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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聖經》馬太福音18章5節

城市焦點

優質幼兒教育
怎樣的家庭與學校合作模式

　最能栽培子女成材？     幼兒教育學家  Dr. Grace Lau

　　世間父母都認為沒有比教育子女成材更為重要的事。每位父母也期望為子女提供最優良的教

育。然而，兒童成長，源於家庭。家庭對子女教育的影響很大，無論在幼兒的人格、語言發展、

價值觀念、行為型態的形成過程上，家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隨着孩子的漸漸成長，家長把幼兒送進幼兒教育機構接受學前教育，一方面開展兒童的社群

生活，同時也為將來的正規教育作好準備。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互相影響
　　家庭對幼兒所提供的非正式教育亦會影響學校教育，同樣地，兒童在學校內獲得的學習經

驗又會在家中延續、鞏固、甚至進一步發展。根據《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教育統籌局，2006,  

頁62）指出，家庭和學校若有足夠的聯繫，對幼兒掌握學校的文化有一定的幫助，而且對幼兒個

人成長來說，有著正面和重大的意義，所以對於學生的學習和成長來說，學校和家庭扮演著非常

重要的角色。

社會文化需求與家校合作的關係
　　在以往傳統的教育制度中，家長參與學校的教育活動

是很少的。一方面是因為大部份的學校仍未能接受高透明

度的開放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是家長的教育水平普遍較

低，認為教育子女的責任應交由學校負責。但隨著時代文

化和教育制度的轉變，幼兒教育機構和家庭教育都受到很

大的衝擊；幼兒在接受教育和群體生活的過程中，家庭、

學校、甚至社區均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家

庭、社區和學校若能有足夠的聯繫，對幼兒的個人成長發

展和掌握學校和社會的文化會有著長遠和正面的影響。現

代家庭、學校和社區的相互關係可參見左邊圖表。

　　家長可透過家校的合作和溝通，加深對子女的成長和需要的了解，強化父母親職功能，從而

促進親子關係。另外，家長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資源。家長的主動參與能提供學前教育機構正確資

料，使設計的課程和活動有清晰的目標和策略，而且更加切合幼兒的需要，增加課程進行的有效

性。當幼兒有問題時，老師和家長在互解互諒、互相配合的態度下，可共同面對及解決問題。因

此，家長和學校是教育孩子的「伙伴」，繼而再配合社區的資源，教育工作事半功倍。

學校 家庭

社會

幼兒

現代家庭、學校和社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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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聖經》馬太福音20章28節

城市焦點

家校合作的模式

　　當代學者認為最理想的家校合作模式是以「家長為本」的模式：家長為子女選定心儀的學

校入讀後，便須與學校有雙向的、積極和全面的合作關係。這種家校合作模式亦受教育局所認

同推崇的。

　　美國著名研究家校合作學者葉絲妲 (Jo y c e E p s t e i n, 1997，轉載於黃蕙吟等, 2003,  

頁246-247) 將家長參與的模式分為六項類型。現引用其理論並解釋可供家長選擇參與的模式。

(四) 家長參與幼兒在家的 
學習 (Learning at home)

　　幼兒教育機構定期給予學童學習資

料及親子活動建議資料，協助家長在家

參與子女的學習。

　　依筆者評論，這種家校合作模式大

致上亦屬於較保守、以「學校為本」的

家校合作模式。因為一般的家長都會參

照學校的課程進度，然後再在家裏與小

朋友重溫或延展所學的。

(一) 家長教育／親職教育 
(Parenting)

　　幼兒教育機構透過教育講座、家長

エ作坊或家長熱線等，協助家長掌握父

母的角色，明白子女成長的需要，並建

立良好的家庭環境，培育子女成長。 

　　這種家長教育／親職教育的合作模

式多用於提供訓練予家長，例如舉辦家

長會以便教育家長認識學校的辦學目

標、所推行的課程等情况。依筆者評

論，這種以「學校為本」的家校合作模

式屬於偏重於單向性的保守合作模式。

(二) 家校溝通 
(Communicating)

