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2010年）會員大會於2010年9月18日在中大崇基校園陳國本樓108室舉行。
「家長教育」課程的導師，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的陳廷三博士，
楊健思女士，及現己轉至中大社工系任教的陶兆銘博士也賞面出席鼓勵。會上先由主席
陳碧茵女士作全年工作報告，然後由學會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作專題講座（撮要見下一
部分）。會上亦同時通過去年財務報告和上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會後大家到崇基學
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晚宴，同學們聚舊之餘，亦繼續分享推動家長教育的心得。

2010年「周年會員大會」2010年「周年會員大會」

學會接受商台訪問學會接受商台訪問

從「港孩」現象看「家長教育」之未來
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在香港家長教育學會2010會員大會上的講座撮要

今天提起「港孩」，我們普遍覺得他們有以下特點：
不介懷（什麼都無所謂），不思考，沒有好奇心，沒
有願望，沒有責任感，本性善良，但不懂長大。在父
母悉心安排下，他們參與不少活動，學了不少技能。
但他們對外面世界的了解，卻十分缺乏。例如看見中
國太空人上了太空，便嚷着要做太空人，卻不知道太
空人要經歷多久，多艱巨的訓練。因為沒有機會經歷
世界，他們容易變成了「有生活」，但「冇生命」
的一群。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有」，但也有很多的
「冇」。綜合一下，我們發現他們：

有學歷，但冇學識；有經驗，但冇閱歷，
有野心，但冇恆心；有活動，但冇活力，
有成績，但冇成就；有願望，但冇希望，
有肥肉，但冇肌肉；有認錯，但冇改錯。

為什麼會這樣呢？父母花了不少的資源，安排他們學習，但沒有告訴他們真實的
一面，或讓他們親身經歷。他們努力做好前面的技能，卻忘了學習背後更重要的
能力。所以他們一旦面對問題時，便不知如何應對，後面的能力便學不成了。

我們給了他們很多東西，但究竟有多少是用得着呢？例如現在有學校鼓勵學生在
年宵市場攪生意，說是讓學生明白營商之道。但學校要付出那麼多的資源，是否
值得？按Erikson的人生八階模式，青年人在這階段是要發展「勤奮」的美德，
要他們學營商之道是否合適？

作為一個家長，我盼望我的子女可以開
心，可以主導自己的人生，有能力感，能
享受自己勞碌得來的成果。論到家長教育
未來的方向，我覺得萬變不離其宗，我們
應讓父母重拾做父母的情懷，尊重子女的
人生，和調較好培育的方向。

我們都是香港中文大學家長教育碩士或專業文憑的畢業生。我們發現
在讀這個課程時，無論在家長角色，與上一代的關係，及與兒女的關
係上，都經歷了不少反思和成長。所以我們集合了同學，組成了學會，
與其他人分享這個以「重情」為本的家長教育理念。

最初都是本着學一些教子女理念，但讀下去發現給了我很多反思的機
會，讓我重新反思與父母的關係，並幫助我解決了一些困難。我也在
做家長上找到多一點的方向。

我有兩個孩子，約2-3年前，我在管教他們上遇到不少的問題。但聽到
的都是不同的處理意見和辦法。剛好先前聽過課程導師的其他講座，
覺得很有啓發性，故便讀了這個課程。

我本來是教書的，當我懷第二胎時，我丈夫叫我不如停下來。我覺得不好，因
為自己教書教得很開心。但漸漸發現原來自己喜歡工作多於家庭，兒子與家傭
的關係比自己還好。我發現要再教育自己，所以放下工作，重新學習。

在與學生交往的過程裡，我發現每一個學生的問題背後大都是家庭的
問題，或者是個人成長的問題。這不是教學理論可以解决的，所以我
決定學習家長教育，希望明白家長的心路歷程，從而幫助家長。我從
中也得到反思，家庭的關係也有得益。

（綜合各委員意見）我們致力讓家長明白父母親職是一個過程（process）。
這不光是養育兒女的過程，也是代代相傳，學習親職能力的過程。我
們幫助家長明白自己的成長，檢視與上一代的關係，然後通過重新解
讀，重新整理，讓他們從心底領悟親職的「情懷」是什麼一回事。父
母應該明白，子女是獨一（unique）的個體。既然如此，父母與子女
的關係也是獨一的（unique），是不能比較的，也不是用一些既定的
技巧（skills）就可以解决的。

