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裔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佛利蒙市青少年及家庭服务部
張琼 - 婚姻家庭心理治疗師



课程主题
 了解认识多文化家庭的优势和挑战

 了解青少年身体、心理、和行为发育在不同阶段的特点

 理解并提供儿童健康发展的基本需求

 介绍新的育儿方法和技巧

 熟悉警告标志以及何时寻求帮助



全面了解子女生长过程的需求

生長發育的四個主要成份:

 智商

 情商

 行為

 社會及家庭

环境直接影响生長发育的每个部分

社會
家庭
環境

情感

認知行為



代际文化冲突--家长面临的挑战
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入造成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差距

对家长的尊重

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对先进科技接受的差距

子女的独立意识

受教育目标

人生的目标



代际文化冲突—子女面临的挑战
当今青少年面临的最常见的问题
 身体(个人)形象

 寻求自我认同

 巨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

 同龄人的压力与竞争

 欺凌/霸凌

 网络成瘾

 未成年性生活/青少年怀孕

 吸烟和喝酒

 饮食失调

 抑郁和焦虑

http://superela.com

Venture Christian Church.com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2t9q_5KLWAhVJh1QKHefrBeMQjB0IBg&url=http://venture.cc/events/2016/11/10/screenagers&psig=AFQjCNHbQoC4GR9MAnGh08HVGK7R3QI7uQ&ust=1505413492991413


了解文化内涵—熟悉本民族文化的优势

文化 - 文化是人們在一定的社会境中通过学习、
实践而发展出的生存特征 –社会行为规范
组成：
 語言
 教育
 核心价值
 信仰
 習慣
 傳統
 艺术
等其它多元素

http://www.louisaavery.com

http://www.louisaavery.com/


熟悉中西文化的主要差異
西方文化 東方文化

生活方式 獨立自主
個人至上

和諧共存
互相依賴

人生態度 追求個人幸福 追求社會承認

人際關係 直接 網路關係
對領導 平等關係 絕對服從
意見表達 直接、明瞭 含蓄、模棱两可
情感釋放 鼓勵公開表達 鼓勵忍耐
價值觀 物質財富決定社會地位 精神財富決定社會地位

curiousjames.wordpress.com

http://www.google.com/imgres?um=1&hl=en&biw=1280&bih=581&tbm=isch&tbnid=XJ2UrNcZ4z_9FM:&imgrefurl=http://curiousjames.wordpress.com/2007/10/15/east-west/&docid=iu5lghOaN2vKnM&imgurl=http://curiousjames.files.wordpress.com/2007/10/eastwest02.jpg&w=700&h=386&ei=mOgKU_zNGaGSyAGkw4G4Cg&zoom=1&iact=rc&dur=641&page=2&start=10&ndsp=15&ved=0CJgBEK0DMBQ
http://www.google.com/imgres?um=1&hl=en&biw=1280&bih=581&tbm=isch&tbnid=XJ2UrNcZ4z_9FM:&imgrefurl=http://curiousjames.wordpress.com/2007/10/15/east-west/&docid=iu5lghOaN2vKnM&imgurl=http://curiousjames.files.wordpress.com/2007/10/eastwest02.jpg&w=700&h=386&ei=mOgKU_zNGaGSyAGkw4G4Cg&zoom=1&iact=rc&dur=641&page=2&start=10&ndsp=15&ved=0CJgBEK0DMBQ


认识大脑发育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大脑的发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自下而上、由里而外

情感发育与认知和行为发育密不可分, 平衡與同步是基礎
不同的部分有它發育的最佳、最快年齡段

大腦前叶控制協調: 
行為、智慧、記憶、運動
人格、情感、計畫、組織、

解決問題、推理

側叶控制協調: 
智慧、語言
閱讀、感覺

枕叶控制: 
視覺

小腦控制: 
平衡和協調

大腦聶叶控制協調: 
行為、聽力、記憶

語言、視覺

腦干控制協調: 
血壓、呼吸
心跳、吞咽

小腦

情感中樞

大腦皮層

腦幹

brain-injury-law-firm-of-new--mexico.com

https://www.tes.com

http://www.mentalhealthexcellence.org/brain-works-101/
http://www.mentalhealthexcellence.org/brain-works-101/
https://www.tes.com/


