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完之旅

「在香港生活真的不容易！」一位印巴裔的爸爸說。

本會於去年11月4日應香港遊樂場協會之邀請，於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為一群

南亞裔父母主講名為 “Be a Loving Parent in a Foreign Country” 的講座。

當天，我分享了自己當年移民他方的生活，並道出了人在他鄉的感受。另外，由

一張胚胎依附母親子宮的圖片，我與家長們一起回顧子女從母親懷孕至今天成長

的感動情懷，以及人在不同成長階段都在尋覓著的依附需要。在講座完結前，我

播放了一套有關父親與殘障兒子的成長故事，帶出那父母與子女間無條件的愛的

信息，從而提醒家長在面對沈重的社會及學習壓力時，都需緊緊守護著那分骨肉

情，並以無條件的愛去潤澤它。

日期 地點 內容 負責人

2014.05.09
博愛醫院陳楷 

紀念中學

第三節家長教育講座： 

父母怎樣面對子女上網的習慣和管教 ( 暫定 )
主講：徐巧華女士 ( 秘書 )

2014.05.31

2014.05.17

2014.05.03 保良局 

易桂芳 

幼稚園

家長教育講座 ( 六 )：讓子女的生命盡情發揮

家長教育講座 ( 五 )：賞罰分明

家長教育講座 ( 四 )：與年幼子女同行
主講：鄭偉光先生 ( 學術主任 )

2014.02.22

2014.02.15

2014.02.08

家長教育講座 ( 三 )：親子關係的再思

家長教育講座 ( 二 )：父母的重擔

家長教育講座 ( 一 )：不可缺少的父母感覺

2014.03.29

2014.03.15

2014.03.08

中華基督教會 

協和書院

家長教育講座 ( 三 )：與青少年子女同行

家長教育講座 ( 二 )：愛 ‧ 無限

家長教育講座 ( 一 )：現代家長不易為

主講：徐巧華女士 ( 秘書 )

2014.03月 第八期會訊出版
主編：鄭偉光先生 ( 學術主任 )

         郭貞文女士 ( 學術主任 )

2013.12.30 數碼電台第 4 台 ？ 受訪：張韻儀女士 ( 主席 )

2013.12.14
香港中文大學

思源館
聖誕派對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2013.11.29 博愛醫院陳楷 

紀念中學

家長教育講座 ( 二 )：「提升子女的學習動機 ( 談談自主學習 )」 主講：郭貞文女士 ( 學術主任 )

2013.10.11 家長教育講座 ( 一 )：「與青年同行之：情、性、愛」 主講：崔淑儀女士 ( 秘書 )

2013.11.15

2013.11.08

粉嶺 

神召會小學

家長教育講座 ( 二 )：「為愛你的孩子，你可以去到幾盡？」

家長教育講座 ( 一 )：「愛‧回家」
主講：鍾美儀女士 ( 會員主任 )

2013.11.04 香港遊樂場協會 家長教育講座 ( 英文 )：Be a Loving Parent in a Foreign Country 主講：張韻儀女士 ( 主席 )

2013.09.28 34間受惠幼兒園、

幼稚園和小學

重建親職意義、探索育兒方向－「學校為本」家長教育及

家長支援網絡優質教育基金計劃期終交流大會暨結束典禮

2013.09.21 香港中文大學 第五屆會員大會暨「第三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及會後茶聚

2013.06.15 沙田駿景園會所
聯誼晚宴：感謝會員參予第二階段之重建親職意義、探索育兒 

方向－「學校為本」家長教育及家長支援網絡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對本會來說，2013 年 9月28日是一個特別日子。這

