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你的孩子 - 兒童氣質及因材施教 

 

 

    每個孩子，都有其與生俱來「氣質」，也就是其對內在或者外在刺激的反應

模式。氣質，也可稱做是孩子的性格特質。從嬰兒出生不久即可發現這些特質，

使每個孩子在與外在環境互動時，都會有不同的行為反應，也因孩子的不同氣質，

會影響他人產生不同的反應方式。 

    孩子的氣質無所謂好壞，重點在於其氣質與其處環境是否能適配。而父母和

後天環境的影響，可以幫助孩子調整天生的氣質。家長應了解自己孩子的氣質，

接受孩子原本的樣子，也覺察父母自己的氣質是否影響到對孩子的期待，並適度

調整自己對孩子的期待。 

    學者 Alexander Thomas及 Stella Chess將氣質分為九類，分別為：活動量、

規律性、趨避性、適應度、反應強度、情緒本質、堅持度、注意力分散度及反應

閾。以下將簡介不同氣質項度的表現，以及提供家長在教養上的小技巧。 

 

一、活動量 

    活動量指的是孩子身體活動量的多寡，玩遊戲、吃飯、寫作業、日常活動及

睡覺時是否動個不停。 

 活動量高 活動量低 

特徵 動來動去、精力旺盛 靜靜、乖乖的、喜歡靜態活動 

如何教養 1. 找機會發洩過多的精力，在

孩子已發洩過精力之後，陪

同孩子一起做些靜態活動。 

2. 培養孩子運動興趣。 

3. 讓孩子做你的小幫手。 

4. 睡前不宜有太興奮的活動，

並避免刺激性食物。 

5. 適時規範行為，並提供可以

做的事情清單。 

6. 動態環境的學習可幫助孩子

的學習。 

1. 鼓勵孩子嘗試動態活動，免

得影響寶寶的視力發展。 

2. 安排固定時間，帶孩子從事

一些體能活動或戶外活動。 

 

 

 

 



 

二、規律性 

    規律性指的是孩子日常生活作息的規律性，睡覺、起床、肚子餓及上床睡覺

的時間，是否可以預測。 

 規律性高 規律性低 

特徵 作息定時，不易受環境影響改

變其規律 

無法預期作息時間 

如何教養 1. 繼續保持。 

2. 若因故需要改變孩子的作

息，或是和孩子約定的事情後

來延期，需要提前告知，讓孩

子能有心理準備。 

3. 偶爾學習適應不規律的情

境，提高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1. 利用鬧鐘培養正常作息。 

2. 配合家人正常作息(若孩子

在吃飯的時間不吃，不要額

外給零食或點心)。 

3. 建立生活常規，訓練孩子按

時做完該做的事，當他按時

完成時，給予適當的鼓勵，

以培養習慣。  

三、趨避性 

    趨避性指的是孩子在面對新鮮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感到好奇想接近或者退縮

拒絕。 

 避 趨 

特徵 不易接受新的人事物，看到陌

生人較害羞，喜歡舊的玩具衣

服  

容易接受新的人事物，易與人

打成一片  

如何教養 1. 體諒孩子容易害羞的狀況，

不要責罵孩子不懂禮貌。 

2. 事前告知並且提前熟悉新環

境。 

3. 接納孩子害怕的情緒。 

4. 給孩子機會接觸不同的環

境，可利用同儕示範，提供

模仿學習對象。 

5. 將目標拆解，以漸進式的讓

孩子逐步地提高對新事物的

接受度，但仍要容許孩子以

自己的步調接觸。  

1. 教導孩子分辨危險情境，例

如：不要單獨和陌生人接

觸、不要靠近危險的地方、

不要隨便告訴陌生人家裡住

哪，或告訴別人家裡的情況。 

2. 孩子好奇但卻被禁止的事

情，可在父母的監控下，帶

著孩子做一次。讓孩子學會

正確作法並避免危險。 

3. 給孩子適當的限制。 

 

 



四、適應度 

    適應度指的是孩子在面對生活變動時，可以調整自己去配合外界的能力。 

 適應度高 適應度低 

特徵 容易接受及適應新環境(人、

事、物) 

不易接受及適應新環境(人、

事、物) 

如何教養 1. 為孩子篩選接收的訊息。 

2. 幼年時照顧起來會比較輕

鬆，但當孩子成長至青少年

階段時，家長就要特別留意

孩子周遭的朋友或大眾媒體

的影響。 

 

