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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1.學習動機是什麼?孩子失去學習動機原因

2.運用生活例子，讓家長提升孩子學習動機方法

3.介紹不同學習方法及記憶法幫助孩子溫習

4.運用生活例子，讓家長教導孩子時間管理方法



孩子天生本是一個優秀學習者



想想孩子在嬰兒期

肚餓 自行吸吮飲奶

生病 不舒服會大哭

令自己舒服 你抱他，他會笑想繼續給人抱

沒有教孩子，他們天生已自己主動去學習知識



想想孩子在幼童期

每件事對孩子都充滿好奇，孩子會周圍摸，周圍問，問到你有時不知怎回應。

探索 歡樂、成功 再探索學習方程式(一)

學習

學習方程式(二) 自尊、自我價值

動機



誰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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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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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時落堂呀?
好悶呀!

都晤知講咩，
訓陣好過

都無野做，搵
D野攪下先

老師，我識呀，
我試下答呀！



1. 為何孩子變成這樣?

2. 為何欠缺學習動機及學習技巧?不想溫書，不想讀
書……

3. 我要陪孩子陪讀書到什麼時候?

4. 想和孩子一起改變現況嗎?

家長反思



什麼是學習動機?

提供外在動機，引發內在動機



孩子失去學習動機原因

課程和學習
的內容設計

學習的環境

老師的教導
方法 孩子的知識基礎

同學的影響 家長的管教態度

學習的動機

孩子心理



提升學習動機方法
DOS & DON’TS



孩子的心理 孩子的表現 父母的感受

• 對功課缺乏興趣
• 對自己缺乏信心
• 怕自己不能完成功課
• 不了解正確讀書方法
• 父母不正確態度指導方法

不願意做功課、溫習 • 對孩子感到失望
• 覺得孩子懶惰，不知自愛

• 批評孩子
• 怒罵孩子
• 迫孩子去做功課及溫習

家長反應



家長預習



我最憎做數學，真係好難做

A. 吓，甘簡單都晤識架，甘蠢架

B. 你有無聽書架? 老師無教你咩?

C. 等我睇過，咦，其實你做得晤錯喎，你睇下呢幾
題都做岩，呢兩題只係錯左少少，你睇清楚個題
目先，再諗下先，如果真係諗晤到先再搵我喇！



唉，做完功課又要溫習，真討厭

A. 吓，再晤溫習，邊夠時間溫

B. 晤好話你懶，晤想溫就真啦

C. 媽媽知你攰，你抖陣先溫喇



我溫極都晤合格喇，溫來有咩用?

A. 甘係你晤勤力溫啫，你日溫夜溫，就晤會甘差喇

B. 你晤讀書，第時就揸兜，乞米喇，仲晤快D溫

C. 晤使驚，只要你用心溫書，媽媽信你會進步，只要你
有溫習，媽媽已經好欣賞你肯付出。



家長實戰



情景(一)
問功課1.0



媽咪，我晤識作文呀！

吓！做左甘耐，甘蠢架。連一隻字都寫晤
出，我睇死你都係無創作天份架喇！你究
竟上堂有無聽書架?有無用心上堂架。仲使
問，你肯定遊魂喇！



忌人身攻擊、表現不耐煩



• 家長常犯錯誤是當教導孩子做功課時，失去耐性，一時衝口而出，說「你豬甘蠢」、「無鬼
用」、「無得救」等含有人身攻擊的批評，結果孩子自信一點一滴給家長罵走，做了一個自以
為無用的人。

人身攻擊

表現不耐煩

• 家長可能因孩子問功課而阻礙自己的事情，就會表現不耐煩。家長可先向孩子說會做完事情
後，才指導孩子，讓孩子學懂等待。

• 家長亦可向孩子先想不明白地方是什麼?是不明白題目問什麼，是不懂寫出來，是想不到內容，
讓孩子學習嘗試具體表達問題。家長切記表現不耐煩態度，同樣會磨滅孩子做功課士氣。



媽咪，我晤識作文呀！

你試下諗下先，如果遇到呢D題目甘既情景，你
會覺得開心定傷心? 你去公園會見到什麼呀?......



反省自己、分享感受



• 孩子不懂作文，未必是孩子語文能力不足，可能是欠缺生活體驗，所以不懂與人分享感受。家
長反省是否很少帶孩子上街，缺乏寫作題材? 多帶孩子上街協助他增廣見聞，擴闊生活圈子，
開啟他的創作靈感。

反省自己

分享感受

• 引導孩子說出所思所想，例如：「什麼事情令你開心」、 「什麼事情令你難忘」等問題，都可
以誘發他們創作意欲。家長可先說出自己生活經驗，主動和孩子分享內心世界，都可以打開孩
子心窗，使他們坦白寫出自己的感受。



情景(二)
問功課2.0



媽咪，呢題數點做呀?

