒方式強調以

耐心去引導和鼓勵子女的正面行為，並建立他們的自信，使他們能與他人互相協

作，共同學習及解決困難。

3. 學生的多樣性：家長需要了解兒童在學習上的多樣性，並明白提供適當支援的重

要性。在營造最有利的早期學習環境以支援不同發展及學習需要兒童的層面上，

家長教育擔當了一個關鍵的角色。教師及家長／照顧者間的相互體諒和合作，對

於制訂支援策略及監察兒童的行為和發展，可謂相當重要。

4. 以兒童為本：每個兒童都是獨特而有著不同的個性、能力及喜好的，他們的發展

步伐亦各有不同 1。家長應關注子女的關鍵發展階段，並考慮他們的個別需要、能

力及發展的背景。

5. 在家學習環境：有利兒童探索和學習的在家學習環境是促進他們健康、愉快及均

衡發展的關鍵。家庭環境中應常備適合兒童年齡及背景的書籍，從而建立恆常的

親子閱讀習慣。此外，家長亦應利用合適的玩具、遊戲及優質的親子互動活動，

為子女創建一個正面的在家學習環境，以助他們在學習、行為、社交心理，以及

體能上的發展。家長亦可多加利用社區資源，如圖書館、公園、博物館等，支援

及激發子女的學習意欲，以優化他們的早期學習環境和促進他們的長遠發展。

6. 全人發展：兒童發展由不同範疇組成，而早期的腦部發展會受協同作用及各個系

統的同步處理所影響。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指出，藉著建立基本感官訊號路徑，再

透過修正及辨清更精密的技巧及功能，幼兒的大腦便會獲得新的知識。健康、營

養、親職、教育及環境刺激的全面介入與支援，對於兒童在關鍵時期的發展極為

重要。家長應著重為子女的全面發展提供支援，避免過度重視學業成績而在考試

或課業上對子女施加不必要的壓力。

1 教育局 (2017)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存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preprimary/KGECG-TC-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KGECG-TC-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KGECG-TC-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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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兒童獨特性：每個兒童都是獨一無二的，家長應該尊重他們的獨特性並欣賞他們

的發展潛能，並避免將子女跟他人作出不必要的比較。正面的育兒方式應該著重

鼓勵兒童發掘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發展自己的技能和獨特的潛能，避免同儕間不

必要的競爭。

C. 了解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1. 兒童的早期腦部發展

1.1 基於幼兒腦神經的高度可塑性，年幼孩子腦部較成年人對於所經歷事物更敏感及

有更敏捷的反應。在嬰兒及幼童的腦部成長中有著一個區域專屬的「關鍵時期」，

在此時期，中樞神經系統會高速製造腦神經突觸，影響日後的發展機會和風險。

這種在幼年發生的神經迴路，會對孩子長大成人後有著長遠的影響。腦部不同區

域有不同的關鍵時期和發展次序，而這些發展會進一步協調並發展成更高階的認

知功能，包括語文、感覺統合及解難能力等 2。

 環境因素影響兒童腦部發展的機制：

i. 透過壓力反應系統

ii. 透過改變腦部結構

iii. 透過改變基因活動和表達

2. 安全依附的保護作用

2.1 依附理論的學者先驅，約翰 • 鮑比 (John Bowlby) 將依附定義為「人類之間持續

的心理聯繫」3。他指出，幼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所建立的關係，將影響其一生在

社交、情緒及認知等不同方面的發展。鮑比以進化理論作解釋，嬰兒具有與生俱

來的動力，讓他們與願意回應和保護他們的照顧者建立依附關係，從而提高生存

機會。

2.2 香港家長常流傳著「讓孩子贏在起跑線」的說法。然而，研究指出父母讓兒童在

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與他們建立穩固的依附關係，遠比為他們安排許多高要求

的課餘活動或過份重視學業成績更為重要。

2 Cameron, J.L., Eagleson, K.L., Fox, N.A., Hensch, T.K., and Levitt, P. (2017). Social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risk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illnes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7(45), 10783-10791.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822-17.2017

3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822-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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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附關係早在子宮內就開始，當父母準備迎接新生命並視它為一個獨立個體時，

他們跟這個未來的孩子已經開始建立深厚的關係。在嬰兒出生後的首數個月，若

父母能及早洞察嬰兒的需要，給予及時和細膩的情感回應便有較大的機會建立穩

固的依附關係 4。

2.4 兒童與父母／照顧者之間的穩固關係能進一步促進他們與同儕及父母／照顧者以

外的成年人建立正面關係。

2.5 父母應知悉有可能引起依附困難的危機因素（詳見附錄 3）及這些因素對兒童發展

的長遠影響；因此，促進穩固依附關係是極其重要（詳見表 2）。

表 2：促進穩固依附關係的重要性 

1
增進優質的親子關係。 
（如溫和及積極地回應孩子）

2 增強照顧者對兒童有適切其年齡的反應的意識。

3 建立照顧者的自我調節及同理心。

4 協助照顧者學習管理自身及兒童的情緒。

3. 身體對壓力的反應

 壓力對任何人都會有影響，兒童亦不例外。值得留意的是壓力具有正面和負面的

影響，而一個穩固的依附關係在某程度上可紓緩負面壓力的影響。一些嚴重及／

或持續的困境，例如虐待、疏忽照顧、貧窮、暴力及家庭功能障礙等 5，會為兒童

帶來無法承受的壓力，這種壓力會變為有害的壓力。經歷這些有害壓力的幼兒，

其正在發展的腦部的化學物可能會長期處於不正常水平，導致身體出現不同系統

的調節障礙（例如免疫系統、消化系統），而腦部結構的轉變，亦可能對兒童的

記憶、專注力及情緒有影響。

4. 應對壓力為早期兒童發展的核心能力

 育兒及照顧兒童的質素對調控兒童如何應對壓力有著關鍵的作用。兒童在成長過

程中，需要學習如何面對失望、挑戰及困難。兒童在學習紓緩這些壓力帶來的生

理影響的過程中，有賴身邊重要人士的支持，包括父母、親密的家庭成員、幼兒

教育者、家庭傭工及朋友。父母應時刻留意及反思自己在面對壓力時的處理方法，

從而為子女樹立榜樣，教導他們如何處理壓力 6，並滿足他們在面對壓力時的需要。

4 Augustyn, M., Frank, D.A., and Zuckerman, B.S. (2009). Chapter 3 - Infancy and toddler years. In Developmental-
Behavioural Pediatrics (4th ed., pp. 24-38). https://doi.org/10.1016/B978-1-4160-3370-7.00003-1

5 Franke, H.A. (2014). Toxic stress: Effec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hildren, 1(3), 390-402. https://doi.org/10.3390/
children1030390

6 明德兒童啟育中心 (2017) 。壓力對兒童的影響。存取自 https://www.cdchk.org/zh-hant/parent-tips-zh-hant/effects-of-st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1-4160-3370-7.00003-1
https://doi.org/10.3390/children1030390
https://doi.org/10.3390/children1030390
https://www.cdchk.org/zh-hant/parent-tips-zh-hant/effects-of-stress-on-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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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兒童在面對壓力時有足夠的支援及紓解，壓力就會變得可以承受，甚至可以為

他們的發展及學習帶來正面的影響。

5. 育兒模式

5.1 在 1960 年代，鮑姆萊德 (Baumrind) 對超過一百名學前兒童進行了一項研究，根

據父母的要求及反應這兩個層面，識別出三種育兒模式（恩威並施型、權威型、

縱容式／溺愛型），而大部分父母都會傾向展現其中一種育兒模式。其後麥柯畢 
(Maccoby) 及馬汀 (Martin) 的進一步研究更提出第四種育兒模式（忽略式／疏離

型）。圖一詳細描述了這四種育兒模式。在往後的育兒模式研究中，也有就其他

層面包括管束、和諧、脅迫、溝通方式等加以探討 7。

恩威並施型

家長對子女要求高並積極回應，以
兒童為中心，抱持高期望。

縱容式 / 溺愛型
家長十分著重子女，但鮮會抱有
要求。

權威型

家長對子女要求高但不積極回應，
育兒方式傾向施加規限，並著重於
懲罰。

忽略式 / 疏離型

家長並沒有滿足子女的需要。

反應積極 反應消極

高
要
求

低
要
求

資 料 來 源：Baumrind, D. (1967).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ur.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75(1), 43–88.

 Maccoby, E.E., and Martin, J.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In E. M. 
Hetherington (Ed.), P. H. Mussen (Series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vol. 4, pp. 1-101). New York: Wiley.

圖一：麥柯畢（Maccoby）和馬汀（Martin）在鮑姆萊德（Baumrind）模式的基礎上提出的四種育兒模式

on-children/
7 Darling, N., and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487-493. 

https://doi:10.1037/0033-2909.113.3.487

https://www.cdchk.org/zh-hant/parent-tips-zh-hant/effects-of-stress-on-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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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恩威並施型：父母對子女要求較高且反應積極。他們支持子女的同時，會堅

守一些限制，以「理性及議事論事的方式去引導子女的活動」（Baumrind,
1971）。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以兒童為本，他們會訂定出清晰並一致的標準，

透過親子溝通，讓子女了解所訂規則背後的意義。建基於和諧的親子關係、

理性的溝通及從善如流的態度，恩威並施型的育兒模式會促進兒童自主性的發

展 8。在這種育兒模式下成長的兒童，一般會在心理層面的不同能力方面，例

如心智發展、抗逆力、樂觀、自助、社交及自尊等，會有較佳的表現，同時亦

會有較好的學術成就 9。

ii. 權威型：父母對子女要求較高但反應並不積極。他們對子女的期望傾向以成人

為本，且缺乏彈性。父母會為子女訂立一些必須遵守的嚴格規則，過程中欠缺

討論，父母亦鮮有向子女解釋或回應相關的規則。這些父母不容商議，亦對

服從十分重視。子女的不良行為有機會引致包括言語及身體上的重罰。在權

威型育兒模式下成長的兒童傾向展現不滿、不信任及孤僻的性格（Lavrič and
Naterer, 2020）。有一些研究指出，當這些兒童進入青春期及／或青年期時，

部分會出現一些如焦慮及重複犯罪等不良發展行為 10,11。

iii. 縱容式／溺愛型：父母對於子女反應積極但要求較低。他們比較溫和及包容，

對子女極度容忍甚至放任不管。他們甚少訂立規則，即使有，也是雜亂無章的，

對子女亦少有監管。他們對子女的責任要求和適齡行為的期望較低，故這些兒

童可能會在行為上表現得較為不成熟，自助、探索及自制能力也較差（Lavrič
and Naterer, 2020）。研究觀察所得，在縱容式／溺愛型育兒模式下成長的兒

童，在青少年時期可能會變得較具侵略性，與朋輩之間的關係也較薄弱 12。

8 Lavrič, M., and Naterer, A. (2020). The power of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effects of exposure 
to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on life satisfac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6. https://doi.org/10.1016/
j.childyouth.2020.105274

9 Kuppens, S., and Ceulemans, E. (2019). Parenting styles: A closer look at a well-known concep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168–181.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8-1242-x

10 Wolfradt, U., Hempel, S., and Miles, J.N.V. (2003).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depersonalisation, anxiety and coping 
behaviour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3), 521-532. https://doi.org/10.1016/S0191-
8869(02)00092-2

11 Hoeve, M., Blokland, A., Dubas, J.S., Loeber, R., Gerris, J.R.M., and van der Laan, P.H. (2008).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 223–235.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07-9172-x

12 Llorca, A., Richaud, M.C., and Malonda, E. (2017). Parenting, peer relationship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December 2017.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17.02120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74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74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8-1242-x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2)00092-2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2)00092-2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07-9172-x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212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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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忽略式／疏離型：父母對子女既沒有要求，反應亦欠積極。他們與子女

之間關係疏離，只有極少量的互動。他們對子女沒有清晰的期望，甚至

忽略子女的需要。在忽略式／疏離型育兒模式下成長的兒童，長大後一

般有較低的自尊心 13、自制能力及同理心，對朋輩壓力缺乏抵抗力，而

且較容易有焦慮的情況和遇到學業上的困難 14。

5.2 不同的研究都指出恩威並施型育兒模式可以為兒童帶來最理想的發展效果。

雖然文化因素對不同育兒方式成效的影響一直被廣泛討論，但有系統性綜述

指出影響著的不是文化，而是其量度的方法。如果研究以脅迫來定義家長的

監管，恩威並施型育兒方式在某些國家中，會為青少年發展帶來負面或不良

的影響，而如果以家長監管及規則制訂的角度來量度的話，則普遍獲得正面

的結果 15。

5.3 家長不僅需要了解上述四種不同的育兒方式，亦應學習其他建基於人生反

思、愛與關懷的新興育兒方式的知識與實踐方法（詳見附錄 4）。

D. 家長應如何促進兒童的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

1. 正面培育子女

1.1 正面培育子女是一種育兒方式，根據以下的假設而所得的學問：

i. 所有兒童都性本善良

ii. 所有兒童都是無私的

iii. 所有兒童都渴望做正確的事

13 Perez-Gramaje, A.F., Garcia, O.F., Reyes, M., Serra, E., and Garcia, F. (2019). Parenting styles and aggressive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self-esteem and personal maladjustment.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plied to Legal Context, 12(1), 1-10. https://doi.org/10.5093/ejpalc2020a1

14 Steinberg, L., Blatt-Eisengart, I., and Cauffman, E. (2006).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homes: A replication in a sample of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6(1), 47-58. https://doi.org/10.1111/j.1532-
7795.2006.00119.x

15 González-Cámara, M., Osorio, A., & Reparaz, C. (2019). Measurement and function of the control dimension in 
parenting styles: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7), 
3157.  https://dx.doi.org/10.3390%2Fijerph16173157

https://doi.org/10.5093/ejpalc2020a1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06.00119.x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06.00119.x
https://dx.doi.org/10.3390%2Fijerph1617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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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倡正面培育子女的學者相信兒童每一破壞行為都必定有背後的原因。與其責罰

子女所作的負面行為，家長應集中教導他們將來如何做出正面行為。親子關係建

基於互相尊重和信任，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強調和發展子女的自尊心。在正向育

兒方式下，父母可在子女的青少年至成人期持續帶來正面的影響 16。

1.3 正向的育兒方式著重家長對子女個別需要的敏感度，同時

以同理心及尊重的態度來應對子女在發展上所面對的挑

戰。正向育兒方法的關鍵指標包括父母對子女的敏感度及

給予的溫暖，已證實有利於優質的親子互動。經常的親子

互動，尤其以遊戲為基礎的活動，能夠收窄在入學準備中

所有範疇的社會經濟梯度 17。

1.4 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積極參與，有利於兒童更投入學校生活，進而提高他們的語

言及社交心理能力。研究指出正向的育兒行為（如支持、高度正面情意的表達及

優質親子關係）可促進兒童建立自尊心及適應性情緒自我調節的技巧 18；而負面的

育兒行為（如敵意、高度負面情意的表達及低質素的親子關係），則會增加兒童

的焦慮及不安感，導致他們有較差的情緒調節技巧 19。因此，長遠而言，負面的育

兒方式在改變兒童行為上並不奏效，甚至可能對兒童帶來不良的影響 20。相反，正

向的育兒方式不僅會令兒童有所進步，更有利家長改善精神健康，及減低夫妻間

的磨擦 21，這些對家庭環境上的改善可以為兒童營造更安全的成長基礎，讓他們減

少焦慮感，促進他們對外間探索的心和更有信心去迎接未來的事物及人際關係 22，

證據顯示子女的行為問題跟家長情緒和育兒方式之間的關係，往往都是雙向的 23。

16 Godfrey, D. (n.d.). Welcome to positive parenting: Peace begins at home. Positive Parenting. Retrieved February 9, 2020, 
from https://www.positiveparenting.com/

17 Ip, P., Rao, N., Bacon-Shone, J., Li, S.L., Ho, F.K.W., Chow, C.B. and Jiang, F. (2016). Socioeconomic gradients in school 
readiness of Chinese preschool childr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processes and kindergarten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35, 111-23. https://doi.org/10.1016/j.ecresq.2015.10.005

18 Wong, R.S.M., Ho, F.K.W., Wong W.H.S., Tung, K.T.S., Chow, C.B., Rao, N., Chan, K.L., and Ip, P. (2018).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sychosocial 
competence through engaging children with school.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7(5), 1544-55. https://doi.
org/10.1007/s10826-017-1011-2

19 Schweizer, T.H., Olino, T.M., Dyson, M.W., Laptook, R.S., and Klein, D.N. (2018).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rumin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The roles of early temperament and positive parenting.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7(sup1), S409-S20. https://dx.doi.org/10.1080%2F15374416.2017.1359787

20 Afifi, T.O., Fortier, J., Sareen, J., and Taillieu, T. (2019). Associations of harsh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ldhood with antisocial behaviours in adulthood. JAMA Network Open, 2(1), e187374-e. https://doi.org/10.1001/
jamanetworkopen.2018.7374

21 Sanders, M.R., Kirby, J.N., Tellegen, C.L., and Day, J.J. (2014). The 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 multi-level system of parenting support.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4(4), 337-57. https://
doi.org/10.1016/j.cpr.2014.04.003

22 Oosterhouse, K., Riggs, S.A., Kaminski, P., and Blumenthal, H. (2020). The executive subsystem in middle childhood: Adult 
mental health,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secure-base parenting. Family Relations, 69(1), 166-79. https://doi.org/10.1111/
fare.12408

23 Pinquart, M. (2017).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with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3(7), 613–640.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9.2016.124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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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家長應避免以不良的育兒模式培養子女，因這樣會對他們的長遠發展有所影響。

（詳見附錄 5）。

2. 閱讀

2.1 父母參與孩子的閱讀對於子女的語言、讀寫、社交及情緒發展都相當重要。家長

如能以身作則，在家成為子女的閱讀榜樣，對子女的閱讀興趣及課堂學習專注方

面有正面的影響。此外，親子閱讀可以改善親子關係、促進兒童社交發展等其他

益處。

2.2 閱讀對於兒童帶來不少益處。在幼兒時期有較多親子閱讀經驗的兒童，在認知能

力方面有較好的發展（例如語言、讀寫、算術及記憶）。研究亦指出不論家庭背

景及家居環境，兒童在幼兒期的閱讀頻率，與他們的學校表現有著直接的因果關

係 24。

2.3 常見的親子閱讀介入方式有對話式閱讀、互動式圖書分享閱讀及圖書分享閱讀。

這三種方式都包含不同的兒童參與形式及程度。在對話式閱讀中，家長在說故事

時會利用提示去幫助子女回應圖書的內容，而在閱讀過程中，家長擔當著積極聆

聽者及提問者的角色，他們亦可以與子女互換角色，從而引導子女成為說故事者。

互動式圖書分享閱讀鼓勵家長利用不同的技巧，在閱讀前、中、後期讓子女參與其

中。而圖書分享閱讀則較少廣泛的互動，通常由家長向子女重複閱讀故事內容 25。

2.4 對話式閱讀可能是兒童參與度最高，且較有系統的閱讀方

式。研究發現，對話式閱讀可以豐富兒童的閱讀經驗和提

升他們的預讀技巧，然而，要令幼兒在閱讀過程中保持專

注可能是比較困難。研究指出，十五分鐘或以內的閱讀時

間，比超過十五分鐘的閱讀時間更有成效。對於一些較難

安坐或專注聆聽的兒童來說，對話式閱讀可增加他們的參

與度（Trivette & Dunst, 2007）。關於對話式閱讀的應用

技巧，會於附錄 13「示例 1A 培養閱讀習慣」中詳述。

24 Kalb, G., and van Ours, J.C. (2014). Reading to young children: A head-start in lif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40, 1-24. 
https://doi.org/10.1016/j.econedurev.2014.01.002

25 Trivette, C.M., & Dunst, C.J. (2007).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dialogic, interactive, and shared reading interventions. 
CELLreviews, 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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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遊戲

3.1 遊戲在以下三方面均極為重要：(i) 提升家長的參與；(ii) 促進安全、穩定和培育的

關係；及 (iii) 有助各種能力的發展，包括執行能力，同時可以改善生命歷程的軌

跡 26。

3.2 遊戲是一種大腦建構，對於腦部結構及功能的形成有著直接及間接的影響。遊戲

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類：自由遊戲（即非結構性、自願性及由兒童誘發的活動）及

建構遊戲（即有組織並在固定的時／地進行，通常由成人誘發）。

3.3 根據教育局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自由遊戲」的定義

是由幼兒內在動機引發的行為活動，著重幼兒自主、自由

參與、不受成年人訂立的規則或預設目標所束縛的遊戲。

幼兒可在自由遊戲中選擇遊戲的工具、方法、玩伴和活動

區域 27。高質素的自由遊戲，可以改善幼兒的執行功能和

社交情緒技巧，改變腦神經及基因活動，從而提升他們的

學習和適應能力及／或親社會的行為。關於自由遊戲的實

踐技巧，會在附錄 14「示例 1B 遊戲中學習」詳細討論。

3.4 自由遊戲的好處相當廣泛，包括能改善執行功能、語言、早期數學技巧（數字及

空間概念）、社交發展、朋輩關係、身體健康及體能，及提升自主感 28。不同形式

的自由遊戲（例如體能活動、假裝遊戲及傳統玩具、積木及形狀分類等）可以改

善幼兒在不同學習能力上的技能。例如，幼兒在角色扮演遊戲中可以發展其想像

力和學習了解他人；在體能相關的遊戲中，可以提升他們的身體協調。在面對不

利幼兒成長的環境時，遊戲的影響更為重要，因為家長可以在遊戲中與子女一同

享受和諧和歡樂的時刻，減低身體的壓力反應和保障腦部的發展。

3.5 非建構的遊戲時間能為兒童帶來許多益處，包括可以提升他們的基礎動作技能發

展。有研究發現，非建構遊戲或可以減低肥胖、高血壓及二型糖尿病的風險，為

兒童的長遠健康帶來好處 (Yogman 等人，2018) 。

26 Yogman, M., Garner, A., Hutchinson, J., Hirsh-Pasek, K., Golinkoff, R.M.,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2018). The Power of Play: A Pediatric 
Role in Enhancing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Pediatrics, 142(3).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8-2058

