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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青春期? 如何辨別子女踏入青春期

2. 認識子女在青春期轉變，包括：生理、心理及行為

3. 家長如何面對及協助子女在青春期轉變

4. 家長DOS & DON’TS，運用生活事例，讓家長學習與子女
溝通技巧，建立和諧相處

講座內容



你會用什麼詞語來形容子女在青春期行為?

例子：
問佢今日返學返成點?佢就嬲爆爆
話，我晤想同你講，佢話講俾你
聽都明，之後就大力閂門『呯』

不聽話
例子：
叫子女溫書，就話得啦，我知喇，
其實之後佢無溫…..繼續偷偷打機。
講得多，就話你好煩

反叛

例子：
家長叫子女做野快D，子女就故意做慢D。
總之你叫佢做東，佢就做西

衝動、易怒 十問九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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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問佢考試識晤識?有無睇清楚題目?有無
做哂份卷?佢就一直遊魂，完全掛住睇
電話都晤應你，眼眉都晤望你一眼。



兒童期 青少年期 成年期
(過渡期)



兒童期 – 服從成人權威，努力達到成人期望 (乖巧)

依賴成人建立安全感、成人給予肯定提升自尊、成人灌輸價值觀，遵守社會規範

青少年期- 作為成人預備，發展自我認同 (不聽話)

1. 確立自我 – 想法獨特，別人不理解。所以會說，講你都晤明。

2. 發展獨立自主 – 爭取話事權，批判性強，不易妥協。所以會說，你好煩，我自有分
數。

3. 朋輩認同 – 希望受朋輩接納，從衣著、行為、值值觀確立自我形象。所以不會黏著
父母。



家長宜先冷靜，了解子女
轉變，裝備自己



• 兒童逐漸變長大為成年人的一個過渡階段

• 約在十歲開始，直至二十歲左右才結束

• 是一個生理、心理急促成長轉變時期



生理轉變

• 青少年在踏入青春期間，性賀爾蒙分泌會增加，
使身體產生一連串變化，開始迅速地發育成長。

• 第二性徵亦相繼出現，使男女生理上產生顯著
差別



如何辨別孩子踏入青春期

女孩子



青春期
女孩子生理變化

發育期
• 約在八歲至十二歲開始，

身體開始發育

身體變化
• 身高、體重增加，體形變

得比較渾圓
• 聲音變尖

性徵

• 乳房發育
• 臀部積聚脂肪及變寬卵巢

開始製造成熟的卵子

• 子宮內膜有周期性的變化
及脫落，形成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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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別子女踏入青春期

男孩子



青春期
男孩子生理變化

發育期
• 約在十歲至十四歲開

始，身體開始發發育

身體變化

• 身高、體重增加，身體結實
• 長出鬍鬚、喉核出現，聲線

變低沈
• 骨骼和肌肉發達，肩膊變寬

性徵

• 陰莖漸漸增大及增長
• 陰囊增大，外皮變皺及

色素加深

• 睪丸開始成熟及製造精子
• 夢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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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
男女孩子共同變化

身體變化
• 體毛出現，長出陰毛、腋毛
• 暗瘡



青春期的生理挑戰

02
月經突至

03
對異性好奇、閱讀色情刊物、夢遺

01
與別人有個別差異、早熟、發育滯後

04
暗瘡



為什麼我的身體有此變化?

我會變得難看嗎?我會變肥嗎? 我應該怎樣做?

別人會怎樣看我? 別人會喜歡我嗎?