　　幼兒教育機構透過不同途徑建立雙

向有效的家校溝通，讓家庭了解幼兒教

育機構的課程及幼兒學習進度，並提供

各種渠道收集家長的意見。

　　葉絲妲(1997) 雖然認為「家校溝

通」這種家校合作模式屬於雙向的合作

模式，筆者卻認為是否屬於「真正」的

雙向的合作模式，仍要視乎家長有沒

有主動尋求與校方溝通，因為倘若所謂

的「雙向」式家校溝通，其實亦由老師

/校方負責安排及作出主導的話，這種

合作模式仍舊屬於「以學校為本」的家

校合作模式。在現今繁忙的教育工序

裏，對校方而言，要做到在有限的家校

溝通時間內，將所有「訊息」也以「雙

向溝通」形式和家長交往，在實行上是

有一定的困難。

(三) 家長協助幼兒教育機構 
運作 (Volunteering)

　　幼兒教育機構招募及組織不同專長

的家長，協助幼兒教育機構運作或支援

幼兒教育機構的教育，提供訓練予協作

的家長。

　　這種家長協助幼兒教育機構運作模

式多用於協助幼兒教育機構運作或支援

幼兒教育機構的教育。依筆者評論，這

種以「家長為本」的家校合作模式屬於

雙向性的合作模式。依這種合作模式，

家長有機會到課室了解子女的學習實况

及學校各方面的運作，家長可按自己所

觀察到的情況而採取主導向校方表達意

見。

　　相反地，若家長被校方只邀請作義

工，工序全由校方安排，加上活動隸屬

於聯誼性質，這種以「學校為本」的家

校合作模式便會轉過來屬於保守的單向

性的合作模式。

(五) 家長參與幼兒教育機構 
決策 (Decision making)

　　家長透過家長教師會、校董會或其

他家長組織，參與幼兒教育機構管理及

教育行政重要的決策。

　　依筆者評論，這種以「家長為本」

的家長參與幼兒教育機構決策家校合作

模式屬於雙向性的合作模式。因為原則

上，家長可以直接「參與」並「決定」

學校的事務，家長作為校董會的成員，

自然亦加強了雙向溝通的機會。

(六) 社區參與 (Collaborating 
with community)

