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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能跑、踢東西 
 獨自上下樓梯 
 動手自己做事物、動作可

連貫、也可以用剪刀 
 
 
 
 
 

 能畫直線圖圈 
 重疊四塊積木 
 可以模仿以前見過的事

物 
 數數目只是順口溜，不真

正懂得三大於二的意思 
 不會主動為自己的繪畫

作品命名及定題 

 能說簡單詞語 
 講椅子、桌子 
 說短詞並能應付一些簡

單的指令工作 
 發音未全面正確，但已會

用動詞 
 有思考能力，理解櫃中有

糖而不用見到才知道 
 

 自己穿衣服 
 學習控制大小便 
 知道自己的名字 
 喜歡傾訴，報告引起大人

注意 
 道具及玩具對他們智力

發展幫助很大 
 二至三歲變化很大差異

也很大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起居有序非常重要 

2. 學習衛生重要時期 

3. 喜歡偏食/ 喜歡低趣味動作 TV 節目並會模仿錯誤行為，所以家長要注意 

4. 喜歡說不，學習運用自主的能力，有時容易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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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能騎三輪小車 
 對食物有慾望，對性開始

有好奇 
 喜歡大動作，大肌肉遊戲 
 左右手眼可以有效配

合，可以砌積木 
 喜歡摺紙但不一定成

功，戶外活動、簡單自製

玩具十分重要 
 

 能畫十字 
 能辨認幾樣顏色 
 能默到「四」到「五」，

常會有錯誤，未能精準地

掌握概念 
 開始會預設期望所繪的

內容，但不一定能畫出預

定的東西 
 什麼事都要自己做，是訓

練孩子成長的最佳時機 
 廣濶空間、陽光、多運

動，鼓勵自理，多藝術氣

氛 
 對孩子問題可用平和語

氣「反問」，提供「名字」

及「用處」作答 

 背誦短歌詞 
 愛說話時期，又喜歡問

「這是什麼？」「為什

麼？」等問題 

 能自己進食 
 跟別人平分遊戲活動 
 自我意識增強，有說「不」

及反叛的表現，不一定有

理由 
 明白「死」的出現，但只

將「死」理解為「不動」 
 喜歡與同齡的小朋友

玩，但交際能力有待發展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要讓孩子確立「自我」但不能變成「自大」 
2. 孩子需做更多戶外活動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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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居正常的生活習慣非常重要，不能因孩子不喜歡而放棄 
4. 立刻矯正錯誤的行為及指正壞習慣，家長要留意並用平和及講道理的方法作糾正 
5. 多請孩子幫忙家務，用獎勵方式鼓勵及建立孩子的積極性 
6. 家長不要用孩子來「誇燿」，也不能讓孩子感染愛「誇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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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能輕巧下樓梯 
 能獨脚站立 
 四歲時孩子變得很能跑

步 
 對自己有整體的觀念，手

腳是自己的一部份，懂別

人心理 
 因耳中「三半規管」的平

衡器成熟，所以部份孩子

開始懼怕搖盪。 

 能計數至三 
 能畫三角形 
 幻想豐富，萬物都有心

靈，混淆幻想與真實 
 開始建立「保存觀念就是

A 等於 A，無論喜悲都是

A，是建立邏輯思維的早

期現像 
 繪畫不單是畫見到的，也

畫知道的，有命題但要孩

子付予解釋，家長勿使用

「似不似」及「是這樣那

樣」等評語來評論孩子畫

孩子在現實中壓抑就會在

幻想中解放，所以戲劇、扮

演能幫助他們成長 

 正確使用「上、在」等介

詞 
 嘗試「轉彎抺角」地間接

表達自我 
 健談時期，模仿大人口

吻，常用「我」 
  

 自己洗臉刷牙 
 開始表現自己的喜好與

個性 
 培養自理，自己動手及整

潔習慣的重要時機 
 有能力打招呼，但要家長

鼓勵而不是強制 
 做事情，做家務都是以遊

戲的心情，喜歡才會做 
 容易「隨地躺」，所以要

建立孩子衛生的觀念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怕責備所以說「謊話」，家長要鼓勵孩子說出所有事情，包括做錯的事，但不要罰他，就能養成不說謊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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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要避免為家中不同的成員另外安排菜餚及進食時間，鼓勵大家一起吃才能建立孩子分享的習慣 
3. 因愛幻想又想體驗又沒充份認知及能力，所以很容易變成頑皮及搗蛋，家長要溫和地教導，避免用嚴厲的手法 
4. 嚴厲及體罰只收一時之效，只要他不再怕就沒有了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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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能獨腳跳 
 身邊一切瑣事，差不多都

