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我是Tin Sir，職業是劍擊教練，是心理咨詢師，也是教育家！

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男主角的父母很寵愛他，只要男主角遇上任何的事情，他的
父母就會第一時間衝過來幫他解決問題。

你曾經在網絡上看過一些類似的事情嗎？

因為孩子要去見工，父母擔心他應付不了，所以也陪著孩子
一起去見工。

你以為這樣的故事很不真實嗎？但是類似的事情就發生在男
主角身上了。

有一次男主角的公司需要他到外地公幹數日，很少外遊的他
對此感到十分緊張，怕自己應付不了；

他的父母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向他提出：

「不如我們和你一起去吧！」

你們覺得這些事情很誇張嗎？然而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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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作為父母很多事希望為孩子準備得最好、將他們的前路鋪平，
好讓他們更容易往前走；

可是家長們都忽略了一點：

「人類是要經過經歷才會成長的，他們越是想為孩子舖平前
路，也代表他們越是剝削了孩子學習的機會。」

父母年紀總比孩子大，正常來說也會比孩子更早離開這個世
界；

假如父母一直不願意放手，什麼也想幫孩子去做；

當父母有什麼「三長兩短」的時候，這樣就沒有人能幫孩子
去做父母一樣照顧他的事情了。

難道父母想孩子在30歲、50歲才學習怎樣自己解決問題、面
對困難嗎？

比起甚麼也幫孩子解決，不如去教導他們怎樣解決問題；

就像玩電腦遊戲一樣，你不去打怪做任務，又怎能獲得經驗
值、又怎能升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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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換一個例子，現在有很多網絡寫手，他們以幫中學生、大
學生寫作業、寫文章來賺取金錢的；

家長就像這些寫手，他們代孩子做了孩子自己應該做的事
情；

結果的確是讓孩子成功畢業，然而孩子因為沒有經歷過
【為學習而付出】這個階段，所以他們也沒有學習到什麼。

如果這是一個運動的比賽，父母就像是冒充了孩子，去代
孩子參加比賽，當然他們會為孩子爭取最好的成績；

但是當父母有朝一日不在這裏，不能再代替孩子比賽的時
候，小朋友不就沒有辦法取得以前父母幫他拿到的好成績
嗎？

因為小朋友從來沒有為得到好成績而付出過。

我明白家長希望照顧小朋友的感受，然而真正為小朋友將
來考慮的話，我們更應該學習放手；

當小朋友自己面對問題的時候，可能他們會碰釘、遇上難
以解決的問題；

然而正因為他們經歷了這些難題，反而讓他們的人生更加
有進步，讓他們多學習了一個方法面對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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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照顧小朋友、教導小朋友，就像投資；

當家長過份地照顧小朋友的所有所有事情，就像「短炒」一
樣；

短期內得到很高的回報，因為小朋友開心，而且那一刻也解
決了小朋友面對的問題；

然而長遠來說，卻缺乏長久持續的收益，因為小朋友從來沒
有學過怎樣解決問題。

當家長願意放手給小朋友自己面對問題的時候，就像「穩健
的長遠投資」；

短期內可能沒有太高的回報，因為小朋友一定會有做不到的
事情，也因為做不到某些事情，可能會讓他不開心；

然而當他渡過了這個階段，學習到怎樣解決問題之後，長遠
來說以後他就能自己解決問題了。

有些事不去學習、不去面對的話，就不會學得到；

真的疼愛孩子，不應該只為他們鋪平前路，反而應該教他們
怎樣鋪路。

www.fencingofrmula.com                                                                             6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對，故事的男主角就是我，我就是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下
長大；

我知道我的父母很疼愛我，可是正因為他們過分的疼愛，
也讓我和那些同年紀的人造成了差距...

一些經歷上的差距。

當所有事情都有別人代勞的時候，我就缺乏了成長所需要
的經驗值；

而缺乏經驗值升級的我，在各方面的等級也自然比不上別
人...

