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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源是由Our Kids Network所制作，以配合Jean Clinton博士的演讲视
频。主要论题的选择是以青少年的发展和家长对于青春期前以及青春期孩
子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为议题。

您可上www.ourkidsnetwork.ca的网站观看本视频。

Our Kids Network（我们的孩子连络网）由全Halton（霍尔顿）区的多家
组织和机构联合组成，为儿童及青年人提供服务。以研究报告为指导依
据，本联络网引导参与的机构制定整合服务并提供支持，以帮助所有孩子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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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大脑发展研究显示，快速头脑发展阶段是在女孩11岁和男孩12 
岁时所发生。这些改变会持续到他们24岁左右。受到影响的脑部区域 
如下：

•  额叶，包括前额叶脑皮层。这些区域掌控着“预见未来”的能力。这也
就是为何青少年的判断能力会有所偏差的原因，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作
为在事后会有何后果，尚未具备全面性的理解能力。这个区域同时也掌
控了冲动念头的克制力。

•  顶叶及大脑皮层（大脑的最外皮层）。这些区域掌控逻辑和空间概念， 
他们也和协助做决定有关。

•  颞叶。这些区域和语言有关。

•  在这个阶段，青春期前的孩子也同时开始抽象概念的发展，开始以更复
杂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  根据发展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理论，青春期的发展主要在于身份认
知：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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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注意到了您的孩子在青春期前和青春期行为上的改变？您的青春期
子女是否有时候像是个完全不同的人？您用在当他（她）还是个小孩时的
方式，是否已经不管用了？

您青春期的孩子或许不希望您知道这一点，此时负起为人父母的责任，与
任何时期一样重要——虽然您对青春期孩子的教育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了
解这些改变对于您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孩子的影响（例如大脑的发展）可以
帮助您支持他（她）。

好消息是，大部分的青少年安然度过此时期，并且成为有所成就的成年
人。许多（并非全部）的家庭都会经历一段青春期的“混乱”时期。我们
希望本手册的信息可以让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协助您安然度过这段青
春期的岁月。

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的有利条件）
“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的有利条件）是指帮助青年人成长为懂
得关怀、有责任感的成人所必须具备的技能、特质、机会和人际关系”
（Search Institute®, 2005）。

身为家长，您所能做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为您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子女创建这
些有利条件。Search Institute列有一张青年人要获得成功所需要的40种
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的有利条件）的清单（请见第5页）。拥有
越多的有利条件，他（她）就越能够有更好的在校表现、结交朋友以及做
出更明智的决定。拥有越多有利条件的青年人也较不易莽撞行事，诸如吸
食毒品、饮酒或是过早从事性行为。

必须要记住的是，如果您能够有意识的建立这些有利条件，您就已经为
您孩子的发展增加了重要的筹码。本手册的几个策略即是依照该原则而
制定。

一种新式的子女教育

外在的有利条件 内在的有利条件

支持
1. 家人的支持
2.  家人之间的正面沟通
3. 与其他成年人的人际关系
4. 关怀的邻里情谊
5. 关怀的同学情谊
6. 家长在校的参与

赋予权力
7. 社区重视青年人
8. 青年人资源
9. 对他人的服务
10. 安全性

界限和期望
11. 家人之间的界限
12. 在校时的界限
13. 邻居之间的界限
14. 成人的典范人物
15. 正面的同龄人影响
16. 高期望值

善用时间
17. 有创意的活动
18. 青年人节目
19. 有宗教信仰的社区
20. 在家的时间

对学习的承诺
21. 达成成就的动机
22. 在校表现
23. 回家作业
24. 与学校建立纽带
25. 阅读课外书籍

正面的价值
26. 关怀
27. 公正与社会正义
28. 正直
29. 诚实
30. 责任感
31. 自制力

社交能力
32. 计划和做决定
33. 人际关系技巧
34. 文化水平
35. 自我克制能力
36. 和平的解决冲突

正面的自我认知
37. 个人的力量
38. 自尊
39. 明确的目标
40.  对于个人的未来有正面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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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怎么说:
“我的女儿不再听我的话了！在她上小学的期间，我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任
何问题，但是现在我看到了许多改变——尤其是她的态度。”

“老师们告诉我，他在课堂上不恭敬——任何老师们所说的话他都要顶
撞。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到底怎么了?
随着前额叶脑皮层的发展，抽象概念也因此形成。青春期孩子开始对于他
们（她们）所知道的每件事情产生疑问，因为他们（她们）学习到看待事
情的角度不只一种。他们（她们）同时开始认识自我，并且询问自己的价
值观。尽管他们（她们）可能不同意您的看法，他们（她们）仍然想要和
您维持良好的关系。

您的青春期子女想要您知道的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您在乎我所说的话。”

给家长的建议
支持
•  多说是，少说不。
•  利用幽默感化解紧张的情况。
•  在做家庭决定时询问他（她）的 
意见。

赋予权力
•  对于您所不知道的事情，诚实地
告知您青春期的孩子，然后一起
寻找答案。

界限和期望
•  和您的青少年子女谈论以互相尊
敬的态度分享意见。为他（她）
举出实际的例子。

•  为您的青少年子女举出论点的不
同面向。

社交能力
•  举办家庭辩论会，订立基本的 
规则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倾听 
别人的发言，而自己的言论也 
被听见。

