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除繼續有以往的顧問(盧乃桂教授、陳廷三博士、陶兆銘

博士、姚簡少薇女士、楊健思女士)支持外，今年更有幸邀得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蔡冠華先生加入本會的顧問團，給

本會寶貴及專業意見，以助推行家長教育工作，實在可喜！

大會結束後，顧問和會員一同到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

所」晚宴，慶祝本會兩年來成功舉辦的家長教育活動之餘，

亦分享來年對家長教育的意見和心得，氣氛既熱鬧又溫馨。

從左至右 : 梁鳳瑜女士(秘書)、徐巧華女士(學術主任)、廖雪梅女士(秘書)、張韻儀女士(學術主任)、

陶兆銘博士、陳廷三博士、鄭偉光先生(副主席)、陳碧茵女士(主席)、余慧賢女士(副主席)、

鍾美儀女士(會員主任)、周劍萍女士(會員主任)

另外兩名委員區志祥先生(司庫)及麥小芬女士(學術主任)因事未能留影

盧乃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陳廷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姚簡少薇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副主席

余慧賢

蔡冠華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楊健思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課程發展主任

陶兆銘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的鼎力支持，本會已踏入第三個年頭，於2011年9月17日，在中大崇基校

園何添樓舉行了新一屆的常務委員就職典禮暨第三屆會員大會。會上先由主席陳碧茵女士作全年工作報

告，然後有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給我們訓勉及鼓勵，最後在各顧問及會員的見証下，第二屆的常務委員會

正式通過上任。名單如下:

2011年「會員周年大會」暨 「第二屆常務委員會」選舉2011年「會員周年大會」暨 「第二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周年大會周年大會

榮譽顧問榮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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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耀能協會 -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講座香港耀能協會 -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會員講座

相信前來參與的家長的確正面對子女因智障、自閉症、發展遲緩或特

殊學習困難等障礙所帶來的「局限」，以致他們的父母角色也存在着

重重「限制」。我將自己身為視障者，又是一位特殊教育老師的經

驗，以及父母對自己成長的影響，一一跟他們分享，從多個角度去剖

析殘障者本身及其雙親可怎麼面對生命中的「局限」。家長們十分專

注聆聽我的成長故事，小息時有家長主動向我追問未有提及的成長細

節。在講座完結時，更有家長上前多謝我的分享，並鼓勵我。

誠然，一次的講座絕不可能就此令家長豁然放得下心中的「局限」。

我希望日後可招聚家長參與工作坊，讓他們可藉着回望過去的人生歷

程，重整人生後，從而有力量帶領子女繼續走親職之路。

當我完成了這次講座後，內心湧出無限興奮，而這種感覺一直持續

了好一段日子。然而，是甚麼令我產生這份強烈的喜樂和滿足？我

反覆回味那天的片段……

讀者如欲了解計劃詳情，可登入網址瀏覽 hkier.fed.cuhk.edu.hk/QEF_parentedu/

學術主任

徐巧華

陳嘉賢
會員

2011年8月27日

講者︰

我看「學校為本」家長教育及家長支援網絡計劃我看「學校為本」家長教育及家長支援網絡計劃

會員文章分享會員文章分享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面對子女的局限，父母何去何從？面對子女的局限，父母何去何從？

在中學任教期間，我經常向有問題的學生家長，建議不同的

處理方法，可惜鮮有成功。當時只以為家長沒有足夠的決心

糾正孩子的問題行為，並沒有深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二零

零九年決定離開教席，修讀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期望認

識一點理論，再結合自己的經驗，以幫助那些心力交瘁地管

教子女，對他們的問題行為束手無策的父母。

兩年的家長教育課程，讓我明白家長教育的定位與方向，唯

有建基於賦予家長做父母的動力，和幫助家長整理自身成長

的需要，才能提升家長的能力，讓他們在尋找育兒方向、探

索育兒技巧時，能事半功倍。

完成兩年的課程後，適逢香港家長教育學會招募新委員，我

便加入學會工作。未幾，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獲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推行由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陳廷

