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

會員文 章共享
講者︰周劍萍

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後感

會員主任

九龍城家長教師聯會

孩子們成長了

我也成長了

何羡慈(Cynthia Ho) 會員

本會與九龍城家長教師聯會合辦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分別於4月16

容是從家長教育碩士課程所學到的知識和理論，化為一些活動及分享

日、5月7日及14日三個星期六的下午在新亞中學舉行，共有21位參

機會，幫助家長重溫並整理自己的人生故事，從而得力來走前面培育

加者，並四位協調員協助分組。是次工作坊的參加者均曾參加由聯

子女之路。本會經過數次舉辦工作坊的經驗，將工作坊內容作出調整

會提供的家長講座，而講座講員為本會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講座

及修改，務求使參加者能於工作坊期間投入分享，是次家長個人成長

之後，本會與報名參加工作坊的家長面談，好讓雙方互相了解，為

工作坊更是我們第一次舉辦的加長版。

工作坊作好準備。

透過參加者的回應，可見是次工作坊能圓滿完成，亦肯定了我們所做

工作坊的要求嚴格，各參加者必須出席一共十五小時的活動，不能

的，也成為本會日後繼續走下去的方向。

我很喜歡小朋友。打從婚後，已為當媽媽作好準備。從懷孕
我很喜歡小朋友。打從婚後，已為當媽媽作好準備。從懷孕
前已愛看育兒及兒童成長與心理發展的書籍。自己也很喜歡
前已愛看育兒及兒童成長與心理發展的書籍。自己也很喜歡
和小朋友接觸。那時覺得自己已有很好的心理準備去迎接這
和小朋友接觸。那時覺得自己已有很好的心理準備去迎接這
任務的來臨，期待着將學習到的理論及別人的寶貴經驗一一
任務的來臨，期待着將學習到的理論及別人的寶貴經驗一一
去實踐。雖然自己並非從事教育工作，我當時服務於會計專
去實踐。雖然自己並非從事教育工作，我當時服務於會計專
業，但我卻認為自己以往在學業上和工作上的成果，也是憑
業，但我卻認為自己以往在學業上和工作上的成果，也是憑
自己努力學習便可應付過來的。育兒這件事大概也如此吧。
自己努力學習便可應付過來的。育兒這件事大概也如此吧。

遲到及早退，結果喜見各參加者積極及努力地達到要求。工作坊內

這個活動，可以
幫助每個家庭建
立目標。知道自
我人生要怎樣面
對。希望繼續有
多些活動。

是次活動，非常感
激能夠參予其中，給
予一個整理過去，面
對傷痛，令我能夠再
重新出發，繼續未來
的路，此課程對我有
很大的幫助。

專題講 座

不以完全外界的標準去衡量我的孩子，我反而會多欣賞他們獨有的特

作，當起了全職媽媽。我十分享受和孩子一起，他們天真爛漫，

質，給他們鼓勵，讓他們好好發揮自己的長處，那便足夠了。家長實

充滿好奇，學習力迅速，為家庭帶來了不少歡樂與驁喜。那時我

在不應該以功利掛帥，剝削孩子應有的成長空間。一個身、心、靈健

亦繼續從閱讀中，從聽講座中學習育兒知識。育兒學習最大的得

康的人，才會是一個能掌握生命，真正快樂的人啊！

着並不是在知識和技能上，反而是因為了解到孩子成長的必經過
上完這三堂工作
坊，很開心！如
果有深造班，就
好lu……

本文作者(左一)與組員舉出勝利手勢

大女兒出生三年後，小兒子也誕生了。我亦在這時暫且放下了工

『這三個下午是人生路
上的休歇亭，把我們身
心上的塵灰，迷惘，憤
怒，清洗乾淨。多謝你
們的時間及付出。非常
Enjoy，得著。』

一節跟一節也很扣
人，一日比一日更
期望得著很多，謝
謝！ 所以如果中間
夾著大假期，倒不
如連著會好些！

能夠參加一個家長小組中，
不是說教說技巧，而是盡訴
心中情及生命閱歷，覺得很
享受，完全沒有壓力！功課
雖然好像有點難做或無厘頭
，但原來對自己很有用，初
初覺得時間很長，但完了課
程，又覺得時間真是太短！

程而對那些日復日、夜繼夜，不斷重複，看似沉悶的湊仔日常規

恰巧在大女兒升中一那年，碰上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屆「家長教育文學

律，有了多一份背後重要意義的支持，忍耐及包容能力也就提升

碩士」招生。當時抱着給多年的家長生涯有一份肯定，並期望能夠學

了。在孩子六歲前，很多育兒知識也能在生活中運用及實踐。因

習更多，可與別人分享而報讀了這個課程。原來，這並不是一個教導

此，這階段可算是十分有滿足感的。畢竟，在這個時期，我還能

家長教育技巧的課程，而是一個啟發我們去整理人生，從而讓我們重

掌控着孩子的成長環境罷。

拾為人父母情懷的課程。一直以來，自己也是不斷的努力學習着身外
的知識，原來對自己的認識卻比想像的少得多。課程着重從回顧生命

土瓜灣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道真堂講座
歐陽凱琳(Holly Au Yeung)

