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難難難難解解解解的的的的結結結結：：：：嚴嚴嚴嚴重重重重行行行行為為為為問問問問題題題題的的的的兩兩兩兩難難難難局局局局面面面面

臨床心理學家羅澤全

引引引引言言言言

幼兒服務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在教育及照顧方面，幼兒工作員與幼兒

保持緊密的接觸，除照顧幼兒的日常生活外，幼兒工作員亦要處理他們的行為

問題、與家長和同工協作以及確保符合與保護兒童及中心運作有關的法例要

求，在每日的工作中，幼兒工作員需要作出大小不同的決定。雖然有關幼兒教

育的研究及理論不斷發展，但在仍未能就教學模式以致處理突發情況方面達致

共識，同工需要按本身的經驗及價值觀作出判斷。面對日常工作的各項問題時，

特別是遇到一些特殊情況或兩難局面時，同工、家長和學校方面需要良好的溝

通。本文嘗試從幼兒中心的學童嚴重行為問題方面，分享面對兩難局面的經驗。

行為問題是孩童成長過程中常見的情況。在成長過程中，尤其在學前階段，

兒童的能力及身體變化都有十分迅速的發展當這些能力逐漸增加，兒童需要學

習控制自己的行為，但如果控制能力因先天或環境因素未能配合兒童能力發展

的速度，便會形成棘手的行為問題。兒童在成長生活環境中不斷接受外來訊息，

行為亦會逐漸受到環境的刺激所制約。現今科技資訊發達，學童在自我控制能

力方面會受到更大的考驗，尤其是外向及活躍或受弱能及發展問題影響的學

童，會更難控制自己的行為及情緒。

行為問題引起的兩難局面，使人在處理有關問題時難以兼顧不同人士的利

益，受影響的人士包括當事人學童、其他同輩、家長、同輩的家長、工作員及

校方等。如這些人在處理問題時有利益衝突，任何決定都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

兩難局面由此而生。從當事人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行為雖然對其他人構成威

脅，但他仍有接受教育及獲得照顧的基本權利，校方需要按學童的特性及能力

提供適當的訓練。而當他在適應羣體生活遇到困難，校方亦有責任調整課程內

容及學習環境，以便協助他適應。學童的個人限制不屬他的控制範圍，故無需

承擔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的全部責任，但另一方面，他的問題會對其他同輩構成

威脅，破壞羣體生活的和諧和減低學習成效，令其他學童的個人權益 ──理想

及安全的學習環境無法得到保障。現試從一宗真實個案加以討論。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背背背背景景景景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學童在兩歲四個月時在體能及智力測驗中心被醫生診斷為發展遲緩，評估報

告中亦提及學童脾氣暴躁。當時智齡評估為約 21 個月，語言能力約在週歲範圍。

學童於兩歲九個月時開始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個別訓練及語言治療，三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兩難局面－嚴重行為問題的處理 第1頁



 

   

 

 

 

 

  

 

 

 

 

 

 

 