能做，換衫、洗臉、吃飯、

挷鞋帶 
 過馬路能力不足，能自理

但安全意識不充份 
 快要成為大人，走路開始

似大人了，開始換牙，能

保持平衡及愛攀爬 
 有時會力不從心，除了有

時尿濕褲子簡直就是「大

人」 
  文字運用會出現顛倒錯

漏 
 生活習慣及規律非常重

要，一定要好好建立 

 衛生、如厠習慣也要建

立，為入小學做好準備 
  

 能計數至十 
 能畫星形 
 很容易信以為真，未能把

事情比對結論 
 能數到「雙位」數，順口

溜更可到「百」，但只是

抽象地知道，未能與實物

相對應地理解。 
 繪畫造形、線條有力，能

在作畫前決定畫什麼，也

開始有立體感，但比例不

準確，也會畫「故事」，

物件也多有人的「形貎」

 幻想非常豐富，分不清

「真假」 
 工作就是遊戲，遊戲就是

工作，玩耍就是故事及生

活片段 
 做事不再單從遊戲的心

情出發，開始關心表現 
 看不見的東西依然在另

 能準確唱短歌 
 能用語言清楚表達自己

意思，但發音不一定十分

準確 
 智力、創造力、新字彙增

多、探索家庭以外廣闊世

界的奧秘 
 韻律遊戲及歌謠幫助很

大 
 開始留意不同說話方式 
 很喜歡問「為什麼？」「是

什麼？」「什麼時候？」

 用語言表達情緒的能力

不斷增加 
 對新鮮事物興趣很大，很

喜歡獲得這些東西的名

字才滿足 
 對母語的掌握已頗佳，雙

語長大，其一主導另一就

退化 
 雙語社區長大的孩子，掌

 可玩比賽性遊戲 
 開始可以忍受別人，明白

自己的能力及家中的地

位 
 不必頻頻找媽媽，但要有

安全感 
 未能用意志控制慾望，所

以還隨手所慾而為 
 需要扶持，有時一蹶不

振，成長是苦差，想回到

四歲 
 朋友及團體變得非常重

要，很想凌駕別人，很想

變得重要及愛與別人做

比較，可以控制自己的情

緒 
 與人合作還是困難，遊戲

是分享及體驗別人感受

的良方 
 與實在的世界關係密

切，所以難免未能理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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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存在，想像力開始

豐富 
 幻想與真實世界同時存

在，六歲對現實的掌握就

明顯不足 
 對大型動物特別著迷，例

如﹕恐龍 
 藉遊戲安全地表達他們

對侵略、敵對、凌駕世界

的焦慮情緒。 
 動物都是成長影子的象

徵，貓 優雅神秘、鱷魚

兇惡、蛇 毒、象 威

猛、狐狸 狡猾、兔子

聰明敏捷、蜘蛛 有

害？、鳥 自由振翅 
 可以數到二十、抽象思維

尚未發展完善，難理解

「加」、「減」的意義 
 改變環境影響很大，他們

理解及適應搬屋、離異等

能力很弱 
 多練習把心聲說清楚，並

獨立應對別人 

握兩種語言則很順利 
 閱讀剛開始，家長要盡辦

法把孩子的興趣保持下

去 

 民間故事，童話對他們影

響很大，一世難忘，對了

解世界也有很大幫助 
  

仰及宗教的抽象觀點 
 規則十分重要，也會創造

自己的規則，對別人不按

規定做事非常不滿 
 傾向只有一兩個好朋

友，但妥協能力不足，常

易與朋友鬧翻，也易復

合。 
 努力克服失敗及恐懼，不

承認有些事自己不知道 
 孩子開始有穩定的情

緒，所以可以大步向前面

向世界學習 
 孩子開始探索自己在世

界上扮演的角色並為此

努力付出代價 
 餐桌禮儀能幫助準備整

理訓練合群，分享及助人

的積極性 

 要努力培養孩子的社交

能力，因為他們正處於學

習與人合作的階段 

 競爭的情緒可能使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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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世界越來越有興趣，可

