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
部分活動點滴

1. 家長教育研討會 2016
 「轉變中的家庭與家長教育」

2. 學校講座

3.《情牽三代：我的爸爸
 媽媽》新書發佈會及「我的
 爸爸媽媽」文畫共賞頒獎禮    

4. 「少數族裔家長教育計劃」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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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已踏入第八個年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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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感謝本會五位榮譽
顧問的鼓勵和支持。迎接新的一年，本會願與會員們繼續攜
手合作，推動以父母為中心的家長教育，讓更多家長增進親
職效能感，享受為人父母的歷程。

當日會後，本會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舉
辦周年晚餐，讓各人在晚宴中聯誼一番。是晚有二十多位會
員參加，本會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及楊健思女士均有出席，
與會員歡聚暢談，大家分享過去一年各自在工作和生活中的
經歷和感受，也談到在生活中如何實踐家長教育，學以致用。
大家難得能聚首一堂，彼此分享，共度溫馨的晚上，各人均
盡興而回。

「周年會員大會」

及周年晚餐 

1.本屆主席張女士報告全年工作 2.大家共度愉快時光 3. 大合照        

「2016至 17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已於 2016年 11月
12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校園何添樓舉行。當日，本
會榮譽顧問楊健思女士致辭，回顧學會過往的發展，勉
勵委員及會員，繼續為香港的家長教育發展努力。第四
屆主席張韻儀女士及司庫顧慧敏女士先後在會上報告全
年工作及財政狀況，張女士更輯錄學會在過去一年的活
動片段，跟與會者分享學會工作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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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顧問
名單

編輯
小組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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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852 8113 2320 WhatsApp： +852 6611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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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冠華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兼任講師
楊健思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兼任講師
陶兆銘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學術主任  吳麗嬋
學術主任  王可欣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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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相約學會本屆主席張韻儀女
士，談談以往學會在宣傳和出版方面的
發展，及未來計劃。2010年，學會首次
接受傳媒訪問，商業電台《宜樂無窮》
主持人訪問了當屆委員會，分享學會成
立的經過及理念。張女士說：「隨後一
年，學會亦接受了商業電台第三台節目
Backchat的訪問，那時耶魯大學法律系
教授 Amy Chau出版了關於自己教養孩
子的回憶錄《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引起社會熱烈討
論。在節目中，以 Chinese Mothers vs 
Western Mothers為題，討論兩地域文
化在育兒上抱持的信念與態度， 我代表
學會分享了有關看法。基於父母與子女
間之骨肉情，家長的使命是培育與自己
不可分割的生命，因此，父母必須謹慎
處理與子女的關係，在望子成龍的同時，
更需顧及子女的感受和意願，以免在關
係中出現裂縫，來日後悔莫及。」

2013年，學會被邀參與香港電台電視
節目《童理講清楚》，張女士和另一位
委員鄧稚穎的家庭參與錄影，此集名為
「起跑定人生」，當中訪問父母和孩子，
探討他們怎樣看孩子的發展。兩位媽媽
經歷家長教育課程後，重新思考為人父
母的意義，及與孩子的關係。張女士說：
「這次可算是學會的突破，節目播放後，
我們得到了很多家長的回應，無論是批
評或表示有共鳴的，都象徵著家長對育
兒的關注，亦讓學會明白還有很多工作
等著要做呢！」

及後，學會分別接受了香港數碼電台
《爸媽同樂會》、新城知訊台《還看今
天》等節目訪問，就著不同的社會議題
作分享，張女士表示學會提倡的家長教
育理念與主流的家長教育不同，在接受
訪問時，最希望能將學會理念完整地呈
現給公眾。她說：「每次受訪，我們必
定談父母與子女之間最珍貴的骨肉情，
著重親子關係，這都是學會理念的重點
之一。」此外，自 2014年起，學會獲多
份報章及親子雜誌訪問，都是關於即時
發生的社會議題，張女士總括議題可分
類為親子關係、孩子的行為及管教、在
社會風氣影響下的家庭及孩子的學習問
題。她指出學會一直希望能貼近社會，
與家長們一同面對時代的變遷，而學會
與不同媒體的合作，讓普羅大眾增加認
識學會及所推廣的理念。