歲時入讀幼稚園普通班，在校內經常有侵略表現及滋擾行為，校長及老師懷疑

他有過度活躍症傾向，學童後來經校方安排轉介往兒童精神科門診接受治療。

他在三歲九個月時被醫生診斷患有自閉症。

學童為一個核心家庭的獨生子。學童的祖父母及叔父居於接連單位，童父於

內地設廠，家庭成員經常往返中港兩地，家庭經濟環境穩定。學童外祖母會經

常到訪及出席中心訓練，但學童的不同照顧者在教養方式上差別很大：童母傾

向以屈就方式照顧，而童父則較為嚴厲；童母的生活壓力很高，不但會為學童

在校內的侵略表現以及家中的反抗及情緒失控表現而感到煩惱，而且頗擔心孩

子升學及行為問題。

行行行行為為為為觀觀觀觀察察察察

學童在訓練中心的表現理想，能遵守規則及投入學習活動。他很留意訓練員

的指示及作出積極回應，也能理解基本指示。遇到困難時，他亦能在鼓勵下繼

續嘗試，與訓練員保持良好的目光接觸，在訓練時段及親子活動時間內，學童

與訓練員和父母都保持和諧的關係，經常流露歡愉的表情。他在訓練過程的模

仿能力良好，但說話時有明顯發音及咬字問題，而且未能說出完整句子，童父

從旁留心觀察了孩子的表現，間中給予適當的鼓勵及提示。當遇到不如意的情

況時，學童會把說話的聲量提高，不過沒有發脾氣，只有在離開中心時才會對

返校上課有所抗拒。

他在校內的表現與訓練中心時有顯著的分別。他在校內有頗多滋擾及破壞行

為，如經常在課室內遊蕩或亂跑、爬上桌面、大叫、抗拒老師的指示及勸止、

發洩情緒或大發脾氣、拋擲物件、在洗手間以及大肌活動時無故推撞別人等。

此外，他間中會有一些異常行為，如重複把工作紙放在筆盒上、眼望向下轉圈、

在午睡時間不斷將同學的被袋由衣櫃內搬出來等。

與與與與家家家家長長長長進進進進行行行行的的的的面面面面談談談談

學童父母均一同出席多次的面談。童父的談吐與商人的工作角色一致，能清

楚表達個人想法，且對討論的話題有適當的回應。他對學童的情況持積極態度，

思考及表達能力強，亦願意與專業人士合作。雖然他對學童的訓練情況理解不

足，對學童的進展卻有正確了解。他在面談過程中作主導，而童母則較少表達

個人意見。面談主要環繞學童在校內的表現及家校合作的問題，在描述與學校

職員交往的過程中，學童父母表達頗多不滿的情緒，他們曾懷疑學童遭受同輩

欺凌及老師體罰，並曾為此與校方交涉，但最後決定不作追究。他們多次表達

轉校的打算。

在教養方面，學童父母對學童的表現感到困擾及無奈。童母坦白承認對孩子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兩難局面－嚴重行為問題的處理 第2頁



 

   

 

 

 

 

 

 

  

 

 

  

 

