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往因為各方面的發展尚未成熟，或本身

的氣質、特性的不同，使幼兒有發脾氣、挫折容忍力差、情緒失控的狀

況，而幼兒的情緒控制與大腦發展息息相關，包括語言能力、衝動控制

能力、思考彈性等，想要讓孩子控制好自己的情緒，除了了解先天的特

質與發展外，也需要幫助孩子辨識自己的情緒、學習如何適當的表達情

緒及管理情緒，同時父母也需一起鍛鍊情緒，成為 EQ管理的榜樣。

幫助幼童學習情緒管理 4原則
一般而言，孩童亂發脾氣、情緒失控的原因，常起因於生活中的挫

折感，大致可分為 3種，包括：(1) 需求沒有被滿足、(2) 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3) 他人不懂自己的需求。很多父母習慣糾正小孩的行為，叫小孩不

要哭、不要亂發脾氣，或讓小孩覺得發脾氣不好，這樣有可能讓孩子認

為壓抑情緒才是對的，其實並不然，如果父母能夠引導孩子感受及認識

自己的情緒，並且讓孩子感受自己情緒能被周遭人接受，讓孩子了解「遇

到事情本來就會有情緒、有這樣的感受是正常的」，那孩子就逐漸能接

納自己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並且學習用更適當的方式來管理情緒。

每
個人一定都會有情緒，就連幼兒也不例外，

兒童情緒是幼兒發展階段裡重要的一環，

擁有正向的情緒發展，是培養良好互動的開始。

然隨著科技文化不斷的改變，社資中心近年在服

務家庭的過程中，發現患有 ( 疑似 ) 社交情緒障

礙的服務對象，比例上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也常

聽到家長對於孩子在社交情緒發展的擔憂，像是

煩惱孩子本身情緒的發展、擔心孩子在社交互動

中不知道如何與他人相處，或者憂心孩子在團體

生活中適應不良⋯等情形。有鑑於此，社資中心

看到家庭與孩子在社交情緒方面的需求，因此特

別規劃兩系列針對兒童社交情緒的活動，讓接受

服務中的早療兒童與家長能參加學習，一起為兒

童的社交情緒發展努力！

第一系列為兒童社交情緒互動團體，邀請中

山附醫復健科徐郁雯心理師來帶領，兒童的社交情

緒不僅是兒童本身要練習，家長的教養方式及態度

也會影響幼兒的情緒發展，因此該團體特別以孩

子、家長一對一共同參加的形式辦理。活動中，徐

老師會藉由繪畫、繪本分享、桌遊互動、遊戲等安

排，讓孩子在參與中學習，練習分享、小組合作、

輪流等待、競爭輸贏⋯等技巧，更安排每週的小作

業讓家庭返回執行，讓練習不僅限於當次課程，而

是能持續於日常生活情境中反覆地進行。

第二系列則以親子互動示範講座形式辦理，

邀請潛力種子兒童教育中心教學主任吳怡璇老

師來帶領，前半場透過吳老師的專業介紹，讓

參與的家長瞭解兒童情緒發展相關的觀念與策

略，下半場則透過各類遊戲的示範與帶領，讓

親子間有互動的機會，在短暫的講座時間裡，

家長從中學習互動技巧，孩子也從中培養輪流、

競爭合作等經驗，以提升社交互動的能力。

此系列以兒童社交情緒為主軸的活動，獲得

參與家長與兒童的認同，社工也看見家長與孩子

間彼此共同成長，更是難能可貴之處，而這一切

一切都將轉化成我們持續邁進的動力！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陳盈如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師　陳鈺淳

幼兒情緒管理從小做起？
爸 媽 和 孩 子 一 起 鍛 鍊 E Q

擁抱好情緒，寶貝逗陣來

　　   父母先培養觀察力、再幫孩子認識情緒
在教孩子之前，父母要學習觀察孩子的情緒，而不只是去糾

正孩子的問題行為，父母要能觀察孩子、猜孩子可能的感受，並

適當的回應孩子的情緒需求。

3歲以上的幼兒語言發展比較好，可嘗試教導用簡單語言表

達情緒，在生活中「給情緒貼標籤」，還可以「運用情緒繪本」，

了解人在甚麼情況會有甚麼感覺，如：「可以出去玩，會很開

心」、「心愛的玩具被搶，可能很生氣」、「東西做不好、感覺

好難，可能很沮喪」，有時也可以帶領孩子看看繪本中小朋友的

表情、動作，順便和孩子聊聊自己不開心時的感受及感覺，如 :

