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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養育知識量表 

請仔細閱讀下列問題並圈出你認為作為家長能採取的最有效的行動。每題只可選擇一個答案。 

 

1. 要確保幼兒的安全，以下哪一項家長採取的策略是最沒有效的： 

a) 確保家長隨時知道他們的子女在哪裡以及在做甚麼。 

b) 安裝一些兒童安全裝置，例如電源插座安全蓋。 

c) 向幼兒展示有哪些特定的東西是他們可以碰的，又有哪些是他們不可以碰的。 

d) 將珍貴和易碎的物品放在幼兒無法觸及的地方。 

 

2. 一個有助孩子獨立地玩耍的環境是： 

a) 有很多新奇有趣的事可以做。 

b) 家長預備數個設計好的活動。 

c) 家長花大量時間和孩子一起玩。 

d) 家長期望孩子能獨立地玩耍。 

 

3. 管教孩子時，家長應該： 

a) 對孩子不當行為的反應前後一致 

b) 確保孩子感受到少許痛楚或不舒適，好使他們謹記自己做錯了甚麼。 

c) 用堅定的語氣對孩子說話，好讓他們知道誰才是當家作主的人，以及知道家長是認真

的。 

d) 鼓勵孩子坦誠地表達他們的負面情緒或憤怒的感覺。 

 

4. 當孩子向正在忙碌的家長說話或展示一些東西時，家長最好： 

a) 說：「媽媽很忙，去問爸爸。」 

b) 叫孩子等一等。 

c) 每天花至少30分鐘與孩子進行一項由孩子選擇的活動。 

d) 給予孩子全部注意力，略略地提供他們所需的協助，並且鼓勵他們繼續做他們當下感

興趣的事。 

 

5. 養育孩子的壓力會較小如果： 

a) 父母致力於做一個比他們自己父母更好的父母。 

b) 父母預期孩子有時會違規和不聽從父母的說話。 

c) 人生有太多規矩了，讓小孩活得像個小孩就好。 

d) 父母期望孩子總是會聽從他們的說話。 

 

6.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家長，家長應該： 

a) 參加一個壓力管理或學習放鬆的課程。 

b) 將他們所有的空閒時間都用來陪伴孩子。 

c) 減少依靠或依賴朋友的幫助。 

d) 顧及自己的需要，養育孩子之餘，間中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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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個孩子都有與生俱來的脾性，其中有一部分遺傳自他們的父母。這意味著： 

a) 父母無法做任何事情去改變孩子的行為 ─ 因為子女本性如此。 

b) 父親或母親要為孩子的問題負責─ 如果他們年幼時亦有同樣問題。 

c) 如果孩子的脾性屬於難管教一類，父母的任務會較困難，但他們怎樣養育孩子也甚為

重要。 

d) 脾性並不重要，因為環境才是真正有影響力的。 

 

8. 在超級市場購物時，小光叫他媽媽買玩具給他。媽媽說下次買。他不肯，懇求她買那件玩

具。媽媽再次拒絕後，他開始哭，然後賴在地上大聲尖叫。小光媽媽做以下那一項會令

小光以後和媽媽出去購物時更大機會發脾氣？ 

a) 買那件玩具給他，並說「只此一次」。 

b) 叫他不要再吵。 

c) 完全不理會他的行為。 

d) 提醒他今天不買東西的規矩，拒絕對他的請求。 

 

9. 父親叫他的孩子關掉電視和準備洗澡。她高聲拒絕說：「不要，這些是我最喜歡的廣

告。」父親提高了聲量再次命令她做，她用手掩住耳朵。然後父親生氣了，大聲喝她，

並威脅禁止她這個星期再看電視。然後女兒雖然按指令去做，但一臉不高興。父親在這

個情景中很可能學到甚麼道理？ 

a) 電視機必然會造成與孩子的衝突。 

b) 要先呼喝和威脅孩子，他們才會合作。 

c) 如果孩子不按指令去做，他們只是在展視自己的獨立性。 

d) 不要大吵一場，讓他們繼續看電視便可。 

 

10. 一個十一歲的女孩經常對她的妹妹大聲呼喝，以此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她最有可能是從

以下哪個情況學到這種做法： 

a) 從她最喜愛的電視節目中，看到角色們互相大聲呼喝。 

b) 聽很大聲的音樂，可能因而影響她的聽覺。 

c) 當她不做家務或不聽父母指令時，她就會聽到父母大聲嚴厲地命令她。 

d) 這可能是她天性的一部分。 

 

