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日，會員們以大比數信任票通過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候
選內閣」，內閣委員名單如下 ( 排名不分先後 ):

陳碧茵女士、朱琼女士、陳燕芬女士、何美芙女士、郭貞文
女士、梁玉冰女士、麥鳳蘭女士、吳麗嬋女士、黃意萍女士、
余慧賢女士及黃詩韻女士。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及教育學院全力支援，
本會已踏入第九個年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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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會員大會」 暨

「第五屆常務委員會」

選舉紀要  

2017至 2018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五屆常務委
員會」已於 2017年 8月 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
201室舉行。首先，本會榮譽顧問陶兆銘博士致詞，帶
領與會者再思家長教育的方向，勉勵大家繼續為香港的
家長教育發展努力。第四屆主席張韻儀女士及副主席郭
貞文女士先後在會上報告全年工作及財政狀況，張女士
更輯錄學會在過去的活動片段，跟與會者分享學會工作
的點滴及相聚的快樂時光。

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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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訊
09.2017

第 十 五 期

1. 第四屆主席張韻儀女士報告全年工作 2. 第五屆常務委
員會 3. 會員投入參與 4. 感謝榮譽顧問的支持 : ( 左起 )
陳廷三博士、姚簡少薇女士、陶兆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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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大合照



「從他律到自律」

講座後感

不少家長都希望成為「稱職的父母」，期望可培養孩子獨立、
自愛，並可自主人生，享受生活。然而，充滿壓力的生活往往
令家長失去親職動力，育兒的路亦變得充滿挑戰！ 

本年四月，我出席了學會委員吳麗嬋在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
紀念學校主持的「從他律到自律」講座，講者從父母子女「骨
肉情」的根本關係，提醒家長需要尊重孩子的意願、獨特性及
需要，以愛包容及忍耐，扶助孩子盡情發揮生命。演講內容深
入淺出，配以生動有趣的活動，讓參加者積極投入個案反思及
角色演繹中，從而反思自身情況，並發表箇中反省。

在講座中，我不期然的對「自律」這個課題有更深的反思。美
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類的多種需求在不同的時期表現
出來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勵人行動的
主要原因和動力。孩子的成長充滿挑戰，從呱呱落地那天起，
他們就受到與生俱來的特質和成長的環境所影響，塑造成為一
個獨特的個體，而這些外在環境的效應就是受制於在他們追求
滿足不同的需要時，周圍的人和事的回應。若要孩子自發做好

某些行為，例如每天自覺整理書桌，父母就需要給他們機會學
習，並尊重他們做事的模式，滿足他們自尊的需要。如果父母
一直擔當著孩子的「大內管家」，孩子如何有實習、自省和修
正自己錯誤的機會呢？又如何享受到經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的
成就感和滿足感？就是這些體驗、成功感推動他們繼續「每天
整理書桌」，為自己人生作規劃！

因此，父母在育兒之路上，必須要學懂適時放手，讓孩子自我
實現的需要得到滿足，並嚴于律己，不時反思自己的言行及價
值觀，注入無盡的愛，成為孩子的好父母、好老師、好園丁，
培育盛放的生命。

學會主席 
張韻儀女士

親親大自然 

共享家庭樂

每天，我們過著繁忙的都市生活，父母都忙於工作和照
顧家庭，難得的星期天，何不與朋友們和家人結伴，一
起放慢腳步，聆聽大自然的聲音，呼吸郊外新鮮的空氣，
享受與孩子們玩樂的時光？

4 月 2 日，晴朗的一天，本學會舉行學會旅行，參加的會員
帶同家人出席，一起共度愉快的一天。當日，大家相約在西
貢新娘潭涌貝，那兒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委員們帶備
了自家製燒烤食物，與參加者分享，那份用心製作的誠意，
食物美味之餘，更有家的味道。大人們一邊燒烤，一邊閒話

家常，分享家長教育的心得和經驗；小孩們在草地上跑來跑
去，與父母玩集體遊戲，孩子的笑臉逗得大人們也開懷大笑。
燒烤後，大伙兒更一起走到湖邊拍照，以影像記錄愉快的時
光，溫馨滿載，樂也融融。



推廣及辦公室主任
李惠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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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在 2017年繼續推行計劃的各項活
動，繼有 2月及 3月份舉行兩個內容相同的「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
從遊戲及分享中讓父母深入認識自己的過去，接著，在 3月及 6月舉
辦兩次促進員經驗分享會，使學員能互相交流及學習。最後，以「心
思培育講座」作為第一階段的總結。

