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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課程發展部-情意教育部 親子平衡活動 

提升資優兒的心理健康 

日期和時間 場地 培訓對象 

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 正午 12:00  

（共兩小時） 

沙田沙角邨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105 演講廳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學術課程發展部小學學員及 

其家長 

 

程序表 

時間 程序 講者 

9:30 – 10:00 簽到 

10:00 – 10:05 歡迎辭  吳大琪教授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 

 
 

10:05 – 11:05 專題演講 

提升資優兒的心理健康 

 

陳蘇陳英女士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國際社家庭學院服務總監 

資深心理輔導員及家庭治療師 

11:05 – 11:10 小息 

家長分組論壇 

11:15 – 12:00 1 資優兒家庭的正面管教 程永德先生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教育心理學家 

 

2 資優兒的挑戰：作為父母如何

處理壓力？ 

冼可琳女士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高級輔導主任 
 

學生分組論壇 

11:15 – 12:00 1 讓我自由！ 李雅慧女士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輔導主任 

 

2 培養自強能力：你有正確的

「心態」嗎？ 

 

名額已滿 

 

周美玲女士 

教育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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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 提升資優兒的心理健康 

時間 ： 上午10:05 –上午11:05 

講者 ： 陳蘇陳英女士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國際社家庭學院服務總監 

資深心理輔導員及家庭治療師 

課程內容 

 

 

： 資優兒和他們的家人面對許多挑戰。本課程旨在幫助這些兒童和家長了解如何促

進資優兒的心理健康，這對其學業成績和生活適應皆非常重要。講者亦會指導家

長和子女採用提升資優兒心理健康的方法，讓這些兒童學習以理性客觀的態度處

事，不再憑情緒和衝動行事，同時能表達個人觀點，並與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課程目的 ： 完成此課程後，家長應能： 

1. 了解焦慮作用和一體性與個別性的力量對資優兒的情緒心理健康所產生的影

響； 

2. 辨別關心子女和擔心子女的分別，了解擔憂的不良影響，開始嘗試不必擔心

孩子； 

3. 認識彼此情緒的相互影響，從而減少指責，避免過分著意對方的問題； 

4. 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尤其在感到壓力的時候。 

 

參加此課程後，子女應能： 

1. 認識焦慮對其行為的影響； 

2. 認識良好的功能模式（情緒自主）； 

3. 認識自己在與人相處時所扮演的角色，從而減少指責別人； 

4. 學習管理其情緒反應，尤其在感到壓力的時候。 

課程大綱 ： 

 

1. 關心與擔心──有什麼分別和影響？ 

為人父母，你想關心子女還是擔心子女？ 

為人子女，你想父母關心你還是擔心你？ 

2. 你喜歡或想要有怎樣的孩子？/你想做怎樣的孩子： 

a) 聽教聽話  b) 反叛  c) 情緒自主 

3. 影響兒童情緒心理健康的兩個因素： 

- 焦慮 

- 一體性力量和個別性力量 

4. 相互影響 一 我們如何在情緒上影響他人，及留意我們各人所參與的部份； 

5. 管理我們的情緒反應，對自己負責。 

  



 

Page 3 of 6  

講者介紹 ： 陳蘇陳英女士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國際社家庭學院服務總監 

資深心理輔導員及家庭治療師 

陳蘇陳英女士畢業於香港大學，考獲社會科學學士(心理學及社會工作)，其後負

笈多倫多大學取得教育碩士(諮商及輔導)。她亦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博域家庭

研究中心」修讀「博域家庭系統理論及應用」深造課程五年和家庭硏究導修課程

兩年，並曾在加拿大溫哥華 Pacific Coast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Association 修畢

為期兩年的家庭系統治療專科文憑課程。她是註冊社會工作者，於香港大學社會

工作及社會行政系擔任榮譽助理教授及輔導實習課程導師，並為香港專業輔導協

會的副院士和認可督導。 

陳蘇陳英女士擁有超過二十年豐富經驗，在香港和溫哥華兩地提供個人心理輔

導、家庭治療和專業培訓。她擅長處理親子關係、子女教養、兒童及青少年情緒

行為、個人情緒、婚姻、婦女自身、性困擾、喪失與哀傷、抑鬱及文化適應等問

題。她經常為專業社工、教師及家長提供培訓，積極促進親子關係和家庭情緒健

康。她致力於輔導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運用「博域家庭系統理論」，並根據此理論

策劃了「平靜安穩家長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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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分組論壇 

時間 ： 上午 11:15 – 中午 12:00 

 

分組論壇 1 ： 資優兒家庭的正面管教 

 

講者 ： 程永德先生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教育心理學家 

 

