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職教育課程不設九五折，一切
所繳費用，恕不退回。

「家長午間特訓班」如何
訓練孩子的自律性「抄齊、
帶齊」及「自己完成」功課 
暑假，是讓孩子裝備的好時機；新學年，則是孩子實踐守規的

起始點。

本課程透過實際生活情境，讓家長認識如何培養孩子的「學習

動機」及「責任心」，與及推動孩子「自動自覺」及「自己完成」

功課的措施及技巧，包括：

•	 家長與孩子的角色、責任與態度

•	 孩子作息規矩及時間表

•	 獎罰制度及措施		

•	 個案分享及技巧實踐練習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150617 14/06-05/07 4 三 1:00pm-2:00pm

導　　師：Ms.Auntie	Cherry( 親子教練 / 兒童發展培訓導師 )

費　　用︰會員 $500										非會員 $570

對　　象：幼稚園及初小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12 人

家長教練
（Parent Coaching）
技巧培訓坊
「摟計」、「發脾氣」、「坐唔定」、「叫唔應」、「講唔聽	

…	究竟父母應如何管教，才能有效地令孩子合作？而又不失親

子關係？

本課程把教練學（Coaching）應用於父母教養子女上，透過以

同理心去了解孩子的行為，讓家長檢視、復修及重建出一套有

目標、可實踐、而對孩子又恰到好處的「有效管教模式」。

父母是孩子第一位老師，也是陪伴孩子成長的人生導師，就讓

我們一同來成為孩子的「親子教練」！

課程內容：

1.	家長教練的理念和原則

2.	家長教練 vs 父母角色

3.	推行親子教練的元素與技巧

4.	模擬及示範教練模式和過程

5.	案例分享及實踐練習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90717 21/07-11/08 4 五 7:30pm-9:15pm

導　　師：Ms.Auntie	Cherry( 親子教練 / 兒童發展培訓導師 )

費　　用：會員 $690										非會員 $76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備　　註：鼓勵父母一同參加，夫婦同時報讀可享有 9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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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長」「父母」
的最強力量 Group Coaching
小朋友的功課成績好，就是我的快樂源泉？小朋友是我全部？

但小朋友為何這麼會容易發脾氣？總是不聽教？我的心情總是

很沉重，壓力大放鬆不了的時候，小朋友便更加情緒失控，懷

疑小朋友是否有問題？「過度地活躍？自閉？」好想有人幫忙，

到底如何是好？其實首先最好的人選是自己，而且最大的能量

去做到都是你們自己！

每節大家有分享，有靜觀，有互相啟發，目的令大家感到自己

的能力是無限的，開心地生活只在乎自己！

這工作坊「了解」是一個給自我空間與自己對話：

導師會引導參加者自我對話協助每位：

-	了解需要正視的問題

-	為自己建立一個對小朋友成長的短期目標

-	為自己個人提升建立目標

-	建立如何達到目標的方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70717 24/07-07/08 3 一 7:15pm-8:15pm

導　　師︰Ms.Mandy((英國授權的Mini	Me	Yoga	大使，兒童瑜珈導師，

Life	Wellness	教練	accredited	Coaching	certificate)

費　　用：會員：$600										非會員：$670

對　　象：家長	( 正在找方案去照顧特別需要的小朋友 )

名　　額：8 人

「小一面試」及「面試
Portfolio 如何製作」家長工作坊
講者一一為大家拆解！

1. 教導家長如何幫助升小一學生自製一本有質素而又獨一無二

的 Portfolio

2. 嚴選放入Portfolio的物資 (內容？結構？厚度？相片？獎項？ )

3. 拆解當中的問題 ( 厚就是好？多就是勁？ )

4. 自薦信注意事項及格？

5. 面試技巧應注意甚麼？

6. 衣著？對答？

7. 試前如何準備？

8. 面試陷阱如何避免？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190617 21/06 1 三 	7:15pm-9:1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任 Band1 教師及中

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200										非會員 $27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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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me yoga」如何發展
兒童正念人生的家長訓練工作坊
現代的家長們或許時常會感到疑惑為什麼小孩們那麼情緒化，

遇到困難便放棄？想為小朋友們建立一個正念人生，能運用正

面思考能力，懂得如何管理情緒和處理壓力？ Mini	Me	Yoga	

已經在歐洲 25 個國家受到各家長及學校老師認同大受歡迎！

課程目的：

-	提供家長去帶領小孩用簡單 15 分鐘瑜珈於日常生活習慣中

-	正念去如何感覺身體，表達情緒

-	小孩們相處時能互相尊重

-	從小幫助心靈發展，影響深遠

家長會學習到 7 個步驟的做法及詳細講解：

-	由瑜珈動作，

-	放鬆呼吸法，

-	"Magick"	水，

-	靜心 Mandala 活動等

-	相信工作坊的過程，參加者們也獲益！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60717 10/07 1 一 7:15pm-9:15pm

