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辦機構

和富社會企業

「塑造品格 共創未來」計劃

DADs Network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品格塑造」系列之
「好玩爸爸有家教」工作坊
生命影響生命，要塑造好品格的孩子，由良好的家庭教育開始。父親是子女的人生嚮導，應
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培養出良好的品格，讓孩子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
「品格塑造」系列之「好玩爸爸有家教」工作坊共 3 節課堂，將於 2017 年 6 月一連 3 星期
舉行，目的為爸爸提供實用好玩的培訓課堂，教爸爸以遊戲形式跟孩子進行品格教育，並提
供不同的主題講座，包括了解兒童心理、認識父親參與子女成長的重要性， 以及學習如何
建立良好的夫妻關係， 發揮爸爸不一樣的家庭角色。
大會為表揚完成所有課堂的爸爸，更特別在父親節前夕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親子同樂日
暨 結業禮」，讓爸爸與家人一同分享努力的成果及喜悅。

舉行日期及時間:

共 3 節 (6 月 2 日、7 日及 17 日)



課程對象: 現有子女就讀幼稚園及初小的爸爸



6 月 2 日、7 日的講座只限爸爸參加 (家中成員不可代行)



6 月 17 日 的親子同樂日暨結業禮，歡迎爸爸携同家人(媽媽、孩子)出席活動



有關講座嘉賓介紹及內容大綱，請參考頁 2-3。

地點

日期/ 時間

工作坊內容

上課地點:

第1節

講座 1: 「父中作樂 • 多一點讚」

協和小學

6 月 2 日(週五)

講師: 馬文藻博士，DADs Network 講師、資深領導力顧問

地址: 九龍長沙

灣東京街 18 號

晚上 7: 00 - 9: 00
(註: 大會提供輕食)

「好玩爸爸有家教」工作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鄰近長沙灣港鐵

第2節

講座 2:「作孩子的情緒教練」

站 A2 出口)

6 月 7 日(週三)

講師: 余國健先生 ,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晚上 7: 00 - 9: 00
(註: 大會提供輕食)

「好玩爸爸有家教」工作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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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日期/ 時間

工作坊內容

活動地點:

第3節

講座 3 :「父傅得正」

聖公會聖多馬

6 月 17 日(週六)

講師: 吳振智牧師 ,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

小學

早上 10 :30 –

地址:深水埗東

下午 1: 00

沙島街 145 號

親子同樂日 暨「好玩爸爸有家教」結業禮
現場好玩親子遊戲、父親節特備活動 ，以及頒發證書
(有關活動詳細內容將於 5 月以電郵發佈給成功參加者)

(鄰近長沙灣港鐵
站 A2 出口)

費用及報名:
1. 每位參加者費用為港幣 150 元正，包括 3 節工作坊課程、晚上講座提供之輕食 (6 月 2 日及
6 月 7 日)。

2. 完成 3 節課的學員將於 6 月 17 日的結業禮獲頒發畢業証書。
3.

有興趣者請填寫參加表格並交回子女所就讀之學校，參加費用待報名確實通知後才繳交。

4.

名額有限，如報名人數超出上限，將以抽籤形式決定參加者。

5. 經確定的參加者將於 5 月上旬獲得電郵通知；參加者須於指定日期前繳交費用，否則其參加
資格將被取消。

6. 報名一經確定不能取消。如參加者未能出席活動，其繳交的費用不會發還或轉讓。
查詢:
和富社會企業

電郵: characterbuilding@wse.hk

DADs Network

電郵: info@dadsnetwork.org

| 電話: 3651 5262 / 3651 5242
| 電話: 5537 3177

講座嘉賓及內容大綱:
講座 1: 「父中作樂 • 多一點讚」 (講師: 馬文藻博士)
媽媽不可取代爸爸，孩子會視爸爸為英雄 ; 爸爸要積極投入家庭中的角色，及早與孩子建立親密關係
才可對子女產生正面的影響。要善用爸爸的專長和特性，在孩子成長中給予適當的鼓勵和〝讚賞〞，一
邊教出好孩子，一邊培育正面的成長思維。

