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

父親，是一個為子女尊敬的稱號，又是一個蒙福的稱號，是男

士獨享的。很多男士當成為爸後，立刻變得成熟、穩重。究竟「父

親」這個角色是如何的重要呢？

父親可說是每個女孩子生活上第一個接觸的男士。女兒從父女

關係學習如何與男生相處。兒子則以父親為楷模，學習成為一個怎

樣的男生。可見父親這個角色對子女皆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研究顯示，父親能與青少年女兒保持緊密關係、能彼此連結及負責任，這關
係有助建立女兒的自信和生活滿足感。「關係緊密」意思是父親在身體或心理上能
否與子女直接連結的親近度。「連結」是指父親直接透過活動及照料與子女接
觸，這些皆影響青少年的自控、自信、生活技能及社交能力。「負責任」是指父親
在照顧子女的責任上擔當一定的角色，例如在子女患病時的照顧。總的來說，父
親的親職參與對女兒的自信具正向關係。

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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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扎記

反之，研究同時顯示女孩子如從小未能感受父愛，長期處於渴望
得到父愛卻又無法被滿足的情況下，容易造成一些不理想的行為表
現，對於身心適應、人際關係，以及與異性相處較傾向悲觀、負
面，幸福感也較低，甚至影響談戀愛及建立家庭。倘女孩子與父親的
關係淡薄，容易在夫婦關係中因為自己的需求不被重視，或未得到所
期望的回應而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嚴重者更影響夫妻或家庭關
係。不少輔導個案中的受助人皆認同，她們的婚姻關係不理想或多或
少與自己童年時在原生家庭中與父親的關係有關。

為進一步了解父親如何影響男孩子的成長，早前有學者進行了一
項關於父親教養模式的研究，訪問了25位來自美國一所大學的18至26
歲的男士。研究重點在於理想父子關係及男性角色形象、教養模式、
父親的語言及情感表達對兒子的影響。結果顯示父親與兒子的親密關
係乃培養男孩子成為一個成熟男性的重要因素。

聖經的教導也提醒作父親的，「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自己兒
女生氣，而要照著主的訓練和警戒養育他們」。爸爸絕不可以把

自己應擔當的父親角色推給太太、老師、社工、或其他親
友，旁人只能作為父親的「幫助和鼓勵」，而每位父親必須正
視他們在孩子心性健康發展的教導職責。

高敏婷姑娘 

2014年台灣曾進行了一項關於「家庭結構與兒童幸福感」的研

究，發現家長的陪伴直接影響兒童的生活幸福感，即家長陪伴孩子

的時間愈長，兒童的生活就愈幸福。當大家鼓勵家長多陪伴孩子

時，那親子時間又可以做些甚麼呢？

本機構五所幼兒學校於5月份訪問了163名高班幼兒，了解爸爸和媽媽跟他們
在一起時最經常進行的活動，與及他們最希望跟爸爸和媽媽一起進行的活動。結
果發現我們的家長頗掌握孩子們的心願，因43%的爸爸和28%的媽媽在現實情況
中會經常會與子女一起玩耍；而一起玩耍也就是幼兒最期望與爸爸媽媽一起進行
的活動，其中37%期望與爸爸一起，27%則希望和媽媽一起。其次，子女希望爸
爸和媽媽外出遊玩的百分比亦僅次於陪伴一起玩，爸爸和媽媽的百分比分別是
31%和25%；但現實情況只有8%的爸爸和12%的媽媽會經常跟幼兒到公園玩。倘
若情況許可，鼓勵家長多跟子女到公園走走，既享受公園的設施，同時有助促進
幼兒的全面發展。

幼兒最愛跟爸爸媽媽一起玩耍

或許逛街或買東西是一般成人喜愛的活動，或是生活需要，訪問反映13%的
爸爸和11%的媽媽愛跟子女一同逛街或買東西，然而子女們對逛街的興趣並不明
顯，只有7%的幼兒最喜愛跟媽媽逛街。

至於陪伴做功課這一項，子女們表示同樣有9%的爸爸和媽媽最常與他們一
起進行的「親子活動」，惟這項活動顯然並非幼兒所期望的，這一點很值得家長們
注意。此外，幼兒們較喜愛跟爸爸媽媽一起畫畫和做圖工，而「故事時間」就更
受幼兒歡迎，所得的百分比較一起畫畫和做圖工還高，可惜，訪問結果顯示現實
情況未有爸爸及只有7%的媽媽在會經常跟幼兒說故事。參考是次訪問結果，學校
將更積極設計多元有趣的親子活動，並鼓勵親子伴讀，以助建立親子關係。