因為有過這樣的童年和經歷，我更加希望能讓我的學生可
以真正地學習和成長，讓他們成為一個能夠成為一個能獨
當一面的人。

為了幫助更多志同道合的家長父母、教職員少走冤枉路，
我將會在網誌文章及電子書分享相關教學，探討如何教育
孩子，如何節省累積經驗的「學費」！

你想「照顧孩子一輩子」，還是想他們「獨當一面向前
飛」？

如果你選擇後者的話，請堅持一直學習，再加上切實的行
動，成功將會越來越近！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踏出脫變的第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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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了就賠，我爸爸有錢！

小朋友弄壞東西後說這句話

你又會怎樣處理？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碰！」一聲巨響，引來全部人的目光。
回頭一看，原來是他不小心將用具弄壞了。

「這是第三次了。」天sir說道：「你第一次、第二次弄壞
用具，我沒有怪過你，也再三提醒過你要小心，對不？」

他點點頭，愧疚地不敢跟天sir對視。

「如果你是第一次弄壞東西，這是我的責任，因為我沒跟
你說好規矩；但今次已經是第三次，這就是你的責任。」
天sir說道。

「大不了就賠，我爸爸有錢！」他回答道。

天sir搖搖頭，說道：「我不要你爸爸的錢，是你弄壞的東
西，為什麼要你爸爸去背負你的責任？所以你要自己賠償
給我。」

「我是小朋友，怎樣賺到錢？」他反駁道。

「你沒能力賺錢，就更應該小心，別弄壞別人的東西。」
天sir又說道：「從今天起，每次下課之後你要留下來幫我
清潔課室30分鐘，每次清潔算你$30，直至你償還完用具的
維修費為止。」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疼愛孩子，不代表要幫他解決任何問題。
試著讓孩子自己面對問題，讓他自己去尋找方法，也讓他
承擔自己的責任。

終於你會發現，他一點點的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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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除數讓小朋友變得更加懂事？

小朋友也是明白事理的

只要你說得夠詳細合理

他們就會聽你的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通常小朋友上課不認真的時候、或者他們上課時給人的感覺
是來「浪費時間」的；

我就會等下課、其他同學已經走了之後，跟他們這樣說：
「你知不知道父母給了多少學費，你們才能在這裡上課？」
他們通常都是答不到的。

然後我會將答案寫在白板上：
「$1880/4堂」

原來這裡的學費是上4堂課要付$1880的，
然後我會再問他們：
「那麼每堂是多少錢呢？」

「$1880/4堂
$470/1堂」

不等他們回答，我很快就將答案寫出來，但我對這個答案還
未滿意，所以我會再問道：

「我們上一堂，你的父母就是花$470，那麼你又知不知道，
你每一分鐘要花多少錢？」

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他們不發一言，因為他們以前從沒有花過
任何時間計算。

「$1880/4堂
$470/1堂

$470/90分鐘
=$5.2222/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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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我將答案寫出來之後，續道：

「究竟你們每一分鐘用了多少錢呢？原來你們幾乎每一分
鐘就花了$5；你們覺得一分鐘$5多嗎？如果十分鐘就已經
是$50了，$50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看到這些真實數據，他們通常都會呆在當場，因為他們從
沒想過，原來在這裡短短的一分鐘也要這麼多錢；

如果他們不專心的話，每一分鐘每一秒都不過是浪費父母
辛苦賺來的金錢。

「如果你們整堂沒有留心的話就已經浪費了$470，$470絕
對不是小數目。」

然後我會再問道：

「你們有沒有能力賺錢？」

曾經有個學生這樣回答我：

「我爸爸坐在電腦面前就賺到很多錢了！」

然後我回答道：「那我借電腦給你，你也坐在電腦面前賺
錢，然後自己賺錢來交學費吧！」

聽了之後他就無話可說了，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懂得
像爸爸一樣坐在電腦面前就能賺錢的那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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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每個人賺錢也很困難；

我可以用【劍擊】賺錢，因為我有這個能力和經驗，就像你
們不會在街邊亂找一個人教你劍擊，因為他們未必有這個能
力；

其他職業也是一樣，像你們的父母，大家也是經過學習經歷
才有這樣的地位，才能賺到錢；

你們不專心上課就浪費了父母的錢，沒理由父母賺的錢然後
你來浪費的，那不如今次的學費由你自己來付吧！」

我這樣說著。

小朋友聽了之後，通常會這樣回應：「我是小朋友，不懂得
賺錢。」

然後我會告訴他們：

「那麼你留在這裡清潔吧，因為外面負責清潔的人也是有工
資的，而你工作完我就讓你在這裡上回多久的課吧！

我就最多給你算$50一個小時，如果你要交一堂學費的話，
只要清潔8個小時就可以了～」

聽到「清潔8個小時」的小朋友通常會很驚訝心想難道真的
要在這裡工作八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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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他們這個時候的遲疑，會讓他們打開心理上的「接收模
式」；
之後我就會說道：