臉脹紅、手握緊、心跳加快、牙齒咬緊等，這些都可以讓孩子了

解每個情緒都有不同的身心感受，如果孩子能理解自己的情緒感

受到底是什麼，少了困惑也才有能力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

　　   父母得先掌握自身情緒，才能有好的情緒教育
「家庭」是孩子情緒教育起步的第一個重要基地，做為父母

需和孩子一起學習，唯有「掌握自己的情緒才能輕鬆教出孩子高

EQ」。父母可試著做做看以下建議方式 :

1.發飆前先深呼吸，避免無效教養：建議爸媽們發飆之前，

先採取腹式深度呼吸，將呼、吸放慢共延長 10秒、連續 6次 (緩

3-5分鐘 )，可提升大腦警醒度、冷靜情緒，同時轉移「小孩怎

麼這麼壞」等負面思考，再引導孩子完成事情、以及執行適當地

處罰。

2.覺察可能失控，請先離開現場冷靜及調節怒氣：很多父母

被孩子激起情緒，常有過度的言語責備或體罰行為，甚至將父母

自身的壓力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這樣無利於孩子的情緒教育，

孩子也因此有可能學到不良的情緒處理方式，甚至長大後也這樣

對自己的孩子，造成惡性循環。

　　     父母理解接納孩子的情緒、不代表認同孩子的
行為

當孩子亂發脾氣、無理取鬧、很盧時，盡量避免硬碰硬、比大

聲，或直接棍子伺候，這樣只會讓家裡變成戰場；如果我們嘗試理

解孩子的想法與心情，往往可漸漸平復孩子的情緒，等孩子冷靜，或

協助安撫情緒之後，才有討論情緒及解決問題的空間，情緒當下處罰

的效果通常有限。不要總是和孩子講道理、給建議，孩子需要父母一

句「我知道你很生氣」、「我知道妳很難過」等同理與接納的話語。

對於年紀小的孩子，不妨以孩子聽得懂的語言，具體指出哪些

情緒行為是可接受、哪些是無法接受的，或可以用甚麼替代方法發

洩情緒，如 : 「生氣時亂丟東西，會讓人受傷，你可以捶枕頭」、「媽

媽不喜歡你躺在地上哭，你可以去床上躺著冷靜」、「媽媽希望你

用說的，而不是動手打人」；對於年紀大的孩子，更可以具體規範

有情緒時的界線，如 : 「生氣時你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但不能傷

害自己」、「生氣可以回房，但不許甩門」。有時也應該讓孩子對

自己不適當的情緒行為負責，「你生氣時，把自己的玩具摔壞了，

那也無法再買一個」、「打人後，同學可能不跟你做朋友」。

　　   讓孩子選擇好方法紓解情緒及解決問題
讓孩子知道情緒是很主觀的感受，沒有好壞之分，只有表達

情緒適當與否。表達情緒三個底線：不傷害他人、不傷害自己、

不損壞財物。

幼童有時受限於語言發展，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感覺，有時

不妨利用一些生活媒材，讓孩子學習適當表達與因應情緒，如 :