教極你都晤識，你真係無用，救你都嘥醫
藥費，唉…我話個答案俾你聽喇!



忌乘機放棄



乘機放棄

• 家長失去耐性，就會把答案說出來，等如放棄教導孩子責任。同時，孩子不用努力卻又可以完
成功課。以後，他會自願成為一個「蠢材」，因為家長在旁，便不用「腦」力，答案也會自動
送上門。



媽咪，呢題數點做呀?

你諗多一陣，我去完廁所返來再教下你，
之後一齊睇下本書搵晤搵到答案。



冷靜自己，著重鼓勵



• 教導孩子做功課，不管如何勞氣，家長都不可露出不耐煩樣子。發現自己快要發脾氣時，可以
先離開，喝一杯水、去洗手間或深呼吸，令自己心情平靜，然後才回到孩子身邊再教導。

冷靜自己

著重鼓勵

• 鼓勵是教導孩子的靈藥。家長在適當時候，可以向孩子具體說「你進步了」，這題數比上次計
快了，這個寫靚左等說話鼓勵孩子。這樣，孩子做功課的整個過程，將會變得順利。



情景(三)
孩子寫字不工整



孩子正在寫生字

錯呀，錯呀，你呢個字少左一點，個個字
又寫得好肉酸，快d擦左佢。你寫到似咩野、
寫到離行離捺。



忌無形之手、欠量化建議



• 家長緊張孩子功課是無可厚非，可是緊張過度，就會越幫越忙。家長坐在孩子身旁，金晴火眼
看著孩子寫每一筆每一字，更即時糾正他的錯誤。這樣，孩子覺得你在替他做功課，是一隻無
形的手，功課做得好不好，和孩子沒有關係。

無形之手

欠缺量化的建議

• 家長向孩子說「你寫到似咩野」、「寫到離行離捺」，孩子都不明白意思，孩子覺得無所適從。



先了解孩子情況，善用工具



善用工具，具體建議

• 家長可利用字型尺、COPYBOOK幫助孩子練習寫字。家長宜示範怎樣寫字工整及合乎標準。

了解孩子情況

• 先了解孩子小肌肉發展、空間感是否有能力做到。硬件上椅子的高度、桌子高度，孩子會否因
為高矮問題，而把身體傾低，影響寫字能力。



情景(四)
回應孩子考試成績1.0

70



媽咪，我今次中文考試得70分

吓！得70分甘少，90分都無，甘渣架……
我細細個果陣，年年中文都有90幾分，邊
似你甘低分…甘鬼無用呀!



忌不體諒孩子感受



• 家長想以為說出自己威水史，就可以激發孩子的奮鬥心，有時效果完全相反。孩子感到和大人
相差太遠，就會洩氣，覺得自己比不上，與其追不上，倒不如放棄更容易、更輕鬆，成績就可
能一落千丈。

激出反效果

不體諒孩子感受
• 其實成績不好，孩子心裡又不會好受。這時，孩子最想要家長的關心，和家長溝通的機會。如

果家長只顧回想當年，不就孩子的感受作出回應，還嘲笑孩子「無鬼用」，孩子便不想溝通，
亦不想再嘗試從失敗中學習，因為家長會看低自己。



我細個讀書個陣，都試過你呢個情況，
你知晤知我點樣克服佢呀?

媽咪，我今次中文考試得70分



分享讀書遇到失敗經驗及如何克服



• 孩子需要實際經驗，才能建立自信。家長說出自己讀書的事情時，可以將自己一些辛酸事情，
讓孩子知道，家長與孩子一樣，也曾在讀書中遇到困難和失敗。然後家長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
克服困難的經驗，這樣才令孩子有信心去面對挑戰，亦感到家長與他同行。

大爆辛酸內幕

時代不同

• 現代孩子所面對的問題和以前大有不同，例如：學術程度、要求等。家長應以新眼光去幫助孩
子解決學習問題，而不應只顧緬懷過去。



情景(五)
回應孩子考試成績2.0



媽咪，我今次中文考試有80分

你甘叻，下次考試，一定可以拎更高分喎。



忌用成績衝量孩子



• 家長原意想鼓勵孩子，但帶來反效果。孩子覺得辛苦努力讀書，成績進步了，得到的回應是
「可以考得更高分架」，便想是糖衣陷阱，家長貪得無厭，還想我取得更高分數，不如偷懶一
下，分數低一點，「進步」便不是難事。

畏高症

用成績衡量孩子

• 孩子覺得大人以分數來衝量他的表現，忽視了他所付出努力，感到白忙一場，就不肯繼續努力
下去。



我記得你上次中文考試你只係70分，今次有80分，比上
一次進步左好多，你一定好俾心機溫習。

媽咪，我今次中文考試有80分

係呀，老師都話我有進步呀!

