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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與爸媽關係疏離 
心理學家拆解 4 種親子依附關係成因

為人父母的都希望與子女有一個親密的關係，但有不少家長感到無奈，因子女們不願親近他們，究竟是甚

麼原因？怎樣打破困局？註冊臨床心理學建議家長要從「依附關係」入手。思健心理諮詢中心註冊臨床心

理學家趙思雅表示，小朋友在 3 歲前會跟父母（照顧者）建立一個親密關係，心理學稱為「依附關係」。

英國心理學家約翰 ‧ 鮑比 (John Bowlby) 指出，孩子早期的「依附關係」，對他們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

John Bowlby 根據環境實驗將「依附關係」分為 4 類型：安全型依附、對抗型依附、逃避型依附和紊亂型依

附，從中發現安全型依附孩子的成長發展最理想，例如他們相對容易適應與照顧者分離和陌生環境，亦會

主動地探索新環境。反之，若然小朋友無法跟父母或照顧者建立「安全型依附」，較容易得到分離焦慮症

或其他成長的問題。

趙思雅表示，以下是 4 類型「依附關係」的詳盡介紹及成長的建議：

給家長的小提示

1.	繼續為這些孩子提
供關愛的環境；

2.	多花時間與孩子相
處和溝通，建立互
信關係。

1. 對孩子的反應要盡量一
致，多鼓勵、少批評。

2. 自己有負面情緒，先隔
離自己，待冷靜後才與
孩子溝通。

3. 切忌突然拋下孩子，或
言談間表達此想法，孩
子會感到不安全。

1.	 孩子極需要父母的愛與關
懷，多花時間與孩子相處
和溝通，建立互信關係。

2.	 透過照顧孩子的日常生
活，多與孩子身體接觸，
並透過眼神、笑容及說話
與孩子溝通。

3.	 切忌言談間表達對孩子抗
拒，孩子會感到不被愛。

1.	為孩子提供一個穩定和安
全的成長環境，以及跟穩
定的照顧者建立依附關係。

2.	穩定的情緒是建立親密關
係的關鍵，若自己情緒容
易不穩，應先處理個人情
緒和壓力。

3.	說話會傷人，要小心對孩
子說話和批評。

        

安全型

比較積極，

較容易與別人

建立信任和

合作關係。

對抗型

行為表現模稜兩可、

情緒起伏不定、

妒忌心強。而對抗型

依附的照顧者

普遍對孩子表現的

關愛不一致，未能滿足

孩子的需要。

逃避型

多表現較為退縮、孤獨，

對身邊事物沒有太大興趣，做

事欠缺動機，對人冷漠，難於

建立人際關係。逃避型依附的

照顧者對孩子表現冷淡，很少

互動或身體接觸的時間，抗拒

與孩子親近，表現出不耐煩或

其他負面反應。

紊亂型
孩子可能經歷不同的照顧者，
甚至經歷家暴，對外在環境和
人際關係感到不安全。當成長
時面對壓力和困難，容易感到
混亂和無所適從，可能會表現
激動或其他行為問題。至於作
為紊亂型依附孩子的照顧者，
通常傾向情緒不穩及激動，
內心脆弱，可能會透過言語、
情緒表達或體罰傷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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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上述內容只是給家長初步的了解，親子關係屬於哪一類依附關
係，最準確及科學的分類還是交由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處理。
趙思雅表示，「依附關係」的形成因素如下：

撰文 : 何寶華 TOPick 香港經濟日報 記者
原文取自 : 香港經濟日 - TOPick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921545/ 子女與爸媽關係疏離 %20%20%20%20
心理學家拆解 4 種親子依附關係成因 ?mtc=40001&srkw= 子女與爸媽關係疏離 %3B 心理學家拆解 4 種親子依附關係成因

「正向」冷知識：快樂有得揀
正向心理學家馬丁．沙利文博士 (Martin Seligman) 經過多年研究，提出了一條「快樂方程式」。
原來，快樂很大程度都是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原文取自：香港正向教小冊子 -「活得幸福 活得快樂」  https://www.positiveeducation.org.hk/2539/happiness-flourishing/