27 教育局 (2017)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存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preprimary/KGECG-TC-2017.pdf

28 Yogman, M., Garner A., Hutchinson J., Hirsh-Pasek K., Golinkoff R. M., Committee on Ps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and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2018). The power of play: A pediatric role in enhancing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Pediatrics,142(3). Retrieved from https://pediatrics.aappublications.org/content/142/3/
e2018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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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能活動

4.1 在幼兒時期如能在體能活動、靜態活動和睡眠時間方面建立健康的習慣，這習慣

將可持續至兒童期、青春期甚至成年期。因此家長自子女從小開始培養他們健康

習慣，包括定期運動及健康生活方式等，是十分重要的 29。

4.2 幼兒體能活動與改善他們肌肉發展、認知發展、心理社交健康、體適能、心血管

及骨骼健康有關。家長應鼓勵子女參與有助他們適當發展、安全、有趣和以遊戲

為基礎的體能活動，同時亦應為他們安排優質的靜態活動時間。親子閱讀、唱歌、

舞蹈、角色扮演及其他非屏幕性質的互動活動，為兒童帶來休閒娛樂，讓他們可

以放鬆心情，促進他們的社交和認知發展。此外，規律的入睡和起床時間，可以

讓他們獲得充足而優質的睡眠 30。

4.3 衞生署的體能活動指引，建議三至六歲的幼兒，每天應該

進行不少於 180 分鐘不同類型及強度的體能活動，而當中

應有最少 60 分鐘為中等至劇烈程度的運動 31，或愈多愈

好。在幼兒時期鼓勵他們進行體能活動，對於促進他們的

整體健康相當重要。

5. 健康飲食習慣

5.1 要充分發揮兒童在成長、健康及發展上的潛能，在幼兒時間攝取充足的營養是必

要的，這可防止兒童因營養不足而引致的發育遲緩，令他們長大後的身高較原本

發展少數厘米。因此，讓幼兒攝取充足的營養及維持健康飲食可避免幼兒出現營

養不良，因而引致智力受損及產生成年後體能不足的狀況；女童出現營養不良的

情況有可能會減低他們的生育能力，甚至在日後經歷較困難的生育過程或誕下過

輕的嬰兒 32。

29 衞生署 (2020) 。二至六歲幼兒體能活動指南（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適用）。存取自 https://www.startsmart.gov.hk/files/pdf/
physical_guide_tc.pdf

30 Carson, V., Lee, E.Y., Hewitt, L., Jennings, C., Hunter, S., Kuzik, N., Stearns, J.A., Unrau, S.P., Poitras, V.J., Gray, C., 
Adamo, K.B., Janssen, I, Okely, A.D., Spence, J.C., Timmons, B.W., Sampson, M., and Tremblay, M.S. (2017).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early years (0-4 years). BMC Public Health, 
17(Suppl 5), 854.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7-4860-0

3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ur and sleep for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Retrieved from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5147/WHO-NMH-PND-2019.4-eng.pdf

3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Session 1, The importance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 feeding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In Infant and Young Child Feeding: Model Chapter for Textbooks for Medical Students and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14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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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長應了解在不同階段中，餵食可令兒童跟照顧者建立關係。餵食不但為幼兒提

供營養和熱量，同時亦可提供社交、建立依附關係、調節情緒、獲取滿足及建立

信任的機會 33。愉快的餵食經歷可進一步加強幼兒的社交互動和情緒發展。此外，

家長應鼓勵幼稚園學童建立自行進食的習慣。

5.3 在不同文化及宗教的環境下，餵食的習慣雖各有不同，但一般而言，家長宜在子

女滿周歲前，為他們設定以三次正餐及兩至三次茶點的飲食常規。在一個健康的

餵食關係中，照顧者跟幼兒有著一個平等的合作關係，照顧者為幼兒提供各類營

養豐富的食物的同時，幼兒可選擇吃某一種食物和份量。照顧者可運用有效的方

法例如反覆嘗試及示範等，鼓勵幼兒擴闊選擇的食物種類。一項本地調查指出，

父母及祖父母一般都會低估飲食對兒童體重的影響。照顧者應仔細觀察幼兒是感

到飢餓或是飽足。強迫進食長遠而言可引起其他的進食行為問題。家長應訂立規

則和限制，協助幼兒建立良好的飲食行為。照顧者應營造一個有利的進食環境，

為幼兒樹立良好飲食習慣的榜樣，同時盡量減少令幼兒分心的因素，例如電視、

電子裝置及玩具等 34。

6. 充足睡眠及避免過量使用電子裝置

6.1 充足的睡眠時間可讓幼兒好好預備幼稚園的學習生活。相

反，睡眠不足會令幼兒未能適應學習，增加過度活躍、專

注力不足的機會，並減低幼兒的親社會行為 35。衞生署建

議三至五歲的兒童每天需要有11至13小時的睡眠時間（包

括小睡）36。

6.2 電子裝置在遊戲及學習上的應用相當廣泛，但過量使用會

引致兒童的心理社交問題，繼而誘發更多的親職壓力 37。

衞生署建議二至五歲兒童的屏幕使用（觀看電視或使用電

腦、平板電腦及智能電話）時間限制於一小時內 38。家長

應為子女選擇互動性、非暴力、有教育意義及適合子女年

齡的媒體內容，與他們一同觀看並討論相關內容，同時，

亦應尋找其他有利子女身心健康的活動。

33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ch.org.au/
feedingdifficulties/development/social-emotional-development

34  Leung, S., Leung, C., and Luk, W.Y. (2012). A Survey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 Feeding in Hong Kong: Parental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Family 
Health Servic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hs.gov.hk/english/
archive/files/reports/Survey_IYCF_parents%20perception.pdf

35 Tso, W., Rao, N., Jiang, F., Li, A.M., Lee, S.L., Ho, F.K.W, Li, S.L., and Ip, P. (2016). Sleep Duration and School Readiness 
of Chinese Preschool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169, 266-271. https://doi.org/10.1016/j.jpeds.2015.10.064

36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2018)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存取自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
tips/health_effects_tips.html

37 Gurunathan, D., Nivedhitha, Moses, J., Mathew, M.G., and Chowdhari, S. (2021). Can national kockdown due to Covid-19 
be considered as a stress factor for bruxism i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ntistry and Oral Science, 08(03), 2056-
2059. http://dx.doi.org/10.19070/2377-8075-21000405

38 衞生署 (2021) 。你的 0-5 歲孩子需要電子屏幕產品嗎？存取自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47.html

請掃瞄二維碼，以瀏

覽更多關於兒童睡眠

和使用電子裝置建議

的資料 （示例 2A ）

https://www.rch.org.au/feedingdifficulties/development/social-emotional-development
https://www.rch.org.au/feedingdifficulties/development/social-emotional-development
https://www.fhs.gov.hk/english/archive/files/reports/Survey_IYCF_parents%20perception.pdf
https://www.fhs.gov.hk/english/archive/files/reports/Survey_IYCF_parents%20perception.pdf
https://doi.org/10.1016/j.jpeds.2015.10.064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tips/health_effects_tip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tips/health_effects_tips.html
http://dx.doi.org/10.19070/2377-8075-21000405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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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的關注課題

1. 兒童的精神及心理社交健康

1.1 正向育兒方式跟兒童的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亦有助減低

兒童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機會。

1.2 家長應時常進行優質的親子互動活動（尤其是與運動及體能鍛煉相關的康樂活動、

閱讀、手工、音樂等），這些都有助促進兒童的正面心理社交發展。

1.3 幼稚園兒童普遍存在睡眠不足的問題，而睡眠不足與較差的入學準備（即學習準

備不足）、較多專注力和行為問題、及較差的心理社交健康都有著關聯 39。幼稚園

兒童每天應有 11 至 13 小時的睡眠，家長及照顧者必須確保學前兒童能有充足且

優質的睡眠。

1.4 過量使用電子裝置是幼稚園兒童近年出現的問題，影響他們的學習、行為、睡眠

質素及其他健康狀況。家長應注意並避免讓子女過度使用電子裝置（如：幼稚園

兒童每天使用時間應少於一小時），並陪同子女一同使用電子裝置，以促進子女

的學習和發展。

2. 學習多樣性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2.1 家長需要了解兒童的學習多樣性，因為每個兒童的學習能力和潛能都各有不同。

家長應按子女的潛能、能力及興趣，協助及支援他們的學習。如發現子女出現學

習困難或其他問題時，家長應向學校、社區或其他相關渠道尋求支援。

2.2 幼兒園或幼稚園生活的開始，是兒童的一個重要學習里程碑，但對於有特殊需要

的兒童而言，這些日常生活的重大改變是很難理解和處理的。因此，協助家長為

有特殊需要的子女適應學校生活，對兒童和其家庭有很大的幫助。及早的介入可

以讓兒童盡展所能，因此，提高對一些常見發展問題的認識，包括語言或其他方

面的發展遲緩、自閉症譜系障礙、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特殊學習困難等，

有助為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支援。如果家長對於子女的發展有任何疑慮的

話，應與幼稚園教師溝通，以便及早轉介進行發展評估，並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

早期介入及訓練，如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40。

39 Tso, W., Rao, N., Jiang, F., Li, A.M., Lee, S.L., Ho, F.K.W, Li, S.L., and Ip, P. (2016). Sleep Duration and School Readiness 
of Chinese Preschool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169, 266-271. https://doi.org/10.1016/j.jpeds.2015.10.064

40 衞生署輆下的學童評估服務，為 12 歲以下有發展障礙或行為問題的兒童提供專業評估及跟進服務，存取自：https://www.
dhcas.gov.hk/tc/index.html  

https://doi.org/10.1016/j.jpeds.2015.10.064
https://www.dhcas.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dhcas.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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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當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升讀小一，學校會因應他們的個別需要提供適當的支援，以

協助他們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因此，家長應向小學提供資料，讓子女得到適時和

合適的支援。

3. 為面對不利童年成長的環境的兒童作出早期介入

3.1 兒童的早期成長是腦部發育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當中包括感官傳導的功能和成

熟。父母應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援和資源，並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時間陪伴子女，

確保良好和優質的親子互動及為他們提供必須的刺激，這些對兒童長遠的健康及

發展至為重要（Heckman 等人 , 2006）。

3.2 近年愈來愈多的研究提議，父母及照顧者要投放足夠的時間、努力和資源，營造

一個溫暖且充滿愛的成長環境，加上悉心的培育和保護，才可讓兒童盡情探索、

學習和發展，盡展潛能（Britto 等人 , 2017）。

3.3 早年的不利童年成長的環境或經歷，例如嚴重疏忽照顧、

家庭暴力等，有可能引致基因轉變，增加兒童發展遲緩及

長遠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故此應避免這些情況發生。如

遇上困難，家長及照顧者應向社會服務或教育界的不同服

務提供者尋求協助或資源，才能充分支援兒童的學習及發

展。

4. 與孩子訂立界線

4.1 要建立健康的家庭關係，訂立關係上的界線是相當重要。健康的界線，可以加強

親子間的關係，給予兒童安全感，亦令他們有更鞏固的自我存在感，並減少潛在

的衝突。同時，兒童亦能學習如何與其他人的關係上訂立界線，長遠有助他們發

展與人建立快樂、健康及安全關係的技巧。健康的界線亦能令兒童維持尊嚴及自

主性，並在各種關係中建立安全感及穩定情緒。這些都是兒童正面成長和發展的

基礎，讓兒童能自由探索及建立自我身份認同感 41,42。

41 Beeslaar, E. (2019). Healthy boundari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ilfordhri.org/healthy-
boundaries-i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

42 Gilles,G. (2020). Establishing healthy family relational boundari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entalhelp.net/blogs/
establishing-healthy-family-relational-boundaries

請掃瞄二維碼，以瀏

覽社區資源及求助熱

線

https://www.guilfordhri.org/healthy-boundaries-i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
https://www.guilfordhri.org/healthy-boundaries-i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
https://www.mentalhelp.net/blogs/establishing-healthy-family-relational-boundaries
https://www.mentalhelp.net/blogs/establishing-healthy-family-relational-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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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長與子女在關係上的界線隨著時間而改變，尤其當子女逐漸成長，需要更多的

自主和自由。家長必須給予機會讓子女學習如何與其他人建立關係、探索自己的

身份和興趣，並容許他們犯錯 43。雖然這可能會令家長感到不安，但家長應學習調

整和改變所訂立的界線，以配合子女在不同階段的發展。

4.3 採取恩威並施型育兒模式的家長，一般都支持以兒童為本的想法。他們反應積極，

了解子女的感受，給予子女清晰的指示，亦能透過討論去引導子女調節自己的情

緒。這種育兒模式的特點是家長對於子女的情緒需要有著積極的回應，但同時對

他們有著較高的要求和標準。他們會以一致的標準去制定規則，以維持親子關係

上的界線。稱職的父母大多傾向正面紀律而非以懲罰的方式去教導子女。

5. 非父母照顧者

5.1 在中國人社會中，養育子女是一生的責任，祖父母的身份一向備受重視。很多祖

父母認為孫兒的誕生是自己的福氣，並願意在育兒方面提供協助。有一些祖父母

甚至是孩子的唯一照顧者，當父母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照顧子女的時候，祖父母

便取替了真正父母的角色。

5.2 在照顧幼兒的時候，父母及祖父母必須採取一致的育兒方式，為孩子建立愉快、

健康及均衡發展的環境，並在有需要時應善用社會福利服務及社區資源。

5.3 對許多香港的家庭而言，家庭傭工在照顧兒童上帶來不少的幫助，但他們不應被

安排負起「親職工作」的責任。家長應注意家庭傭工在照顧子女及支援家長正向

育兒上的角色定位，亦應了解到在育兒過程中，家庭傭工並不能取代父母的重要

角色。

43 Beeslaar, E. (2019). Healthy boundari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ilfordhri.org/healthy-
boundaries-i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

https://www.guilfordhri.org/healthy-boundaries-i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
https://www.guilfordhri.org/healthy-boundaries-i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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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示例

範疇 示例 2A 示例 2B

二 主題：	

專題講座—關於孩子睡眠、體能

及康樂活動和使用電子裝置的建

議

預期學習成果： 
協助家長了解幼稚園學童所需的

最佳睡眠時數、適量的體能活動

／遊戲時間及如何適當地使用電

子裝置

（詳見附錄 15）

主題：	

正向管教：親子管教策略

預期學習成果：	

協助家長理解建立親子關係的重要

性及技巧

（詳見附錄 16）

G. 章節總結

家長應注重子女的全面發展，包括精神、心理社交和身體的健康發展，以兒童為本的

核心價值，以及營造一個能促進健康及均衡發展的環境以培育子女。家長在養育孩子

及使其盡展所能的過程中，擔當一個關鍵的角色。家長如能積極回應子女的需要，給

予溫暖、關愛和聯繫感，有助與子女建立穩固的依附關係。正面而優質的育兒方式需

要可及性和責任感去支持，家長需訂立結構及行為上的規則，才能以子女的最佳利益

為依歸 44。 

44 Carey, W., Crocker, A., Coleman, W., Elias, E.R., & Feldman, H. (2009). Developmental-behavioural Pediatrics. 4th Edition. 
Philadelphia: Saunders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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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根據布朗芬布倫納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 (1977) ，兒童在複雜且多層次關

係的環境系統中成長，當中最核心的一層「微系統」是最直接影響兒童的周遭環境之

間的互動，如家庭、學校和社區。

家長在孩子的社交與情感發展中擔當重要角色。家長往往在日常生活中照顧子女時感

到壓力。親職壓力是作為父母所經歷的正常一部分，而這種壓力常見於當家長認為教

養子女的需求高於自身所擁有資源的時候 (Deater-Deckard, 2004) 。每個人都會有感

到壓力的時候，但家長應對壓力的反應會有所不同。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2019)，兒童需要在家庭的扶持和培育中成長和學習，以達致健康

的發展。家長的身心健康和兒童的發展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家長身心健康可反映於其

應對壓力的策略、對作為照顧者的滿意程度、自覺社交支持，以及個人情緒的整體穩

定程度，而相反的是感到受壓、鬱悶及／或孤獨 (Piehler et al., 2014)。正向家長會盡

力與子女保持正面的溝通和接觸，從而教導他們建立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和態度。相

反，身心狀況欠佳的家長未必能夠提供讓子女心理和情緒健康成長的環境，亦難以建

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或因而令子女有機會出現情感上的缺陷，並發展出不同的心理及

行為問題。因此，為促進父母與子女的身心和精神健康及維持良好的家庭關係，家長

致力保持身心健康極其重要。

1. 家長將會建立對正向思維、心理健康和壓力，以及其相互聯繫的認識。

2. 家長將會反思自身家庭背景及作為父母的態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

3. 家長將會學習情緒管理和應對壓力的策略，以及解決問題和衝突的技巧。

4. 家長將會更重視自我關顧。

第四章 範疇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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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鍵概念

1. 家長的身心健康：在個人和家庭層面上，家長有何感受、覺得自己有何功能，以

及他們如何評價整體的家庭生活。通常以良好的精神健康、高度滿意生活現況、

對生活感到有意義或目標，以及能夠應付壓力為指標 (Diener, Scollon and Lucas, 
2009) 。

2. 正向思維：一種精神和情緒的態度，注重正面的人生和預期正面的結果。擁有正

向思維的人會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和理解生活中的各種挑戰，並盡力克服逆境。

3. 壓力：面對日常生活中各樣變化而產生的正常身體和心理反應。適當的壓力可激

發良好表現、提高效率；然而，過多的壓力可能會損害身心健康。

4. 壓力管理：用來處理個人急性或慢性壓力的不同應對技巧，包括自我關顧、鬆弛

練習和管理面對壓力情況時的反應。

5. 情緒智能：家長管理和控制自己情緒，以及處理子女或他人情緒的能力。擁有較

高情緒智能的家長會更能夠理解別人的不同角度、經歷和情緒，藉以解釋他們的

行為意圖 (Goleman, 1998) 。

6. 自我關顧：家長應建立和保持個人健康，預防疾病。自我關顧的概念很廣泛，包

括衞生（一般和個人）、營養（食物的類型和質素）、生活方式（體能活動、運

動、休閒活動等）、環境因素（居住環境、社交習慣等）、社經因素（收入水平、

文化信念等）和自行用藥 (WHO, 1998) 。

C. 認識正向思維、心理健康和壓力

1. 正向思維

 正向思維是指一種以具建設性和意義的方式去理解不同情況的人生態度。當家長

面對重要的生活事件時，例如迎接新生嬰兒、在家庭擔當新角色，或為子女開學

做準備等，抱持正向思維是很重要的。保持正面並不代表無視負面的事情，而是

承認和有效地認清現實情況，盡量在周遭環境和人們中找出最好的一面，並從正

面的角度看待自己和自身能力 1。

1  Seligman, M. (2006). Learned Optimism. New York City: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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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風格是指個人如何理解事件發生的因由，而這種解釋風格會幫助建構正向思

維。樂觀解釋風格的家長傾向將好的事情歸因於個人或內在因素（如個性、性格

和個人努力）；並將不理想的結果歸因於外在因素（如環境、他人、運氣和命運），

同時也傾向於將負面經歷視為暫時性和只限於特定事件 (Seligman, 2006) 。沙

利文 (Seligman) 提出促進心理健康和快樂的五個核心元素 (PERMA)    正向情

緒 (Positive emotion)、全情投入 (Engagement)、人際關係 (Relationships)、生命

意義 (Meaning)，以及成就感 (Accomplishment)，這些元素可使人們向著充實、

幸福和有意義的生活邁進 2（請參閱附錄 6）。

2. 認識壓力

 壓力可帶來正面及負面的影響。在遇到危急情況時，身體會接收到壓力信號以預

備好逃離到安全的地方。在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壓力可驅使人們表現得更好；

然而，當一個人面對持續的壓力事件而沒有任何有效讓他們放鬆或緩解的應對策

略時，壓力便會帶來負面影響。壓力會影響人的身體、情緒、認知和社交狀況，

並改變其行為表現（請參閱附錄 7）。長時間或慢性的壓力更會為身體帶來嚴重影

響，引起健康問題，如高血壓、心臟病、甲狀腺功能亢進症、肥胖和糖尿病。

 如果家長處於長期或慢性壓力中，他們較難運用有效的育兒策略和給予子女正面

的支持，以致對子女的行為和適應有負面影響，同時這些家長或未能為子女樹立

榜樣，教導他們如何應對各種挑戰。

2.1 親職壓力和兒童身心健康

 壓力容易感染他人，當壓力在家庭內蔓延，家庭成員難以避免會受影響。親職壓

力和兒童社交情緒健康會相互影響。親職壓力會對子女的行為帶來不良的影響，

當中包括內化或外顯的行為問題。親職壓力愈大，子女的行為問題會愈多，形成

惡性循環。

 壓力會窒礙家長有效地運用正向的育兒模式。譬如當家長因生活壓力感到困擾，

他們給予子女的回應和關愛會因而減少，令子女出現各種的負面發展，如自尊心

不足、破壞性或攻擊性行為、社交退縮和孤立、感到孤單等。相反，較少困擾的

家長與子女互動時較能回應子女，並以親和及理性的模式與子女溝通，使兒童有

較佳的發展成果，如較強的自尊心、較佳的學習成果、有效的社交情緒技巧，以

及懂得在順從父母和爭取自主之間取得平衡。因此，家長在處理日常壓力時需注

意自己的身體和情緒狀況，建立不同而有效的應對壓力策略，讓自己與子女都能

獲得較優質的家庭生活。

2 Seligman, M. (2018). PERMA and the building blocks of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OI: 
10.1080/17439760.2018.143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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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養子女時，家長一般都會感受到壓力，當中有讓人愉悅和正面的體驗（情感

