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親職篇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給家長的一封信

      諮商與輔導中心服務項目包含：個別諮
商、團體諮商、心理測驗、生命教育心理

衛生推廣、班級輔導、性別平等教育、情

感教育、身心健康諮詢、聊天室陪伴等。

隨著少子化時代來臨，孩子們都是珍貴的

國家未來主人翁，我們希望孩子們在校園

生活不僅是注重學業表現，更能重視身心

靈發展。  若有需要學校服務的部份請讓
我們知道，一起來幫助孩子們全人身心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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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並歡迎您的孩子成為文藻校園的
一份子，校園生活充滿新奇也會有徬徨的

時刻，為了增進學生對校園生活的調適

力，諮商與輔導中心在學生的求學期間，

提供時間與空間，讓學生可以說說心情與

想法，提供多樣課程、團體、測驗幫助孩

子們更了解自己，找到人生未來方向，提

供孩子充電加油站，另外，資源教室也提

供有特殊需求學生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使其順利適應校園生活。

親愛的家長您好：



所有父母都是在失誤與經驗中

學習育兒，然而，能夠快速察

覺孩子處於危機狀態的父母，

才是明智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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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學生身心適應狀態，諮商與輔導中心

於每年新生入學時施行新生生活適應測驗，

以便即時提供學生所需之心理健康服務。家

長亦可鼓勵孩子主動前往諮商與輔導中心進

行各類心理測驗及諮商會談。

若孩子出現下列情形：

一、情緒低落。

二、明顯對事物失去興趣。

三、體重下降或上升。

四、嗜睡或失眠。

五、動作遲緩。

六、容易疲倦或失去活力。

七、無價值感或強烈罪惡感。

八、注意力不集中或猶豫不決。

九、經常出現負面想法。

（以上症狀連續出現兩週，幾乎每天出現以

上至少五種的狀況，並包含一、二）建議您

可能需要關懷孩子，並進一步可尋求專業醫

師、心理資源，在本期後附錄有高雄市心理

衛生、精神醫療資源，可提供您參考，也可

以鼓勵孩子主動前往本中心與輔導老師聊一

聊，鼓勵孩子可多從事運動、曬太陽、散步

等紓壓活動，紓緩情緒。

本期主題:『理解孩子的心：青少
年心理健康議題因應』，文章節

錄自 “2030兒童醫療與健康政策
建言書”，內容提及現今少年所

面臨之壓力及心理健康相關議

題，可增加家長們對孩子於求學

期間可能面臨之問題有更多認識

與了解，幫助我們更能理解孩子

們遇到之情況，進而協助他們尋

求專業資源，使學校、家庭、心

理健康資源網網相連，促進校園

心理健康。



理解孩子的心~
青少年心理健康議題因應

     少年期在生理、認知、行為與社會層次上皆有劇烈
轉變，尋求自我認同、習得獨立自主的能力，並藉由認

同歷程選擇投入的目標與內容，及探索未來的職業方

向，這些都是青少年期重要的發展任務。然而，我國少

年是否有足夠資源探索自我，及完整經歷自我認同過

程，進而習得獨立自主的能力；再者，在這樣劇烈轉變

過程中，少年是否有足夠的壓力調適能力、情緒管理能

力，去面對種種挑戰，包括升學、人際關係與親密友誼

的建立，為成人期獨立自主的生活型態做準備。這正是

現今我們需探討的議題。

一、學業成就與青少年心理健康 
      臺灣社會過於重視學業成就，高學歷的動機讓學生
普遍為課業壓力所苦。楊孟麗（2005） 研究發現，臺
灣高中學生學習動機愈高，心理健康狀況愈不佳。魏琦

芳與黃毅志（2011）的研究也發現，學業成就與心理
健康有直線負相關；不過，若是從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  的縱貫式研究則發現，少年學生的學業成就影響
學業抱負，進而影響心理健康。也就是說，臺灣少年的