「生氣時可以畫畫 (用顏色表達自己不同的感覺 ) 」、「畫出開心

及不開心的事情」、「難過時可以摸摸心愛的玩偶」、「將不開

心的事情想像裝在氣球裡踩破」、「像小青蛙吸氣吐氣放輕鬆」，

也鼓勵孩子有挫折時可以耐心再嘗試做做看，真的做不來時需尋

求幫忙，以具體、安全的方式表達與宣洩情緒，而非不能生氣。

幼童需要父母的引導，幫助他們學習行為的界限，尋找適

當、可行的方式來排解自己生活中的情緒，不能很好地學會管理

情緒，有可能產生各種行為問題。父母也要帶領孩子思考、學習

解決問題，情緒冷靜後鼓勵孩子思考解決方法，問他們「那要怎

麼辦呢？」、「有什麼好方法呢？」、「可以怎麼讓自己開心點

呢？」，啟發孩子的思考時，有時情緒已得到排解。

當孩子的父母，在面對孩子負面情緒或者過分的行為時，在觀念上

「要從關注行為轉變到關心情緒」，如此才能進一步幫助孩子疏導情緒。

不管是何種情緒問題的孩子，父母皆需先同理與接納孩子的當下感受，

之後才去了解引發孩子情緒的可能原因，有時孩子的情緒是反映父母的

問題、後天環境問題、管教不一致問題，光處理孩子的情緒治標不治本。

處理孩子情緒的過程需有耐心，適度運用獎賞、處罰，也有助於鼓勵孩

子控制情緒、選擇好的情緒管理方式，必要時可尋求心理專業人員親職

教養上的諮詢。

原則 ❶

原則 ❸

原則 ❹

原則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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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社 交 情 緒 互 動 團 體

韓韓是我的第一個孩子， 因韌帶鬆弛及低張

造成大動作發展遲緩。上團體課程時，他才一歲九

個月，尚在爬行階段、逐漸發展自我意識，也開始

有除了肚子餓以外的哭鬧脾氣。想起先前長時間獨

自帶孩子，跑復建治療的疲憊，生活充滿磨耗感但

又得強打起精神，自己的情緒也分崩離析，著實擔

心自己要如何帶著孩子開始經歷自我情緒。

參與『抱抱小恐龍 -讓我們一起陪伴孩子面對

情緒』團體，老師讓我們列出孩子喜歡及不喜歡的

人事物，我也思索著：原來還有很大的空間去開發

孩子的喜好及需要。如何『同理孩子』是課程最重

要的主軸，但我也疑問：在我無法理解孩子為什麼

有這樣的情緒及行為時，我該如何去同理他 ? 

透過家長們無私地分享孩子們情緒上的難題，

加上老師耐心的解析、提供應對技巧，我漸漸學習

同理心地圖，並觀察『孩子情緒

的前驅事件→驅使的行為→

產生的後果』。搭配孩

子的喜好，做為幫

助孩子提升情緒行為能力的正面及負面增強；協助

標的出孩子當下的情緒，讓他明白自己當下的情緒

是什麼；在安全不造成恐懼的環境冷靜隔離，讓孩

子情緒先發洩，前題是家長要在孩子看得到的地方

（不讓孩子形成被拋棄感）；處罰（使用能正／負

增強的方式 )，但也讓孩子有彌補 ( 下台階 ) 的機

會。好的依附關係建立在正向的照顧。 

當我開始笨拙的使用“我知道你現在很想要

ＸＸＸ是不是？”的同理心技巧，竟迅速獲得孩子

哭鬧變小聲的大大回饋；老師也提醒要常跟孩子說

「謝謝你願意配合，好棒」，來增強孩子做好這件

事是愉悅的。孩子有連結事物的能力，培養享受家

人在一起的快樂，而非以物質取代陪伴，之後在與

孩子互動中試著找出能有效轉移或建立情緒的事

物，漸漸地讓親子間的互動多了很多開心，也幫助

孩子和自己逐步增加成功調整情緒的次數。

很感謝學園提供擁抱孩子情緒的課程，讓我在

老師及家長團體的分享中獲益並有所準備地陪伴孩

子成長。

擁 抱 情 緒 小 恐 龍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家長　Phoebe

比賽考驗讓成員一起參與，家長也在旁觀察

社交互動遊戲讓參與親子一起進行

心理師透過親

子課程初步了

解孩子狀況

心理師與家長

討論孩子情緒

因應方式

家長寫下孩子喜

歡及不喜歡的事

情，討論正負增

強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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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早療季報

臺中市早期療育服務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8 - 3688

傳 真 （04） 2208 - 3677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區域 中區、西區、北區、西屯區

地 址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11巷 13號

電 話 （04） 2471 - 5220

傳 真 （04） 2471 - 5218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北屯區、潭子區、大雅區