1 2 3 4 5

青春期生理變化產生焦慮與懷疑



家長如何面對及協助
子女在青春期轉變

(生理篇)



家長不應以為性是禁忌，宜採取開放態度，不迴避解答子女個人的性
疑難，鼓勵子女分享生理變化所出現的惶恐和擔憂，亦不妨和子女分
享自己的成長經驗，讓子女積極迎接青春期的轉變。

家長可向子女灌輸正確的性知識，若家長過於敏感，迴避與孩子討論
性知識、性心理等方面問題，反而增加子女對性的好奇，以及接觸淫
褻和不雅物品的機會。

明白性本善

推行性教育



家長可積極裝備自己，多參與關於性教育培訓活動，閱讀有關資訊，
瀏覽有關網頁，如家計會等。以深入了解子女青春期生理變化，從而
向子女解答性問題，教導子女正確知識。

家長應引導子女接納身體變化，正視子女青春期的各種需要，例如：
與女兒一起選購胸圍及衛生巾、與兒子一起做運動鍛鍊身體，以協助
子女適應這個過渡階段。

增加性知識

接納變化



教導生理用品知識



半截式背心
短背心，適合剛開始穿
內衣的女孩

運動型內衣
沒有鋼圈，以鬆緊帶固
定下圍的軟式內衣

少女內衣
沒有鋼圈，不會太過緊
繃的款式

教導生理用品知識



教導生理用品知識

• 撕開個包裝(包住衛生
巾的紙)，取出衛生棉。

• 把衛生巾貼在內褲上，沒
有翅膀的衛生巾只要貼上
就可以。比較長的衛生記
得要確認前後狀態。

• 有翅膀的衛生巾要
把翅膀往下折。如
果是胯下部份有兩
層的生理褲，要把
翅膀折到裡面。

• 有翅膀的衛生巾要把翅
膀對到胯下部分最細的
地方



• 外出的時候，不要直接拿
著衛生巾，把它放在小包
內

• 來經前，預備一定數量衛生巾
放在書包內



教導生理用品知識



青少年
心理轉變



情緒不穏定、易衝動

由於內分泌和自主神經系統活動旺盛，造成青
少年情緒不穏定，有時也會因個體生理上的障礙
而產生情緒上的壓力。

情緒不穩特質：
1. 渴求獨立，爭取自由
2. 有時卻又喜歡別人照顧及呵護
3. 有時充滿自信而興高采烈
4. 有時會感到自卑而變得意志消沉
5. 有時抗拒與人分享

頭髮好長呀 !

我知有分數 !

好彩亞媽陪我

睇醫生!

發高燒！

亞媽返來，快D
收埋本日記先。



家長如何面對及協助
子女在青春期轉變

(心理篇)



多分享

在適當時候，家長可主動與子女分享過往青春期的經驗，共同分享自己如何處理這些轉變心得，
協助子女疏導起伏情緒。家長不應勉強子女分享感受，避免事與願違，影響親子關係。

家長和子女的情緒會彼此牽動，面對惡劣的局面，家長應先冷靜，控制情緒，平息怒氣，以身作
則，冷靜處理子女情緒問題。若家長不能控制情緒，衝動行事，子女情緒被牽引，很容易產生家
庭衝突。

家長應鼓勵子女積極克服困難，學會調整情緒，如向朋友傾訴、聽音樂、散步、 做運動等。
讓子女明白青春期的發育因人而異，不要與人比較，無論多與少、快或慢都是正常的。

多容忍

多鼓勵



家長應了解子女在青春期心理變化是在所必然，情緒陰晴不定是成長過程中自然現象，不宜怪責
或過份擔心。教導子女學習面對情緒轉變，接受現實，積極尋求紓緩辦法。

家長也經歷青春期，有過焦慮和不安，體驗過情緒低落。家長應設身處地諒解子女困擾，耐心跟
子女商討問題，協助找出成因及掌握處理方法。

多了解

多諒解



青少年
行為轉變



⚫ 追求別人的認同

⚫ 喜歡交友及參加群體活動，
朋黨的感覺強烈，極重視朋
輩對他的接納

⚫ 易受潮流及朋友影響，跟隨
別人的行徑

⚫ 對異性產生興趣、有好感

⚫ 喜歡打扮，注意自己外表，建立自我
形像

⚫ 模倣心目中偶像的言行舉止

⚫ 重視別人對自己的印象和意見

⚫ 反叛性較強、情緒化，渴望獨立，故
較易與家長發生衝突



家長如何面對及協助
子女在青春期轉變

(行為篇)



