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通 訊親

   【親和坊】旨在為有需要的離異家庭提供

一站式「以孩為本」的共享親職支援服務，

協助離異父母及孩子療癒傷痛，學習新的相

處模式，共建親職計劃，並讓孩子能與父母

雙方保持穩定的聯繫，繼續擁有父母雙方的

愛與關懷。

2020年10至12月

電話: 2170 1788      網址: www.cmac.org.hk

傳真: 2429 6719      電郵: kidfirsthk@cmac.org.hk 

地址: 香港軒尼詩道397號東區商業大廈7樓A-E室



◇ 陪伴離異家庭的孩子過渡因家庭變遷所帶來的壓力

◇ 提供親子接觸機會，讓孩子可在一個安全及友善的   
     環境與非同住父母保持正面的接觸

◇ 向公眾人士推廣離異父母責任及共享親職的理念

服務目標

◇ 協助離異父母有效地履行「以孩為本」的父母責任



給父母的服務

◐ 孩子適應輔導及小組

◐ 「共享親職」輔導服務
◐ 親職協調服務
◐ 督導聯繫服務及交接
◐  「以孩為本」共享親職工作坊及講座
◐ 治療性小組及課程
◐ 同路人互助小組及義工服務

給孩子的服務

給家庭的服務

◐ 離異家庭親子活動及義工服務

給公眾的服務

特別項目

◐ 「共享親職」推廣活動
◐ 為專業人員(社工、教師、律師等) 而設的培訓

◐本中心另設有家事調解服務及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以協助有需要的離異父母

服務內容



這個名字代表著我們對服務

離異家庭的一份信念和心願。

KID FIRST

RECOVERY

RECONNECT

協助離異父母先照顧自己的情
緒，放下傷痛，走出婚姻中的恩
怨情仇；同時協助離異的孩子過
渡因家庭變遷所帶來的壓力，促
進他們身心健康發展。

REKINDLE HOPE

父母以「孩子為本」的原則履行父母
責任，建立共親職計劃，強化親子聯
繫，讓孩子繼續擁有父母雙方的愛和
關懷。

父母在離異的傷痛中重整自
己，對人生有一種新的認知
和體會，有力量陪伴孩子展
翅飛翔。

我們希望為離異家庭提供一個
「以孩為本」一站式的共享親職

支援服務。「親和」則有兩個意
思，第一個是與己親和：我們希
望離異父母和家庭的孩子，可
以在離異的傷痛中得以療癒；
第二個是與他人親和：父母可
以找到重新合作的軌跡，即使
父母離異，孩子也可以和父母
彼此連繫，本著這份親和，父母
和孩子也可以懷著希望重新出
發，開展新的一頁。　

「親和坊」以３Ｒ: [Recovery]  , [Reconnect], [Rekindle Hope] 為導向，
為離異家庭提供各種相關支援。

重新連繫

療癒

重燃希望



孩子面對父母離異感到莫大的衝擊，孩子當看到父母因婚姻關係破裂而分開，
會感到傷心、焦慮及無助。在過往處理家庭個案的經驗，觀察到不同年齡或發
展階段的孩子，因父母離異而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外，亦會出現行為反應，例
如孩子會把父母分開的責任歸咎於自己，覺得自己「唔夠乖」或「做得唔好」
令父母爭執分開；有的甚至會做了大人的角色，反過來安慰父母或代替父母的
角色處理日常生活的決定。

根據約翰鮑比的依附理論提出，孩子在出生後會依賴照顧他的人，與照顧者建
立信任關係。儘管與個案的傾談中，父母均表示懂得理性處理婚姻關係問題，
但往往看見父母把孩子夾於彼此衝突的夾縫中，孩子無奈地成為中間人，甚至
需要在父母間作出只可愛一個的選擇，令孩子失去父母其中一方的愛。因此，
不難想像父母在關係破裂所產生的種種張力，實在是不斷地侵蝕孩子對自己最
親密的「父母」的信賴及對「家庭」所建立的安全感 。

鼓勵父母多聆聽孩子的心聲，多與孩子溝通，給予孩子始終如一的關愛，建立
「以孩為本」的共親職關係。

共親職社工    潘玉明

父母離異, 孩子的安全城堡倒下?!父母離異, 孩子的安全城堡倒下?!