地 址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二段 1號

電 話 （04） 2533-5276分機 21-27

傳 真 （04） 2533-0955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東區、南區、南屯區、烏日區、 
大肚區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臺中市愛心家園）

電 話 （04） 2471-3535轉 1507-1511

傳 真 （04） 2471-4959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

地 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02號

電 話 （04） 2407-0195

傳 真 （04） 2406-7370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豐原區、后里區、石岡區、東勢
區、和平區、新社區、神岡區

地 址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 12鄰新生北
路 155號 ( 豐原國小 105教室 )

電 話 （04） 2524-9769

傳 真 （04） 2524-971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沙鹿區、龍井區、梧棲區、清水
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號 4樓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電 話 （04） 2636-5175

傳 真 （04） 2636-4676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2-2226

傳 真 （04） 2206-0523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10：00-16：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山海地區兒童發展資源車
(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

服務區域

后里區、豐原區、大雅區、潭子區 
神岡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 
和平區、大甲區、清水區、梧棲區 
大安區、沙鹿區、龍井區、外埔區 
大安區

洽詢專線
（04） 2636-9313
（04） 2524-9319

發行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發 行 人 呂建德 局長

總 編 輯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承辦）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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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通報中心

的親職講座也將陸續與

大家見面，歡迎大家追

蹤本中心粉絲專頁，掌

握最新資訊喔 !

107 年 07-09 月活動資訊
辦理單位：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連絡電話：04-2533527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伊寶貝社區兒童圖書室—
說故事活動

7/7、8/4 8/4 -10：00 -11：30
7/7 -15：00 -16：30

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
資源中心
北屯區 -商借中

伊寶貝社區兒童圖書室—
教具諮詢服務

9/15 09：30 -11：00

伊寶貝社區兒童圖書室—
愛兒加油讚‧托育資源行動車

7/18、8/22、9/19 15：00 -16：00

「大手拉小手」親職示範團體—
溝通引導技巧

6/30、7/7、7/14 14：00 -15：00

「大手拉小手」親職示範團體—
如何玩出專注力

9/22、9/29、10/6 09：00 -11：00
( 暫定 )

大雅區 ( 商借中 )

「”心”體驗」親子戶外活動 9/8 08：30 -16：30 后里 -沙發后花園

辦理單位：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連絡電話：04-25249769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GO GO親子進步學習
館—繪本說故事

7/19、8/23、9/20 09：30 -11：30 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遊戲室 ( 豐原國小 105教室 )

辦理單位：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連絡電話：04-26365175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幸福親子園地開放
每週四及 
第一週六上午

09：00 -11：30 本中心遊戲室、圖書室

幸福樂活營 7/7、8/23 10：00 -11：30 本中心遊戲室、圖書室

心毓天使家長聯誼會
7/22、8/26、

9/29
09：00 -12：00 本中心

愛毓天使家長聯誼會
7/21、8/18、

9/15
09：00 -11：00

臺中市大甲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 2樓團體教室

「弘」孩兒，做好「毓」備上學

去 ~107年度轉銜親職活動

7/22 09：00 -12：00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一樓多功能教室

8/26 09：00 -12：00
臺中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4-1教室

『樂』玩越開心‧『毓』見親子

新關係 ~107年度親子互動營
9/2、9/16、9/30 09：00 -12：00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一樓多功能教室

辦理單位：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04-2202222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親子遊戲室 每星期二、四、六
10：00 -11：30
14：00 -15：3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

教具圖書借閱 每星期二、四、六 10：00 -16：0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發展諮詢會談 採事先預約制 採事先預約制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居家活動愛樂園」親子活動
7/6、7/18、8/8、

8/24、9/7

10：00 -10：50
11：00 -11：50
14：30 -15：20
15：30 -16：2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我們一起玩玩具」親子

活動
7/13、8/31

10：00 -10：50
11：00 -11：50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環境，親子關係是第一

