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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美國高中學習中的親子溝通問題丨擇由留學 
 

前言 

隨著留學越來越低齡化，更多的小留學生還處於叛逆的青春期，在這

種情況下，如果家長缺乏對教育心理學的關注，很容易引發親子溝通

上的一些誤區。 

一、中國式家庭常見的「六大溝通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中國式家庭常見的「六大溝通問題」，思考一下，

自己在與孩子的日常溝通中有沒有不小心犯過的： 

1. 缺少溝通的時間 

在很多中國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前根本沒有溝通，很多家長忙到沒

有空或者不願意花時間和孩子去溝通。 

2. 溝通=家長講自己想說的？ 

很多家長打著溝通的名號，其實只是在講自己想說的，並沒興趣讓孩

子表達自己的想法，目的只是想讓孩子聽自己的話而已。如果沒有達

到他們想要的效果，那就是溝通不到位，需要再溝通。 

3. 指責式關懷 

這種情況下，家長明明想傳達關心，但是說出口就變成了指責，這種

情況下孩子根本難以接受這種關懷。 

4. 以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為標準 

這種情況也很常見，很多家長會談自己當年是如何努力，才達到今天

的成就，並斷言孩子的成績不好，是因為不夠努力。但是整個時代環

境都在變化，家長的生活經驗在他們的生活年代會有幫助，但不代表

對現在會有大的幫助。因此孩子也會覺得家長是老調常談，難以聽進

去。 



5. 缺乏耐心 

在溝通過程中，傾聽的力量甚至大於交談。但很多家長對自己的小孩

缺乏耐心，不願意聽完孩子的話就匆匆打斷，這樣會給孩子帶來挫敗

感，覺得家長無法理解自己。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孩子喪失了對父

母的信任。有什麼事原來可以和家長說的，現在孩子不願意再和家長

說了。 

6. 不去表達真實的情感 

在中國家庭中很常見，父母幾乎不對孩子直接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

家庭成員之間缺乏情感交流。 

 

二、四種家庭相處模式 

明尼蘇達大學的Ascan F 
Koerner教授根據現有的家庭狀況，提出了四種家庭的相處模式及成長

於這些類型的家庭的孩子的特質。 

1.多元的 (Pluralistic)家庭 

多元的家庭模式強調家人之間的溝通，而不是孩子單方面對父母的服

從，因此家人之間地位平等。這種家庭的父母期望孩子通過和外部世

界以及家庭之外的人接觸，來獲得生活經驗，而不是完全由父母自身

的經驗來教導孩子；家庭中人人地位平等，事物的決定是由家人共同

做。這種家庭不懼怕矛盾，並且能以開放的心態來解決問題；多元家

庭里成長的小孩非常獨立，相信自己來做決定的能力。 

2.共識的 (Consensual)家庭 

在共識的家庭中，家庭成員能夠自由地表達觀點和情感，但是重要事

務的決定依舊由父母來做；這兩種矛盾的取向通常導致矛盾。因此這

種家庭的父母通常花大量的時間來解釋他們決定的原因、價值觀和信

仰。孩子會珍視和父母對話的機會，重視家庭價值觀。共識家庭的成

員傾向於避免矛盾衝突，從而維持家裡的等級結構。 



3.自由放任模式 (Laissez- Faire)的家庭 

自由放任模式的家庭既不看重家庭溝通，也不珍視順從，通常被形容

為「情感分離」的家庭關係；家庭成員關係冷漠，衝突較少，每個人

行為不受限制；由於這種模式下的家長和孩子較少溝通，對孩子的決

定缺乏興趣，長大後的孩子通常會對自己做的決定不自信，而且難以

懂得溝通的價值和重要性。 

4.保護的 (Protective)家庭 

保護型的家庭中，父母不傾向於和孩子的溝通交流，但強調孩子服從

的重要性；這種類型的家庭中，經常會聽到父母說：「因為我說了算

！」；矛盾衝突通常比較少，但一旦發生矛盾，保護型的家庭缺少應

對的準備；保護型家庭長大的孩子不信任自己所做的決定。 

 