學前 &親子 
(2016年 4月號 )

與媒體合作  

推廣家長教育理念

本學會自 2009年成立以來，一直推動以父母為中心的家
長教育，鼓勵家長投入作為父母的身份，願意承擔，並
享受為人父母的歷程。學會踏入第八個年頭之際，回顧
發展歷程，學會致力向公眾宣傳家長教育理念，除了出
版了數本書籍及每半年一期的會訊外，學會亦獲得不同
媒體的邀請，在與家長教育相關的議題上，分享學會理念。

香港數碼電台《爸媽同樂會》

商業電台《宜樂無窮》
訪問本學會委員

學前 &親子 
(2017年 2月號 )

部分訪問的詳細內容，可參看以下的網頁連結：

• 《童理講清楚》
 http://podcast.rthk.hk/podcast/

 item_epi.php?pid=483&lang=en-US&id=31664

• 東方日報專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723/00176_150.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723/00176_151.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723/00176_152.html

Hong Kong Parent Education Association

因著近年資訊科技發展蓬勃，社交媒體日趨普及，
有見及此，本學會除了一直沿用的網站外，亦開
設了 Facebook專頁， 期望能加強與不同界別和群
組的聯繫，定期更新學會資訊和活動。

www.parenteducation.org.hk

親子雜誌 
M+ For Mother 
(2016年 8-9月號 )

學前 &親子 
(2016年 11月號 )



計劃簡介會  場面熱鬧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正
式啟動，兩場簡介會分別於 2016年 10
月 29日及 11月 12日順利舉行，出席
者包括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曾芷詩
女士、香港家長教育學會四位榮譽顧問 
陳廷三博士、楊建思女士、姚簡少薇女
士、蔡冠華先生及香港家長教育學會會
員等。當日出席人數近二百人，共五十
多間學校參與，場面氣氛熱鬧。

簡介會由楊建思女士與我們回顧香港
中文大學「家長教育」課程的發展及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成立的歷史和目
的，並由陳廷三博士講解家長教育真正
的意義，陳博士運用生動的語言、親身
的經驗及學理，深入淺出，讓在場人士
反思現今父母的角色，最後，由項目發
展及研究主任陳定中先生為大家講解賽
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的內容
及活動安排。

兩場簡介會參與者均投入其中，十分認
同計劃理念，並且熱烈交流，更期待著
計劃的展開。

賽馬會「心繫家庭」
家長教育計劃正式展開

推廣及辦公室主任
李惠敏女士

1. 簡介會參與人數眾多，氣氛熱鬧！ 2. 陳廷三博士精彩
演繹。 3. 項目發展及研究主任陳定中先生講解計劃內容
和活動安排。 4. 本會榮譽顧問及計劃大使與香港賽馬會
慈善事務經理曾芷詩女士 ( 前左四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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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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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員培訓會  講者分享經驗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為香
港家長教育學會的會員提供機會，成為
計劃的促進員，讓會員從課程中所學的
知識得以實踐，與參加者分享自己的故
事及經歷，使大家更有動力及決心做好
父母的角色。本會於 2017年 1月 4日
晚上，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培訓講座，

1. 豐富經驗的分享者為促進員帶來寶貴的心得。
2.大家聚精會神地聆聽作為促進員的要訣。

1

2

進一步裝備會員，在未來的日子與參加
的家長和老師們一起成長。是次培訓活
動共有 49位會員參加。

一切從親情開始                     

為期 3年的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
教育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
助，於 2017年 1月 7日正式展開。家長、
學校代表及計劃團隊一共二百多人聚首
一堂經歷兩小時的講座。

陳廷三博士不但風趣幽默，令大家全程
投入，他更一針見血地道出現今家長與
子女的情和關係。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源
頭，看著父母，感受著自己生命的源頭

所在，能夠照顧父母是一份福份。子女
是由父母身體細胞結合而成，是自己生
命的延續，看著子女好像見到自己，能
夠照顧親生骨肉是做父母的福氣，而不
是責任。生命開始時需要緊緊地黏在母
親的子宮壁，是骨肉相連的，所以子女
與我們在一起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父母
應該直接照顧自己的子女，加強與子女
之間的聯繫感，經歷纏綿的關係，製造
更多的親密回憶，讓彼此懷念一起經歷
的日子。做父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現今的父母所需要的不是知識及技巧，
而是做父母的動力及決心。期望接下來
的講座及工作坊能讓參與者更嚮往做父
母的角色及提升做父母的幸福感。