滿足、自我實現、個人成長），也有負面經驗（資源需求、機會成本及限制） (Berry 
& Jones, 1995) 。親職壓力的產生，通常源於家長教養子女的需求，超越他們預

期和實際可用的資源 3。親職壓力過程可以理解為包含三個組成部分：親職壓力來

源、家長對壓力來源的認知評估，以及壓力反應（見表 1）。

表 1：親職壓力過程

 組成部分 例子

親職壓力來源 (a) 重大生活改變

• 正面生活事件（如新婚、按計劃的生育、升遷、子女畢

業）

• 負面生活事件（如疾病、離婚和分居、摯愛離世、失業

或經濟困難）

(b) 日常瑣事

• 家庭或職場（如無法應付的工作或家務、緊迫的工作死

線）

• 人際關係（如與子女、配偶或父母／姻親的家庭關係問

題、缺乏社交支援）

(c) 環境

• 來自環境的刺激（如幼兒的哭泣和叫喊聲、擠擁的活動）

(d) 無法預知的事件

• 災難

• 意外

家長對壓力來源

的認知評估

家長個人對事件的理解會影響到他們感到壓力的程度。在認知

評估過程中，家長往往會提出以下問題：

• 「這種壓力來源及／或情況有甚麼意義？」

• 「這種壓力如何影響我？」

對於這些問題的三種常見回應為：

• 「這並不重要！」

• 「這很好！」

• 「這令我感到壓力！」

3 Abidin, R.R. (1995) Parenting Stress Index.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Od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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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部分 例子

壓力反應 對於壓力事件而產生的身體、心理和社交徵狀。

家長面對不同的生活情況，如日常家庭生活、照顧子女等，都

可能會體驗到不同的壓力。有時候，他們可能很快便會意識到

並能清楚表達自己的壓力狀況；但有時候，他們可能沒有意識

到壓力的影響而繼續如常生活。

 壓力或會對個人的精神健康帶來負面影響。當人感受到一些壓力時，可能只會有

輕微的焦慮或沮喪感覺，而在長期受壓或未能駕馭壓力的情況下，則有可能感到

倦怠，焦慮和抑鬱；這些情緒有時會互相影響，引發不同的徵狀，如易怒、焦慮、

情緒低落、疲憊不堪、睡眠問題、體重突然上升／下跌、無助／絕望和被社會孤立，

令個人情況變得更差。

 家長怠倦會為整個家庭帶來影響，不僅會影響到家長自己，

也會影響到配偶和子女。家長怠倦有三個典型的徵狀 4： 

• 對擔任家長角色感到疲憊

• 情感上疏遠子女

• 在家長角色上失去成就感

2.2 壓力管理

 壓力管理包含各類型的策略和技巧，用以管理及紓緩壓力

水平，尤其是慢性壓力，從而改善日常生活質素。最佳的

壓力管理計劃通常包括多方面的應對壓力策略，針對和處

理來自身體、心理和社交方面的壓力。

i. 識別引起壓力的生活事件

 有效的壓力管理要先識別壓力來源和制訂應對策略。引起壓力的生活事件包括

創傷性經歷（如身體虐待）、創傷後形成的壓力來源（如災難經歷），以及關

乎個人和人際關係的事件（如摯愛離世、分居或離婚）5,6,7。這些沒關連性的事

件都是令人不快、無法預料、非規範及／或無法控制的，而這些人生中重大的

轉變普遍會明確地出現和終結 8。

4 Mikolajczak, M., & Roskam, I. (2018). A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Framework for Parental Burnout: The Balance Between 
Risks and Resources (BR2).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886). doi:10.3389/fpsyg.2018.00886

5 Mayo, D., Corey, S., Kelly, L. H., Yohannes, S., Youngquist, A. L…Loewy, R. L. (2017). The role of trauma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among individuals at 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A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8, 55. doi: 10.3389/
fpsyt.2017.00055

6 Liu, H., Petukhova, M. V., Sampson, N. A., Aguilar-Gaxiola, S., Alonso, J…Kessler, R. C. (2017). Association of DSM-IV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traumatic experience type of history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JAMA Psychiatry, 74, 270-281.

7 Smid, G. E., Drogendijk, A. N., Knipscheer, J., Boelen, P. A., & Kleber, R. J. (2018). Loss of loved ones or home due to a 
disaster: Effects over time on distress in immigrant ethnic minorities.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0, 1-21.

8 Carlson, D. (2014).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A. C. Michalos (Eds.),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Springer, Dordrecht. doi: 10.1007/978-94-007-0753-5_2880

家長應在有需要時尋

求協助及社區資源。

請掃瞄二維碼，以瀏

覽社區資源及求助熱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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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防家長怠倦 9

 要預防家長怠倦，家長可以嘗試持續練習自我關顧、建立穩固的支援網絡、欣

賞子女的優點、回憶有趣和歡樂的家庭生活，以及不要把子女的行為問題個人

化。預防家長怠倦有助減輕家長因教養子女而引起的壓力，並提高彈性解決問

題的能力，從而建立抗逆能力及更好的親子關係。

iii. 應對壓力策略的運用

 家長在擔起家庭和照顧子女的責任時，會面對各種壓力來源。因此，為了自己

和家人著想，家長須尋找有效紓緩壓力的方法。家長在處理引起壓力的生活事

件和困境時，可採用應對壓力的策略，以維持身心和社交平衡。以下是一些常

見的應對壓力策略，有助健康地管理壓力：

• 情緒為本的應對策略――可運用於家長較難掌控的情況，採取此策略的家

長會視壓力為一種挑戰而非威脅，譬如說透過保持幽默感、培養樂觀心態、

記錄自己情緒，都可以幫助自己改變對有關情況的理解。

• 解決問題為本的應對策略――當家長作出行動或嘗試改變當前的情況時，

採取此策略可有效地紓緩壓力。例如，在照顧子女事務上運用解決問題的

方法，質疑不能用作應對困難情況的固有信念，均可減低壓力和改善身心

健康。

• 意義為本的應對策略――其本質是評價為本的應對方法，採取此策略的家

長在經歷困難時刻會憑藉其信念、價值觀和人生目標，以激發和支持應對

方式及身心健康 (Folkman & Moskowitz, 2007)。意義為本的應對策略包括：

a. 尋找事情對自身的好處，如發掘因擔任父母後而發展的長處；

b. 調整目標過程，如因應家庭角色轉變重新評估目標，對新的家庭階段 
定下有價值的新目標；

c. 重新為人生目標排序，如調整人生目標優先次序，將家庭排列優先於

工作；以及

d. 在日常生活事情中注入正面意義，如透過打掃家居作為向家人表達愛

意的方式。

9 Mikolajczak, M., Raes, M. E., Avalosse, H., & Roskam, I. (2018). Exhausted Parents: Sociodemographic, Child-Related, 
Parent-Related, Parenting and Family-Functioning Correlates of Parental Burnou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7(2), 602-614. doi:10.1007/s10826-017-0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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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緒智能及情緒調控技巧

3.1 情緒智能

 情緒智能可協助家長建立更鞏固的家庭和親子關係、在工作上獲得成功及和實現

個人目標。此外，情緒智能可幫助家長了解自己的情感，把動機轉化為行動，並

作出明智的決定。情緒智能通常有四種特質 (Segal, Smith, Robinson, and Shubin, 
2020) ：

i. 自我管理：家長能夠控制衝動的情緒和行為，以健康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緒，

主動採取行動，履行承諾，並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ii. 自我意識：家長接納自己的情緒，以及意識到情緒如何影響他們的思想和行為；

明瞭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並對自己有信心。

iii. 社交意識：家長對他人表現出同理心。他們能夠了解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的情

緒、需要和關注，留意別人情緒暗示，並能在社交上感到自在和發現家庭中人

際關係的問題。

iv. 關係管理：家長知道如何發展和維繫家庭和子女的良好關係，有效地與別人溝

通，正面地激勵並影響他人和處理衝突。

3.2 家長的情緒調適技巧

 情緒調適可以是自動或受控、有意識或無意識，影響著情緒產生過程 10。情緒調適

可幫助家長過濾最重要的資訊，使他們在理解這些資訊的過程中並不會產生壓力

或恐懼。透過情緒調適，家長會有更佳的應對壓力策略來應付壓力來源，較高的

抗壓能力和更強的抗逆力。此外，情緒調控是防止抑鬱症和焦慮症的保護因素，

讓家長對自己的情感和行為作出持平的判斷，並審慎決定接受或避免不同的情意

後果。

i. 情感素養及表達

 情感素養讓家長和子女能夠辨別感覺及描述各種情感。通過識別、解讀和表達

情感，家長可發現個人未獲滿足的情感需要和社交支持，以協助他們滿足所

需。此外，情感素養亦能讓家長在情緒層面上了解自己和子女，令他們有能力

處理子女的破壞行為或家庭關係的衝突。

10 Gross, J. J. (1998). 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 
271-299. doi: 10.1037/1089-2680.2.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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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家長在子女的社交情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應以切合社會期望的方

式表達情感。家長可以時常採用各種恰當的言辭向子女表達情感，在情緒表達

上為子女樹立榜樣。除了言語表達外，家長還可運用非言語方式表達情感，如

面部表情（如微笑或皺眉）、簡單行為（如啜泣、大哭或大笑）或較複雜的行

為（如分享、寫信或贈送禮物）。

ii. 身心覺察

  身心覺察泛指家長懂得恆常留意自己的身心、呼吸、

思想和感受的變化，並對自己的狀況保持覺察而不作

任何判斷。提高對身心的覺察有助家長投入活動及增

加處理負面事件的能力，從而改善身心健康，同時亦

可減低情緒困擾，紓緩壓力，提高認知靈活性及人際

關係滿意程度，繼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

iii. 分辨反應與回應

 家長應認識反應與回應之間的分別。反應是指人對某

一特定情況或人物的即時和相應舉動，多是由無意識

下存在的個人信念、偏見和歧視所驅動，亦即是「不

假思索」地說出或做出一些事情。這種反應無論是正

面還是負面，都是隨著家長的感覺而定。

 另一方面，回應一般來得較慢，基於有意識和無意識

的資訊而成。作出回應時，會考慮到家長和其他人的

身心健康和理想的互動結果，衡量長遠的影響及是否

符合家長的核心價值。

iv. 察覺自動化思維

 無論是家長或孩子，他們都會批評自己。認知扭曲是一種自動思想模式，令家

長和其子女以不準確和負面的方式去理解現實。這種扭曲的思維模式會引起負

面情緒，如這種思維不斷被強化，可能會引起焦慮或抑鬱，造成人際關係問題，

以及導致更複雜的其他問題。認知扭曲亦可運用到應對生活中不如意事情。經

歷不如意事情的時間越長、情況越嚴重，就越有機會形成一種或多種認知扭曲

（詳見附錄 8）。家長和子女應認識和辨別會影響他們思考的常見認知扭曲類

型。

請掃瞄二維碼，以瀏

覽更多關於身心相連

的資料 （示例 3A）

請掃瞄二維碼，以瀏

覽更多關於靜觀育兒

的資料 （示例 3B）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50 第四章

v. 認知重塑

 認知重塑是一種思維技巧，用以協助家長辨別、質疑，並改變他們對處境、經

驗、事件、想法及／或情緒的看法。家長如何理解潛在的壓力來源，可大大提

升或降低他們的壓力水平 (Clark, 2014)。重塑是一個過程，一個人如何看待某

種情況的認知結構決定他們的觀點。當思考框架被改變時，觀點角度亦會隨之

改變，最終影響情緒和行為的後果。認知重塑有助家長換一個略有不同的角度

去理解情況，並因而令當中的體驗有所不同。這樣可改變對壓力來源的看法，

從而紓緩相當的壓力，促進更正向的生活和增加個人掌控感。

D. 健康關係和人際關係的技能

1. 從自我效能到親職效能：設定健康的關係界線

1.1 在家庭中設立健康界線不僅會在親子關係中展現，同時亦指家長如何與自己的父

母和姻親保持健康和良好的關係。家長懂得製造空間去自我關顧，可滿足自己的

需要，讓他們有更充分準備去照顧子女。

1.2 健康的自我區別方法 11,12 包括：

i. 自我區別

 作為父母，培育子女的方法很多時會受到自己的成長經歷所影響。家長在原生

家庭中所得的經歷，尤以其父母的教養行為，會影響他們對教養子女的看法，

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因此，懂得留意及區別自己過去的成長經驗與目前

的管教子女經歷對家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當家長有著健康的社交心理狀況，就能區別自己是獨立於原生家庭的個體，以

致能將自己與家庭成員的情感體驗區分出來 (Bowen, 1978; Hall, 1981; Kerr & 
Bowen, 1988) 。能把過往經驗「區分好」的家長，會在思維和感受上更有彈

性、更具適應力、自給和自主，亦更能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相反，沒有把過

往經驗「區分好」的父母可能會表現出嚴苛或情感上依賴他人，以獲取幸福感。

他們有較大機會遇到過度識別問題，並在與子女建立新的關係和養育他們時，

較難訂立合適的界線。

11 Belsky, J., Conger, R. D., & Capaldi, D. M. (2009).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 1201-1204.

12 Holtrop, K., Ewing, E. S. K., Topham, G. L., & Miller, D. L. (2020). Preven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al Problems. In K. S. 
Wampler & L. M. McWey (Eds.), The Handbook of Systemic Family Therapy (pp. 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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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外界支援

 家長的育兒態度和行為會受到跨代相傳的關係模式和原生家庭所影響。上一代

父母的育兒模式會影響家長在現有的親子關係上的管教行為。普遍認為，家長

以操控模式管教自己的子女與上一代採用嚴厲管教方法有關。然而，與伴侶或

朋友建立支持和穩定關係的體驗，可有助打破跨代相傳循環的育兒模式。

2. 在家庭環境中的人際關係技能

 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的父母能向子女展示如何與他人保持良好關係，甚至有時會

犧牲自己的舒適和便利。人際關係的能力，在家長的婚姻結束後更為重要，因為

雙方的互動方法會對子女整體的身心健康有直接影響。

2.1 雙親家庭婚姻培育

 婚姻培育可協助強化婚姻關係，改善關係滿意度，提升夫妻溝通技巧，改善夫妻

生活質素，營造更親密的關係及思想聯繫 13,14,15。在雙親家庭，家長彼此應為婚姻

關係的發展而努力，建立有效而彼此都能接受的溝通方式，學習創新的方法管理

和利用衝突，以加深對自己和配偶的認識，了解對方的看法、期望和感受。隨著

人際交往技巧的改善，家長會更留意到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子女，讓子女能夠從

小模仿父母的適當行為，因此早在幼稚園年齡便能在家庭以外的環境建立更好的

人際關係。

2.2 在家庭環境中解難

 俗語有云：「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意思指每個家庭都要解決其獨有的問題。每

個家庭的問題是獨特的，家長如何處理和解決問題則可以十分不同。

13 Scott, F. J. et al. (2004). A Review of Empirically Supported Marital Enrichment Programs. Family Relations, 53(5), 528-536. 
doi: 10.1111/j.0197-6664.2004.00062.x

14 Burchard, G. A. et al. (2003). A Study of Two Marital Enrichment Programs and Couples'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31(3), 240-252. doi: 10.1177/009164710303100309

15 Worthington, E. L. J., Buston, B. G., & Hammonds, T. M. (1989). A component analysis of marriage enrichment: Information 
and treatment modali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7(10), 555-560. doi: 10.1002/j.1556-6676.1989.tb0132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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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策略的例子：

i. 每次只專注處理一個問題

ii. 界定問題

iii. 釐清每人的需要

iv. 就解難方案集思廣益

v. 評估並選擇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法

vi. 嘗試實踐解難方案

vii. 檢視解難方案成效

 當家長願意並能採取正面的解難方法，代表他們能察覺家庭中所發生的問題，而

他們如何處理問題將影響子女在類似情況下會如何反應和回應。這必然會讓子女

開始發展有效的人際關係技能及處理其他相關問題的技能。

2.3 在家庭環境中解決衝突

 相比在能友善地溝通和解決問題的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在較多衝突發生的家庭中

成長的兒童有較大機會發展出更多行為問題。當父母能夠視子女的利益和身心健

康高於他們的分歧和爭執，他們仍會找出一些解決衝突的方法，因他們都共同意

識到，若堅持於爭論中勝出，只會對子女有負面影響。眾所周知，有效的解決衝

突與父母二人的人際技巧有密切關係。衝突解決技巧的例子見於附錄 9。

E. 照顧兒童與自我關顧：平衡兒童和自己的個人需要

為人父母可以是人生很有意義的階段，但亦可令父母在身體、情感、精神甚或心靈上

感到疲憊。身為兒童照顧者，家長必須認識到，為了給予子女最佳的照顧，他們應首

先為自己預留時間照顧自己的需要。

自我關顧是指照顧好自己，使家長能夠保持身心健康（詳見附錄 10）。懂得自我關顧

的家長會嘗試不同的事物或參與不同的活動，讓自己能有更佳的身體、情緒、精神和

心靈健康。然而，家長往往會忽視了自我關顧的重要性。有些家長甚至認為，假若他

們從照顧子女的責任中「抽出時間」來照顧自己是自私的表現。若家長能用正確的心

態理解「自我關顧」，他們便會發現自我關顧不僅有助他們滿足個人需要，預防身心

怠倦，還可以照顧子女的需要，這是父母責任的主要一部分。附錄 11 提供各類型的身

體、情感和精神方面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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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促進家長身心健康的關注課題

1. 在職家長的「工作    家庭    生活」平衡

 健康的「工作    家庭    生活」平衡可讓家長獲得精神和情感上的力量，使

他們能夠給予子女所需的關注，同時亦可讓家長與子女共享優質的親子時間，以

助他們建立更良好的親子關係和照顧子女的需要。這樣子女便能從父母獲得愛護

和關心，以及優質的親子時間，對兒童的發展、學習和成長尤為重要。

 達致健康的「工作    家庭    生活」平衡對維持個人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它有助減輕壓力，預防個人在工作場所和父母角色上經歷身心怠倦。「工

作     家庭    生活」平衡包括三個部分 16：

• 時間平衡：為工作和家庭角色分配同等時間；

• 參與度平衡：對工作和家庭角色均有同等程度的心理參與；

• 滿意度平衡：對工作和家庭角色均有同等程度的滿意度。

 保持健康的「工作    家庭    生活」平衡讓家長能照顧自己，他們亦會較少

機會感到壓力和疲憊，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時間，作出負責任的決定和履行承諾，

而最重要的是能達致身心更健康。

2. 支援有需要的家長

 家長小組的互動讓家長獲得朋輩支持，當他們看到和聽到其他家長分享面對相似

的挑戰時，可從中得到認同。家長們也可以通過網上學習進行社交互動，好讓他

們能夠分享自己的經驗，建立支援網絡，以及互相學習。

 具有不同背景、特徵和特點的家庭或需要不同的支援，如雙親家庭、單親家庭、

混合家庭等。

3. 家長在子女幼小銜接時期的自我意識 

 在孩子的幼稚園生涯中，小一入學是家長感到最有壓力的事件之一。他們或會對

子女的能力和潛質抱有很高的期望，並渴望子女能升讀心儀的小學。家長應謹記

每個兒童都有自己獨特的學習需要和發展速度。因此，家長應對子女抱有合理的

期望，避免給予自己和子女過多壓力；並與子女就讀的幼稚園協作，幫助子女選

擇合適的學校，並適應新環境。幼稚園可以安排家長參觀小學，並舉行講座或分

享會講解如何讓兒童適應小學的新教學模式、結交新朋友技巧等。此外，加強家

長對認識自己的情緒反應同樣重要，因這或會影響兒童的情緒反應。

16 Greenhaus, J., Collins, K. M., & Shaw, J. D. (2003).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3(3), 5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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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示例

