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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月前後多數是考試日子，無論家長還是子女都容易處於緊張的狀態。家長擔心子女的成績未如理想，影響日後
的學習；子女則擔心自己的成績未如理想，對學習失去信心。作為父母的我們，如何能找到平衡點，讓彼此能更有信
心及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可試著從以下數點著手：

調整好彼此對學習的期望
家長可根據孩子的能力而訂立合理的期望；同時，家長亦需協助子女調節對自己的期望。子女有時很想考取高分，卻
忘記自己的實際情況及能力，而訂立過高或過低的期望。故此，家長可與子女商議學習的目標，這既能將學習的責任
交予孩子，亦能有效提升他們的自信。

協助孩子訂立可量度的學習目標( SMART Goal)
S（Specific明確）：
��我希望數學成績能提升8分 (取代︰我希望我的數學成績好些)

M（Measurable可量度）：
��我每天做10題數學題 (取代︰我每天溫習數學)

A（Achievable可達成）：
��我希望是次中文科成績比上次高8分 (取代︰我要考得好些)

R（Realistic實際 ）：
��溫書時先關掉手機 (取代︰我要專心溫習)

T（Time-bound有時限 ）：
��我考試前1個月開始每天溫習1.5小時 (取代︰我會溫習)

聆聽及同理子女的感受
在溫習過程中，子女難免出現不同的情緒反應，如感到疲倦或想拖延。家長可先肯定子女的感受和需要，讓他們感到
被父母重視(我見到你溫到好累，好辛苦...)。彼此的情感連接後，父母也可與子女共同協議安排溫習與休息的時間，
從中取得平衡，例如，可給予子女兩個不同選擇(不如我們先休息10分鐘或先食茶點後，再溫習30分鐘)。讓子女的情
感和需要得到回應後，他們更有動力去學習。

與孩子檢討目標
家長應常提醒自己以平常心面對子女的成績。如子女的成績理想，可鼓勵他們繼續保持或合理地上調目標；如子女成
績未如理想時，心裡難免感到生氣、失望或不知所措等，家長需先調整自己的情緒，再向子女傳達正向的訊息，並了
解子女的情緒狀況及期望：我們重視的是子女是否已盡力，而不是與他人作出比較。當子女感受到被父母信任及無條
件的愛，他們之後便能有內在動力繼續進步。

善用假期放鬆
鼓勵家長預早與子女一同計劃假期的活動而家長也可引導子女編排假期時需留意作息有序，當中包括有學習、休息、
做運動及玩樂時間。此外，家長也可多安排親子活動時間，與子女共建快樂的親子回憶，這既能傳遞情感，亦能讓子
女的大腦得以充份休息及放鬆。



活 動 花 絮

和諧親子藝術小組

快樂幼苗親子Playgroup

親子中秋和諧粉彩工作坊

顏色妖怪-幼兒情緒親子小組（7月）

小小工程師

靜聽我心聲家長小組

新年小手工製作親 子 活 動

農曆新年快到，大家快齊齊佈置家居，為新年添氣氛。
材料︰環保行是封、紅色/金色粗繩和幼繩、雙面膠紙及膠紙
步驟︰

在利是封背面，
靠邊位置貼上雙

面膠紙

在粗繩上，每隔
大約4-5cm綁上
一條幼繩

用膠紙把炮仗貼
於每條幼繩的

尾部

將利是封捲成炮
仗形(圓筒形)
並黏好

大功告成



於中心開放時間，接待處會處理活動查詢、活動報名及會員申請等手續 (報名服務於每日開放時間完結前30分鐘暫停)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am — 2:00pm      ✔

      2:00pm — 6:00pm ✔ ✔ ✔ ✔ ✔ ✔

      6:00pm— 10:00pm ✔  ✔    ✔  ✔  ✔

服 務 表 現 監 察 制 度 專 訊

SQS12�「尊重服務使用者被知會的服務選擇權利」指引
中心開放時間

公眾假期及特別日子之中心服務時間
日期 公眾假期或特別日子 開放時間
2023年1月2日(一) 一月一日翌日假期 暫停開放
2023年1月14日(六) 中心內部會議 暫停開放
2023年1月21日(六) 年三十 上午10:00-下午6:00
2023年1月23日至1月25日 農歷新年 暫停開放
2023年1月26日(四) 中心保養及維修 暫停開放

活動報名注意事項
1. 參加者於活動報名前，需詳閱活動資料，一經
報名，即表示同意活動資料內的各項細則。

2. 參加者請準時出席每項活動，逾時不候，恕
不退款。

3. 參加者不得擅自轉讓活動名額給其他人，而缺
席活動者作自動放棄論，本中心概不退款。

4. 活動期間本中心職員將會拍照及錄影，有關
相片及錄影片段，只用作本中心宣傳用途。

5. 一切有關活動報名安排，本中心保留最終決
定權。

已報名的服務/活動退出安排
1. 於2022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所報名及舉行的活動，參加者如有
需要可於活動進行14天或之前申請退出活動，將獲退回費用70%。退款需於
通知領取日起一個月內領取，逾期不作退款。指定不設退款之活動除外。