鼓勵孩子上藝術課程 
  

難於學習，沒有動力外也

可能消極地產生副作用 

 人際關係不好的孩子，可

能回家把憤怒發洩在弟

妹身上。 

 孩子很能模仿，也是以模

仿方式來學習，父母是最

高權威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因意志未成型，所以「說教」較沒有用，身教才是方法 

2. 家長不能因發音不準確而太急於改正，因反而會做成孩子的自卑心理 

3. 要培養認清自己及別人東西的習慣 

4. 家長不要建立孩子有報酬才做事的習慣，避免養成浪費及消費的懷習慣 

5. 家長要努力協助子女從成功中建立自信及滿足感 

6. 外出工作的父母一定要盡力安撫孩子心靈，避免他們感到失落；另外一定要和保姆達成生活上的一致，以免孩子

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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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任何特別需要的家庭及孩子，家長要與幼稚園老師多溝通，免因老師在不明情況下可能做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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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能自己做手工 
 穿衣服、繫鞋帶，扣衣

服，生活自理能獨立安排

及處理 
  

 區別東西的異同 
 會寫單字句 
 完全相信木偶角色的真

實，又知道只是一場戲的

心理矛盾 
 有時又對逝去的嬰兒時

期感惋惜，所以幼稚行為

會故態復萌 
 能明白同樣大小的塑膠

球拉長了也是一樣大 
 生活危險增加，馬路安全

要教導 

 靠直接觀察 
 懂得是非 
 個性直率，所以問題使人

吃驚 
 孩子喜歡重複閱讀喜愛

的書本，所以從小建立閱

讀習慣是十分重要 

 可在學校唸書 
 靜靜坐下聽講書 
 能守規則 
 從幼兒走向兒童的重要

時期，離開父母步入學校 
 在群體生活中建立智能

成長的「潛伏期」，讓步

及分享是重要的功課 
 與同伴的感情、愛、恨、

競爭、妒忌、敵意、友誼

等在生活中發揮極重大

的影響，鬥「叻」成了壓

力來源 
 適應小學生活中懷著興

奮也感到恐懼，課室嚴格

的改變需要適應 
 合作能力未完善，反而是

扮演領袖的競爭非常強

烈 
 孩子可能對成績感到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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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如未能消減就會演化

成缺乏學習毅力。 
 非常強調男女的分別，但

對性有好奇 
 對生病、死亡感憂慮，但

尊敬老人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家長關心的焦點可能是讀、寫、數等方向成績，但同樣重要的是要去了解孩子能力及傾向，從發掘孩子的獨特感

找出孩子和其他孩子的差異。 

2. 外向活潑比起孤獨沈默的孩子不一定更成功，因沈默只是理性觀察的表現 

3. 好動的孩子難專注，愛靜的孩子難交際 

4. 父母能關心孩子學校的事情十分重要，但不要太投入，會帶給他們壓力，最佳方法是分工。認知，技能交學校，

家長帶孩子到博物館、美術館、公園擴大視野建立廣闊生活及做人態度 

5. 小朋友這一刻開始明白幻想世界並不真實存在，但又留著對幻想世界期望與追憶的混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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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肌肉發展、感情與行為，基

本理解及控制能力己趨成熟 

 七歲是孩子從幼兒進入學童

的標誌性時期 

  

 

 

 

 

 

 

 

 

 

 

 

 

 孩子的差異越來越明顥，特

別是閱讀及寫作技巧 

 時間概念及知識已精確及成

熟 

 喜歡動物故事，喜歡其擬人

的表現但已有對真實與假象

的明確分辦能力 

 孩子幻想豐富，能創造一個

夢想但自己能駕馭的世界 

 孩子能把想像力和幻想的東

西運用在繪畫上、遊戲及扮

演上，並獲得巨大滿足感 

 家長要明白學習是孩子承認

自己有一些事情不知道，有

能力忍受練習時的不安定情

感，並會忍受學習困難的挫

折和失望，又不怕失敗，學

習才真正出現流暢 

 家長更要明白學習是養成聆

聽、觀察、發現和解釋的習

 語言能力全面成熟，開始理

解比喻及抽象的觀念 

 已能正確表逹字詞意思並運

用語言交換思想及加以解釋

 孩子喜歡問各式各樣的問

題，觀察力敏銳，所有任何

不明白的事物都會發問 

 閱讀能力不好的話，會使孩

子在各方面學習受妨礙，閱

讀能力好壞與默書及串字多

並沒有直接關係 

  