段也是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因此，想要孩子從小建立好的

人際互動方式，可由父母與孩子的互動著手，尤其當孩子

有發展遲緩的現象，更需要父母在家中營造情境，實際體

驗與練習。在家庭環境中，以父母本身為互動對象，可以

示範及引導的人際互動基本能力，有下列幾項重點：

一、  禮貌：將「請」、「謝謝」及「對不起」融
入日常生活情境中，並由大人示範。

如：當孩子幫忙拿東西給大人時，大人能開心地說

聲「謝謝你幫我拿東西」；當大人不小心做錯事或是誤

會孩子，如：不小心踩到孩子的腳，也應及時地對孩子

說聲「對不起，媽媽踩到你了」，同時也清楚地讓孩子

知道你為了什麼事而表示感謝、歉意。

二、  分享、輪流與等待：是未來團體生活及幼兒
園適應的重要能力。

(1)  分享：可以藉由假扮遊戲示範分享的概念，運用
家中的玩偶，扮演是來家裡玩樂的朋友，讓孩子

當孩子逐漸發展出家庭外的同儕關係，無法避免面

臨社交互動問題，這是每個人成長都會經歷的。但發展

遲緩的孩子，由於能力上的落後，更容易面臨人際問題，

或者「卡關」，不斷地重複同樣的問題，卻一直未能快

速學習或主動發展出問題解決策略。此時父母、師長可

從旁協助，引導孩子鬆開人際互動的「結」。當孩童遇

見下列問題，師長可以嘗試這樣做：

 一、常獨自一人

在戶外遊戲區或幼兒園中，多數孩子不管熟不熟

悉，最後多能玩在一起，有些是真的彼此間有意義的互

動，有些是平行遊戲。但有些孩子，是不管怎麼玩，最

後總是都在團體的外圍獨自玩。此時師長應多方觀察，

在團體互動中，是哪些原因造成孩子獨自一人，是溝通

能力遲緩？是孩子有讓同儕不喜歡的言行？再從中著手

研擬介入的策略。

 二、爭吵及衝突

孩子間發生衝突難免，重點在於如何解決。每個孩

將玩具點心逐一均分給朋友，當然也包含自己。

家長在旁可以適時給予讚美，稱讚他願意將自己

喜歡的食物分享給朋友，而朋友也跟他一樣開心。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吃點心時，家長可以大方地

