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複雜世界中為年輕人加油打氣 

 

第一部分：了解學生壓力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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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歡迎!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談論 「理解和有效回應學生的壓力」。 我是南希‧希思， 我是

麥基爾大學心理學 教育和諮詢教授。 同時，我也是兩個年輕人的媽媽。 他們經歷了非常苛刻的

學術要求， 和壓力很大的學校經驗。 在此之上 ，我和學校一起工作了 25年， 真正體驗有關解決

壓力相關的心理健康問題 。我發現有一些策略 和某些核心理解 ，可以改善學生的表現。我是教

育工作者，我是家長 ，我在這裡告訴您 ，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每天為您的學生帶來不同的體驗。 

現在，我們將重點關注這兩部分系列的第一部分：理解壓力的真正意義上，並識別學生壓力。 在

這個演講中， 我想強調以下幾方面： 壓力的普遍性和原因方面的背景，並要理解壓力及識別壓

力，然後作一些總結。 

 

為什麼要談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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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是我們日常體驗的事情。我們常說 ：「我很緊張」，「這真的很有壓力」。 我們常聽到學生

們談論 ，他們一天之內每分每刻的壓力 。如果它是人類的正常部分 ，為什麼我們需要解決它 ，

並向學生做出回應？  

我們需要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知道，來自學業成就的壓力， 在香港和其他地方 與抑鬱和

自殺意念有關 。具體而言，在此背景下。 我們知道來自學業成就的壓力， 與學業外在壓力密切

相關 。學業成就被認為是決定學生的未來 。這導致了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 ，確實增加了學生的

學業成就壓力。 



但這在其他情況下是如此不同嗎？ 這對香港來說真的很獨特嗎？ 事實上，我們看一下內在壓力的

普遍程度： 在香港，我們所看到的是 三分之一的學生報告患有緊張、焦慮或憂鬱 。與我們在北

美看到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也看到三分之一的青年報告中度至重度緊張。 

但是，在香港，我們看到 40%、 38。7%的香港年輕人 報告輕度嚴重或極度焦慮 。這令人非常擔

憂 ，特別是因為在所有情況下， 我們看到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家長， 青年壓力越來越大 。果然，

在香港過去五年內， 我們看到了學生壓力 有明顯的增長。  

 

壓力的來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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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上升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它會增加到這個程度？ 壓力的原因是相當堅實的，它們幾乎保持

不變。  

第一個不太可能改變的原因，是 孩子的遺傳性格或氣質。 所以，我們能做的不多， 但我們需要

承認它。 因為家庭中充滿了氣質和遺傳性格，家庭也影響壓力的程度。  

成就壓力一直是壓力的源泉 同樣，同儕或社會壓力也是 經驗壓力的原因 家庭、人際關係、離婚 

家庭面對的困難 兄弟姐妹問題，以及家庭期望 。 

最後，世界各地的事件也一直是 年輕人和成年人的壓力源頭。 但是，它現在為什麼不同？ 為什

麼現在更多？ 因為在當前複雜的世界中成就的表現 比起 20丶 30年前，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充滿

更多競爭。 就同儕而言，因為網際網路、社交媒體， 他們之間的聯繫更緊密 。這意味著如果他

們在學校環境中 有壓力貫穿他們所有的情境 ，他們不能回家，享受與家人的時光 或者在課外活

動中遠離他們在學校裡經歷過的壓力 ，社交媒體跟隨年輕人，無所不在。 

此外，我相信我不必告訴您家庭本身也更加緊張 。 因為您有家人，並且知道每一天您回家時，已

經歷了很多壓力 ，這會影響您的孩子。 世界各地的事件也飽含壓力， 但現在，隨著網際網路、

全球化， 年輕人現在更加意識到各地狀況。 家長無法過份保護孩子， 不接觸這些經驗。 而且它

們更加觸目可及 他們所接觸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比較 全球化使他們感覺自己不單是 在社區或鄰

近地區競爭 而且也是和全球競爭 這是令人非常緊張的  

所以，特別是在香港 研究是否涵蓋了這一點，或者有所不同嗎？ 不，確實，我們看到了在香港的

壓力 ，有完全相同的原因和來源 。您可以看到比例有些不同： 作為壓力的來源， 學業表現和家

長的期望非常高 ，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意外 。但是，在北美或西方 就高中生來說， 學業成績和家

長期望 通常作為約 30或 35%的壓力來源。 所以，顯然，這裡的環境導致年輕人面對更多競爭 ， 

更多壓力。  

 

 



了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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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原因都影響壓力， 如果壓力在個體中，在個人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知道的，是