導　　師︰Ms.Mandy	(英國授權的Mini	Me	Yoga	大使，兒童瑜珈導師，

Life	Wellness	教練 )

費　　用：會員：$550										非會員：$620

對　　象：幼兒至 8 歲的家長或從事幼兒教育工作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8 人

備　　註：參加者可獲一套英國製造的証書「Mini	Me	Yoga 咭」教材，

及每月Mini	Me	Yoga	，英國總部的資訊（需要提供電郵地址)

New

九型人格全接觸家長講座
利用「九型人格」了解孩子的本質，從而因型施教，讓家長與

孩子都活得自在，減少不恰當的家庭糾紛。

九型人格學是一門具科學性、實用性和系統性的工具，並在

1995 年史丹福商學院列為工商管理之進修課程。

父母愛子女之心無容置異，而培養子女之最佳方法就是明白子

女的內心世界，對症下藥，因“型”施教。

九型人格學是一門直接了解子女性格的學問，並以清楚簡單而

有效的應用辦法，讓子女培養出新的個性和快樂的人生，促進

親子之間關係。

課程內容：
1. 性格是天生還是後天形成的？
2. 九型人格初探
3. 九型人格孩子之親子管教及要點
4. 個案分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30617 27/06-04/07 2 二 	7:15pm-9:15pm

導　　師：文正康先生	( 高級 NLP 培訓專業導師 )

費　　用：會員 $390										非會員 $46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12 人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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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測卷及實用文 - 家長班
讓家長探究中文測卷及實用文寫作的當中結構及答題技巧，導

師更會講授應試攻略及學生在當中遇到的困難，令家長更容易

跟子女溫習。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290717 12/07 1 三 7:15pm-8:4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在中小學任教中文

科十多年及中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對　　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Let's Teach「Phonics」 
Together!   
學英文拼音只是小朋友的專利 ?	其實家長們也很有需要的。因

為家長就是孩子們的最佳教練了，只有你們才能 Practice	makes	

Perfect。本課程深入淺出介紹拼音的法則；此外也會分享教授

拼音的方式和小朋友學習拼音所面對的困難，通過一系列的分

享和練習，令家長更有效地協助孩子們學習語言和拼音。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240617 27/06-11/07 3 二 7:15pm-9:00pm

導　　師：Ms.	Jennifer	Ma	( 認可拼音證書資格，碩士時修讀研究英文

語音學課程 )

費　　用：會員 $510										非會員 $58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備				註：修讀此課程後，可延續報讀進階版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進階版 
感謝家長們對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的支持，聽取家

長們的意見後，均認為內容豐富但練習及分享時間不太足夠，

有見及此加推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進階版 '，升級內

容讓家長有實踐和應用 phonics 的機會，手一起指導小朋友

享受學習 phonics 的 process 和 performance，真正體驗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250717 25/07-08/08 3 二 7:15pm-9:00pm

導　　師：Ms.	Jennifer	Ma	( 認可拼音證書資格，碩士時修讀研究英文

語音學課程 )

費　　用：會員 $510										非會員 $580

對　　象︰ 1. 有基礎認識 Phonics 的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2. 曾或修讀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的家長

Let's Teach「 English 
Reading」 Together!  
要學好語言和拼音，除了有啟發性的老師外，家長就是孩子

們的最佳教練了，因為只有你們才能將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反應熱烈，再推出 Let’s	Teach	

English	Reading	Together!	讓家長掌握教小朋友閱讀理解的技

巧，從幼兒的課外閱讀至中學閱讀理解，深入探討；此外也會

分享教授解題方式、相關文法重點和小朋友做閱讀理解時的困

難，通過一系列的練習和選材，令家長更有效地協助孩子們學

習英文閱讀。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310817 15/08-29/08 3 二 						7:15pm-9:00pm

導　　師：Ms.	Jennifer	Ma	( 擅長文法及寫作技巧，碩士修讀英文寫作

教學法 )

費　　用：會員 $510										非會員 $58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中文閱讀理解拆解班 ~
家長也閱理
很多學生不懂如何做閱讀理解，因而在測考失分，家長應該如

何處理？此講座拆解閱理問題，教授當中技巧，讓家長也能幫

助孩子提升閱理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330717 26/07 1 三 7:15pm-8:4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在中小學任教中文

科十多年及中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對　　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中文寫作拆解班 ~ 家長也作文
作文是普遍學生較難掌握的一科，取分不高，應如何入手？此

講座解構如何提升作文能力，授予方法，從而提升技巧，令家

長成為孩子的最佳幫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340817 09/08 1 三 	7:15pm-8:4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在中小學任教及中

文科十多年及中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140										非會員 $210

對　　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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