青少年是非常重視朋友的時期，所以如果子女的朋友到家裡來，善待他們，而且不要在子女朋
友面前為難及取笑子女，會讓子女難堪。

試想家長自己都不喜歡被人比較，何況是子女？不要拿子女跟別人的孩子互相比較，這會減
少子女的自信心，只要鼓勵及支持子女便可。

青春期子女正處在一個轉變的時期，所以會覺得他們的意見和想法很重要。家長試著聆聽子女
的想法和意見，尊重他們，讓子女有被重視的感覺。

善待子女朋友

不要亙相比較

尊重子女的意見



家長試著利用日記、手機、FB、IG或者抽屜來窺探了解家中的子女，只會激怒他們。如果子女需
要分享，他們會主動與家長傾談。子女已經長大了，給他們一點私人的空間，不管是在家裡或是
心理上的。子女不想說，家長就不要勉強他們，不要過度猜測懷疑。

青少年時期是子女最混亂的時候，因為子女開始要學著獨立，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決定，這時候
子女需要家長的支持以及引導，所以試著諒解子女的混亂。

不要窺探私隱/給子女私人空間

試著諒解子女



抽出時間陪子女

父母有可能因為工作或是照顧家裡而沒有什麼多餘時間，但青少年需要家長的關注。家長試著
每天花時間和子女聊聊天，聽聽子女的生活及煩惱。



實務篇
家長DOS & DON’TS



1.聆聽青少年情緒



DON’T
溝而不通

你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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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這樣？

片中有那些地方似曾相識？面對
這情況你會怎樣處理？

請問你留意到什麼？他們的溝通
出了什麼問題？片中各家庭成員

有什麼反應與感受？



食早餐

不是雙向溝通

兒子想吃腸仔包

母親表示走了幾間麵包店都沒有貨，改食
果醬麵包都可以大家期望不同
父親覺得已有食物，不要計較食什麼，因為他小時
候沒有選擇，覺得兒子有多個選擇已很幸福

家長忽視聆聽內容，忽視兒子暗示，沒有了解兒子為什
麼想吃腸仔包原因。

家長忽視孩子的非言語表達，孩子不正視家長，沒有眼
神，反白，兒子已表達不滿，家長仍說道理及教訓。

兒子沒有聆聽母親對話，沒有聽到母親已走了多間麵包
店，沒有腸仔包才用果醬包代替，兒子只顧自己。

當家庭兩代共處一室，各人對事物的
看法與期望不同，相處有不快情緒，
出現「溝而不通」的狀況。



DOS
情、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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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錦囊
家長在處理子女問題時，往往了解

「事」，未完全掌握清楚，就開始說
「理」 ，最終忽略了「情」



情 因事件引起情緒，而情緒分為表面和深層的情緒

理 對於事件的是非判斷

事 事情的經過及背後的原因

家長掌握溝通要點



1. 家長先聆聽

2. 找出具體細節

當人情緒開始激動時，最期望
別人明白。要明白，先要聆聽。
父母先聆聽才能與子女對話

家長先放下教導和提醒的意圖，
了解子女想什麼

了解背後原因

有時子女不能清楚解釋，家
長不要放棄。詢問具體情況
和細節有助子女說明背後原
因

3. 共同找出適切解決方案
家長明白子女對責備很敏感，
家長主動驅除子女怕被責怪的
心魔。家長需要保持耐性，才
可以互相溝通，解決問題

家長與孩子溝通步驟



家長錦囊

1. 聆聽是家長先要放下「教導」和「提醒」的意圖，了解子女究竟在想什麼

2. 如果子女正在生氣，家長先不妨先冷靜，暫時暫停這個話題

3. 請子女冷靜，待情緒降溫後，讓子女明白家長不是要指責他們



2.了解孩子心事

講俾你聽，你
都晤明，嘥氣！



DON’T
太心急
不斷問

7



DOS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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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願意聆聽家長說話步驟