三、如何和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溝通 

在留學過程中，父母和青春期的孩子交流成了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聊一聊如何與青春期的孩子溝通。 

首先，我們會了解什麼是溝通，以及介紹一些傾聽的技巧，最後提供

一些應對青春叛逆期的孩子的方法。 

1.什麼是交流？ 

交流是一個持續的、雙向的、為達到雙方共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交流的雙方不僅會交換信息、想法或者情感，還會一起分享，創造

一些意義。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70%的時間都在進行交流。而在發生交流的時間

裡，大家注意一下傾聽和交談各占的比例。我們會發現，一段交流之

中，其實傾聽的比例比我們言語的交流比例更大，說明學會傾聽是十

分重要的。現代社會裡，也有人經常說，會傾聽的人是高情商的表現

，並且會傾聽將給你帶來很多人際關係方面的優勢。 



因此，要區別聽到和傾聽。能聽到別人講出的話並不等於你是個好的

傾聽者。 

2.傾聽的技巧 

傾聽，要求專注力。不要隨意打斷對方，表現的不耐心，要儘量直視

對方的眼睛，在你贊同的時候點頭，表現出你在全神貫注關注對方說

的話。 

並且，你需要真誠地表現你作為一個人真實的情緒和反應，因為真誠

是建立信任的基礎。 

此外，一個好的傾聽者不僅能聽到對方說出口的話，還能聽到只說了

一半的，以及未說出口的信息。作為有效的傾聽，還能夠分辨出語言

和肢體語言之間的協調性，而不拘泥於表面顯現出來的東西。 

聯繫到家長和孩子的相處，我們要學會做一個好的傾聽對象，這樣才

會提升和孩子交流的質量，增加你們互動的頻率，而不是把每次開口

都變成火藥味十足的戰場。交流中，不要隨意打斷孩子，接過對方沒

說完的話，並且強行奉上你的「解決辦法」，這會讓孩子覺得很不受

尊重，他的想法在你看來很蠢。最終導致以後有什麼想法，孩子寧願

和別人說，也不會願意和家長交流了。 

同理心，就是學會換位思考，趨近TA的情緒和想法， 
保持開放的心態。同理心發達的人知道的對方想什麼、要什麼，所以

知道自己該如何行動，也是高情商的一個表現。那同理心強的父母，

更能和孩子產生良好的溝通，擁有良好的關係。 

3.和青春期的孩子溝通要注意什麼？ 

青春期是一段生理成長、心理變化產生的特殊時期，是一段孩童過渡

到成年人的時期。從心裡方面來講，孩子在青春期慢慢地建立了自我

意識，渴望被認同，渴望發現自己是誰。 

在這個慢慢尋求自我、尋求獨立的過程中，通常會和家長在各種小事

方面產生衝突，比如幾點睡覺，幾點學習，能用電腦打多久的遊戲等

等。 



來我們這裡辦理留學的家庭里，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發生衝突

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所以希望今天提供關於和青春期的小孩相處的

技巧能夠有所幫助。 

 停止扮演全知全能的父母 

剛剛講過，青春期的孩子慢慢地建立了自我的意識，渴望獲得別人的

認同，渴望被像成年人一樣平等的對待。但如果家長還是習慣於把青

春期的孩子看成什麼都不懂、完全依附於自己的孩童，並且什麼事都

替孩子做決定、忽視孩子的感受，和孩子之間當然會產生衝突矛盾。 

 不要小題大做 

有時候孩子會帶著一些家長看來比較稀奇古怪的問題來和父母討論，

中國的父母往往不僅不理解孩子，而且第一句話就很打擊孩子的熱情

。當孩子帶著問題來問父母時，不管你認為他們的想法有多荒謬，多

不現實，請不要表現出來。孩子來找你說是對你信任的表現，如果家

長冷嘲熱諷，打壓他們的熱情，結果就是讓孩子在你這裡喪失了安全

