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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課程

 拉近親子距離 

 培育子女成材 

 處理親子衝突

「 家長學」幼稚園教育課程

 認識兒童發展 

 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名人講座系列

 陳兆焯博士 

 杜雯惠女士 

 趙麗如女士 

 黃澤鋒先生

家長網上證書課程

書籍介紹

服務形式

聯絡我們

「家長學」家長教育課程介紹

「家長學」是有青協系統的家長學習課程；以正向教育為

理論基礎，強調親子之間需要互相尊重，教導家長如何用

不打罵，不懲罰及以正面鼓勵方法，幫助孩子成為自律自

信的人。課程內容以「拉近親子距離」、「培育子女成材」

及「處理親子衝突」為三大核心，幫助家長反思自己管教

子女方式、學習建立正向家庭生活、陪伴子女愉快成長。

「家長學」家長教育課程可以獨立單元或連貫形式提供，

教授方法包括講座、工作坊、小組或網上研習等靈活模式，

讓家長可以隨時學習，有效履行親職。

香港青年協會  
家長全動網

青協家長全動網（簡稱全動網）是全港最大的家長學習和

支援網絡，積極推動「家長學」。家長責任重大，在不同

階段教養子女，涉及的知識廣泛，需要不斷學做家長，做

好家長。

全動網分別在網上和全港各區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各項親職

學習課程，促進交流和自學，幫助家長與子女拉近距離、

適切處理兩代衝突，以及培養子女成才。

全動網凝聚家長組成龐大互助網絡，透過彼此扶持與持續

學習增值，解決親職難題，與子女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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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課程 - 拉近親子距離

