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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反思體罰的利與弊
https://www.isd.gov.hk/chi/tvapi/14_sw
86.html 

2. 認識何謂虐待 

3. 學習正面管教四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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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孩子是不是 
有效管教的方法? 

不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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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的定義 

4 

   對犯了過錯或被認為犯了過錯的兒童所施加身體
上的懲罰，這些懲罰可能帶有侮辱性。 

 

  包括用手或物件拍打兒童(例如籐條、皮帶、拖
鞋)、踢、搖晃、掐、燒傷或扯頭髮，又或迫令兒
童進行過多或能力以外的體能活動。 

 



體罰的誤解 

棒下出孝兒 

慈母多敗兒 

打者愛也 

體罰最快、最有效 

輕微體罰不會造成傷害 

父母有權打孩子 

管教兒女是家事，別人無權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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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的負面後果 

1. 錯誤示範: 當遇到處理不到的事，可用
暴力解決問題。將來為人父母，同樣使
用體罰管教孩子 

2. 誠服 VS  懾服 

3. 損害孩子的自我價值和親子關係，形成
反叛心理 

4. 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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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危害或損害兒童身／心健康發 展的任何疏忽或
 蓄意的行為。 

虐待兒童包括： 

     身體虐待  

     疏忽照顧 

     性虐待  

      精神虐待 

       多種虐待 

虐待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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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心聲 

我企係張椅上面玩， 

被爸爸用籐條打我， 

覺得好痛，我情願罰我無電視睇。                      

 

女孩子 5 歲 
 

 



孩子的心聲 

我因為做功課同埋溫書太慢， 

俾阿媽打到係屋企周圍走， 

避來避去，感覺好慘。  

可以罰我無零用錢。 
                     
女孩子  11歲 



孩子的心聲 

因為我唔執房，同埋發脾氣， 

被媽咪用遮或籐條打我， 

覺得好痛，好憎媽咪。 

希望媽咪用溫柔語氣解釋點解錯。 

 

男孩子   10歲 



何謂「正面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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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2zPAkEW24 
 
正能量下成長 VS 負能量下成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2zPAkEW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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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立長期目標， 
身教勝於言教 

3. 給予家庭溫暖 

4. 提供指導 

2. 了解孩子不同 
階段的需要 

正
面
管
教
四
步
曲 

 家長先從基礎開始，確立育兒的長期目標，認識孩
子不同階段的需要，並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給予家庭溫暖
及適當指導。 



「正面管教」第一步：確立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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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們，試訂下你對子女成長的長期目標， 
你最希望孩子長大成人後有以下哪三種特質： 

善於解決問題 跟父母相處融洽 

孝順父母 

以禮待人 

勇於接受挑戰 自信十足 

為他人著想、尊重他人 有責任感 

明辨是非 

獨立思考 
為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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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到現在的日常生活中，當你希望孩子遵
從你的指示或期望時，你會怎樣做？ 
 

向孩子叫嚷 
批評過錯 

解釋行為的後果 

耐心指導 

稱讚孩子的好行為 表達你的感受或期望 

打罵孩子 

喝斥孩子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的行為便是孩子的榜樣。 

•你怎麼做，孩子正在看。Children see, Children 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zOw33iNDo&list=PL5nljAKVKCJXke96o0ereG
44DI0EeicGU&index=4 

因此，父母們須緊記： 

每當管教孩子遇到困難，其實都是我們實現長期 

目標的機會。你有機會教導孩子如何處理壓力、 

與別人溝通時尊重對方、尋求解決困難的方法、 

在精神及身體上都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都能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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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楷梯  

自我實現 

自尊的需要 

歸屬感及愛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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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第二步：了解孩子的需要 



兒童不良行為分析 

當兒童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可能

會用不正確方法或破壞性行為來得到注意

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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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基本需要 基本需要沒被滿足
時所產生的感受 

取而代之的不良行為 

生理方面 空氣、水、衣食住行(活動) 無聊 破壞性行為、 
滋擾性行為 

安全感 免於危險、穩定的生活 不安、恐懼 自我保護行為 
(如說謊、退縮) 

愛和歸屬感 被關愛、在家中被認可 不被愛，被遺棄 爭取注意行為、 
報復性行為 

自尊感 被欣賞、意見被尊重和接
納 

不被重視、無用 爭取發言權、 
自我放棄 



「正面管教」第三步：給予家庭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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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溝通小測驗 

你每日/每星期/每月有多少時間與子女傾談？ 

你通常同子女傾談的內容是甚麼？ 

你們傾談的氣氛是怎樣的？ 

你通常用甚麼方式和子女溝通呢？ 

你們有沒有一起安排家庭活動？ 



有效管教子女的要素: 良好親子關係 

父母與子女方面 

讓孩子感受你的愛：親子遊戲、假日節目 

建立良好溝通模式： 

    - 關注孩子日常生活及需要 

    - 讓子女有表達機會 

    - 學習聆聽 

    - 父母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 

易地而處，了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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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第四步：給予適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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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罰分明，雙管齊下 

     不恰當的行為         恰當及已改善的行為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     讚賞及獎勵 