　　幼兒教育機構透過運用社區資源及

與社區不同機構合作，支援幼兒的學習

及家庭的培育。

　　依筆者評論，這種合作模式仍舊屬

於以「學校為本」的家校合作模式。凡

以學校的立場作出發點去籌備活動，家

長仍處於被動的地位，家長只可以選擇

參加或不參加活動。此外，這類活動亦

包含了「教育家長」的性質，學校通常

會安排家長協助活動，從中家長會學習

如何作義工，亦可加深認識社區的資

源，對自己及子女的知識提升亦有幫

助。



03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聖經》馬太福音18章4節

城市焦點

小結
　　細閱葉絲妲的家校合作模式和實踐方案，發現其中有四項是與學生的學習

有直接關係的，其中的第三項的「家長協助幼兒教育機構運作」的家校合作對

孩子學習和成長最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家長有機會到課室了解子女的學習實

况及學校各方面的運作；因著這樣，家長可按自己所觀察到的而採取主導向校

方表達意見，從而肯定子女所接受的教養模式是父母所期望的；這當然亦包括

對子女的學習進度作出適切「合理」的期望。

　　各位家長，你們會選擇參與哪一種家校合作模式呢？會嘗試參與那些較

開放、以「家長為本」式的家校合作模式，例如到校協助幼兒教育機構運

作 (Volunteering)、參與幼兒教育機構決策 (Decision making) 及與校方共

商協作主導安排社區活動  (Collaborating with community) 或是選擇那

些較傳統、以「學校為本」式的家校合作模式呢？

　　依筆者的見解，無論家長選擇參與那一種家校合作模式也份屬次

要，最重要的是能踏出第一步去參與；家長若能積極參與學校的教育，對

其子女的成長肯定有良好的成果。

　　最近從報章上見到不少兒童被疏忽照顧的個案及兒童死

亡的事件等，都令人感到惋惜及心痛。兒童不但是一個新生

命的開始，更是為父母、為家庭及為社會帶來延續的希望。

然而，在現今物質富裕，社會進步的香港，有些人似乎迷失

了方向，忘記了兒童成長最需要的是什麼，更忽略了兒童是

需要依靠成人去提供一個具安全感、愛與被愛及信任的環境

(包括人和事)，以建立兒童的完整人格及人生態度。

　　作為地區上的兒童照顧及教育服務單位，我們貫徹機構

「關懷社區、服務家庭」的精神，在服務提供上均照顧社區

的需要，著重全日制幼兒照顧及學前教育服務和學童課餘託

管服務，以支援區內家庭，使有需要的家庭得到協助，並能

安心工作。由於大部份的兒童每日都是長時間接受我們的服

務，故「我們是一家」服務的信念是很重要的。我們深信要

培育兒童全人健康發展，是需要良好的學習環境、成人的互

動、愛心的教導、社區參與及支持等多方面的配合，方能

成事。而學者班杜拉(1977)的研究更認為親子關係、同伴關

係、自我概念發展、社會行為，以及學校、社區和其他文化

環境對幼兒社會化有一定作用。由此可見，家庭、學校及社

區三個體系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需要彼此雙向性的溝通

和接觸才能為兒童創造美好的未來。

　　為了實踐雙向的溝通模式，我們無論在教學上、服務上

及活動上，除了環繞兒童而設計及提供各類親身體驗、富趣

味性、遊戲

性 及 團 體 性

的活動，讓兒

童從做中學習及

成長外，更同時

提供以家庭、學校

及社區為本的服務予

兒童及家長，例如兒

童興趣活動、家長教育講

座、義工活動、家長會、升學講座、親

子活動、參觀交流活動、幼稚園的「健康

人生我有『計』」的系列活動計劃、兒童暫託服務及延展服

務等。我們期望這樣能為家庭、學校及社區提供協作平台，

強化家庭及學校本身的社會化功能，更新家長的信念及行

動，並能善用社會資源，積極參與社區，為兒童成長作良好

的榜樣。

　　知道每個家庭在生活中有不同的際遇及處境，但緊記社

區是家庭生活的搖籃，父母是子女的蔭庇，兒童是社會將來

的希望，所以無論你身處的環境是如何，你也可以透過家

庭、學校及社區三個不同的層面，參與兒童的成長，與他們

共同進退，一起成長。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高級服務協調主任  張碧琼

服務回應

共「童」進退 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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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聖經》路加福音6章36節

服務透視 服務透視

「伴你同行」
葵青長者關顧計劃 

——愛心社區之體現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助理服務幹事　林少敏

　　有幸獲得機構、熱心者及滙豐銀行慈善基金社區發展計

劃的贊助與支持，「伴你同行葵青長者關顧計劃」發展至今

已有20位婦女義工，每月為30位區內獨居長者提供探訪服

務。婦女義工們從不間斷地致電問候長者，並每月親自炮製

愛心老火湯到訪長者家中，與長者閒聊及分享各自生活點滴

和經歷。

　　參與是項計劃的長者十分感激同工及婦女義工貢獻自己

的時間及愛心，令他們感受到社區關懷和溫暖，而婦女義工

們則慶幸中心邀請他們加入義工服務，讓他們在社交、自信

及照顧技能各方面均得以發展及成長。

　　有賴義工們過去一年關愛長者的無私奉獻，本中心能舉

辦如此成功的活動，得到各界口碑，在此衷心感謝大家的支

持！

 「 兩 心 知 」專 業 婚 前 輔 導 服 務  

—— 為 建 立 家 庭 生 活 奠 定 理 想 基 礎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　彭安瑜