本主題介紹不同年紀子女使用網絡

及智能產品情況、處理這現象的原

則及方法，並協助子女建立健康的

數碼生活。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家長

網絡世界與

親子溝通
家長學

課程

5

從網絡與生活平衡、保護私隱、網

絡安全及批判思考，教導家長如何

做到培育子女之數碼教養。(Digital 
Parenting）

小學及中學家長

21 世紀 
網絡挑戰

本主題講解家長的管教模式及如何

從管教中幫助子女成為自律及獨立

的人。

小學家長

從管教 
到自律

本主題深入講解賞與罰的使用原則

及方向，讓家長能更有效管教子女。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家長

讚賞與責罵

的藝術

探討親子關係產生距離原因及增進

親子感情的方法。

小學及中學家長

拉近親子 
距離的秘訣



家長學課程 - 培育子女成材6 家長學課程 - 處理親子衝突 7

介紹 4 個學習元素，並運用這些元

素幫助子女學習，尋找學習樂趣。 

小學及中學家長

讓子女真正

愛上學習

講解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經驗，養成

子女的良好品格，並建立有美德的

價值觀。

幼稚園及小學家長

培養子女 
良好品格

講解當子女面對逆境時，如何協助

他們面對失敗，在困境中以正面的

心態面對挑戰。

小學及中學家長

提升子女 
抗逆力

講解如何啟發子女創意及協助發揮

其內在潛能。

幼稚園及小學家長

啟發子女 
創意與潛能

學習認識、表達及管理情緒。當子

女有情緒時家長如何提供適當協

助，讓子女不再被情緒牽著走，成

為一個愛表達、樂分享的人。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家長

情緒管理 
大學問

講解親子衝突背後成因，了解家長處

理衝突的模式及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並認識「親子衝突處理五部曲」，學

習以雙羸方法處理親子衝突。
小學及中學家長

親子衝突 
處理雙羸法

探討親子有效溝通的方法及如何加

強親子關係。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家長

如何與子女

有效溝通

講解家長在管教子女時，如何在管

束與放手中取得平衡。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家長

管束與放手 
之間的平衡

認識不同情緒及學習以有效方法協

助子女處理負面情緒。

小學及中學家長

子女解憂 
有辦法

幫助家長認識自身的情緒及察覺自

己面對壓力的反應，同時分享不同

的減壓方法。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家長

好好減壓，

善待自己



「家長學」幼稚園教育課程 9

「家長學」

幼稚園

教育課程
探討兒童發展原則、認識兒童生理、心

理、認知、群性和精神方面的發展及家

長培育子女對兒童發展的重要。

兒童發展 
你要知

體驗不同種類遊戲、認識遊戲與學習之

關係及如何透過遊戲協助子女學習。
遊戲樂趣多

課程按教育局

家長教育課程

架構 ( 幼稚園 )
編寫。

學校可彈性安

排個別或系列

式課程。

每範疇以一個

講座及一個互

動工作坊或小

組教授，讓家長

得到全面學習。

認識兒童發展



「家長學」幼稚園教育課程10

名人

講座系列

介紹兒童健康生活的元素﹕足夠睡眠、

體能運動、多元學習及親子活動。分享

安排子女恰當使用電子產品之原則。

培育子女 
健康生活秘訣

介紹四種管教模式及其對子女的影響及

如何健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管教幼童 
有方法

認識家庭衝突的原因，學習以調解概念

處理衝突。
家庭衝突 
處理雙嬴法

了解為人父母的壓力來源及體驗不同紓

緩壓力的方法。
紓緩壓力  
重新得力

促進家長身心健康

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



 透過分享方式由嘉賓表達他的想法，

並設有問答環節。

請致電 2402 9230 與薛女士接洽。$

基督教正生會 
總幹事

基督教正生書院 
創辦人兼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 
榮譽院士

美國亞斯畢理神學院 
神學博士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2000） 

我是子女揸 FIT 人

家長要確立底線，在恩威並重的方法

下培養子女的自律能力，免於縱容或

遷就。

由講者的教育經驗出發，分享當中的

技巧和原則。

 著作

《正是這樣 - 正生會的全人 

   互動治療社區》

《教壞細路 - 荒島校長的教育 

   筆記》

《荒島校長的教子祕笈》

未來子女學習新挑戰

子女如何學習，如何培育方能面對未

來挑戰？講者以其工作經驗，由能力，

性格角度出發與家長分享培育之道。  

講座推介

陳兆焯博士

善待情緒好好管教

以親身經驗向家長分享管教與情緒的

關係。

 著作

《等著和你聊聊天》

與 SEN 兒童相處之道

以親身經驗向家長分享 SEN 兒童的需

要及與他們相處的秘訣。

講座推介

杜雯惠女士

名人講座系列12 名人講座系列 13

  香港電台節目主持

  舞台劇演員

  編劇

  作曲人

  作詞人

 首 15 分鐘社工講述主題，再透過對

談方式，由嘉賓表達她的想法，並

設有問答環節。

請致電 2402 9230 與薛女士接洽。$

模式及收費

模式及收費



大學新聞系 
高級講師

香港電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主持

曾在多間傳媒機構任職記者，

包括無線電視、亞洲電視、有

線電視及英文虎報記者共 12
年。專責法律、政治及外交等

新聞。

如何成為「潮爸潮媽」？

明白子女的數碼及社交平台世界，收

窄彼此的數碼鴻溝，成為「潮爸潮

媽」。

 專欄

  壹周刊專欄 《媽媽週記》 

  壹周刊專欄《如見》

 著作

 《「如」想做潮媽媽》

如何幫助子女考上大學？

探討現今大學 / 中學教育新趨勢，協

助子女選擇合適的升學方案。

講座推介

趙麗如女士
講座推介

黃澤鋒先生

名人講座系列14 名人講座系列 15

經驗

曾周遊列國，採訪多名國家 
領導人及英、美元首。

同時擔任主播超過 10 年， 
曾被媒體譽為最受歡迎的女主

播及記者。

 

