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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
第20屆畢業差遣禮暨 優質教會—
基督教教育獎頒獎典禮

彭孝廉博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

興學證基協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第20屆畢業差遣禮暨基督教教育獎頒獎
典禮將於本年12月6日（星期日）下午3時正假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
小學以勒音樂廳（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舉行，誠邀畢業同學親友、
教育同工、教牧長執及教會人士出席，同頌主恩。

嘉信主教

是屆畢業差遣禮同時亦舉行基督教教育獎頒獎典禮。基督
教教育獎乃本會最高榮譽獎，頒予對基督教教育有重大貢獻
之人士。基督教教育獎獲獎人嘉信主教（Curtis Gadson）將
向畢業生致訓詞。嘉信主教為美國洛杉磯奇異恩典事工創辦
人，1999年他被委任為加州主教，2008年被委任為牙買加
地區主教。嘉信主教關懷青年工作及社區事工，2005年他
買入現在的教會地址，開始兒童工作、婦孺庇護中心及西班
牙裔佈道事工。2014年，嘉信主教認識了彭博士後，致力
研究並推廣基督教教育。嘉信主教三十多年
獻身主的事工，雖經歷種種困難，仍努力不
懈，用信心克服困難，主賜福給他的事奉。
除嘉信主教外，黃素珍校長及梁耀權校
長亦榮獲基督教教育獎。
黃素珍校長在教育界中服務數十年，退休
黃素珍校
前任筲箕灣崇真學校校長。此外，又致力推動
長
基督教教育，歷任本會小學校長團契團長。黃校
長熱心教育工作，曾任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校
董、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校董及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校董。黃校長現任上水宣道小學校監、宣道會台山陳
元喜小學校董及筲箕灣崇真學校校董。黃校長一生獻
身教育工作，不遺餘力，殊堪嘉許。

長
梁耀權校

培育下一代
最重要的因素
要為主培育出敬虔的下一代，使他們能作基督的精兵，把
福音傳到地極，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究竟，要為主培育出敬虔的下一代，有甚麼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學校
神重視信徒按祂旨意教導下一代：「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耶穌也吩咐我
們作教導工作：「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太28:20）現今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地方是學校，學校佔有青
少年最長、最佳的學習時間，誰掌管學校教育，誰就掌管這個
世界。因此，學校教育對下一代，影響至大。

第二個因素─家庭
孩子在父母的蔭庇下成長，因此，父母是孩子第一位教
師，家庭對孩子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倘若父母的價值觀與學
校所持有的不相同，就會對孩子造成混亂，影響孩子的學習；
學校在孩子身上所付出的努力，將大打折扣。要為主培育出敬

梁耀權校長曾任匯基書院訓導主任、輔導主
任、署理校長，退休前任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
中學校長。梁校長獻身教育三十多年，曾協助創辦國際基督教
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現為該校之董事。梁校長亦熱心教會工作，為平安福
音堂長老。梁校長一生獻身事主，在教會及教育界中見證主，實為我們的典
範。

虔的下一代，學校與家長必須同心，彼此合作，互相支援，方

是屆畢業同學共有136位，其中三位完成博士課程、23位完成碩士課
程、九位完成學士課程、101位完成文憑、證書及其他課程。當中86位為國
內學員，三位為北美學員。本會董事會邀請本屆博士畢業生梁興強博士於
2016年1月起出任研究院院長。梁博士於2003年獲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哲
學博士學位，2013年投身本院為教務主任。梁博士之詳細履歷，見本報第
三版。

教會的培育，倘若他們參加的教會質素不良，對他們的成長有

本院院長彭孝廉博士期望這些畢業同學能繼續在國內外推廣基督教教
育，造福教會及社會。這是屬靈的任務，需要主內人士在禱告和經濟上的支
持。

的建立，祂應許說：我要把教會建立在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

容易有成果。

最重要的因素─教會
要把孩子建立起來，必須有教會的幫助。首先，孩子需要
很大的障礙。其次，孩子的父母也需要教會的建立，否則他們
也無能力幫助孩子成長。
由此看來，沒有良好的學校固然不容易幫助學生成長，學
生在不良的家庭環境中生活也不容易健康地成長。但要有良好
的家庭，父母及學生必須有教會屬靈的培育。耶穌也重視教會
能勝過她！故此，建立優質教會實為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不
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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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孝廉博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

