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聯會 T Club 到校家長講座 
 

免費題目 (學校免費參加) 
1. 參與人數：幼稚園優先考慮參與人數在 10 人或以上的學校。中學、小學、特殊學

校優先考慮參與人數在 20 人或以上的學校。 

2. 講座介紹資料請見附件一。 

主題 時間 講者 

1. 專業幼兒家長講座系列公益講座：不打不

罵，如何讓孩子聽話？（適合幼稚園申

請） 

1.5 小時 
麥煒堯先生  

或 其培訓導師團 

2. 「動物覓趣」學校講座（適合幼稚園及小

學申請） 
1.5 小時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3. 如何在校園上應用調解技巧？ 2 小時 
林寶淇小姐/何鉅慶先

生 

 

專業幼兒家長講座系列題目 

1. 費用： 

◼ 由學校付費：每場講座 $2,500。參與人數不限。 

◼ 由家長付費：每位家長費用由學校設定。總數滿$2,500 或以上即可參加。 

2. 適合幼稚園申請。每場講座 1.5 小時。 

3. 講座介紹資料請見附件二。 

主題 時間 講者 

1. 活用腦科學，孩子成功的秘密 

1.5 小時 
麥煒堯先生 

或 其培訓導師團 
2. 釋放聰明 DNA，塑造聰明孩子 

3. 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熱誠？ 

 

 



其他收費題目 
1. 費用： 

◼ 由學校付費：每場講座 $3,000。參與人數不限。 

◼ 由家長付費：每位家長費用由學校設定。總數滿$3,000 或以上即可參加。 

2. 講座介紹資料請見附件三。 

主題 時間 講者 

1. 痛症紓壓工作坊 

2 小時 

林忠良教練 (Jay Lam) 

2. 泰拳基本技巧工作坊 林啟成教練 

3. 五常痛工作坊 (肩、頸、腰、臀、膝) (40 人

以上，價錢另議)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4.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林文輝師傅 

5. 五行太極工作坊 

6.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廖偉雄師傅 

7.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工作坊 註冊物理治療師 

8. 從中國近代史看國慶 70 周年 胡少偉博士 

 

如  貴校有意申請上述專題講座，煩請填妥附頁申請表，於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

以電郵 (電郵地址：school@hkfew.org.hk) 、WhatsApp（5392 7419）或傳真（傳

真號碼：2770 5442）交回本會。本會在收到申請表後，將盡快安排專人致電  貴校進

行確認及落實安排。成功報名會以電郵通知。查詢請致電 2363 1223  (WhatsApp:  

5392 7419)；電郵：school@hkfew.org.hk。 

 

備註： 

1. 如有需要，每位參加者可獲發證書。 

2. 專題講座日期：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3 如需付款，請以支票形式付費。支票抬頭請寫上「教師俱樂部(教聯會)有限公司」。

4. 如時間需微調，可於「備註」中說明。 

5. 本會保留活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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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lub 到校家長講座申請表 (2018-20 年度) 

 

學校名稱：  

講座地址：  

聯絡老師姓名：  手提：  

電郵地址：  

 

口 免費題目 (學校免費參加) 選擇 

(可選多項) 

1. 專業幼兒家長講座系列公益講座：不打不罵，如何讓孩子聽話？  口 

2. 「動物覓趣」學校講座 口 

3. 如何在校園上應用調解技巧？ 口 

  

口 專業幼兒家長講座系列題目               口 由學校付費      口 由家長付費 

4. 活用腦科學，孩子成功的秘密 口 

5. 釋放聰明DNA，塑造聰明孩子 口 

6. 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熱誠？ 口 

  

口 其他收費題目                           口 由學校付費      口 由家長付費 

7. 痛症紓壓工作坊 口 

8. 泰拳基本技巧工作坊 口 

9. 五常痛工作坊 (肩、頸、腰、臀、膝) (40人以上，價錢另議) 口 

10.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口 

11. 五行太極工作坊 口 

12.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口 

13.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工作坊 口 

14. 從中國近代史看國慶70周年 口 

 