問孩子「可以請我吃一片嗎？」，如果孩子還無

法分享食物或玩具，可以先從彼此交換開始。

(2)  輪流：這是孩子學習觀察情境、逐漸脫離完全「自

我中心」的開端。可以從親子桌遊中獲得很多練

習，像是簡單的撲克牌遊戲（e.g.輪流抽鬼牌）、

疊疊樂，或是具故事性的桌遊如：「諾亞方舟」、

「怪獸追追追」等。此外，更可以自然地落實在

許多生活情境，即便家中沒有其他手足，大人也

可以是孩子練習輪流的對象，如：晚餐時間，爸

爸和孩子排隊等待媽媽幫忙盛飯。

(3)  等待：訓練輪流的過程，同時也能提升等待的能力。

而對於孩子提出的要求，適時地給予等待時間，

不立即滿足，也是訓練等待的好方法。對於還沒

子氣質不同，解決的策略也不同。生活中家長可以先觀

察自己的孩子是傾向如何解決衝突，是先大哭 ? 說不過

就動手 ?再嘗試依孩子的氣質引導適合孩子且孩子的能

力也做得到的解決方式。而「溝通」是解決衝突很重要

的方式，當孩子語言或認知能力不足以應對時，衝突很

難解決，孩子容易做出肢體攻擊或情緒失控。因此，當

我們在協助這樣的孩子時，建議教導幾套簡單、萬用的

處理技巧，而使用率最高的技巧就是「覺得很生氣或很

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辦時，趕快請大人幫忙」。如：「當

有人搶你玩具時，你可以告訴他“請你還給我”，若他

還是不還你，就趕快請大人幫忙」。如此一來，可以在

衝突擴大前，由大人介入處理。

 三、被霸凌

學齡前最常見的霸凌方式是「取笑」、「戲弄」。

當孩子因此感受到不愉快且辨識出這樣的行為是別人在

笑他或者故意時，教導孩子用「說」的告訴對方：「你

這樣是在笑我，我不喜歡」，並教導孩子，如果對方依

有時間概念的孩子，可以給予一些具體的等候時間

線索，如：孩子吃完飯急著要拿櫃子高處的玩具，

但此時媽媽正在收拾餐桌，媽媽可以告知孩子，當

自己收拾完餐桌再幫他拿，他現在可以先玩其他玩

具。若孩子一直催促，可以再次提醒剛剛的約定，

並請孩子自己觀察媽媽是否已經收拾好餐桌，透過

關注他人的方式，達到自我控制而延長等待的時

間。藉由繪本故事的共讀，像是「熊貓先生，我願

意等」，也能引導孩子感受等待的目的與驚喜。

三、  同理心：孩子大約三歲之後開始發展同理心。

初期家長應先示範同理，像是當孩子因為玩具壞掉

而哭鬧時，千萬不要落井下石地補上一槍「叫你玩玩具

要小力，你看！現在玩具壞了吧！」，這樣孩子只會情

緒更爆炸。父母應先用語言幫孩子標示出情緒：「玩具

壞掉不能玩了，所以你很傷心、哭哭」，接著再和孩子

一同想辦法來解決。逐漸地，這樣的過程孩子也能學會

觀察他人的情緒，進而同理他人。

然繼續，請孩子再重申一遍，然後離開這位同學面前，

這樣對方就可以知道你真的不喜歡。繪本「我不喜歡你

這樣對我！」、「是蝸牛開始的！」等書，都是親子討

論很好的素材，能讓孩子在面臨霸凌議題時，有更多正

面、積極的能量。

家長在引導孩子社交互動技巧時，最重要的原則

是「把握當下」、「鼓勵讚許」，在自然生活情境中及

時教導，避免過了許久才要孩子回溯當時的情況，因為

孩子多已遺忘當時是怎麼一回事，並在孩子做出好行為

時，不吝嗇地給予大大的讚許，如此皆有助於孩子早期

人際互動能力的培養！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發展遲緩暨自閉症早期醫療中心　臨床心理師　楊晞

讓孩子樂在人群  擁有好關係

　　　招募單位 服務時間 服務內容 報名方式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承接 )

定期排班

週一至週六

09：00 - 12：00
13：00 - 17：00

1.紙本文件建檔及整理

2.郵寄資料

3.辦公室環境整理

4.電話諮詢服務

1 	 電話報名：04-22083688分機 13

2 	 E-MAIL：ccf22083688@gmail.com

2 	 LINE ID：22083688
※備註：經面談後方可開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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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自費療育單位

核甜語言治療所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523號
0928-153389 語言治療 ■平日　■晚間　□週六

快樂城堡職能 
治療所

中市南區復興路一

段 398號
(04)2260-6508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認知治療

藝術治療、音樂治療

■平日　■晚間　■週六

新增健保療育單位

精武復健科診所
臺中市東區精武東

路 13號
(04)2215-551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平日　■晚間　■週六 
( 週六僅上午 )

準備材料

1.名片小卡數張

2.色鉛筆

3.硬卡紙

4.打洞器

  依據孩子的年紀一起討論出幾個孩
子能夠理解的情緒，例如：害怕、

開心、興奮、傷心／難過、討厭等。

  將「情緒字詞」寫在卡片的正面，
孩子可幫忙畫上表情符號；再與孩

子討論，將遇到該情緒的因應方式

寫在背面，例如「難過」時可以「和

爸爸媽媽親親抱抱五次」、或「和

爸爸媽媽一起玩枕頭大戰」。

  自製情緒溫度計：在硬紙卡上寫上
0-10的刻度。

  每天或 2-3天找一個放鬆時光 ( 大約 10-15分鐘 )，若
能變成定期進行的活動更佳。 

  家長先示範抽出一張情緒卡，依照上面的情緒說出當
日與情緒相關的事件。例如，抽到「生氣」卡片時，

家長可示範說明「今天我覺得好生氣，因為我本來打

完的資料，結果電腦忘記存檔就遺失了，還被老闆

罵」，接著指出在情緒溫度計上面，生氣感覺的刻度，

例如：生氣的感覺到達 10分。

  然後再依照卡片後面的因應方式和孩子一起執行，執行
完後，家長可再指出情緒溫度計上的刻度分數，例如：

生氣的感覺從 10分降到了 5分。

小叮噹的情緒魔法袋
親子一起準備 活動進行方式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臨床心理師　徐郁雯