1. 先天性情容易受驚：

小朋友本身個性容易受驚，家長會

發現這些小朋友在手抱時已經好容

易大哭，不肯自己入睡， 

要家長抱住入睡。

2. 照顧者不一：
3 歲前由不同人照顧，有時由
父母照顧，有時由工人或其他
人照顧，經常轉換環境，難以

適應不同照顧者。

3. 照顧者情緒不穩：

父母或照顧者比較情緒化，對待小朋友時熱情 

時冷淡，令到小朋友難以適應，容易感到驚恐。 

更極端的情況，小朋友受虐，與父母 

或難以建立親密關係。

V S

C

與生俱來的
快樂幅度
(50%)

自由活動
(40%)

環境
因素
(10%)

快樂方程式：H = S + C + V

H = Happiness S = Set Range

C = Circumstances V = Voluntary Control

快樂指數

生活環境及個人際遇

與生俱來的快樂幅度，
即你的個性

自主活動，即你的態度、
想法及行動



香島家長學堂活動花絮
「負負得正」正向心理家長講座

勤勞家長學靜觀
正向管教要心寛

「童心童行」: 如何以表達

藝術與小朋友邁步成長 繪出好心情 : 禪繞畫

學堂邀請了來自香港心理輔導

網絡的臨床心理學家何堃嘉博

士，向家長們分享正向教育的

理念及親子溝通的技巧。

何博士帶領家長們練習自我放
鬆的小技巧，讓家長們明白到自
我關顧在管教孩子上的重要性。

香島家長學堂邀請了明愛香港仔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資深社工，在3-4
月舉辦了「正好有您」家長小組，
家長們在小組中學習如何將正向管
教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香港大學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引
導各位家長一起參與藝術創作喚
醒他們心裡面的「內在小孩」!

駐校社工吳姑娘教大家如何用一
張紙，一支筆和簡單的線條來舒
緩緊張的心情。

「正好有您」 家長小組

編者的話
「香島家長學堂」於本年度以「正向心理學」為主題，透過一系列的講座、小組及
親子活動，為家長帶來正向管教心得與方法，促進正面的親子關係，共建和諧的
家。「不打不罵，如何令孩子聽話？」是正向管教的迷思，要真正做到的話，父母
便要從小和孩子建立良好而有安全感的親子關係，然後在這穩固的關係基礎上，配
合正向管教原則，才能引領孩子一步步正面而有自信地成長。透過以上文章，家長
可以檢視一下，你跟孩子屬於哪種依附關係，並參考「給家長小提示」，判斷是否
需要作出修正。請緊記，正向管教，從建立良好依附關係開始。

明愛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工葉姑娘，教導家長們如何
在家裡練習靜觀，覺察自己當
下的身體及情緒變化，不加以
批判 (non-judgmental)， 接納
及包容自己，使身心靈得到足
夠休息，恢復精神。



親子賣旗日

學堂在三月九日舉辦了

親子賣旗活動，為「香港

唐氏綜合症協會」進行籌

款。感謝家長和學生們的

支持和踴躍參與 !            

活動預告
日期 時間 講座 / 活動

11/5/2019( 六 ) 9:00am-4:00pm 樂活親子日營

29/5/2019( 三 ) 1:15pm-3:15pm 家居護理講座

30/5/2019( 四 ) 9:00-11:00am 何謂「心智解讀訓練」？

20/6/2019( 二 ) 9:00-11:00am 如何應用行為管理策略幫助 ADHD 學童？

11/6/2019( 二 ) 9:00-11:30am 畫出和諧：輕輕鬆鬆畫粉彩畫

粉
彩
畫

畫出和諧 : 輕輕鬆鬆畫粉彩畫

日期 :  6 月 11 日 ( 二 )
時間 : 上午 9:00-11:30

統籌：黃紫微姑娘 、陳欣琳姑娘
顧問：李月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