優質教學的理念與研究
優質教學理念
近年來，世界各國重視教育質素，很多政府
不滿其現行質素，紛紛投入大量資源從事教育研
究，冀能改善其教育質素。教育工作者化了不少
的努力，也提出了多項改革建議。但從種種跡象
看來，教育工作者對各方面所提出的教育革新建
議並不樂觀。本人認為基督徒教育工作者應在此
時加倍研究教育，提出優良的方案，俾能造福社
會。
要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明白甚麼是優質
的教育？優質教育建立在甚麼基礎上？
不同的教育人士對以上問題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以能滿足社會或國家的需要為優質教育的標
準，有些以能滿足學生個人的需要為標準，更有
些以能滿足家長或教師的期望為標準。教育人士
對以上答案的抉擇，影響了他們的教學目的及教
學方法。
衡量教育質素最佳的標準，應當是以其能否
滿足造物主的心意，而最佳的教學法該與造物主
的心思吻合；這正如電腦的使用，必須按着電腦
設計者的心思，方為上策。今天的教育問題，不
是資源不足，也不是人力欠缺，乃是教育工作者
把教育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教育工作者在研究
教育問題時，沒有看重造物主的心意；在推行教
育時，忽視造物主永恆屬靈的目標，只以短暫屬
世之標準為依歸，這正如忽視電腦設計者的電腦
使用者，不論其如何努力，必然徒勞無功。教育
工作者不可不引以為鑑！
優質教育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造物主的心意
上。基督徒教師擁有造物主的話（聖經），在這
方面較一般教師更為優勝。聖經是造物主給人類
最寶貴的禮物，使我們曉得祂的心意。故按着聖
經立場作教學，是優質教學最佳的保證。

按着聖經立場教學
就
是
按着造物主心意作教學工作
就
是
優 質 教 學
從上圖看來，一個願意接受優質教學挑
戰的教師必須先明白聖經，按聖經立場研究
教學，方能領導其他教師完成其在這時代的
教學使命。
基督徒教師們，你願意作個專業基督徒
教師，在基督教優質教學研究上下工夫嗎？

優質教學研究
多年來，教會辦學人士多着重校舍的興
建。他們為籌建校舍，出錢出力，勞苦萬
分。到了建成美輪美奐的校舍，舉行了奉獻
典禮，就以為大功告成，額手稱慶，互相祝
賀。其實，校舍的建築只是辦學的起步，日
後如何運用校舍及設施進行教導工作，才是
辦學成敗的關鍵。因此，教會辦學團體要完
成其任務，不能忽視優質教學的研究，這樣
才能領導學校完成創校任務。至於研究的責
任誰屬？謹建議如下，以供辦學團體在改進
教學質素時作參考：

一、教師要研究基督教教育
教學工作不問而知就可肯定是教師
的責任，因此，要提供優質教學，教師
必須研究基督教教育，方能完成優質教
學的責任。教師除研讀基督教教育書籍
外，更須有系統地修讀基督教教育課
程，成為專業的基督徒教師，完成教學
任務。教師在這方面的投資是優質教學
成敗的關鍵。

二、校董也要研究基督教教育
學校的決策者不是教師而是校董，倘
若校董對基督教教育缺乏了解，將妨礙優
質教學的實施。因此，校董必須研究基督
教教育，學習如何按着聖經立場領導教師
作好教學工作。

三、校長不能不研究基督教教育
校長的任務較校董為重要，他不但是
校政的決策者，也是校政的執行者，對提
供優質教學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校
長的取向，是優質教學成敗的關鍵。校長
不但要認識基督教教育，更須有系統地深
入鑽研，俾能培訓其下屬，領導他們提供
優質教學。校長除自行選讀基督教教育書
籍外，更應計劃修讀課程，這樣才能對基
督教教育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協助教師及
校董們了解基督教教育真義，完成創校使
命。

四、家長要明白基督教教育
學生家長把子女送到學校來，接受我
們的教導，若他們不明白我們的工作，必
然使學校工作事倍功半。倘若教師與家長
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
目標一致，學生才容易適應，進步迅速。
學校應安排機會，帶領家長歸主，使他們
有從上頭而來的能力，建立他們的子女。
此外，學校應為家長編製一套基督教教育
課程，教導他們按着聖經立場教導子女。