天標誌著為期兩年的「重建親職意義、探索育兒方向 

一『學校為本』家長教育及家長支援網絡優質教育基

金計劃」要暫告一段落。

在那天「期終交流大會暨結束典禮」後，心情不禁有

點失落。回想最初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草

擬此計劃……至整個項目順利完成，不知不覺已有三

年多。我仍清楚記得當初計劃獲優質教育基金通過撥

款時，心裡既喜亦憂。歡喜不單在於自己能有機會參

與其中，同時亦為本會能有這難得的發展機遇而興奮；

但當我想到在第二階段的校本課程，本會需派出足夠

的會員擔任導師，到三十多所受惠學校推行30小時的

家長課程時，實在又有點忐忑不安和憂慮。

誠然，能勝任導師的會員為數不少，但他們絕大部分

也有全職工作，工作以外，還有家庭，因此，大家空

餘的時間絕不會多；更何況要應付30小時的課程，極

有可能要額外花上5至10 倍之時間準備！如此一來，

要求參與的會員付出絕無僅有的空餘時間，到底有可

能嗎？更甚者是要大家犧牲與家人相聚的寶貴時間，

這又是否我們願意見到的呢？

幸好計劃最終都能得到會員們迅速而又正面的回應，

令當時做主席的我非常感動，更鬆了一口氣。在往後

一連串的籌備工作、大大小小的支援活動和小組分享

會等，更加證明大家為此 30 小時的課程，獻出了無

數心力、精神和時間，讓我深深感受到會員們那份從

不計較、互相扶持並全程投入的使命感，彼此都同心

渴望能把家長教育推展到社區。容許我自誇點說，本

會堪稱是一個優秀的團體。

解決人手問題後，我又開始為自己要準備此 30 小時的

課程而擔心。這一系列的講座和工作坊不但時間長，

而且學術要求高，自問在這方面經驗有限。於是，在

預備每節講座前，我都會重温課堂的筆記及閱讀大量

有關親職的新聞和故事，亦會盡量抽時間旁聽不同會

員導師的講座，希望藉此獲得更多靈感。在聽過不同

會員演繹相同主題的講座後，我有一個特別的體會：

縱使每位會員導師的風格、特色及所採用的例子、歌

曲、圖片或短片等都不盡相同，但卻不約而同都能把

相同的家長教育精粹呈現出來，且效果一致，委實令

人感到奇妙無比。由此亦可引證大家已把學到的家長

教育理念融會貫通，並能帶領在場的家長深入思考「為

人父母」這課題。

雖然此計劃已完結，但在未來的日子，本會仍將繼續

旅程，積極投入家長教育的事工。我們期望透過具深

度的講座和工作坊，讓更多不同的家長：( 一 ) 能重拾

為人父母的動力；( 二 ) 兼有整理自己人生的機會； 

( 三 ) 並能找到養兒育女的方向。但願本會能承先啟

後，把上述家長教育的「三基本」繼續發揚光大。

「1314『周年大會』暨『第三屆委員會選舉』」活動已於 2013 年9月21日在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校園何添樓舉行。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多年全力支援，本會已踏入第五個年頭，並在香港的家長教育發展方面

漸上軌道，得到不少學校的認同和支持，實在可喜及感恩。第二屆主席

陳碧茵女士及司庫區志祥先生先後在會上報告全年工作及財政狀況，然

後有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主持講座，題目為「歪 (Y) 世代一還看『家長

教育』」，使各會員均有所鼓勵和裨益。最後，各會員作出投票，一致以

信任票通過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候選內閣」正式上任。內閣成員名單如下：

主   席 *：張韻儀女士

副 主 席：陳碧茵女士、余慧賢女士

司     庫：區志祥先生

文     書：徐巧華女士、崔淑儀女士

學術主任：廖雪梅女士、郭貞文女士、鄭偉光先生

會員主任：鍾美儀女士、鄧稚穎女士

（* 委員的職位是在2013 年10月16日第三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經委

員互選產生）

大會結束後，本會薄具茶點，顧問和會員間閒話家常，又或分享家長教

育心得，氣氛祥和溫馨，大家均盡興而散，且均表示期待日後活動再相

見，聯手合作發展家長教育。

副主席  
余慧賢女士

主席
張韻儀女士

未完之旅 副主席
陳碧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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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成長由小學階段步入中學階段，在生理及心理方面都有著不同