◎ 認識個人情緒如何影響孩子身心的成長

◎ 學習共享親職的溝通和協商方式

◎ 父母如何建立健康的共親職關係

進階班

基礎班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劉姑娘、 鄧先生

「KID First」共享親職證書課程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至 �:��

◎  培養父母「以孩為本」的角度
◎ 了解子女面對父母離異的情緒及行為
◎ 父母如何處理子女面對離異的情緒
◎ 如何告知孩子父母離異的狀況

+
基
礎
班

基
礎
班

進
階
班

進
階
班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至 �:��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至 �:��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至 �:��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劉姑娘、 黃姑娘

共親職證書課程



沋

「愛可以重來」家長小組

編號︰PG���

日期︰����年��月�、��、��、��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至 �:��

內容︰親密關係的分離，這種失去讓人迷失和哀痛，小組透過接觸內在

           的自己，認領受傷的情緒，從而走過心靈幽谷，重塑生命的軌跡。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吳姑娘

「雙管齊教」家長學堂

編號︰PG���

日期︰����年��月��、��、��、��月�日 (星期四)

時間︰晚上�:�� 至 �:��

內容︰離異父母對升學選校、家校合作、子女成長計劃可能發生過意見

             矛盾，難以溝通合作。我們秉持兒童為本的信念，協助離異父母掌

             握「共享親職」的技巧，提升處理子女教育事務的溝通和合作質素，

             成為教育子女的親職伙伴。本活動更誠邀資深小學校長及幼稚園

　　　校長出席，講解升學策略及培育幼兒技巧。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鄧先生

父母系列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至 �:��
內容︰根據兒童心智發展歷程，有效處理不同階段的情緒及行為問題，同時梳理
             成年人個人情緒及認知，舒緩離婚所帶來的衝擊，重建幸福人生。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王姑娘

「親子攻略」家長講座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至 下午�:��
內容︰在創作過程中，讓自己停一停，專注當下，在輕鬆過程中放鬆心情及重拾希望。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潘姑娘

「心靈驛站」和諧粉彩

講座系列

閒情系列

「親子祈圓」家長講座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至 �:��
內容︰協助非同住家長提升探視質素，檢視探視子女的喜與憂，探討在分居後
             維繫親子關係的有效方式。
對象︰需要探視子女而非同住的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鄧先生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至 �:�� 
內容︰情緒關顧的瑜伽練習會通過覺察力訓練(awareness)去提升大家對自身情緒    
              的了解，並學習利用呼吸法和內觀(Mindful Meditation)去整頓混亂的情緒，
              從而更和平地與情緒相處。課堂亦會教授能增加積極情緒的瑜伽式子，方便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查詢︰吳姑娘 

編號︰PP���
日期︰����年��月��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至 �:�� 
內容︰良好的睡眠質素有助提升免疫力。導師將教授在家中也可進行的減壓伸展、  
              呼吸的正確模式和有助入睡的瑜伽呼吸練習。練習包含站立、坐立和仰臥姿
              勢，課堂適合任何程度人士。
對象︰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子女��歲或以下)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查詢︰吳姑娘

家長減壓助眠瑜珈呼吸法

導師 : Ada Wong 王鈿茵 E-RYT⊙200, YACEP 
全職任教瑜伽八年, 國際瑜伽聯盟認可資深瑜伽導師、
持續進修指導導師和師資培訓班首席導師。

覺知瑜珈-情緒關顧體驗
Mindful Yoga for Emotional Care

閒情系列



編號︰FP���
日期︰����年��月��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 至 ��:��
內容︰親子也可以禪繞! 親子同步， 在禪繞的過程中，透過一筆一劃組成有 
             規律且有美感的圖樣， 達致輕鬆又專注的狀態，享受內在的平靜，感
             受禪繞畫中所表達的「唔緊要」「接納」「唔批評」的生活態度。
對象︰ 分居或離異的父/母及其�至��歲的子女 
地點︰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個家庭  導師: 吳姑娘
# 禪繞畫不涉及宗教元素, 參加者不需任何畫畫技巧

編號︰FP���
日期︰����年��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至 中午��:��
內容︰家長與孩子合作，拼貼屬於「我家」的獨特環保袋，過程讓孩子與
　　　家長學習溝通�合作及體驗創作樂趣。
對象︰分居或離異的父/母及其�至��歲的子女 
地點︰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個家庭  導師: 黃姑娘

禪繞親子樂

親子拼貼



編號︰CP���
日期︰����年 ��月�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至 ��:�� 
內容︰透過插圖精美、故事簡潔的繪本，讓兒童以繪畫、手工、
            續說故事等形式，抒發內心感受。
對象︰面對父母分居或離異的�至��歲兒童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王姑娘 