1.座無虛席， 場面熱鬧。 2.感謝啟基學校陳校長 (右二 )借
出場地。 3.陳廷三博士主講。 4.參加者與促進員彼此分享。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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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忘恩負義的父母                   

「生命之旅」親職課程兩場的講座已於
2017年 1月 14日順利完成，透過陳廷
三博士生動傳神的演講，不單止讓參與
者在歡笑聲中渡過兩個愉快的週末，更
讓大家有很多反思及自省的空間。

照顧骨肉不是抽離地遙距控制，是近距
離細心培育，其間父母必須先整合那個

屬於自己的故事，
理順當中扭曲、
破碎的片段，避
免把往日的不幸，
複製到子女身上。

如何整理自己的人生，面對自己的生
命，並且處理人生中的支離破碎的片
段？相信接下來二月及三月舉行之「父
母個人成長工作坊」必定能為參加者帶
來意想不到的答案。

1.在場人士投入參與。 2. 講座啟發參加者反思為人父母
的意義。 3.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 4.不做忘恩負義
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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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會透過香港聖公
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安排，
曾到一所小學為該校的少
數族裔的家長提供家長講
座，題目分別為「兒童情
緒管理」、「如何提升子女
學習動機」及「與孩子說

故事」。本會希望了解所提供的講座能否適切地回應這些家長
的需要，緩解他們的親職困難，本會特訪問了兩位家長 Sally
和 Anna。

在訪問期間，當問及參加這些講座對她們有何幫助時，她們
都急不及待分享與子女相處的樂趣。Sally說：「我現在已減
少接待親友或探訪。講座後，我意識到我的兒女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訪客，我要預留更多時間與她們建立溫馨的關係，
使她們健康快樂地成長，這也是我和丈夫對孩子一生的期望。
現在每逢周末，我們會一起到圖書館看書，或乘坐小輪欣賞
千變萬化的海景，或到運動場打羽毛球！還有，以往在烹飪
時，我總是會胡思亂想，擔心這、擔心那，但現在，我會跟
孩子一邊弄食，一邊輪流講『故事』，樂透了。雖然我女兒的
中文家課表現仍未能跟上，但我沒有那麼焦慮。當我表現得
輕鬆了，女兒也覺得輕鬆愉快。往日她天天都心神恍惚，壓
力非常大，現在我看重的—是我們的關係和她的健康。學業
可以慢慢來，可是建立親情的時光過了就不復還！」

談到 Anna從講座中的得著，她娓娓道出她與孩子的生活點
滴：「我學會尊重孩子。雖然他們年幼，但都是不同的個體，
有自己獨特的性格。以往我會勉強他們做很多事情，因我認
為這些事情都是對他們好的。記得過往每個清晨，我都一定
要他們飲完一杯奶，吃完一份三文治我才會罷休！就這樣，
每天我都為著要他們完成不同的『學習』而與他們角力。這

些『學習』令大家都好有挫敗感。但現在我讓他們決定吃多
少，飲多少；我們會一起設計生活時間表，並減少『學習』。
現在孩子願意遵守規則，家庭生活更有秩序。我們一起造玩
具，分享大家的『故事』，又玩數學比賽，終日樂此不疲。我
亦讓孩子幫忙做家務，欣賞他們的努力。現在，他們變得自
信，在學校也有主動幫助老師和同學。我們比已往更親近，
孩子的數學成績亦有進步。參加了這些講座，我得到鼓勵，
更有動力、更有創意。我們現在有著不一樣的生活，我和我
丈夫都非常享受我們的親職生活。」

她們表示日後若再有這類型的講座舉辦，她們一定會參加， 
Sally更進一步解釋說：「學會所舉辦的講座與我過往參加的
不同，它讓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和體會，重獲動力，覺得自己
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在講座中家長們有機會分享大家的故事，
使我能享受到真摯分享的樂趣，這鼓勵我回到家中繼續以這
樣的模式與家人溝通。但是一小時的講座實在不足以讓參與
者作深入的分享，講者亦未能全面講解她的理念。」