幼兒喜歡跟爸爸媽媽一起逛街和做功課？

幼兒階段是孩子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時期，父母透過跟幼兒一起參與不同的活
動培養親密、愉快的親子關係，並建立幼兒的安全感。香港人的忙碌眾所周
知，故優質的親子時間更為重要，鼓勵父母更多體貼幼兒的興趣及發展需要，多
陪伴他們一起進行活動，給幼兒一個幸福愉快的童年。

結語

參考資料：
盧妍伶．呂朝賢（2014），「 家庭結構與兒童幸福感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四卷第二期2014年10
月頁95-126 

*有興趣的家長，可向學校了解是次訪問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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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專訪

周弘毅牧師乃現任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的堂主任，育有兩名兒

子。他有感香港的家庭價值觀不斷受到衝擊，遂於2005年開始參與

維護家庭基金的工作，成為基金的董事，以維護家庭核心價值為使

命，更於2015年協助成立好爸爸中心，擔任中心顧問團隊的一員。

周牧師認為父母在家庭的分工不一定要跟
隨社會規範，因上帝讓兩個不同家庭背景及性
格的人結合並組織家庭，實有其美意。以周牧
師的家庭為例，他與師母將根據大家性格特
點，協調照顧孩子的角色。例如周牧師是一位
喜歡周詳計劃的人，故每當家庭面對重大決策
時，師母將依賴牧師作主，又因為牧師比較有
耐性，所以孩子的功課也主力由牧師跟進。

反之，師母是一位重視細節及著重過
程的人，她善於觀察孩子的生活細

節，並會按情況加以適當的指導，例
如：她會就兒子說話時的語氣、認
錯的態度及做功課時的坐姿等作
出提醒。牧師表示這些雖微
細 卻 十 分 重 要 的 項

目，是他平常較少注意
到的。因此，夫婦在管

教孩子上能各施所長，更
是互補不足。 

周牧師深信要成為一位負責任的爸爸，必須願意投放有質素的家庭時間，學習用心聆聽孩子的
需要，並給他們一個安穩的家！但願天父祝福每一位爸爸，成為孩子們心中的好爸爸。

周牧師回想小時候，爸爸與媽媽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鮮明，爸爸主要負
責家庭經濟的供應者，相對媽媽，爸爸較少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和家庭事務；媽
媽除了在外工作，還要主力負責料理家中大小事務，並照顧孩子的成長需要。按
周牧師的觀察，現今爸爸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參與有著重要的轉變，新一代爸爸
較積極及主動與子女相處，會跟他們遊戲及參與照顧他們，惟在參與學校活動方
面，例如家長日及學校旅行等，媽媽的參與比例仍然較爸爸多。

由於師母是一名護士，需要輪班工作，而牧師的工作
時間相對穩定，因此在孩子年幼的時候，牧師肩負照顧孩
子的角色。在師母值班時，牧師會替年幼的孩子洗澡、陪
伴他們做功課及說睡前故事。牧師相信爸爸是男孩子重要
的模仿對象，因此，自兩名兒子踏入青少年階段，牧師漸
漸由照顧者角色演進為成長路上的「人生導師」。兒子會
透過觀察父母平日的相處和溝通模式，潛移默化成為他們
日後對待家庭及妻子的態度，奠定他們成為一個愛家庭、
勇於承擔的男士。但牧師坦言，倘若天父賜給他一名女
兒，他相信自己會變得更敏銳孩子的需要，且願意成為她
生活中的聆聽者。

訪問：高敏婷姑娘、蔡詠璇老師     撰文：高敏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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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大自然
在秋高氣爽的季節，爸爸與子女一起參與學

校的親子旅行，一同親親大自然，享受親子
的時光。在燒烤環節中，眾爸爸合力搬運食
品、 飲 料 和 燒 烤 物 資， 還 主 動 幫 忙 生
火，他們的身教成為幼兒心目中的模範。在
花叢附近，爸爸隨即變身為大自然專家，與
幼兒探索小昆蟲及花草樹木，啟發幼兒對大
自然的熱愛。當日幼兒在爸爸的陪伴下展現燦
爛的笑容，可見爸爸的參與為幼兒增添不少樂
趣，留下寶貴的回憶。