「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                

由於參加人數眾多，賽馬會「心繫家庭」
家長教育計劃之「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
分為二月份和三月份兩組進行，繼二月
份後，三月份課程也順利完成。兩次工
作坊內容相若，一連三堂的工作坊帶給
參加者很多自省及整理過去的機會，回
顧「那些年」的人物、事情及片段，重
拾喜悅、悲傷、憤怒、溫馨的往事，從
個人獨處的時刻整理人生中「未完的故
事」，清除人生中埋藏已久的垃圾，騰
出盛載的空間，加大生命的容量，為生
命注入感恩的動力；同時，更令自己徹
底地了解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事、物，

讓自己能夠成為生命的導演，與同路人一
起參與自己生命的旅程，彼此感受「同在」
的關係及「愛」的感覺。

1.大家積極參與 2.從遊戲中認識自己 3.生命中的同路人  
4. 陳博士主講，鼓勵參加者思考和分享。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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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員經驗分享培訓會                

本計劃於 3月 2日（四）晚上及 6月 23

日（五）晚上，舉行促進員經驗分享培
訓會，提供一個互相交流的平台，讓促
進員彼此分享心得及感受，並在將來的
日子與計劃一起成長。

互相分享經驗 促進員共聚一堂



捐助機構：

「管教有道，適時放手」     

計劃中的「心思培育講座」分三天進行，
分別由香港家長教育學會榮譽顧問姚簡
少薇女士及陳廷三博士主持。第一節於
4月 29日舉行，以「管教有道，適時
放手」為主題，姚太溫婉地分享了不少
育兒點滴及個案，培育生命的過程中不
乏戰戰兢兢的時刻。姚太更特意製作一
些小禮物送給參加者，希望提醒大家在
育兒路上必備的九大信念和成長需要，
包括信任、自主、積極、勤勉、認同、

親密、培育、內省和信賴，而多位參加
者更分享了他們寶貴的育兒經驗，氣氛
輕鬆熱鬧。

1. 姚太帶領參加者思考養育子女的意義 2.參加者熱烈地發表
感受 3.珍惜與子女相處的時刻 4.分享故事的喜悅時刻

1

心思培育講座                                                                                                                          

1

2 3

4

「給予空間 成就自律」     

在 5月 6日的講座中，姚太透過與參加
者的互動、經驗的分享、影片的反思，
讓大家從中體會育兒的心得，並且明白
與子女「共在」的重要性，知道沒有完
美的教導方法，但有可尋的方向。而夫
妻同心在「心思培育」上更不容忽視。

1.子女的心意
2. 與同路人分享 
3.樂意分享 

1 2

3

「 跳出框框，盡顯才華」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第一
階段的最後一講於 5月 13日舉行，主
題是「跳出框框，盡顯才華」，當日並
頒發證書給參加者。

是次活動參加者除了聽到陳廷三博士風
趣幽默的演講外，更獲「香港家長教育
學會」榮譽顧問頒發參加證書，為第一
階段畫上完美句點。相信大家經過第一
階段的課程，定能將自己的人生整理，
並重新認識為人父母真正的意義及培育
子女的動力來源，期望第二階段再與大
家見面，並將真正的家長教育在學校繼
續傳承下去！

1. 一眾促進員與導師的合照 2.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經理曾芷詩女士為第一階段作總結 3.我們畢業了 !

1

2 3



感恩今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在迦密中學主持了一個 17小時的
校本家長教育課程，與學校老師和家長們一起經歷了一個奇妙
旅程，勾起了我曾參與優質教育基金一個家長教育計劃時的震
撼感覺。

學會主席張韻儀女士去年 11月以「家長教育的核心價值」為
題的短講為課程作引子，向學校的老師和家長介紹家長教育的
三個核心 — 為人父母的意義、自身故事的整理和育兒方向的
探索。張女士幽默風趣與精簡深情的演繹，引發在場家長對親
職歷程的共鳴，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為課程在學校的開展奠
定基礎。
 

課程包括分別題為「角色在變親情不變」、「從焦慮不安中走出
來」、「與青少年子女同行」和「子女生涯規劃，父母有何角色 ?」
四節講座及三節合共 9小時的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每節連續
二小時的講座，老師和家長們都十分專注，從他們的神態與反
應，我強烈感受到面對青少年子女成長階段，家長們在親職路
上的掙扎和尋找出路的渴求。

