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                                                                   檔號:C05-060 

各位家長:                                                                     檔號:C05-145 

「成功父母學堂」下學期的課程即將開鑼 

 

各位家長:                                                              檔號:C14-128 

      

 

 

 

      

大家好!新年鐘聲響起，下學期的「成功父母學堂」又開學了。我們為大家準備了多姿多采的

學習內容，期望和各位共同進步，擁有一個豐盛的 2015年。 

     打響頭炮的，是資深數學教育工作者曾建華先生主持的數學工作坊，他將教導大家如何讓子

女從數學中培養自主學習的動力。精彩的內容還包括:人稱「閱讀教教主」的前任校長連文嘗校董，

將會在講座中和大家互動，分享近年的閱讀經驗。此外，家教會主席郝梅鳳女士會教大家如何因「型」

施教，分享有效管教孩子的心得，大家不容錯過。  

    「成功父母學堂」的課程豐富而多元化，歡迎大家踴躍參加。部份課程名額有限，如果超額

申請則以抽籤決定，請從速報名。 

     歡迎未成為會員的家長加入成功父母學堂。 

 

課程設計及計分方法：                                                                     

 學堂課程分兩類別：專題講座/工作坊及興趣班。 

 課程於 2014年 10月份至 2015年 6月份，分上下學期舉行。下學期課程將於 2月份開始。 

 每個課程均有指定學分，取得指定總學分的家長，可於 2015年 6月份舉行的畢業典禮中獲頒

發「培小成功父母學堂」畢業或榮譽證書。 

 學分並無年期限制，可以按年累積。 

 

 

150 學分或以上獲頒畢業證書 

200 學分或以上獲頒榮譽證書 

 

 

 

本年度「成功父母學堂」畢業典禮將於 2015年 6月 19日(星期五) 晚上 7:00—9:00在培僑小學禮

堂舉行，請各會員預留時間出席，詳情容後通知。 

 

 

報名從速! 



2014-2015年度下學期學堂課程簡介： 

 

A. 專題講座及工作坊（歡迎會員及非會員參加） 

(A1) 家長講座：「讓孩子體驗生活中的數學，培養自主學習的動力」 

 
(A2) 家長講座：「因「型」施教」 

 
(A3) 家長講座：「如何幫助子女成長與成功--連文嘗校董的閱書分享」 

 
(A4) 家長講座：「面對衝突我不怕」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教導家長如何把學習數學和生活

數學結合起來，讓子女體驗學習數

學的意義和價值，培養子女學習數

學的興趣，使他們不僅在課堂上能

積極參與教學，課外也能主動的進

行數學學習，提高自主學習能力。 

曾健華先生  

(資深教育工作者、前教

育署輔導視學處數學組

首席督學) 

6-3-2015  

（星期五） 
7:00-9:00p.m. 

全校 
家長

及學

生 

40 不限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九型性格學是性格分析學，它與

別不同的地方，是以觀察去發現

自己的內在個性，提升內醒能

力。應用在親子教育上，能有效

地令父母掌握自己和孩子的性格

特徵，啓發孩子的潛能和避免在

管教孩子時不知不覺地扭曲了孩

子的特質。 

 

家教會主席郝梅鳳女士 

(講者曾在浸會大學進修

心理學，近年因工作關

係，開始研究九型性格學

並師承知名九柱性格學

導師黃茵女士及美國的 

Dr. Jerome Wagner) 

 

13-3-2015 

（星期五） 
7:00-8:30p.m. 

全校 
家長 

40 不限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連校董就上述主題分享近年的閱讀

經驗並讓出席者練習應用其中的一

些技巧，例如，與子女進行“事後

引導式對話(debriefing)”以幫助

子女更好地從各種經驗中學習。 

 

本校前任校長連文嘗

校董 

27-3-2015  

（星期五） 
7:00-9:00p.m. 

全校 
家長 

40 不限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孩子無論在家庭、學校及其他群

體生活中都會面對不同的人際衝

突，父母應扮演甚麼角色來協助

孩子處埋衝突，同時讓孩子學會

抒發自己的情緒，學習與父母、

他人及自己相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社工-蔡少玲姑娘 

 

8-5-2015 

（星期五） 
7:00-8:30p.m. 

全校 
家長 

40 不限 



(A5) 親子工作坊：「親子故事創作工作坊」 

 

 

(A6) 親子講座：「如何善用網上資源提昇英語的能力」 

 
興趣班 (歡迎會員及非會員參加，會員優先) 

 (B1) 成人跆拳道班課程  

 課程簡介 日期 地點 學分 人數 

導師： 杜亦皆總教練 (香港跆拳道振武館館長) 

對象 : 本校學生家長 (子女參加跆拳道班之家長優先) 

內容 : 教授跆拳道禮儀、套拳、基本踢法等。通過單動

作練習，達至強身健體的效果。課程分上、下學

期，按個人進度教授第八級(初級)至第五級內

容。完成兩期後，家長能協助子女練習本年度教

授之跆拳道課程內容。此課程經過調適，適合不

同程度運動基礎人士參加。參加者只需穿着輕便

運動服裝，如欲考級晉升，方需穿着跆拳道服。 

學費 : 下學期 21堂，每堂學費$40，共$840 

下學期： 

 2月 5, 12, 26日 

3月 5, 12, 19, 26日 

4月 9, 16, 23, 30日 

5月 7, 14, 21, 28日 

6月 4, 11, 18, 25日 

7月 2, 9日 

 

(逢星期四） 

7:00-8:30 p.m.    