感，變得焦慮，以後不願意在向家長請教了。 

 不要過度移情 

關於這點，青春期的孩子情緒變化多端，有時會誇大事實，今天一個

想法，明天又一個想法，有些家長覺得我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就會

沒事，但是有時候太過了，反而不僅沒有效果，而且讓自己會比較尷

尬。 

比如之前有個美高的學生住在美國寄宿家庭里，和媽媽視屏是時候說

自己吃的不好，瘦了很多。媽媽就爆發了，要投訴寄宿家庭，虐待自

己小孩。後來老師聯繫孩子，才知道其實是他誇張了，也就是因為吃

不慣美國的事物才瘦的，如果真的按照媽媽的想法去投訴寄宿家庭，

那會給孩子帶來非常不好的影響。 

 對孩子感興趣的事物要表現出支持和興趣 

隨著青春期的到來，家長要意識到孩子不是自己的附屬品，也是逐漸

有自己意識的，尋求獨立自由的個體，不要用自己的價值喜好來判斷



孩子的鑑賞力。和第二條相似，家長對孩子喜愛的事物展現出不屑會

令孩子對家長喪失安全感，產生焦慮，牴觸的情緒，加劇衝突。 

 家長需要學會管理自己 

這一方面也是非常常見的。很多家長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問題，投射

在孩子身上，就更加慘不忍睹。我見過有家長自己可能事業不成功，

社交圈也比較窄，所以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生活里產

生的焦慮，不安全的情感全部投射在孩子身上，真的快把小孩逼瘋了

。 

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家長先解決自己的問題，學會調節自己的情

緒，努力完善自己管理好自己，再談教育孩子。另外，出國留學以後

小孩的視野、學識和想法都會得到提高，如果家長不努力提高自身的

水平，以後和孩子的對話會比較困難，因為孩子覺得你很多都不懂，

也懶得和你解釋。 

 懂得設定合理的家庭界限 

在青春期間，孩子和父母發生衝突一般還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例如學

習成績、玩遊戲、睡覺時間等等，在大事情上一般孩子還是會和父母

保持相似的價值觀。所以家長需要在這個階段設定好家庭規矩，比如

關於抽菸喝酒的規定。 

另外，中國的家庭普遍缺乏邊界感。而每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都是

有邊界的。這裡說的邊界，是指心理上的邊界。在三口之家的家庭中

，媽媽和爸爸之間，父母和小孩之間都需要健康的界限。 

https://kknews.cc/psychology/6kyg9nl.html  

 

  

 
 

 
 



我來了, 是要叫羊, 或作人, 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10 

 
一、基督是一家之主的实行 (I) 

   
神的拯救是包括全家，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挪亚便是一个例子。他建造方舟为要拯

救他的一家（创七1；来十一7）。腓立比的禁卒是另一个例子，他和他的一家都得

救（徒十六31）。逾越节是纪念旧约中最大的一次拯救，神晓谕以色列人“取羊羔

，一家一只”（出十二3），而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故此信徒得救是包括全家的人。 

  

身为父母的人应慎重思想这些圣经范例，而为神得到全家。圣奥古斯丁把他的改变

归功於慈母蒙尼卡的恒切代祷。最後，他刚硬的心溶化，终於被基督得著，继而成

为教会蒙福的源头，直至今日。惟有神知道，多少孩子被神重用是由於他们有信仰

坚定不移的父母！ 

  