主持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是怎樣的一個學會？

主持 : 是什麼驅動你們讀「家長教育」的課程，並決定推廣出去？
　陳 :

　鄭 :

　鐘 :

　余 :

主持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有何特色？

既然與子女的關係是獨一的，父母就可以有信心的確認自己是這段關係
的「專家」，可以自己解決問題，而不用到處尋找外在的專家幫助。通
過這樣的Empowerment，父母可成為更有效能的家長。

珍惜眼前人。眼前人就是你的親人，配偶，子女。

多些欣賞太太。最近菲律賓人質事件給了我很大的反思。我們要珍惜
與至親人的相處時間，要珍惜當下。

當面對譬如事業和家庭的抉擇時，要搞清楚生命中那些是最重要的，
這才容易分配時間。

做父母的，不光是照顧子女，也是照顧自己。所以做父母的，也要珍
惜自己。

主持 : 有什麼心得和家長分享？
　余 :

　鄭 :

　鐘 :

　陳 :

2010年10月23日學會四位委員接受了商業電台「宜樂無窮」的訪問。內容撮要如下:
電台主持：麥詠宜，萬家輝          出席委員：陳碧茵（主席），余慧賢（副主席），鄭偉光（副主席），及鐘美儀（會員事務委員）

■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

■左起：鐘美儀，余慧賢，麥詠宜，陳碧茵，鄭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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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講座: 日光之下「家長教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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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積極喜樂的孩子如何培育積極喜樂的孩子

第一節：2010-07-26 培育子女的目標和方向 (講者: 蘇育欣)
第二節：2010-07-27 賞罰以外 (講者: 蘇育欣)
　
在短短的兩天裏，蘇姑娘引用大量生活化的例子和處境與大埔浸信會家長探
討身為現代父母面對培育子女方面的關注。

她指出今天的父母壓力很大: 責任重、信不過子女、信不過自己、焦慮和恐懼。
而在商業社會下，培育子女變成: 成長 = 競爭(贏在起跑線)、培育 = 投資(子女都
是概念股)、有資本 = 有優勢、無資本 = 無希望、培育 = 規劃和計算、控制和風
險管理。培育子女彷彿是製造一件產品似的，而子女的價值彷彿須由市場決定。

面對商業社會下育兒的迷思，父母能否認清培育子女的目標應包括帶給孩子
愛和歸屬，讓子女有自尊地生活，讓他們為自已的生命負責任，給他們機會
自我導航，自我約束，以至最後能自我實現。而在連串的問題下，蘇姑娘希
望引發父母思考養兒育女的意義其實是照顧子女，等於照顧自己；而在育兒
的過程中應能體現親子之間的連繫和親子情。最後，蘇姑娘不忘介紹周國平
的《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這本好書給家長。

第三節：2010-07-28 發掘子女的潛能 (講者:廖雪梅)
第四節：2010-07-29 享受為人父母的情懷 (講者:廖雪梅)
　
在接著的兩節講座中，廖姑娘在她長期從事幼兒教育的經驗中發現，積極喜
樂的父母能培養出積極喜樂的子女。每位幼兒均具有至少八種多元智能
(Gardner,1995) 的天賦才華。要培養子女具積極喜樂的人生態度，家長需要
改變過去只重視語言智慧、數理邏輯智慧等培訓，卻忽視空間、人際、內省
等對於幼兒發展同樣重要的智慧領域的培養。家長應致力促進幼兒智慧整體
和諧發展，開發全面的能力；亦必須明白子女的能力及限制，按個別的特質
及差異性適切地發掘子女的潛能，這才能讓子女的潛能得以發揮。 