預計參與家長人數：___________ 人) 

講座日期及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附件一：免費題目 

(學校免費參加) 
 

不打不罵，如何讓孩子聽話？ 

內容： 

有研究發現，被打罵的小朋友，比一般的小朋友，智力商數(IQ)平均會低

5 分！那麼，不想打罵子女，又想小朋友聽話，有什麼好方法？ 

導師介紹： 

麥煒堯先生 或 其培訓導師團 

麥先生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聯絡總監、廣東省企業培訓研究會理事、

英國諾丁漢大學心理學碩士。曾為「優質教育基金」：eParent 網上家長學院的

計畫主任。他編寫的 4 個課程，包括「家長培訓師課程」(國家版權局登記號：

粵作登字-2019-A-00000168)，獲廣東省版權局發註冊認證。 

 

如何在校園上應用調解技巧？ 

內容： 

調解教育可透過其技巧元素應用在教學上，發揮特殊功能,讓每個人成為

更好的溝通者, 可應用在日常生活溝通，更有效地理解他人。調解教育可通過人

與人之間傳遞訊息，提供新思路和明瞭彼此的觀點及訴求，經過思考及運用同理

心，幫助解決分歧，讓各方成為更好的溝通者、更多創意、更多關心他們的朋友，

師長 ,家庭成員和社會，尋求更好的方式來理解和管理我們的生活。調解教育創

意互動研討會重點: 

1. 香港調解條例 

2. 調解程序六部曲 

3. 現場個案角色扮演展示（Role play） 

4. 調解問題技巧示範 

5. 調解技巧在課堂上發揮其功能 

6. 如何建立和諧校園及社會 

導師介紹： 

林寶淇小姐  調解先導計劃策劃總監及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註冊調解

員 



何鉅慶先生  首席顧問 - 國際專業爭議解決代理人、國際認可專業調解

員及仲裁員 

 

「動物覓趣」學校講座 

內容： 

此講座讓參加者探索本地野生動物的奧秘。透過講座學習動物的生活習性，

從而增加對香港本土野生動物及其保育工作的瞭解。 

導師介紹：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於 1956 年成立，當年的目標是向貧苦農民提供

農業輔助，幫助他們自力更生。從 1960 年起，透過植林、樹林的自然生長和防

治山火的工作，本園已轉變成主題植物園。從前一片貧瘠的灌木林，現在已變成

茂盛的樹林，供遊人參觀及欣賞。 

 

 

附件二：專業幼兒家長講座系列題目 
 

活用腦科學，孩子成功的秘密 

內容： 

想小朋友聰明一點？專注力高一點？情緒好一點？近代的腦科學研究，讓

我們更瞭解如何從生活教育中，令孩子更聰明、更專注、情緒更穩定。 

 

釋放聰明 DNA，塑造聰明孩子 

內容： 

DNA 除了作為細胞複製的藍本，現代的研究更發現，只要配合適當的培

育方法，小朋友的聰明 DNA 更可以被釋放出來。想知道如何釋放聰明 DNA 嗎？ 

 

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熱誠？ 

內容： 

要小朋友愛學習、會學習、懂學習，有什麼應該做，有什麼不應該做？如

何推動正面行為？如何避免壞腦活動？如何選校？ 

 

導師介紹： 



麥煒堯先生 或 其培訓導師 

同上 

 

附件三：其他收費題目 
 

痛症紓壓工作坊 

內容： 

家長每日面到不同的壓力，如何透過痛症不求人方案，60 秒調整姿勢呼

吸及伸展肌肉，紓緩肌肉痛症及心理壓力。 

導師介紹： 

林忠良教練 (Jay Lam)   全港首位考取澳洲運動復康教練全部課程資

格的適體能教練，多年來專注處理運動創傷後的復康訓練，透過與物理治師的合

作，為不同學員制定復康訓練計劃。 

 