五、學生也要明白基督教教育
學生每天接受我們的教導，倘若他們
不明白基督教教育優越之處，就不容易接
受我們的教導，使我們的工作事倍功半。
再者，當我們的學生長大後，若對基督教
教育一無所知，就無法按主的教訓教導他
們的子女，殊為可惜。故校方宜為學生製
訂一套課程，使他們對基督教教育有所認
識，不但自己蒙福，子女也蒙福。

基督教教育：

實踐主的話的教育
從最近教育官員處理學校鉛水事件以至政
府官員處理社會問題時所表現的「不誠信」表
現，讓我想起基督教教育。我們一群奉主名在
學校裏事奉主的校長和老師們，我們如何每天
實實在在的從生命裏、管理學校上和教學上實
踐基督教教育：實踐主耶穌基督的誠信？
我想起一個多年前閱讀過有關「誠信」的
故事。在結局裏那位時間老人說：「……只有
時間才知道誠信有多麼重要！……沒有誠信，
快樂不長久，地位是虛假的，競爭也是失敗
的。」
「誠信」關乎真相和誠實。這表示你所說
的就是你心中的意思，而你心中的意思就是你
所說的。主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

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
惡者。」（太5:37）。誠信假定你所說真確
的事與確實真確的事互相關聯。在一個真理似
是而非的世界，要做到這一點很困難，但對基
督徒來說，這意味着要與真理相符，因為真理
已經由神揭示出來。要值得別人的信任，內在
和外在的生命必須一致，產生可靠性和信任。
人際關係建基於信任；這些關係要求人要可
靠、可信、值得信賴。信任既是贏取得來，也
是生命的素質並且需要付出的。我們從主耶
穌基督在世時的生命裏便能體驗可謂真正的
「誠信」。「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
……」（啟3:14）「稱為『誠信真實』……」
（啟19:11）「阿們」是對人而言，「誠信真
實見證的」是對神而言，形成一對。神是沒有

梁耀權

似是而非的，祂所定的計劃必成全到永遠。基
督是「誠信真實見證的」。祂見證神的愛，見
證神的真理，見證神的榮耀與公義。為了作見
證，祂死在十字架上。神是絕對信實的，我們
相信神的人就應該效法神的信實。
我再說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裏要擁有「誠
信」素質的生命絕非易事！但我們要承認當我
們信主那刻，主已賜給了我們新的生命。這新
生命已是有主生命的素質，問題是我們是否讓
主掌管和活出來！
基督教教育就是在每天生活中實踐主耶穌
基督的話的教育。我們一群奉主名在學校事奉
主的學校領袖和老師要常常問自己：「我是否
擁有主誠信的生命素質？」

（作者為前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校長、平安福音堂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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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課程畢業生介紹
梁興強

張惠君

學
歷：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哲學博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基督教教育碩士
香港大學統計學碩士
香港城市大學文學士
英國倫敦大學理學士

學
歷：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優質教育碩士
金陵協和神學院碩士

任玉燕
學
歷：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基督教教育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學校諮詢及輔導碩士
加拿大草原神學研究院教牧學碩士
香港大學教育文憑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工作崗位：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教務主任
所屬教會：
宣道會沙田堂
畢業企劃：
基督教碩士課程研究
工作履歷：
梁興強博士現任基督教教育研究院教務主任，致力
推廣優質基督教教育，並為學校及教會提供有系統的
基督教教育培訓。梁博士曾任考評局TSA數學科試卷主
席、香港教育學院數學系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學校發展主任等。其教學與研究的領域為數學教育、教
育研究法、數據分析及統計學等。梁博士曾主辦香港數
學教育會議2000，為教育局數學創意解難比賽擔任顧
問，著書四本，並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多篇。
梁博士曾在香港中小學及大學教育學院任教逾30年，
經驗豐富，對香港教育現況及問題十分了解，一直為不
同教育中心及出版社擔任學術顧問，並曾到多間學校為
教育局進行教師培訓，推動資優教育。他亦是全國華羅
庚數學比賽（香港區）委員會委員，曾帶領香港代表隊
到海外進行數學比賽，取得佳績。
畢業感言：
感謝神讓我有十年的裝備修讀基督教教育博士課
程，讓我明白基督乃教育成功之鑰匙，並清晰確立異
象，就是培訓，培訓，再培訓，實踐基督的大使命。