透過父母的示範與分享，孩子可以學習更清楚的描述與表達情緒事件，幫助日後可以在

人際互動時，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另外，也可透過每日一起進行處理情緒的

策略，觀察哪些方式可以幫助孩子有效的調適情緒，以累積情緒處理策略的百寶庫喔！近
年來，在兒童權益的提倡下，兒童發

展議題與早期療育概念推廣逐年受到

重視，本中心在服務過程中，也覺察家長在

兒童發展知能及教養能力之於孩子成長的重

要性，因而以親職講座為媒介，除提供專業

人員諮詢服務、倡導居家療育的重要性，也

塑造一個孩童家長間相互交流及分享的暫時

性平台；通報中心社工也會針對中心的服務

及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的內容加以說明，以

增進家長對於早療觀念及相關社福單位之認

識，使其更能有效運用資源，同時鼓勵家長

定期檢視孩子的發

展，扮演守門人

的角色。
親職講座辦理至今，主題相當多元，足跡遍佈本市許多區域，參與者所給予的寶貴建議與回饋，

一直是我們規劃辦理的動力，甚至有家長在參與講座後留意自己的孩子疑似有發展落後的情形，主

動連結通報中心、醫療評估等資源，把握發展黃金期。未來，期望能持續推廣兒童發展概念與親職

教養技巧，除了落實本中心倡導「預防」概念的初衷，也使家長們在經營親子關係時能更得心應手！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社工師　陳映羽親職萬花筒
小花老師戴著一頂章魚絨毛頭套，伴

隨忽高忽低的聲調及生動有趣的表情，吸引

孩子們的目光，原本因陌生環境而退縮的孩

子，都紛紛圍繞著小花老師，指著繪本裡的

插畫你一言我一語的發表意見，小花老師也

向現場的家長分享說故事的技巧，並示範如

何運用繪本與孩子互動，將繪本裡具教育意

義的情節融入日常生活中，以提升孩子口語

表達、情緒表現、生活自理等能力。

凡凡老師依據不同年齡孩子的動作發

展能力，與家長分享如何選擇合適的遊戲器

材及發展遊戲的技巧，引導家長如何不花錢

也能設計出多元的居家活動，除了提升孩子

的動作表現品質，藉由遊戲的過程，也能增

進親子間的關係。

語言老師精闢的發展里程說明，

讓家長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孩子每個

年齡階段應具備的語言發展能力，藉

由帶動唱的活動，示範平時在家中如

何透過一搭一唱的方式，擴增孩子的

詞彙量與聯想力⋯⋯等。

1

2

想一窺親職講座的
神秘面紗嗎？就讓
通報中心小記者來
為您實況轉播：

職能老師陪伴家長挖掘每個日常小細

節中，能夠融入生活自理、發展能力訓練

的可能性，尤其請孩子幫忙做家事的過程

更是最佳時機，以曬衣服為例，當孩子嘗

試以曬衣夾夾取襪子時，除了豐富孩子的

生活經驗之外，也能強化手指的力量。

3

4

健保給付單位 新增療育項目

承輝聽力所 認知學習

臺中市香柏木健康關懷協會 認知學習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中杏 
社會福利基金會 ( 豐原區 )

藝術治療

臺中市響響輔助科技協會 職能治療

東區療育單位「社團法人臺灣應用行為

分析協會」更名為「社團法人臺中市展

望應用行為分析協會」

豐原區自費療育單位「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

福利基金會」地址更正為：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598
號，連絡電話更正為：(04)2529-1790

沙鹿區自費療育單位「財團法人臺中市私

立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遷至：臺中市龍

井區沙田路六段 207號

潭子區自費療育單位「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連絡電話更正為：

(04)2533-5276
註

資訊
更新

療育單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