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兆銘博士 
致歡迎辭 會員分享環節後，

陳廷三博士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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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2015至2016 年度

第七屆「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四屆常

務委員會」選舉已於2015 年11月21日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校園舉行。承蒙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及教育

學院全力支援，本會已踏入第七個年

頭，並在香港的家長教育發展方面，

獲得不少學校及不同界別的認同和支

持，實在可喜及感恩。當日，本會榮

譽顧問陶兆銘博士致歡迎辭後，第三

屆主席張韻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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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會加入會員分享環節，

由資深中學教師麥鳳蘭女士主講（分

享文章見第二頁），榮譽顧問陳廷三

博士及楊健思女士

作回應。此外，榮譽顧問姚簡少薇女

士送給本會短片，記錄學會的成長點

滴，以表支持和鼓勵。

最後，會員們一致以信任票通過第四

屆常務委員會「候選內閣」。內閣並

於2015 年12月3日第四屆常務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中，互相推選職務，結果

如下：

主       席：張韻儀女士

副  主  席：郭貞文女士、余慧賢女士

司       庫：顧慧敏女士

秘       書：崔淑儀女士 

學術主任：何裕昌先生、吳麗嬋女士、 

               曾智龍先生、王可欣女士

會員主任：陳碧茵女士、何美芙女士

大會結束前，幾位顧問及主席代表本

會，頒贈紀念品予講者麥女士、即將

畢業的第七屆家長教育碩士同學及卸

任委員。會後，大家閒話家常，又或

分享家長教育心得，在溫馨的氣氛

中盡興而回，亦期待日後齊為家長

教 育 發 展 繼 續 

努力。

大合照

感謝與祝福

學術主任 王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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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太與第七屆家長 
教育碩士同學合照