黃偉東
願意透過基督教
教育，建造一個一個
讓神的靈居住其中的
聖殿，為社會及國家
預備人才，為神的國
度預備精兵，阿們。

何慧屏
感謝神讓我從聖經立
場認識優質教會及教育。
願主使用我的學習及事
奉，使我在基督大使命上
盡上自己的一分力。

所屬教會：
基督使命堂
畢業企劃：
堂校教會教導事奉

工作履歷：
張惠君老師現為優質教育工作者。曾任家鄉中學
英語教師、牧者、巴基斯坦宣教士及孤兒院教師。
畢業感言：
感謝神無盡，去私慾邪情。謝主愛浩瀚，賜喜樂
無限。萬惡為首，眾善誠當先。信中有平安。剛強不
剛愎，靈性最關鍵。胸懷天地寬，順逆皆坦然。遙望
天地外，着眼人世間。受託學經訓，教導千千萬。
福音傳地極，代代更敬虔，甘心成全人，天父最喜
歡。

工作履歷：
任玉燕傳道現任基督使命堂傳道。曾任高雷
中學教師、九龍迦南堂傳道及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迦南堂傳道。

劉永基

畢業感言：
感謝神讓我能學習明白神對教會的使命，並
如何建立信徒的生命，滿足神的心意，完成神的
託付。願榮耀歸予神！

感謝主帶領我進修基督
教教育，讓我明白如何效法
耶穌基督，建立學生成為基
督精兵。願主堅固我，使我
在不同崗位都能作個敬拜神
愛人的好老師。

Tania Natasha Claypole

The course lets me think of
education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not just how to teach our students in a
biblical way, but also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parties in it. How different
parties work together is very important,
the role of schools, parents, teachers,
students etc. It is a good reminder.

鄺國燊

I have learned that
the Words of God is the
power of life changes.

何少燕
《聖經》的價值無與倫
比，它是天父所賜的最佳教育
指南。按着聖經立場作教導，
把聖經的真理植入孩子的心，
讓孩子認識神，得救恩，這才
是真正的優質教育。

何志麟
感謝天父為我安排這個課程，讓我清楚
知道教導的目的及方向。雖然我不是老師，
但我是一位父親，我學會了如何教導孩子，
讓他們有正確的方向，做神所喜悅的事！

郭芳芳

這次的學習讓我看到了主內教育的美好，也讓
我感受到全人教育的迫切需要。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很多，但是神已經向我們顯現了最好的，我們怎麼
能不抓住祂的應許服侍和生活？那些在優質基督教
教育上全心付出的老師和同工們，感謝你們！

感謝天父，給我優質教育的異象。
兩年優質教育的學習，主賜給我能力，
使我看到教育的曙光，我立志將我的餘
生奉獻於優質教育聖工之中。將榮耀歸
給主！阿們！

非常有幸參加基督教優質
教育學習，更堅定了我們走
基督化教育道路的心志。希望
自己先從家庭開始建造自己和
孩子的屬靈生命，用自己的生
命影響孩子，在靈性上多下工
夫，無愧主的囑託！

工作崗位：
基督使命堂傳道

畢業企劃：
優質教會的拓展

柳黛

程啟獻

唐立民

工作崗位：
國內教牧

透過老師的教導使我明白原來合
神心意的教育是基督化優質教育，這
樣的教育是當今時代所不可或缺的，
今日的教會需要推動基督化優質教育
的發展。本人的心願是希望能夠繼續
深入學習和研究及實踐基督化優質教
育，共同塑造合神心意的下一代！

黎浩昌
初報課程時，我們教
的學生是小四，現在我畢
業，他們已經是大學三年級
了。衷心多謝恩師教導，讓
我看重基督教教育，盼能多
結果子，榮神益人。

林加盛
謝謝彭牧師在屬靈上的帶
領，提升了我委身的心志。在
基督化教育的團隊裏，看到這麼
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他
們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用生命服
侍眾人，對我無不激勵！感謝主
使用我成為祂的器皿，我願侍
主，傳道教導，完成使命。