 意識到自己是獨立的人，但

又能瞭解別人有獨立思想、

希望、感情和意願，在自知

之明外開始有自我評價標

準。自我評價的能力隨學到

的新技術及新成績而提高 

 知道身體的規則也遵守紀律

但不太熱心於集體活動之

中，辯論能力未掌握但會就

競爭而出現爭論，爭吵也是

成長的一部份，當中勝敗也

是平常的事 

 孩子發現大人對自己有新的

要求並要求他們守規矩 

 孩子對別人的批評及評價非

常敏感 

 很想表現自己的能力，所以

反而會出現冒險及遇上危險

的經歷行為 

 想與同齡孩子玩耍而不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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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 

 孩子開始對自己有要求，所

以收集是一種嚴肅而又能建

立客觀資料研究及同儕分享

的良好活動；也可以完整人

格成長及建立 

 部份孤獨及害羞的孩子會運

用電子遊戲來逃避孤單，家

長要小心處理，並有效地引

導孩子建立家庭及交友的樂

趣 

 沙灘使孩子容易交友，棋類

可以証明孩子能力的進步，

 團體遊戲也可以使孩子建立

整體利益共享的習慣及能力

母加入 

 男孩與女孩對父母開始有明

顯分別，女兒喜歡親近母

親，而男孩則喜愛父親同行 

 孩子很喜歡以父母與老師作

比較，又會不滿父母知識、

威信及判斷力不足，而父母

應以平常心接受並明白自己

與老師扮演兩個完全不同的

角色 

 七歲孩子對弟妹的來臨比較

有期望而妒忌不會太嚴重 

 祖父母對孩子貢獻特殊，因

為他們都能在緊要關頭代替

父母，也有一種慈祥的權威 

 孩子會嘗試做一些越規行為

(例﹕晚歸或去遠處)，父母要

用平常心開解當中的危險及

不對之處；而嚴厲的懲罰作

用不大及產生反作用 

 父母應用鼓勵方法教導孩子

管理零用錢，例如﹕學會珍

惜，討價及理解便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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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在學校與老師的關係良

好，對他們非常重要 

 競爭和合作對孩子人際關係

協調非常重要， 

 七歲孩子能轉化競爭為真誠

共享，而集體遊戲及休閒活

動，對社會性技能幫助很大。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父母如能傾聽孩子的意見，允許他們有更大空間，孩子就能把嬰孩時期的依賴性格逐漸改變。 

2. 父母也要向年長的孩子說明，其實父母對他們的關切與愛護和弟妹的無異。 

3. 七歲孩子對父母離異及家庭變化很困擾，他們對這些事不是不明白，而是不知如何處理情緒困惑。 

4. 家長不要用一般標準來衡量孩子，不能以孩子不能達目標就是出了問題來理解孩子的能力 

5. 不願聽別人指導是聰明孩子的習慣，所以家長一定要小心處理智商高孩子可能會「聰明反被聰明誤」。 

6. 不想贏、不想輸、太激進及太被動同樣危險，家長要養成孩子不怕輸、敢贏，主動而不激進的平常心。 

7. 父母要多與孩子溝通及閒話家常，以便能有效地正視孩子的情緒及問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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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投入集體遊戲及遵守規則，

在集體中受表揚及提倡使他

們獲得安全感及滿足感 

 邁向獨立階段，但需同時獲

成人及家長的支持及依靠 

 興趣活動須要鼓勵及容許孩

子自願及樂意做才能達效果

及培養的意義；不需過早下

定論，要保留孩子自己的選

擇機會及享受當中的樂趣 

 運動及球類對男孩吸引很

大，孩子也可以在當中學會

效忠、合作、克制，更可以

使孩子從中學會競爭與克制

的平衡 

 簡單的食物製作也對孩子學

習很有幫助 

 

 

 