範疇 示例 3A 示例 3B

三 主題： 
身心相連

預期學習成果： 
協助家長了解壓力與健康的關

係，並練習減壓技巧。

（詳見附錄 17）

主題： 
靜觀育兒

預期學習成果： 
協助家長了解靜觀和靜觀育兒的

概念，並練習靜觀技巧。

（詳見附錄 18）

H. 章節總結

親職是終身承諾。家庭生活可以是充滿歡樂和回報，但亦可令人感到疲倦和壓力。家

長在兒童發展中有著關鍵的角色，父母雙方的身心健康為正面培育子女，以及子女的

生理、心理社交和情感發展奠定基礎。家長在照顧子女和家庭的同時，照顧自己的身

心健康亦同樣重要。

促進家長身心健康可以提升父母的親職效能，這可以加強他們的信念和信心，認為自

己具有所需的技能、能力和資源去有效地培育子女，從而在家庭中建立充滿支持和信

任的關係，正面地影響子女的發展。因此，認真地理解家長的需要和促進家長身心健

康均有助兒童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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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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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家長在兒童教育上擔當着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兒童進入幼稚園接受首次正規教育時，

家長不僅是兒童的照顧者，也是幼稚園教師的伙伴。為加強家校合作的成效，家長應

就兒童的需要與幼稚園緊密合作，並參與和支持兒童在校的活動。整體而言，幼稚園

學童（三至六歲）的家長應學會培育孩子的知識，認識自身及學校的角色、政府可提

供的支援和社區可使用的資源，從而可促使家長樂意和積極地與學校攜手合作，讓兒

童的成長有所裨益。

同時，幼稚園應舉辦和推動家校合作活動，鼓勵家長與教師合作，以照顧兒童的學習

和發展需要。

B. 關鍵概念

1. 家校合作：「學校與家長透過積極參與家校活動，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溝通，建立

緊密的伙伴合作關係，共同促進兒童在學業和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長」1。「家校合

作」可在校內和校外以多種形式和層次呈現出來。

1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19)。《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    正向家長助成長  跨界合作齊創新》。香港：作者。頁 
13。

1. 家長將認識與家校合作及溝通有關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2. 家長／學校將會更深入認識現今不同家庭模式及結構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以及

這些家庭的相應需要；

3. 家長／學校將更有準備地面對家長參與家校合作的問題和挑戰，並能夠尋求解

決方案，以支援兒童成長。

第五章 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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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的性質和功能：基本上，《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九條訂明「家庭為社會之自

然基本團體單位」2。家庭在教育和社會化方面擔當著積極角色，並能確保兒童的

身心健康不受威脅。有效的育兒方法、監督子女的教育，以及為兒童提供一個安

全、親切和舒適的環境，都有助兒童將來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成年人。

3. 有效的溝通：家校溝通是指家庭和兒童就讀的學校間定期和雙向的對話。家庭和

教師之間維持有效而開放的溝通，可以形成一個支援系統，幫助兒童健康快樂地

成長，並享受在學校學習的樂趣。

C. 有效溝通的家校合作關係

1. 家校合作

1.1 家校合作的好處

 兒童早期發展萌芽於不同的社會情境，包括家庭和幼兒教育環境。家校必須衷誠

合作及共同承擔，以助兒童成長。

a. 對兒童而言，在家長和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兒童會有更大的學習動力，並能

促進學業成就。在一眾成年人的支援下，兒童更能與周遭的人建立親密感。

這些正面的經歷都能讓兒童為下一個階段的教育做好準備。

b. 對家長而言，通過與教師合作，他們可加深對幼稚園課程和學校文化的認識。

育兒活動、工作坊和分享會都能提升家長的親職效能和在家支援子女的技巧，

從而擴闊個人視野。因此，在家校合作的過程中，來自不同背景的家長都可

得到個人成長。另外，家長也可以透過教師了解子女的情況，對子女的能力、

個性和所面對的挑戰有更全面的認識。

c. 對教師而言，通過與家長合作，他們對學童在家中的經歷、習慣和行為更加

了解，有助他們按個別學童的生活經驗，安排及計劃學習活動，以更切合他

們的興趣和學習需要。

1.2 促進家校合作的重要方向 

 為促進家校合作，不同的持份者應衷誠合作，一起建立可持續的家校合作伙伴關

係。在制訂促進家校合作的策略時，可參考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所提出

的六項長遠方向 3：

2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2009)。福利事務委員會文件 —— 關於香港法例中「婚姻」和「家庭」的定義的資料摘要。立法會
LS33/08-09 號文件 。頁 1，第 2 段。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papers/ws0123ls-33-c.pdf

3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19)。《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 —— 正向家長助成長  跨界合作齊創新》。香港：作者。頁 
32-33。

https://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papers/ws0123ls-3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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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強家長在培育子女、親子教養方面的能力、知識、技能和態度；

b. 協助家長對子女發展／出路建立更全面的理解，認識子女的能力及性向，為培

育子女的計劃訂下方向；

c. 提供多樣化和創新的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

d. 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更有效的合作，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溝通，建立伙伴合作關

係；

e. 進一步加強家長教師會（家教會）及家長教師會聯會（家教會聯會）的角色和

成員的能力；及

f. 致力推廣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鼓勵幼稚園成立家教會，並透過家長網絡舉辦更多家長教育活動。

2. 溝通技巧及渠道

 有效的溝通取決於雙方的態度和心態。為了兒童的福祉，

教師和家長都應該以互相信任和尊重為共同目標而進行溝

通。另外，雙方放下各自的成見和個人利益也非常重要。

表 1：家長與教師有效溝通的秘訣

1 建立信任

2
要親切真誠，面帶微笑，善用眼神交流、身體語言和

手勢

3 讚揚、肯定和認同彼此的貢獻和角色

4 以兒童福祉為依歸

5 不要有前設議題或動機

6 保持正面和熱誠

7 保持經常溝通

8 提問及專心聆聽

9 回應家長的關注

10 具同理心

11 幫助家長建立伙伴計劃

關於非正式和正式溝通的方式，請參考附錄 12。

掃描二維碼以瀏覽更

多家校溝通技巧的資

料 
（示例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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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同持份者的角色

1. 家長的角色

1.1 引言

 兒童的教育從家庭開始。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師，在塑造兒童各方面的發展擔

當著關鍵角色。當兒童在幼稚園開始接受正規教育時，家長在家校合作上應扮演

主動的角色。家長可以與兒童就讀幼稚園的校長、教師、其他學校人員，以及其

他持份者，如一些專家和社區伙伴攜手合作，透過家校合作促進兒童學習。如圖 1 
所示，不同的持份者可以共同協力，發揮家校合作的最大效益。

家校合作中的持份者

家庭：
如家長、父母以外的照顧
者、祖父母、兄弟姊妹和不
同家庭結構的家庭成員

學校人員：
如校長、教師、學
校職員、校董

與家庭和兒童相關的專家：
如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輔導員、
駐校護士

社區伙伴：
如專上院校、出版商、來自語
文、文化及民間團體等非政府
機構的代表

家校合作

圖 1 ：家校合作中的持份者

1.2 「家長參與」的定義

 家長參與是指家長願意承擔並積極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包括各類型可支援和延

伸兒童在家中和學校的學習活動。這些活動通常由學校安排，令家長可以從中了

解子女的學習進度、課程和學校事務，以及參與學校的活動和家長教育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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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消除家長參與學校活動阻力的策略

 雙親家庭是常見的家庭結構，但隨著社會改變，家庭結構的種類日益增多。來自

不同家庭結構的家長可以反思他們作為家長的需要和所面對的問題。他們應與子

女就讀的幼稚園合作，與教師保持聯繫，並積極參與學校活動，維持良好的家校

合作關係。例如：

 - 雙職父母可以嘗試把工作和子女的教育作好分配，從而可多參與學校活動和與

子女學習有關的活動。

 - 單親家庭可以運用各種資源，例如近親和家長支援網絡等，從而強化他們的家

長角色，和與幼稚園的伙伴關係。

 - 祖父母為兒童照顧者的家庭可以參加由幼稚園舉辦的家長講座和工作坊，獲取

照顧幼兒的最新知識和技巧。 

 - 其他家庭結構類型的家長，如跨境學童的家長可能需要更多時間處理家庭事務，

但他們仍需關注兒童的整體發展。經常與幼稚園校長及教師溝通，了解兒童的

學習進度、情緒和行為甚為重要。

1.4 家長對家校合作中個人角色的反思

 家庭結構與家長參與程度是有關聯的。學校可以採用不同

的溝通策略，鼓勵更多家長參與子女的學習和成長過程。

家長亦可以反思自己在家校合作中的角色。

 家長的反思和行動可包括：

 - 認識子女發展的步伐、獨特性和多樣性

 - 建立切合兒童年齡的期望

 - 參與學校活動

 - 認識子女所就讀學校的辦學宗旨和教育使命

 - 向學校反映子女的需要和情況，並且保持溝通

 - 與學校齊心協力支援子女

掃描二維碼以瀏覽更

多關於與學校合作及

促進兒童在家學習的

資料 
（示例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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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稚園的角色

2.1 不同類型的家校合作模式

 家長既是學校的緊密伙伴，也是學校的重要資源，他們可以協助學校規劃和推行

課程。因此，家長和學校建立互信關係是極為重要的 4。

 自九十年代起，本港不少學者對家長教育進行研究。有研究人員指出家長教育是

家校合作的重要條件，並對家長參與家校合作的層次提出了不同的建議（龐憶華 , 
2000; 何瑞珠 , 2002; Pang, 2011; 吳迅榮 , 2017）。

 關於「家長參與」的理論框架，其中一個本港最常被引用的是愛普斯坦 (Epstein) 
理論。幼稚園可以運用六種方式鼓勵家長與學校合作，以支援兒童的學習和發展 5：

a. 親職教育：在家庭的實際運作和環境能支援「兒童作為學生」，而學校又認識

兒童家庭的情況下，便會產生家長參與。

b. 溝通：當教師、兒童和家庭建立了有效的相互溝通渠道時，家長便會更樂於參

與。這既可以加強彼此了解，又可以掌握兒童在家中和學校的生活情況。

c. 義工服務：學校可透過招募家長成為義工，幫助學校推行活動，從而培養家長

對學校的歸屬感。

d. 在家學習：學校為家長提供資訊、意念或培訓，以協助家長幫助子女在家完成

學校家課和其他與課程有關的活動。

e. 決策：學校可在適當情況下，讓家長參與一些學校決策，從而培育家長領袖和

代表。

f. 與社區協作：在教育過程中，結合社區服務、資源和伙伴多方的協作，可以加

強學校課程、家庭實踐，以及學生學習和發展，以帶動家長參與。

2.2 家長教育功能和活動舉隅

 幼稚園可舉辦多元化的家長教育課程和活動，以提升家長的育兒知識、技巧和態

度，並培養他們對幼稚園的歸屬感 6。

a. 同儕指導計劃或伙伴計劃：學校可以邀請育兒經驗較豐富的家長擔任導師，以

協助育兒經驗較少的家長。在計劃開始前，學校可以安排導師參加培訓課程，

讓他們掌握相關領袖或指導技巧。

4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作者。頁 76。
5 Epstein, J. L. and Associates (2019).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Your Handbook for Action. Four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6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作者。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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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長觀課：透過學校安排的觀課活動，家長可了解子女所學習的課程，然後便

可以在家中幫助子女進行與課程有關的活動。

c. 學校課程體驗：學校可以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同樂日或課堂，讓家長與子女

一起參與。

d. 家長擔任某些主題的嘉賓講者：學校可以讓家長擔任特定主題（如：幫助我們

的人）的嘉賓講者。家長可以在活動中介紹自己的工作（如消防員、廚師），

亦可示範一些運動或業餘愛好的特別技能。透過這些活動，家長可更了解教師

的工作。

e. 家教會委員：學校可以鼓勵家長加入家教會擔任不同崗位，為其他家長及其子

女計劃、管理、統籌、組織和推行各種活動。這些工作既可提升家長的領導能

力，亦能為他們建立支援網絡，使生活更有意義。

2.3 尊重來自不同背景的家長（包括多元家庭結構和文化背景） 

 幼稚園應關注兒童及其家庭的不同背景，並給予他們適切的照顧和支援服務。以

下策略參考自幼稚園的表現指標 7：

 - 學校與家長緊密聯繫，以促進彼此溝通和了解。學校亦可因應兒童不同背景的

需要，提供適切的輔導和支援。

 - 學校運用合適的策略和技巧，引導一般兒童及家長接納來自不同背景及有不同

需要的兒童，從而建立共融的校園環境。

 - 學校善用外界資源。例如，與有關專家協作，訂定合適的策略以支援教師照顧

來自不同背景的兒童，豐富兒童的生活經驗，並協助他們獲得適切的服務和支

援。

 實際執行時，學校應尊重不同種族、語言、家庭結構和文化背景的家長，讓他們

感受到被了解和受重視 8。此外，幼稚園可策劃各類活動，如工作坊和講座，以滿

足不同文化背景家長的需要。

 例如，若幼稚園錄取很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家庭的兒童，而當中大部分都是非華

語兒童，他們在日常生活上的知識和技能便需要額外的照顧和支援。學校可以與

家長攜手合作，運用以下一些策略 9：

7 教育局 (2017)。《 表現指標（幼稚園）》。範疇三：學校文化及給予兒童的支援。重點二：因應兒童背景需要而給予的關顧
及支援。香港：作者。頁 40-41。

8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作者。頁 77。
9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作者。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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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深兒童對社區環境和設施的認識；

b. 幫助兒童了解本地文化及生活習慣；

c. 提升兒童聽、說粵語的能力；及

d. 幫助兒童學習中文繁體字。

 此外，教師可鼓勵一些同時懂得粵語和其他語言的家長作為溝通橋樑，促進家長

之間的交流 10。

 再者，教師應關注兒童在日常課堂中的學習能力和行為。如發現一些兒童有任何

潛在的特殊需要，學校便應與他們的家長溝通，討論如何為兒童提供適切的支援。

3. 政府就家校合作提供的支援

3.1 背景

 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會）

於 1993 年成立，並致力推廣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對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尤其重要。

在家校會的支持下，教育局一直積極鼓勵學校成立家教會，旨在加強家校聯繫及

協作，並支援學校推廣家長教育。

 學校可以透過家教會在學校層面上舉辦不同形式的家長活動。此外，全港十八區

亦成立各區家教會聯會，將所屬地區內的家教會聯繫起來，並互相分享家校合作

的實踐經驗。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成立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以檢視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於 2019 年 4 月發表報告。教育局已全面接

納專責小組的建議，並逐步落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的相關措施。

3.2 給予學校及家教會的資源

 在家校會的支持下，家教會獲得不同的資源以推廣家校合作。

3.2.1 為學校提供資助

政府為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小學和中學（包括特殊學校）的家教

會提供資助，協助他們舉辦校本及／或合辦家校合作活動。學校亦可申請

津貼以成立家教會及資助現有家教會的經常開支。

10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作者。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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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為家長舉行活動

家校會舉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各種的家校合作活動，例如「家長也敬師」

運動，以及一系列家長講座、工作坊及分享會。

3.2.3 為家長提供有用資訊

家校會的網頁提供有關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活動的資料。另外，家長亦可

以透過載於家校會網頁的學校概覽獲取最新的學校資訊。

4. 社區伙伴

4.1 善用社區資源

 在籌辦家校合作活動時，學校需考慮兒童和家長的需要，並充分利用社區資源，

包括專業組織、幼兒教育專家，以及其他專業人士。

4.2 為家長引入社區資源

4.2.1 專上院校和非政府機構 

a. 本地機構，包括專上院校和非政府機構，都是推廣家長教育的重要社

區資源 11。現時，不少專上院校及非政府機構都有推行不同的正式及非

正式家長教育課程及活動，包括研討會，以及由證書至碩士等不同程

度的課程 12。

b. 這些機構還會利用不同的渠道，如印刷刊物或網上平台等，為家長提

供家長教育資訊。

c. 專上院校和非政府機構為眾多不同類型的家長服務。因此，課程內容

應照顧不同背景（如國籍、文化）或有不同學習需要兒童的家長的需

要。由於家長來自不同年齡組別和教育背景，故此課程內容宜簡單易

明。至於教學及材料所用的語言，亦需配合目標參加者的需要。如有

需要，在舉辦課程或活動時，可考慮提供傳譯或不同語言的字幕。

11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19)。《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    正向家長助成長  跨界合作齊創新》。香港：作者。頁 39-
40。

12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19)。《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    正向家長助成長  跨界合作齊創新》。香港：作者。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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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師可向家長提供家教會聯會及非政府機構所舉辦的多元化家長教育

課程及活動的相關資訊，讓他們認識社區的資源，並參與他們感興趣

的課程／活動 13。

4.2.2 專家及專業人士

社工為有特殊需要或面對困境的家庭提供支援。他們可以與幼稚園緊密合

作，透過家長教育活動識別有需要特別照顧的家長。現時本港一些幼稚園

亦有提供社工服務 14。

社工或教師可邀請有需要的家長參與適合他們的親職活動。此外，社工可

以促進各方的有效溝通。

E. 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的關注課題

1. 家教會發展

 辦學團體／學校營辦者會透過不同方法提供優質教育，包括促進家校合作和溝通。

為此，辦學團體／學校營辦者可嘗試支持幼稚園的校長、教師和家長成立家教會。

2. 家長參與層面

 家長一般傾向選擇某些類型的家長活動，例如康樂活動。學校可透過問卷調查，

收集家庭概況及了解家長對家校合作活動的興趣。學校亦可以提供更多誘因，鼓

勵家長參與不同類型的家校合作活動。

3. 家長的動力

 家長的動力與參與度有密切關係。動力包含衡量和期望。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需

要時間和精力，而這些時間和精力可以用於對家庭同樣有貢獻的其他事情。家長

參與子女教育的動力，源於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可以影響到子女的教育成果及未

來發展。

13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19)。《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 -- 正向家長助成長  跨界合作齊創新》。香港：作者。頁 35-
36。

14 為及早識別及支援有福利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政府在 2018/19 學年分階段推出為期三年的「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
先導計劃」。詳見社會福利署網頁有關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介紹。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
sub_listofserv/id_childcares/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listofserv/id_childcares/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listofserv/id_child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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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在職支援、社區資源、文化障礙

回饋

家長的時間、
精力和期望

家長參與家長的動力 

圖 2 ：家長的動力變化

 圖 2 說明了動力對家長參與的重要性。家長的動力受到他們的時間、精力和他們

對參與子女教育的效能所建立的期望的影響。具鼓勵性的回饋可以提高家長的期

望，從而提高參與度。

 家長的動力和參與度也會受到外界因素的限制。足夠的學校資源、獲得僱主的在

職支援（如允許彈性工作時間和假期以便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社區資源和減少

文化障礙的支援都可以增加家長的參與度。

 學校應設法接觸「隱蔽家長」。這些家長基於種種原因，不會參加學校的活動，

也不會與學校溝通。學校可以給予實際的誘因，如頒發證書、提供學習材料或贈

送紀念品予家長教育活動的參加者。然而，最好的方法是學校舉辦多元化和具創

新性的家長教育和家校合作活動，以吸引不同類型的家長，包括「隱蔽家長」。

這些內在動力會讓家長感到參與活動更具意義。

4. 整合不同家長小組

 對於一些家長群體（例如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而言，如果幼稚園舉辦的活

動未有以他們為目標或未能符合他們的需要，他們或會感到被忽視。雖然大眾對

接納多元文化已有共識，但學校仍需要特別關注，以確保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都

得到足夠的包容和接納。幼稚園應鼓勵家長接受多元文化，並成立家長伙伴小組，

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長能夠在輕鬆友善的氛圍中聚會，彼此分享育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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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示例

範疇 示例 4A 示例 4B

四 主題： 
與學校合作及促進兒童在家學習

預期學習成果： 
加深家長了解幼稚園所採用的綜合

模式和生活化主題，以及幼兒教育

的學習歷程檔案；並協助他們認識

如何閱讀和利用子女的學習歷程檔

案，促進孩子在家學習。

（詳見附錄 19）

主題： 
家校溝通技巧

預期學習成果： 
加深家長了解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學校和家長在家校合作中的角色，

以協助他們掌握有效的家校合作溝

通技巧。

（詳見附錄 20）

G. 章節總結

這一章探討了家校合作在家長教育中的內容和重要性。透過在幼稚園推行有效的家長

教育，家長可以協助子女更有效地學習，而家長自身也可以成長。幼稚園學童的家長

所獲得的知識、技巧、價值觀和態度，對他們在子女升讀小學後繼續參與子女教育的

興趣和意願有著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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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點

在幼兒全面發展的過程中，家長擔當著關鍵角色，而育兒是充滿挑戰的終身承諾。有

效的家長教育讓家長更明瞭自己的潛力，並取得相關支援，以促進孩子的身心健康。

此外，家長的身心健康，包括正向育兒和壓力管理兩方面，對提升親職效能有著重大

影響。家長和學校間建立緊密的伙伴合作關係，既可照顧兒童在家和在校的需要，亦

能加強推行家長教育。

透過廣泛的研究調查，我們收集了不同持份者對家長教育的意見和建議，從而檢視現

時香港幼稚園階段的家長教育，並制訂了包含以下四大核心範疇的課程架構：

•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 範疇二：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 範疇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 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這課程架構採用「以實證為本」方式制訂，可供各單位及人士為幼稚園適齡學童的家