的行為問題採取 逃 避及放棄態度，當學童在家中發脾氣時，她會將自己隔離在

房間直 至孩子冷 靜為止。學童父母承認孩子的行為難於處理，但傾向認為孩子

的脾氣是與生俱來，童母憶述自己童年時也察覺本身的情緒不太穩定。此外，

他們也關注孩子的特殊興 趣，發現學童喜 愛 玩無線 電話和留心聽成人的歌 曲 節

目，反而對一般 玩 具 缺 乏 興 趣。他們留意到孩子對聲音較為敏感，在嘈 吵的環

境下情緒會較為失控。雖然家人偏向縱容及屈就，但不同意家庭環境為導致學

童問題的主因。

學學學學童童童童發發發發展展展展情情情情況況況況

三歲至三歲半

學童在這階段的發展速度較前有加快 趨 勢，在行為控制及語言表達方面有很

大進展，開始能夠模仿詞語甚 至 短句。除語言及社交外，學童的整體發展遲緩

約半 年，語言表達能力落後在歲半 至兩歲範圍，未能掌 握 短句表達。在校內表

現方面，他大致能跟從常規及沒有滋擾的表現，能透過模仿老師及同輩學習唱

遊的動作，他在大組活動時能安坐約十分鐘，其後便開始坐 立不定，偶 爾會模

仿其他同學無意識地觸碰在旁的同學，招致其他人的投訴，需要老師用提問引

導他重新投入課堂活動。他在家中也會間中發脾氣和有抗拒的表現，但情況並

不嚴重。

三歲半 至四歲

學童的整體發展與同齡兒童差距較前為大。在語言方面，他開始能夠以短句

表達自己的需要，但說話內容仍欠 缺 社交溝通的功能。他在校內及家中仍有情

緒不穩及侵略性的表現，隨 着肌能的發展，他對其他同輩的「 殺 傷力」也有所

增加。在觀察他的日常生活，學童的照顧者發現他的情緒表現與環境刺激有密

切關係，特別是嘈 雜的環境下，他會離羣及情緒不穩。

四歲至四歲半

學童在這期間的表現頗不穩定，明顯的進步是社交的主動性及語言表達的能

力，整體發展落後約九個月，而語言及社交能力則接近三歲水 平，能夠說出完

整的句子。不過，他的自我控制能力仍然頗弱，危 險動作隨 着身體長大而增加，

對同輩及照顧者帶來更大的威脅。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他的表現會較為失控，

發脾氣時說話也開始夾 雜成人的粗 俗話，相 信是學童於假日與親人接觸時模仿

的。在大部分情況下，他的侵略行為均與抗拒約束有關，特別會受到照顧者以

說話訓示及身體約束時觸發。除侵略行為外，學童亦開始以簡單的說話反駁，

說話內容與卡通片 集情節 類 似。

整體而言，在過去一年 半期間，除社交及溝通能力受自閉症狀影響外，學童

在其他發展範疇方面都有穩定的進展。由於照顧者未能有效訓練他的自我控制

能力以及控制他的行為表現，學童的行為問題不斷惡化，妨 礙他融入羣體生活

及投入課堂活動，形成惡性循環。此外，學童亦不斷積累 挫 敗及沮 喪的情緒，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兩難局面－嚴重行為問題的處理 第3頁



 

   

  

 

 

  

 

 

 

 

 

  

  

  

  

 

 

 

 

  

 

很容易受環境因素影響，例如身體不適、生活環境轉變或嚴厲語氣的說話會觸

發他的情緒，而侵略行為便是他發洩情緒的直接途 徑。

行行行行為為為為評評評評估估估估與與與與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從學童不同照顧者填 寫的行為量表分析，學童在溝通、社交、行為表現及感

知反應方面均有自閉傾向的表現，較多的症狀表現包括不善表情、重複說話、

離羣獨處、玩法不當、未能安頓、抗拒改變、有侵略行為和尋 找自我刺激。身

體感知異常反應方面，根 據 綜合問卷及行為觀察的結果，學童的行為模式表現

屬於中等程度的自閉症，與兒童精神科醫生的診斷一致。由於受到症狀的影響，

學童在語言及社交方面都有明顯的障礙。在溝通能力不足情況下，學童未能有

效表達個人的需要，因而有頗大的挫 敗感及焦 慮情緒，而他對中心的規則的認

識也很模糊。從他的成長環境分析，學童的生活環境有欠穩定，三歲前轉校頻

密，加上照顧者採取了不同教育方式，這些因素會使學童更難學習遵守常規以

及掌 握自我控制的能力。

綜合學童在不同環境的表現分析，在設有清晰規範及教學程序的個別訓練環

境下，他的表現理想。相對而言，他在羣體生活的表現頗不穩定，學校環境的

刺激及羣體生活的要求過於他所能應付的，使他漸漸對學校環境抗拒，其侵略

行為會按個人活躍的特質及自我保護的功能而不斷增強，形成惡性循環。由於

情緒失控及表達能力欠 佳，如照顧者人手不足，學童的行為將很難處理。

介介介介入入入入策策策策略略略略

幼稚園在處理嚴重行為問題時，曾採用以下介入措 施，其中包括： 

﹒ 以堅持但非嚴厲的手法執行紀 律 

﹒ 安排行為表現好及社交能力高的同輩作伴，向他示範正確的行為 

﹒ 向學童簡單講解他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 

﹒ 學童情緒不穩時，讓他獨自坐在一角進行靜態活動

就處理一般的行為問題而言，以上措 施應可發揮一定的效用。不過，學童在

自閉症狀影響下，較難理解別人的感受以及明白所講解有關自己行為所造成的

後果，因此需要更多環境提示作為協助，讓他了解程序的變化及各項活動的要

求。此外，由於學童的情緒變化亦頗受環境影響，在介入時需要清楚有關的前

因後果，以便透過控制環境減少學童情緒的波動。有見及此，現建 議中心採取

以下措 施： 

﹒ 在中心活動範圍提供視 覺提示的標 記，在活動程序轉變時播放兒歌或音

樂作為提示 

﹒ 紀 錄行為的前因後果，尋 找引發行為的事件或目的 

﹒ 在課程內容、日程編排或教學環境方面作出彈性處理及修 改，以配合學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兩難局面－嚴重行為問題的處理 第4頁



