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 __ __ __ __ __

Parents‘ Questionnaire
Kiddy KINDLR

兒童生活質素
家長問卷
親愛的家長：
衷心感謝你抽空填寫此份關於你孩子個人及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素問卷。
因為這是你自己對你孩子生活質素的評估，請按指示自行完成問卷，且不要詢問你的
孩子。


請細心閱讀題目。



想一想你的孩子在過去一星期有怎麼樣的感受



在每一題最適合你孩子的答案方格內打交差 「X」

例子：
在過去一星期... 

從不

甚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 我的孩子睡得好
女

孩子的性別:

你是：

母親 

男

父親 

年紀： ____ 歲

其他：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 ___ / ___ / ______ (日 / 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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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體狀況

在過去一星期 ...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我的孩子感到生病了











2. ... 我的孩子有頭痛或肚痛











3. ... 我的孩子感到疲倦及筋疲力竭











4. ... 我的孩子感到強壯及精力充沛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我的孩子玩得開心又笑得多











2. ... 我的孩子好像不太想做任何事











3. ... 我的孩子感到孤單











4. ... 我的孩子感到害怕不安或對自己
沒信心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我的孩子為自己感到自豪











2. ... 我的孩子感到歡天喜地











3. ... 我的孩子對自己感到滿意











4. ... 我的孩子有很多好的主意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我的孩子與我們(作為家長)相處融洽











2. ... 我的孩子在家中感覺得很好











3. ... 我們在家裡吵架











4. ... 我的孩子覺得我對他/她指指點點











2. 情緒狀況

在過去一星期 ...

3. 自尊感

在過去一星期 ...

4. 家庭

在過去一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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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交連繫

在過去一星期 ...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我的孩子會與朋友一起玩或做事











2. ... 我的孩子受其他小孩喜愛











3. ... 我的孩子與朋友相處融洽











4. ... 我的孩子覺得自己與其他小孩不同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幼兒園/幼稚園/學校所給予的習作
我的孩子都應付得好好











2. ... 我的孩子享受幼兒園/幼稚園/學校
生活











3. ... 我的孩子期待返幼兒園/幼稚園/學校











4. ... 我的孩子在完成小任務或做功課時犯下
很多錯誤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 我的孩子情緒化及常扭計











2. ... 我的孩子胃口很好











3. ... 我對我的孩子能夠表現出耐性及理解











4. ... 我的孩子感到壓力











5. ... 我的孩子睡得好











6. ... 我的孩子蹦蹦跳跳及十分活躍











7. ... 我的孩子會不停大哭











8. ... 我的孩子感到心情愉快











9. ... 我的孩子警覺性及專注力良好











6. 學校

在過去一星期 ...

7. 一些重要問題

在過去一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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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0 ... 我的孩子容易分心及心不在焉











11 ... 我的孩子享受與其他小朋友一起











12 ... 我責罵了我的孩子











13 ... 我讚賞了我的孩子











14 ... 我的孩子與老師、幼稚園/學校職員或
其他照顧者相處有問題











15 ... 我的孩子感到緊張及煩躁不安











16 ... 我的孩子朝氣勃勃及精力充沛











17 ... 我的孩子投訴感到痛楚不適











18 ... 我的孩子善於社交及外向











19 ... 我的孩子成功完成每件他/她著手要做
的事











20 ... 我的孩子容易產生不滿











21 ... 我的孩子曾痛哭











22 ... 我的孩子容易發脾氣











在過去一星期 ...

8. 你的孩子是不是現在暫住醫院或有長期病患？

是
請回答以下 6 條問題

 不是
這份問卷已完成， 多謝你的合作！

在過去一星期 ...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我的孩子害怕他/她的病情會惡化











2

我的孩子因為他/她的病患而傷心











3

我的孩子有能力應付他/她的病患











4

因為病患的緣故, 我們對孩子如年幼的小
孩般看待











5

我的孩子不想有人留意到他/她的病患











6

因為我孩子的病患, 他/她錯過了在
幼兒園/幼稚園/學校裡的一些事情











多謝你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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