長設計家長教育活動時作參考。

B. 建議 

1. 在幼稚園階段推行家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育兒是具挑戰性的 — 新手家長沒有任何育兒經驗，而且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

的，具有不同的個人需要和發展步伐。為應付這些挑戰，家長需要掌握育兒的基

本知識和技巧。根據焦點小組訪談和量化全港性橫向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家

長教育對兒童發展是重要的」這觀點普遍得到不同持份者的認同，包括幼稚園適

齡學童的家長、幼稚園校長、教師、準教師和專上本科生。絕大多數家長都認為，

一所優質的幼稚園應該涵蓋家長教育。

2. 具策略性的推行模式以接觸有不同需要的家長

 家長教育可以不同的方式推行，需按活動目標、資源、服務提供者與對象的配對

等不同因素而定。家長教育提供者在設計服務模式時，應仔細考慮課程目的、對

象及資源等因素。一般而言，在推行家長教育課程／計劃時，宜採用「以家長為本」

方式及提供現實生活事例，讓家長能具體應用所學的知識和技巧。

第六章 重點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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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不同的家長群體都應有接受家長教育的機會。學校是推動家長教育最直接

而有效的平台，因此，學校應與所有家長，包括非華語和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

保持有效的溝通。

 在推行家長教育時，相關單位及人士應關注來自不同背景（如家庭結構、文化、

社經地位）的家庭的不同需要。為方便在職家長及父母以外的兒童照顧者（如家

庭傭工、祖父母等），可考慮安排網上學習或其他教學模式。至於非華語家長，

則可考慮提供以他們母語撰寫的教材，並透過相關社區支援網絡向他們傳遞信息。

3. 「以實證為本」方式可進一步提升家長教育的質素

 本港的幼稚園和其他幼兒教育專業人員普遍接納「以實證為本」方式推行家長教

育。這方式利用一連串專業研究的實證，確保家長獲取的資料是準確和有效的。

透過各方持續地檢視和反思，亦可為家長教育注入創新元素，進一步提升其質素。





73附錄 1

附錄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74 附錄 1

為制訂課程架構而進行的研究

如圖 1 – 2 所示，項目團隊採用多階段研究取向；結合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混合方法

（夾心模式）來制訂課程架構，務求為家長教育服務機構和幼稚園提供一個以數據為

基礎及以家長為導向的參考。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收集不同持份者對家長教育核心內

容的重要數據，如事實、需要、關注和看法，以供團隊制訂本課程架構。

混合研究
質性焦點
小組訪談

量化橫向
問卷調查

圖 1 ：結合質性和量化的混合研究方法

夾心模式

質性焦點小組訪談 (首輪)

質性焦點小組訪談 (次輪)

量化橫向問卷調查

圖 2 ：多階段研究方法（夾心模式）

兩輪焦點小組訪問了不同持份者（華語和非華語幼稚園學童的家長，以及服務這些兒

童和家庭的專業人士），兩輪焦點小組中間設有量化網上問卷調查，以收集家長、教師、

準教師和專上本科生的意見。

項目團隊運用從首輪焦點小組訪談和網上調查中所收集的數據，以制訂課程架構和四

大範疇，並根據次輪焦點小組訪談微調課程架構的後期草案。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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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輪焦點小組訪談

 在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研究團隊共舉行了七場焦點小組訪談，共有 50 名

參加者。在這七場焦點訪談中，有三場是為幼兒教育、社會工作和醫護專業，以

及非政府機構和辦學團體的專業人士而設，共 31 位參與者出席，當中至少有 6 位

具有服務非華語社群的經驗；其餘四場是為幼稚園學童家長而設，共 19 位參與者，

當中包括了 11 位華語家長和 8 位來自非華語社群的家長。因應本地疫情的情況，

所有焦點小組訪談都以網上形式進行，並在事先徵得參加者的書面同意後進行了

錄影。

2. 量化橫向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對象為幼稚園校長、教師、準教師、幼稚園學童家長，以及以準家長身

份參與的 18 歲或以上的專上院校學生。調查於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

進行，項目團隊向全港十八區逾一千間幼稚園，以及七所主要專上院校發放網上

問卷，合共收到 1,992 份有效問卷。

3. 次輪焦點小組訪談

 在 2021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項目團隊舉行了六場焦點小組訪談。焦點小組的對象

與首輪的相同，當中有三場是為專業人士而設，其餘三場則為家長而設，合共與

20 名家長（7 位華語和 13 位來自非華語社群的家長）和 23 位專業人士參與訪談。

所有的焦點小組訪談皆在網上進行，並在事先徵得參加者的書面同意後進行了錄

影。

4. 示例試行工作坊 

 項目團隊就每個核心範疇設計兩個示例，四個核心範疇合共有八個示例。為檢視

和進一步完善這些示例，項目團隊在 2021 年 3 月至 7 月期間為幼稚園學童家長舉

辦了 10 場試行工作坊，每一個示例最少有一場工作坊，以收集家長的回饋。本地

華語和非華語家長分別獲邀請參加為他們而設計的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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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2

兒童發展階段概要    三至六歲 1 

1. 三至四歲兒童

表一：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體能發展 自理能力發展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大肌肉發展

1. 能一步一級上樓梯。

2. 能自行上滑梯和幼

兒攀架。

3. 能沿線或足印踏步。

4. 坐時可以雙腳交疊。

5. 玩球時，能踢中一

個向他緩緩滾動的

大球。

6. 能用手接到一個拋

向他的大球。

7. 玩腳踏車時，能利

用腳踏前進和用手

駕駛。

1. 能熟練地用匙羹進

食。

2. 能捧壼斟水。

3. 膳後知道要抹嘴。

4. 開始用肥皂洗手，

雖然仍需成人協助

抹乾。

5. 能在日間自行如廁，

很少遺溺。

6. 懂得自己拉下和穿

回褲子。

7. 可自己穿／脫鬆身

外衣。

8. 能弄開胸前較大的

衫鈕。

9. 嘗試把衣服掛上衣

架。

10. 開始知道什麼是危

險，平日不會接近

火、沸水等。

11. 能遵守規則，外出

時不會跑出馬路。

1. 能從兩件物件中，

分辨出大／小、長

／短、幼滑／粗糙、

堅硬／柔軟。

2. 經一至兩次嘗試，

便能把五個環依大

小次序穿在棍上。

3. 能完成六塊拼圖。

4. 明白先後次序，能

把積木或珠子依圖

案排次序。

5. 開始懂得把物件分

類和組合，例如：

食物、衣服；鞋配

襪、杯配碟。

6. 能認識三至四種顏

色的名稱。

7. 知道自己的姓名、

性別及年齡。

8. 能分辨男女。

9. 畫人像時，能繪出

頭和身體其中部分。

10. 能背誦一至十。

11. 能正確數出三至四

件物件。

1. 可以理解略為抽象

的詞句，例如：「相

同／不相同」「開

／合」、「上面／

下面」、「內／外」。

2. 明 白 甚 麼 是「 假

裝」。

3. 留心聽故事，經常

要求重複講述他喜

愛的故事。

4. 開始依次序將過去

發生的事情作簡單

描述。

5. 所用的句子包括形

容詞，但主要是名

詞和動詞的配合。

6. 能用「這裡」、「那

裡」、「你／我」

等詞語。

7. 開 始 運 用「 是 甚

麼？」、「 在 哪

裏？」、「 是 誰

人？」等來發問。

8. 說話時，能適當地

配合動作、音韻、

聲量和速度。

1 關於兒童的心理發展和品德發展情況，參考文件並沒有按兒童年歲組別作分別描述，發展情況亦非每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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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 表一：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體能發展 自理能力發展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小肌肉發展

1. 能搥木條。

2. 能扭緊瓶蓋。

3. 能疊高十塊以上小

積木。

4. 開始像成人般執筆。

5. 嘗試填色，初時只

能胡亂地把顏色塗

上，後期則很少出

界。

6. 能畫十字、斜線。

7. 能用剪刀剪紙條。

8. 能自行塗膠水。

12. 能聽後立刻重述三

個數字。

13. 能憑記憶找尋兩件

物件。

9. 雖然有些發音仍不

甚清楚，但大致上

能令別人（包括陌

生人）明白他們的

說話。

10. 背誦兒歌時能配合

動作。

資料來源：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2020)。《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    幼師參考資料手冊》。取自

 ht tps: / /www.edb.gov.hk/at tachment/ tc/edu-system/prepr imary-kindergarten/
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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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情意和群性、心性及品德發展

情意和群性發展 心性發展 品德發展

1. 能獨自玩玩具而不需成人陪

伴。

2. 喜歡參加成年人領導的遊

戲，開始依從遊戲規則。

3. 玩玩具時，自動懂得輪候。

4. 知道甚麼是自己的，甚麼是

別人的。

5. 懂得愛護較年幼的兒童和願

意分享玩具。

6. 能接受勸解，視父母為權威，

多能服從指示。

7. 開始懂得禮貌，在提示下能

說「唔該」、「多謝」。

8. 興趣及注意開始擴展至家庭

以外，喜歡出外。

1. 開始懂得從衣服、玩具和活

動分辨男女。

2. 能夠辨認自己的性別。

3. 開始對自己及其他人的身體

感到好奇，並較頻密觸摸或

留意自己的性器官。

4. 開始問關於性的問題。

1. 開始意識到其他人的心理和

情緒狀態。

2. 開始意識到一些對身體或心

理造成傷害的行為，在道德

上是錯誤的。

3. 開始對一些不當行為表示內

疚，例如損壞了一件貴重物

品。

4. 對社會制度認識甚少或一無

所知。

資料來源：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7)。《親子性教育活動手冊（兒童篇）》。香港：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

 McDevitt, T. M., & Ormrod, J. E. (2004). Child development: Educating and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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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至五歲兒童

表三：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體能發展 自理能力發展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大肌肉發展

1. 能連續向前跳、向

後跳、單腳跳、邊

跑邊跳。

2. 跑步時能彎腰拾物。

3. 能拋接豆袋。

4. 能行平衡木。

5. 能擲小球。

6. 游泳時，能在淺水

中行走，或用輔助

物浮游。

7. 玩滑梯、攀架、鞦

韆時信心十足。

小肌肉發展

1. 能穿小珠鏈。

2. 能畫四方形。

3. 能繪畫簡單圖畫如

人、屋、樹、車等。

4. 能沿斜線摺紙。

5. 開始做簡單剪貼。

6. 能剪出簡單圖形。

7. 能牢固地接合數塊

泥膠。

1. 在指導下開始用筷

子進食。

2. 能幫助收拾碗筷。

3. 能取抹布清理污漬。

4. 能自行開水龍頭洗

手、抹手及洗臉。

5. 開始嘗試刷牙，能

自行抹鼻子。

6. 晚上已能起床如廁，

不再遺溺。

7. 開始自行穿衣、脫

衣。

1. 能分辨有生命（例

如：貓、狗、樹）

與沒有生命（例如：

玩具、杯碟）的東

西。

2. 能將傢具依照所屬

房間擺放。

3. 能從數件物件中找

出不同的類別。

4. 拼圖可增至八塊。

5. 能憑聲音分辨物件

和周圍發生的事物。

6. 能模仿動物叫聲。

7. 能繪出一個有頭、

身、四肢、五官的

人。

8. 開始認識時間，能

說出早、午、晚所

做的事。

9. 開始認識位置、速

度，如：前後、快慢、

中間、最先、最後

等。

10. 留意周圍環境事物，

能指出圖中物件所

缺少的部分及不合

理的地方。

11. 能辨認簡單及常見

的符號，如交通標

誌、商店招牌。

1. 開始領悟「過去」

與「現在」的分別。

2. 能在電話中跟對方

作簡單對答。

3. 能較詳細地敘述日

常生活的經驗。

4. 開始用複句或較長

句子表達自己。

5. 能按照圖卡的次序

說故事。

6. 說話時能適當地運

用「因為 — 所以」、

「一些」、「幾個」、

「許多」等詞語。

7. 應用相反／對偶的

詞句。

8. 能說出親人的姓名，

自己的居住地區。

9. 能說出某些物件的

獨特顏色，如香蕉

是黃色的。

10. 能講述不同職業的

人物和主要職責。

11. 對不明白的事物尋

求解釋，經常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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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 表三：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體能發展 自理能力發展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12.  能背誦至二十。

13. 能正確數出十件以

內的物件。

14. 能指出四件剛在圖

片中見過的物件。 
15. 能從剛見過的三件

物件中指出某件已

被取去。

16. 能讀出簡單字彙。

17. 能從一組字中找出

「與眾不同」的字，

例如：「牛、羊、狗、

車」。

12. 開 始 運 用「 為 甚

麼？」、「何時？」、

「怎樣做？」等來

發問。

13. 能應付簡單的謎語，

如「我有四隻腳，

一條尾，喜歡吃魚，

會捉老鼠，我是甚

麼？」。

14. 大致上說話流利，

語音清楚。

資料來源：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2020)。《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 ―― 幼師參考資料手冊》。取

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
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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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情意和群性、心性及品德發展

情意和群性發展 心性發展 品德發展

1. 即使沒有成人的看顧，也能

自律地在指定範圍內活動。

2. 與小朋友玩耍時，懂得遵守

遊戲規則。

3. 能愛護幼童和小動物，對遭

遇不快的玩伴加以安慰。

4. 對是非觀念模糊，只知做了

會被懲罰的便是壞事，做了

被讚賞的便是好事。

5. 懂得說「唔該」、「多謝」、

「對不起」。

6. 和陌生人談話，也能對答自

如，不會畏縮。

7. 在家時，能幫成人做簡單事

情。

1. 開始懂得從衣服、玩具和活

動分辨男女。

2. 能夠辨認自己的性別。

3. 開始對自己及其他人的身體

感到好奇，並比前更頻密觸

摸或留意自己的性器官。

4. 開始問關於性的問題。

1. 開始意識到其他人的心理和

情緒狀態。

2. 開始意識到一些對身體或心

理造成傷害的行為，在道德

上是錯誤的。

3. 開始對一些不當行為表示內

疚，例如損壞了一件貴重物

品。

4. 對社會制度認識甚少或一無

所知。

資料來源：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7)。《親子性教育活動手冊（兒童篇）》。香港：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

 McDevitt, T. M., & Ormrod, J. E. (2004). Child development: Educating and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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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至六歲兒童  

表五：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體能發展 自理能力發展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大肌肉發展

1. 跑步時，多用趾尖

着地，動作靈活，

可以轉急彎。

2. 能速跑五十呎而不

倦。

3. 能獨自如成人般一

步一級交替上落樓

梯。

4. 能邊走動邊接球，

踢中滾動的球，或

用球拍打球。

5. 能爬繩梯。

6. 玩鞦韆時，能自行

搖盪。

1. 用筷子吃飯挾菜。

2. 在公眾場合，也能

單獨去廁所。

3. 若有訓練，部分兒

童能在如廁後自行

清潔。

4. 穿衣時，知道選擇

合適的衣物。

5. 能用梳梳頭。

6. 能做簡單的家務，

例如收拾自己的衣

物，在飯前協助擺

置碗筷。

7. 過馬路時會小心謹

慎。

8. 迷途時，知道應如

何求助，並能說出

自己的電話和地址。

1. 能輕易地以正確次

序排列長短、高矮、

闊窄或大小不同的

物件。

2. 能完成簡單的「迷

宮」遊戲。

3. 能說出多種顏色的

名稱和日常物件的

形狀。

4. 能從剛看過的圖畫

講出大致內容。

5. 聽完故事，能將三

個環節重述。

6. 能 正 確 數 出 二 十

件 物 件， 及 寫 至

二十。

7. 能指出物件的次序

和位置（如第一、

第二）。

8. 明白「半個」與「一

個」的分別。

9. 開始運算簡單的加

減題。

10. 能複述五個剛剛聽

過或見過的數字。

11. 開始對日曆、時間

有認識，能說出年、

月、日和星期。

1. 開始明白「昨天」、

「今天」、「明天」

的分別。

2. 明白「內／外」、

「遠／近」、「底

／ 面 」、「 進 ／

出」、「開始／結

尾」等詞語。

3. 明白故事內容。

4. 能有條理的重述不

久前發生的事情。

5. 能描述一幅圖畫。

6. 能和家人或其他小

朋友互相溝通，毫

無困難。

7. 談話時，能適當地

輪候發言，也不會

離題。

8. 語言的文法和結構，

大致與成人相近。

9. 能運用「雖然」、

「但係」、「不過」

等詞語，但有時也

會用詞不當。

10. 能用不同的形容詞

來描述一個人或一

件物品。

11. 對四季節令能作簡

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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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 表五：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體能發展 自理能力發展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小肌肉發展

1. 能用槌搥釘。

2. 能把小豆放進樽內。

3. 能拿起十多磅的物

件。

4. 能穿鞋帶。

5. 能用筆刨刨筆。

6. 能用間尺畫直線。

7. 能用擦膠擦紙而不

會把紙撕破。

8. 填色時很少出界。

9. 能畫菱形和三角形。

10. 能準確地把紙摺一

半，再摺為四分一。

11. 能剪出不規則的圖

案。

12. 能抄寫數字及簡單

的中、英文字。

12. 看鐘時，能讀出幾

點鐘（如三點、四

點），但視乎是否

有學習機會。

13. 能明白常見字詞的

意思。

14. 能讀出數十個常見

的字詞。

12. 能說出自己的生日。

13. 能適當地用詞語表

達驚、怒、哀、樂

等情緒。

14. 不愜意時，能用語

言反辯、抗議，甚

至出口罵人。

資料來源：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2020)。《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 ―― 幼師參考資料手冊》。取

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
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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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情意和群性、心性及品德發展

情意和群性發展 心性發展 品德發展

1. 能與三、五個小朋友進行合

作性的遊戲，明白公平的原

則和需要服從小組的決定，

也能向其他小朋友解釋遊戲

的規則。

2. 能參與一些如棋子的檯面遊

戲或比賽。

3. 和小朋友相處時，開始選擇

自己喜歡的玩伴。

4. 能開關電視，選擇喜愛的節

目。

1. 開始要求更多的私人時間和

空間，例如要獨自洗澡。

2. 較為喜歡同性同伴。

1. 開始意識到其他人的心理和

情緒狀態。

2. 開始意識到一些對身體或心

理造成傷害的行為，在道德

上是錯誤的。

3. 開始對一些不當行為表示內

疚，例如損壞了一件貴重物

品。

4. 對社會制度認識甚少或一無

所知。

資料來源：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7)。《親子性教育活動手冊（兒童篇）》。香港：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

 McDevitt, T. M., & Ormrod, J. E. (2004). Child development: Educating and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延伸閱讀

關於體能、自理能力、認知及語言發展：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2020)。《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 ―― 幼師參考資料手冊》。

取 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
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關於心性發展：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7)。《親子性教育活動手冊（兒童篇）》。香港：香港家庭

計劃指導會。

關於品德發展：

McDevitt, T. M., & Ormrod, J. E. (2004). Child development: Educating and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3_Chapter%20II-c%2020200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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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3

依附困難

• 危機因素包括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懷孕期藥物濫用、情緒問題及青少年問題。

• 拒絕溝通及回應令穩固的依附關係難以建立。

• 不安全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兒童的認知、情緒和行為問題。

• 幼兒期的不安全依附關係，會令兒童產生防衛個性，影響他們日後的人際關係。

• 這種自我保護方式是無意識的。

• 它們早在我們接觸語言之前已經存在。

• 這些會導致內在的矛盾（核心敏感性），可由父母跨代傳送給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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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正向育兒模式的知識與實踐

以下所列的五種正向育兒模式，都是建基於對生命的反思及對子女無條件的愛：

1. 靜觀育兒 1,2

 實踐靜觀育兒模式時，父母會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同時避免被自己的情緒所

操控。懂得靜觀的父母會注意到自己的感受，但很少被影響。實踐靜觀育兒會幫

助父母更清晰知道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且令他們更積極回應子女的需要、想法

和感受。此外，靜觀育兒令父母更有效地調節自己的情緒、減少對自己及子女的

批評、較懂得從困局中抽身從而避免激烈的反應。這種育兒模式有助於加強父母

與子女的連繫和改善親子關係。

2. 依附／直覺／自然育兒 3

 依附育兒是一種著重靈敏地回應兒童需要的育兒模式，父母以溫和和關愛的態度，

建立一個平和的親子關係。這種育兒模式對兒童的健康發展有正面的影響，同時

亦可以維持家庭的和諧。

3. 無條件／有意識的育兒 4

 無條件育兒是指父母對子女的愛及關注，並不會受子女的行為所影響。父母會視

子女為一個整全的人，而非只著眼於他們的好行為及壞行為。這種育兒模式可令

兒童腦部健康發展，有更強的免疫系統，並能提高他們建立正向關係的能力及抗

壓能力。

1 Bögels, S., & Restifo, K. (2013). Mindful Parenting: A Guide for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2014 ed. Vol. 3). New York, NY: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2 Hoffman, K., Cooper, G., Powell, B., Benton, C. M., & Siegel, D. J. (2017). Raising a Secure Child: How Circle of Security 
Parenting Can Help You Nurture Your Child's Attachment, Emotional Resilience, and Freedom to Explore. New York: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3 Sears, B., & Sears, M. (2001). The Attachment Parenting Book: A Commonsens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and Nurturing 
Your Baby. New York: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4 Reagan, R. (2006). Unconditional Parenting: Moving from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o Love and Reason Rules, Rituals 
and Routines: A Values Based Approach to Managing Behaviors at Home. The Video lib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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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靈性／全面式育兒 

 靈性育兒是指讓兒童學懂認識自我，主張世上沒有客觀的規則，兒童感受世界時，

應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這種育兒模式可令兒童更清楚自己的感受和思想。

5. 優悠／關愛式育兒 5

 採取優悠式育兒的父母只會安排少量活動給子女，他們容許子女按自己的步伐去

探索世界。這種育兒模式給予兒童空間去學習如何疏導自己的情緒和獨立處理問

題，從而建立他們自信心、智慧和掌控能力。

5 Honore, C. (2009). Under Pressure: 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Hyper-Parenting.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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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不良育兒模式

不同的育兒模式影響著兒童發展。以下四種不良育兒模式會為子女帶來長遠的負面影響：

1. 自戀式育兒

 自戀式育兒的父母，以近乎獨佔的方式對待子女，他們害怕子女長大及變得獨立。

這種育兒模式可能會為兒童的心理發展、理解能力、情緒、倫理、社會行為和態

度帶來負面影響。這些兒童可能會感到窒息、孤獨和痛苦。

2. 直升機式／過份保護式育兒 1

 直升機父母往往會對子女的事情過度關注，經常對子女的各方面加以監管，對子

女生活上的所有事情，包括社交，都嚴密監控。這些父母會以過份操控、過份保

護及過份要求的方式介入子女的生活。在這種育兒模式下成長的兒童，其自信心

及自我形象都會較低，解難能力及生活技能亦未能正常發展。此外，他們會出現

較高程度的焦慮和抑鬱，亦有較大機會出現自我權利問題。

3. 虎式育兒 2

 虎爸、虎媽極為重視子女在學業成績和優越課餘活動方面的成就。他們會使用權

威型育兒模式，同時實行正面及負面的育兒策略，迫使子女達到他們所期望的成

就。在這種育兒模式下成長的兒童會經歷有較大學業壓力、跟父母關係疏離，以

及較大機會出現抑鬱症狀。3

4. 毒性育兒

 毒性育兒的家長會令兒童產生罪惡感、恐懼或虧欠感。他們比較著重自己的需要，

多於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對子女造成傷害。這種育兒模式會為兒童的自我價值、

對他人的看法和信任、以及其世界觀帶來負面影響。

1 Levine, M. (2006). The price of privilege: how parental pressure and material advantage are creating a generation of 
disconnected and unhappy kids. Harper Collins.: Harper Collins.

