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AQ的定義
助你「登峰造極」的智商

三種登山者
1. 放棄者
2. 半途而廢者
3. 攀登者



(二) 解讀AQ - CO₂RE

C ＝控制能力 (Control)

O₂＝起源和責任歸屬 (Origin & Ownership)

R  ＝影響領域 (Reach)

E  ＝持續時間 (Endurance)



(三)親子抗逆方程式

1. 安全感覺Security

2. 建立自信Self-Confidence

3. 培養韌性 Resilience

4. 種好習慣 Habit

5. 支持系統 Support System

6. 積極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7. 情緒管理 Emotional Management

8. 運用創意 Creativity

9. 父母榜樣 Example

10. 內在信念 Belief



1.安全感覺
Security

「世界是可靠的，生活是美好的，父
母（以及他人）是可信賴的。才能獲
得生存的動力、勇氣和毅力。」

「我是可愛的，我是被愛的，我的存
在是有價值的，我有能力客服困難，
解決問題，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給予孩子安全感，
需要注意的事項

• 穩定的環境

• 無條件接納

• 高質量陪伴

• 不恐嚇要挾



2.建立自信
Self-Confidence

「一個充滿自信的人，事業總是一
帆風順的，而沒有信心的人，可能
永遠不會踏進事業的門檻。」

範德比爾特



1. 給他目標
2. 相信孩子
3. 支持冒險
4. 正面的回饋
5. 讚揚成就
6. 加油鼓勵

六個提升孩子自信心的方法



我是一片白濛濛的雲，
一大群哥哥姐姐，陪著我，保護我
我會分散像一張剪開的紙
但是我不流淚因為我知道很快就會有一片白雲和我黏在一起

每天我有不同的工作
有時我會帶著微笑和太陽公公打招呼
有時我會傷心落淚因為雷哥哥在我周圍打鼓
閃電姐姐在我身邊走過……

當領袖說：「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吧！」
我會回答：「好吧！」
我知道，在我看守過的地方
會有一片新的白雲再現



3.培養韌性
Resilience面對挫折的能力 Dr.Robert Brooks

1.能有效處理緊張和壓力，適應日常挑
戰的能力

2.能從失望、困境及創傷中復原，發展
出明確且切合實際的目標，解決問題

3.能與他人自在相處，尊重自己和他人



面對逆境
留意3P

Personalization 個人化
Pervasiveness 普遍性
Permanence 持久性

是我們從逆境中振作起來的關鍵



增加孩子抗逆力

每天寫下三件事：

開心喜悅事或
做得好的事

怎樣過一天
怎樣過ㄧ生



4.種好習慣 Habit

「規矩」的定律：
1.定好規矩

2.在規矩內有自由

3.違背規矩受(講好)的懲罰

4.規矩越少越好







5.支持系統
Support System

五種正面人格：
1.滿意自己的工作和學業成績。

2. 和家人或親屬間的感情深厚。

3.直到成年仍和父母及手足維持良好的關係。

4.有好幾個摯友可以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關心。

5.正確的自我評估，了解自己是快樂的、很滿
意目前的生活狀態。





When no one noticed
You saw me struggling.

You could have passed but didn’t;
Your thinking and your smiles 
Convince me to excel.

Your steadfast faith in me
Compelled me to succeed.

And if by chance I didn’t
You’d still be there for me.

It is so good to have
Someone like you.  