程度的變化。他們在學習適應及改變過程中會感到矛盾；思想及行為

方面亦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為人父母及師長，與這批努力找尋自我及

自主的青少年相處時，實在充滿無限的考驗和挑戰。

有機會接觸到「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90多位家長，一同探討「與青

年同行之情、性、愛」。首先，我們一起研究青少年在青春期的身體、

言語、行為上的改變；進而探討他 / 她們內在生命中的思維、期望及

渴求。他 / 她們需要得到別人的肯定及接納，而對愛與被愛的渴求，

亦常常在生活小節中表露出來。

青少年正常的社交活動本來可以擴闊他 / 她們的生活圈子，同時亦是

一個學習處理人際關係的好時機，但是，由於親子間存有不同的期望，

加上在多元價值的社會文化影響下，往往容易令他 / 她們陷入迷茫、

混亂之中。為人父母，到底應如何與青少年子女一同面對情、性、愛

方面的疑惑呢？一旦發覺他 / 她們可能開始談戀愛，我們會擔心什麼

呢？思量溝通及處理方法時又應如何入手呢？

在探索上述種種問題的出路時，很自然地會牽涉到「親子關係」，我們

實在需要重新思考父母與子女間這份可能已被遺忘的骨肉情懷。事實

上，但凡問題牽涉到人與人間的「關係」時，就不能單以三言兩語去剖

析，或以偏概全地作結。作為一對成年兒女的母親，我深知道「與青少

年同行」必然會面對種種不同的挑戰，但我欣然看見家長們在講座期

間，能熱烈討論、耐心聆聽；亦很欣賞學校為家長們提供這樣一個良

好平台，讓他 / 她們可以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談談情、知知性、說

說愛」，彼此互相支持和鼓勵，藉此增添一份為人父母的動力和勇氣。

陳廷三博士

姚簡少薇女士

蔡冠華先生

楊健思女士

陶兆銘博士

要為新一屆「香港家長教育學會」的常務委員會委員寫一

些勉勵說話，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對我來說，他

們每一位在為人父母的道路上，已有很深刻的體會，而在

進行家長教育方面，無論心與力也有充分的體現，因此，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說的，惟有將自己最近所思考的東西

在這裡談談。

我 們 正 在 進 行 一 項 有 關 親 職 意 義 的 研 究， 已 有 超 過

1,400 位家長填寫了相關問卷。研究結果顯示，親職意

義 (Parental Meaning) 大概可以分為四類，包括：實際

考慮（如養兒防老）、促進婚姻、培養孩子，以及個人成

長。同時，親職意義與親職效能 (Parental Efficacy) 成

正關係（即親職意義越高、親職效能越高），而與親職困苦 

(Parental Distress) 成反關係（即親職意義越高、親職困

苦越低）。然而，親職意義卻與親職壓力 (Parental Strain) 