孩子順利的步入小學。料不到選校的過程竟是一次自己對現實環

中去反思。在這過程中，我能再次與自己的內心相遇，從多方面的角

境、未來路向及個人價值觀念的一個大檢閱。過程並不簡單。害

度去重新檢視我與身邊人及事的關係。在當中我重新發現自己。同學

怕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影響孩子將來的發展路向。結果發現現實

們有血有肉的坦誠分享，讓我們認識到人與人的相處，最可貴是真誠

中並無完美的選擇，只有盡力而為，隨遇而安。

的感情交流。

小學階段應是孩子繼續發展德、智、體、群、美的好時機。原來

適逢當時女兒正踏入青春期，她開始從外面的世界中去找尋身份的確

在現實生活中實踐起來卻有困難。應付每日的功課，每週的中、

立及認同。內心有很多疑問及掙扎。她們很多時會挑戰父母的想法。

英文默書，定期的小測、大測，課外興趣班之餘，亦希望他們有

有時，我們覺得她有點不可理喻。又有些時候，她的行為和態度又往

空閒玩耍，與家人有優質的交流。時間之運用，頗為緊湊。

往把我們惹怒。從家長教育課程中，我體會到我要回應的並不是她的
行為，而卻是她的內心。畢竟，我們和女兒也生長在不同的年代，她

但偏偏卻見到身邊的家長還會為他們的孩子安排各種補習班、英

面對的世界我也未必能完全了解。我不應只顧指責她或將一己的期望

語會話班、普通話班、數學班、學樂器、又參與各種才藝學習，

加於她身上，而是要做一個好的聆聽者，適時勸勉，默默的以愛與她

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成績表上孩子的表現又常常與學業及這類

同行。當大家關係良好時，我們才可以溝通，在溝通時，我們才可引

爸媽不是不願意溝通，也明白其重要性，但就是無從入手。作父母的確很為難，常感到兒女總不會聽自己的勸告，若撞得焦頭爛額時，他們仍

非學業成績畫上等號。既要能文也要能武。將來升學之路又是取

導孩子走正確的道路。

能想起「回家」還好，若倔強到不願回家的，就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决於成績。心想雖然自己不必如他們一樣，但總又不能完全跟不

天下間的父母都是愛惜兒女的，但少年15、16時最令人頭痛。

會員

筆者多年來從事跟青少年相關的工作，慶幸一直保持那份少年人活潑的心。於5月28日有機會跟「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道真堂」的爸媽們分享，
談談有關與少年人溝通的竅門。透過小組活動及分享，讓爸媽們先重拾久被遺忘的童年回憶，一同發現「頑皮」從來都是本能，「不否定孩子
的好意圖」成了溝通開始的第一步。筆者又透過第一身的經歷分享和少年人的真
實個案，讓爸媽們看得見自己在孩子心中的份量。「孩子其實很在乎你」，這對
爸媽而言意義重大。
人本主義相信人擁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就是自我糾正及自我復修的能力，並能
透過自我認識而得到極大的個人成長，提升面對困境的能力及保持良好的精神健
康。同樣，家長均擁有成為「好爸媽」的自我完善能力。是次透過活動、組員間
分享等互動，讓爸媽們發現愛心和力量的泉源，其實可轉化成孩子長征路上的巨
大動力！讓我們以快樂、感恩的心來享受「父母」這美好職份。

上。心裏有一份無形的壓力，常不禁問自己是否做得不足夠。內

我的孩子並不需要做尖子，但我相信若他們有正確的價值觀作生命的

心在良心及顧存現實之間不停的掙扎。教育理想與現實環境來了

基石，他們知道父母能以無條件的愛默默地與他們同行，我十分相信

一個大對抗。家庭生活從此多了一份張力，這份無形的壓力令親

他們將會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屬於他們的未來世界。

子關係緊張，大家也身心疲累。
原來，學習做家長，並不只是看看書，上一些家長管教技巧學習班，
幸好，那時身邊有幾位家長好友，大家走在一起，在家庭及親職

模倣別人的成功經驗便可以的。它還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一份自

工作上互相支持及分享。終於，我們組織起一個「媽媽小組」，

己對生命的體會。這些元素正直接的影響着我們如何去當父母。養育

定期聚會，大家互相交流，從每人的經驗中反思。亦從信仰之真

孩子並不只有我為他們付出，原來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有如此豐富

理中學習應用甚麽態度去培育我們的孩子。經過這些年來，我們

的體會和得着呢！

知道要擇善固執，應堅持則堅持，應放下便要放下。縱使在現實
中有不完美的地方，但卻有一份盼望，一切安排也有其美意，自
己盡管本着本份去做便好了。外在環境沒有改變，改變的反而是
內心有了一份平安。能夠用一顆較寬容的心去面對及處理問題，
效果明顯的理想得多了。