Mentor
生命師傅



人生導師測試
( 摘自「熟年力」)

1. 你知道為工作擔憂失望的感覺嗎？
2. 別人會找你談他們的擔憂與挫折嗎？
3. 你聆聽的時間遠多於說話的時間嗎？
4. 有人幫你發掘你自己不曾發現的感覺或天分嗎？
5. 有人曾經以名言激勵你，影響你的思維或行為，後來你也把

那句話傳授給他人嗎？
6. 有人曾經讓你靈光乍現，領悟某事件的意涵，或更深了解你

自己或他人嗎？
7. 有人曾幫助你更了解事情的運作方式，或如何完成任務嗎？



人生導師測試
( 摘自「熟年力」)

8. 有人曾鼓勵你想辦法因應生活或工作上的挑戰嗎？
9. 你的人生中曾有人帶給你很大的正面影響，

但是你到後來才發現嗎？
10.有人曾經在適當的時機提供你適當的協助嗎？
11.有人曾經幫助你成長，強化你的道德觀或價值觀嗎？
12.有人曾經激勵你改變人生方向，朝有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嗎？
13.你曾經對需要的人伸出援手，發揮影響力嗎？
14.有人在做重要的人生或職業抉擇時找你諮詢嗎？
15.思考你觀察、閱讀或體驗的東西後，你是否覺得價值觀和目

標有很大的改變？



6.積極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ABC模式

1.  A (adversity)
2.  B (belief)
3.  C (consequence)
4.  D (disputation)
5.  E (energization)

「我考試不合格，因為我很笨。」
「我考試不合格，因為我沒有努力準備。」



與⼦⼥溝通時，
應該經常⾃問︓

1. 我的訊息是否傳達並教導孩子尊重他人嗎？

2. 我是否讓孩子有切合實際的期待？

3. 我協助孩子學會如何解決問題嗎？

4. 我教導孩子同理心及同情心嗎？

5. 我提升孩子的自律及自我控制嗎？

6. 我以一種「讓孩子學我，而非討厭我」的方式為孩子
訂規矩嗎？

7. 我是否真的聆聽並接納孩子說的話？

8. 孩子是否知道我重視他們的意見？

9. 孩子知道他們對我意義非凡嗎？

10. 我是否讓孩子了解到，錯誤也是學習的必經過程？
11. 我能承認自己的錯誤並道歉嗎？



7.情緒管理
Emotional 
Management      

成功者
的特質

友善

仁慈 同理心
毅力

解決人
際問題
的能力

適應力

獨立

受人
喜愛

表達
感受

尊重

控制
脾氣



社交四大要素：

1. 對他人情緒共鳴

2. 體諒他人立場

3. 表達自我意見

4. 與他人妥協協調的能力



獨立思考能力 個批判性思維
問題6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how

誰人說？熟人？名人？權威人士？
想想看，誰在說這句話，重要不重要？

他們說什麼？這是事實/意見？他們是
否有所保留？

他們在哪裏說的話？在公共場合，還是私
下裏？其他人有機會發表不同意見麼？

他們什麼時候說的？是在事情發生前、
發生中，還是發生後？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他們會對自己的觀
點解釋？他們是否會美化或醜化一些人？

他們是怎麼說的？他們說的時候是開心？
難過？生氣？真心麼？是口頭表達還是寫
成了文字？



8.運用創意 Creativity創意思考 解決難題

Analysis

Examining ideas
Detesting arguments
Analyzing arguments

Interpretation

Categorization
Decoding significances

Clarifying meaning

Evaluation

Assessing claims
Assessing 
arguments

Inference

• Querying evidence
• Conjecturing 

alternatives
• Drawing 

conclusion

Explanation

• Stating results
• Justifying

procedures
• Presenting 

arguments

Self-Regulation

Self-examination
Self-correction



Adaptability 適應處境

A 選項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來好好執
行 B 選項吧！



決心

9.父母榜樣 Example



9.父母榜樣
Example



10.內在信念 Belief





面對未來社會的6個C

1. 合作 (Collaboration)
2. 溝通 (Communication)
3. 內容 (Content)
4. 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5. 創新 (Creative Innovation)
6. 自信 (Confidence)







「雙劍合璧：何志滌 羅乃萱」youtube頻道



家庭發展基金 Facebook 專頁羅乃萱 FACEBOOK 專頁



家庭發展基金網頁
http://www.familyfoundation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