跟學生一樣多， 以及於第二部分我們將要討論的策略。 要真正解決問題，使那些學生有能力應

對， 我們不能止步於此。 因為壓力超出了個人， 原因真的來自家庭、 來自社區、 來自機構，比

如學校， 但也有家長的工作場所， 也有社交和文化價值觀。 所以，當我們的學生顯現非常高的

壓力， 我們不僅要提問怎樣才能提供應付的策略， 但真的要提問是他們的背景， 還有於他們於

不同的壓力級受有影響的原因， 以及我們如何在該系統級別上解決問題 。 

什麼是壓力？ 我們怎樣才能理解壓力是什麼？為什麼理解壓力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通常認為壓力

自然會發生在環境中， 我們的學生認為考試壓力很大， 完成功課的壓力很大， 家裡的事也很有

壓力 。 

事實上，當我們察覺面對的狀態 ，多於我們能應付的 ，我們就會在內部體驗壓力。 所以，壓力

不在外部， 壓力在我們體內。  

所以，如果我們以學生為例子， 其正在準備考試， 我們告訴他們這次考試或困難的作業即將來

臨。 我們被告知，在那一點上， 我們有一定關於「這事情是什麼意思」， 「這對我來說意味著

什麼」， 「對我有什麼影響？」 的初始壓力。 

但是，一旦學生開始學習，並為此做準備， 他們可能會因為想到某些想法， 而感受到更大的壓

力 。「我會失敗的」 或者「如果我在這方面做得不好， 我的家長會對我失望」 或者「我無法進

入大學， 我的未來將徹底毀滅」。 所以，這些想法實際上是導致壓力的內容。 壓力不在考試或

作業中， 這是考試所產生的想法 。 

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於三個不同的時間， 減少他們個人內在對壓力的反應。 一旦壓力存在於個體

中， 嘗試平息壓力反應。 所以，我們幾乎總是認為， 學生們也絕對認為， 當我感覺到它， 當我

感受到壓力時 才要處理壓力 。不，不，這是就是關鍵 。我們需要在之前，當中和之後， 真正解

決壓力。 我們該怎麼做？ 因為壓力是情緒驅動的， 因此通過更有效地調節情緒，我們可以真正

管理壓力水平。 

 

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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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情緒調節？ 情緒調節是我們用來描述的術語。 我們管理，體驗和表達我們的情感的過程。 



我們談論情緒調節，並不總是能理解的，是情緒調節有三個部分：有反應性 (有多少事讓我心煩意

亂？ 有多少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對許多不同的事情感到不安 其他人只是偶爾)， 有強弱性(但是只

是緊張感運作的方式有些不同，因為也許我偶爾會感到沮喪 ，但是當我感覺到它的時候 我感覺非

常強烈) 或者，第三部分，持久性 (也許我反應不那麼大 而且我感覺不是那麼激烈 ，但它持續又持

續，以至我無法入睡 。它持續存在，有時甚至持續數天) 

所有這三部分都需要得到有效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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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總是不好嗎？ 我們總是需要減輕壓力嗎？ 不，當然不是。 雖然我們經常認為壓力很大 ， 但

它極具適應性 。事實上，我們大腦內的硬體應付壓力綽綽有餘， 它告訴我們存在潛在的危險。 

從進化的角度來看， 它極具適應性。 壓力反應會引發「打或跑」的生理反應， 而且，從進化的

角度來看 ，有強烈「打或跑」反應的人， 真的可生存最長時間。 所以，這不是一件壞事， 這是

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積極指標，令人感到威脅或感知到的威脅。 

但是，威脅是否真實 ，或祇是如劍齒虎般的幻覺 ，或者認為「我做不了這個任務」 生理反應仍

以相同的方式在體內發生? 所以，這壓力在學生的頭腦， 它在學生的身體裡，並在他們的體內解

釋那種感覺便是壓力的反應 。 

壓力如果並不總是壞的，它是好的嗎？ 有沒有好的壓力？ 當然有 好與壞的壓力。 如果壓力太

小 ，我的意思是，誰能想像出這樣的事情？ 壓力太小了？ 但如果壓力太小， 這實際上也可能導

致憂鬱症。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如果您想到一個老人， 其生活中沒有多少要求， 他們真的沒

有太大的刺激或要求， 它可能導致憂鬱和退縮。 

所以，事實上，您想要的是 一個最佳的壓力水平 。這是學生們受到挑戰的地步， 但覺得他們可

以應付。 現在，問題是，作為教育工作者或家長， 當然還有學生們，並非通常善於理解我們在這

個連續統一體的位置性能， 最佳性能和壓力 最佳的壓力水平。 有時，疲憊程度可能看起來很放

鬆 ，以及作為家長或教育者，可能傾向 推動學生，讓他們有動力， 但我們真正在做的是推動他

們進入疲憊不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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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與壞的壓力 