孩子們成長了，我也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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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2011．09

採訪︰余慧賢

訪問迦密中學家長梁幗慧(Masa)

副主席

工作坊
本會的重要會務之一，乃致力籌辦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本會
於2010年春，在迦密中學完成工作坊後，亦取得不錯的成果。
十八位參加家長彼此得以認識，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不捨的
情緒下，其中一位家長梁幗慧(Masa)，主動提議及籌辦家長
小組，希望日後各家長能有相聚的機會。

會訊

www.parenteducation.org.hk

齊來尋寶 – 寫在聖保祿幼兒園
「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後
鄭偉光
副主席
訪與被訪︰余慧賢(左二)、梁幗慧(右一)

我們，安排有經驗及獨到見解的講者，就時事議題進行講座，

余︰Masa，工作坊後，為何你想成立家長小組？

給了大家很多啟發及驚喜。其實，在我們當中的家長可多作分

梁︰有幾位家長認同家長教育應是一直延續的，我們又同意香港家長教育

享，如一些家長本身也是老師，亦可主講一些話題。

學會所主張的「家長自我完善」理念，工作坊完了並不代表家長教育
完結，反而是另一個的開始。大家感到如家長沒同行人，加上工作忙
碌，工作坊所體會到的種種很快便會消失，豈不浪費？我們一眾家長
認為難得有一班志同道合的好友，不如組織起來，持續地互相支持和

余︰對未來一年的家長小組，你有何計劃及盼望呢？
梁︰加強家校合作，為學校多作支持。我們非常重視分享，一班親
密朋友互相傾聽、分擔和支援，使養兒育女的道路上不覺孤立

分享。

無援，這是家長小組獨特之處。同時我們亦會找專家提供家長
育兒、教育子女的正確心態和方法。總體上，我們這小組乃重

余︰過去一年有甚麼活動，可給其它學校參考？

視關懷、體諒，多於傳授甚麼技巧、知識。

梁︰我們的活動很多元化，亦會以不同形式進行。因不想增加老師壓力和
工作量，故由家長自行組織，如自備食物、並不收費，以減少行政程

家長小組的成立，可謂是本會意想不到的收穫。原來，家長個人成

序。其次，有時會有主題，有時又或只是隨意攀談，基本上各參加者

長工作坊後，家長小組亦可謂進一步的延伸，透過互助、互勉、互

皆自願、出心，無甚麼壓力。過去一年，香港家長教育學會經常支援

愛，讓大家走在為人父母的生命路上，不會感到孤單和無助。

陳廷三博士精彩的講座，令聽眾眉飛色舞

武

俠小說「六指琴魔」一書最後一個高潮是︰一眾正派高手，必

然而，我相信「成果」應該是建基於多方面的，包括：聖保祿幼

須進入一條名為「四十九通天秘道」內，尋找其中一件寶物 – 火羽

兒園校方的信任和支持、本會顧問陳廷三博士及一眾委員的支援

箭，用以打敗琴魔。

和協助、參加者的主動參與和充份合作；更兼有7位協調員的全
情投入和無私付出，謹此向各位衷心致意！

秘道只有一個入口，其神奇處在於不同時間進入的人，會遇到絕不
相同的情景；即使是同時間進入，只要彼此方向不同，又或是時間

事實上，要尋找「自我成長」的奧秘未必太難，關鍵可能在於一

上有少許差別，便會面對完全不同的狀況。總言之，秘道內波譎雲

份對「人際關係」的覺醒。或許，接納別人的偶然之失或一時之

詭，凶險無比，要想全身而退，幾近「不可能的任務」；更遑論要

過，是另一種對自己包容的福份 – 特別是對自己的至親！我們

奪寶而歸！

必須接納他們的不足、不是，才能真正接納自己 – 因為我們其
實是一脈相連的……

現實生活中，作為家長，我們內心何嘗不是渴望能找得一條這樣的
「育兒通天秘道」，只要能夠順利通過，取得一兩件寶物在手，便
可成就一身本領，就算最終不能打造人見人愛的典範第二代，至少
總可以抵抗「港孩」臨門，或是避免「怪獸」上身。更重要的是即