馬文藻博士 - 馬博士是 DADs Network 顧問、資深領導力顧問及認證講師，他研究領域是香港跨代問題。
馬博士曾獲邀到聖保羅書院、滬江小學、啟思中學家長會、新鴻基及不同非牟利機構舉辦家長講座。
現正於香港科技大學、城市大學、香港警察學院，及不同企業推行不同領導力課程。

講座 2:「作孩子的情緒教練」(講師: 余國健先生)
爸爸要作孩子的情緒教練，首先要了解孩子，懂得覺察孩子的情緒變化 。講座會解說孩子情緒的來源
及特性、作情緒教練的先決條件、處理情緒的四種手法，以及如何回應孩子的憤怒與焦慮。

講師: 余國健先生 - 余先生是心靈階梯培訓總監。曾於大學兼教親職教育、九型人格、幼兒發展等課程；
同時透過撰寫專欄及出版書籍，推廣家長教育。育有兩子一女，當過五年「全職爸爸」，對教養子女
有深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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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3:「父傅得正」 (講師: 吳振智牧師 )
這個世代父親形象及權責逐漸模糊及旁落，夫妻如何以恩愛為基礎，重塑父親應有之角色，作兒女的
生命師傅，把新生代的正能量引發出來，傳承美好天倫!

講師: 吳振智牧師 - 吳牧師是大衛城文化中心創辦人，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現擔任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及香港基督少年軍會牧，也是「香港貞潔運動」及「夫妻節 11.11」發
起人，經常獲邀擔任主講嘉賓。

「好玩爸爸有家教」工作坊 (主持: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遊戲是孩子生命的一部分，它陪伴著孩子成長，為孩子的品德、智力、體能、美感、情意及群性發展
建立良好的基石。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爸爸是他們最佳的玩伴。透過工作坊，介紹不同的遊戲，鼓勵
爸爸放下身段，保持童心，與孩子一起玩樂，一起討論，從正向的思想角度，肯定孩子的優點，培養
正確價值觀。

合辦機構介紹:
和富社會企業 (慈善團體編號 Charity No: 91/ 5449)
和富社會企業是一個多元服務提供者，提供協作平台，凝聚各界人士及團體。透
過共同合作，提高服務質素，採取有效的方式提供社會服務，既具創新意念，亦
重視持續發展，從而推動公民對社會作出承擔。
為凝聚社會力量，培育青少年具關愛、責任感、尊重、誠信及堅毅的精神，成為
良好的公民，令香港有更美好明天，和富社會企業與不同機構合作，起動「塑造
品格 共創未來」計劃 。「塑造品格 共創未來」計劃一直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參
與，又夥拍不同機構，舉辦多系列活動，為教育界不同的持份者提供適切的學習
機會和栽培，期望與各界同心合力，共同為香港下一代努力。
DADs Network (慈善團體編號 Charity No: 91/ 14116)
DADs Network (「DADs 網絡」) 在港推動積極父親親職 (active fathering)文
化，希望培育更健康的父親，建立更健康的家庭，締造生生不息的豐盛社會。我
們致力讓父親了解及擔當他們應有的角色、提供多元化的支援及培訓，並與學校
和不同業界合作，推動父職創意項目，令父親有更多機會參與子女的成長過程。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自 1998 年成立以來，一直與學校結成夥伴，共同
為香港的優質教育而努力。「中心」附屬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在過去 19
年來，獲優質教育基金、教育局、可持續發展基金及不同教育團體的委託，與超
過 1,200 間中學、小學、幼兒機構及特殊教育學校結成夥伴，積極開發各種有效
的教育策略，促進教育專業的反思，鼓勵學校自我完善，從而造福學生。近年，
「中心」更積極發展家長教育及幼兒全人發展，希望按幼兒的興趣、能力和生活
經驗，以「遊戲學習」的模式，讓他們認識自己、探索世界、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成為香港、中國及國際社會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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