   



在糾正孩子行為時，先緊記： 

•管教孩子 不等於 破壞親子關係 

•孩子生氣 不等於 孩子不愛你 

•將焦點放在「幫助孩子」上，而非「替孩子擔心、失望」上 

•我們要感謝，孩子用「犯錯」來提醒我們父母的責任；每一
次孩子犯錯，正是「父母幫助兒女變得更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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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的原則 

明確肯定 (Firm) 

 

合情合理 (Fair) 

 

心平氣和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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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說教五步曲： 
步驟 情景: 

小明在超市亂跑亂撞。 

1. 反映感受 媽媽知道你見到咁多野食好開心… 

2. 說出限制 
 

但亂跑會撞到人，好危險… 

3. 提供選擇 
 

你可以扶住架車行，講比媽媽聽你見到咩野
特別野… 

4. 告訴錯誤行為的後果 
 

如果媽媽再見到你亂跑，媽媽會立即走同下
次我唔帶你嚟超市。 

5. 採取行動 
 

如果做到… 
如果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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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的原因和目標: 

1. 懲罰絕不是體罰，其目的是教育孩子承認
自己的過失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其方法
是以尊重的態度指導孩子如何分辨對錯，
讓孩子懂得選擇正確的行為。 

 

2. 懲罰與體罰、心罰 (如批評人格、侮辱等) 

截然不同，分別在於前者出自父母的愛，
後者出自怨恨。 

 



承擔違規的後果，以彌補錯誤，三種懲罰類型： 

• 自然型。即直接因行為產生的後果。 

• 邏輯型。即讓孩子承受與行為有關聯的懲罰，由父母執行。 

   如孩子出街時不聽指示亂衝亂撞，下次出街便不帶這孩子去； 

   孩子不收拾玩具，便表示他不愛惜玩具，故把玩具捐出去給有需要的人； 

   弄壞朋友的東西，要用自己零用錢買回那東西； 

   把桌子弄髒，自然要求孩子自行清理桌子； 

   情緒失控，先洗個臉，去冷靜區坐下面壁5-10分鐘，期間不准有任何娛樂。 

• 權利剝奪型。有時候或不容易找出適當的邏輯性後果，便要訴諸這選擇 (最
後手段)，就是限制權利。 

   例如不准看最喜歡的電視、玩最喜歡的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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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效方法 

•終止注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lfgTJPnqs 

 

•時間隔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YC07cIF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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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冷靜 

•多做想像訓練，以培養冷靜回應的能力。 

•適時分開冷靜，做一些放鬆練習。 

•時刻反省自己學習冷靜的進度，以一至十分作為冷靜
的量尺，假設你現在是十分，目標是降低到八分、六
分，慢慢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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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要做溫柔的天使，不能發惡的家長嗎？ 

我們可表達生氣，但需要緊記： 

• 接納處理孩子問題有時會令我們生氣的事實； 

• 我們有權表達不滿，不必感內疚和慚愧； 

• 我們有權表達自己的感受，可以發脾氣，只要不攻擊孩子的人格和品行，或構成
身體傷害。 

生氣三部曲： 

1. 直接說出自己的憤怒，如「我很煩惱/憤怒/氣得要死！」 

2. 把我們發怒的原由說出來，如「房間亂七八糟/玩了整天沒做功課！」 

3. 說出內心的反應，以及「恨不得」要做的事，如「我不准你打弟弟」、「恨不
得打開門把你所有玩具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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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的威力 
 讚賞可幫助兒童建立自尊和自信。 

讚賞的原則： 

最好是非物質的獎勵 

具體說明原因 

輕微進步也給予讚賞 

要即時 

輔以身體語言 

言出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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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分享: 鼓勵的力量 

•公益廣告協會 親子關係【沒用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qWWd0mntY 

 

•公益廣告 - 你不笨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uKJfQaRNE 

 

• https://www.facebook.com/workhearthk/videos/vb.1475223229286263/365
287067406938/?type=2&theater 

COPYRIGHT @ AC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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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情緒要留心 

• 留意個人情緒 

• 均衡生活 

• 良好的夫妻關係 

• 良好的親朋關係 
 

COPYRIGHT @ AC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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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緊記懲罰與體罰、心罰之別，讓孩子學習承擔後
果，改正錯誤 

•多運用說話的力量，協助孩子得到前行的力量 

•人生是馬拉松，父母角色是讓孩子熱愛生命，讓
他們日後能有力完成自己的競賽。 

COPYRIGHT @ AC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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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虐待兒童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2755 1122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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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門
中
心
服
務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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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門
中
心
活
動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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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參加本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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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於2020年1月12日(星期日)

在香港科學園(金蛋)舉行首屆
「ACA x 草日護兒跑」暨親子同
歡嘉年華，活動所籌得善款將用
作推廣本會的保護兒童及預防虐
兒服務。 
 

護兒有您，為兒童共創無暴力的成長環境！ 

 

賽事網站及宣傳短片：https://wwwaca-

charityrun.com 

 

 

https://wwwaca-charityrun.com/
https://wwwaca-charityrun.com/
https://wwwaca-charityr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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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