三博士帶領，香港家長教育學會協辦的《重建親職意義、探

索育兒方向 －「學校為本」家長教育及家長支援網絡計

劃》，招聘計劃發展主任。我有幸獲聘，有機會參與推動這

項別具意義的家長教育計劃。

是項計劃重視家長生涯是為人父母者一個持續的發展，有別

於傳統集中傳授親職知識和技巧的家長教育。計劃以幼兒

園、幼稚園和小學的學生家長為受惠目標對象，將親職與育

兒課程、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及學校為本家長教育熔冶一

爐。期望結合四方力量：包括(1)專門研究與推動家長教育

的學者、(2)有多年舉辦家長教育課程經驗的大學單位、(3)

關注家長教育的志願團體，以及(4)願意積極參與家長教育

的學校，為學校建立校本家長支援網絡，為家長提供一個支

援加油站，讓家長之間有機會互相支持、彼此學習。

計劃理念切合現今家長需要，集合了一群熱心推動以關顧

家長為主的家長教育工作專業人士幫忙，可是在開展計劃

初期，我確實有點擔心計劃能否成功。計劃不但需要家校

在互信下攜手合作，以及學校提供大量支援，並要求家長

在完成整個30小時的課程後繼續協助所屬學校推廣家長教

育，建立家長支援網絡。香港社會節奏急速，充斥著即食

自利文化，要家長在繁忙的工作中投放兩年甚至更長的時

間參與，學校在資源緊絀下騰出空間配合，以符合計劃的

所有要求，殊非易事。然而，從去年十一月計劃簡介會的

熱烈反應，校長、老師及家長的來電詳細查詢，反映了各

方對計劃的熱切希冀，令我對計劃充滿憧憬。

現在計劃已接受27間幼稚園和幼兒園及7所小學，合共204

位家長及教師參與。首階段以親職生涯與意義為主題的講

座已圓滿結束，老師、家長及本會會員義工都積極投入，

計劃目標初見果效。6月整個首階段的課程完成以後，計

劃團隊便會開始協助學校的家長和老師在所屬學校推廣計

劃第二階段的校本家長教育課程，屆時需要大量有經驗的

專業培訓員，到各學校開展校本親職教育課程與家長個人

成長工作坊，正是本會會員實踐以關顧父母為主，著重自

我反思與成長的家長教育工作的好機會。

參與推動這項計劃，雖然並不容易，但是有機會見證計劃

理念的推廣與實踐的成效，心中不禁泛起一絲的興奮與盼

望。

走出「限制」走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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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認為兒時的傷痛經驗及回憶對個人成長或多或少帶著負面影響，甚至衝擊著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更甚地會將自己曾經

最厭惡的管教態度及懲罰方式，複製至自己與下一代的關係中，讓不幸事件重複發生。講者覺得最可悲的是，雖然明白親

子關係受到破壞，甚至感覺痛苦，但卻顯得十分無奈與無助，加上現今社會不同層面的生活壓力，尤其要顧及子女在學習

上的挑戰，都容易令原本已瀕臨情緒崩堤的母親失控……

另一方面，講者指出在修讀家長教育課程時，學會了從回顧人生，包括父母的人生，以重整自己；過程雖然是苦澀的，但

卻容讓自己對多年來耿耿於懷的人和事，有多一點的理解及體諒，並令自己更能包容這些人和事。  若然家人能給予支持

及愛護，雖然往事並不會從歷史中消失，但關係卻得以修補及變得更融洽。 

本會主席陳碧茵及會員張韻儀應

香港電台「笑容從家開始」節目

邀請，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接

受節目主持張笑容訪問。當日兩

位講者通過敘述自己的成長故

事，探討父母的管教模式對今日

為人母親角色之影響。

學術主任

徐秀芳
會員

會員文章分享會員文章分享

我是一位教師，同時亦是兩位女兒的母親。回想兩年前報讀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是基於工作的需要，同時
又想裝備好自己，讓自己做個稱職的家長。家長教育碩士課程有不同的科目，但總的來說，正如陳廷三博士所
言，可以歸納出三個目標：（1）幫助家長重拾做父母的情懷，增強他們做父母的動力；（2）幫助家長整理自
己的人生故事，讓他們發揮到做父母的能力；（3）幫助家長建立正面培育子女的方向，以協助子女健康成
長。

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我的見證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我的見證