成正關係（即親職意義越高、親職壓力越大），並於親職滿

意度 (Parental Satisfaction) 成反關係（即親職意義越

高、親職滿意度越低）。換句話說，一位越認同親職意義的

家長，可能對自己為人父母越不滿意，壓力也越大。

這個結果值得令我們反思：(1) 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是否一

個自我滿足而沒有壓力的人生？還是一個渴望自我超越而

不安現狀的人生？ (2) 家長教育的目的是幫助父母變得輕

鬆愉快，還是在快樂之中更意識到育兒的挑戰和焦慮、壓

力與不安？

我記得陳廷三博士曾經說過，「家長教育學會」的『學』字

最為重要。而學習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便是提出問題。

各位家長教育學會的成員，你對上述兩點反思有什麼想 

法呢？

家長專題講座

講員：

秘書
崔淑儀女士

學術主任  
郭貞文女士

主席
張韻儀女士

小時候，有天出於好奇問媽媽：我是如何出生的？

從沒意識過，這竟是我第一條關於「性教育」的問題，而母親只是簡單回答說：

長大後，你便會知道。

上一代很怕去碰這話題，活像是機密，甚至讓人感覺「性」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

不應該隨意提及的。

在學校裡，展示了性器官的模型或圖片，便稱為性教育了！可是，這是十多歲孩

子真正需要的性教育嗎？

數十載後的今天，當我步入一中學禮堂聽關於「與青年同行之：情、性、愛」的

講座時，卻仍然發現，與會的父母大都很急切地想知道，怎麼樣跟他們的孩子談

這個敏感的話題！

是次出席講座主要是中一學生家長，講者崔淑儀女士有條不紊地分享了青少年在

心理和生理的變化，並講述一些家長在這個時候需要留意的地方。從現場所見，

聽眾的反應既熱烈亦投入，充份反映這些信息正正是家長們所需的。

我印象最深是講者引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位母親在

兒子的書包內發現了一個避孕套，非常擔心，跟丈夫和朋

友討論了整個星期，也得不到讓她滿意的答案。最後，

夫婦決定跟兒子直接對話。答案原來很簡單：是上

性教育課時派的！

以上的例子足以顯示親子間直接溝通的重要。當

有疑問時，何不嘗試直接對話？有時候，

有些事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複雜！如果家

長能與子女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和坦誠

的溝通模式，我相信在育兒路上，大家

一定可以輕鬆自在得多了！

近來，在Whatsapp上瘋傳著多種七彩繽紛、糖果模樣的「大

麻糖」相片，家長們都顯得憂心忡忡，忙不迭的向子女及

朋友們發出一級警示，並慨嘆世風日下，不知如何保護子

女云云。雖然有人說信息可能是一個惡作劇，但我覺得這

消息的真偽其實並不是家長們最大的關注。

我還記得小時候，媽媽其中一個角色是「剪報員」，她為我

準備了一本「壞蛋大全」，當中貼滿了很多有關壞人的「事

跡」，包括了他們騙人、害人的技倆。或許是媽媽的良苦用

心奏效，讓我無驚無險的渡過了童年、少年、青年，以至

成年。如今，作為兩名男孩的媽媽，以及「香港家長教育學

會」的主席，我深感社會的急促發展，已令不少香港家庭

之關係變得複雜和緊張。本來有血有肉的親子關係，更因

著外界的聲音及期望，一天一天的積累了無奈、抱怨及憤

怒。相比伴著我成長的「歡樂今宵」歲月，今時今日的超

級父母及小孩，真的要「今宵多珍重」！因為不管他們如何

努力追趕著社會步伐的巨輪，也有可能被一個又一個像「大

麻糖」的陷阱吞噬了；這亦正是今日家長們面對的一大挑

戰一即使贏了起跑線，也可能會被社會黑暗的巨輪摧毀。

親愛的家長，既然我們知道步伐再快，能力再高，都不能

逆轉時代轉變帶來的衝擊，倒不如返璞歸真，透過以「愛」

為基石，用「情」作牽引，並以「生命培育生命」作為我們

人生之使命。在培育的過程中，雖然我們與子女同步同行，

但我們必須學習適時放手並放心，容讓子女嘗試自決、自

立及自我負責一畢竟他們都是獨特唯一的個體，總要自

行面對成長經歷的種種挑戰和挫敗。無論如何，根基穩固

的親子關係是抵禦社會盲流的最強後盾。

最近，當立法會時常鬧著要剪「布」時，我的媽媽仍是每天

在剪「報」，不過內容已不再是關於壞蛋，而是各大超市的

廣告，因為當年的媽媽，今日已「升

呢」為婆婆了，為要取得製作美食的

靈感，以便為孫兒們烹調好吃的菜

餚，她必須精挑細選地轉動剪刀；

難怪她總是樂此不疲！

榮譽顧問  
陶兆銘博士

編輯小組 會訊主編：鄭偉光學術主任  郭貞文學術主任    供稿及審稿：陶兆銘博士  張韻儀主席  陳碧茵副主席  余慧賢副主席  崔淑儀秘書  鄭偉光學術主任  郭貞文學術主任  廖雪梅學術主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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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隨時致電本會查詢。

媽媽愛剪報媽媽愛剪報與青年同行之
情、性、愛
與青年同行之
情、性、愛

聽講座有感聽講座有感

「與青年同行之
情、性、愛」

再思親職意義再思親職意義

榮譽顧問名單榮譽顧問名單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課程發展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