連傑
感謝神的帶領和引導很快地完成近兩年多的學
習，在此收穫大大。感謝導師們的付出及愛，在你
們身上看到主耶穌的樣子，使我們被激勵做服侍教
會幼童的工作。榮耀歸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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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簡 訊

2015-16 年度下學期課程簡介

本會董事龐劉湘文女士榮獲2015香港人道年獎，
謹此致賀。願主賜福她的事奉。

研究院課程專為中小學、幼稚園教育同工、大專院校同學、教會同工、家長以及對基督
教教育有興趣之人士而設，旨在提供按聖經立場而建立之教育理論與實踐訓練，使學員能按
主心意作教育事奉。本年度下學期開設課程如下，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

本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將於2016年3月13日（星
期日）下午舉行籌款步行，歡迎偕同親友出席，支持
研究院工作。

進修優質基督教教育

恆常課程
星期三

星期二
幼兒行為觀察與紀律＊
蘇桂芳博士
2016年
3月1, 8, 15, 22日

聖經中的教育原理
(書信篇)
梁興強博士
2016年
3月1, 8, 15, 22, 29日
4月5, 12日

作個專業基督徒教師

新約研究
黃庭得牧師
2016年
3月3, 10, 17, 24, 31日
4月4, 14日

家長學堂課程 (2)：
幸福家庭如何建？
羅秀賢博士
2016年
4月6, 13, 20, 27日

聖經中的父母觀＊
王梅玉萍博士
2016年
4月7, 14, 21, 28日

教師個人靈命成長
黃庭得牧師
2016年
5月5, 12, 19, 26日

星期六
如何作個合神
心意的父親？❖
羅秀賢博士
張達明律師
2016年
1月16日; 2月20日
3月19日; 4月16日
5月14日; 6月18日
下午3:00-5:00
教會教育的革新#
彭孝廉博士
任玉燕傳道
2016年
3月26日
上午9:00-下午5:00
教育工作領導研究
彭孝廉博士
2016年
6月11日
上午9:00-下午5:00

子女教育：
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
羅秀賢博士
2016年
6月2, 16, 23, 30日

特別課程
優質校政研究
鄭建德校長
2016年7月18, 19日 (星期一至二)
上午9:00-下午5:00

基督教教育導論＃
梁興強博士
2016年7月19, 20日 (星期二至三)
上午9:00-下午5:00

美藝創意教學法
余劉少芬女士
2016年8月5, 6日 (星期五至六)
上午9:00-下午1:00

上課時間： 晚上7:00-9:30（除特別註明外）
上課地點： ＊興學證基協會尖沙咀辦事處（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4字樓）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215室或310室（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
			
❖協和小學全方位資源學習室（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1B）
			
其餘科目在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圖書館（九龍大坑東棠蔭街5號6樓）上課
● 詳細課程資料備索，查詢請電2788 1566，或可瀏覽www.sfchk.com下載
●
●

基督教教育文憑密集課程（R9）
目的： 此課程為基督徒教育同工而設，使他們能於暑期專心學習基督教教育，俾能更新教育
事奉方向，在教育崗位上更有效地事奉主。
對象： 所有基督教教育同工
講師： 彭孝廉博士及其他同工
日期： 2016年7月21,22,23,25,26,27,28,29,30日
時間： 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310室（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
內容： 1、教學工作研究（R2） 2、輔導工作研究（R2） 3、福音工作研究（R2）
4、學會學習研究（R2） 5、教師個人靈命成長（R1）
學費： 未持學位者$2,620，持學位者$2,890
查詢： 2788 1566梁博士／陳小姐
備註： * 欲報讀此科必須先修讀基督教教育概論／導論。
* 此課程以粵語授課，有需要以普通語或英語授課的學員，請與本院聯絡。
* 欲修讀此課程，必須出席2016年7月30日（星期六）下午2:00-5:30「基督教優質
教育事工分享祈禱會暨校友重聚日」。

基督教優質家庭教育中心主辦

籌款步行

教師職前講座
星期四

優質教會研究─
理論與實踐＊
彭孝廉博士
梁興強博士
2016年
3月2, 9, 16, 23, 30日
4月6, 13, 20, 27日
5月4, 11, 18, 25日
6月1, 8, 15, 22, 29日