2 Kim, S. Y. (2013). Defining Tiger Parenting in Chinese Americans. Human Development, 56(4), 217-222. 
doi:10.1159/000353711

3 Lui, P.P. (2020). Tiger mother. In B.J. Carducci, C.S. Nave, Christopher S. Nave (Ed.) The Wiley encyclopedia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odels and theories. (pp. 335-340).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97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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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 家長身心健康理論 1,2

馬丁 • 塞利格曼 (Martin Seligman) 的 PERMA™ 身心健康理論可以引導家長培養自

己最好的一面，活出豐盛的人生，讓他們成為子女的正面榜樣，培養子女的愛心與同

情心、創造力與好奇心、工作及抗逆能力，以及正直和智慧等特質。

PERMA（ 正 向 情 緒 Positive emotion、 全 情 投 入 Engagement、 人 際 關 係 
Relationships、生命意義 Meaning、成就感 Accomplishment）為正向心理學創始人馬

丁 • 塞利格曼提出的五個元素的英文縮寫。這些元素能促進蓬勃發展並構建「美好生

活」，以及達致真正的快樂和保持身心健康。

1. 正向情緒 (P)

 正向情緒被視為身心持續健康的基石之一。家長應培養和保持他們對過去（如培

養感恩和寬恕的心）、現在（如珍惜美好和靜觀）和未來（如建立希望和樂觀感）

的正向情緒。一般而言，感恩、善良、樂觀、希望和滿足感都能促進「美好生活」。

 保持正向情緒有助家長培養正面的親子關係和個人生活，並鼓勵身邊的人變得更

有同情心、創造力和抗逆能力，以及接受更多挑戰。為人父母的生活有高低起伏，

着眼於「低谷」會對家長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相反，樂觀和正面的心態對

健康有很多好處，如更強的身體免疫力，更佳的心理健康，較少機會出現抑鬱和

焦慮，以及更強的抗逆能力。為此，家長可以享受與子女有更多日常互動，並堅

持不懈地應對他們在家庭中遇到的各種挑戰，例如：當家長與子女一起做親子家

課時，可以投入於發掘子女及自己的優點的過程中。

2. 全情投入 (E)

 全情投入是指當一個人會全神貫注地投入於當前的活動或工作中，並在過程中充

分利用其技能、強項和專注力的一種體驗。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參與不同的活動或

工作，如做運動、聽音樂、烹飪、做家務或其他工作。他們也可以透過全情投入

於當下，或是投入可以令他們體驗到平靜、快樂和愉悅的活動之中。

1 Seligman, M. (2012).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New York: Free Press. 
2 Seligman, M. (2018). PERMA and the building blocks of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OI: 10.1080/ 

17439760.2018.143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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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匈牙利裔美籍心理學家米哈里 • 契克森米哈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的
說法 3，當人全情投入時會產生一種被稱為「心流」的體驗。由於這種體驗會令人

獲得高度心滿意足的感覺，人們會願意為其本質去做到全情投入其中，而不是為

了從中得到回報。家長可讓自己投入於能讓他們專注於和享受其中的日常活動或

工作，從而創造出幸福的「心流」，例如在親子對話、做運動、散步、吃飯、種植、

在工作中開展一個有趣的項目，甚至從一項嗜好中嘗試找到快樂和滿足感。

3. 人際關係 (R)

 （正面的）關係和社交聯繫對有意義的生活尤為重要 4。人們需要感情、親密關係，

以及與他人的情感和身體接觸方面上的人際關係。與家庭成員、朋輩、同事和朋

友的正面關係是正向情緒的重要元素。家長應培養與他人的正面和穩固的關係，

這是重要社會資源，讓他們在艱難時期能獲得支持。 

4. 生命意義 (M)

 生命意義是指一個人對人生意義的肯定，並與自己的價值觀聯繫起來，繼而為自

己帶來滿足感和快樂。家長可以重新審視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否重要和有價值。了

解生兒育女、為人父母和組織家庭的意義都能有助家長享受家庭生活，對自己所

做的事情感到更加滿足，例如當你和子女互動時，可以思考你大部分時間花在甚

麼地方。

5. 成就感 (A)

 成就是指掌控生活的能力。當人們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表現出堅韌不屈的精神，

就可以取得成就。人們普遍認為，與外在目標（如表現、名譽或金錢）相比，完

成內在目標（如個人的滿足感和成長）更能改善身心健康，尤其是自尊和自信心。

我們鼓勵家長為自己訂下一些實際並可達到的個人目標。當他們實現這些目標時，

便會有一種自豪感和滿足感。

3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1s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4 It's Mental. PERMA + V Mode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tsmental.co.uk/PERMA-V-MODEL

https://www.itsmental.co.uk/PERMA-V-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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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徵狀

壓力是一種對環境變化的自然身體和心理反應，它會觸發身體的戰鬥或逃跑反應，以

應對壓力來源。人體藉身體、心理和情緒去回應這些變化 1。壓力可以影響個人生活的

所有部分，包括身體健康、情緒和思維能力。儘管如此，壓力徵狀會隨著人們的處理

方式而有所不同。以下是一些壓力徵狀：

 
•疼痛及痛楚

•經常生病

•睡眠問題

•消化系統問題

•皮膚問題

•體重問題

•自體免疫性疾病

•性功能問題

•疲勞

•記憶問題

•難以集中

•判斷力差

•悲觀

•焦慮或胡思亂想

•時刻擔憂

•社交退縮

•缺乏動力

•批判自己或他人

•喪失興趣

•責備自己或他人

•悲傷或抑鬱

•焦慮或急躁

•缺乏價值感

•喜怒無常

•易怒或憤怒

•感到不勝負荷

•孤獨和孤立

身體

認知

情緒

社交

1 Casarella, J. (2019). The Effects of Stress on Your Bod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ebmd.com/balance/stress-
management/effects-of-stress-on-your-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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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扭曲

常見於家長的認知扭曲例子

認知扭曲 定義 例子

1. 非黑即白思維 這涉及以極端的方式看待

事物。一切都是非黑即

白、全有或全無。當遇到

一個不完美的情況，便會

把它視作徹底的失敗。

「如果我的子女未能在

小一派位中取得理想結

果，他／她便是一個失敗

者！」

2. 以偏概全 一個人從單一事件得出結

論，並錯誤地將該結論應

用於所有情況。

「今天，我的兒子把房間

弄得一片混亂，他從來沒

有把事情做好過！」

3. 心理過濾 這是一種忽視正面因素而

只關注負面因素的傾向，

導致人們對自己和未來抱

有負面的看法，繼而感到

絕望。

孩子的英文默書因一個

拼寫錯誤而被扣分，家長

只著重於這錯處而忽略

其他正確答案。

4. 忽略正面的事情 這涉及思維上的負面偏

好，忽視或否定已經發生

的正面事情。這種認知扭

曲會降低人們的動力，並

導致他們培養出一種 「習

得性無助感」。

「我的女兒全靠運氣在

這一次測驗中取得好成

績。」

或

老師說：「你的兒子十分

乖巧。」我認為這只是客

套說話，老師不是真的這

樣想。

 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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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扭曲 定義 例子

5. 災難化思想 這導致人們在面對未知的

情況時，感到害怕或作

最壞的打算，甚至把事情

災難化。反覆經歷過不順

利事件，如慢性痛症或童

年創傷，可令人們許多時

候都懼怕會出現最壞的情

況，並形成這種認知扭

曲。

「如果我的兒子未能在

小一派位中升讀好學校，

他的前途就會盡毀。」

或

「如果我的女兒不能盡

快學習寫字，她將永遠無

法跟上學習進度。」

6. 個人化思維 當人面對跟自己沒有直接

關係的事情或情況不在他

們控制範圍內時，便會出

現個人化思維，認為是自

己的問題。

「我的孩子在遊樂場跌

倒。我不應該選這不安全

的遊樂場。這全是我的

錯。」

7. 妄下定論

(i) 讀心術

(ii) 未卜先知

當人們在沒有事實支持結

論的情況下對事物進行負

面解讀時，便會出現妄下

定論的情況。

當人們假設他們知道別人

在想甚麼，或認為別人

會以既定的方式作出反應

時，便會出現這種情況。

預測某事會以負面的方式

發展。對未來抱著悲觀的

心態會影響一個人的動機

和行為，甚或成為一個自

我實現的預言，令人們以

消極的方式行事。

「其他家長在沒有我的

情況下相約出遊，我確信

他們並不喜歡我。」 ( 事

實可能只是因為其他家

長已經認識了一段較長

時間。)

「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會

把這份作業做好」（所以

家長可能會暗地裏向子

女施加壓力，導致兒童焦

慮和恐慌，以致在作業上

表現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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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扭曲 定義 例子

8. 「應該」的句式 當人們從「應該」說甚麼

或「應該」做甚麼的角度

思考，並會著重自己無法

達到的標準。

「我本應能夠成為一位

好父親和好丈夫。我究竟

有甚麼問題？」

9. 情感推理 這是一種錯誤的信念，人

們認為自己的情感就是真

理，並認為自己對事情的

感覺能準確地反映現實。

「我感到焦慮，危險的事

情將要發生。」

或

「我覺得自己不適合為

人父母，因此我是一個沒

有價值的人。」

10. 標籤化 這涉及對自己或他人以個

人做準則來作出批判，

而非以他人的個人行為來

判定他的為人。當人們作

出標籤時，他們會根據單

一事件或行為來定義自己

和他人，導致他們批評自

己，誤解或低估其他人。

「我是一個失敗者」，而

非「那次我失敗了」。

或

「我的配偶在照顧孩子

方面總是幫倒忙，他／她

太不負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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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家庭衝突的技巧

分歧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人們的出生背景和生活經歷各有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價值

觀、觀點或信念。當家庭成員意見不合或誤解對方，並過早地作出錯誤的結論時，便

有機會發生家庭衝突。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學習和採取有效解決衝突的策略是十分重

要的。

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之間不時出現意見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事，尤其是在育兒問題上。

作為育有幼兒的年輕父母，在過渡不同的人生階段，如伴侶結合、育兒和照顧子女，

通常都會經歷不同類型的衝突。

家庭衝突會對子女的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心理社交層面上的影響視乎衝突的頻率、

強度，以及衝突與兒童的接近程度有關，這會令兒童有更高風險出現情緒、社交、行

為及學業問題。因此，伴侶之間應採取更有效的溝通技巧來解決分歧，減少陷入衝突

的機會，因為伴侶之間的激烈情緒或權力鬥爭可能會對家庭關係和兒童發展產生長遠

影響。

家庭衝突的常見成因

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家庭會經歷不同發展階段的過渡期。其間，家庭將經歷許多轉變、

決策和調整，以致可能因以下各方面導致衝突：

• 成為伴侶及組織新家庭

• 計劃生育

• 作出生育決定

• 安排家庭生活

• 處理跨代關係

• 育兒

• 照料和教育子女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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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家庭衝突的原則

羅杰•費雪 (Roger Fisher) 和威廉•尤瑞 (William Ury) 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談

判力》(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的書籍，當中提出了

一些透過談判和調解處理衝突的原則和策略，可應用到家庭衝突上 1。

1. 在心中牢記著與對方的長期關係

 俗語有云：「贏得一時，輸了一世」，常被借用來說明衝突對家庭關係的影響。

家長要注意以下要點：

• 解決衝突時要針對特定問題；

• 承認彼此互相依賴的關係；

• 將人和事分開；

• 不把情緒與問題糾纏一起；及

• 互相尊重，而非對抗。

2. 留意兒童在家庭衝突中的心理需要

 當家長正發生或解決衝突時，應留意兒童在整個過程中的心理反應。

 建議包括 2：

 在衝突期間，家長應避免

• 在子女面前吵架；

• 要求子女向伴侶傳遞敵意信息；

• 問子女一些關於伴侶但令其苦惱的問題；

• 要求子女隱瞞事情；

• 讓子女覺得他們必須向對方隱瞞彼此的正面感受；及

• 在子女面前批評伴侶或其他人。

 讓子女知道他們不是問題的所在十分重要，

• 確保子女知道爭執與他們無關，而是父母或大人之間的事情；

• 讓子女知道父母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及

• 提醒自己，有些問題應由父母來解決    子女不一定需要知道問題為何，甚至

可以不告訴他們。

1 Fisher, R., & Ury, W. (1983).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2 Raising Children Network (Australia). (2021). Conflict management for parents. Retrieved from https://raisingchildren.net.au/
grown-ups/looking-after-yourself/communication-conflict/conflict-management-for-parents.

https://raisingchildren.net.au/grown-ups/looking-after-yourself/communication-conflict/conflict-management-for-parents
https://raisingchildren.net.au/grown-ups/looking-after-yourself/communication-conflict/conflict-management-for-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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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聆聽

 當伴侶或家長被強烈的情緒和個人立場支配時，衝突便會升級。伴侶和家長應了

解並聽取對方的觀點。

 建議包括：

• 留意個人對堅持立場的意欲；

• 認同各人都有自己的觀點；

• 不要打斷對方的發言；

• 主動細聽他們的說話內容和所表達的意思；及

• 通過提問確認自己是否理解配偶或子女。

4. 有效地溝通 3

 伴侶或家長可以保持開放和具建設性的態度表達他們的不同觀點。這也可以為兒

童樹立榜樣。

 建議包括：

• 以尊重和不批判的方式進行溝通；

• 適當地表達感受；

• 嘗試以自己的語言覆述伴侶所說的話，以確認自己是否正確理解；

• 嘗試理解伴侶的感受或觀點。你不一定要同意對方的想法，但可以嘗試從他的

角度去理解；

• 使用「我」的陳述來解釋自己的感受，不要責備伴侶；及

• 避免以偏概全，以及使用「從不」或「總是」這樣的字眼。

5. 同意進行談判

 當家庭衝突發生時，家庭成員很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立場上，而非該立場背

後的益處或關注點。伴侶和家長應在討論各自立場背後的關注點，並找出兩者的

共通之處。這將為雙方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以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解決共同

關心的問題。

3 Raising Children Network (Australia). (2021). Conflict management for parents. Retrieved from https://raisingchildren.net.au/
grown-ups/looking-after-yourself/communication-conflict/conflict-management-for-parents

https://raisingchildren.net.au/grown-ups/looking-after-yourself/communication-conflict/conflict-management-for-parents
https://raisingchildren.net.au/grown-ups/looking-after-yourself/communication-conflict/conflict-management-for-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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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包括：

• 留意溝通的目的是解決衝突而非在爭拗中勝出；

• 界定問題的焦點；

• 嘗試了解家長之間的關注點，並找出共通點；

• 以不批判的態度來思考其他建議；及

• 以開放和合理的方式進行討論和建議。

6. 共同協作

 一旦伴侶或家長承認並接受對方的觀點和感受，他們就可以共同制訂和實施解決

方案。

 建議包括：

• 持開放態度並願意作出談判和妥協；

• 確保雙方都清楚了解妥協後得出的解決方案；

• 試行解決方案，並檢視過程和結果；及

• 以開放態度檢視和調整解決方案。

7. 尋求專業意見

 如衝突十分激烈而演變到會破壞家庭關係，應尋求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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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及自我關顧管理的小貼士

家長在處理家務和照顧子女之餘，也要好好照顧自己。當家長忽略了自我關顧時，便

會給自己的身心帶來壓力。因此，家長應注意並照顧好自己，而實踐自我關顧，是成

為更稱職父母的一個重要步驟。

身體方面的自我關顧

• 照顧身體

• 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中

• 均衡飲食

• 充足和優質的睡眠

心理方面的自我關顧

• 接納自己的感受

• 與子女設定健康的界線

• 寫日記和以書寫抒發感情

• 閱讀

• 反思

社交方面的自我關顧

• 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聯繫

• 與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絡和交流

• 參與社交活動

• 作出有利他人的行為，如參與義工服務  

生活方式上的自我關顧

• 定期進行體能活動

• 定期安排小休

• 就個人生活管理制訂個人目標

• 做鬆弛練習

• 放下家庭和工作，享受假期

 附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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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方面的自我關顧

• 參與愉快或有趣的活動 
• 培養嗜好，如繪畫、陶藝、寫作、音樂、烹飪和／或園藝 

靈性方面的自我關顧

• 練習感恩

• 練習冥想

• 祈禱

• 閱讀宗教文本

• 享受大自然

• 回顧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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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鍛鍊例子

以下是一系列增強身心健康的運動：

A.  鬆弛練習

1. 呼吸練習

 這是處理壓力最基本和最簡單的方法，並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練習。呼吸練習不

需佔據一天大量的時間來進行，而只是騰出一些時間來注意自己的呼吸。

 家長可以在校門外等待接送子女時進行呼吸練習，也可以在街上走路或在乘坐巴

士時在座位上練習。.