与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
的有利条件）有关联的事项
1 家人的支持
2  家人之间的正面沟通 
8  青年人资源
11 家人之间的界限
14 成人的典范人物
16 高期望值
32 计划和做决定

家长怎么说:
“当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耸耸肩说‘ 没事。’”

“我的女儿不再询问我的建议——她说我不会了解的。”

到底怎么了?
在发展他们个人特质的过程中，青少年开始界定自己并且将他们自己与
他们的父母做区分。同龄人对他们的意见和决定变得更有影响力。这是
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因为朋友们也正经历着同样的过程。然而，研究
显示，在这过渡时期的几年中，父母和青春期子女的关系和任何时期一
样的重要。

您的青春期子女想要您知道的是什么:
“我非常渴望与我的家人建立亲近的关系。”

给家长的建议

支持
•  倾听——当您的青少年子女前 
来找您谈话时，花点时间听他 
（她）说话（以他（她）的方
式）。

•  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鼓励您的 
青少年子女有疑虑或问题时来 
找您谈谈。要做好倾听和接受 
您孩子感受的准备。

善用时间
•  抓住机会一起从事有趣的活动。

赋予权力
•  问您的青少年子女什么是最佳 
的沟通方式。有时候传短信比 
打电话提醒孩子更为容易。

•  问您的青少年子女对事情的看
法，例如，“你对那件事有什么 
看法？”

与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
的有利条件）有关联的事项
1 家人的支持
2  家人之间的正面沟通
8 青年人资源
17 有创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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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信任和责任感

家长怎么说:
“我相信我的儿子可以做正确的决定，但当他和朋友在一起时，我担心他
会怎么做。”

到底怎么了?
作为正常青春期的一部份，青少年想要逐渐的减少对父母亲的依赖。他们
同时也逐渐地发展出自我的特质，并与同龄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可帮
助青少年准备迈向成人阶段，也意味着我们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即便
如此，许多家长仍为这样的关系改变感到难过。

您的青春期子女想要您知道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您可能无法理解。”

给家长的建议

赋予权力
•  记住您孩子朋友的名字，见到他
们时和他们打招呼。

支持
•  利用不同的方式保持亲近，这仍
然相当的重要。对您的孩子察言
观色，问他（她）喜欢以哪种方
式来表达亲密感（例如：举手击
掌、轻拍背部）。

社交能力
•  保持对话：和您的青少年子女谈
论成为一个好友的定义是什么。

界限和期望
•  承认您的青少年子女可能在他们
的朋友身上看到您所无法看到的
正面特质。

•  身为有利条件的建立者：要刻意
地去认识您青少年子女的朋友，
并成为他们的优良典范。

与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
的有利条件）有关联的事项
1 家人的支持
2  家人之间的正面沟通 
7 社区重视青年人
14 成人的典范人物
15  正面的同龄人影响 
33 人际关系技巧

家长怎么说:
“他告诉我他没有作业。学校打电话给我，却说他一直都没交作业。”

“她告诉我她的朋友要办一个派对，她的父母也都会在家，而当我打电话
给她的父母时发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

到底怎么了?
当青少年逐渐成长，他们开始希望能够更独立，并且希望能够以成人的方
式来被对待。然而，父母应该认识到由于他们的大脑仍持续地在发展当
中，而他们也仍在学习如何变得有责任感，因此青少年还是会不断的犯错
误。您的角色是当您的青少年子女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去引导他（她），而
不是帮他（她）做决定。这是在信任与监督之间找到平衡点。

您的青春期子女想要您知道的是什么:
“我想要为我的行为负责任。”

“当您设下合理的限制，表示您关心我。”

给家长的建议

个人价值和正面特质
•  庆祝小小的成功——当您的青 
少年子女表现良好或表现得很 
有责任感时，给予称赞。

界限和期望
•  持续的观察——也就是说知道 
您青少年子女的朋友是谁，他 
（她）和谁交往，他（她）去 
了哪里等等。

•  设下合理的规则和要求。和您 
的青少年子女谈谈有关您的期 
望以及一起商讨责任范围。 

社交能力
•  预先与您的青少年子女计划未来
会发生的情况（例如第一次的高
中舞会）。谈谈您所担心的事，
并且一起讨论可能解决问题的方
法。

与Developmental Assets（发展
的有利条件）有关联的事项
2  家人之间的正面沟通
11 家人之间的界限
16 高期望值
30 责任感
32 计划和做决定
35 自我克制能力
38 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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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考虑 资源/参考资料

多样性

您的青春期子女想要您知道的是什么:
“我喜欢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不尽相同的世界。”

这一代的青年人成长于多样化的环境中。当家长们支持：每个人都有其价
值、尽管他们可能不尽相同，这样的观点时，青少年会感到能够以自我的
面目被接纳。

新移民家庭
当有些家庭移民到加拿大来时感到困难重重。许多青年人在进入青春期时
同时面临具有“双重身分”的挑战。因为他们一方面既想融入加拿大同龄
人的圈子，而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有家乡的文化特质。他们同时也清楚他们
的父母亲希望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传统文化。

单亲家庭
独力教育子女对您来说或许是令人畏惧的苦差事，但您并不需要单独的面
对此事。研究显示，在您孩子的生命里，有越多关怀的成年人，孩子所得
到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就越多。老师、邻居、教练和家庭朋友，都会对您青
少年子女的人生造成影响。寻求您所信赖的人的支持，与他们讨论您的孩
子以及您教育子女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