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寂寂寂寂寞寞寞寞難難難難耐耐耐耐：：：：如如如如何何何何處處處處理理理理引引引引人人人人注注注注意意意意的的的的行行行行為為為為

臨床心理學家蘇漢基

引引引引言言言言

「這個孩子最是胡鬧，每時每刻都會製造麻煩引人注意 ……」

這類投訴讀者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有些孩子習慣以行為問題

來吸引社羣注意（ social attention），在智障孩子的羣體中這情況特別

常見。現代社會以核心家庭為主，多數父母選擇只生養一至兩名孩

子。正所謂「物以罕為貴」，小孩子自然便當上家庭舞台的主角，成

為大人的焦點。在入學之前，儘管孩子經常出現引人注意的行為，這

也不是甚麼大問題，父母充其量是投訴孩子「黐身」或「八卦」。但

是當孩子入學之後，由於學校生活以羣體活動為基礎，老師無法為孩

子提供像父母般的個別注意，這類愛受人注意的孩子的需要便難以得

到滿足。在此情況下，正常健康的發展是孩子漸漸去學習以好行為或

好學術表現來贏取大人的讚賞及關注。可是，如果孩子缺乏表現好行

為的能力，例如自制力弱、語言發展遲緩或智能問題等等，他們便可

能出現偏差的發展，藉製造行為問題來使自己「脫穎而出」，即使得

到的注意是負面的責罵或懲罰也在所不計。

對幼兒工作員來說，這類引人注意的行為問題的確是十分棘手。

首先，工作員不可能像父母般提供大量注意來滿足孩子；另外，在處

理問題時工作員難免要面對一個兩難局面：他們若是對孩子的行為問

題作出反應，孩子的行為問題便會因大人的反應及注意而得到強化

（ reinforced）； 但 若 然 工 作 員 對 孩 子 的 問 題 置 諸 不 理 （ 即 忽 視 

ignore），孩子很可能會把行為問題升級。當行為達至強烈程度，工作

員便不得不處理問題及對孩子作出更大的反應。結果，行為問題會受

到更強的強化。如何處理是好呢？請看以下個案。

背背背背景景景景

瑤瑤接受諮詢服務時 5 歲 10 個月大，在一所兼收幼兒中心讀書。

她的父親任職攝影助理，母親為家庭主婦，有一位年約 3 歲的弟弟。

瑤瑤 8 個月大時被衞生署兒童體智能測驗中心診斷為唐氏綜合症及

發展遲緩（ Down’s Syndrome, borderl ine delay）。瑤瑤是意外懷孕所

生的，雙親在她出生前只是共賦同居，到後來才註冊結婚。瑤瑤的父

母因為沒有心理準備接受孩子的弱能情況，在孩子初生兩年把她留在



 

 

 

 

 

 

 

 

 

 

 

兒童院寄養，直至近 3 歲時外婆才把瑤瑤接回自己的家中居住，並入

讀附近的兼收幼兒中心。由於父母住得甚遠，瑤瑤只有在週末才由父

母接回家中與家人相聚。

轉轉轉轉介介介介問問問問題題題題

瑤瑤在兼收工作員吳老師的眼中，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小女

孩：

「瑤瑤入讀本中心已經三年了，她活潑可愛，平日行為表現尚算叫人

滿意。可是每次我要帶她去接受個別訓練時，她總會使小性子跟我對

抗。當我走到她身旁請她跟我到個別訓練室去，她先會別過頭來，若

無其事的繼續玩玩具或身上的衣鈕。我會嘗試慢慢地跟她講道理，重

覆離開的要求，可是她往往不會合作，更會放聲抗議。若我繼續堅持，

她便會連珠炮發罵我『衰人』、『死人』、『憎死你』或『唔睬你』等。

為了不讓瑤瑤得逞，我會堅持要求，不斷好言相勸，耐心地向她解釋

若她想玩玩具，便先要上課，待下課後才可繼續。可是，瑤瑤總是非

常固執，不肯就範。擾攘一番以後，我惟有提高聲線嚴肅地教訓她一

頓；同時，我又會拿出小食誘導她跟我合作。軟硬兼施下，瑤瑤最終

也會跟我去上課。不過，我覺得這樣處理並非長遠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以想聽聽你的意見。」