幼兒教學工作＊
蘇桂芳博士
2016年
4月12, 19, 26日
5月3, 10, 17 , 24日

恭賀龐劉湘文董事獲獎

子女教育系列課程

一個專為父親開設的平台：「爸爸加油平台」

目的： 提供一個讓爸爸們分享「家長教育」心得及經驗的平台，讓不同界別的父親可互相探討、
交流，藉此激勵父親重拾教導孩子的責任，在主裏同心建立優秀的下一代。

子女教育系列（I）─父親教育課程

子女教育系列（II）─父親教育課程

2015年11月21日、12月12日
2016年1月16日、2月20日（星期六）

2016年3月19日、4月16日、5月14日、
6月1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5:00
地點： 協和小學（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1B）
講員： 羅秀賢博士、張達明律師及優質家庭教育中心關注父親教育團隊
費用： 每系列課程$100
對象： 父親、家教會主席或成員、教育工作者及有志從事爸爸事工人士（此課程只適合男士參加）
報名： 請電2788 1566羅博士

本會教師就業服務部將於2016年4月30日（星期
六）下午2:30在尖沙咀辦事處舉辦中小學基督徒教
師職前教育講座，旨在幫助基督徒教師認識基督教教
育，作好準備，及為基督教學校啟迪有理想之基督徒
教師。報名費用為50元（本會會員免繳報名費）。
歡迎各校推介初入職教師參加。查詢或報名留座，請
電2368 0166丁太。

優質教育事工分享祈禱會暨校友重聚日
基督教優質教育事工分享祈禱會暨校友重聚日將於
2016年7月30日 (星期六) 下午2:00-5:30假國際基督教
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小教堂 (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
號) 舉行，請預留時間出席，共同為下一代守望。

歡迎參與優質教會建立計劃
本會及粉嶺優質生命堂計劃於本會尖沙咀辦事處 (聖
安德烈基督中心4B) 建立證基優質家庭教會，實踐傳道
與教導之大使命，歡迎有感動之主內兄姊共同參與。該
會將開設課餘興趣班及自學園，查詢請電2368 0166蘇
博士。此外，本會亦協助本屆基督教教育研究院畢業生
周怡豪傳道於美國洛杉磯黑人區建立教會、培訓中心及
兒童工作，敬請代禱。查詢請電2788 1566梁博士。

同工例假

2016年2月9-13日
（星期二至六）為本
會同工農曆新年例假，屆時本會將停止辦公。
2月16日（星期二）將照常服務，敬請留意。

興學證基協會基督教優質家庭教育中心 主辦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協辦

第11屆優質家庭教育研討大會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
不偏離。」（箴22:6）
目標： 認識基督、明白真理、幫助家長為子女獲
取優質學校教育及建立良好家庭環境
日期： 2016年1月9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 -5:30
主題： 教子有方嗎?
地點：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學校村）
鑽石山地鐵站C出口荷里活廣場巴士總站乘19M小巴（學校村下車）

對象： 家長、教育工作者及有志家長教育工作之人士
費用： $50（包括報名費及茶點，集體報名10位
以上8折優待，即每位$40）
程序： 唱詩、見證、信息及多項專題研習
（大會不設兒童照管服務）
★大會信息： 萬廣祥牧師（匯基堂顧問牧師）
★見證嘉賓： 蔣麗萍小姐（資深講員，經常被教會
邀請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各地，
如美加、澳紐等作見證分享講員）
★專題研習（可自由選擇其中一組）：
1 一生最美麗的祝福 蔣麗萍小姐（資深講員，經常被
教會邀請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海
外各地如美加、澳紐等作見證分
享講員）
2 起跑線論輸贏？

羅秀賢博士（基督教優質家庭教
育中心主任)

3 面對跨性別表現的 康貴華醫生（誠信醫療中心）
兒童，老師和父母
應如何關顧？
4 孩子行為問題背後 何仲廉博士（註冊心理學家）
的原因
5 如何引導孩子走當 張達明律師（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行的道？
首席講師暨臨床法律教育課程總
監，優質家庭教育中心關注父親
教育團隊召集人）
6 慧眼識資優，陶造 余古少賢女士（註冊教育心理學
展才能
家，香港理工大學榮休助理教
授）
7 教養兒女的祕訣

曾雪麗校長（曾雪麗禮儀學校）

報名：請電2788 1566羅博士

先到先得，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