「你現在知道爸爸媽媽賺錢有多辛苦了嗎？
他們辛苦賺錢給你上課，不是要你來浪費時間，而是想你
來這裡學東西的。
你現在知道了嗎？原來你在這裡上課90分鐘，就等於別人
工作了8小時了。」

看到這些數據、聽到這番說話，小朋友就會慢慢變乖，上
課的時候就會變得越來越專心；

因為他們學會一些事情：

「賺錢並不容易；
小朋友賺不到錢不緊要，但可以幫父母節省金錢；
他們上課專心，就已經算是幫父母節省了金錢了。」

有時候家長看到小朋友不聽話，很喜歡說：
「爸爸媽媽賺錢很辛苦的，你應該要乖乖聽話。」

然而這樣通常都不能有極大的效果，因為在小朋友心中，
總是認為賺錢很容易；

（就像剛才一個小朋友說，爸爸坐在電腦面前就能賺很多
錢的例子）

唯有讓他親自去付出，用他們現有的【技能】去幹活，他
們才會知道賺錢有多辛苦，也才會更珍惜父母給他們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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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PS:
正常小朋友可沒甚麼能賺錢的技能，所以可以讓他們做簡
單的清潔；
也用【實際數據】去告訴他們，現在負責清潔的人有多少
工資，再讓他們有同樣的待遇，他們就會慢慢感受到，工
作賺錢從來不容易。

PS2:
有時小朋友會為此覺得不公平，因為覺得自己（小朋友）
沒有學會賺錢的【技能】，而我們大人早就學會了；
這個時候我會告訴他們：

「我、你的父母、其他人也不是忽然一下子就懂得賺錢，
而是我們小時候一直努力學習，一直累積知識能力，才能
得到幫我們賺錢的技能；

就像我也不是上班才劍擊一樣，我是從小開始學劍擊、打
比賽，到現在大了才能教劍擊一樣；

你現在的階段就是要學習各種將來幫你發展的技能，但既
然你上課也不是專心，上堂沒有學到東西，那不如直接去
工作吧！

可是你又沒有其他能賺錢的技能，所以就只能做些最簡單
的賺錢工作，就是清潔之類的。」

用這番說話讓他們知道，大人們是因為以前付出過時間心
力，才能學到現在能賺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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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引導小朋友

我們很多時候不想小朋友接觸某些事物

學會在他們接觸那些事物時引導他們

比起禁止他們接觸這些事物更有效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作為家長、大人可能會不太喜歡漫畫、動畫、卡通片；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這些東西都非常容易影響到我們的小朋
友；
因為小朋友一定喜歡看它們。

既然我們阻止不到他們看，我們就應該考慮一下應該怎樣
給他們看；
或者說我們應該在他們看的時候思考如何引導他們。

不要嘗試完全禁止他們看這些東西，因為這樣只會帶來反
效果（例如他們自己偷看）。

其實任何事情，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
小朋友終有一日還是會接觸到（例如在學校的朋輩講起）；
所以很難完全杜絕這些訊息給小朋友接收到。

所以最緊要是透過這些虛假的東西（例如漫畫、卡通片）；
在他們看完這些東西之後給他們做過總結；
例如藉著一個好的漫畫故事讓他們學習良好的正面的訊息。

（多漫畫動畫也一直要人努力、去讓自己成功，難道這不
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嗎？）

同一時間當故事裡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教導他們千萬不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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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曾經看過一個新聞，有一個小朋友玩完遊戲之後，見到遊戲
的角色可以從高處墮下而不會死亡；
他跟著從家裡跳下去，覺得自己也不會死，結果身亡；
然後很多家長就說這些遊戲教壞小朋友，又多一個借口不讓
小朋友玩遊戲。

然而其實很多我們身邊也有很容易教壞小朋友的東西；
例如《多啦a夢》，那裡不是經常出現大雄偷看靜香洗澡的
情節嗎；
難道我們要禁止小朋友看多啦a夢？

例如《寵物小精靈（精靈寶可夢）》，那裡也經常要使用小
精靈（動物？）和別人對戰；
難道我們認為小朋友應該學習帶著自己的寵物去跟對方的寵
物對戰？

我們很難避免小朋友接觸到這些東西，可是與其盡量避免他
們接觸到；
反而不如在他們接觸的時候讓我們留在他們的身邊，嘗試著
引導他們；
告訴他們什麼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也告訴他們什麼是我們應
該不要做的；
這樣他們才會一點一點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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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的愛、有條件的付出