評評評評估估估估

聽過吳老師的描述後，一個「扭計」小朋友的形象浮現在我的腦

海中，我也彷彿聽到孩子大叫大嚷的聲音。瑤瑤為什麼會如此任性

呢？雖然資料未足夠作全面深入的分析，但我相信這並非抗拒上課般

簡單。

「吳老師，你記不記得瑤瑤曾否試過抗拒到底，而最後都沒有跟

你到個別訓練室上課？」我問道，同時翻閱老師預備的轉介資料表。

「瑤瑤雖然是中心的舊生，但我在本學期才開始接手負責她的訓

練。去年瑤瑤由陳老師負責，我曾向陳老師查問瑤瑤以往的表現。她

說瑤瑤喜歡在跟大人爭拗，到個別訓練室前必定擾攘一番，但到達後

她便會乖乖地投入活動。我的經驗跟陳老師的一樣，只要能把瑤瑤帶

離課室，她便會平靜下來，並有講有笑地讓我拖着到別處去。然而瑤

瑤的情況確是較去年差得多了，陳老師最近也目睹過瑤瑤發脾氣，她

亦同意孩子在本學年變得十分『扭計』。」吳老師一再重申她對孩子



 

 

 

 

 

 

 

 

 

 

 

 

 

 

 

行為的憂慮，惟恐我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

吳老師的答案反映瑤瑤實際上並不抗拒個別輔導課，這是一個好

消息。在進一步提問前，我先回應老師的疑慮。於是我放下文件，抬

頭道：「瑤瑤的問題令你很苦惱吧？」

吳老師隨即答道：「是啊！每次我要到課室帶瑤瑤離開時，我便

得作心理準備花時間跟她沒完沒了地糾纏一番。瑤瑤聲音大，性格又

倔強。一旦使性子，頓時便成為課室的焦點，其他孩子亦隨之起哄，

有時甚至令班老師要中止授課，協助我來維持秩序，我實在覺得很過

意不去。另外，我也覺得自我接手負責訓練以來，瑤瑤的行為問題似

乎日益加劇，她的操行亦明顯退步了。」吳老師說罷便沉默下來。

面對孩子的問題，吳老師似乎感到十分內疚，認為問題是自己管

教不善所致。「瑤瑤的問題似乎很不簡單，實在不易處理，讓我們一

起想想辦法吧！」我稍稍安慰吳老師，隨即便請她帶我到課室進行課

堂觀察。

課課課課堂堂堂堂觀觀觀觀察察察察

我和吳老師走到瑤瑤的課室。課室位於走廊盡頭，那裏一邊放置

著一排及腰的矮櫃把課室和走廊分隔開來，另一邊有幾扇通往其他房

間的門。我踏入課室的範圍時，班房正進行分組活動，我看見有些孩

子在老師帶領下安靜地上課，有些正興高采烈地玩玩具，有些則埋首

做堂課。就在我飛快地掃視課室一輪之後，一位小女孩突然在我面前

出現。她臉上架著一副款式趣緻的黑色粗框眼鏡，鏡片背後閃動着一

雙水汪汪的眼睛。她頭上有一對「牛角辮」，由數條色彩繽紛的橡皮

圈束着。仔細再看，我又發現她後面留有一條長及半背的幼髮束，整

體打扮看得出是經過大人用心的配襯。小女孩手執鉛筆，矮小的身驅

微微幌動。然後，她徐徐抬起頭來向我仰望，問道：「你是誰？」

由於孩子外貌有唐氏綜合症的特徵，我猜她便是我要觀察的目標

瑤瑤。吳老師的回應肯定了我的推測：「瑤瑤，這位是蘇先生，快來

跟人說聲早晨！」

「早晨蘇先生！」小女孩響亮的聲音傳遍課室，十數雙小眼睛霎

時好奇地向我們瞧過來。我垂下頭來，輕聲跟瑤瑤說聲早晨。



 

 

 

 

 

 

 

 

 

 

 

 

 

 