「同心創耆夢」 

不要忘記夢想！
長者綜合服務署理高級服務幹事　馮雪儀

人活著，只因有夢
　　「一人有一個夢想」——驟然聽來，只是流行歌曲的歌

詞，但其實亦是每個人的心底話；或許更是每一位年老力

衰、健康每況愈下的長者的心聲。長者人生閱歷無數，積累

智慧無限，不管他們是體健或體弱，只是欠缺機會讓別人啟

發其潛能與夢想。當社會人士不斷鼓勵尊長敬老、關懷長者

的同時，又有多少人在施予關懷的過程中，能以積極的態度

接納和體會長者的需要，發掘長者被隱藏的才能，相信他們

不是永遠的受助者呢？

同心建築耆英夢
　　承蒙「華永會」之贊助，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得以舉辦「同心創耆夢」社區建設計劃，此計劃透過社區人

士的參與，實踐長者夢想和展現他們潛能，向社會大眾重新

塑造長者積極形象！2007年12月底，中心已推行首階段的

「夢想號」大使培訓計劃，組成了25位具服務熱誠、並願意

委身的義工隊，一同發掘社區「潛力寶藏」。在推行計劃的

過程中，我們認識一位年屆70歲的梁伯，雖然梁伯下半身經

已癱瘓，但他沒有放棄自己，並拉得一手好二胡，將歡樂帶

給別人；另一位患有中風，從前未曾接受過教育的鄒婆婆，

在義工耐心的指導和鼓勵下，也能輕輕唱出一句句的字母

歌。

誠意邀請您…
　　你也希望與長者一同經歷，見證他們實現夢想的一天

嗎？中心將於2008年8月舉辦「耆夢藝廊」，屆時將展出由

長者親手製作之藝術作品，讓社區人士認識他們富有生命力

的一面。第二期「夢想號大使」義工招募計劃即將開始，現

誠邀大家與我們一同成為「夢工場工程師」！

　　有關計劃詳情，歡迎致電24235489查詢。

　　本機構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近期致力發展一項名為「兩心知」

之婚前輔導服務計劃，為準婚愛侶及關係穩定之情侶提供收費式專

業婚前輔導服務，內容包括性格測試及分析、探討兩性溝通及表達

期望之要訣、衝突調解、反思改善關係之契機、認識婚姻生活模式

與個人成長及本源家庭之關係、強化準婚情侶對建立和諧婚姻生活

之信心、婚禮籌備諮詢服務等，本計劃之整體目的乃提升準婚人士

對及早奠定婚姻基礎以預防家庭衝突之意識，並協助他們及早辨識

潛在之相處問題，善用系統之分析架構，共同探討促進情侶個人成

長及婚姻培育之出路。

　　近期不少夫妻衝突及家庭暴力事件，令大眾更明白到及早辨識

和提早預防家庭問題發生之重要性。從近期婚前輔導及多年來家庭

生活教育工作之經驗中發現，不少夫妻衝突乃源於他們在婚前已缺

乏溝通及了解，雙方只是一心憧憬美滿婚姻生活及生育孩子、組織

婦女義工親自炮製愛心老火湯
到訪長者家居。



服務透視

「你們若單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聖經》路加福音6章32節

服務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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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藝工房
　　本機構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獲民政事