大脑发育与行为的关系
少兒期行為和情感特點: 

 听話、容易管教

 好奇心強

 活跃、好動

 以自我为中心

http://polyliving.net

同时：

 脆弱

 不完美

 容易依赖

 不成熟

http://polyliving.net/


大脑发育与行为的关系
青春期的行為和情感特點: 
 逆反、对压力反应強烈

 喜怒无常、容易冲动

 喜欢冒险、有攻击性

 对同伴的挑战缺乏抵抗力

 高估短期回報忽視長期結果

5歲 青春前期 青春期 20歲

藍紫-更成熟紅黃-欠成熟
www.artofmanliness.com

大腦的完全成熟大約

在25歲之后完成

http://www.artofmanliness.com/2013/02/04/dont-waste-your-twenties-part-1-taking-advantage-of-the-unique-powers-of-the-twentysomething-brain/


需要记住的要点

即使是聪明的孩子也会
冲动或者喜怒无常

孩子们需要学会自我平
静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家长必须保持沟通渠道
的开放并接受孩子

 18岁的“杰克”一直以来依
赖妈妈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他从来没有很多朋友，但成
绩优异。

现在他在斯坦福大学，不会
和他的室友相处，他大声喊
叫，不知道如何冷静下来，
清楚地表达他的诉求。

现在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和处
理他的第一个坏成绩。他恐
慌，感到焦虑和沮丧。

当他与妈妈通电话时，他告
诉她，一切都“很好”。

http://todayisawgod.org



公众印象 -典型的亚洲家庭
愛护 +专制

高標準、嚴要求 高標准、严要求

批評多、鼓励少

有問題才出面干預

学习成績优秀
被动服从+叛逆
容易放弃和崩潰
对新事物缺少兴趣
缺少克服困难的能力
自信心不足
缺乏責任感
缺少創造力

承
壓
力
的
子
女

www.bjreview.com.cn

www.chinadaily.com.cn

嚴
格
的
父
母

http://www.bjreview.com.cn/Cover_Stories_Series_2011/node_50121.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2/09/content_11965812_2.htm


心理辅导员常常听到的声音

子女们 家长们

 我父母唯一关心的是我的
成绩

 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我真
正的想法或我是谁

 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听话
的机器人

 他们不会相信我或让我做
任何事情！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的孩子

 我比孩子自己更了解她/
他

 我希望他们成功和快乐

 我一直在试图保护我的孩
子



鼓勵支持正面行為

培育健康子女
的基本任务

制訂健康的規章制度

建立正常的家庭關係

親子教育的基本任务



教育方法不同結果不同

命令 强迫

有章有法 隨機任意

獎勵 賄賂

zachikkanda.co
m

www.illustrationsof.com

www.wikihow.com

http://zachikkanda.com/2012/02/25/praise-itll-possibly-cure-what-ails-ya/
http://www.wikihow.com/Image:6421-1-1.jpg
http://www.wikihow.com/Image:6421-1-1.jpg
http://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docid=TG26yF1fYGzKlM&tbnid=hFADy4O_IUkkbM&ved=0CAcQjB0&url=http://www.illustrationsof.com/215196-royalty-free-confused-clipart-illustration&ei=iOYgU7nkH8bmqAHZnICoCA&psig=AFQjCNE_LXVwj1NPSOm1XC09bQykvhgrgQ&ust=1394751496605159
http://www.wikihow.com/


兒童

大学生

成人
高中生初中生

小學生

家長

導師榜樣老師 輔導員保護者

家長在孩子成長不同階段的角色
孩子

制訂親子教育計畫 實施親子教育計畫 放棄親子教育計畫

joedmcginnis.com



家長們在親子教育中常见的不足
 单向交流,不听不懂自己的孩子

 家長們管教的方式不一致

 无论对错,孩子不承担后果

 不真实的表达方式

 唠叨或讲大道理

 情感或身体虐待

 发脾气或威胁
另外 用沒時間和精力為借口

 过分严厉或怨天尤人
 否认或不願面对現实
 家長間的矛盾直接影响孩子

www.womenofchina.cn

http://www.womenofchina.cn/html/womenofchina/report/166132-1.htm


家長应该做些什么? 

