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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1.甚麼是抗逆力？

2.提升親子關係 (主動助慶/積極聆聽/讚美和肯定)

3.成長心態

4. 培養孩子的能力感



講座流程 講座主持何嘉莉老師介紹講座嘉賓和流程



講座流程 梁校長為講座致歡迎詞及簡單分享



講座流程 梁校長頒發感謝狀給講員林俊彬博士



講座流程 林俊彬博士為是次講題進行分享



講座流程 林俊彬博士為是次講題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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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是甚麼

面對困難和挫折，仍然能夠正面積極地回應

哪些孩子有抗逆力？
o有良好親子關係的孩子
o有成長心態的孩子
o有能力感的孩子

Masten, A. S., & Gewirtz, A. H. (2006).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In K. McCartney & D. Phillips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p.22-43).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主動助慶

孩子說：「我今天在學校畫了這幅圖畫﹗」

Gable, S. L., Reis, H. T., Impett, E., & Asher, E. R. (2004). What do you do when things go right? The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effects of sharing positiv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228–245.



主動 被動

助慶

掃慶

家長覺得孩子的分享是好
的，所以問孩子很多問題。
又讚美幼兒，並向孩子表
露快樂、欣慰和關心。

家長覺得孩子的分享是好的，
但只是單單對孩子說「做得
好！」，沒有任何進一步「行
動」。

家長覺得孩子的分享是不
好的。認為孩子不懂得善
用時間，不應該把心力放
在所謂的畫畫上。

家長覺得孩子的分享並不重
要，所以表現一副「不要來
煩我」的態度。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主動助慶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主動助慶

「嗰日我入咗波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個game好好玩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擒日聽到一個笑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積極聆聽

Rogers, C. R., & Carmichael, L. (1942).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Newer concepts in practice. Bos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lutchik, R., & Conte., H. (1997). Circumplex models of personality and emo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積極聆聽



Plutchik, R., & Conte., H. (1997). Circumplex models of personality and emo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積極聆聽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描述讚美

Henderlong, J., & Lepper, M. R. (2002). The effects of praise on childr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A review and syn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774-795.

「你真聰明﹗」 「你真努力﹗」

「做得很好﹗」 「很喜歡你一塊一塊的
畫樹葉﹗」

「你這次比賽成績很好﹗
我帶你去主題公園吧﹗」

「你這次比賽成績很好﹗
我覺得你真心喜歡跳舞﹗」



你看到甚麼？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描述讚美

Park, N.,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2004).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 603-619.

知識

創造力

好奇心

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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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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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幽默感

靈修性



良好的親子關係：運用描述讚美

「爸爸見你剛才帶領其他小朋友一齊收拾玩
具，覺得你好像個小領袖哩﹗」

「你常常都稱讚其他同學，真的很懂得欣賞
別人。」

「你經常問問題，媽媽很欣賞你的好奇心﹗」

Faber, A., & Mazlish, E. (2012). How to talk so kids will listen & listen so kids will tal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培養孩子的成長心態

幫助孩子明白：
o腦細胞的運作
o今日懂得做的，就是昨日未懂得做的

與孩子對話時加入以下句子：
o「你還未學懂這個算式…」
o「你覺得這題好難？代表你的腦細胞在修橋起路﹗」
o「我記得你之前…現在你已經…」
o「我覺得你這個策略很不錯…」

Yeager, D. S., & Dweck, C. S. (2012). 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7, 302–314. 









培養孩子的能力感

Oettingen, G., & Reininger, K. M. (2016). The power of prospection: Mental contrasting and behavior chang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 591-604.



培養孩子的能力感：環境佈置

• 林俊彬、劉怡虹﹙2020﹚。家長如何可以幫助幼兒在家學習小冊子。摘自：https://www.eduhk.hk/ccfs/learn_at_home/

• van den Berg, M., Maas, J., Muller, R., Braun, A., Kaandorp, W., van Lien, R., ... & van den Berg, A. (2015).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responses to viewing green and built settings: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ympathetic and parasympathetic 
ac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2, 15860-15874.

https://www.eduhk.hk/ccfs/learn_at_home/




培養孩子的能力感：視覺提示

教育局﹙2015﹚。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校支援模式運作手冊。摘自：https://bit.ly/3gk7Q4A

教育局﹙2014﹚。家長錦囊篇：「做事專注有招數」。摘自：https://bit.ly/3izolMV

https://bit.ly/3gk7Q4A
https://bit.ly/3izolMV


培養孩子的能力感：視覺提示

香港教育局（2016）。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香港：香港教育局。



培養孩子的能力感：幫助記憶

教育局﹙2014﹚。家長錦囊篇：「幫助記憶有辦法」。摘自：https://bit.ly/3wfnUvp

https://bit.ly/3wfnUv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