繪本會說話

兒童系列

親子互動遊戲小組

編號︰PG ���
日期︰����年��月��、��、��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至 ��:��
內容︰透過有趣的親子遊戲，拉近家長與孩子的關係，親子一起經歷輕鬆
              及愉快的時間。過程中孩子感受到被看見、被聽見及被接納，家長向
              孩子傳達的關注， 讓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值得被愛及有價值的。
對象︰ 分居或離異的父/母及其�至�歲的子女 
地點︰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個家庭 導師: 吳姑娘



編號︰CG���
日期︰����年��月��、��月�、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至 ��:��
內容︰父母離異為孩子的內心帶來不同程度的振盪，小組協助離異家庭的
             孩子認清內在的混亂及不安情緒，正確認知父母離異對自己的影響，
             學習抒緩情緒的方法，重新適應父母離異後新的生活模式。
對象︰面對父母分居或離異的�至��歲兒童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吳姑娘

「爸媽分開了」兒童情緒適應小組 「爸媽分開了」兒童情緒適應小組 

編號︰CG���
日期︰����年��月��、��、��月�、��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至 中午��:�� 
內容︰透過多元化活動介入，協助離異家庭孩子辨識不同的情緒，
              並明白情緒的意義。同時，透過情緒表達，紓解家庭轉變為
              他們帶來的壓力。
對象︰面對父母分居或離異的�至��歲兒童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位      導師︰潘姑娘

「快樂小天使」兒童小組 

兒童系列



 **本會將按疫情最新發展，決定是否改為網上視像課程，敬請留意** 
報名方法：致電、親臨填妥報名表或網上報名 查詢電話： ��������
不設截止報名日期，額滿即止
*課程費用全免* 

日期:2020年10月18日/ 11月15日 / 12月20日 /
     2021年1月17日 (星期日)(只選其中一日)
時間：上午10:00 至 中午12:30
地點：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親和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YCIDS離異父母教育課程

香港軒尼詩道397號東區商業大廈7樓A-E室    電話:21701788

YCIDS教育課程由享譽國際的兒童心理學家、離婚及家庭創傷研究專家Dr. Jennifer Mclntosh
為育有嬰幼兒的離異父母而設，總結多年的實證研究經驗，重點教育父母有關嬰幼兒早期發展及
於父母離異過程中的心理需要，學習有效的共親職知識。

五大課程主題： 
1)幼兒期發展的重要成長事項、幼兒焦慮和父母的角色
2)恰當的「親職」和「共親職」、如何觀察和回應年幼子女的感受
3)如何為幼兒制定親職計劃（與父母間生活的考慮、留宿安排等）
4)孩子們需要的安全感和親友維繫
5)如何解決親職間的衝突

對象:0-7歲子女的離異或分居父母

20/12

Young Children In Divorce & Separation

18/10
15/11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特意協助Dr. Jennifer Mclntosh

將課程重新翻譯並錄製成廣東話影片，透過社工帶領導

賞及講解，深化父母的掌握和應用。

導師︰鄭太、 鄧先生

17/1



由義務律師解答有關分居或離婚的疑問，包括︰

  *　離婚訴訟及律師費

  *　子女管養權

  *　子女照顧及探視安排

  *　子女生活費

  *　配偶贍養費

  *　財產分配

  *　人生傷害

  *　禁制令

對象︰面對分居或婚姻離異的人士

地點︰本中心      名額︰5位       

負責社工︰劉姑娘 / 吳姑娘

個別面談約２５分鐘，須報名預約。

如有需要，參加者可自備有關文件會晤律師。

免費離婚法律諮詢服務免費離婚法律諮詢服務
編號︰LC���

日期 : ����年��月��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至 �:��

編號︰LC���

日期 : ����年�月��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至 �:��



活動須知
１. 參加者須親身出席活動，不可轉讓及替代；所有缺席者當自動棄權處理。
２. 活動日期、地點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３. 除特別註明之活動外，活動不設截止報名日期，額滿即止。
４. 本會收到報名表後，會在活動前以電話通知參加者有關活動詳情。
５. 活動舉行期間，本中心可能拍攝活動相片，作為機構刊物、網頁、中心播 
     放及服務推廣之用，如不願意被拍攝或不同意相片用途，請於報名時提出。
６. 在活動過程中，如有參加者刻意或無故滋擾他人或職員，職員有權要求滋
      擾者離開，以保障其他人的權利。
７. 活動收費安排：
        — 親臨繳交現金
        — 以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背面寫上姓名及聯絡電
             話，連同填妥之報名表，親臨或郵寄本中心。
        — 如未能出席活動，已繳付之按金將不獲退還。
８. 惡劣天氣之特別安排：

歡迎親臨本中心報名，電話登記或網上報名

  網址:www.cm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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