保证身体发育需要： 了解成熟的标志：

有效足够的睡眠

 合理充足的營養

 积极的锻炼
成熟

知识
教育 健康

身体

人际
关系

自身
价值穩定

家庭

社會
呈現

情感
支持

自我照
顧能力

Homeadvice.com



學習和實踐育儿技能
建立有效的沟通管道

积极倾听:
注視对方、点头回应

耐心听完孩子的敘述,不要打断

提供回馈,以确保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鼓励和表揚孩子的努力和主动行为

給予客观的評价,避免讲大道理

告訴孩子,你願意和他/她一起面对、共同努力

肢體
語言
55%

語調
38%

語言
7%

True Activist



學習和實踐育儿技能 – 情绪管理
憤怒 - 被冒犯或錯误的对待时引起的自我防卫机制和反应
 它常常是多種情緒組成: 痛苦、紧张、沮丧、和怨恨
 它是一个习惯、一种选择
 当人缺乏对挫折或烦扰的耐受力,常常会触发憤怒
 生理上:憤怒可以加快心率、呼吸、升高血壓、
 憤怒的情緒不但伤害別人，也伤害自己

missbindergartensclassroom.files.wordpres
s com



學習和實踐育儿技能 – 情绪管理
缓解憤怒情绪的方法：

 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选择冷靜

 換位思考 (改变思考习惯)

