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SC - 希望， 成功， 庆祝！ 

 
支持HSC考生对每个家庭来说都非常不容易。在充满压力和挑战的封锁时

期，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有力量、韧性和希望。这些策略将帮助年轻人培养时
间管理的技能，保持身心健康，为学习和未来成功的生活作出正确决定。 

 

 

向终点冲刺  

 
许多父母和照顾者都觉得自己跟孩子们一同参与备考 HSC、争夺 ATAR 高考成绩荣耀的激烈竞争。冲刺阶段更

是一场令人窒息而煎熬的战斗。您有时是一个旁观者，祝愿家里青少年取得成功；有时化作教练，指定时间表，

规划努力方向。作为父母和照顾者，如果我们抱着成长发展的心态，与年轻人一起制定战略，让他们有力量、

韧性和希望，那么上述各项挑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重新定位 HSC 对我们所有人的意义，也许从现在

开始，把它视为一段充满 “希望、成功和庆祝”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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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家中的青少年学习？ 
 

青少年常常因为学习负担和时间压力感到不堪重负。在新

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进行在线和远程学习时，同学间正常

的互相支持改变了。作为父母，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难以

在青少年苦苦挣扎的内容知识领域向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但我们可以利用在目标设定、按时完成和时间管理等方面

的技能向孩子提供切合实际的帮助。一个重要步骤是让青

少年在学生日记、白板或 Google 日历中写下每天的任务。

我们可以在时间表里加入奖励和放松时段，帮助青少年体

会富有成效的集中学习时间所带来的成就感，也让他们享

受应得的奖励。 

 

诀窍是与他们讨论真正喜欢花时间做什么，必须花时间做什

么，需要完成任务的时限，以及他们认为每项任务所需的时

间。您可以从每日时间表开始，甚至把每周规划一直作到 

HSC 的日期。这看似简单实际，但很有效。Adams & Blair

（2019）的研究表明，如果青少年能够管理自己的时间，建

立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他们会在所学科目中取得更高的

分数或成绩。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在关键时刻缓解了学

生的压力和焦虑，也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更强的学业

成功基础。 

 

 

 

学业成功的"写作"方式 

 

写作是帮助 HSC 备考最简单策略之一。您知道吗，写作可以

帮助年轻人理解和选择信息，并将知识长期存储在记忆中？

它还有助于编码和检索储存在长期记忆的信息，而且我们越

经常练习此技能，检索过程就越快、越高效。这意味着，如

果年轻人能够手写笔记、关键术语和练习答案，并总结学习

内容，他们在考试压力下记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会显著提高。

写作帮助他们更快地检索信息，并在考试条件下消除工作记

忆的压力。虽然五颜六色的电子文档加亮功能受到许多青少

年的钟爱，或者添加到谷歌文档也很容易，但是手写笔记的

效果更好。根据 Mueller and Oppenheimer (2014) 的研究发

现，使用手写的学生比在数字设备上做笔记的学生成绩更好。

如深入探究，你会发现，更丰富的总结笔记或深入的练习能

更好地提高成绩（Morehead et al.，2019）。另一个贴士是，

修改手写笔记或添加笔记内容的效果胜过其他学习方式，如

死记硬背、内容划线或添加注释（Brown et al., 2014）。

 

如何为HSC培养孩子的坚韧品格？ 

 

HSC 是一项考试。HSC 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时刻，它并不是我

们一生的写照。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对我们作为父母和照顾者的

批评和过高期望都非常敏感。尽管他们喜欢同侪互动和社交媒

体，但青少年确实关心我们作为父母和照顾者的看法

（Butterfield et al., 2020)。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真正的期

望：我们希望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不是非要取得梦想中

的ATAR 高考成绩不可；我们希望他们因为经历了 HSC 的过程

而有成就感，而不是纠结于有没有掌握某句英语经典引文或数

学公式。我们确实关心他们的备考，但我们尊重他们在如何备

考和如何学习掌握相关题目及概念等方面作出的选择和判断。

青少年需要看到他们在迈向成功的过程中能够走出自己的选择，

他们应该在内心有推动力激励自己，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

忧心有没有得到我们希望看到的 ATAR 或 HSC 分数。我们还需

要分享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有时也要分享我们失败的故事，

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为 HSC 时刻创建每个新目标都将

帮助我们的年轻人看清接下来的机会，朝这些未来的机会迈进。

年轻人如果认识到失败有时是成功的一部分，这可以帮助他们

打造坚韧的品格。 



 

应对困难，避免分心 

 