步驟指示 (NHS, 2018)1

i. 吸氣時盡可能在不用強迫的情況下讓空氣深入地流向你的腹部。

ii. 嘗試用鼻子吸氣，用嘴巴呼氣。

iii. 輕輕地、有規律地吸氣。有些人覺得穩定地從一數到五會有幫助。剛開始練習

時，你可能無法一下子數到五。 

iv. 然後，在沒有停頓或閉氣下，輕輕呼氣。如果你覺得有幫助，亦可以再從一數

到五。

v. 持續做上述練習三至五分鐘。

2. 漸進式鬆弛技巧

 這種技巧包括逐步收緊和放鬆身體上不同的肌肉群。在過程中，人們會加深對身

體和生理感覺的認識。當肌肉放鬆時，心神亦會隨著放鬆。在練習漸進式鬆弛時，

人們可以用大約八成的力量來收緊特定的肌肉群，感受張力，然後慢慢釋放張力，

並將注意力轉移到鬆弛的感覺上。最後，人們可以體驗到肌肉收緊和放鬆之間的

分別。漸進式鬆弛技巧有許多好處，包括但不限於改善睡眠質素、減低焦慮、降

低血壓、減輕壓力和緩解低落情緒。

1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2018). Breathing exercises for st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hs.uk/mental-health/self-help/
guides-tools-and-activities/breathing-exercises-for-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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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指示 (Benson, 1976)2

i. 以舒適的姿勢坐下或躺下，保持安靜。

ii. 閉上眼睛。

iii. 放鬆身體所有肌肉，從你的腳開始，一直到你的臉。保持每一肌肉在放鬆的狀

態。

iv. 用鼻子自然吸氣，注意每一下的呼吸。

v. 吸氣時，用五至十秒收緊一個肌肉群（例如大腿上側），然後呼氣，並猛然釋

放該肌肉群的張力。

vi. 讓自己放鬆十至二十秒，然後轉到下一個肌肉群（例如臀部）。

vii. 在釋放張力的同時，嘗試把注意力集中在該肌肉群放鬆時的變化上，在釋放張

力時，運用想像力或會有所幫助，例如想像當你放鬆每一個肌肉群時，緊張的

感覺會從你的身體慢慢流走。

viii. 持續整個過程約十至二十分鐘，其間保持輕輕地閉上眼睛。 

ix. 逐部收緊和放鬆身體各部分的肌肉群。

x. 當練習結束後，靜坐數分鐘。

3. 冥想

 這是一種自我放鬆的形式，有助我們聆聽並重新連接我們的真實感受，進入自己

的潛意識，並使我們有能力以更平靜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挑戰。在冥想過

程中，在集中注意力的同時，我們的身體和心靈都一同放鬆，這樣我們便能達到

平和及安寧的狀態。冥想有許多種類，其中，靜坐式冥想可能是最常見的做法。

網上有許多冥想的錄音和錄影片段，家長可遵循指示，每天進行練習。

2 Benson, H. (1976).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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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靜觀

 靜觀是指有意識地以一個不加批判的心，把注意力帶回到此時當下的自己 3。通過

靜觀練習，人們能以開放和接受的態度體驗生活上的每分每秒，讓他們作出抉擇

和反應。靜觀可透過不同的練習去培養，如靜坐式冥想、靜觀步行、靜觀飲食、

身體掃描或日常生活中的靜觀。 

步驟指示

i. 安頓自己在一個放鬆和舒適的姿勢 
坐下或躺在墊上。若坐在椅子上，腳掌放在地上，或盤腿坐在冥想墊上。

ii. 注意並放鬆身體

 留意自己的身體。嘗試注意身體的感覺，放鬆任何繃緊或緊張的部位。只需呼

吸。

iii. 調節呼吸

 跟隨自然的呼吸節奏去吸氣和呼氣。每次呼吸一下。當一次呼吸結束後，輕輕

地開始下一次呼吸。

iv. 善待游移的思想

 注意你的思想在何時游移。當你注意到任何思想、想法、圖像在腦海中游蕩時，

只需簡單地將注意力放回呼吸上。不要把注意力停留於游移的內容上。

v. 整個過程約十至二十分鐘 
讓自己深深放鬆，並自我欣賞。

3 Kabat-Zinn, J. (2013). Full Catastrophe Living: Using the Wisdom of Your Body and Your Mind to Face Stress, Pain and 
Illnes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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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思練習

1. 自我關懷

 根據教育心理學學者克里斯廷 • 內夫 (Kristin Neff) ，同是自我關懷評估量表的設

計者所言，自我關懷包括三個相連的生活態度：善待自己、共通人性和靜觀。當人

們懂得善待自己，那麼在受苦、失敗和感到不足時，就能對自己釋出善意，並會體

諒自己，而不是嚴苛地批判自己。當人們領悟共通人性時，就會對生活中的不完美

和無法避免的痛苦有所了解，從而認識和意識到，這經驗（如失敗）並不是一件個

別的事件，而是眾多人類經驗中的一小部分。因此，這可讓人擺脫因為失敗而感到

的苦惱。通過靜觀，我們可察覺到痛苦的存在，並不會過度識別和執著 4,5。

 不過，當一些被認為是負面的事情發生在子女身上時，家長便會開始自我懷疑。

例如，當學前兒童因在集體活動中未能完成任務而感到難過時，家長會開始質疑

自己為何沒有在事前給子女做好準備，並對此事感到十分差勁，和開始自我批判。

更壞的情況是，家長開始把責任推卸給子女或配偶。

 練習自我關懷能讓家長有空間和時間來反思、接納並放下事件，從而及時向子女

伸出援手，以更正面和樂觀的態度處理子女的情緒和反應，從而強化家長與子女

的關係，幫助子女重拾自信。

2. 正面自我肯定 6

 正面自我肯定是反覆使用短語和陳述句去肯定自我價值，這通常與我們的核心價

值有關。正面自我肯定的目的是鼓勵正面的想法、良好的感覺和積極的態度，從

而幫助我們克服可能影響我們自尊和自信的負面想法。

家長可以考慮在日記中寫下或定期在鏡子前大聲說一些正面自我肯定的語句，例如：

• 我是一個懂得關懷、有愛心和負責任的父親／母親

• 我有信心和能力做好父母這個角色

• 我相信我的智慧、勇氣和毅力會幫助我有信心地做好父母這個角色

4 Neff, K. D. (2003). Self-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oneself. Self and Identity, 
2(2), 85-102. doi: 10.1080/15298860390129863

5 Neff, K. D. (2003).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self-compassion. Self and Identity, 2(3), 223-250. 
doi: 10.1080/15298860390209035

6 Cascio, C. N., O'Donnell, M. B., Tinney, F. J., Lieberman, M. D., Taylor, S. E...Falk, E. B. (2016). Self-affirmation activates 
brain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self-related processing and reward and is reinforced by future orienta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1(4), 621-629. doi: 10.1093/scan/nsv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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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恩

 感恩是對自己所擁有和經歷的表示感謝和讚賞，並不會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也不

認為它們有絕對價值。當懷有感恩之心，便會有改變思維和心態的空間。

對當下表達感恩的一些方式包括：

• 過一種簡單而滿足的生活

• 寫「感恩」日記

• 參與關懷他人的活動

• 經常與大自然接觸

• 欣賞他人

• 豐富自己的靈性生活

4. 重新審視作為父母和作為一個人的生活目的和意義 7

i. 經過深思熟慮後排優先次序

ii. 平衡個人和子女的需要

iii. 平衡個人需要和所有家庭成員的責任，特別是在家庭生活中的各個過渡期

iv. 平衡對伴侶或配偶的給予和接受（自主性與聯繫）

v. 能夠同時接受和放開個人責任

7 Perumbilly, S. A., Anderson, S. A., & Boylin, W. M. (2017). Parents' Personal Growth: Expanding the View of Therapy for 
Child Behavioral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therapy, 28(1), 59-75. doi:10.1080/08975353.2017.127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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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方式    非正式與正式的溝通

學校及家長可按校本情況，透過下列的不同方式促進有效的溝通：

1. 當家長到學校接送子女時，可與教師傾談，這有助家長與教師建立良好關係。

2. 學校可定期致電給家長，讓家長知道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和行為，不時與他們分享

兒童在學校的趣事和討論問題。

3. 學校可定期透過家長通訊、電郵和社交媒體聊天室與家長溝通。一些在職家長可

能無法經常到訪學校，校方可利用一些印刷或電子通訊，讓家長知悉子女在學校

的表現和發生的事情。

4. 學校可邀請家長參與義務工作，例如在一些學校活動（如講故事日、畢業禮、實

地考察活動／參觀）中提供協助。

5. 學校可透過家教會讓家長參與一些學校相關服務（如學校午膳、交通和外出活動）

的決策。

6. 學校可舉行開放日或觀課日，營造親善友好和具透明度的氛圍，以促進家校合作。

學校可邀請家長到校觀察教師教學和子女學習的情況，令家長和教師彼此加深了

解。然而，在舉行這些活動之前，學校必須協助教師做好充足準備。

7. 學校每年可舉行兩次或最多四次家長會，為學校和家長提供一個正式的溝通渠道，

討論兒童的表現，並收集他們在家中表現的資料。

8. 學校可定期舉行不同主題的講座，如兒童發展、育兒技巧、學校課程或措施的最

新消息，以保持學校的透明度。

9. 學校可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亦可進行家訪。

10. 學校可適當地運用網頁和網上社交媒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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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A：培養閱讀習慣

範疇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曾接受相關培訓的社工及教師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領會享受良好親子閱讀習慣的重要性；

b. 認識「閱讀五常法」的理念和內容；及

c. 學習如何實踐「閱讀五常法」。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d. 親子家課

 附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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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35 介紹「閱讀

五常法」

讓參加者認識

活 動 目 標 及

「 閱 讀 五 常

法」的技巧

• 導師簡介活動目標，並講解「閱讀五常

法」的技巧：

a. 常借閱

b. 常閱讀

c. 常伴讀

d. 常留意

e. 常欣賞

30 角色扮演 讓參加者練習

所 教 授 的 原

則，導師和其

他參加者可給

予即時反饋

• 導師引導參加者輪流扮演家長、兒童和

觀察者的角色，並通過角色扮演實踐活

動中所教授的原則。

• 目的：

 ¾ 找出並處理在進行家課練習活動時

可能出現的問題。

 ¾ 在過程中加強觀察和深化學習。

15 簡介親子家

課

協助參加者了

解家課練習的

程序和目的

• 導師介紹親子家課練習的目的和活動內

容，並提供所需的解說。

10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如果此課堂示例為多節課程中的其中一節課，需預留時間在課節開始時重溫上一節

課的學習重點。同樣地，在課節結束時亦應預留時間，簡略介紹下一節課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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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B：遊戲中學習

範疇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曾接受相關培訓的社工及教師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與者將能夠：

a. 明白遊戲對兒童健康發展和學習的重要性；

b. 認識兒童遊戲的方式；

c. 明白家長運用遊戲促進兒童學習的角色及技巧；及

d. 認識親子遊戲的資源。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d. 親子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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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40 課堂簡介及

介紹遊戲帶

給孩子的益

處

讓參加者明白

協助兒童透過

遊戲學習的目

的和技巧

• 導師作開場白

• 導師透過「遊戲的聯想」，讓參加者明

白和支持兒童遊戲及學習：

 ¾ 遊戲是兒童的權利和事業

 ¾ 遊戲隨時可以進行

 ¾ 遊戲令人輕鬆愉快

 ¾ 讓孩子在遊戲中自由探索，對孩子

的發展和學習都有益處

 ¾ 遊戲不需要大量消費

• 導師介紹遊戲能改善的不同兒童發展範

疇： 
 ¾ 德（品德發展）

 ¾ 智（脾性、學習發展）

 ¾ 體（體能發展）

 ¾ 群（社交發展）

 ¾ 美（藝術美學設計）

• 導師簡介如何按兒童個別發展能力，透

過四種複雜程度遞增的遊戲方式發展：

a. 單獨遊戲

b. 平行遊戲 
c. 聯合遊戲

d. 合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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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 續 ) 課堂

簡介及介紹

遊戲帶給孩

子的益處

• 導師說明可以在不同種類的遊戲活動中

看到兒童發展進程，而以下遊戲能進一

步促進兒童發展：

 ¾ 大小肌肉遊戲：兒童需要在遊戲中

運用和協調不同的身體部位，從而

促進體能發展。

 ¾ 音樂及藝術性遊戲：幫助兒童欣賞

藝術，並以藝術表達自己的情感。

 ¾ 探索及操作性遊戲：讓兒童以控制

物件（如玩積木）的方式遊戲。兒

童可以透過自由探索、輔以感官刺

激和重複技能練習來學習新知識。

 ¾ 想像及社會性遊戲：透過角色扮演

幫助兒童發展想像力和理解他人。

兒童之間亦可以互動交流，培養友

誼。

 ¾ 解難預習遊戲：幫助兒童準備好面

對和應付常見的（如在比賽中落

敗）和特殊的生活經歷（如患重

病、住院）。

• 導師運用兩張關於芬蘭幼稚園教育的簡

報投影片，激發參加者思考在兒童教育

實踐中可能存在的文化差異，讓參加者

明白要對不同的教育方式持開放態度，

但也要視乎實際情況而自行決定應該如

何處理。



113附錄 14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 續 ) 課堂

簡介及介紹

遊戲帶給孩

子的益處

• 導師邀請參加者闡明一些常見的遊戲迷

思，例如

 ¾ 遊戲要用很多玩具嗎 ?
 ¾ 兒童玩具一定安全 ?
 ¾ 用電子裝置刺激孩子學習可以嗎 ?

• 導師讓參加者領會兒童可以通過充滿樂

趣的「家家酒」遊戲學到很多東西：

 ¾ 知識：兒童可以學習與烹飪有關的

材料、禮儀和語言

 ¾ 技能：兒童可以通過準備食物學習

手眼協調

 ¾ 態度：兒童可以學習如何整潔地處

理和烹調食物

 這些過程都能促進兒童德、智、體、

群、美的全面發展。

• 此外，導師可以讓參加者在「家家酒」

遊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¾ 機會提供者：如提供玩具、物料

 ¾ 陪伴者：與兒童一起享受遊戲的樂

趣

 ¾ 回應者：參與遊戲，與兒童扮演的

角色互動和交流

 ¾ 欣賞鼓勵者：欣賞和鼓勵兒童的努

力

 ¾ 描述者：描述兒童的遊戲活動，引

導他們自行表達

 ¾ 示範者：為兒童樹立榜樣，例如在

遊戲結束後收拾東西

 ¾ 促進者：引導兒童在遊戲中更進一

步，例如下次吃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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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 續 ) 課堂

簡介及介紹

遊戲帶給孩

子的益處

 ¾ 其他：協助兒童在遊戲中面對全新

或沒有預期的經驗

15 簡介親子家

課

鼓勵參加者練

習和提升他們

的 角 色 和 技

巧，以促進孩

子透過遊戲學

習

• 導師介紹親子家課的活動細節。

• 鼓勵參加者在管教孩子時，運用課堂所

學到不同類型的遊戲活動。

• 期望參加者能辨識及擴展他們在促進兒

童遊戲和學習方面的角色。

25 角色扮演 協助參加者熟

習扮演不同角

色所需的正確

步驟和技巧，

以促進兒童透

過遊戲學習

• 導師介紹親子家課內容。（詳見導師手

冊中的「角色扮演，練習親子家課」部

分）。

• 兩位參加者為一組，以家長／兒童身分

練習所選活動，其後可互調角色。

• 導師觀察並提供反饋和指導。參加者亦

可要求導師進一步解說。

10 總結 • 總結：遊戲是有益的！

• 介紹遊戲資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如此課堂示例為多節課程中的其中一節課，需預留時間在課節開始時重溫上一節課

的學習重點。同樣地，在課節結束時亦應預留時間，簡略介紹下一節課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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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及資源： 
（建議家長使用常見且安全的材料與兒童一起進行遊戲，而非單靠購買回來的玩具。）

Leung, C., Tsang, S., & Heung, K. (5.2015).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y Start Home 
Visit Program: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May 8, 2014, DOI: 10.1177/1049731514533390. 25(3), 
322-333.

香港保護兒童會 (2017)。「家」出小玩意。取自：https://ccd.hkspc.org/enews-share/
game-parent-child-time/

梁敏、曾潔雯及東華三院 (2013)。《健康由家庭開始計劃教材套》。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香港：作者。

智樂。取自：www.playright.org.hk

聖雅各福群會。SOWGOOD! 正向品格教育館。取自：https://sowgood.sjs.org.hk/

賽馬會童亮抗逆親子盒 第一、 二套 (2020, 2021) 。取自： https://family.caritas.org.
hk/zh-hk/services/view/123#.YL72pvkzZPY 

https://ccd.hkspc.org/enews-share/game-parent-child-time/
https://ccd.hkspc.org/enews-share/game-parent-child-time/
http://www.playright.org.hk
https://sowgood.sjs.org.hk/
https://family.caritas.org.hk/zh-hk/services/view/123#.YL72pvkzZPY
https://family.caritas.org.hk/zh-hk/services/view/123#.YL72pvkzZ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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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A :專題講座：關於孩子睡眠、體能及康樂活動和使用電子裝置的建議

範疇 範疇二：促進兒童的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曾接受相關培訓的社工、教師、護士及家長大使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認識幼稚園學童的建議睡眠及體能活動時數，以及自由遊戲

和適當使用電子裝置的重要性；

b. 檢視及修訂幼稚園學童的日常時間表和活動，讓他們培養健

康的生活方式；及

c. 具備為幼稚園學童維持健康生活方式應有的態度，以促進幼

稚園學童的良好行為和有效學習。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d. 時間表樣式

e. 時間表貼紙樣式

f. 星星獎勵表樣式

 

 附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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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15 簡介 介紹課堂重點 • 導師邀請參加者寫下孩子每天進行以

下各項活動所需的時間：

a. 睡眠

b. 體能活動

c. 自由遊戲

d. 使用電子裝置

30 睡眠、體能

活動及自由

遊戲對幼稚

園學童的重

要性

讓參加者了解

適當的睡眠、

體能活動和遊

戲時間可促進

幼稚園學童的

良好行為和有

效學習

• 導師介紹睡眠、體能活動和自由遊戲

對幼稚園學童的重要性；

• 根據國際建議／指引，導師提供幼稚

園學童的建議睡眠時間和體能活動時

間；

• 導師介紹可能影響睡眠或體能活動的

健康狀況。

10 適當使用電

子裝置的重

要性

讓參加者了解

如何適當使用

電子裝置

• 導師說明無限制／過度使用電子裝置的

害處；

• 根據國際建議／指引，導師提供幼稚園

學童使用電子裝置的建議時間；

• 導師強調需要選擇具教育意義的節目，

並與孩子一起使用電子裝置。 

30 互動環節 讓參加者運用

學到的知識，

跟進孩子的情

況

• 導師分發空白的時間表，供參加者設計

孩子的日常活動；

• 導師派發星星獎勵表，用作獎勵以糾正

不良睡眠習慣或使用屏幕時間過長問

題，從而培養做體能運動的習慣；

• 參加者分組與導師討論他們為孩子設計

的時間表。參加者可諮詢導師的意見，

了解如何糾正孩子不良睡眠習慣或使用

屏幕時間過長的方法。

5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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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unice Kennedy Shriv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9). How much sleep do I nee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ichd.nih.gov/health/
topics/sleep/conditioninfo/how-much

Healthychildren.org (2019). Healthy digital media use habits for babies, toddlers & 
preschoolers. Retrieved from https://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family-life/Media/
Pages/Healthy-Digital-Media-Use-Habits-for-Babies-Toddlers-Preschoolers.aspx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r 
and sleep for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Retrieved from https://apps.who.int/iris/
bitstream/handle/10665/325147/WHO-NMH-PND-2019.4-eng.pdf

https://www.nichd.nih.gov/health/topics/sleep/conditioninfo/how-much
https://www.nichd.nih.gov/health/topics/sleep/conditioninfo/how-much
https://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family-life/Media/Pages/Healthy-Digital-Media-Use-Habits-for-Babies-Toddlers-Preschoolers.aspx
https://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family-life/Media/Pages/Healthy-Digital-Media-Use-Habits-for-Babies-Toddlers-Preschoolers.aspx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5147/WHO-NMH-PND-2019.4-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5147/WHO-NMH-PND-2019.4-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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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B :正向管教：親子管教策略

範疇 範疇二：促進兒童的健康、愉快及均衡發展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曾接受相關培訓的社工和幼兒工作員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認識增進親子關係的技巧；及

b. 認識培育行為良好孩子的育兒技巧。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d. 親子家課

資料來源：賽馬會童亮計劃。計劃由香港賽馬會信託慈善基金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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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5 簡介 介紹課堂重點 導師簡介課堂流程及實證有效的親子育兒

策略

15 建立良好的

親子關係的

重要性和技

巧

讓參加者了解

建立親子關係

的重要性和技

巧

• 導師介紹良好親子關係的重要性及建立

親子關係的技巧：

a. 反映

b. 模仿

c. 描述

d. 享受 
• 參加者分組練習所學習到的技巧 

15 給予讚賞、

獎勵的重要

性和技巧

讓參加者了解

如何加強孩子

的正面行為

• 導師介紹如何運用描述式讚賞及獎勵計

劃以加強孩子的正面行為

• 參加者分組就不同的讚賞及獎勵例子

進行討論

15 給予孩子精

準指示

讓參加者了解

給予孩子精準

指示的原則和

技巧

• 導師介紹如何透過「精準指示」鼓勵孩

子做出正面行為

• 參加者分組討論親子對話的例子是否 
符合「精準指示」的原則  

10 處理行為問

題

讓參加者學習

處理行為問題

的技巧

• 導師介紹透過「計劃性忽略」、「精準

指示」及「合理後果」技巧處理孩子輕

微或嚴重的行為問題

• 參加者透過角色扮演練習處理行為問 
題的技巧

15 情緒教練 讓參加者學習

情緒教練策略

• 導師介紹教導孩子表達和調整情緒的四

部曲

• 參加者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處理孩 
子情緒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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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5 親子家課簡

介

讓參加者了解

親子家課的目

的和內容

• 導師介紹親子家課的目的及活動內容

10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參考文獻： 

Leung, C., Tsang, S., & Dean, S. (2011). Evaluation of a programme to educate 
disadvantaged parents to enhance child learning.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1, 549–561. doi:10.1177/1049731511404904

Leung, C., Tsang, S., & Heung, K. (2014).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y Start Home 
Visit Program: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DOI: 10.1177/104973151453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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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A：身心相連

範疇 範疇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接受過相關培訓的社工及教師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明白壓力與健康的關係；

b. 學會紓緩壓力的技巧，包括漸進式肌肉放鬆、簡易伸展運動

及呼吸練習；及

c. 明白自我關顧的重要性。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附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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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5 簡介 讓參加者認識