感恩能在周年會員大會中分享母親

的生命故事，回顧她如何影響我的

生命並祝福我的家庭。子女需要成

長， 父 母 亦 然。 願 意 以 GROWTH 
「成長」一字和大家一同反思及勉勵。

Give and have a Grateful heart
因父親要往外國謀生，母親曾有十

多年是獨力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

她傾盡她的愛陪伴我們成長，照顧

我們。我們在她離世前舉行了一個

感恩會，各兒孫一同訴說與她的快

樂片段，向她表達謝意。她說人生

感到滿足、無憾。她教導我們看自

己有的而非沒有的，便能常存感恩

的心。我們是否願意聆聽孩子的需

要？是否看孩子所有的而非他們所

欠缺的？知足的心令父母和孩子的

人生也會快樂一點。

Relationship & Respect
陳廷三博士常說子女是我們的骨肉，

是我們與配偶生命的延續，此話甚

有意思。母親在艱難的歲月裡，堅

持對我們不離不棄，相信是因為她

看到與我們那不可切割的骨肉關係。

反思自己，我是否珍惜這獨有的關

係？母親從不將我們與別人比較，

也尊重我們的想法。「比較」是破壞

親子關係的元兇，而欣賞、接納、

尊重才是親子關係的潤滑劑。

Open-mindedness
母 親 樂 意 接 受 新 事 物。 對 於 曾 與

七十多歲的外婆玩捉迷藏、看叮噹

漫畫、到公園踢足球的軼事，兩個

兒子現在仍津津樂道。有時放下父

母嚴肅的形象，進入孩子的世界，

與他一同探索，或會有新的驚喜呢！

暑假時，在兒子的鼓勵下，我也突

破自己，在美國玩了刺激的機動遊

戲，還得到兒子的稱讚。

Weave & Web
母親在生時，她必安排一起慶祝每

個兒孫的生日，又每年拍攝農曆年

大合照，以增加家庭的連繫感，讓

大家重視對方，牽掛對方，使優良

傳統帶進我的家庭。因此，我們盡

量每晚都一起禱告，而拍攝家庭照

當然是新年必備節目。數年前開始，

我們家更增設了大事回顧的活動，

一家人年終時輪流回顧一年中感恩

的事，構成美好的回憶。我們彼此

的生命實在是互相緊扣編織而成的。

此外，利用網絡世界與子女溝通也

是挺好的。大兒子考 DSE 時，我用

WhatsApp 天天給他鼓勵，他說很受

用，也感動。兩兒子不時與我分享

一些網上流行資訊及趣事，不用費

力便能擴闊視野，又能拉近親子關

係，何樂而不為？

Talk & Trust
每當我們生活遇上挫折，母親總是

細心聆聽並說鼓勵的說話，讓我們

感到被接納和支持。我們也把她鼓

勵我們的話印製成書簽，在安息禮

拜中送給人，祝福人。Talk 其實不

是單向的，而是不帶批判性地互相

溝通。母親在我們生命不同的抉擇

上都會尊重及信任我們。我也以此

提醒自己，在兒子選科、追尋夢想、

選擇發展興趣的事情上，學習尊重

及信任，與他們同行而非一意孤行。

Hope
在二十年為人母親的過程中，我覺

得最需要學習的，是忍耐等候，常

存 盼 望。 大 兒 子 初 中 時 曾 十 分 反 

叛，我也流過不少眼淚，但今天他

能與我像朋友般分享，彼此鼓勵。

在育兒的過程中，我們會犯錯，甚

至內疚，但記著：兒女會成長，我

們自己也可透過反思而成長。讓我

們常存盼望，與子女同行，尊重彼

此的獨特性，享受家庭帶給我們的

祝福！

自學會2009 年成立以來，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下稱「教育學院」）一直支持

學會的發展，共同為教育專業付出努力，

為社會作出貢獻。2015 年適逢「教育學

院」五十週年誌慶，本人代表學會出席

了去年11月舉行的慶祝晚宴。當日教職

員及嘉賓濟濟一堂，除一同見證「教育

學院」的發展成就外，更為學院成員的

精彩才藝表演送上如雷貫耳的掌聲。

本學會衷心祝願「教育學院」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會員 麥鳳蘭

學會主席 張韻儀

與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
教授（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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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永遠堅持