學業成就高，提升了學業抱負，但是降低其心理健康。

這個現象似乎可描述為：即使少年學生在學業上有好的

表現，但是，他們的認同僅僅是高的學業抱負，例如爭

取好成績、希望能進入好學校，這些反而有害於他們心

理健康。這樣的研究結果除了提醒學校的輔導系統，雖

然對成績不佳的少年學生可能不利於心理健康，然而，

對於高學業成就的學生也應該要小心，當他們提高了學

業抱負，也可能增加學業成就的壓力，心理健康狀況也

轉為較差。

文章節錄自衛生福利部" 2030兒童醫療與健康政策建言書"第
十二章、心理健康與發展 第一節、心理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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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每日覓食、護衛孩子

們，在這個疫情時代也

見證動物界父母之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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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關係與少年的心理健康

      少年在學校中常常組成緊密的同儕團體，成員通
常在家庭背景、態度和價值、興趣等方面相當類似。

已有多個研究發現，良好的同儕關係，與少年心理健

康有緊密關聯性。這些研究說明：少年若具有良好的

人際關係及正向的支持力量，他會更有自信面對生活

適應和認同探索中的種種挑戰。若遭到排擠或未能隸

屬個別同儕團體的少年，便容易受到間接攻擊，例如

煽動他人進行社會排斥；因此，人際關係不佳、被同

儕排斥的少年是心理健康的高危險群，需多加關注。

為紀念鳥爸爸媽媽的

愛，中心實習心理師手

繪白頭翁插畫，雖然現

實生活中的小白頭翁某

日消失了，但願小白頭

翁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長

大迎風高飛，願這份愛

永恆~

三、父母接納與少年心理健康

      家庭是個人成長最主要場所，雖然在少年期同儕
對於個人的影響力大增，但是，父母仍是子女生活中

主要照顧者，對於子女的行為、認知與情感有重要影

響力。根據魏琦芳的研究（2009），  父母親的接納
態度，與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直接關連。然而，周玉慧

的研究（2015）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臺灣
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劃」的長期資料庫顯示，臺灣

青少年期的親子關係的支持型（高支持與低衝突）約

僅佔25%，而其他類型包括衝突型（低支持與高衝
突）、 疏遠型（低支持與低衝突）、矛盾型（高支持
與高衝突）。而從追蹤資料顯示，青少年早期親子關

係若是疏遠型，到成人早期則大多轉變為衝突型。如

何增進青少年期家長與孩子正向互動，也是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促進的重要課題。



四、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與少年心理健康

      少年會面臨相當多壓力源，可能來自於課業壓力，
可能來自同儕團體的人際困擾，可能來自於家庭壓力事

件包括父母的期待，可能來自於身心發展狀態，例如對

生理發展的擔心，如外表改變，或是自我認同的探索。

這些壓力事件都可能影響少年心理健康。必須教導少年

如何適當地因應不同壓力源，以有利於其心理健康。

>>其實 連我都搞不懂我自己

我們可以
 
如何

 
幫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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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 增進有效率的學習

學習是少年的生涯課題之一，但多數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容易因多次挫敗而放棄學習。學業失敗 的原因
往往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學習過程因素，因此，提