為避免孩子得到太多注意而分心，以致妨礙她的課堂活動，我隨

即把目光從瑤瑤的身上移離，抬頭望向遠處，假裝觀察課室的環境。

但事實上，我的眼角一直緊盯着瑤瑤，小心地留意她的一舉一動。瑤

瑤見我沒再理會她，便轉過頭來向吳老師問道：「他是誰？他來做什

麼呀？」

吳老師彎下腰回答瑤瑤說：「蘇先生是社署的心理學家，今天專

誠來到中心探訪小朋友。他和我一同來課室看看孩子們有沒有乖乖地

上課，又看看你們各種的活動情況，還有 ……唔，妳令天有沒有守規

舉，聽老師的話呢？」聽着她們對話的同時，我發現身前不遠處有一

個座位空着，前面的桌子攤放着未完成的功課簿，旁邊則有數名孩子

努力地抄寫堂課。

我挪動手肘輕輕觸碰吳老師，示意她中止跟瑤瑤說話，以及把目

光移往別處。吳老師隨之會意，指示孩子返回座位做功課，然後和我

並排站在矮櫃後，佯裝觀察課室其他學童。我在吳老師耳邊輕聲說：

「不要再給孩子注意，讓我們看看她會怎麼樣。」

不出所料，瑤瑤並沒有聽從指示返回座位，繼續纏着老師問這問

那。吳老師依我的吩咐保持沉默，不為所動，沒有再望向她。瑤瑤嘗

試轉移目標吸引我的注意，但我亦對她的擾攘置若罔聞。不消一刻她

便靜下來，一雙小手無聊地揮動着鉛筆，從她的表情看來她感到十分

沒趣。

過了一會，瑤瑤終於轉身離開，可是她並不是返回坐位，反而走

到走廊盡頭，漫無目的地徘徊，期間不時回望吳老師和我。吳老師本

想動身處理，但我示意她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瑤瑤見我們無動於衷，於是便把行動升級。她在地上躺下來，同

時扯下身上的衣飾把玩。吳老師面露憂色，但因為孩子的行為並不導

致任何人身危險，我請她按捺憂慮的心情繼續觀察。我們仍然不給學

童任何直接的注視和反應。

數分鐘後，衣履不整的瑤瑤放下手上的衣飾注視我們數秒，然後

突然站起來，箭步繞過課室門口，再走到我們身後，推門進入後面的

房間。吳老師神色惶恐，急步追上，尖聲叫道：「她不能到那裏去啊，

那邊是廚房！」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及及及及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讀到這裏，也許讀者的心中都會閃起這個疑問：「老師應否出手

制止瑤瑤呢？」從瑤瑤的表現可見，她很喜歡吸引大人的注意，相信

這很大機會是行為問題背後的動機。瑤瑤非常留意身邊的大人，當我

和吳老師出現時，她第一時間放下手上的功課出來迎接我們，熱情地

和我們打招呼，並且千方百計跟我們東拉西扯。當我們故意忽視她

時，瑤瑤便變得不耐煩，開始逐步發動她的攻勢來吸引我們的注意。

她的第一步行動是走到走廊盡頭撒野，試圖令我們注意和回應。當我

們繼續忽視她，她便把行動推至第二級，躺在地上扯下衣飾。可是，

我們仍不為所動，瑤瑤於是便把行動升至第三級，一個箭步衝入廚

房。在瑤瑤行動的初期，我選擇以「忽視（ ignore）」手法來應付孩子

的問題。我制止老師回應瑤瑤，是為了不讓孩子得到任何注意，以免

她藉此得到滿足，令行為問題受到強化。可是，瑤瑤並未因而收手，

最後還衝入廚房。由於廚房是危險的地方，我們不得不動手制止孩

子，把她從廚房拉出來。但這樣瑤瑤勢必會得到我們的注意，這豈不

是會前功盡廢嗎？我的答案是：「不！」

我們雖然無法選擇繼續忽視瑤瑤，但我們可以選選選選擇擇擇擇在在在在動動動動手手手手制制制制止止止止時時時時

把把把把反反反反應應應應減減減減至至至至最最最最少少少少，避免給孩子不必要的注意。我按着焦急的吳老師，

告訴她說：「保持沉默，靜靜地行到瑤瑤的身後，避免跟她有眼神接

觸或和她說話，只要從後把瑤瑤抱回課室的座位中，然後簡明地要求

她做堂課。當她開始平靜做堂課時，妳便從她身後走到她面前，正視

着她並給她讚賞，引導她繼續做功課。」

我對吳老師的建議，是根據分層強化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的原則（ Emerson, 1995）。忽視（ ignore）是分層強化的極端例子，

但是當我們不可能完全抽起給孩子的注意時，我們其實可以考慮在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的的的的情情情情況況況況下給予孩子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程程程程度度度度的注意，這便是分層強化。從脾性分析