在「享受為人父母的情懷」方面，廖姑娘以討論為人父母是享受還是苦惱的
提問作為引起，透過「小記者」的熱身活動， 從分享中帶出：子女的出生，
讓我們學會懂得感恩，重現童年往事，可以盡情去愛，從孩子的角度欣賞未
曾欣賞過的事物，懂得去笑，腳踏實地及珍惜時間與生命及有機會訴說自己
的人生故事等。這些均是令自己成為積極樂觀的父母的機遇。唯有這樣，才
會盡力愛自己，以至愛子女，而且認為照顧子女是福分，照顧子女就是照顧
自己的生命，在忙碌及漫長的父母生涯中，才得以享受為人父母的情懷。

四節的講座中，讓家長對「如何培育積極喜樂的孩子」引動了一點點的浪花
及反思。講座後家長們紛紛留下來，期望從與本會幹事的傾談中，獲得更多
此方面的資訊。

2010年7月26日至29日(星期一至四)本會會員蘇育欣及學術委員廖雪梅，應大埔浸信會幼童部的邀請，為其「2010年幼童假期
聖經天地」活動主講了一系列以「如何培育積極喜樂的孩子」為主題的講座。

迦密中學家長講座迦密中學家長講座

「如果我不是你的女兒，我就不會這麼辛苦！」
正正是這一句女兒在6歲時說的話，令講者深切反思為人父母的真正意義。

做父母首要事情是真正的「接納孩子」：當你明白及瞭解孩子的困難或不足
後，仍願意無條件不離不棄的，與孩子同步同行。

在培育子女的過程中，父母最重要是懂得「賞識」。賞識不是一種技巧，而
是一種心態；賞識自己的孩子就等於賞識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家長隨時可以實踐「賞識」。我們可以賞識孩子：學習事物
的動機、努力、創意、夢想、樂於放棄、興趣、坦白…等。

每一個小孩都是獨特唯一的，因此，賞識孩子應以他的潛能為依歸。父母要
嘗試發現、鼓勵和肯定孩子的潛能。至於賞識的焦點，應放在孩子「做到」
甚麼，而不是他做不到甚麼，或是做得好不好。

最後，講者以下列的三句總結是次講座：
不當「全能」的父母，反而能欣賞孩子的能，
不當「全知」的父母，反而能激發孩子的求知慾，
不當「全是」的父母，反而能鼓勵孩子認眞。

培育孩子從賞識開始培育孩子從賞識開始
學會於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上午在培正中學禮堂舉行講座，由許珍珍姑娘（資深社工、香港中文大學家長教育文學碩士）主講

題目: 「與青少年子女同行」　　　
講者: 羅幗英女士 (資深社工，香港中文大學家長教育文學碩士) 
日期: 2010-11-26

既是母親，亦是學校社工，羅姑娘每天與不少青少年接觸之餘，亦親身經歷為人父母的感覺。羅
姑娘指出青少年進入中學後，有很多身心方面的轉變，亦出現了很多父母眼中的壞習慣。轉眼
間，父母隨著孩子的長大，亦體驗了一連串的挫敗，有感管教子女甚有壓力。誠然，現今新一代
的青少年，有很多需要改善之處。但父母是否也有做得不妥之處？父母是否只為子女提供學習機
會，卻沒有提供學習成長的機會？是否讓子女嘗試很多成功經驗，卻沒有給予嘗試失敗的經驗？
因此，要讓子女高飛，父母便先要放手，明白「有捨才有得」的道理，同時多鼓勵子女擴闊視
野，關心身邊的人和事，讓他知道自己是有價值的，而父母永遠會付出無條件的愛和肯定。

簡言之，要子女健康成長，必要令他們體會愛的經歷和幸福的感覺。在青少年子女的人生
路上，父母不要走前，也不要跟後，而是與子女同行。

會員文章共享會員文章共享

回憶初為人母的經歷
陳碧茵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主席)

希望孩子健康
我女兒晞晞將近五歲，
回想計劃生小孩時，抱
着如果要有小孩，便是
時候，不然會增加嬰兒
患先天性疾病的風險。
相信每個父母都希望自
己生下的孩子手脚齊全、
五官端正、健健康康，當
然這些也是我在晞晞出世
前的願望。因是全身麻醉
剖腹生產，從手術室推出