在工作坊中跟其他家長分享自己過去的傷痛，實在需要無比勇
氣，很高興看到家長們能全情投入，勇敢地再次探訪自己人生
中的悲喜愛恨，感受到自己的內在變化，漸漸釋懷，放下過去
的傷痛，騰出空間，提升自己面對培育子女的挑戰與困難的能力。
家長們異口同聲表示工作坊給他們的啟發，讓他們終身受用。

難得的是，家長們沒有讓在課程中體會到的點滴停留在理論層
面，而是立刻嘗試在家中實踐，例如向子女訴說自己的故事、
積極聆聽子女的故事、善用「我」的信息等，又在子女的處事
方法未完全達致自己的期望時，控制自己失望之情，努力嘗試
鼓勵子女按他們的步伐前行，與子女同行，耐心觀察，靜候他

們的轉變。在 6月舉行的焦點小組和家長小組上，家長們把自
己的體會與實踐經驗娓娓道來，讚歎放下過去的不快，醒覺家
庭關係的重要後，舒緩了自己和子女的壓力；體驗到與子女同
行的威力，喜見子女在自己踏出一步後的變化，例如更願意向
父母訴說自己的故事；思考父母的經歷，從而尋覓當中的智慧；
在期終考試時較前主動溫習，為自己定下目標等，令我十分震
撼與感動！

課程能達致如此令人鼓舞與震撼的效果，並非偶然。除了陳廷
三博士的精妙課程設計外，學校深深植根的家校協作與關愛文
化和對學會的信任與支持，家長在繁忙的生活中堅持抽空積極
參與，全力配合課程的要求，願意深刻反思，在在為這課程的
成功提供一個很合適的土壤，讓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準備這個課程之初，我對家長的反應曾有些疑慮，畢竟以往
接觸到一些中學生家長，對子女在青少年期出現的問題，感到
束手無策時便會容易放棄，加上現今社會生活繁忙，莫說抽
空 17小時出席課程，縱使是出席 8小時的講座，也極不容易。
家長們能堅持抽空積極參與這課程，努力實踐，初見成效，雖
然令人鼓舞，倘若課程完結後，他們又要孤獨前行，繼續面對
各種生活的挑戰與掙扎，往往容易令人再度迷失。學校有見及
此，計劃在新學年成立家長小組，給家長提供一個加油站，讓
家長透過這個網絡的定期聚會，繼續互相支持，彼此學習，從
而提升家長的個人與家庭效能，把正面的態度向子女默默地薰
陶，促進親子關係與家庭和諧，延續這課程的成效。

盼望更多家長可以透過學校的家長小組，與同行者互相支持
和鼓勵，提升能量以面對親職歷程的掙扎和困難！亦盼望更
多家長有機會接觸這個課程，體驗這課程可以為家庭帶來的
奇妙改變！

震撼重臨 學會會員 
徐巧華女士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及內容 負責人

26.08.17 香港中文大學 「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五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全體委員會

26.08.17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二階段「攜手成長」講員及促進員培訓會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姚簡少薇女士 榮譽顧問
薛玉女女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代表

23.06.17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一階段「齊心出發」促進員第二次分享會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陳碧茵女士 會員主任

1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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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子女培育課程：「跳出框框，盡顯才華」及結業禮

主講：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0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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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子女培育課程：「給予空間，成就自律」

主講：
姚簡少薇女士 榮譽顧問

2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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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子女培育課程：「管教有道，適時放手」

主講：
姚簡少薇女士 榮譽顧問

07.04.17 僑港伍氏宗親會
伍時暢紀念學校

家長教育講座：「從他律到自律」 吳麗嬋女士 學術主任

02.04.17 大埔新娘潭涌背燒烤場 學會旅行 陳碧茵女士 會員主任

何美芙女士 會員主任

02.03.17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

第一階段「齊心出發」促進員第一次分享會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陳碧茵女士 會員主任

25.02.17&
2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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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選擇在你手」

主講：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18.02.17&
1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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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未完的故事⋯⋯」

主講：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11.02.17&
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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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個人成長工作坊：「那些年」

主講：
陳廷三博士 榮譽顧問

14.02.17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deation Workshop Pre-read

張韻儀女士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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