HSC 应考的年轻人善于找借口拖延。社交媒体、游戏、

Netflix 和 Facetime 都会消耗时间精力。这些活动免不了使

人分心。可以试着让他们了解，每次分心后都要 20 多分钟

才能重回学习状态。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帮助青少年划定一

天中的社交媒体时段，规定完成课业后才能查看社交媒体，

设定电话免打扰空间或时段，并就此与他们公开讨论。尽

量创建舒适、低噪音和良好的学习空间，一个有大桌子或

书桌空间的房间最为理想，甚至可以开辟一个有无线网络

覆盖的户外学习区域。 

 

面对崩溃情绪，要尽量保持冷静，视之为正常挫折。超过 

40% 的青少年在这个时候会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沮丧或焦虑。

您家里的青少年可能情绪消极、昏昏欲睡或更加易怒。我

们需要避免过度反应，并理解他们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这些迹象，那么来自  Headspace, 

Reach Out 和 Beyond Blue 等机构的帮助可能很重要。 

 
https://headspace.org.au 

https://au.reachout.com/ 

https://www.beyondblue.org.au 

 

应该围绕青少年的优先任务和需求（如睡眠、饮食和社交）

创建安全和稳定的作息规律，这有助于避免困难时刻，或

让我们都回到生活正轨。所以，要商定一个唤醒时间和结

束时间。花点时间，在年轻人的学习间隙跟他们一起享用

简便的午餐或间歇咖啡是很好的作法，有助于联络感情，

并了解一下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具体学习进度。最后，跟青

少年聊聊他们每天需要多少睡眠时间也许很有用——青少

年每天需要9-10个小时的睡眠。给您家的青少年一个睡到

上午 9 点的理由。 

 

我们怎样才能在 HSC 年创造希望呢？ 

 

HSC 可以是希望的象征。希望它能带来一个就读 TAFE、找

到工作、上大学或实现远期职业目标的机会。对其他人来

说，他们可能期待结束常规学习生活，能得到些许自由。

HSC 也是标志着学校教育结束的一项成人礼，应该作为所有

家庭和社区的重大成就来庆祝。

 

HSC 之后 

 

HSC 允许我们的年轻人在学校教育结束后继续做了不起的事情。

如今通往未来职业和工作机会的途径很多。父母可以多了解 

HSC 之后的发展途径，并指导家中的青少年进一步规划 HSC 之

后的发展空间。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链接: 

 

为 HSC 学生提供的大学信息(新州教育部)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 
healthy-hsc/resources/university-information-for-HSC- 
students 

 
支持受影响最大的 HSC 考生的特别项目 (新州教育部)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

wellbeing/stay- healthy-hsc/resources/news-

special-program-for-most- impacted-HSC-students 

 

HSC 之后还有很多选择(新州教育部)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

wellbeing/stay- healthy-hsc/resources/after-the-

hsc-there-are-many- options 

 

参考文献 
Adams, R. V., & Blair, E. (2019). Impact of time management 

behaviors on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SAGE Open, 9(1), 2158244018824506. 

 
Butterfield, R. D., Silk, J. S., Lee, K. H., Siegle, G. S., Dahl, R. E., 

Forbes, E. E., ... & Ladouceur, C. D. (2021). Parents still matter! 

Parental warmth predicts adolescent brain function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2 years late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3(1), 226-239. 

 
Brown, P. C., Roediger, H. L., & McDaniel, M. A. (2014). Make it 

stick: The science of successful learning (p. 313).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ehead, K., Dunlosky, J., & Rawson, K. A. (2019). How much 

mightier is the pen than the keyboard for note-taking?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Mueller and Oppenheimer (2014).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28. 

https://doi.org/10.1007/s10648-019-09468-2 

 
Mueller, P. A., & Oppenheimer, D. M. (2014).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keyboard: Advantages of longhand over laptop note 

ta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 1159–1168. 

 

 
 

 

https://headspace.org.au/
https://au.reachout.com/
https://www.beyondblue.org.au/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20healthy-hsc/resources/university-information-for-HSC-%20student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20healthy-hsc/resources/university-information-for-HSC-%20student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20healthy-hsc/resources/university-information-for-HSC-%20student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healthy-hsc/resources/news-special-program-for-most-impacted-HSC-student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healthy-hsc/resources/news-special-program-for-most-impacted-HSC-student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healthy-hsc/resources/news-special-program-for-most-impacted-HSC-student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20healthy-hsc/resources/after-the-hsc-there-are-many-%20option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20healthy-hsc/resources/after-the-hsc-there-are-many-%20options
https://education.nsw.gov.au/student-wellbeing/stay-%20healthy-hsc/resources/after-the-hsc-there-are-many-%20options
https://doi.org/10.1007/s10648-019-094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