1. 家長調整心態

• 開放態度
家長願意聆聽子女一些不同的想法，而不立即加以評論，這樣子女會感到
得到家長的尊重，不會否定孩子感受，也願意真誠溝通

• 信任子女
相信子女有能力解決問題，家長可以多使用引導，代替直接教導和提醒。

• 與子女同行
子女覺得家長與他們處於平等的溝通位置，可以一起商討及面對問題



2. 使用同理心的回應
同理心是回應對方的遭遇和感受，子女會感到家長聽了並接納他們的感受，
更重要是明白子女說話的內容。同理心可以疏導子女情緒，給子女冷靜下來，
親子間可以進行理性思考，解決問題。最重要讓子女感到家長明白他們，可
以信任。

3. 引導
引導子女思考解決問題

4. 教導
進行理性思考解決方法，切忌給予「你應該/不應該」的建議，子女會關上耳
朵，前功盡廢。家長可分享自己類似的經驗或遭遇，加強子女對家長信服，
亦讓子女感到家長像他們朋友，子女都願意聆聽家長那時候應對方法。



運用同理心方程式

你覺得對方的感受，因為對方的遭遇。例子：

兒子說：「我好難先搵到呢對新波鞋，穿左一次就整污糟左！」

父親說：「呀！你覺得真係好激氣，好可惜呀！因為好難先買
到，無諗過著一次就整污糟喇！」(有同理心回應)



家長錦囊

1. 同理心是使子女感到被明白

2. 多站在子女的角度來看，揣摩子女的感受和想法

3. 運用同理心，先舒緩子女的情緒，好為雙方創造對話空間

4. 當子女遇上生命難題，最需要的還是家長的指導

5. 家長一直學習使用同理心，子女始終也能明白



3.父母表達要求

你咩都岩哂啦!



DON’T
不斷說理，

翻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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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
運用我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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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子答應會收拾客廳的衣服，可是遲遲也未動手，引來媽媽的
投訴與指責。兒子聽在耳內只覺「好煩」，而且他的回覆也毫
不客氣，導致母子的溝通對話鬧僵了。

2. 爸爸得悉整個過程，走到兒子跟前與他談話，嘗試化解僵局。
過程中兒子既沒顯出敵意，亦願意傾談，最後還樂意收拾衣服，
兩者溝通有什麼分別?

家長反思



家長表達要求步驟

1. 檢視自己心態
1. 表裡一致（家長留意表達的話要心口如一）
2. 開放和信任(與子女討論，信任子女經思考後做的決定，子女的選擇不

如家長理想，但請接納子女仍處於學習階段)

2. 運用同理心
使用同理心聆聽子女的意願和限制，讓子女感到父母是明白他們

3. 使用我訊息
描述在特定情景時家長所看到的具體行為，說出感受和原因



運用我訊息方程式
1. 我見到…（描述特定情景下子女的具體行為）

2. 我覺得…(自己感受)，因為（原因）
例子：父母說：「上個星期你話會幫我整個電話Apps，但我等左你幾

日都未裝，我覺得好無助，因為我晤識攪部電話，真
係好需要你幫手。」

3. 所以我建議…（表達期望/引導解決方案）
例子：你幾時有時間幫我裝個電話Apps?

給子女一些具體的引導或商討出路



重溫運用我訊息步驟

1. 我睇到你連續兩次晤見左張八達通（描述）

2. 我覺得你晤係有心既。不過我暫時晤會買張新既俾你用，晤係
我晤信你，只係擔心你未諗到個好方法Keep好仍佢（我的感受
和原因）

3. 所以我建議，大家一齊諗下點樣Keep好d野（表達期望/引導解
決方案）



我訊息好處

1.以「我」而不以「你」作說話的起始，讓子女感覺
是平等與個人化的溝通，減少指責或說教的意味。

2.當分歧與衝突發生時，用「我的訊息」表達看法，
使子女感到你並非針對他，而且能明白你的好意、
感受。



家長錦囊

1. 讓子女了解你的要求

2. 父母提醒而子女迴避，一追一逃，形成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3. 對子女來說，最重要的回報是被家長愛錫，感受到家長欣賞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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