 這個時期的孩子正面對善變

及不固定的氣質 

 孩子全面進入兒童階段，告

別幼稚的行為，全力投入兒

童的學習世界，正倒數進入

少年時期，準備做大人 

 基本上能分辨應做及不應

做，對人喜歡與討人厭，好

與壞，對與錯。 

 喜歡做好事，例如﹕拯救鯨

魚，拯救雨林，並理直氣壯

地站到以為是對的一方 

 童子軍及野外歷險是這階段

孩子喜歡的組織、遊戲，對

露營更興奮不己 

 孩子也會開始在這階段，有

機會作錯誤行為及參與不法

勾當的情況；基於貧困、空

虛及問題家庭及家人的影

響，孩子會由欠交功課到逃

 這年齡孩子喜歡書本，奇幻

及幽默溫情作品，特別受歡

迎，例如﹕夏洛的神奇網

網、納尼亞傳奇等。 

 孩子必須處理很多學校事務

而情緒也受學校生活所影響

 神秘的神話、傳奇及奇幻文

學對孩子產生幻想追求的慾

望，例如﹕金字塔、象形文

字、古文明等 

 從收集進行到收藏，並建立

交流網絡分享成果，變為專

家的過程對孩子都很有好

處，從中使孩子心靈富足，

並學會交換、分享的方法 

 性未達成熟，但明白男女有

別；男孩會講些對性有誤解

及對女性有貶義及歧視的

「廁所笑話」，特別喜愛屎尿

屁及內褲的笑料 

 團體領袖，對此年齡的孩子

扮演叔叔及姨姨等角色，影

響力及協助很大，團體中同

性別的孩子喜歡在一起 

 男孩覺得女孩多愁善感及較

弱，女孩覺得男孩粗魯愚笨

大意，盡是互不充份理解的

歧視 

 沒有固定朋友及友誼的孩子

不能討人喜歡，對日常人際

關係的建立也有深遠的影響 

 孩子會把家庭中的人際關係

經驗應用在外邊的世界上，

也會為朋友設想 

 欺凌問題會開始出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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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以家長必須與學校用

忍耐及愛護的態度，帶領他

們面對自己，並回到正面的

環境 

 不喜歡嚴肅的電視節目，視

之為垃圾 

 部份被寵壞的孩子會拒絶成

長，希望回頭到幼兒的生

活，以求獲得以前的快感及

保護 

 棋類及集體活動對孩子學習

思考及掌握技巧很重要，最

好運用等級爬升的方法來鼓

勵孩子努力練習 

  

有部份孩子會表現出膽怯及

逃避，但問題一般都不太嚴

重 

 孩子開始努力地扮演自己個

性的角色，吸收並消化所有

知識、見聞及經驗，從而建

立態度；家長要從旁協助，

要保持距離及尊重，但要誠

懇關切 

 家庭成員面對任何事件及問

題的表現都會潛入孩子的內

心，被他們吸收同化，所以

遇事幽默、放鬆、正面積極，

有能力及冷靜都對他們有深

刻影響 

 巨大的變遷及損失(死亡、生

病、搬遷、轉校)，對孩子的

打擊都是嚴重的，由於他們

未能充份建立及維護一套固

定的情緒，所以會在打擊中

產生困擾及無助的感覺；並

開始變成懷疑及否定自己的

負面行為，家長及親人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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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體諒在苦難一刻將非常

重要 

 家長在事物的選擇要在孩子

的選擇及自己的主權之間作

出平衡，重要決定都要使孩

子有充份的準備及了解，並

在當中容忍他們的憤怒、情

緒的表現，用堅定及體諒來

化解問題。父母也在這階從

萬能的主宰變成平凡，所以

權威將受到巨大的挑戰，面

對事物的發生也要坦白，並

不要使孩子在誤解中捕風捉

影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排斥自己性別跡象都是值得擔心及認真面對，或許家長及老師要尋求專業人仕協助及意見。 

2. 家長不要過份評論學校的表現，要孩子明白學校是一處需要勞動、努力才能快樂地掌握知識及技能的地方 

3. 團體生活及家庭生活的支持，組織中領袖的可靠能使孩子有一股強大的聚合力量，建立可靠及規律的生活世界 

4. 孩子任何食慾不振，無法入睡都是警號，家長要小心、認真及尋求專業人仕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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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動作靈巧而成熟 
 身體發育完成並長大，預