中大教育學院金禧晚宴

愛是永遠堅持

中大教育學院金禧晚宴



去年12月18日的晚上，天氣寒冷，卻

沒有動搖 40 多位來自嘉諾撒小學（新

蒲崗）的家長學習的決心，他們陸續抵

達學校禮堂，準備參加由本會委員陳

碧茵主持的家長教育講座，整個系列

包括 4節講座及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

當天正是最後一節的講座，編輯小組

相約兩位參與的家長吳萃儀和吳詩雅，

分享感受和得著，暢談一番。兩位媽

媽均育有兩名子女，她們

談到育兒經歷，苦樂

半參。吳萃儀一年半

前 開 始 當 家 庭 主

婦， 當 時 她 備 受

壓力，她坦言沒

信心照顧子女：

「 現 今 社 會 和

朋 友 圈 對 育 兒

的看法，營造緊

張氣氛，令人透

不 過 氣 來， 我 不

想 面 對， 更 有 逃

避的傾向。這次講

座系列和父母成長

工作坊，我有很深

的體會，讓我對生命重拾信心，願意

改變自己，與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

談及講座及工作坊，自小立志成為一

位家庭主婦的吳詩雅，流露感激之情，

她說：「我以往較著重管教子女，忽略

了自己，今次的工作坊讓我重新整理自

己的人生故事，真是難得的經驗！原來

自己的心態十分重要，這樣，我才可以

全心照顧我的家人，教育子女。」

回顧自己的人生點滴，兩位媽媽都不

禁感觸起來，笑淚交織。吳萃儀說： 

「勾起以往回憶，自己成長的細節，

原來也提醒我不少育兒技巧，例如不

要隨便說傷害小孩子的說話，多些鼓

勵他們。」做父母不容易，難免遇上困

難和疑惑的時候，若能找到同路人互

相支持，這條路定會走得更輕鬆，兩

位受訪者欣喜透過是次工作坊，遇上

同路人，彼此互相扶持。講座中，講

者常鼓勵參加者藉生活點滴，反思自

己與子女的關係，吳詩雅談到生活中

的例子，因大兒子性格較活躍，母子

間很容易產生衝突，她反思過後，有

感自己應多欣賞兒子的優點，明白他

的感受，從而與兒子建立良好的關係，

一起成長。

當晚，講座中播放了一段短片，內容

關於一位天生患有腦性麻痺症的兒子

Rick Hoyt 和他的父親 Dick Hoyt，兩

父子組成一隊參加多項馬拉松、長跑

和三項鐵人競賽，他們的經歷感動了

許多人，大家都認為父親為兒子付出

了這麼多，成就了兒子的夢想，但讓

我們細心想一想，其實兒子何嘗不是

也成就了父親，令父親的人生更精采？

有幸當父母，請珍惜這福份。

學校及老師在孩子的成長上有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而父母及家庭的教導，更深

深地影響孩子的成長。因此，近年教育

界愈加重視家校協作，期望為學生提供

最理想的學習及成長支援。

本人於2015 年10月為香港浸會大學附

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的二年級家長，

主持「播種與灌溉一家校協作培育

的優秀孩子」講座。由於我的幼子也

是就讀二年級，我很明白這階段孩子

的父母的疑惑及憂慮。六、七歲的孩

子，已由一年級的小娃娃「升呢」了，

但他們的專注力及自理能力仍有待改

善。他們表現出的漫不經心，令父母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切地作出多

方位提示，甚至恨不得充當「槍手」，

為孩子完成家課，了卻大家的「痛苦」。

然而，當家長們以「直升機」姿態空降

援助時，有否意識到自己已窒礙孩子

的成長發展呢？我請家長們回憶當年

孩子學行的情景，寶寶不是屢跌屢起

嗎？那是因為孩子天生具備了對學習

的熱誠及自我完善的決心。其實，在

學行過程中，父母即使是多麼的緊張，

也只可在跌倒時親親他，及不離不棄

的在旁鼓勵。

奈何，當孩子日漸長大，父母受著社

會壓力的衝擊，不期然地忘掉了對孩

子的那份無條件的愛，變得迷失、焦

慮，甚至憤怒，自覺要捍衛著孩子，

恐防他們不能應付學業，更懼怕被別

家孩子的成就追上。

孩子的健康身心建基於健康的家庭和

校園；作為師長，除了可為他們提供

合適的成長環境外，亦需保持那份培

育生命的熱誠，並相信生命可盡情發

揮。在強而有力的家校協作下，我們

的孩子必能茁壯成長。

學術主任 王可欣

學會主席 張韻儀

（左起）吳萃儀和吳詩雅

編輯小組 會訊主編：學術主任吳麗嬋  學術主任王可欣    供稿：主席張韻儀  副主席郭貞文  會員鍾美儀  會員麥鳳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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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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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有你

播種與灌溉一家校協作培育的優秀孩子



年輕人離開校園投身社會後，往往面

對不少轉變和挑戰，家長又可以如何

適應和處理，更加拉近與子女彼此的

差距？

2015 年 9月17日，香港家長教育學

會應港鐵青年計劃统籌組及社聯邀

請，參與「從校園到就業」跨界別高

峰會。本會委員張韻儀、陳碧茵、

鍾美儀、郭貞文及會員蘇育欣代表

本會擔當促進員協助帶領小組，細

聽與會者的意見，當中包括家長、

教育工作者、政府和私人機構的代

表及求職人士。大家主要認為「隨著

知識型經濟逐漸演進，以往企業和

年輕人的成功之道將來也許不再適

用。」可是，大部分家長仍然堅信良

好的學業成績及取得學位乃是將來

平步青雲的唯一途徑。

以上的看法正是本會主要的工作方

向，本會主席當天的分享如下：

●  父母越是高度參與，焦慮程度便越

高，而孩子的自理能力反而越低。

●  當我們在討論著如何協助年輕人

時，我們更應著眼對家長的支援。

●  今日的家長，被四方八面的親職資

訊充斥著，更覺迷亂和焦慮。其實，

只要還原基本法，重新回到父母與

子女的骨肉關係上，無論是任何年

代的親子關係，也得以理順。

●  重拾做父母的情懷、讓父母回望及

理順人生和尋找個別管教子女的

方向是最具關注的三大支柱。

在行業多元化的今天，為了讓年青

人配備適應職場的能力和品格，社

會應給予父母空間去培育子女；

而父母亦要學懂適度放

手， 好 讓 年 青 人 的

潛能得以發展。

誠 然， 要 改 變

社會主流思想

並 非 易 事， 調

整固有的價值

觀 更 顯 得 複 雜

而富挑戰。慶幸

的是，高峰會中，

各組別理念相近，彼此達成共識，

願意透過跨界別的合作，即是：社會

（包括家庭同輩和各種媒體）、教育

（學校）以及工作（職場）三方面，

共同為年輕人創出未來。

當天的討論，更共識到透過商界與

學界合作，可讓學生有更多機會了

解職場真正的運作。而另一項艱鉅

的任務，便是令家長明白到子女的

將來在追求優良成績以外，還有更

多元化的選擇，以盡情發揮各自的

才華。因此，家長教育可謂任重而 

道遠！

去年四月至九月，我透過本學會參與

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主辦，

周大福慈善基金贊助的「少數族裔家

長教育計劃」，進行義工服務，探訪

了一個巴基斯坦

藉家庭。

這個一家六口的家庭的支援網絡非

常薄弱，他們身在異鄉，大小事務

都得不到親人的協助。他們身處於

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的生活環境，

尤其是對家庭中的媽媽，產生很多

生活上的問題，如 上街購物、買菜、

與孩子的老師溝通、處理家長通告、

見醫生等等；此外，女兒及幼子的

身體缺陷，使她上街都困難重重，

而經濟方面，收入只能應付每天基

本開支。記起在我探訪期間，她的

女兒患上了氣管病，留院多天，我

也到醫院探望她。那位媽媽與我談

到車資的問題，我更留意她只吃女

兒剩下的一口米糊。

那位媽媽雖曾顯露疲態，擔心入院

多天的女兒的病況，也同時不解長

子對家務莫不關心的表現，加上經

濟的壓力，但她從不抱怨，每天都

面帶笑容，滿有活力地為家庭的福

祉努力。在12 次的探訪中，那位媽

媽的活力和笑容，努力不懈學習粵

語的堅持，深深觸動了我的神經，

令我再一次反思我的親職生涯。在

培育子女成長的過程，總有起起落

落，有時候，不禁會有點自憐！但

當我看到這位母親，我立時獲得新

動力，更衷心向她致敬。

副主席 郭貞文

學術主任 吳麗嬋

本會榮譽顧問陶兆銘博士 
作分享及介紹本會委員代表

本會代表帶領小組交流

( 相片由 MTR Corporation 提供 )