泰拳基本技巧工作坊 

內容： 

1. 學習基本的泰拳動作，拳、腳、肘、膝的運用 

2. 主旨宣揚泰拳運動，令大眾認識泰拳的樂趣及好處。適合男女老

幼，尤其針對少運動的都市人，循序漸進教學，減肥修身或比賽挑

戰自我皆可。 

3. 鍛鍊我們的意志力，增強心肺，身體協調，令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訓練包括個人反應，強化肌肉，改善身形，消脂減肥

等，最重要是學習拳擊中那份堅毅不屈的精神。在泰拳運動中把生

活上的壓力打出來，令自己心身更健康。 

導師介紹： 

林啟成教練  香港泰拳持牌教練；泰國頒發國家教練証書認可組織： 

1.BORAN 聯合會（WMBF）  2.世界 MUAYTHAI 組織（WM0）  3.KRU 

MUAYTHAI 協會（KMA） 

 

物資預備:參加者請自備毛巾，水及穿著鬆身舒適衣服。 

 

五常痛工作坊 



內容： 

教師課務重，工作時更需要長期站立，容易形成頑固痛症，而肩、頸、腰、

臀、膝等痛楚則最普遍。本工作坊將講述五常痛的成因，並介紹舒緩方法及肌肉

伸展動作。重點:  

1. 深層肌肉伸展有效刺激迷走神經，有助改善情緒恢復，改善睡眠質素。  

2. 全幅度中强度伸展有利血液循環，肌肉代謝回復正常，減少缺氧問題。  

3. 針對性部位的伸展動作，有效改變過緊的筋肌，恢復關節穩定性，減少關節痛

症。導師介紹：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是一所推動伸展運動生活、訓練伸展導師及伸展治療

師的非牟利機構。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內容： 

易筋經是少林寺入門基本功，按人體筋脈以內氣伸展，達至強壯五臟六腑、

氣血和暢，收到筋長一寸，命長十年的健身效果。本工作坊精選其中四式，針對

城市人多用電腦及手機，常見肩頸痠痛，腰背疆硬的疾病而編制教授。此功法由

少林寺武僧釋行者大師南下推廣傳授，功法純正，健身療效顯著。 

導師介紹： 

林文輝師傅  是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的入室弟子，已有四十年教授太極拳

的經驗。他應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巿邀請，按中醫五行學說、依人體五臟六腑、

氣血及天地人五行相生相克的概念,編制了一套 五行太極，有促進健康和技擊作

用,適合任何年齡和體質的人士練習。 

 

五行太極工作坊 

內容： 

通過五行太極四式的練習，瞭解中國文化及太極拳的關係，達致強身健體

及舒緩壓力的功效。 

導師介紹： 

林文輝師傅  見上文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內容： 

1. 基礎少林功夫及少林傳統熱身操 



2. 少林養生氣功 

3. 日常經絡保健推拿法 

4. 功效：強身健體，舒緩壓力 

導師介紹： 

廖偉雄師傅  23 年武術教學經驗。香港少林武術協進會主席、2003 年

開始跟隨少林寺釋廷弘師傅學習少林文化及武術、曾於少林寺羅漢院及達摩院修

煉、香港教練培訓計劃一級教練員。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講座 

內容： 

1. 常見問題及症狀、成因 

2. 預防及舒緩教師職業勞損的方法 

導師介紹：  

註冊物理治療師 

 

從中國近代史看國慶 70 周年 

內容： 

1. 從近代史看民族苦難 

2. 由反帝反封建到立國 

3. 改革開放使中國人富起來 

4. 國慶 70 周年看中華民族復興夢 

導師介紹： 

胡少偉博士   先後獲得柏立基教育學院教師證書、香港中文大學兼讀學

士(小學教育)、香港大學教育碩士(教育社會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博士(比較教

育)。早年任教於香港小學，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香港教師中心學報

副主編、香港教育行政學會副主席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義務秘書等專業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