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

成立的「融藝工房」，透過自設生產工場，

為一班擁有車縫技能的婦女提供創業和發展

機會。廠房的工作包括「自家設計及製作」手工

藝品，來料加工及生產製作校服、制服、紀念品等。此外，

「工房」亦組織車工隊伍，為社會福利署「欣曉優化計劃」

的單親綜援婦女提供訓練，協助她們循序漸進地提升個人能

力和自信，以最終在公開勞動市場就業為目標，融入社會。

　　「融藝工房」提供綉花車及各式工業用專業衣車設備，

以合作伙伴形式為一班擁有車縫技術的婦女提供支援，在

「工房」接到訂單後，婦女可先在家進行簡單工序，然後才

到工場完成技術要求較高的工序。其靈活的運作模式讓婦女

既可賺取收入，又能兼顧家庭。然而，作為一社會企業項

目，「融藝工房」不單止為手藝精湛的婦女提供發展機會，

更組織她們協助訓練其他婦女，學習及提升技能，培養社會

人力資本，體現共融精神。

　　「融藝工房」令需要「在家工作」的婦女的才藝得以發

揮，更可潛而默化地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身教」示範，使

他們明白正確的工作價值觀，也使工作技能得以在耳濡目染

的情況下薪火相傳。其服務理念不限於幫助服務對象本身，

也對他們周遭人物帶來正面影響。工房現已投入服務，開啟

禮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舉行，當日除邀請到荃灣民政

事務專員劉陳淑珍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外，亦邀請到多位

嘉賓，包括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關恆

生先生、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澄太平紳士、荃灣商會監事長

何永光先生為工房進行簡單而隆重的「穿針引線」儀式，寓

意官、商、民連成一線，此外，工房當日亦展出多款布藝產

品，獲出席嘉賓高度評價。

　　歡迎各界人士／公司與工房洽談業務合作，亦歡迎具車

縫、編織、設計技能的專才加入融藝工房。

　　融藝工房聯絡電話：24092380。

 「 兩 心 知 」專 業 婚 前 輔 導 服 務  

—— 為 建 立 家 庭 生 活 奠 定 理 想 基 礎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　彭安瑜

家庭，在期望幸福關係之同時，才發現婚後夫妻間出現不少相處上

之適應問題，但基於婚後忙於生活瑣事及養兒育女，使潛在問題被

進一步壓抑和累積，隨着子女成長及各種環境因素，雙方關係便出

現持續性之衝突及分歧，更甚而導致夫妻互相指責及家庭暴力。雖

然不是所有家庭問題均可及早預防和成功辨識，但大家必定同意，

預防工作定必較問題發生後之補救介入工作更具價值和更有意義。

　　有見及此，本計劃之價值在於讓愛侶在忙碌的生活中暫時放緩

步伐，讓雙方同步稍作思考及一同經歷是否合適踏上婚姻生活路之

反思過程，建立彼此分享及溝通之平台，期望愛侶們能更清晰地再

思未來生活之方向。

　　您是否為自己及您的伴侶作好準備，共同經歷這段婚前旅程，

為未來和諧家庭生活而作出這理智的選擇？

若有興趣參與或查詢，可致電24235045與部門主任彭安瑜女士聯絡。

「南亞裔英語導師服務」 
計劃全面睇
小朋友在全英語環境下學習

成績突飛猛進　你想嗎？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組織幹事　盧啟聰

　　為人父母，望子成龍是其中最

大的心願，而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往

往就是成功的關鍵。然而，大部份

香港學生不喜歡、亦不敢說英語，

學習英語對他們來說更是十分沉悶

的東西，英文水平每下愈況，令一

眾家長擔心不已。

　　當務之急是重建學童對學習英

語的興趣。我們深信，在全英語環

境下學習能增強小朋友的自信心，

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動機。有見及

此，本部門特意推行「南亞裔英語導師服務」計劃，發掘及

訓練一班操流利英語的南亞裔導師，為你的小朋友安排全英

語的學習環境，透過生活化的教學模式，增強小朋友的自信

及學習英語的興趣。

　　本服務特設小學及成人兩個組別，為學生提供不同程

度的課程。服務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收費特廉，最低只

需$220便可享有7次共10.5小時的全英語訓練，詳情請向

本計劃負責同工盧啟聰及Abbas先生查詢，電話24235064 / 

24235062。

小朋友在全英語環境下 
學習，大大增強了學習 
英語的自信和興趣。

開啟禮當日邀
請到荃灣民政事務專

員劉陳淑珍、荃灣區議
會主席周厚澄及荃灣商會
監事長何永光蒞臨主持簡
單而隆重的「穿針引線」

儀式，寓意官、商、
民連成一線。

2007 「敬老護老愛心券」
籌款活動　　籌款策略及統籌小組召集人　張碧琼

　　機構繼續參與於零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在全

港推行的「敬老護老愛心券」2007籌款活動。透過各部門

的同工、義工、會員及友好團體的大力協助，本機構共售出

11,068張面值10元的愛心券，總共籌得$110,680元。所得的

款項將撥入機構內的「愛心展關懷」扶老金，以協助區內有

需要或貧困的長者得到各項發展、支援及復康服務或活動，

讓地區長者得到完善的照顧及

關懷，安享晚年。

　　在此，本機構謹代表所有

受惠的長者向各位善心人士及

團體致以衷心的謝意！



優質之旅

　　各位可透過以下方式表達對本機構

各類服務之意見︰

✔  服務檢討問卷

✔  服務接觸 (活動、班組、家訪…) 

