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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家庭抗逆力：促進小學階段家長及其子女的身心健康 

 

家長筆記 

 
A. 活動目的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1. 了解兒童在小學階段面對的挑戰； 

2. 掌握家庭溝通的知識和技巧，與就讀小學的子女保持良好溝通；及 

3. 掌握以家庭抗逆力模型為基礎、具同理心的育兒技巧。 

 
B. 活動內容 

 

1. 壓力是甚麽？  

 

壓力是身體對於任何需求的非特定的反應，不論它是由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況引起

或導致的 (Hans Selye)。 

 

「『壓力』一詞最佳的解說為一項普遍的指標，用來描述個人在面對一些内在或

外在情況時，自覺或不自覺地體驗到一些令人不悅的生理和心理表現。」 

(Deborah & Reno, 2007) 

 

良性壓力：這是一種健康的壓力，或者是可以給人帶來滿足感或其他正面感覺的

壓力。 

 

痛        苦：這是一種無法透過克服或適應而解決的持續性壓力，可以引致焦慮或

退縮（抑鬱）行爲。 

 

2. 壓力的來源 

 

個人的壓力 情緒不穩、健康欠佳、外表、自尊心低落、意識到改變等 

家庭的壓力 
父母期望過高、兄弟姐妹關係欠佳、父母之間的爭吵、經濟

狀況欠佳等 

學校的壓力 功課過多、功課艱深、考試、測驗頻密、成績不理想、欠缺

老師的體諒和關心、與同學關係欠佳等 

環境的壓力 衞生條件差、噪音污染、空氣污染、居住環境受到破壞、道

德水平下降等 

朋輩的壓力 
缺乏親密的朋友，被忽視或歧視，與朋友比較起來成績較差

等 

親密關係的壓力 缺乏溝通、存在誤解等 

 

示例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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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家庭抗逆力 

 

 家庭承受生活逆境或在逆境中恢復過來的能力 

 無論面對甚麼負面經驗，都能維持家庭功能的能力 

 特點是家庭成員之間能彼此信任和接納，並且願意分享感受、練習同理心和互

相安慰 

 

4. 管理不當可能造成的後果 

 

 不健康的家庭關係 

 忽視家庭成員的優點 

 溝通出現問題 

 期望不一 

 災難性的想法和焦慮感 

 只著重眼前的短暫結果，而忽略長遠的影響 

 過度干預 

 

5. 應對期望落差的家庭抗逆力 

 

 家庭成員之間共同的信念體系 

 在逆境中締造意義 

 正面的人生觀 

 超然和靈性 

 

 家庭功能的組織過程 

 靈活性 

 家庭成員間的聯繫 

 運用社會和經濟資源 

 

 溝通／解決問題的過程 

 明確的信息 

 坦誠的情感分享 

 協作解決問題 

 

6. 具同理心的溝通  

 

 具同理心的育兒技巧 

 暢所欲言地談論憂慮、態度上的轉變、反思式聆聽、著眼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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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逆境 

 在逆境中締造意義，並抱有積極的人生觀 

 促進抗逆力的成規 

 培養家庭凝聚力，創造學習機會 

 明白有難受的感覺是正常的，促進探索 

 鼓勵面對難題 

 克服困擾，恢復過來 

 

7. 具同理心的育兒技巧：談論憂慮 

 

 運用開放式問題，了解子女的學校生活和他們可能存有的憂慮，但不要提供太

多答案 

 建議子女寫下他們的憂慮，或者把憂慮放置在「憂慮盒」中 

 不要看輕子女表達的擔憂 

 

8. 具同理心的育兒技巧：態度上的轉變 

 

 與子女討論時，採取不批判的態度 

 在處理子女的情緒之前，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設定合理的期望 

 安排額外時間幫助孩子適應新環境（問題不是一兩天便可解決） 

 

9. 具同理心的育兒技巧：反思式聆聽 

 

 令人安心的溝通   

 保持相近的視線水平、表現關愛的身體接觸，以及展現同理心的點頭   

 認可 

 即使你不喜歡子女的行為，但也要表示你認同他們的情緒 

 停止說話，並且聆聽  

 避免説教，但尋找背後的意義 

 對你所聽到的作出反應 

 表現出你真的聽到了他們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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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反思式聆聽的經典技巧「為甚麼、甚麼和如何」 

 

 為甚麼我的孩子這樣做？ 

 嘗試理解，放下挫敗感，避免以偏概全 

 我現在想教孩子甚麼？ 

 協助他們確定人生方向和負責任地做事，而不是給予懲罰 

 我如何才能最好地教導孩子？ 

 等待孩子／你自己冷靜下來 

 

11. 具同理心溝通方式的重要原則  

 

 沒有絕對最佳的育兒方式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家長 

 關係管理是兒童成長中的必要過程 

 家長應反思子女行爲和情緒的意義 

 家長與子女之間互相學習是同樣重要的 

 家長應著眼子女的優點，而不是他們的弱項 

 子女可以自己解決問題，但需要家長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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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練習：育兒理念 

 

嚴苛的紀律  調節式的推論 

 

 

社會比較和批評    鼓勵和讚賞 

 

 

互相依賴                                                                                                                    獨立 

 

 

學業表現                                                                                                                 整體發展 

 
 

身體練習：腹式呼吸 

 

呼吸時，運用腹部的肌肉 ……  

 

1. 一隻手放在上胸部的中間。 

2. 另一隻手放在胃部，就在胸腔下方及橫膈膜上方。 

3. 吸氣時，用鼻子慢慢吸氣，把氣向下送往胃部。胃部應該隨著手上升，而胸膛

則靜止不動。 

4. 呼氣時，收緊腹部肌肉，讓胃部下降，同時噘嘴呼氣。同樣，胸膛應該保持靜

止。 

 

 身體練習：漸進式鬆弛 

 

收緊肌肉，然後逐漸釋放張力 …… 

 

1.  腳和小腿 

2.  大腿和臀部 

3.  手和下臂 

4.  上臂和肩膀 

5.  胃 

6.  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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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教育局。家長智 Net： 

  (影片) 親子關係 在於知己知彼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E8%A6%AA%E5%AD%90%E9%97%9C%E4%

BF%82-

%E5%9C%A8%E6%96%BC%E7%9F%A5%E5%B7%B1%E7%9F%A5%E5%BD%

BC 
  (影片)真誠溝通表關懷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E7%9C%9F%E8%AA%A0%E6%BA%9D%E9%

80%9A%E8%A1%A8%E9%97%9C%E6%87%B7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青少年心理健康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ph/health_ph_young.html 
 Stress Management 如何處理壓力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ph/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

_chi/health/health_ph/health_ph_stress.htmlhealth_ph_stress.html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陪我講》： 

家長支援孩子 

https://www.shallwetalk.hk/zh/school/parents-support-to-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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