如何識別壓力 



為什麼識別壓力很重要？因為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識別壓力程度。 您可以看到紅色的壓力超負荷， 

當您有壓力超負荷時， 您需要放手。  

如何幫助教育工作者識別學生的壓力？ 關鍵是要聽取學生的意見。 具體來說，我們會注意到的

是，我們傾向於思考。 學生們往往會想，您感覺壓力怎麼樣？ 這是一種情緒化的事情 ，對嗎？ 

當然， 因為我們有時緊張、過度敏感、煩躁， 也許有點脾氣暴躁 。 

這些壓力的跡象，遠遠超出了情緒 心理或認知，它會在認知上影響學生 。他們一直在思考， 沉

思這件事是多麼艱難 ，或者他們如何無法應對。 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夠好，因為他們無法思考

清楚 。這導致絕望， 因為學生無法看到擺脫 ，覺得我沒有應付這種情況的方法 。如前所述，這

是災難性的， 學生認為這意味著他的未來已經毀於一旦。 有時甚至超越情感，認知或心理， 他

們出現身體症狀:  一直頭痛的學生 ，疲勞、肚子痛、肌肉緊張， 甚至是在行為 上做出很差的選

擇， 並且難以入睡 、改變飲食習慣。 我們將稍後談到這一點 。 

所以，我們建議與您的學生 分享這種壓力情況 。在影片結束時，我們提供一些資源。 通過這些

方法， 學生可以通過了解他們身體上，或情緒上，或行為壓力， 來獲得更好的成績。 而且，一

般來說，學生往往會經歷的壓力 集中在一兩個區域。 如果它已經到達全部三個 ，他們可能會陷

入壓力超載 。 

但重要的是， 對我們來說，教育工作者應該記住學生的壓力 ，並不總是看起來像壓力。 可能基

本上，學生似乎僅僅好像 很累，或沒有回應， 或者「懶惰」， 似乎不在乎或生氣和不服從 。 

因此，重要的是我們不要試圖加大壓力 。這在激勵學生方面永遠不會有效。 雖然我們很多人都是

這一類家長， 認為只要我們能鞭策他們意識到這次考試有多重要 ，他們就會做得更好。 不是這

樣。 相反，我們需要讓他們感受到這種情況， 可以成功地為他們提供生活技能 ，並相信他們可

以應對這一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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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麼知道壓力什麼時候超載 真的正發生在學生身上發生？ 就是那些說壓力來來往往沒有明顯

的理由存在的學生。 不只是在考試之前或其他情況， 可以確定一個明顯緊張的時期 ，但它通常

沒有明確的理由地來來往往，他們覺得無法應對這一點 。如果學生提出這一點，我們不能叫他們

忽視。 這確實表明存在問題。 他們似乎無法放鬆，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感到緊張 ，他們感到失去

一般控制。 

但最終，決定因素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知道學生在面對他們的壓力出問題了嗎？ 真的，最好的

測試， 是它干擾日常運作的時候。 因為在那一點上，我們知道 這是真的在步入極度疲憊的情

況。 

 壓力什麼時候壓力超載？ 



當您有壓力超載時 ，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味著您很有可能會看到焦慮和憂鬱， 因為那些與慢性

病或高壓力搏鬥的學生 ，絕對是焦慮和憂鬱的高風險群。 更重要的是，這反過來又降低了他們的

應對能力 ，增加他們的壓力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真正需要注意的惡性循環。 消除壓力、焦慮 

非常具有挑戰性， 因為他們是緊緊交織在一起 。 

所以，當您有壓力超載時，或受到高水平的壓力， 或者是一個學生感覺壓力 ，您經常看到的，正

如我之前提到的 ，是不健康的應對 。這些是學生們試圖 應對壓力的行為選擇： 非自殺性自傷 (實

際上給予生理緩解)， 過度遊戲或使用網路 (在另一個領域有效分心或較易於管理)， 物質濫用(自

我治療)， 暴飲暴食或限制飲食 (作為一種分心、撫慰或控制的方式)。 當您看到這種不健康的應

對時， 您已經在觀察自殺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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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能夠找出壓力的跡象， 對您和您的學生都至關重要 。與學生分享這些信息 您會驚訝於他

們並不理解， 壓力不在您給他們的考試或功課中 ，它位於他們的內在。 事實上，處理壓力有許

多不同的時間點， 這不僅僅是在壓力的體驗期間， 而且，一旦我們了解其運作原理 我們便可以

運用。第二部分我將與您分享在這些時間點介入處理的策略。  

謝謝 。下一步是真正有效地回應學生的壓力。 在這裡，我想分享資源的連結 。您可以了解我們

今天談到的更多的細節 。教育資源可在下列網址取得 www.mcgill.ca/miie/webinars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