 离开現场

 做能让自己冷靜的事情

 用健康的方法适放能量

 转移注意力

 把烦恼说出来

 利用幽默

深呼吸 数
数

10
聽音樂

鍛煉身體

藝術創作

冥想

http://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JJdz8d3M9t59dM&tbnid=uyEh4tYIBh5L1M&ved=0CAgQjRw&url=http://raisingchildren.net.au/articles/pip_bedtime_worries.html&ei=SoU0U8ipI8eJrAGopIDoCA&psig=AFQjCNEf5M1jvOe4-8j4iakhtDPobDzzoQ&ust=1396037322643064
http://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JJdz8d3M9t59dM&tbnid=uyEh4tYIBh5L1M&ved=0CAgQjRw&url=http://raisingchildren.net.au/articles/pip_bedtime_worries.html&ei=SoU0U8ipI8eJrAGopIDoCA&psig=AFQjCNEf5M1jvOe4-8j4iakhtDPobDzzoQ&ust=1396037322643064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76NePwd9H3qomM&tbnid=xReqblmfEagmTM:&ved=0CAUQjRw&url=http://blog2.skritter.com/2013/08/radio-exercise.html&ei=_oY0U7a3CvKrsATshYDYDw&bvm=bv.63808443,d.aWM&psig=AFQjCNE6meExkO8dyStmHckLOALsUFXUJw&ust=1396037685529587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76NePwd9H3qomM&tbnid=xReqblmfEagmTM:&ved=0CAUQjRw&url=http://blog2.skritter.com/2013/08/radio-exercise.html&ei=_oY0U7a3CvKrsATshYDYDw&bvm=bv.63808443,d.aWM&psig=AFQjCNE6meExkO8dyStmHckLOALsUFXUJw&ust=1396037685529587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X_MVn9Z6xwFaFM&tbnid=_fXoYVb8N1l1MM:&ved=0CAUQjRw&url=http://goesling.wordpress.com/tag/listen/&ei=hYk0U6GUGJXOsAT55oHYCw&bvm=bv.63808443,d.aWM&psig=AFQjCNHj-m8GPca4vXM6IYBcvyNRtGBgjg&ust=1396038169427566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X_MVn9Z6xwFaFM&tbnid=_fXoYVb8N1l1MM:&ved=0CAUQjRw&url=http://goesling.wordpress.com/tag/listen/&ei=hYk0U6GUGJXOsAT55oHYCw&bvm=bv.63808443,d.aWM&psig=AFQjCNHj-m8GPca4vXM6IYBcvyNRtGBgjg&ust=1396038169427566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JYA2CTyZkGe-dM&tbnid=RJoWKTh1rq3FaM:&ved=0CAUQjRw&url=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eemish.children.coloring.drawing.sheets&ei=3os0U5CIOO2-sQS3oYHYBQ&bvm=bv.63808443,d.aWc&psig=AFQjCNEOp8j0jybNWQFD_AA0uIaq9d3Ojg&ust=1396038931746844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JYA2CTyZkGe-dM&tbnid=RJoWKTh1rq3FaM:&ved=0CAUQjRw&url=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eemish.children.coloring.drawing.sheets&ei=3os0U5CIOO2-sQS3oYHYBQ&bvm=bv.63808443,d.aWc&psig=AFQjCNEOp8j0jybNWQFD_AA0uIaq9d3Ojg&ust=1396038931746844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unL-2do7OQSmlM&tbnid=cXwin_ajVQPxQM:&ved=0CAUQjRw&url=http://indigosociety.com/showthread.php?33799-Introducing-Meditation-To-Children&ei=c4Q0U4L4E9KysATx0oGYCg&bvm=bv.63808443,d.aWM&psig=AFQjCNHwZvN9pLWkPdqnZulNGAE1gtxjbg&ust=1396036981011753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unL-2do7OQSmlM&tbnid=cXwin_ajVQPxQM:&ved=0CAUQjRw&url=http://indigosociety.com/showthread.php?33799-Introducing-Meditation-To-Children&ei=c4Q0U4L4E9KysATx0oGYCg&bvm=bv.63808443,d.aWM&psig=AFQjCNHwZvN9pLWkPdqnZulNGAE1gtxjbg&ust=1396036981011753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7VTvw8GV_Ts_OM&tbnid=zpvuVdpMUjaptM:&ved=0CAUQjRw&url=http://www.chslions88.com/3/myblog.htm&ei=rZM0U6jrFpXQsQSYkICYDw&bvm=bv.63808443,d.aWc&psig=AFQjCNE_PlhWdTt-Lz8BBRi5bei26rqsvA&ust=1396040645440048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7VTvw8GV_Ts_OM&tbnid=zpvuVdpMUjaptM:&ved=0CAUQjRw&url=http://www.chslions88.com/3/myblog.htm&ei=rZM0U6jrFpXQsQSYkICYDw&bvm=bv.63808443,d.aWc&psig=AFQjCNE_PlhWdTt-Lz8BBRi5bei26rqsvA&ust=1396040645440048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ed86u4QneyO9YM&tbnid=YULHySrjqewkhM:&ved=0CAUQjRw&url=http://www.parentingnation.in/Pregnancy/reasons-for-mood-swings-during-pregnancy_192&ei=S480U7ChDYbJsQTA4IDYAQ&bvm=bv.63808443,d.aWc&psig=AFQjCNEkj1cl_heaOFGEILaFDU_t2Hy6TA&ust=1396039683552126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ed86u4QneyO9YM&tbnid=YULHySrjqewkhM:&ved=0CAUQjRw&url=http://www.parentingnation.in/Pregnancy/reasons-for-mood-swings-during-pregnancy_192&ei=S480U7ChDYbJsQTA4IDYAQ&bvm=bv.63808443,d.aWc&psig=AFQjCNEkj1cl_heaOFGEILaFDU_t2Hy6TA&ust=1396039683552126


學習和實踐育儿技能 - 应对能力
自我平靜、控制情感

选择离开不愉快的場所

做改变坏心情的事: 

打電話与朋友交談

去公共場所与大家在一起

每天都給自己留一定的空間和時間

听音樂

鍛煉身体

艺术創作

冥想

幫助他人

应对能力 压力

性格
经验



學習和實踐育儿技能 – 解决问题

解決問題的技巧

找出

問題所在

尋找其它
解決方案

選擇一個

替代方式

實踐

新的方式

檢查

實踐結果

忽視負面行為

分散注意力

開始新的活動



有效的行为培养步骤

建立行为规范 纠正偏差的具体方法
主动正面交流

http://www.chadd.or
g



行为矫正
纠正行为偏差的具体方法: 