✔  意見箱／簿 

✔  電郵信箱 

✔  信件、傳真 

✔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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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他不能不得賞。」《聖經》馬可福音9章41節

自 由 講

優質服務工作小組召集人　黃美珩

　　我叫靜敏，使用託管服務已經有四年多了，託管的生

活多姿多采，對提升個人的知識及生活體驗有很大的幫助。

　　最近，我還參加了由託管部舉辦的「武出彩虹—自我保護訓

練及實踐計劃」，從中學習到一些自衛防身及克制別人的自衛武

術。計劃最特別的部份是認識自己的權利及學習運用不同的

方法，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傷害或侵犯。

　　多謝導師及教練的教導，希望日後有機會再

次參加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學童心聲

　　本機構深信，優質服務的提供，除

有賴熱心及具專業知識的同工外，也靠

同工用心聆聽及積極跟進大家寶貴的意

見。 

　　事實上，機構按社會福利署的指

引，訂下16項《服務質素標準》。當中

《標準6》列明，機構會定期計劃、檢討

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

制，讓職員及社區人士就機構各服務提

出意見。機構深信，社區人士表達意見

或申訴的背後含意是 ——現時服務未能

完善照顧大家的需要。意見或申訴可加

強機構與社區人士之間的了解，並製造

持續改善服務及澄清服務期望的契機。
　　意見收集後，相關的同工會在職員或服務使用者會議討

論意見之可行性。如屬可行則逐一落實跟進。這些寶貴意見

是持續服務質素改善、服務計劃修訂及職員培訓之重要基

礎。

　　朋友們，事不宜遲，請表達你們對服務的想法及意見。

我們必定耐心聆聽你們的意見，並持續改善服務質素，致力

為大家提供適切的優質服務，使大家賓至如歸呢！

服務質素
提昇

有賴你我
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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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聖經》馬太福音18章4節