供有效的學習策略，維持正向學習動機，透過學生

自我調整，對於維持課業學習助益更大。

下列將分述自我調課業學習模式在課業學習應用：

(一) 提供多樣學習策略
中學生學習策略多是透過偶然閱讀或與師友言談中

習得，在未有他人協助下，僅能以有限策略應對學

習。一般做筆記、複誦等老套的學習方法，通常只

能維持短暫效果，原因即在此類學習技巧未著重學

生的學習動機及自我調整能力，且現行課程教學容

易忽略學習認知策略及資源管理策略，透過師長提

供多種學習策略，改變學習過程中的自我控制及自

我覺察，不僅能幫助學生選擇其適用方式，更重要

的是，使用有效策略能提升自我效能，進而提升學

習動機。

（二）提升學生自我效能 
正向的自我評價可以強化學習動機，對於較困難且

枯燥的學習課程，也較能堅持。在就學階 段，學生
往往依據學業成就來判斷個人價值，針對目標導向

可區分為以過程性、進展性為比 較標準的學習目標
導向；以完成任務為重的表現目標導向。研究顯

示，學習目標愈強的學生， 其對於學習的適應性愈
高，也較容易促進自我調整活動；而相對的，表現

目標的學生較容易 引發社會比較，當遇到困境時，
容易導致低自我評價；因此，調整學生對學習的觀

念，著重 於強調學習獲得的進步，定期讓學生自評
任務的進步情形，不但有助於減少同儕比較，也能

有效引導學生自我評價歷程，促進課業自我調整。



策略二、辨識少年高危險的同儕關係

（一）觀察校園中獨特次團體

青少年時期同儕影響力大幅提升，當同儕間處於正

向關係，可維持較好的人格發展；反之，若長期的

負向互動，則容易在團體互動中發生偏差行為。高

危險群同儕在發展上有相同趨勢，由班級及家庭等

關係，逐漸呈現跨班級、跨年級、跨校際、跨區域

的同儕關係。由於團體價值觀相似且相互影響，在

彼此認同下，提高產生集體性行為失序的風險。學

校在篩選高危險個案時，透過觀察校園中獨特次文

化，較容易發現偏差指標，深入該族群，不僅可了

解其共同需求、生活習性等，也容易取得進一步較

難涉入的議題，以提供相關輔導措施。

（二）標籤化影響

標籤化會剝奪被標籤者的社會參與，同時也影響其

自我形象。當學生被標籤「麻煩製造者」時，容易

被正向發展的情境區隔，傾向於接受偏差行為的同

儕團體。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減少正向連結，反

而促使其暴露於更多的危險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標籤化並非出於惡意，常常源自輔導工作的疏忽，