11. 一個孩子在沙發上跳來跳去。她的媽媽想她停下來。以下哪一項方法最為有效？ 

a) 叫她停止在沙發上跳來跳去，如果她想跳就去外面跳。 

b) 說：「莎莎，不要這麼傻。」 

c) 再次跟她解釋為甚麼在沙發上跳會很危險。 

d) 叫她解釋為甚麼她想毀壞沙發。 

 

12. 一個三歲的孩子和一個兩歲的孩子玩玩具而把地方弄得一片混亂，到處都是玩具。他們

的爸爸應該採取甚麼方法最為有效？ 

a) 叫他們停止玩耍並收拾所有玩具。 

b) 因為他們把地方弄得一片混亂，所以罰他們暫時被隔離(tim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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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先安排他們進行別的活動，然後自己清理現場。 

d) 通過叫他們每人收拾一件東西，從而幫助他們開始收拾。 

 

13. 如果父母在某件事情上意見不合，對孩子最好的做法是他們： 

a) 儘量保持和睦，避免在孩子面前有任何形式的意見不合。 

b) 保持冷靜但向孩子顯示意見不合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解決的。 

c) 詢問孩子對意見不合一事有何看法。 

d) 即使很憤怒時，父母雙方也要完全告訴對方自己的想法，因為孩子要從中學習如何處

理衝突。 

 

14. 星期六早上，媽媽正在燙衣服。她的四歲兒子走過來向媽媽展示一些東西。媽媽應該如

何回應最好： 

a) 告訴他她很忙，不要打擾她。 

b) 不理會他的騷擾。 

c) 停下手上的事，給予他一些關注，然後繼續燙衣服。 

d) 告訴他她燙完衣服後再看。 

 

15. 一位父親接了兩個孩子放學，正在駕車回家的路上。他之前曾經因為孩子們在後座大聲

爭吵而分心。為了避免再發生這個問題，他怎麼做較為有效： 

a) 將收音機或CD的音量調高來蓋過後座孩子們的聲音。 

b) 準備要時常提醒他們降低聲量，因為他無法集中精神。 

c) 跟他們說說他今天的趣事，然後叫他們告訴他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 

d) 去接受載著孩子開車可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16. 經常被家長擁抱的孩子會： 

a) 變得強烈需要別人的關愛和依賴。 

b) 感到被愛、有安全感和被需要。 

c) 感到較難與家長分離。 

d) 會更有可能較早對異性產生興趣。 

 

17. 七歲的達達在媽媽講電話時，用積木砌了一幢高樓。要鼓勵這種行為，她最好如何表達

她的關注和讚許？ 

a) 說：「這看起來很有趣，你做得不錯。」 

b) 不說甚麼。稱讚孩子會令他們變得自我中心。 

c) 看著他一會兒，等他就自己的創作說一些話。 

d) 說：「謝謝你在我講電話的時候自己玩，告訴我你做了甚麼東西出來」 

 

18. 一個十歲的孩子一直難以在足球訓練時遵守規則和聽從教練的指示。他爸爸和他討論過

這件事，並想出了一個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下一次足球訓練，爸爸發現兒子既有好

好遵守規則，又有好好按他們協定的方案去做。以下哪一項是爸爸表達他深感滿意的最

好方法？ 

a) 買一件新玩具給他兒子，因為他做得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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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其他孩子面前讓兒子知道他做得有多出色和爸爸為他多麼驕傲。 

c) 當兒子望向爸爸時，給兒子一個微笑和翹起大拇指。 

d) 告訴坐在旁邊的家長自己的兒子的行為有多出色。 

 

19. 如果家長用獎勵制度，例如良好行為或者笑哈哈圖案紀錄表，來鼓勵孩子做理想的行

為，這樣做最好： 

a) 家長把貼紙配以稱讚或其他形式的正面關注。 

b) 不當的行為一定導致貼紙被除去。 

c) 一開始很少給予貼紙，待孩子學會一個新行為後，就較經常給予貼紙。 

d) 只有在孩子要求時才給予貼紙。 

 

20. 一位母親打算帶她的兩個孩子，珈珈（5歲）和方方（8歲）去她姐姐家拜訪。她希望他

們記住一些去作客的簡單規矩。她應該說甚麼才能最有效地介紹作客的規矩呢？ 

a) 「孩子們你們現在好好聽住，上次我們去到姨媽家的時候你們很頑皮，所以今天你們

要表現得最好，知道嗎？」 

b) 「今天我們去作客時，我希望你們可以記住三件事：按吩咐去做；說話要控制聲量

（不准大聲叫）；當我說是時候走了，你們就要馬上跟我走。這樣合理嗎？好，那麼你

們要記住甚麼？」 

c) 「珈珈和方方，我想告訴你們今天會發生甚麼事。我們今天將會去拜訪姨媽，我希望

你們謹記要規矩有禮。可以嗎？」 

d) 「準備好了嗎？是時候出發了。」 

 

