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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透過家校合作，培育獨立自主而正向的兒童 

 

家長筆記 

A. 活動目的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1. 了解正面的家校溝通與合作對兒童成長和發展的幫助； 

2. 了解家長在家中培育子女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及思維的角色； 

3. 建立正面和給予支持的家庭環境，以促進子女的發展；及 

4. 掌握在家中培養子女獨立自主、建立其正向思維及處理親子關係所面對的挑戰的知

識和技能。 

 

B. 活動內容 

 

1. 正面的家校溝通  

a. 家校合作及家長參與跟兒童的較佳表現有著密切的關係  

b. 促進家校溝通與合作的要素：Epstein 所提出的「六種家長參與類型」理論框架 

(i)    親職教育 

(ii)   溝通 

(iii)  義工服務  

(iv)  在家學習  

(v)   決策  

(vi)  與社區協作 

 

2. 家長在家中的角色  

a. 照顧者  

b. 陪伴者 

c. 決策者 

d. 家庭老師  

e. 榜樣  

f. 兒童成就的共同協作者 

  

示例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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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兒童發展成長思維的要訣 

(i) 以身作則  

(ii) 讓孩子明白他們可以訓練大腦去完成困難的事情  

(iii) 教導孩子視失敗為學習的機會  

(iv) 鼓勵孩子接受挑戰  

(v) 給予孩子選擇的機會  

(vi) 容許孩子經歷挫折  

(vii) 讚美孩子所付出的努力  

(viii) 建立孩子「還未 ……」的心態 

(ix) 與孩子分享失敗的故事  

(x) 與孩子分享名人刻苦奮鬥最終取得成功的故事  

 

4. 建立正面和給予支持的家庭環境以促進子女成長和發展的五個步驟 

(i) 溝通 

(ii) 表達愛意和欣賞 

(iii) 互相尊重 

(iv) 共度時光 

(v) 為孩子預留時間  

 

5. 有關在家培育獨立自主而正向的子女的知識和技能  

a. 有關在家培育獨立自主和正向子女的八個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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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夠培育兒童正向思維的親子活動例子  

(i) 親子活動 1：被忽略的性格優點 

家長與孩子一同完成藝術創作，從中表達在家庭中彼此的性格優點，欣賞

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強項。 

 

(ii) 親子活動 2：家務遊戲化  

家長運用想像力創作不同的家務遊戲，並與孩子一同完成。 

  

(iii) 親子活動 3：於晚飯時與你的孩子聯繫  

家長與孩子一同製作「對話瓶」，並與孩子輪流挑選問題並分享自己想

法。 

  

c. 處理親子關係所面對的挑戰時的四組原則  

 

(i) 第一組：拒絕 對 接受  

(ii) 第二組：傲慢與不耐煩 對 謙卑與發現  

(iii) 第三組：控制與忽視 對 陪伴與等待  

(iv) 第四組：成為「超級媽媽或超級爸爸」對「尋求理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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