張韻儀大氣電波中的訊息 - 笑容從家開始大氣電波中的訊息 - 笑容從家開始

三個方向之中，印象最深的是我經歷到重整人生故事對

我的威力。在「家長教育的實踐」、「從敘事角度看家

長教育」及「在中國人社會中的家庭改變和關係遷移」

等科目中，我都有機會透過敘事方式回望自己的前半

生，將久藏的經歷從心靈的冰箱中抽取出來，去面對

它，去了解它。透過重整自己的過去，我淌下了當年不

敢掉下的眼淚，罵過了當年不敢罵的人，說了當年不敢

啟齒的痴話；我與過去的人及物對話，更與自己對話，

我回顧了失敗的經歷，也學懂接納自己，寬恕自己，欣

賞自己。

我小時候移居來香港，由於生活環境轉變急劇，為了生

存，我被迫長大了，可惜卻忽略了心理的需求，情感上

我未能好好地成長。縱然今日我學有所成，有份穩定的

工作，心靈卻仍感困乏，常常覺得生活充滿壓力，生存

不一定是樂事。想不到報讀家長教育課程，卻讓我重新

有檢視自己人生的機會，藉著回望過去的經歷，我再一

次認識了自己，並由此生出力量和勇氣去面對未來的生

活，我想這是報讀此課程而得的額外禮物吧！

此外，家長教育課程也幫助我建立為人父母的情懷。作

為職業婦女，白天做教師，忙得頭也冒煙，回家又要照

顧兩名女兒，女兒們仍處於年幼階段，需要我貼身的照

顧。當工作與母親的角色有衝突時，我就有被撕裂的感

覺，甚至覺得為人父母是種犧牲，是種纏累。研習家長

教育課程期間，陳廷三博士一再提醒我們，在照顧子女

的同時，家長也需學會照顧自己；在付出的同時，家長

也會有收穫。誠然，在生活中，我見證到陳博士所講的

道理是有效的，就如當我與子女玩耍時，我再次經驗到

玩耍的快樂，再次被燃點對玩樂的渴求，我被提醒要重

新為自己安排優先次序。當我照顧兩個女兒的同時，我

也學習到如何正確的愛錫自己，珍惜自己；當我向女兒

付出關愛的同時，我也接收到女兒對我直率的愛；在為

女兒塗上生命色彩的同時，我自己的生命也變得多姿多

彩。我發現與女兒一起的時間愈多，我們的連繫便愈

深，而為人父母的情懷就因此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來，我

也因而多了點做母親的動力。

作為家長的，最希望莫過於子女開心，生活有能力感，

能享受活著的快樂。然而父母是子女的導航員，沒有積

極喜樂的父母，如何培養出積極喜樂的子女？感謝家長

教育課程，幫助我重拾為人父母的情懷，增強了做父母

的動力；並透過整理自己人生故事，讓我準備好自己。

雖然讀完了家長教育課程，我仍未達到第三個課程目

標 — 建立一套教養子女的方向。幸好，陳博士曾說：

「當父母，動力比技巧重要。」現在，我加入了香港家

長教育學會，可以定時參與學會的討論及活動，透過與

同路人切磋激勵，相信我會找到一個適合女兒成長的方

向。

w w w . p a r e n t e d u c a t i o n . o r g .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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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日誌會務日誌

張韻儀 學術主任 張韻儀 學術主任 

徐巧華 學術主任 徐巧華 學術主任 

會 訊 主 編會 訊 主 編

供稿及審稿供稿及審稿

︰︰

︰︰陳碧茵 主席
余慧賢 副主席
張韻儀 學術主任
徐巧華 學術主任
徐秀芳 會員
陳嘉賢 會員

陳碧茵 主席
余慧賢 副主席
張韻儀 學術主任
徐巧華 學術主任
徐秀芳 會員
陳嘉賢 會員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

歡迎隨時致電本會查詢歡迎隨時致電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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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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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地點 內容 主講 

2012-5 香港中文大學 第四次專題研習分享會 會員分享 

2012-4-14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

邨真光幼稚園 
第三節家長教育講座：「三歲定八十」 鄭偉光先生(副主席) 

2012-2-25 

2012-2-18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

邨真光幼稚園 

 
第二節家長教育講座：「那些年」 
第一節家長教育講座：「現代父母的迷思」 
 

蘇育欣女士 (會員) 
張韻儀女士(學術主任) 

2012-2-11 香港中文大學 新春聚餐  

 

服務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