 

   

 

 

 

 

 

 

 

 

 

 

 

  

 

 

 

童的學習需要。若學童的能力未能應付課堂的活動，應安排其他適合的

活動代 替。應預先編 訂有關日程的修 改，減少臨時改變帶來的混亂 

﹒ 編排座位時，為學童安排較為寧 靜的位置，減少學童受到過多聲音的刺

激 

﹒ 改 善課室的空間結構，就不同活動設定清晰的範圍或提示，讓學童易於

掌 握活動的內容

除以上校內措 施外，中心職員亦應與家長保持聯 繫以加強彼此的默 契及協

作，減少因學校及家庭環境差異所引致的問題，並合作推行處理行為表現的措

施。為釋除家長對學童的行為表現的疑問，中心安排家長觀課，讓他們了解學

童的實際表現。中心亦邀 請家長出席個案會議，安排臨床心理學家從專業角度

講解學童問題的成因，並提供參考資料，協助家長及中心職員了解學童的能力

及行為特性，同時又鼓勵家長就學童在校內的行為問題諮 詢兒童精神科門診醫

生。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進進進進展展展展

幼稚園的職員在過去 半 年內積極推行了上述措 施，但發現學童的情況仍頗為

反覆。隨 着他身體漸長，其侵略行為對同輩所構成的威脅亦不斷增加，明顯影

響到其他同學的學習生活。同輩的恐 懼反應，亦使學童的侵略行為變本加厲。

中心職員意識到學童的行為問題已 超 越中心能夠解決的範圍。在事先知會家長

的情況下，學童曾在校內受隔離及接受單對單的照顧及看管，但進展仍然有欠

理想。與此同時，學童開始抗拒中心環境及學習模式。每當環境刺激增加以及

被要求參與學習活動，他會離羣甚 至離開課室。中心職員嘗試引導他返回課堂

活動時，他便以侵略行為加以抗拒，最後更形成一種 慣性的行為模式，當有少

許不滿以及轉換活動期間，他也會在無明顯原因的情況下推倒或滋擾其他人。

由於學童的行為問題持續為同輩及工作員帶來威脅，校方遂 請家長安排學童退

學、協助學童轉校或建 議學童接受其他服務。

綜合個案的發展情況，學童在校內及家庭接受的訓練，未能有效協助他培養

學習興 趣及遵守常規的能力，加上他的整體發展遲緩和有自閉傾向，未能以適

當方式表達情緒及與人交往。學習興 趣及社交技巧不足，使他難以融入幼稚園

或幼兒中心的羣體生活。考慮到學童在校內持續有嚴重的行為問題以及對他整

體發展的影響，我們已在家長同意下轉介學童輪 候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這除

可以防止學童行為問題惡化和對同輩構成威脅外，亦可減少父母所承受的壓力。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從以上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心在處理嚴重行為問題上面對兩難的局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心理服務 兩難局面－嚴重行為問題的處理 第5頁



 

   

  

 

 

             

          

      

              

 

 

 

 

面，在權衡學童及其同輩的利益時，中心需要清晰的步 驟，由中心推行各種介

入措 施開始、最後與家長達成共識，以致把學童轉介到其他更適合的學習環境

方面，同工均需要考慮各種因素及各方要求。幼稚園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一

方面需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童發展，但同時需要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以及考慮

機構的聲譽、員工的身心健 康及工作壓力等，力求平 衡。透過專業人士介入並

以中立的角色協助家校雙方達成共識，可減低因溝通及利益引致的衝突，而在

學童發展的大前題下，提供不同的介入方案及處理手法，增加彼此的了解，以

及訂 立共同目標，化解兩難的局面。盼望透過個案分享，協助大家處理日後學

童的嚴重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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