2. 由2023年1月1日起所舉行之活動，如參加者因個人原因需申請退出已報名的
服務/活動，本中心不會安排活動退款。請參加者於報名前，留意以上改動。

3. 在下列情況下，本中心可取消參加者參加服務/活動的資格，已繳交費用概不
發還:
3.1 於報名後被本中心發現參加者不符合服務/活動資格。
3.2 於服務/活動期間，參加者不遵從本中心負責職員就其言論、行為的勸喻。

4. 服務督導主任可就申請退出服務/活動的人士申述之理由，作出酌情處理。

颱風及暴風雨警告期間中心及戶外活動安排
  室內 戶外
雷暴警告 ✔ ✔

一號風球 ✔ ✔

三號風球 ✔(青少年及家長活動) ✖

  ✖(幼兒及親子活動)
八號風球或以上 ✖ ✖

黃色雨警告訊號 ✔ ✔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 ✖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 ✖

✔ 照常舉行��✖ 取消或延期
註：1. 原則上所有室內外活動均視乎實際情況作出安排��2. 此表適宜活動舉行前三小時作參考用



管教新「煮」意家長工作坊
FLE-22/P070

目　　的： 1. 透過製作健康小食，紓緩家長壓力。
2. 提升正面的管教效能

活動日期︰ 16/2(四)、23/2(逢四)

時　　間：10:00am-11:30a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有興趣之家長

名　　額：8人

堂　　數： 2堂

內　　容： 製作無火健康小食、學習正向的管教技巧：如何
讚賞、有效的獎罰方法、安撫孩子情緒等。

費　　用： $20

負責職員： 余凱雯姑娘(Yu Miss)

乾花擴香石工作坊
FLE-22/P071

目　　的： 1. 透過製作香薰擴香石，體驗身心鬆弛之妙法； 
2. 學習有效的管教技巧，提升親子溝通關係。

活動日期︰ 2/3/2023 (四)

時　　間：10:00am-11:30a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有興趣之家長

名　　額：10人

堂　　數： 1堂

內　　容： 製作香薰擴香石及短講等等

費　　用： $20

負責職員： 余凱雯姑娘(Yu Miss)

「愈玩愈親近」家長小組
FLE-22/P076

目　　的： 透過學習不同的桌遊，促進親子間的交流

活動日期︰ 10/3、17/3、24/3(逢五)

時　　間：10:00am-11:30a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小學學生之家長

名　　額：12人

堂　　數： 3堂

內　　容： 讓家長學習如何讓
孩子在遊戲中學習情緒、自理及面對挫折。

費　　用： $20

負責職員： 余凱雯姑娘(Yu Miss)

「快樂幼苗」親子Playgroup(1-3月)�
FLE-22/P078
目　　的： 透過遊戲強化幼兒的腦部發育，幫助發展認知、

專注力、語言及情緒等，並教授長如何製作在
家親子遊戲，提升親子親密感。�

對　　象︰ 18-35個月的幼兒及其家長
活動日期：10/1、17/1、31/1、7/2、14/2、21/2、28/2、

7/3(逢二)
每季主題︰ 新年、春天、交通工具�
時　　間：9:50am-11:00am
地　　點：本中心
名　　額：8對親子�
堂　　數： 8堂
內　　容： 大小肌肉活動、手眼腳協調活動、音樂活動、感

覺統合活動、Messy Play、在家DIY環節等。
費　　用： 每對親子$240(劃一收費)
負責職員： 張嘉汶老師(Carmen Miss)�
 註冊幼稚園老師、幼兒Playgroup證書、

奧福音樂證書導師
備　　註： 報名時必須出示嬰幼兒之出世紙副本

小小工程師(1-3月)�
FLE-22/P079�
目　　的： 透過Lego學習空間、形狀、色彩、平衡、數學

和認識簡單機械，並教授家長如何在家親子
lego創作技巧，提升親子親密感。��

對　　象︰ 就讀K2-K3的幼兒及其家長�
活動日期：11/1、18/1、1/2、8/2、22/2、1/3、8/3、15/3 

(逢三)�
時　　間：5:00pm-6:00pm�
地　　點：本中心
名　　額：5對親子�
堂　　數： 8堂
內　　容： 認識早期簡單機械、Lego組合、

創作及分享時間�
費　　用： 每對親子$80(劃一收費)��
負責職員： 張嘉汶老師(Carmen Miss)�
 註冊幼稚園老師、幼兒Playgroup證書、

奧福音樂證書導師
備　　註： 1. 報名時必須出示嬰幼兒之出世紙副本�
 2. 必須連同FLE-22/P077一同報名。

小小工作師(1-3月)家長組
FLE-22/P077�
目　　的： 1. 透過親子Lego，增進親子間的關係。
 2. 讓家長認識和管理情緒的技巧，強化親子間

    的溝通。�
對　　象︰ 就讀K2-K3的幼兒及其家長�
活動日期：11/1、18/1、1/2、8/2、22/2、1/3、8/3、15/3 

(逢三)�
時　　間：5:00pm-6:00pm�
地　　點：本中心
對　　象：小小工程師(1-3月)家長
名　　額：5人�
堂　　數： 8堂
內　　容： 這是「小小工作師」的親子平衡小組；
 第1節及第8節小組，親子一起參與。第2至7節

小組，家長與子女同時分開進行小組，並於每節
最後15分鐘一起匯報。

費　　用： 全免��
負責職員： 余凱雯姑娘(Yu Miss)

10/12 (六) 早上10點起，可以到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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