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 會 控 制 壓力
父 母 的 壓 力 處理

當你覺得有壓力時，
也會影響家裏每一個人
為人父母令你興奮、開心和有成就感，但同時也會帶來很
多壓力。雖然壓力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當你承受的
壓力過多時，也會帶來很多問題。壓力過多或過大會影響
你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工作表現和判斷力，並影響你的親
子技能及與家人的關係。

認識受到壓力的表現
你應瞭解受到
壓力的表現及
如何應付。

身體﹕
 頭痛、
手心出汗
 疲乏或筋疲力盡
 腹部絞痛或噁心
 常常生病
 睡眠或飲食習慣改變
心理﹕
 易怒、不耐煩或生氣
 焦慮、
害怕以及/或憂鬱
 沮喪
 注意力及記憶力下降
 難以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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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的原因及處理壓力的方法
太多事情要做
父母總是很忙的。不論是照料孩子、做飯還是送孩子上
學或其它活動，每天都忙個不停。
做事有條理並規定限制﹕制定可行的目標並堅持不懈 。事

先計劃，並列出優先要做的事情。
（例如﹕購物列表、餐
飲計劃表等）
期望或要求過高
很多父母都想做到最好的。他們努力工作以確保孩子接
受良好的教育和學習各種技能，當上成功人士。
要現實及實際﹕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要求孩子每件事情

都做得完美是不可能的。對自己及孩子都應設立實際可
行的期望。

孩子的健康及特殊需要
如果孩子有健康或心理問題，例如﹕發育成長遲緩，你可
能會覺得壓力特別大。
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尋求醫生、專科醫生及互助分享小

組的幫助。確保你的孩子定期去做檢查，並接種所需的
疫苗。
金錢
生活的開支越來越大，很多父母都無法負擔托兒或其它
課外活動的費用。如果你的家人失業了，你會更加擔憂生
活費用的安排。
制定生活預算﹕記錄開銷，合理

消費。記住你孩子可能不用參加
額外的活動和計劃。如果你經
濟上有困難，一些社區服務計劃
也許能夠幫助你。不要害怕去
社會服務機構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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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的原因及處理壓力的方法
不顧自己
父母通常都是首先考慮孩子的需要，最後才考慮自己。當你
未能照顧好自己的基本需要時，你可能會覺得很沮喪，最
後也許漠視身邊的人和事，甚至你的孩子。
照顧好自己﹕定期體檢、經常運動、健康飲食以及睡眠充

足。做你喜歡做的活動。你可嘗試放鬆肌肉或深呼吸來舒
緩緊張的情緒。跟其他家長聊天也可能有幫助。當你知道
不只你一人有壓力時，你可能較易於處理壓力。
家人
缺乏家人的支持，與家人爭吵或照顧其他親人都會導致
壓力。這些都會影響你照顧孩子的時間和質素。
放鬆心情﹕把思想集中在生活中美好的事情上，想像一下

讓你感到輕鬆的事情。安排時間與孩子在一起。
工作
工作忙碌會令你沒有時間跟孩子在一起。

尋求幫助﹕跟配偶分擔責任。尋求托兒中心、保姆或家人

幫助。

約束孩子
每個孩子偶然都有不服從或反叛的表現，有些行為對於
某個年齡的孩子是很正常的。對孩子要求過於嚴厲的父
母會讓他們與孩子的關係更緊張，也會導致更多的壓力。
改善親子技巧﹕與孩子的老師及醫生一起制定孩子的紀律

要求。瞭 解孩子在不同年齡階段的正常行為表現。不要
體罰或用你的暴力來發洩心中的不滿。
如果你不能應付自己的壓力，不要發洩到他人身上。你應
尋求家人或朋友的支持，或專業人士的幫助。在學會如何
處理你的壓力後，你會覺得為人父母令你更充實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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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fo Line / 諮 詢 熱 線
(212) 226-8339
Website / 網 址
www.cbwchc.org
268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Internal Medicine / 內科部
(212) 379-6998
Women’s Health / 婦女健康部
(212) 966-0228
125 Walker Street, 2/F, New York, NY 10013
Pediatrics & Adolescent Health / 兒科及青少年部
(212) 226-3888
Teen Resource Center (TRC) / 青少年資源中心
(212) 226-2044
Dental / 牙科部
(212) 226-9339
136-26 37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Internal Medicine / 內科部
(718) 886-1200
OB/GYN / 婦產科部
(718) 886-1287
Pediatrics / 兒科部
(718) 886-1222
Health Education Department / 健 康 教 育 部
(212) 966-0461
Social Work Department / 社 工 部
Chinatown / 華埠 (212) 226-1661
Flushing / 法拉盛 (718) 88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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