一樓

活 

動中

心 

每課

20 

 

15-20 

  

 

  

(B2) 楊式太極拳(八十五式) (星期二班) 

 課程簡介 日期 地點 學分 人數 

導師： 邵玉英教練(太極總會認可教練、太極草堂會長、

現任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太極教練)      

鄭鳳鳴助教(太極總會認可教練) 

對象 : 本校學生家長（未曾修習過或祗對八十五式有 

       粗略認識之人士） 

內容 : 「為 兒 女、學 太 極、儲 健 康」 

       如果你已開始慢慢要用金錢買健康的話，何不由

現在開始學習太極，將你的健康慢慢儲存起來？ 

學費 : 全學年共 30堂，下學期 15堂，學費 600元 

下學期： 

3月 3,24日 

4月 14,21,28日 

5月 5,12,19,26日 

6月 2,9,16,23,30日 

7月 7日 

(逢星期二) 

 7:30 - 9:00 p.m. 

 

地下有

蓋操場 

每課 

20 

最 

少 

8 

人 

才 

開 

班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教授家長與子女創作故事的技

巧，從而提昇學生的語言表達技

巧和創作力。 

註 : 家長須帶同子女一起出席 

言語治療師—蔡甲算先生 
 
 

15-5-2015  

（星期五） 
7:00-9:00p.m.  

一至二

年級家

長及 

學生 

 

40 10 個 
家庭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介紹有趣的英語網上資源，讓家長認識如

何善用這些資源幫助子女提昇英語能力

及學習英文的動機。 

陳老師會示範如何使用這些網上資源協

助子女有效學習。 

 

陳經緯老師 

 
22-5-2015 

（星期五） 
7:00-9:00p.m.  

全校 

家長 

 

30 40 



(B3) 楊式太極拳(八十五式) (星期三班) 

課程簡介 日期 地點 學分 人數 

導師： 邵玉英教練(太極總會認可教練、太極草堂會長、

現任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太極教練) 

鄭鳳鳴助教(太極總會認可教練) 

對象 : 本校學生家長（適合曾修習初班及中班之學員） 

內容 : 教授太極拳式，訓練學員人體意、氣、神融入外

在的拳架，最終達致鬆、散、通、空的太極境界，

長期修煉使人達致身、心、靈整體真正健康。  

學費 : 全學年共 25堂，下學期 13堂，學費 780元 

 

下學期： 

3月 4,11,25日 

4月 15,22,29日 

5月 6,13,20,27日 

6月 3,17,24日 

(逢星期三) 

 7:30 - 9:00 p.m. 

 

地下有

蓋操場 

每課 

20 

最 

少 

8 

人 

才 

開 

班    

 

 

課程名額有限，報名從速。申請表格請於 2月 9日（星期一）前交回班主任。 

 

 

 

   成功父母學堂統籌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歐陽月玲)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吳佳筠)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致 : 培僑小學                                                                C14-128 

本人申請報讀以下課程(請以表示有意參加的課程) : 

編號 課程 日期 費用 報讀 

A1 
「讓孩子體驗生活中的數學， 

   培養自主學習的動力」 

6-3-2015 (7:00-9:00 p.m.) 全免  

A2 「因「型」施教」 13-3-2015 ( 7:00-8:30p.m.) 全免  

A3 
「如何幫助子女成長與成功— 

  連文嘗校董的閱書分享」 

27-3-2015 (7:00-9:00 p.m.) 全免  

A4 「面對衝突我不怕」 8-5-2015 (7:00-8:30 p.m.) 全免  

A5 「親子故事創作工作坊」 15-5-2015 (7:00-9:00 p.m.) 全免  

A6 「如何善用網上資源提昇英語的能力」 22-5-2015 (7:00-9:00 p.m.) 全免  

B1 成人跆拳道班課程 
5-2-2015至 9-7-2015 

(逢星期四）7:00 - 8:30 p.m. 

下學期 

$840 

 

B2 楊式太極拳(八十五式) (星期二班) 
3-3-2015至 7-7-2015 

(逢星期二)7:30 - 9:00 p.m. 

下學期 

$600 

 

B3 楊式太極拳(八十五式) (星期三班) 
4-3-2015至 24-7-2015 

(逢星期三)7:30 - 9:00 p.m. 

下學期 

$780 

 

本人 

1. 是學堂會員，上學期已繳交年費$50，現報讀以下收費課程 

 B1 $840  B2 $600  B3 $780 

共需繳交:(            )元 

 

2. 願意成為學堂會員，並報讀以下收費課程 

 B1 $840  B2 $600  B3 $780 

共需繳交:會員年費$50 + (            )元 = (            )元 

 

   3. 不願意成為學堂會員，但仍想報讀以下收費課程 

 B1 $840  B2 $600  B3 $780 

共需繳交:(            )元 

 

本人選擇以 支票（支票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背後寫上家長姓名及學生姓名、班別） 

      八達通付款  

 如選擇以八達通付款，請各位留意以下扣款日期: 

 

年級 P1-3 P4-6 

扣款日期(星期) 2月 11日(三) 2月 12日(四) 

 

學生姓名：                        班 別：           (     ) 電話：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