爸爸好「叻」講故事
在「讀一讀，好醒目」親子閱讀計劃中，學校邀請家

長到校分享故事，爸爸們使出看家本領，為活動加添高
潮。爸爸講故事時施展渾身解數，精采地演繹故事情
節。當爸爸壓下聲音扮演恐龍時，幼兒就像親歷其境，臉
上都紛紛呈現害怕的表情；當爸爸提高聲音扮演小女孩
時，更逗得幼兒哈哈大笑。此外，爸爸們更會準備不同的
小法寶，如結他、手偶等，以吸引幼兒的興趣，幼兒都表
現格外興奮，更有幼兒羨慕地向同伴說：「嘩！你爸爸識彈
結他呀！好厲害呀！」。活動中幼兒對爸爸的景仰眼神，爸
爸實在感到自豪，難怪爸爸們愈來愈享受參加校園活動。

想到「
爸爸」

你腦海
裡會浮

現甚麼
影像？

是提著
公事包

上班的
爸

爸？是
坐在沙

發上看
報紙的

爸爸？
還是正

在與子
女一同

踢足球
的爸

爸呢？
隨着社

會環境
轉變，

爸爸不
單是肩

負上班
賺錢供

養家庭
的

角色，
至於照

顧子女
的任務

也不再
是媽媽

的專

利。是
年度學

校舉辦
的一連

串親子
活動，

爸爸

們成功
展示新

一代父
親的多

元角色
，在子

女成

長過程
中發揮

舉足輕
重的影

響力。

孩子的成
長支柱：

好在有爸
爸

與爸爸一起跑吧！
運動是很多爸爸的強項。做運動既可強

身健體，亦可增進親子感情。在聯校親子運動會
中，爸爸在運動場上大顯身手，既陪伴又鼓勵子女參

與每一項賽事，展現他們溫柔的一面；而他們在跑道上的
英姿更贏得全場掌聲，他們奮不顧身盡力在比賽中爭勝，終
點線前不分軒輊，他們對運動的熱誠感染場內每一個人，更
成為子女健康生活的榜樣。透過參與各項親子競賽，父親不
單可以培養子女的運動習慣，更成功示範何謂體育精神。

爸爸和子女一起參加校園
活動，實在有著截然不同的意
義。綜觀學校舉行的活動，幼

兒都十分享受與爸爸在一起的每個溫馨時
刻，或許爸爸要從忙碌的生活中安排時間
陪伴子女並不容易，但當中的價值與意義實
在不能替代。學校將會繼續舉辦各樣親子
活動，誠意邀請每一位爸爸出席，一同見證
幼兒的每一個成長階段。

總結

學習多面
睇

安怡幼兒
學校蔡詠

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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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正在討論他們的爸爸像甚麼動物。

怡同：		我覺得爸爸好似長頸鹿，對腳好長，仲好高，細
個嗰陣我成日會騎係佢背脊㗎！

浩桁：	你爸爸高啲定長頸鹿高啲呀？
怡同：		梗係我爸爸高啲啦！佢同長頸鹿都係鍾意食綠色

嘅食物，食好多菜㗎！
怡同：咁你爸爸似咩動物呀？
浩桁：		我爸爸似獅子，有好多頭髮，個口好大，最鍾意

食肉，所以佢好大隻可以保護同埋照顧我㗎！
怡同：	佢會點照顧你呀？
浩桁：		爸爸會返工賺錢買餸，養大我地，之後爸爸媽媽

老咗變成公公婆婆，就到我哋照顧返佢哋㗎啦！

幼兒的分享中可見他們十分留心觀察爸爸的外形特徵和
日常行為，並已能運用比喻將爸爸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
鮮明地表達出來。

樂澄和允祈正在繪畫自己的父親，
他們邊畫邊分享關於爸爸的趣事。

允祈：	我爸爸啲頭髮好多㗎！哈哈！	
樂澄：	我爸爸都有好多頭髮㗎！
允祈：	呢個係咩嚟㗎？（指着樂澄繪畫的電視機）
樂澄：	電視機呀，我爸爸好鍾意睇電視㗎！
允祈：	我爸爸就鍾意食雪糕，最鍾意食朱古力味。