備進入另一階段 
 九歲開始發育蓬勃，對性

開始有興趣及對此有關

聯的幻想 
 是童年高峯及黃金期，獨

立性越來越強，更了解自

己 
 男孩喜歡足球，男女也可

能不停打電玩 
 遺傳(天賦)與環境相輔

相承才能有成就 
  

 理解具體概念 
 模仿力強 
 興趣更廣泛，能力日增，

學到更多技能，追求理想

主義，期望拯救世界。 
 喜歡冒險故事及一切探

險行為，大人要立場肯定

但要聽取意見，找合適的

位置 
 孩子對變化敏感，任何離

異及改變都惴惴不安，例

如：弟妹出現及祖父母離

開 
  

 懂得舉例說明 
 記憶力好 
 差異巨大，部份孩子閱讀

自如、併字創作數學擅

長，部份才剛會識字 
  

 與同性朋友要好 
 淡視異性朋友 
 友誼比一切都重要，明知

壞朋友也沒勇氣離開 
 洞察力強，學習成為家庭

一分子，學會了解他，與

人相處 
 獨生子女要多與其他孩

子接觸 
 自命不凡，對強加於自己

身上的非期望活動反抗

力強，容易對立 
 家庭在怨恨/ 憤怒/ 競
爭問題越發複雜，孩子的

性格就越負面 
 九歲孩子認為所有大人

及穿制服的都不會是「陌

生人」而作出提防 
 不再是幼兒，但在知識、

技能、理解上不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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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會倒退回五歲的矛

盾現象 
 兩個孩子同在時比一個

更頑皮及更不專心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家庭成員及朋友的感染影響力巨大(近朱者赤) 
2. 家長小心言行，做錯事也要道歉，建立孩子人格標準 
3. 家長要講道理而不必行使禁止的強制措施 
4. 不能為孩子標籤性格「好」、「壞」、「笨」等 
5. 九歲是欺凌事件的危險期，家長要小心處理但不要過份緊張，特別是孩子突然變得情緒波動及不願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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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十歲孩子變化反覆，也很有

戲劇性，身體變化速度高，

連孩子自己也有無所適從的

感覺 

 游泳、單車、接球、跳繩、

閱讀、寫字、數學都能自學，

但還會有些疑惑；其實所有

都能做好，重點在喜好及信

心上。 

 能掌握身體有關的大部份事

物，獨腳跳、踢球、閃躲、

迀迴地前行、足球、網球、

羽毛球、乒乓球都可應付及

產生興趣，並願意接受挑戰 

 部份女孩會開始有月經，男

孩有一些變化，但生理成熟

還有一段長時間 

 孩子已掌握基本活動能力，

是時候磨練技能 

 變化使人著迷，也使人困

 十歲是成長的分水嶺。孩子

發現生活規律正日漸變複

雜，世界也比想像中更大 

 孩子喜歡富挑戰的計劃，也

樂於制定或協助應付計劃實

施，也自信自己能應付，當

中能否接受家長的鼓勵及合

情理的提點很重要 

 孩子有時為了逃避複雜規則

的壓力而刻意回頭使用「舊」

方法，家長要協助孩子面對

並積極捨棄舒適和熟悉的東

西，自願執行學習的難度 

 孩子開始察覺差異的存在及

人不是平等的事實 

 在群體中的成就可以帶領孩

子成熟，所以家長要帶領他

們多元發展，深入並刻苦，

同時保持夢想但要平常心地

面對，不需過早進行生涯(職

 脆弱與自信同時發展，同時

存在，難以理解、非常矛盾

 如孩子閱讀出現困難，會影

響他們全部的學習進度，所

以家長要培養孩子多元興

趣，並喜愛書本，才能面對

這些閱讀困難；如孩子是有

「先天閱讀障礙」，家長一定

要勇於面對，尋求專業協助

並老師的諒解 

 孩子都強制性地希望快速回

答問題，特別是那些所謂的

「智能」問題，因為他們怕

不知答案便會被同儕看不

起，從「天才」寶座趕下來，

家長更應小心不要誤以為這

是創造天才，其實只會建立

一種冷淡及驚恐的特質，對

思考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

我們要建立邏輯思維、想像

 友誼建基在彼此的忠誠堅定

上，多於活動本質，所以容

易錯交損友，也容易在友誼

世界中背棄及決裂 

 為自己所信的正義滔滔不

絕，挑戰別人的看法，遇到

拒絕及反對就會垂頭喪氣 

 因為孩子太需要家庭以外的

群體的接納，所以孩子在學

校就會有很結黨的行為；結

黨並沒有太大問題，避免建

立負面情緒及不進步的情

況，老師及家長要冷靜面

對，帶領孩子集體走向樂趣

及積極的事務上 

 孩子會強制自己穿上「時髦」

的服裝，時下同儕裝扮會使

孩子不自由主地跟從，家長

不用太緊張，在孩子的選擇

與健康中找一個大家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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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十歲就是變化的年代 

 孩子永遠不能為青春期的來

臨作好準備，女孩更特別容

易在毫無防備下面對第一次

月經；又於血與受傷的關

係，容易做成羞恥感，因弄

髒衣物而情緒失控 

  

 