編輯小組 會訊主編：學術主任吳麗嬋  學術主任王可欣    供稿：主席張韻儀  副主席郭貞文  會員鍾美儀  會員麥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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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9月至10月，本會委員郭貞文

到將軍澳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幼稚園，

進行兩節講座，與該園家長分享培

養孩子健康成長的心得，題目分別

為「現代父母不易為」及「從他律到 

自律」。

講者根據依附理論，指出童年的培

育是孩子探索未來的基礎。假若嬰

兒的需要，例如飢餓，得到可靠照

顧者適時和恰當的回應，便可幫助

嬰兒建立安全感及穩定的情緒，成

為日後遇到挫敗時的復原力，並有

勇氣探索周邊的事物。 

現代的家庭每天的生活都忙得不可

開交，父母為孩子安排密密麻麻的

活動：英語班、游泳班、面試班、

音樂班……學習，學習，繼續學習。

父母每天為工作奔波勞碌，處理的

事務太多，未能盡善盡美，獲得的

不是成就感，而是挫敗感。父母既

不能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亦無暇

認識子女的特質和需要，遑論提供

適切的物質和關懷。

其實，孩子各自有不同的喜好、特

質和夢想。 在電影《火星任務》裡，

植物學家因定意要返回地球，他用

盡方法，排除萬難，逐步踏上回歸

地球之路。過程當中，縱使他並不

是醫生或駕駛員，但他努力嘗試，

為自己療傷，並修理太空船，最後

返回地球，達成目標。

最 後， 講 者 提 醒 與 會 者 Less is 
More，父母應重新定位，檢視整個

家庭的生活模式，讓家人有多些時

間，享受共處的美好時刻，從而與

家人建立良好的關係，認識自己和

孩子的能力、感受和需要。父母可

協助孩子認識自己，定下目標，並

提供適當孕育孩子的環境，促進他

們盡展自己的潛能。

幾年前，學會已開始思考如何把我

們重視愛與關懷的家長教育理念推

展至社會中的不同群體。直至去年，

學會被邀請參與為期三年的服務計

劃，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與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合作，為

九龍東地區的懷孕濫藥者和濫藥家

長開展一個全人親職輔導、教育及

支援計劃。而我們的角色就是關心

和協助這些懷孕濫藥者，及正在濫

藥 或 已 戒 藥 但 面 對 育 兒 困 難 的 家

長。我們鼓勵這些新手父母再思人

生方向，重整自己的生活。雖然他

們有許多成長的包袱，對於親職，

比我們更困難，但我們總相信為人

父母的動力是他們成長的契機。在

這三年計劃，我們希望更多會員透

過培訓和服務，能更深入了解他

們；同時，讓會員和濫藥家長

彼此分享做父母的點滴，藉

此提升做父母的動力，並

一起尋覓育兒方向；透

過會員捐贈物資，給他

們生活上的幫助，也表

達我們的支持和接納。

學術主任 吳麗嬋

會員 鍾美儀

多勞……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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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及內容 負責人

2016-02-20 香港中文大學 學會新春團拜聯歡聚餐 本會委員會

2015-11-06
至 

2016-01-22

將軍澳路德會 
青彩中心

本會與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協辦「吸毒家長全人親
職輔導、教育及支援計劃」，為期三年 (2015-2018)。

本會已參與六次聚會，透過定期小組聚會、個人經歷
分享等，支援吸毒父母及其家庭。

郭貞文女士 ( 副主席 )
鍾美儀女士 ( 會員 )
蘇育欣女士 ( 會員 )
及會員義工

2015-11-21 香港中文大學 第七屆會員大會暨第四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本會委員會

2015-11-02

新城知訊台

新城知訊台《還看今天》接受專訪
題目：「與青少年子女溝通和相處之道」

余慧賢女士 ( 副主席 )

2015-09-24
新城知訊台《還看今天》接受專訪
題目：「家長應否陪伴子女做功課？」

張韻儀女士 ( 主席 )

2015-10-23
香港浸信會大學 

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教育講座
「播種與灌溉一家校協作培育的優秀孩子」

張韻儀女士 ( 主席 )

2015-10-14

都市日報

電話訪問 
報導標題：
「家長為子女去信校方提要求，功課太多只做部份」 陳碧茵女士

(2013-2015副主席 )

2015-10-08
電話訪問
報導標題：「小童易學父母講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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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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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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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