學會有條件地為小朋友付出

你將會成為他們心目中的世外高人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我這是對你好，你乖乖跟著我說的去做就好了！」

作為長輩，確實比孩子有更多的人生歷練，我們都知道甚
麼做了會更好，甚麼做了會帶來負面影響；
亦正因為如此，長輩更希望盡早將這些經驗傳授給孩子，
想讓他們走少一點冤枉路。
然而我們都總是忘記了一些事實...
「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

有些家長總愛這樣說自己的小朋友：「他很聰明，但就是
不肯比心機讀書，每次都要用很久的時間溫習。」
正因為他們不喜歡、不想去做，所以每次做才會花很多時
間；
要是換作是玩遊戲、看電視，可能他們瞬間就將人物劇情
記熟了；
這就是「想做」和「不想做」的最大分別。

亦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做的不是強迫他們做甚麼事，因為
物極必反；
你愈迫他們，他們就算知道你是為他們好，但他們還是會
「鑽牛角尖」，然後更加不專心地做你想他們做的事；
甚至對你「落閘」，全然不接收你所說的話。

如果想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小朋友，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要
他們「碰釘」和「付出」；
很多時候我們看電影、玩遊戲，主角遇到難關，想找一些
「世外高人」去給自己一點意見；
然而這些世外高人總是要主角們去做些甚麼、經歷甚麼考
驗，他們才會傳授主角新的技能知識、或者出山協助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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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其實我們就像小朋友的「世外高人」，因為我們總有方法
解決小朋友的問題；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在小朋友的眼中，長輩只是個「路人
甲」，而不是甚麼「世外高人」...

不讓孩子「碰釘」，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急切要作出行動改
變；
換著是大人亦一樣，我們知道做了某些事情會更好，但我
因為沒有急切性，所以我們亦容許自己懶散，將很多計劃
閣置，就像減肥瘦身一樣；
但如果跟你說，你今天開始不每天跑１個小時步的話就會
死掉（假設是這樣吧），為了生存下去，就算再累再沒有
時間，你還是會每天去跑步。

然而當孩子遇上難題，他想要改變、解決問題的話，我們
的意見就可能更容易打進他們心裡去；
可是，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做不到這個重點，長輩只不過是一台解決問題的機械，
有用則拿出來，沒事則放回去；
如果成功做到的話，就能讓孩子心中建立起一個「世外高
人」的形象。

我們不會拿一個「計算機」去供奉，因為它只是個機械，
我們用完了就會放回去，有需要才拿出來；
而「機械」和「世外高人」最大的分別，是「付出」。

當小朋友遇上難題，需要協助，你會義無反顧去衝上去，
幫他開山劈石嗎？
當你為他開山劈石，卻覺得他沒有尊重你？
這是因為你做的太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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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我曾經在網上看過一則故事：
一個很有名氣的音樂家，要進場看他表演可能要花千元萬
元；
可是他著得普通地在街邊表演時，卻沒有人理睬他，很少
人會為他的表演停步；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表演的價值。
換作是長輩為孩子的付出、所給的意見亦一樣。

當他們要求、你就給予，你的「給予」的價值就只值他一
句「說話」；
但如果你的「給予」是需要他們的「付出」，他們就會珍
惜、甚至當作是真理名句；
也會將你「神化」為「世外高人」。

我們很多時候會誤會，只要「無條件的付出」，對方就一
定能感受、對方一定會聽取；
但其實更多時候，「有條件的付出」更能讓對方接受，甚
至讓對方更為佩服。

我認同對孩子要有「無條件的愛」，但當「無條件的付出」
會讓小朋友學不到該有的知識、不願意接納我們的意見，
甚至會覺得我們很煩、影響到彼此的關係的時候；
那倒不如當個「世外高人」，對他們「有條件的付出」，
讓他們更容易吸收我們那一套經歷知識，不是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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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例子告訴你

別再用獎品去當推動小朋友的誘餌

很多家長以為用獎品、玩具去引誘小朋友

就能讓他們依著父母、老師的說話去做

但我在書裏看過一個例子簡單地推翻了這個想法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很多家長以為，用獎品、玩具去引誘小朋友，就能讓他們
提升動力去溫習、依著父母老師的說話去做；
我以前也有這樣的想法，認為只要「誘因」夠大的話，就
能讓小朋友乖乖聽話；
而「誘因」是甚麼，我第一時間也是想到了「獎品」。