如何提醒自己不變成「怪獸家長」？

探討最新教養新方式，學習如何不會

成為「怪獸家長」。

資深藝人

游泳及泰拳教練

前香港游泳代表隊成員，多次

成為公開組賽事的冠軍及紀錄

保持者

超過 30 年執教游泳經驗

夫妻於 50 歲之齡，生了一位

女兒

「放手」不等於「放任」–對談分享

家長堅定的管教及在家中建立親暱的親子

關係，就可放手讓子女成為自愛自律的

人。他們不至於放任、被寵壞及毫無自信。

黃澤鋒先生作為父親、資深藝人、游泳及

泰拳教練，他會以自己親身經驗向大家分

享「恩威並重」管教子女的心得和原則。

 透過分享方式由嘉賓表達她的想法，

並設有問答環節。

請致電 2402 9230 與薛女士接洽。$

模式及收費

正能量分享

如何運用自身力量及個人經驗，成為

正面家長，與子女同行成長。

 首 15 分鐘社工講述主題，再透過對

談方式，由嘉賓表達他的想法，並

設有問答環節。

請致電 2402 9230 與薛女士接洽。$

模式及收費



家長網上證書課程 17

家長網上

證書課程 課程以網絡會

議進行，參加

者可隨時隨地

得到專業親職

教育知識。

完成課程及符

合要求後，參

加 者 可 獲 得 
香港青年協會

生活學院頒授

畢業證書乙張。

課程以互動形

式授課，提高參

加者學習興趣

介紹

節數：3 節

時間：60-90 分鐘

* 費用包括專業導師授

課、課程物資、網絡軟

件使用及畢業證書。

* 課程內容可按實際需要

調節。

* 每個課程最多 20 人參

與。

課程模式



家長網上證書課程18

書籍

介紹

認識各種情緒的特徵及情緒與身體的關係。

從個案中學習辨識情緒，了解情緒背後的 
期望與需要。

覺察情緒，學習深層呼吸法與情緒共處。

課程一﹕情緒互動齊探索

認識親子溝通模式與衝突成因。

學習如何化解親子矛盾。

學習運用基本調解知識處理衝突。

課程二﹕從緊張衝突到有商有量

介紹 5 種表達愛意常用的方法 。

認識運用讚賞及批評管教子女 。

認識運用正向溝通處理親子關係。

課程三﹕愛要怎麼說



把培養子女成才的原則分成 12
單元，深入剖析每一個原則的內

容及重要性，並邀請曾鈺成先

生，朱子穎先生及敦致因女士三

位嘉賓，從不同經驗和角度與大

家分享培育新一代成才的心得。

書本在每一單元後更輔以一些供

父母運用的小貼士，鼓勵大家應

用實踐。

有些家長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地說

出一些具傷害性的話語，背後未必

存在惡意。最終目的也是希望孩子

能改過、變好、只是負面說話方式

可能影響子女的心理發展，甚至破

壞親子關係。本書正是為了協助家

長避開失言誤區，學習有效的溝通

方法。全書收錄 30 句常見家長對子

女的負面語句，介紹四種最容易引

起問題的家長睿話模式，分別為操

控命令型、輕視侮辱型，情緒主導

威脅型。每種溝通方式都會引發不

同問題，值得家長反思和留意，在

突養子女時能夠三思而後言。

《培育子女成才的 12 道密碼》

《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家長失言錄》

走訪 12 個媽媽專屬的小城大事 

本書走訪多位在港生活的媽媽。她們當中有

來自不同背景、身分，包括外傭、單親或退

休人士；她們也包括事業型、運動型的媽媽。

以繪本及文字，呈現她們的動力和特質，例

如堅強、勇敢、守護、創新和自強等，並將

這些故事匯集成書，讓大家了解媽媽們鮮為

人知的感受。

本書收錄了十位爸爸的故事，包括全職爸爸、

運動員、印裔居民、保育人士和支持環境保

護者；他們也各自培育著不同特質的孩子。

本書以繪本及文字，呈現他們各種特點，相

信讀者定能找到熟悉的影子。

《媽媽火車–尋找生活的禮物》

《爸爸單車–尋找生命的角色》

 一套兩冊 分享為人父母的喜樂與心得

書籍介紹20 書籍介紹 21



服務形式

60-90 分鐘 
25 人或以上

講座

60-90 分鐘 
100 人或以下

 網絡會議 
( 以 ZOOM 軟件進行 )

60-90 分鐘 
8-15 人

 小組 
( 最少 2 節，建議 4 節 )

60-90 分鐘 
12-25 人

工作坊

聯絡我們

歡迎各公私營機構，學校，非牟利團體查詢 / 報價， 
如對服務有興趣，請與薜女士接洽。

電話：2402 9230   
傳真：2402 9295    
電郵： psn@hkfyg.org.hk  
網站：psn.hkfyg.hk    
地址：九龍觀塘坪石村翠石樓地下 125-132 室 
   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全動網（總辦事處）

 

東區及灣仔 
電話：2567 5730 / 2885 9353 
傳真：2884 7685 
地址：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1 號  
   峻峰花園 1-2 樓  
   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 

九龍城區 
電話：2774 5300 
傳真：2330 7685 
地址：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48 號  
   家維邨家興樓 3-5 樓  
   賽馬會紅磡青年空間

荃灣及葵青區 
電話：2413 6669 
傳真：2413 3005 
地址：新界荃灣海盛路 
   祈德尊新邨商業中心 2 樓  
   荃灣青年空間

大埔及北區 
電話：2669 9111 
傳真：2669 8633 
地址：新界粉嶺祥華邨 
   祥禮樓 317-332 室  
   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

家庭生活教育組（分區辦事處）

電話：2402 9230 
傳真：2402 9295 
電郵：psn@hkfyg.org.hk 
網頁：psn.hkfyg.hk 
地址：九龍觀塘坪石村 
   翠石樓地下 125-132 室  
   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全動網

總辨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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