1. 建立生活中可預期的生活規

律。 

2. 減少生活變動，當環境有變

動時，要提前告知或至新環

境看看，提早準備並給予適

應的時間。 

3. 幫助孩子克服失望情緒。生

活中可利用扮演遊戲模擬可

能的變動及因應方式。 

五、反應強度 

    反應強度指的是孩子在說話、哭鬧、開心或難過等情緒表達上，是強烈或溫

合、難以察覺的。 

 反應強度高 反應強度低 

特徵 對內外在刺激的反應強烈，生

氣像火山爆發、開心在地上打

滾 

對內外在刺激反應微弱，常猜

不透想法 

如何教養 1. 於孩子出現情緒徵兆時，及

早介入。溫和而堅定的面對

孩子的強烈反應，並防止孩

子傷害自己。 

2. 父母教養態度需一致，不能

因為孩子的哭鬧而對不合理

要求妥協。 

3. 提供安全的情緒宣洩空間，

若孩子已失去控制，也提供

結構化的情境以安撫情緒，

幫助孩子重新找回控制感。 

4. 平日訓練孩子覺察及適當表

達自己的情緒，訂定發脾氣

的規則。 

1. 父母要多注意觀察孩子的

行為和情緒變化。 

2. 間接瞭解孩子，如：看孩子

的圖畫、學校日記，並可多

和老師交流孩子的狀況。 

3. 鼓勵孩子多表達自己內心

的想法和感受，學習自我肯

定。 

4. 父母需注意自己在孩子表

達時，是否經常給與否定，

因此造成孩子表達少。 



六、情緒本質 

    情緒本質指的是孩子在生活經驗中，較常表現出愉悅的正向情緒，或不愉快

的負向情緒。 

 正向 負向 

特徵 正面情緒多，總是笑瞇瞇  負面情緒多，拗嘟嘟  

如何教養 1. 多聆聽孩子心情。  

2. 考慮其愉悅的心情是否代表

他內心真的喜歡或高興，應觀

察其後續行為表現。  

1. 多聆聽孩子心情。  

2. 練習保持笑容，孩子漸長可

教導適切社會禮節，並由家

長示範學習感恩。 

3. 可向他人解釋孩子的氣質

特徵，及孩子可能很開心的

原因，並且請孩子以口語表

達其興奮與感謝。  

七、堅持度 

    堅持度指的是孩子在從事一項活動時，不會因任何困難阻撓或干擾而中斷的

程度。 

 堅持度高 堅持度低 

特徵 遇困難或阻礙不易放棄  遇困難或阻礙無法持續下去，

較無主見  

如何教養 1. 幼兒期時家中可營造安全探

索環境，允許其自由探索。孩

童期後則可建立明確家規。 

2. 可以在其工作、作業或遊戲告

一段落之前就提醒他，使其有

心理準備。  

3. 對於堅持要求買東西或某些

特權，若是不適切的，父母仍

然要以接受瞭解其需求的態

度婉轉地拒絕。  

4. 協助孩子放鬆並降低自我要

求，學習接受不完美。 

1. 可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將一

件工作分成幾個部份，經由輔

助和鼓勵，使其容易完成，並

建立自信心和自己解決困難

的能力。  

2. 可於日常生活中，以輪流的方

式，由他決定吃飯的地點、郊

遊的方式等。 

3. 讓孩子看到自己的努力及堅

持對事情所造成的影響。 

4. 調整學習素材的難度，約比孩

子能力稍困難一點點，以提高

學習動機。 

 

 

 



八、注意力分散度 

    注意力分散度指的是孩子是否容易被周圍環境刺激所干擾，而改變他的活動

目標。 

 易轉移 集中 

特徵 容易受環境刺激影響分心，可

用玩具或其他東西替代想要的  

不易轉移注意力  

如何教養 1. 在校可安排在離老師最近，

容易察覺的位置。 

2. 經常用「非語言」的方式將

孩子的注意力拉回來。 

3. 減少學習環境的干擾。 

4. 由短時間專注開始訓練，一

次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5. 將作業拆成幾個部分，可休

息一下再回來做作業。 

6. 指令簡短、明確，一次只給

一個指令。 

7. 教導孩子哪些事情需要管，

哪些事情不相關不用理他。 

1. 給予孩子時間限制，時間到

了就必須換玩別的。 

2. 瞭解他們最有興趣的活動

或物品，來吸引其注意力。 

3. 必要時可利用視覺或觸覺

刺激，並走至孩子面前注視

孩子眼睛，確認孩子的注意

力轉移至你身上了。 

九、反應閾 

    反應閾指的是外界的物理刺激(音量、燈光、氣味等)要有多強，才能讓孩子

覺察到並做出反應。也包括對人際互動中非語言線索的察言觀色能力。 

 反應閾高 反應閾低 

特徵 對環境不敏感，即使父母生氣

了也不會發現  

對環境較敏感，有時會過度誇

張想像他人表情  

如何教養 1. 可利用提醒，詢問孩子的感

覺，以防止其危險意識不

夠，或藉由其他感官系統的

幫忙(例如叫孩子叫不動，可

以藉由拍他一下而讓他起

身幫忙)。 

2. 可與孩子共同閱讀繪本，學

習觀察和解讀他人非語言

行為，並猜測他人情緒感覺

能力。 

1. 體諒孩子的感受，可多讓孩

子多表達內心感覺。 

2. 避免讓孩子待在刺激強烈

的地方太久。 

3. 以漸進式方式曝露在各種聲

光環境下，漸漸提高反應閾。 

4. 面對人際互動敏感的孩

子，可以對孩子解釋父母心

情不好的原因與他無關，例

如：「媽媽今天臉色不好，

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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