然而我相信很多家長也證實過，如果獎品不夠吸引的話，
不會激得起小朋友的動力；
可是就算獎品非常吸引，但是小朋友的衝勁還是會慢慢消
退的...
難道在他們的衝勁消退時，再次將獎品「加碼」？
這樣可是一個無低深淵，你不知要「加碼」多少次，少能
讓小朋走到最終目標。

後來我看了一本書，他當中給了我一個很好很有意思的例
子：
假設一對夫婦，丈夫想跟妻子發生性行為，然而可能那日
妻子卻沒有這個心情；
可是妻子還是有可能會為了滿足丈夫而跟他發生性行為；
但是如果丈夫說，如果你跟我發生性行為的話，我會就今
次的性行為向你付款；
這樣的話妻子就很大機會會拒絕了。

看完這個故事讓我有種茅室頓開的感覺；
就像我初當教練、和剛成立自己的教學中心的時候；
我以為只要用物質去引誘學生，他們就會更願意聽話；
我也以為用大量的優惠去引誘家長，他們就願意引介更多
人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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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後來我看完那本書的故事，我終於醒悟到一點；
其實人之所以會做一些事情，有些時候確實是為了物質上
的滿足，就像我們上班幾乎都是為了錢一樣。

可是除了物質上的追求，原來人們更著重於自己內心的滿
足喜樂；
原來就算我不用「糖果」、「玩具」作為誘導，只要我將
課堂變得開心有趣，小朋友還是會自願地努力專心練習；
原來就算我不用「優惠」去作為招徠，只要我用心去教，
家長們反而會更願意推介我讓其他人認識。

後來我發覺，我們之所以想用「物質」去讓別人做「某些
事」，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件事」很沒趣；
如果那件事很有趣的話，就算沒有誘惑，小朋友也早就做
了；
就像玩耍一樣，難道我們要用「獎品」才能吸引到小朋友
去玩嗎？

所以比起利用「獎品」、「物質」，我們也可以動動腦筋，
讓一些平常、普通，甚至很沉悶的事情變得有趣；
因為「物質」會有盡頭...

（一開始買糖他就滿足，後來糖滿足不了他就要買玩具，
玩具也滿足不了他的話呢？我們還可以買甚麼？）

可是內心中的「衝勁」卻沒有盡頭；
唯有讓小朋友認為做這些事是開心的，他們才會持久自願
地在這件事情上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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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上興趣班很乖的他

回家卻不願意做功課？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只要用對了方法，小朋友就會聽你說



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有些小朋友很喜歡說跟我說自己的事，有些家長見我跟小
朋友很談得來，有時會想我幫忙要小朋友更加聽話。

「他平時在家裡都不做功課，要我罵他，他才辛辛苦苦地
做一點點。」小朋友的母親埋怨道。

「他是這樣的嗎？」我驚訝道：「可是在這裡他很勤力，
甚至我還沒叫，他已經做好他要做的事了。」

「他在家裡不是這樣的。」她苦笑道。

有日他又跟我聊了起來，我於是將話題切換到「功課」那
邊，想試著了解他的想法，後來他告訴了我原因...

原來他覺得媽媽在催逼他做功課的時候，一直強調自己
「以前」多勤力，甚麼以前一回到家就會自己做功課和溫
習，不會麻煩到家人；
可是在他眼中，他只看到媽媽經常在「玩手機」，從沒看
過她用功的樣子，所以認為媽媽「不了解」他的功課究竟
有多難。

要人「信服」，不是用嘴巴說幾句就做得到；
以前打仗的時候，很多時將軍都需要身先士卒，因為如果
你只會躲在大後方，叫最前線的士兵去做最危險的任務，
只會令他們不服；
唯有令他們信服，你的指令才會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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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態調整攻略 Tin Sir –心理咨詢師

教導小朋友亦都一樣，如果我們不讓他們見到我們亦曾嘗
試、亦曾付出，只會用嘴巴說以前多風光的事情，只會引
起他們懷疑；

當你結結實實地在他們面前，嘗試做著「同一樣的事情」
時，他們就會認同你，甚至會更願意聽從你的指令。

有些時候在網絡上看到一些節目，讓小朋友去做家長每日
都在做的事情，或者讓他們參加相關的課程或活動，
讓他們體驗一下父母的辛勞，之後他們會比以前更聽話懂
事，就是同一個原因。

請將這本書免費送給你身邊的家長朋友，多多益善。

只要讓身邊的朋友都一起改變對小朋友的行為，你就能更
快成功！

請到我們的網站及Facebook，了解更多，和你的小朋友開
展新的脫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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