來看，瑤瑤屬 樂羣主動一類，她的行為問題相信是因為受到大人注意

而強化和持續。瑤瑤的行為十分滋擾，使工作員不得不注意及加以處

理。但假如工作員沒有刻意調 節注意及反應的程度，以致學童在表現

行為問題時獲得比平日 (即沒有行為問題的時候 )更多的注意，那麼孩

子從日常經驗中便漸漸會學習到以行為問題來獲取大人的注意了。所

以，當工作員遇上一些不能以「忽視」策 略處理的緊急情況時，必須

保持冷靜，在處理行為問題時給學童最少的反應（請注意，是是是是最最最最少少少少而而而而

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完完完完全全全全忽忽忽忽視視視視），引導學童投入正面行為，一旦學童恢 復合作，工作

員便把握時機加強反應，對學童投以嘉許的目光、歡愉的表情，並以



 

 

  

  

 

 

 

 

 

柔和聲線跟學童說話。以瑤瑤的例子來說，我希望工作員能做到孩子

在廚房時只會得到極少的反應，但當她被帶回到自己的座位時，她才

會得到工作員最多的反應及讚賞，藉以營造強烈的對比，從而加深孩

子的體會，增強學習成效。

就瑤瑤這個例子而言，其實我們大可以在行為問題未開始惡化

前，運用分層強化的原則及方法防止問題升級。但因為我希望清 楚 評

估行為問題的演變過程，所以我等待至問題後期才讓工作員介入處

理。在現實情況中，工作員應該以盡早介入為處理原則，即所謂「病

向淺中醫」的道理。我們若能防止行為問題惡化，既可避免孩子學習

以激烈手法表達自己的需要，同時亦能減 低處理行為時的難度。以瑤

瑤的個案為例，在走廊盡頭處理瑤瑤之行為問題較在廚房處理較為合

適，除了因為危險較少以外，大人在行為未升級前亦會較易控制自己

的情緒，而保持穩定冷靜的情緒是管教的必要條件（ Dinkmeyer & 

McKay, 1995）。

其實，預防往往勝於治 療，防 患未然永遠是應付行為問題的最佳

方法（ Emerson, 1995）。鑒於瑤瑤愛吸引大人注意的性格，我建議工

作員及其他老師在日常生活中要把握機會，在瑤瑤未出現行為問題前

多給她注意，讓孩子的需要得到滿足。若我有機會再入課室觀察的

話，我會先走向瑤瑤的座位跟她打招呼，並刻意讚賞她安坐及專心做

功課等好行為，避免她藉離位來獲取我的注意。平日上課時，工作員

及班老師可多遠望孩子，以眼神及手勢（如：豎起拇指）來肯定學童

安坐的行為。在經過學童身邊的時候，即使不跟學童對話，亦可輕拍

她的背脊或頭髮來表達關注。這樣，孩子的需要便可從適當的渠道得

到滿足，從而減 低行為問題出現的可能性。

後後後後記記記記

我認為理想的管教並沒有特定的模式，關鍵在於大大大大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管管管管教教教教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可可可可配配配配合合合合到到到到孩孩孩孩子子子子的的的的特特特特性性性性。須 知道人是主觀的感情動物，我們往往不

自覺地受孩子的外貌及個性影響，形成對孩子的觀感印象，繼而影響

所選用的管教方式。讀者試想想，瑤瑤為什麼能成功獲取大人的注意

呢？瑤瑤非常可愛的形象給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她熱情的舉止加上趣

緻的打扮，我相信任何人都難以抗拒讓她接近。我推測由於她長期輕

易地經歷到大人的疼愛及關注，她有意或無意地便學習到怎樣發揮她

的有利條件去吸引大人注意。假如瑤瑤只有一張平凡的面孔，甚或是

一副不可愛的面容，當她離位引人注意時，大人會否容許她有機會使



 

 

 

        

       

  

 

     

 

 

 

性子撒嬌呢？我想不會，大人很可能早已以嚴肅冷 漠的反應去處理她

的問題，而不會讓問題有機會惡化至如斯地步了。由此可見，施行管

教時我們不單需要懂得分析孩子的行為，也需要明白自己的態度，如

此才可以全面地掌 握問題核心，設計合適的處理方法。故此，管教實

在是一項需要高度「知己知 彼」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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