業)的快擇，例﹕球員、歌星

 對正義和公正的事特別關

心，對自己未被公正對待時

變得非常不滿及憂慮 

  

力、合群及智慧而非答題速

度，因為孩子很快就會發現

他的限制及眾多未識的事物

的現實 

 孩子為了能獲群體的接受每

每會刻意埋沒自己的才華，

走不好不壞的中間路線，又

或許是刻意任由別人欺悔，

目的只是希望透過假裝獲得

眾多的接納 

 興趣、娛樂及收藏習慣十分

重要，因為這是生命的滋

養，讀書興趣更重要，如果

之前家長不能建立孩子讀書

的樂趣，孩子將損失很大。

的平衡 

 孩子正在離開家庭的依賴走

向更廣闊的世界，所以困難

及困惑必定巨大 

 孩子的交友能力不足，所以

友誼常出現矛盾及破裂，家

長只需舒服地在身邊默默支

持就夠，他們會在爭吵中成

長及學習，當他們成功及有

創造性時家長要同意，當出

現破壞時請原諒，及在旁協

助及支持便可，不要緊張這

年齡禍不會闖很大。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 家長必須謹慎應對，這時成長的關鍵時刻，協助孩子面向更大挑戰，家長要寬容、支持，但不要代孩子出面及決

定，要尊重他們、無限體諒，但不放鬆放任。 

2. 部份孩子會寄情電玩，使自己可以逃避憂愁和麻煩，所以家長要時刻留意，但不要走太近以免陷入當事人的困局。

連自己都不能解脫，又如何協助孩子面對呢？ 

3. 家長要留意孩子的情緒，因為這是學校欺凌情況的高峯期，孩子很多時都會有意無意嬉弄及欺侮有別於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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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欺凌別人只是尋求其他同學認同而非壞心腸，所以欺凌別人及被欺凌都是受害者 

4. 照顧寵物，冷靜理性但熱愛寵物，都對孩子建立關愛有重大意義，因為這刻孩子都會有一些發洩的壞習慣，如沒

有關愛的平衡，破壞力可以很巨大。寵物也可安慰及彌補孩子的傷痛 

5. 早來月經的女孩焦慮及不安感會比其他的人大，家長要平常心地支持及安慰，並分享自己的同一感受。 

6. 家長要有效帶領孩子思考事物更深入及更複雜的問題，使孩子保持學習的動力及挑戰。 

7. 此時期的孩子特別喜歡捍衛自己的觀點及看法，所以家長應扮演良好的聆聴者角色 

8. 家長也可運用實踐的方法引導孩子積極參予正義的行動，例如﹕協助慈善團體募款，植樹，保育動植物行動，環

保等。 

9. 家長要允許給孩子一些擁抱，使他們突然倒退回嬰孩的心靈時獲得舒緩，而不要使他們自覺沒有用並失去信心。 

10.  孤獨是十歲孩子不能面對的問題，請家長要從小建立孩子的人際網絡及活動的伴侶，並有健康的群體生活及友

的支持，才是上佳的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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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歲心理發展的概念與階段 