後，我也迷迷糊糊的問了丈夫這個問題，而當時丈夫的答案是肯定的。產後
的第三天，在醫生准許下床後到育嬰室見到女兒便得到確實的答案。每個
父母不是有着這個簡單但很實在的希望嗎？見到現實與願望相乎時，不
禁如釋重負。

事與願違
當晞晞在三個月大時，總感覺她的左脚比右脚短。但詢問丈夫和負責日
間帶她的婆婆後，他們都沒有認同我的感覺。在晞晞六個月大時，我也
曾向當時的兒科醫生提出相同問題，但答案仍是否定的。終於在晞晞九
個月大時到健康院檢查，給細心的護士發現左脚有問題，經健康院的醫
生轉介後到醫院照X光，在兒童骨科醫生的口中證實晞晞左腳患有先天
性寬關節移位的發展障礙。屬於中期發現。而两條腿長度不一致是最明
顯的病徵，這是好彩的例子。若不幸地两條腿也有寬關節移位，便很難
及早發現問題。原來四肢齊全也不代表安全過渡。

據醫生解釋，在中期發現的情況，閉合式治療方法令左脚復位的機會只
有一半。若閉合式治療方法失敗，醫生會暫停一切治療，待晞晞到一歲
半至四歲間找個合適時間，做一個創傷性很大而有一定風臉的手術，手
術會歷時七至八小時。這發展障礙問題可大可小。醫不好，可以導致有
問題的那條腿不能正常行走。

接受治療
得悉自己女兒患有此病後，非常後悔為何當初懷疑有問題時，不再帶她看
另一個兒科醫生。但第一次為人母親，在哪基礎上懷疑醫生的專業呢？而
自己亦多麼希望聽到專業人士證實自己的感覺是錯覺！

醫生立即安排晞晞在看診後第二天入院，接受牽引這閉合式治療。這方
法相對手術來講，是最好亦是最安全的方法。女兒在醫院期間只能仰臥
在的病床上，每天有最少有廿小時是雙腿札着綳帶，繃帶裏包著一條很
粗的橡根，而橡根末端掛在一個載重兩千克的滑輪，重量剛好令她的臂
部提升而不踫到病床上。作用是要拉鬆紖帶，使左脚有機會自然復位。
即使對一個成年人來說，這已是一種很嚴格的考驗。而對適齡開始有強
烈學行慾望的晞晞來說，這安排當然是違反她的生理和心理力求自主的
發展。當時我除了睡覺外，其餘時間便在醫院陪伴晞晞渡過；而婆婆更
負起晚間照顧的工作，好讓我能有體力在白天安撫女兒。

不知是否晞晞也感覺到那時候的配合是不容有失，除了最初的兩天嚷著
不給札上綳帶外，其他時間是出奇的合作。能吃、能玩。經過五週的治
療，終於證明牽引方法有效。接着是維期四個半月的鞏固期，晞晞要廿
四小時穿一件用布造的特製衣服，作用是令其雙腿形成蹲下的姿勢。在
這四個半月裏，若要帶晞晞到任何地方，只能夠抱或孭。那時是抱她最
多的時間，這不是對在院時長時間臥床不能埋身接觸的彌補嗎？

「是你為你的玫瑰花費的時間，使你的玫瑰變得這樣重要」
--- 周國平
在很多人眼裏，那半年是很漫長的。但對我來說，晞晞不用透過手術而
能痊癒已是一個近乎完美的方法，那怕要抱和孭更長的時間。而藉着長
期的理身接觸，與晞晞有種愈來愈接近的感覺。這種感覺在她剛出世時
是沒有那麼強烈的。隨著更多感情的投入和身體的接觸，晞晞在我生命
裏變得更重要。
由嬰兒出生至兩歲這快速成長的階段，那怕一天的不見已錯過了女兒很
多的第一次。

「孩子的帶引下，我們心甘情願地為了「無用」的事情而犧牲
掉許為「有用」的事情」--- 周國平
成為父母後，我們的一切彷彿也圍繞着孩子走。所有關於孩子的，那怕
是拉屎或換片，都是樂於和人分享的大事。有機會為女兒換片、餵食、
洗澡和能親親女兒已是一種福份；為能親身經歴女兒的成長和有幸延續
這個旅程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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