這群學生也許因家庭、社會無法提供支持性環境，

累積了許多負向連接，而需要學校、同儕給予正向

經驗；但在參與輔導活動時，學生往往因為「高關

懷」身分而形成新的標籤，反而強化負向的自我暗

示；因此避免以批判角度評斷行為，強調正向優

點，協助其發展正向社會連結，可降低負向標籤化

促成反社會行為模式的可能。



策略三、促進少年期親子的正向互動模式

一般而言，當子女進入青春期，親子雙方都認為關

係變得緊張、衝突發生較頻繁，促進親子間的互動

需要孩子及父母兩者同時改變，缺一不可。以下分

從子方及父母方兩個面向討論：

（一）增進雙方協商、溝通能力

根據陳昭溶（2005）訪談性研究發現，多數青春期
後期個案因溝通能力成熟，與父母衝 突減少，進而
增進親子關係。青少年常因意見不合與父母發生衝

突，在爭執過程中未能有效溝通，而使得親子關係

變差；但隨著生活經驗變多、個體成熟、溝通能力

進步，與父母對話時改以協商等因應策略，試著以

同理角度思考父母觀點，耐住性子說明自己意見，

說服父母，多數青少年能以更開放態度與父母對

話，親子關係也更加親密。如何讓青少年增進溝通

能力，學校可在這方面著墨。建議在學校教育納入

溝通技巧及同理心訓練課程，有效溝通不僅能促進

親子關係，更重要的是學習表達自己感受，透過有

效溝通，讓父母了解自己觀點，在良好的家庭支持

下，青少年才能有正向發展。



(二）調整父母管教方
孩子在父母眼中永遠都是孩子，父母的關心往往是

好意，但過度擔憂、干涉，反而影響孩子獨立性發

展，甚至引發親子衝突。根據陳昭溶（2005）研究
發現，當父母試著信任而放 手時，孩子能感受較多
的尊重及認同。試著給予少年自主空間，在成長過

程中扮演支持者角色，多數少年能發展出較好的自

主能力。少年特別重視金錢使用與門禁時間限制，

父母可以由這兩方面著手，在適度條件下信任孩

子，試著讓其有自主的發揮空間。學業壓力是少年

的主要壓力來源，父母對於子女學業期望常常是引

發衝突的焦點。試著以彈性的期望水準，面對孩子

學業發展，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在現代開放

社會中，學業和成就已經不能完全畫上等號，若孩

子有自己專長、技能，改變對子女的生涯期望，不

再只是注重升學為導向，鼓勵其適性發展，同理孩

子想法，與其溝通，給予適當建議，不僅能減緩雙

方壓力，對青少年而言，父母所創造出的支持性家

庭環境，也能讓其採開放且信任的態度與父母溝

通，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



策略四、增進少年壓力因應與情緒調節能

力

主觀壓力是個人對壓力事件的感受及認知，即使是

相同的壓力事件，每個人詮釋方式不同，就會有不

同的主觀壓力感受。在協助少年發展調適壓力對策

時，應考慮個別性。

（一）提升問題解決能力及發展問題因應策略

處理少年面對壓力的策略，大多著重處理壓力引起

的情緒問題，或是藉由轉移注意力，暫時避開壓力

源；卻鮮少以分析問題、實際解決問題的策略因應

壓力。在問題解決過程中，透過思考、瞭解、計

畫、尋求答案的步驟，不僅可釐清自己對於壓力事

件的感知，透過實際面對問題，經多次解決經驗

後，也可提升自我效能，當再次面對壓力事件，個

體會以較有信心狀態處理，整體而言，心理健康也

有所提升。

（二）增進情緒管理及情緒智能

 Poll（1997）在研究情緒健康報告中建議，將情
緒智慧五項層面：情緒自我覺察能力、  情緒管
理、自我激勵、同理心及社交技巧，納入學校教

育。透過教導辨識情緒，提升自我情緒覺察，並練

習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這些都是關鍵性的第一

步；唯有當能覺察自己的情緒感受，才能進一步分

析、評估及善用情緒知識，並發展較好的情緒管

理。面對壓力時，良好的情緒管理能發展較好的自

我效能感，挫折時不容易引發憂鬱、沮喪等負面情

緒，因此，學校教育應當格外重視青少年的情緒管

理。

GOODGOOD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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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度運動及休閒活動

適度運動及休閒活動，不僅能維持生理健康，也能

促進心理安適。休閒運動是由個體內在動機促發，

以動態體能性方式進行，在過程中能追求成就感及

宣洩壓力，藉此獲得身心愉快。根據統計，男生常

以打球等戶外活動放鬆心情，適當的休閒時間不僅

能宣洩壓力，透過與同儕活動的相處過程，更有助

於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及支持系統，亦能有效改善

壓力。建議青少年應培養適度休閒活動及興趣。

心情加油站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資料來源:《2030兒童醫療與健康政策建言書》2019年5月版



1.衛生福利部幸福敲敲門
http://mohw168.com
2.教育部家庭資源網
https://moe.familyedu.moe.gov.tw
3.張老師全球資訊網
http://www.1980.org.tw/web3-20101110/main.php?customerid=3
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news.php?zone=15&author=91
5.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bsrs

          相關網站

⽂����輔�中⼼關⼼�

�源�室 :

�點⾏政⼤�⼀�(衛�組隔壁)

�� :2275~2277

�輔中⼼ :

�點 :⾏政⼤�⼆�(�傳�場上⽅)

��2271~2274、2278~2280、2282

歡迎家長留言或聯繫我們

07-3426031分機2271~2274
2278
網址:http://d008.wzu.edu.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enzaoCC/

 

       家長悄悄話

       相關網站       相關網站

http://mohw168.com/
https://moe.familyedu.moe.gov.tw/
http://www.1980.org.tw/web3-20101110/main.php?customerid=3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bs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