動作與生理 認知與行為 語言與思考 社會行為與個性 

 踏入充滿趣味、獨立意識強

的青春大門，生理影響心

理，所以有很多事物需要調

整 

 想攞脫過去依賴的習慣，希

望塑造一個獨立自主的自

我。 

 自己洗頭，剪指甲，保持清

潔都做得好，但家長要多提

點及堅持使孩子養成良好習

慣 

 孩子都能照顧自己，但不一

定能全面及良好，所以父母

要在精神上支持他們，但就

不能代勞 

 孩子長大了，依賴外在環境

及人仕協助比以前減少，笨

拙及搗蛋可能是要引起注意

及有所需要 

 女孩由於生理上踏入青春

 這是個性建立的重要時刻，

也是過去生活上所獲潛意識

產生最大影響的時期 

 太受寵愛的孩子在這階會突

變得幼小以至不能面對成長

的憂慮 

 培養興趣對孩子很重畏，因

為喜愛是証明自我存在的重

要行為 

 十一歲孩子對男、女的概念

特別重視，所以也很關心自

己長大會變成那一類的男人

及女人 

 發育快的孩子在社交事務上

會有優勢 

 能短暫離開家園，出外獲取

人生經驗對孩子都很有好

處，相處時間太長，很多時

候會使父母忘記了孩子已成

長到成人的階段 

 大男人爸爸及二等公民母親

及相反的情況的家庭都會養

成孩子的成見，對他們處理

男女之間，友誼的事情都沒

有好處 

 差異的存在及特顯會使欺凌

及歧視出現 

 好勝心強，在意輸贏，很會

攻擊別人及罵人 

 部份孩子會扮成熟並結交年

長同性，部份會刻意扮細求

父母的愛護，永不離開 

 孩子會很受群眾心理影響，

朝流興瘦，他們就有壓力一

定要去減肥 

 孩子喜歡沈溺電腦，但最終

大部份會在團體生活中找到

方向，從迷茫中走出來 

 過份迫他們獨立會使他們感,

到壓力，過多的親密及保護

 能欣賞自己也樂於欣賞別人 

 轉換學校是困擾，所以要好

好建立孩子的心理準備，用

充足的禮儀使畢業離開變成

祝福，例如﹕合照、記念冊、

畢業前露營、旅行等 

 家庭之外的學校生活是十分

重要，兩者在生、心理上都

有巨大改變 

 十一歲的孩子需要同齡朋友

多於父母，所以同齡團體就

有非常重要角色，父母接受

現實，但又用堅定及溫和的

態度使孩子知道自己還很年

幼及不夠成熟 

 和諧的家庭關係會使孩子的

友誼關係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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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身體出現明顯的變化，

所以都有一段長的適應及困

擾時間；男孩問題可能會遲

些出現，影響也比較細 

  

  也會使小朋友還未知自己已

成長，寬恕別人的父母就有

寬恕朋友的孩子 

 清楚自己在這世界、學校及

家庭的位置 

 富邏輯的思考使他們弄得明

白，孩子會依據記憶中儲存

的知識來展開說明及解釋 

 閱讀也開始多元地發展出來

 十一歲孩子都能比認真地學

習課程內容 

 十一歲掌握閱讀、寫作、算

術的基本技能變得很重要、

能力是一環扣一環 

 成績不佳，很多時都出於注

意力問題，因為孩子有很多

其他困擾佔滿腦子，所以家

長要找出問題核心並解開，

使孩子回復注意力集中 

 孩子會用不停做事或看電視

來逃避情緒及成長的困擾 

 獨立意識的增長對自我瞭解

及發展，自我照料及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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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及自我能力的肯定都非

常重要 

 部份孩子可能會有學習障

礙，例如﹕b 和 d 顛倒，r 和

l 不能分辨，家長只要面對現

實尋求專業協助 

 家長要接受孩子有可能是遲

緩者，要體諒並借助專業解

決，壓力只會做成夢魘及相

反的果效，重拾信心就能改

善問題 

  
 

生活習慣中，一些重要成長的訓練/ 家長需留意的地方 

11. 母親不要太緊張，這階段與女兒的關係再不會仿似以前般密切，母親要用智慧建立新階段的關係 

12. 但基於孩子的不成熟，所以很難與年長的朋友長久相處，所以很快就會回到同儕及家庭之中，家長要寬大的接納

也不要太嚴厲去拒絕他們交友行為，反而是要多方提點他們小心保護自己，因為他們成長經驗不足，但不要扮專

家作預言 

13. 父母很矛盾，一方面覺得兒女長大了，能自己負擔責任，但又怕孩子在過程中受傷害 

14. 十一歲孩子依然需聽從管教，也同時需要給孩子情感，願望和渴求到表達及發洩，父親的角色不能過份平等也不

能過份緊握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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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男孩反而在這時期會與爸爸有更密切的接觸及關係 

16. 女兒有些時間會對父親出現相處困難的局面，這是這是非常普遍的事，因為女兒不知如何面對一個成熟的異性，

所以父母就要適時改變身份，用叔叔及哥哥身份重建彼此的認識 

17. 任何事情孩子都會臆測，所以告訴他們事件已發生比收藏起來有作用 

18. 這階段孩子不喜歡被冷落一旁，對別人未有當自己是大人耿耿於懷 

19. 家長要花時間留神相陪孩子完成作業，表達關心而不緊張，堅定但不死板，也絕不可代做功課。家長要把家課的

成績由學校處理比自己更好。不太理會孩子的散漫，太緊張或直接代做功課也會使孩子不能成長。 

20. 要建立自信使孩子面對考試，但不要使他們陷入緊張的情緒，成績只反映孩子是否進步並不是孩子成就的判詞，

鼓勵要真實，處罰無必要，評語要中肯又帶給孩子體諒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