生活秘笈

　　教育局一向視提高香港學生的品德和公民意識為首要任務，二零零一年推行的

課程改革，更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作為重要的目標，並將「德育及

公民教育」列作四個關鍵項目之一，要求全港的學校，將培育學生品德的工作，放

於重要的位置。除了學校以外，我們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培養幼兒重要的品德？

請緊記以下五個心，必能為你的孩子播下品德心靈的種子：

5培養幼兒　
                         個重要的品德心靈

幼稚園幼兒園校長　李惠敏

同理心
　　培養孩子的同理心就是讓孩子知道

他人的感受。了解他人感受是建立良好

社交關係的基礎。3歲以前的孩子不會

顧及他人的感受，他們只能從自身出

發感受世界。例如，2歲男孩咬同伴的

手，不應該過於責備他，因為他不知道

同伴會感到痛苦，因為他自己感受不到

被咬的痛苦，也不知道別人的感受。但

父母可以幫助孩子建立這種感受。就像

上面的那個例子，家長可以告訴咬人的

孩子：「如果他咬你的手，是不是很痛

呀？」或者「你忘了嗎？上次小華咬你

時，你很痛，你都哭了」。通過自身的

感受來理解他人的感受，這樣容易被孩

子接受。另外，遇到類似的情況，父母

可以重複講述他人的感受給孩子聽，慢

慢地他就會瞭解別人的感受了。

信任心
　　培養孩子對人的信任心，可以從日

常的小事做起。例如，擁抱孩子的時候

讓他有強烈的安全感，使他對陌生的世

界產生信心，漸漸在內心建立起對人的

信任。對嬰兒來說，產生信任心的最好

方法就是滿足他的基本需求，餓了給他

吃奶，濕了就換尿片，經常跟他說話、

唱歌，用眼神交流，告訴他：「寶寶，

媽媽愛你」。不要忽略嬰兒的需求，讓

他在一個舒服及安心的環境裏建立起

基本的信心。對幼兒來說，建立信任感

的有效方法就是多給他一些關注。父母

要對孩子的情緒變化多給予關注，例如

有些孩子喜歡安靜，如果父母總是給予

他過多的刺激，每天讓他做很多運動，

會引起他的厭煩。要瞭解孩子的氣質類

型，讓他感到你很瞭解他，才能讓他對

你產生信任心。

責任心
　　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可以先讓他做一

些能力所及的事情入手。很多家長認為

孩子會愈幫愈忙，自己5分鐘能做好的

事情，孩子半個小時都做不好，所以通

常都不讓孩子動手做事，這種做法是不

對的。讓孩子做一些簡單的事情，是培

養孩子責任心的好方法，因為孩子從中

會學習承擔及完成工作。如果不想培養

一個沒有責任心孩子的話，千萬不要做

一個萬事包辦的父母。

自信心
　　讓孩子建立自信心的最好途徑是讓

他獨立完成適合其年齡特點的一些事

情。1歲左右的孩子，讓他學習用湯匙

吃飯，再大一點學習自己穿鞋子。到了

合適的年齡，試著讓孩子為自己的事情

做決定。比如說，飲果汁，可以讓孩子

選擇是橙汁還是蘋果汁，讓他從小事開

始為自己作主，增強自信心。 

耐心
　　怎樣才能讓孩子成為一個有耐心的

人呢？首先，父母要記住自己是孩子

的榜樣，如果父母做事虎頭蛇尾，你

能期待孩子做事持之以恆嗎？另父母可

以通過和孩子交談幫助孩子認識問題所

在，培養耐心；例如：孩子因為砌不好

積木而發脾氣，把積木扔掉。父母可以

告訴他，「積木砌不起來，確實使人不

高興，但是把積木扔掉也解決不了問

題」，然後引導孩子完成積木搭建。另

外，當孩子還沒有建立時間觀念時，讓

他們學會耐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比如

說，你們正在收拾亂七八糟的玩具時，

孩子卻要出去玩，這時不要說：「等

10分鐘」，而要告訴他：「等我們把

玩具全部收拾好才出去玩。」



檔 案 室

總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部份公眾假期─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服務家庭關懷社區

倘蒙　台端樂意捐助善款，贈予本機構作拓展新服務及舉辦福利活動之用，可隨此函附上＊支票（抬頭請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寄「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如有查詢， 
歡迎聯絡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電話2423 5265。謹為受惠坊眾致以衷心謝意！

（請用正楷填寫）

捐款者姓名：  身份證號碼：

捐款團體／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支票號碼：  日期：

＊備註：凡捐助 $100 或以上者，將獲發正式收據，作免稅用。

離岸服務單位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新界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新界荃灣老圍村公所公立學校 2492 9909
LMC (Love Multi Culture)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 2420 9200 
 　葵涌廣場三樓3111舖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 2436 2977 
 　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力行坊—零售實踐中心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36-60號 2439 5781 
 　創意無限商場二樓S210舖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大角咀萬安街16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西鐵南昌站5號舖 (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 2423 5120 
 　葵星中心47及48號
融藝工房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2-70號 2409 2380 
 　寶業大廈B座5樓2室　

  長者綜合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石安辦事處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新界葵涌盛芳街5-9號 2420 9121 
 　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7號 2614 5333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位於總部之服務單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2423 5062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健體中心 2619 1327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聯商服務拓展部 2423 5042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2421 5350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牙科/中醫/復康/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619 1903

親親小朋友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到訪葵青區，參

觀區內社區設施。他在探訪本機構時，與小

朋友一起製作愛心湯糰，又品嚐小朋友親手

做的愛心湯糰，並聽取中心簡介所提供的多

元化學童服務，包括功課輔導、興趣技能培

訓、文化康樂活動、午膳、接送等，了解中

心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所提供的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