 帮助孩子了解错在哪

 告诉孩子家长的期望

 给孩子信心、他/她能做好

 告诉孩子如何做

没有意识到行为不当

知道错了

愿意改正
改正错误

维持好行为



慢节奏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花时间了解情况，不要急于马上解决问题

 给孩子时间去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不要只是告诉孩子你的答案或建议，而要带领他们
开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http://www.jyrahproductions.com



培養身心健康的子女窍门
 营造和谐家庭气氛、建立家規、坚持強化規則

 鼓励他們多參与社会活动

 与孩子正向交流, 及時发現孩子的情緒变化

 认真傾听、了解子女的需要、提供支持和帮助

 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了解子女的朋友

 发現问题时，及关注和时解決

 当家長的帮助无效時,应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www.family.my

www.istockphoto.com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TcXu8bTxTT.oAPOSjzbkF;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RV=2/RE=1396497980/RO=11/RU=http:/www.family.my/why-are-family-values-important/RK=0/RS=3Ji5L6W7e6dQHQ_pBUSNhSkeJjM-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docid=5daDWsMua-7PTM&tbnid=ls_4pG2IBYAHYM:&ved=0CAQQjB0&url=http://www.istockphoto.com/stock-photo-19784152-happy-chinese-family.php&ei=mXc8U72YOsqwygGF04HoDA&bvm=bv.64125504,d.b2I&psig=AFQjCNGGmP_c2FWIf9n1tiEtAN1BXNS4WQ&ust=1396558003658417


帮助孩子们面对未来

提高自己和子女的情商：

培養孩子的情感意识

能明白地說出自己感受

誠恳地倾听並誠心地表达理解彼此的感受

接受子女的情感是与他們建立融洽关系的好机会

在帮助子女解决問題的同時，指出行为的对与错

gradireland.wordpress.com

智商

http://gradireland.wordpress.com/2013/08/26/emotional-intelligence-will-it-help-you-to-succeed/


了解孩子的情感变化
健康的情感表现 不健康的情感表现

积极热情 过度的恐惧和焦虑

能够耐受困难和压力 学习成绩下降、容易放弃

能够解决问题 显着的食欲或睡眠改变
愿意理解别人 感觉悲傷或絕望
适度的情绪释放 易烦躁不安、憤怒和激動
有自信、有安全感 自卑或內疚、對批評反應過度
有好奇心 退出朋友圈和曾经喜爱的活动

被别人喜爱 经常与他人发生冲突

对工作/任务专注 缺乏熱情、精力或動力

身体健康 猶豫不決、缺乏專注或健忘
常常出现与压力有关的身体症状(头痛胃痛)
出现自殺的想法或行為

濫用酒精或其它药物



了解孩子的情感变化,及時給予支持并寻求帮助

找原因：
失去朋友
受到欺凌
学习压力过大
感到不被愛了
受到不公正待遇

想辦法：
傾听理解
提供支持
討论解決問題的方法
培养克服困难的能力
寻求专业帮助

www.slate.com

www.languagelodge.com

http://www.slate.com/articles/arts/culturebox/2011/01/its_not_the_job_market.html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TcXtbbDxT5NEAwX2jzbkF;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RV=2/RE=1396497627/RO=11/RU=http:/www.languagelodge.com/RK=0/RS=QiWXuWXJuEdy2j1BvpQMiVuwnIo-


家长们努力的回报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
意识到，不是每个人
都能得到父母的支持
和帮助。我现在真的
很感激我的父母花时
间给我解释的东西。”

 “我知道，在我叛逆
的年代，我的父母真
的很难接受我。我很
幸运，他们从来没有
放弃过我。”

http://www.pngmart.com https://www.wikihow.com



谢谢大家！

提问和回答：

iLikeSticker.com

http://www.ilikesticker.com/LineStickerAnimation/W433617-%E5%8A%A0%E6%B2%B9%E5%A5%B3%E5%AD%A9-%E5%8B%95%E6%85%8B%E8%B2%BC%E5%9C%96%E8%AA%9E%E9%8C%84/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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