这是基督徒家庭生活的起点。家中每一个人需要在他自己能了解和应用的范围内，

来经历神透过基督向我们显示的饶恕、爱心和接纳及任务。每一个人务必要确知耶

稣是自己一家人的救主。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小孩子也能进入这种经历。耶

稣提到小孩子的时候说“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太十八6）。在马可福音的相关经文

中，我们看到耶稣抱起这个孩子，可见这孩子还很小（可九36）。使徒保罗在写信

给以弗所和歌罗西的“圣徒”（弗一1，西一2）时，很清楚的在称呼中包括小孩子在

内，因为他後来在信中针对他们说话，告诫他们要在主 里听从父母（弗六1-
3）。要“在主里”做什么事一定是对信徒而言。 

（一）在祷告中遇见主 

  

信徒的小孩若已信主，父母的责任便是让孩子已经具备的信心成为通往经历的门户

，以具体和实际的方式，帮助孩子在每日的生活中认识耶稣的爱。没有经历的信心

是冷的、死的、形式的、讲究律法的。我们不仅教导孩子相信神，也得进一步按照

圣经的要求，帮助他们去经历“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十一6）。一个孩子的信仰

若全部都从教导而来，到他进入高中大学遭遇别的思想教条时，原有的信仰就可能

动摇。但若他在小时候就曾一再遇见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不用为他能否持守信

仰而担心，因为他的信仰已在信心中深深的扎了根， 难以动摇。 

  

父母应带领全家在生活上信靠仰望神，学习如何正确的祷告，真正与神相遇。如果

小孩能从父母身上看到，信心的得以成长和成熟就是因为有失望与失败的冶炼，他



们就能运用这种信心，并接受失望与失败。神必不叫他们受试炼超过他们的能力范

围（林前十13）。惟有藉不断的操练，信心才能成长，惟有在这种操练中，他们才

能认识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信心并不建立在理论上，乃建立在与神的相遇上。信

心的开始也许仅是相信别人作的见证，但必须从那里进展到个人与神的相遇，就好

像那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听了也相信那妇人作的见证，然後他们自己遇见了耶稣（

参阅约四3942）。你们的孩子也会如此说：“我相信耶稣爱我并不只因为我的父母

如此对我说，更因为我自己经历了神的爱，确知他是我的救主。... 代續 

 
https://godoor.net/text/shenghuo/jlsldjt/f-sf-02a.htm 
 

 

 

------------------------------------------------------------------------ 

基督徒与丰盛的生命-----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 
 

第一课 

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 
  
本课目的：          认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和以前旧生命的不同。 
背经：                   哥林多后书五：１７ 
读经：                   约翰福音一至三章 
  
                基督徒的生命开始于属灵的重生。（约三：16）这重生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发生的。（弗

二：８、９）。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徒个人与基督之间每日所维系的一种亲爱的关系，这种生 
活是凭信心而活出来的。信心是信靠－－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托于主让他保守。因藉着他的生 命
，受死、复活与每日的同在，已经向我们证明他是可靠的。 
  
一、       新造的人 
  

1.     根据哥林多后书五：１７，什么事已经发生了在你身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你的生活中哪些事已变成新的了？哪些旧事已成为过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圣经用什么来形容这“变成新”的经验？（约三：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谁使你得了重生？（约三：１６；一：１２、１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根据以弗所书二：８、９你做了什么使你配得这一恩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与神的新关系 
  
1.     彼得前书二：２、３称我们是什么？我们应渴慕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据约翰福音一：１２，你和神有什么新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彼得后书一：４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对你有什么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神怎样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加拉太书四：６）（罗马书八：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新的激励 

  
1.     神的爱怎样激励你？（林后五：１４、１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哪件事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林后五：１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歌罗西书三：１－３说有两件事已经发生在你的生命里，使你得着新的激励。 
  
        a.     第二节说你的旧生命有怎样的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第一节说什么事会激励我们“求在上面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与人的新关系 
  
1.     我们与人有什么新的关系？（约壹三：１１－１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人们怎样能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约十三：３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读哥林多后书五：１８－２１，神将什么职份赐给了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乃是基督的_____________。（20节） 
  