會務日誌

使無功而還，亦斷不會如小說所言，有喪命之虞！
如果世上真有「育兒通天秘道」，那麼，我相信「家長個人成長工

日期
2011.05.28

地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道真堂（土瓜灣）

2011.06.23 香港中文大學

2011.08.27

柴灣鯉魚門公園
及渡假村

內容
家長教育講座：
「與青少年子女同行」
第三次專題研習分享會

主辦 / 主講
歐陽凱琳
（本會會員）
會員分享

香港耀能協會
家長教育講座：
「面對子女的局限，父母何去何從」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陳嘉賢（本會會員）

2011.09.17 香港中文大學

第三屆會員大會暨委員會選舉

編輯小組

作坊」必然是其中一度通往秘道寶藏的重要關口。表面上，「成長

會 訊 主 編 ︰廖雪梅 學術主任

工作坊」似乎與育兒沒有太大關係，但理性思維告訴我們：人的「

供稿及審稿︰陳碧茵 主席
鄭偉光 副主席
余慧賢 副主席
周劍萍 會員主任
何羡慈 會員
歐陽凱琳 會員

現在」，由無數「過去」組成，並且往往受制於過往成長經歷的種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2011.10.15

個人成長工作坊
（4節共12小時）

陳嘉賢（本會會員）
鍾美儀（會員主任）

2011.11

家長教育講座

待定

2011.12

家長重聚

待定

新春聚餐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2011.10.22 香港耀能協會
2011.11.05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2012.02

香港中文大學

2012.02.18

第一節家長教育講座

2012.02.25

第二節家長教育講座

2012.03.10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待定

種 – 特別是一些未解的結、未完的事；至於「未來」，撇除所有外
在不可預知或無常的因素，總是建基於現在的我，並對過往的我之
詮釋而伸延下去…
對大部分人來說，總喜歡將「過去」歸類成一份份「回憶」，然後
收藏在隨身攜帶的行李箱內。由於不想或不敢翻看苦澀、傷痛的部
分，因此，他們極少打開行李箱，更遑論要執拾清理。行李箱因而

2011.10.08

一天比一天沉重，但人仍舊慣性地牽著它一步步走，直到最後舉步

服務

維艱、進退失據…即使生命終結，行李箱依然紋風不動地伴隨在人
的身旁…

本會誠意與學校和社會
服務機構合作，籌辦家
長講座、工作坊或家長
小組，藉此誘發為人父
母的動力和情懷。

雖然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地來到學校，但每次都會帶著很濃
的情感、反省及依依不捨地離去。經過工作坊，把我的個
人價值觀有了更加深的肯定，謝謝您們！
這個工作坊令我反思以往的一些事情，得著的是我感到自
己其實很幸福，我也會把這些帶給我的家人。
工作坊能令我回顧自己前半生，重新感受自己成長路上的
得與失。
這個工作坊令我更多機會了解自己。亦多了反省，給孩子
多了空間。
在這課程令我重新回想一些人生意義，幸福原來真的在我
身邊，我要好好珍惜一切。
我從未想過自己過去的經歷能幫助我教導小朋友，上完三
堂的工作坊，我相信是可以的，起碼給自己多了提醒、多
了反思。

參加者可以在既定的範圍內，重新回顧和檢視自己以往的人生，並
為一己從前的失敗、傷痛、遺憾等經歷重新定位，從而得到解放、
釋懷；最終並能體會要好好珍惜身邊的親人，亦為未來的日子，增
添個人的能量和動力。這情況就好比當一個人重新執拾、清理妥當

歡迎隨時致電本會查詢

隨身攜帶的行李後，其腳步必然會變得輕快有勁，亦能更有心力去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2012.04.21

第三節家長教育講座

待定

筆者有幸在3月的時候，為聖保祿幼兒園的27名家長，連續主持了三

2012.05

家長重聚

待定

次周五晚上的「成長工作坊」。作為主持人，我知道仍有很多不足

2012.03.31

親身感受生命影響生命的真諦；重新釐定生命及幸福的意
義！期望能實踐作為一個稱職的媽媽！

「成長工作坊」背後的目的，其實是希望提供一個重要的契機，讓

個人成長工作坊
（3節共9小時）

2012.03.17

謹輯錄部分參加者的回應及感受作結：

留意、照顧身邊的同行者！

的地方和可以改善的空間，日後還須加倍努力。不過，看到家長們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何添樓204室
電話︰+852 81132320 傳真︰+852 26036850

在勞累一天後，仍然不辭勞苦，依時赴會；其後更兼看到他們有這

電郵︰contact@parenteducation.org.hk

網址︰www.parenteducation.org.hk

麽多正面的評價和回應，內心着實被感動和鼓舞！

筆者(右四)、校長古穗生修女(左四)與7位協調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