21. 一位父親想他的孩子到飯桌來吃晚飯。他應該說甚麼？ 

a) 「你的晚飯已經準備好。」 

b) 「到晚飯時間了。請去洗手，然後過來飯桌。」 

c) 「不要再玩玩具了。到晚飯時間了。」 

d) 「為甚麼你來得這麼慢？我已經說了，你的晚飯已準備好。」 

 

22. 一位母親在下班後，從幼稚園接回她的四歲孩子，然後忙於回家煮晚飯。孩子在玩耍時

發出無聊的噪音。這位母親應該採取甚麼方法最為有效呢？ 

a) 製造出相同的噪音來令女兒明白她聽起來有多傻。 

b) 叫女兒回她房間直到晚餐準備好為止。 

c) 不理會那些噪音，並在她恰當地玩耍時稱讚她。 

d) 一邊繼續煮晚飯，一邊向孩子解釋製造這些噪音是不禮貌的，而媽媽希望她能安靜地

玩耍。 

 

23. 一個六歲的孩子不肯聽她媽媽的話去收拾玩具，而當媽媽重複一次要求後，孩子開始尖

叫和將玩具亂丟在房間各處。這位媽媽應該怎樣做？ 

a) 輕輕打她的臀部，並讓她知道今晚沒甜品吃。 

b) 自己收拾玩具，但讓孩子知道她這個星期都不可以再玩這些玩具。 

c) 給孩子一個擁抱以助她冷靜下來，然後幫她一起把玩具收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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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帶孩子去暫時隔離(time out)，等到孩子冷靜下來才讓她出來，並重申收拾玩具的指

令。 

 

24. 爸爸已經把孩子安頓好在床上；她已經去過廁所，喝了水，聽了故事，而爸爸也說了晚

安。過了一會兒，孩子走出客廳，並說：「我不睏。我想玩我的玩具。」在這個情況

下，爸爸應該採取甚麼方法最為有效呢？ 

a) 讓孩子拿玩具並晚一點睡。 

b) 提醒她睡覺的規矩，並把她帶回床上。 

c) 不理會她，繼續做自己剛才在做的事。 

d) 和她一起回到床邊，留在她身邊安撫她及幫助她靜下來入睡。 

 

25. 還有30分鐘就到晚飯時間，孩子向他媽媽要一塊曲奇餅。媽媽說：「晚飯很快就預備好

了。你要等一等。」孩子變得不高興並開始哭。媽媽再次表示「不可以」。孩子繼續

哭，又躺在地上尖叫。媽媽應該怎樣做？ 

a) 蹲下至平視孩子，並說：「寶貝，你一定很不高興。」 

b) 取得小孩的注意，叫他不要再尖叫，並提醒他基本的規矩（晚飯前不可以吃甜食）。

不理會他之後的抗議，也不給他曲奇餅。 

c) 說：「你只可以吃一塊，但不可以再要了。」然後給他一塊曲奇餅。 

d) 趁這個機會告訴孩子吃太多糖份很容易變胖、蛀牙和影響吃晚飯的胃口。 

 

26. 一個三歲的孩子在一天早上三次拉扯小貓的尾巴，家長應該對此作出甚麼反應最為有

效？ 

a) 威脅說要把小貓送回店裏。 

b) 不理會其行為，並希望小貓會教訓孩子一下。 

c) 取得孩子的注意，叫他停止拉扯小貓的尾巴，並示範如何溫柔地撫摸小貓。 

d) 向孩子解釋為何不傷害動物那麼重要。 

 

27. 一個兩歲半的孩子靠近爸爸，向他展示一幅她畫了一隻動物的圖畫。在這個情況下，這

位父親應該跟孩子說甚麼來幫助她學習新事物？ 

a) 「是的，這是一隻馬。你畫了一隻很棒的馬！」 

b) 「你可以為爸爸畫另一隻動物嗎？」 

c) 「這很像我們週末見過的那些馬。你還記得嗎？」 

d) 「真是一隻很棒的馬。馬會發出甚麼聲音呢？馬又吃甚麼呢？」 

 

28. 一個四歲兒子和弟弟玩時打了弟弟。他媽媽叫他停止打弟弟，當他還繼續打時，她帶他

去暫時隔離(time out)。在他被隔離期間，媽媽應該： 

a) 等他在抱怨中稍作停頓時，提醒他要保持安靜才能出來。 

b) 等待30秒，然後去他那裡並幫助他冷靜下來。 

c) 容許他出來並告知他今晚他不准看電視。 

d) 不理會任何抱怨，等他靜下來滿指定的時間後，才讓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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