課程內容 ： 1. 識別資優兒家庭的溝通與關係問題； 

2. 了解出現管教問題的原因及如何減少家庭壓力； 

3. 運用有效策略，以促進親子溝通及建立更健康的親子關係。 

 

講者介紹 ： 程永德先生於香港和澳洲均獲得註冊心理學家資格，現職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

心理學家，以學生、家長及教師為服務對象，擔任講座和工作坊講者，並提供心

理評估、諮詢與輔導服務。他在學生行為改進課程方面亦具備豐富經驗。程先生

在澳洲受訓期間，曾於蒙納殊醫療中心發展障礙診所（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linic of Monash Medical Centre）和十多間中小學，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和行為問

題的青少年和兒童提供教育心理服務。 

 

分組論壇 2 ： 資優兒的挑戰：作為父母如何處理壓力？ 

 

講者 ： 冼可琳女士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高級輔導主任 

 

課程內容 ： 1. 識別管教資優兒壓力的來源； 

2. 提升處理資優兒的挑戰之能力； 

3. 掌握實用策略以克服管教壓力並建立正面幸福的家庭生活。 

 

講者介紹 ： 冼可琳女士持有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榮譽）學士學位及香港中文大學學校諮

商與輔導碩士學位。她為美國註冊遊戲治療師（Theraplay®  Therapist）、註冊社

工以及香港專業輔導協會和美國遊戲治療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lay Therapy）

的會員。她亦取得由美國諮商師認證委員會（NBCC）的認證與教育中心（CCE）

認證的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資格。  

 

冼女士從事家長和兒童服務已逾十載，在過去十年處理超過百宗資優兒與特殊需

要兒童的個案，並舉辦了多個家長教育課程。她曾於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訓

練中心擔任中心主任，並於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擔

任兼任講師/導師。她現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高級輔導主任，為資優生及家長提

供情意教育課程，包括講座﹑工作坊及親子小組，並提供諮詢及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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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論壇   

時間 ： 上午 11:15 – 中午 12:00 

 

分組論壇 1 ： 讓我自由！ 

 

講者 ： 李雅慧女士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輔導主任 

 

課程內容 ： 1. 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好處； 

2. 比較和對比正面與負面驅動力的影響之差異； 

3. 學習訂立策略以應付緊張和具風險的情況。 

 

講者介紹 ： 李雅慧女士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取得社會工作（榮譽）學士學位，及後於香港中文

大學取得學校諮商與輔導碩士學位。李女士是一位註冊社工，加入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前，曾擔任學生輔導員逾十年，為中學生和大專生提供輔導服務。另外，她

亦是性格透視®（評估性格的心理工具）認可培訓師。現於資優學苑擔任輔導主

任，負責個人成長及社交發展課程。她對資優兒童及青少年的社交及情意需要有

深入了解，在策劃促進資優生個人成長和社交發展的培訓方面亦擁有豐富經驗。 

 

分組論壇 2 ： 培養自強能力：你有正確的「心態」嗎？ 

 

名額已滿 

 

講者 ： 周美玲女士 

教育心理學家 

 

課程內容 ： 1. 了解心理健康對個人的重要性； 

2. 識別心態對克服失敗與挫折的重要性； 

3. 為學員提供適應方法，以提升自強能力。 

 

講者介紹 ： 周美玲女士現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擔任助理總監（體驗式學習）。加入香港

大學前，周女士曾於主流學校、為群育的學校、非牟利機構及私人教育娛樂中心

出任教育心理學家一職，並於不同機構及專上學院為職前與在職教師、資優青少

年以及資優兒家長主持多個工作坊並教授多個訓練課程。她的主要研究範疇為資

優及雙重特殊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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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語言 ： 粵語 

 

課程費用 

 

名額            

： 

 

： 

 

免費（費用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支付） 

 

一百組（每兩人一組，一名家長和一名子女為一組） 

 

報名資料 ： 家長應透過本學苑網頁的網上報名系統遞交申請。 

https://hkage.org.hk/b5/parent/Registration/pcp/courseLogon.php?pid=133 

 

截止報名日期 ： 2016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三） 下午 5:00 

 

備註： 

1. 由於座位有限，名額將會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 

2. 本學苑將於 201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報名結果。 

 

查詢 ： 電話：3940 0104 或電郵：ps@hkage.org.hk 

備註 ： 1. 主辦單位（即資優學苑）可能在課程進行期間拍攝照片和視像。此等照片

和視像可能以電子及/或印刷刊物形式複製，作教育、研究和推廣用途。本

學苑將根據參加者登記時表明的意願作出安排。 

2. 車位安排：本活動場地不設訪客車位，請往就近停車場停泊車輛。 

 

 

https://hkage.org.hk/b5/parent/Registration/pcp/courseLogon.php?pid=133
mailto:ps@hkage.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