訪問過後，筆者深感兩位母親對孩子無微不至的培育，不求
回報，只為子女的福祉而行，令人不禁想起冰心在《母愛》
一書中提到她與母親之間的一段溫情純真的對話 : 「⋯⋯ 仰着
臉問說：『媽媽，你到底為甚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
說：『不為甚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無條件的母愛蘊
含著無比的力量，使母親身體力行地教育孩子，她們堅韌和
盼望的精神，使孩子每天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成為
他們溫暖有力的鼓勵，以及母親的勤勞和智慧為孩子鋪上邁
向他們自身的人生路，創造自己的人生。

從此訪問，筆者深深體會到「有動機做父母，就有方法做父
母」的道理。

不一樣的家長教育

不一樣的家庭生活

自 2013年起，本會已開始與香港遊樂場協會和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作，為新來港居住的少數族裔家
長提供家訪義工服務和家長教育講座，期望協助他們能
早日融入本地生活，讓孩子們健康愉快地成長。在服務
的過程中，義工不難體會到家長在日常生活面對著不同
的困難，包括經濟壓力、語言困難、培育孩子的困惑、
孩子成長後發展事業的顧慮等。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及內容 負責人

16.02.17 &
23.02.17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家長教育講座

1.兒童情緒管理 2.如何提升子女學習動機
吳麗嬋女士  學術主任

26.01.17 《學前 &親子》 雜誌電話訪問  題目：「我想養隻狗仔，點解媽咪唔俾呢？」 張韻儀女士  主席

23.01.17 香港賽馬會總部 有關「賽馬會慈善基金」教育及培訓之籌略訪問

探討家長教育在協助及配合青少年成長及發展
的重要性

張韻儀女士  主席
郭貞文女士  副主席
吳麗嬋女士  學術主任
陳碧茵女士  會員主任

14.01.17 啟基學校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一階段「齊心出發」講座：「不做忘恩負義的父母」
主講：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07.01.17 啟基學校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一階段「齊心出發」講座：「一切從親情開始」
主講：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04.01.17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促進員培訓會 陳碧茵女士  首席統籌

26.10.16至
20.12.16

「樂學在家」少數族裔學童
與家庭學習支援計劃對象
學校

「樂學在家」少數族裔學童與家庭學習支援計劃 — 家長教育講座

1.兒童情緒管理 2.如何提升子女學習動機
3.與孩子說故事 4.行為管理：獎懲的藝術

吳麗嬋女士  學術主任

10.12.16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教育講座：「開啓天窗 --提升學習動機，由家庭做起」 許壯熙先生  會員

06.12.16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家長教育講座：「現代父母不易為」 張韻儀女士  主席

02.12.16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家長教育講座：「一切從親情開始」 吳麗嬋女士  學術主任

18.11.16 &
20.01.17

迦密中學 簡介會  

家長教育講座：「角色在變親情不變」
張韻儀女士  主席
徐巧華女士  會員

12.11.16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二場簡介會 陳碧茵女士  首席統籌

12.11.16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 學會周年晚餐 全體委員會

12.11.16 香港中文大學 第八屆周年會員大會 全體委員會

29.10.16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一場簡介會 陳碧茵女士  首席統籌

家長教育講座後感

去年十二月，我很感恩能夠參與香港家長教育學會在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舉行的講座 — 
「一切從親情開始」。看到這個似曾相識的題目，腦海立即浮現出一年前在中文大學上課時的情景，一
切依然歷歷在目。當講者分享其為人父母的親身經歷時，頓然勾起了大家不少共鳴，看見很多家長點
頭表示認同，更有一些眼泛淚光。家長們起初和我的同學一樣，很害羞，不敢直言表達感受，直至小
組遊戲開始，家長間的互動變得多起來。在第二個小組遊戲中，大家有著說不完的話題。最後，當講
座結束時喜見家長們帶着滿足的心情離開。我十分期待能參與下一個的家長講座，與更多家長分享家
長教育的看法、為人父母及為人子女的種種。

會員主任
何美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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