  
4.     作为基督的大使，你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是什么？（太四：１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举出至少三个方面你可以亲自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为基督的大使，你所传的信息对你的朋友会有产生什么结果？ 
        （约壹一：３、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应用： 
  
1.     你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后，生命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确立你与上帝的新关系后，现在你是怎样对待你的问题、失望和挫折的？ （彼得前书五：

7：罗马书 八：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由于新的激励，你的生活目标有怎样的改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现在你对其他人负有什么责任？你将怎样付之于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现在你已成为基督徒，列出你生命里的两个方面，是你希望神来帮你改变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jonahome.net/files/GODSWORD/onlyJesus/STEP2C.htm 

  
  



 
 
 
每日為孩子代禱守望 
8/01-8/7                                                                              John 10  The good shepherd 
親愛的天父: 
赞美你,跟随你的人是有福的,求你帮助我和孩子在美国现在这么混乱的时刻,成为

虛心的人,溫柔的人,飢渴慕義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憐恤人的人,叫我们認

识你是真光,求你帮肋我們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將榮耀

歸你。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8/08-8/14                                        Matthew 8; Mark 4; Luke 8 Jesus calmed a storm 
親愛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却降世为人,为了爱,甘愿在十字架上成就

救恩,拯救我们从罪中释放,得着丰盛的生命。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

沒有枕頭的地方, 求你帮助我們做一个知恩报恩, 一生感恩的人。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8/15-8/21                               Matthew 14; Mark 6; Luke 9; John 6 Jesus fed a crowd 
親愛的天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我們日用的飲食，求天父賜給我們。赦免我們的债，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

人。不叫我們的孩子遇見試探；救我們的孩子脫離一切的兇惡。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8/22-8/31                          Matthew 14; Mark 6; John 6; Luke 12 Jesus walk on water 
親愛的天父: 
感谢你宝贝我们,就是我們的頭髮，也都被你數過。求主叫我们在人生风浪和艰难

中, 不要懼怕，因为你看我們比麻雀還貴重。求主帮助我和孩子一生信靠你, 

帮助我和孩子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帮助我们認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帮助我和孩子追求永恒的生命。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  
                             Have a blessed family! 
       
           相信禱告的能力, 願神在疫情中, 也大大保守并祝福你的家庭!  
 

Awana  News   
8/2020 亲爱的AWANA家长们， 

你们好，感谢神!虽然已经有很久没有见

面了，但是你们与孩子们一直都在我们

心中。 
学校秋季学期马上要开始了,就目前形势

AWANA不會在儿月开始。但我們會开

始准备起来。请大家关注一下。然后會

就大家的反馈与同工们讨论。请继續为

Awana祷告。谢谢大家! 
                                        Awana Commander  YiWu 

 
 
Chinese School News  
8/2020 报名详情及注册表格 

请在教会网站下载-- ebtcc.org 
隨支票一起郵寄至： 

EBTCC Chinese School 
2278 Camino Ramon 
San Ramon, CA 94583 

 
Kids Sunday school Schedule Zoom only 
(1st period--children worship 10:00am-11:00am)  
(2nd period--Lesson time  11:30am-12:30pm) 
                   UNIT 23 V; 24-I, II, II, IV 
8/2020 Topics, message & bible verses 
8/2 The good shepherd 

Story Point: Jesus is the good 
shepherd who cares His people 
John 10 

8/9 Jesus calmed a storm 
Story Point: Jesus calmed a storm 
to show the disciples He is God 
Matthew 8; Mark 4; Luke 8 

8/16 Jesus fed a crowd 
Story Point: Jesus Miraculously fed 
a crowd with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  
Matthew 14; Mark 6; Luke 9;  
John 6 



8/23 Jesus walk on water 
Story Point: Jesus showed He is 
God by walking on water  
Matthew 14; Mark 6; John 6;  
Luke 12 

8/30 Jesus showed His glory 
Story Point: Jesus showed His glory 
to Peter, James, and John 
Matthew 17; Mark 9; Luk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