活動目標

• 導師簡介活動目標。

15 反思練習 增加對壓力與

健康間的關係

的認識

• 反思練習：身體掃瞄

 ¾ 導師派發印有身體掃瞄圖像的工作

紙，邀請參加者在工作紙記下過去

兩周感到痛楚或不適的身體部位。

 ¾ 與鄰座參加者分享有關他們身體的

感覺。

 ¾ 導師講解壓力與生理上的回應的關

係。

15 健康相關練

習

練習紓緩壓力

的技巧

• 導師帶領參加者練習：

 ¾ 漸進式肌肉放鬆

 ¾ 簡易伸展運動

• 導師講解壓力管理，以及漸進式肌肉放

鬆及簡易伸展運動對健康的好處。

• 導師介紹「與身體對話」的技巧。

15 反思練習 增加對壓力來

源、生活改變

及健康三者關

係的認識

• 反思練習：回顧生活事件

 ¾ 導師派發有關生活轉變度的工作

紙。

 ¾ 讓參加者回顧過去數年生活中出現

的轉變，以計算相應的生活轉變度。

 ¾ 導師解說壓力來源與健康的關係。

15 健康相關練

習

練習紓緩壓力

的技巧

• 導師帶領參加者進行呼吸練習

15 家課練習 增加對自我關

顧的重要性的

認識

• 家課：自我關顧計劃

 ¾ 導師派發有關自我關顧計劃的家課

工作紙

 ¾ 邀請參加者為自己設計一個可行的

自我關顧計劃

 ¾ 與鄰座參加者分享自我關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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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10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參考文獻：

Benson, H., & Proctor, W. (2010). The relaxation revolution: Enhancing your personal 
health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genetics of mind body heal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ee, M. Y., Chan, C. H. Y., Ng, S.-m., Leung, P. P. Y., & Chan, C. L. W. (2018). 
Integrative body-mind-spirit social work: An empirically based approach to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2021) 。身心靈全人健康。取自 https://learning.
hku.hk/ibms/?lang=zh-hant 

https://learning.hku.hk/ibms/?lang=zh-hant
https://learning.hku.hk/ibms/?l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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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B：靜觀育兒

範疇 範疇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社工或曾接受靜觀減壓訓練的專業導師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了解靜觀和靜觀育兒的概念；及

b. 學會練習靜觀的技巧。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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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5 簡介 讓參加者認識

活動的目標

• 導師簡介活動目的。

15 分享 加強對為人父

母所面對的挑

戰的認識

• 分享 
 ¾ 育兒過程中的三個挑戰 。
 ¾ 為人父母的三個強項。

20 反思練習 練習紓緩壓力

的技巧

• 反思練習：選擇性注意力

 ¾ 甚麼是靜觀？ 
 ¾ 靜觀的核心概念： 

i. 注意力 
ii. 將意識聚焦在當下 
iii. 持接納或開放態度 
iv. 不加批判的思考模式 
v. 關顧自己和他人

30 反思練習及

講課

讓參加者認識

靜觀的概念

• 反思練習：靜觀進食

 ¾ 導師帶領參加者進行葡萄乾冥想練

習。 
 ¾ 練習要求參加者將注意力集中在當

下，使用各種感官，即他們所能看

到、聽到、嗅到、嚐到和接觸到的。

透過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細小的葡

萄乾上，幫助參加者專注在當下。 
 ¾ 導師講解這練習對父母的生活有何

啟發。

• 靜觀育兒的相關概念和技巧 
 ¾ 甚麼是靜觀育兒？ 
 ¾ 靜觀育兒的技巧：

i. 聆聽：認真地、全神貫注地傾聽

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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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 續 ) 反思練

習及 講課

ii. 不加批判的接納：面對狀況時，

不批判自己或孩子的感覺。不批

判亦會放下對孩子不切實際的

期望。 
iii. 覺察情緒：留意親子間的互動，

將注意力從家長延伸到孩子，再

返回家長。為孩子建立榜樣是教

導孩子同樣學懂覺察情緒的關

鍵。無論是很久以前發生的，還

是轉瞬即逝的事情，都可以受情

緒影響。

iv. 自我調節：即不讓情緒觸發即時

反應，例如大喊大叫或其他不自

主的行為。簡而言之，採取行動

前要三思而後行，以免反應過

度。

15 反思練習及

講課

讓參加者練習

關顧冥想

• 反思練習：關顧冥想練習

 ¾ 導師帶領參加者進行冥想練習。

• 靜觀關顧的相關概念和技巧 
 ¾ 在靜觀育兒的概念中，關顧是指甚

麼？ 
 ¾ 靜觀育兒的技巧：   

關顧：家長可能不同意孩子的行為

或想法，但靜觀育兒鼓勵家長要有

同情心，在當下嘗試表示同情和理

解孩子的立場。關顧亦可延伸到家

長自己身上，如果事情發展不如他

們的期望，他們亦不用過於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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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5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參考文獻：

Race, K. (2014). Mindful parenting: Simple and powerful solutions for raising creative, 
engaged, happy kids in today's hectic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Neff, K. (2011). Self-compassion: The proven power of being kind to yourself.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Kabat-Zinn, J. (2013). Full catastrophe living: Using the wisdom of your body and 
mind to face stress, pain, and illness. New York: Ban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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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A：與學校合作及促進兒童在家學習

範疇 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具有相關豐富知識及經驗的幼稚園教師或專業人士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了解幼稚園所採用的綜合模式和生活化主題教學；

b. 了解學習歷程檔案是幼兒教育課程中使用的一種學習記錄；

及

c. 了解家長在幼稚園學習活動中所擔當的角色。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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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35 簡介及香港

幼稚園教育

課程

讓參加者認識

為何家長需要

認識幼稚園課

程的綜合模式

和生活化主題

教學，以及相

關事例

• 導師簡介活動目的

• 導師講解香港幼稚園教育課程

• 導師講解家長為何需要認識幼稚園課

程，以及他們可怎樣了解幼稚園所採用

的綜合模式和生活化主題教學，並輔以

事例解說

10 學習歷程檔

案及家長參

與

讓參加者認識

家長可如何閱

讀和利用子女

的學習歷程檔

案，以促進子

女學習

學習歷程檔案及家長可如何參與

• 導師向參加者講解家長可如何閱讀並利

用兒童的學習歷程檔案（兒童的作品），

以促進兒童學習

20 分組活動 讓參加者練習

及設計可在家

中與子女進行

的學習活動

• 分組活動

• 導師引領參加者分成小組，每組就特定

主題討論及建議可以在家中進行的學習

活動

20 就參加者所設

計的活動給予

意見及指導

• 匯報及解說

• 導師就各組匯報提供意見，並引導參加

者反思在活動中所學到的概念

5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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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B：家校溝通技巧

範疇 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目標參加者 育有幼稚園適齡兒童的家長 

導師資歷 具有相關知識及經驗的幼稚園教師或專業人士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了解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學校和家長在家校合作中的角色、

「溝通」的定義和目的等；

b. 掌握促進家校合作的有效溝通技巧；及

c. 提升參與家校合作的工作和活動的興趣。

所需資源 a. 導師手冊

b. 小型講座的簡報投影片

c. 家長筆記

d. 家長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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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共 90 分鐘）

時間
（分鐘）

環節 目的 內容

10 簡介 讓參加者了解

家校合作的重

要性

• 導師透過邀請參加者反思家校合作的經

驗及介紹家校合作的不同持份者，以闡

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10 主要項目

（一）

讓參加者了解

學校及家長在

家校合作中的

角色

• 導師解釋學校及家長在家校合作中的角

色

25 主要項目

（二）

讓參加者掌握

促進家校合作

的有效溝通技

巧

• 導師講解溝通的定義、溝通者的心理狀

況、家校溝通的目的，以及其重要原則

和應注意的事項

• 導師介紹與學校建立良好關係的小貼士

20 小組活動：

個案分析

讓參與者討論

及分析個案一

及個案二

• 導師讓參與者分組討論兩個有關家校合

作的個案

• 參加者進行小組匯報。導師就各組匯報

分享看法，提供回饋及指導。

15 小組活動：

角色扮演

讓參加者按個

案三進行角色

扮演

• 導師讓參加者分組討論個案三

• 參與者運用所學的溝通技巧，按情境扮

演不同的角色

5 反思 讓參加者反思

在活動中所學

到的知識

• 導師帶領參加者反思和討論在活動中所

學有關家校合作和溝通技巧的知識，以

及他們在家校活動中的參與度

5 總結 • 總結

• 問答環節

• 參加者填寫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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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資源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1. 家長教育課程／項目

 ¾ Hands-On Parent Empowerment (HOPE)：這項家長教育課程共有 30 節，以

社會學習、認知行為及發展理論為基礎，為 3 至 5 歲兒童的家長提供發展技能

和行為管理技巧的訓練。課程於 2011 年由本地機構開辦，成效得到證實。（只

有英文版本）

 （網址：https://www.dep.hkps.org.hk/hands-on-parent-empowerment/)

 ¾ 教得其樂：這課程共有八節，是為 6 歲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其家長而設計，

於 2015 年由本地機構開辦，成效得到證實。

 （ 網 址：https://www.heephong.org/tools-and-resources/publications/parent-
support/happy-parenting-programme-summary)

 ¾ 健康由家庭開始：這項家長教育計劃為育有 3 至 5 歲兒童的弱勢家庭提供家

訪服務。在項目統籌主管督導下，「家庭大使」接受有系統的訓練，為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家訪服務。計劃於 2013 年由本地機構推出，成效得到證實。 
（網址：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research-and-development/
youth-and-family-services;news/4425/-)

 ¾ 賽馬會智樂好玩社區同盟：這計劃的目的是在不同社區提供遊樂空間，讓兒童

得以實踐遊戲的權利。

 （網址：https://jc-playright-playful-community-league.hk/； 
簡介短片：https://youtu.be/A87lGxedfOs/)

 ¾ 3P 親子「正」策課程 (Triple-P)：這項家庭行為介入課程源自澳洲，採用社會

學習原則，內容包括小組環節、電話跟進和家課。本港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在

各區母嬰健康院推行 3P 親子「正」策課程，對象是育有 2.5 至 5 歲兒童而面

對育兒困難的家長。

 （網址：https://www.fhs.gov.hk/tc_chi/main_ser/child_health/14725.html)

 附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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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3Es 情 + 社同行計劃：這項實證為本的計劃目的是提升幼兒的社交情緒能力，

推廣「及早預防、及早發現和及早介入」的校本支援模式。

 （網址：http://3esproject.eduhk.hk/tc/about.php?id=1&proj_id=1)

 ¾ 東華三院「愛．傳．情」家校培幼計劃：這個校本計劃旨在提高家長和教師對

兒童社交及情緒需要的關注。透過培訓課程提升家長和教師的自信心和能力，

讓他們能更有效幫助兒童認識和管理自己的情緒。

 （網址：http://healthystartschool.tungwahcsd.org)

2. 書籍 

 ¾ Berk, Laura E. (2015)。《發展心理學：兒童發展》（第二版），古黃守廉、

姜元御、曾幼涵、陳亭君、李美芳及黃立欣譯。台灣：雙葉書廊。

 ¾ 伍詠光、葉玉珮 (2016)。《當子女說你好煩    與青少年溝通的技法和心

法》。香港：突破。

 ¾ 何基佑 (2018)。《不打不罵教出好孩子》。香港：天窗。

 ¾ 吳思源 (2014)。《不信贏在起跑線》。香港：突破。

 ¾ 曾潔雯 (2004)。《做孩子的心理學家》。香港：荷花。

 ¾ 楊崗、何暉靈 (2017)。《陽光下的寓言》。香港：博學。

 ¾ 葉盈章 (2021)。《親子心語：特別詞彙系列》。香港：VIP 親子心語 。取自

https://viplovecodes.org/zh/special-words-series/

 ¾ 劉清虔 (2011)。《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

3. 網頁及多媒體資源

3.1 有關兒童發展的資訊

 ¾ 衞生署。兒童發展。取自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life/child/child_tsy_
child.html

http://healthystartschool.tungwahcsd.org
https://viplovecodes.org/zh/special-words-series/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life/child/child_tsy_child.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life/child/child_tsy_chi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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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教育局。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資訊。取自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 
index.html

 ¾ 教育局。家長智 Net。取自 
http://www.parent.edu.hk 

3.2 有關兒童發展的應用程式

 ¾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i 世代親子實驗劇（免費親子管教互

動應用程式）。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QFcINnTqWE

範疇二：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1. 學術著作

 ¾ Hughes, D.A., & Baylin J. (2012). Brain-based parenting: The neuroscience 
of caregiving for healthy attach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¾ Institute of Medicine 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 家長教育課程／項目

 ¾ Circle of Security：這課程提倡安全依附，以依附理論為基礎，著重加強親子

關係，而不是改變兒童行為。

 （ 網 址：https://www.tungwah.org.hk/en/press-release/evaluation-study-on-
circle-of-security-parenting-program-project/）

 ¾ 快樂孩子約章：這是「好心情 @HK」計劃製作的正向育兒指引，協助兒童處

理壓力。

 （ 網 址：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
resources/joyfulatschool/Family_1.pdf）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
http://www.parent.edu.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QFcINnTqWE
https://www.tungwah.org.hk/en/press-release/evaluation-study-on-circle-of-security-parenting-program-project/
https://www.tungwah.org.hk/en/press-release/evaluation-study-on-circle-of-security-parenting-program-projec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joyfulatschool/Family_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joyfulatschool/Family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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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這計劃旨在增進幼稚園階段兒童的體適能，鼓勵

家長在家進行親子體能活動，培養兒童對運動的興趣。

 （網址：https://jchspfa.hk/program-summary/）

 ¾ 賽馬會童亮計劃：這項計劃綜合醫護、教育及社福服務範疇，以支援基層兒童。 
（網址：https://www.keysteps.hk/）

 ¾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這課程源自美國，其有效性自 2007
年起在香港得到印證。這課程為有行為問題的 2 至 7 歲兒童的家庭提供服務，

參加者以家長與兒童二人為一組，參與 14-20 節課堂，接受合適的育兒模式培

訓。（只有英文版本）

 （網址：http://www.pcit.org/what-is-pcit.html）
 PCIT 課程自 2004 年在香港推行，由本地非政府機構提供服務與培訓。（只

有英文版本）

 （網址：http://www.pcit.org/pcit-in-hong-kong.html）

 ¾ 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 (PMT)：這課程為有行為問題的幼稚園及在學兒

童而設，由治療師教授家長相關技巧，家長需在課堂後在家實踐。（只有英文

版本）

 （網址：https://depts.washington.edu/uwhatc/PDF/TF-%20CBT/pages/ 
positive_parenting.html)

 ¾ 幼營喜動校園計劃    親子體能遊戲：這計劃介紹一系列親子體能遊戲，鼓

勵父母與子女在家做適當運動，推廣健康生活模式。

 （網址：https://www.startsmart.gov.hk/tc/others.aspx?MenuID=117）

 ¾ The Incredible Years：這是一系列互相扣連的實證為本課程，旨在預防和處理

幼兒的行為問題，提升他們的社交、情緒及學習能力。本地非政府機構提供有

相關課程。

 （網址：http://www.tungwahepsc.org/tc/course_detail.php?cid=157/）

https://jchspfa.hk/program-summary/
https://www.keysteps.hk/
http://www.pcit.org/what-is-pcit.html
http://www.pcit.org/pcit-in-hong-kong.html
https://depts.washington.edu/uwhatc/PDF/TF-%20CBT/pages/positive_parenting.html
https://depts.washington.edu/uwhatc/PDF/TF-%20CBT/pages/positive_parenting.html
https://www.startsmart.gov.hk/tc/others.aspx?MenuID=117
http://www.tungwahepsc.org/tc/course_detail.php?cid=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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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籍

 ¾ 江峰、關煥園 （2018）。《兒童體適能（3-12 歲）》。香港：博學。

 ¾ 張嘉文（2015）。《幼兒飲食圖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 
康中心。

 ¾ 趙長城，方玉輝（2018）。《兒童急症疾病及意外家庭應急手冊》。香港：萬 
里。

4. 網頁及多媒體資源

4.1 有關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的資訊

 ¾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2020)。《SING 計劃參與幼稚

園／幼兒園膳食調查報告》。(Chinese version only) 取自

 http://www.cuhk.edu.hk/med/hep/research/pdf/reports/SING_SchDiet_
Report.pdf

4.2  有關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的家長教育課程

 ¾ 123 Magic：這個實證為本課程旨在推動開愛與支持的家庭氛圍，為 2 至

12 歲兒童培養有效紀律。（只有英文版本）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user/123MagicParenting）

 ¾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Maths buddy。

取自 http://mathsbuddy.hku.hk/

 ¾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取自 https://www.socsc.
hku.hk/JCA-CONNECT/lang/

 ¾ 香港大學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協康會、香港扶幼會、香港中文

大學。喜閱寫意    賽馬會讀寫支援計劃。取自

 http://www.psychology.hku.hk/rwjclsn/

 ¾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來跑一場親子障礙賽。取自 
http://www.sen.org.hk/

http://www.cuhk.edu.hk/med/hep/research/pdf/reports/SING_SchDiet_Report.pdf
http://www.cuhk.edu.hk/med/hep/research/pdf/reports/SING_SchDiet_Report.pdf
https://www.youtube.com/user/123MagicParenting
http://mathsbuddy.hku.hk/
https://www.socsc.hku.hk/JCA-CONNECT/lang/
https://www.socsc.hku.hk/JCA-CONNECT/lang/
http://www.psychology.hku.hk/rwjclsn/
http://www.se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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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1. 家長教育課程／項目

 ¾ 愛＋人：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這項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撥款資助，香港大學公

共衞生學院推行，目的是推廣和諧社會。透過全港性住戶調查、家庭支援項目

和公眾教育活動，尋找家庭問題的根源，並設計、推行和評估預防措施。

 （網址：https://www.family.org.hk/about-us/introduction/）

 ¾ 「從心所育」計劃：這項兒童保護計劃由救助兒童會推行，旨在推廣正向管教，

以及提升兒童溝通和解決問題的技巧。

 （網址：https://savethechildren.org.hk/what-we-do/our-work-in-hong-kong/ 
heart-to-heart-programme/）

2. 網頁及多媒體資源

2.1 有關家長身心健康的資訊

 ¾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身心靈全人健康。取自 
https://learning.hku.hk/ibms/?lang=zh-hant

2.2 有關家長身心健康的家長教育課程

 ¾ 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兒家傾」親子溝通計劃。

(Chinese version only) 取自 
https://pcces.bgca.org.hk/tc/

https://www.family.org.hk/about-us/introduction/
https://savethechildren.org.hk/what-we-do/our-work-in-hong-kong/heart-to-heart-programme/
https://savethechildren.org.hk/what-we-do/our-work-in-hong-kong/heart-to-heart-programme/
https://learning.hku.hk/ibms/?lang=zh-hant
https://pcces.bgca.org.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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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四：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 

1. 學術著作

 ¾ Carnegie, D. (1981).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Hauppauge, 
NY: Dale Carnegi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¾ Lee, N.Y.A. & Bagley, C. (2017). School choice with education voucher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from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6(1), 3-18.

2. 網頁及多媒體資源

2.1 有關家校合作與溝通的資訊

 ¾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2014）。《家長教師會手冊：家校心連心 
關愛滿一生》。取自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act_id=4&lang_id=2&c_
id=1779&category_id=82

 ¾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站。取自

 https://www.chsc.hk/

 ¾ 衛生署（2016）。《兒童發展知多少    給學前兒童的家長》。取自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¾ 衞生署（2020）。《培育還是催谷子女》。取自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06.html

 ¾ 教育局（2014）。《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家長篇》。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
ieparentguidec.pdf

 ¾ 教育局（2017）。《怎樣幫助你在幼稚園階段的孩子》。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
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act_id=4&lang_id=2&c_id=1779&category_id=82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act_id=4&lang_id=2&c_id=1779&category_id=82
https://www.chsc.hk/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ieparentguide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ieparentguide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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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教育局（2021）。《幼兒學習知多少：家長篇》。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 
level-of-edu/preprimary/ParentPamphlet_TC.pdf

2.2 有關家校合作與溝通的政策文件和官方指引

 ¾ 教育局（2014）。家校合作。載於《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第八章。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
ie%20guide%20_ch.pdf

 ¾ 教育局（2018）。《教育局通告第 7/2018 號：加強幼稚園階段的家長

教育》。取自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7C.pdf

 ¾ 教育局（2019）。《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架構 》。取自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
index.html

 ¾ 教育統籌委員會（2019）。《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報告》。取自

 https://www.e-c.edu.hk/doc/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
education_reports/Report_TF%20on%20HS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ie%20guide%20_ch.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ie%20guide%20_ch.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7C.pdf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https://www.e-c.edu.hk/doc/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education_reports/Report_TF%20on%20HSC_tc.pdf
https://www.e-c.edu.hk/doc/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education_reports/Report_TF%20on%20HSC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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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委託項目團隊制訂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在進行焦點小組訪談、問卷

調查和示例試行工作坊期間，數以千計的持份者包括幼兒教育專家、家長及各方公眾

人士提供的寶貴意見，使課程架構內容更完備和切合家長的需要。教育局謹向以下曾

支持制訂課程架構相關工作的學校／機構代表及業界人士衷心致謝。

（按英文名稱依次排列）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明我幼稚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南昌幼稚園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協康會

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保護兒童會譚雅士伉儷幼兒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意大利國際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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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書院幼稚園

新界婦孺福利會

新界婦孺福利會長發邨幼兒學校

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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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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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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