如果你以後更加努力，我知道你俾心機做實得架，我相信
你會拎到更好既成績，你要繼續努力呀！加油！



肯定孩子付出



• 家長先認同孩子付出，你的鼓勵就是孩子付出代價。當日後孩子有進步時，家長亦即時嘉許。
這樣，孩子的目標是追求進步，而不曷高分數，也不會因為畏「高」而不肯付出努力。

肯定付出代價

給予信心

• 以分數衡量孩子，會令孩子認為你需要的是高分數，而不是他本身。因此，不管分數高低，家
長先要接受孩子，並表示對孩子有信心，孩子才會感到認同，為了再得到家長認同而再出努力。



建立寧靜學習環境







• 獨特及喜愛的學習型式

• 如何把學習內容輸入、處理和吸收、記憶

• 孩子有不同學習型式不同，家長認識孩子偏好的學習
風格，取長補短，目標是教導孩子把學習內容輸入、
處理和儲存

學習型式是什麼?



你的孩子是那一類型?
A

• 喜歡玩組裝玩具或是喜歡剪
各種顏色和形狀的卡片，然
後組合起來。

• 聽你講故事，或是你給孩子
講解一件事的時候，他全身
都會動個不停。

• 學數數的時候，需要擺弄算
珠或積木塊做輔助，否則很
難理解數字概念

A組裡，你回答為是的問題
有(  )個？

B
• 喜歡看書（包括圖畫書和文字
書），無需家長催促。

• 你說話時孩子會盯著你的嘴唇看；
當你示範某件事怎麼做時，孩子
會認真盯著你的動作看。

• 對於一件複雜的任務，如果不看
圖片和動作演示，只聽口頭講解，
孩子很難理解。

B組裡，你回答為是的問題有(  )個？

• 一首新歌，你教過一兩次後，孩子
就能記住旋律並跟著唱，而且不會
走音。

• 一個相對複雜的指令，你講過一兩
次之後，孩子就能分豪亳不差地做
出來。

• 吵鬧的噪音不會分散她的專注力，
但周圍的人活動多時會讓孩子失去
耐心。

C組裡，你回答為是的問題有(  )個？

C



A組：動覺型學習型

B組：視覺型學習型

C組：聽覺型學習型

如果兩組都有2或3個答案，那孩子就是這兩種學習類型的混合型。如果
以上三組裡，都有2或3個答案，那麼孩子是全能學習類型。



動覺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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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將 拋去
與足部有關
生字。

跳

趴

跑

踏

跤

跟

踢

蹲

路

踩

情

海

眼



認識「跑、跳、踏、踢」四個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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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文生字



視覺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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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文生字



認識中文生字



認識物件概念和名稱

9

部首犬
1,2,3
部件句

4,5,6,7,8



食物

安全的生長環境

問題：香港的濕地公園有什麼條件有利動植物生長？

答案：水、充足的陽光、食物及安全的生長環境



認識數學運算

用手指顯示 用標簽顯示

用數線顯示 用數格顯示



聽覺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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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文生字

認識數學乘法



觀看短片
介紹不同記憶法幫助孩子溫習



觀看短片
情節記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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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短片
圖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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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水杯、鉛筆、雨傘、垃圾箱、豬、公事包、白板及手錶

中文默書需記下以下生字



如



觀看短片
聯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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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3) 日本(1) 英國(2) 意大利(6)

德國(4) 俄羅斯(5) 奧地利(8) 葡萄牙(7)

有一日(1)，有個英(2)俊的、黃頭髮(3)的王子，見隻duck(4)好肚餓(5)
，於是將自己的意粉(6) 同葡萄(7)汁俾咗佢，oh(8)，佢真係好人！

背默需記以下詞語

Oh！



為何孩子沒有時間概念，喜歡拖拉?

1. 對時間長短沒有概念，孩子隨心而行
對家長來說，10分鐘理所當然是代表時間很短意思，但對孩子來說，其實他們並不知道10
分鐘到底有幾多? 所以孩子總是按他們步伐做事，以致家長與孩子往往達不到共識。當媽
媽發現時間就快到了，就會著急大叫，叫孩子趕快做。當孩子問還有多少時間，家長就覺
得孩子搗蛋，不配合，媽媽就氣壞了，大鬧孩子，形成親子衝突。

2. 家長包辦所有事件，孩子依賴家長
對家長來說，為了加快放學後做功課時間，家長會不斷叮囑孩子該做那些，例如：放好書
包、洗手等。之後看手冊有那些功課要做，家長會不自覺地幫孩子排好功課次序。由於不
是孩子自覺做，所以孩子內在動機弱，當家長忙著做其他事，沒有時間查看孩子進度，孩
子做功課時間大大落後及甚至不做。



家長小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