幼兒除了繪畫爸爸外，更同時畫出爸爸喜愛的東
西，可見幼兒不只熟識爸爸的外貌，也能注意爸
爸愛好，表達還十分具體。爸爸們，窩心嗎？

安仁幼兒學校
低班

安康幼兒學校
高班

安怡幼兒學校
幼兒班

安強幼兒學校
預備班

幼兒分組時在圖書角把玩手偶模擬爸爸和子女的對話。
老師：		你哋有冇試過激嬲爸爸呀？點樣可以令爸爸原諒你哋

呢？
斯逸：				我試過，我成日都會激嬲爸爸，我扮比你睇。
斯逸：	嗚……爸爸我要玩滑梯，我唔要返屋企住，我要玩。
嘉蕎：		唔……（做出嬲的樣子）唔可以淨係掛住玩，仲

有，唔可以激嬲爸爸，我平時淨係激嬲媽媽㗎咋，爸
爸要返工好辛苦㗎。

斯逸：		咁我同你講對唔住啦，我次次都係咁就得㗎啦！
呀，仲要攬住錫一啖添，咁樣實得嘅。

嘉蕎：		唔（點頭），我都係咁㗎，不過記住唔好再激嬲爸爸
啦！

爸爸和媽媽在幼兒心目中的地位各有不同。嘉蕎認為爸爸上
班很辛苦，所以不可以激怒爸爸，而通常爸爸對子女也較易
心軟，所以斯逸明白，可以用道歉、擁抱、親吻的方式，便
能讓爸爸息怒，爸爸們，你們說是嗎？

安基幼兒學校
高班

童話童真

幼兒姓名：唐浩桁、倫怡同

幼兒姓名 ﹕陳斯逸、羅嘉蕎

幼兒姓名：林樂澄、陳允祈

幼兒姓名 ﹕練安祈、蔡承熹

老師邀請安祈和承熹，分享他們閒時最喜
歡和爸爸一起做的事情。

安祈：		我最鍾意就係同爸爸喺地墊度碌來
碌去呀！

承熹：		我最鍾意同爸爸去睇圖書，好多書
睇㗎！

安祈：		我都好鍾意啊！我爸爸會帶我去圖
書館，仲會同我睇無字嘅書。

安祈一邊說一邊做手勢，表達看圖書的意
思。
承熹：				我爸爸仲會帶我去「跳跳虎」度玩。

兩歲的幼兒已能清晰表達他們最愛與爸爸
進行的活動，其實不論是碌地墊，還是看
圖書，只要有爸爸與他們在一起，什麼活
動都是有趣的。

幼兒姓名：黃旻顥、廖熙彤

幼兒正在繪畫心目中的爸爸。

旻顥：		我爸爸好叻㗎！佢識得將啲爛咗嘅嘢
維修好㗎！

熙彤：		你爸爸咁勁嘅，我爸爸就識得裝
修，將啲屋整得好靚㗎。

旻顥：		嘩！你爸爸都好犀利呀！
旻顥：		（望著熙彤的畫）點解你爸爸件衫咁

多黑色圓圈嘅？
熙彤：		呢啲係炸彈衫嚟㗎，如果有壞人嘅時

候，我爸爸就會保護我。
旻顥：		我爸爸都會保護我㗎！雖然佢有個大

肚腩，但係佢會抱住我跑得好快㗎！

幼兒透過創作，將自己對爸爸的印象呈現出
來，談話過程中不但反映他們對爸爸的欣
賞，更清楚顯示爸爸給他們的保護讓他們滿
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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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向

環保服裝設計
catwalk	show

高班參觀
香港花卉展覽

低班參觀香港
愛護動物協會

高班參與
茗茶活動

聯校親子運動會
啦啦隊表演

小不點劇場
到校表演

幼兒班學習
遵守交通規則

敢動!
冬季體驗日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就
職典禮暨聖誕開放日

鯉躍龍門賀新歲
幼兒製作鯉魚年糕

預備班參予
「新年週」活動

安強

幼兒學
校

安康

幼兒學校

安怡
幼兒學校

安仁

幼兒學校

安基

幼兒
學校

低班參觀
陽光笑容小樂園

代代有愛
閱讀長幼情

美食嘉年華

元宵佈道晚會

快樂小蜜蜂
日營活動	

第十屆家教會就職
典禮暨聖誕嘉年華

高班到荃灣大會堂
欣賞故事劇場

幼兒班參與
復活節尋蛋遊戲

家教會活動	
小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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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2-7號
 G2-7, Kai Yue House,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姓名 : 

如 閣下不希望收到本會的資訊，請填寫以下資料交回本會。（傳真 : 2331 3277 ；電郵 : ssd@ttmssd.org）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電郵 : 地址 : 

電話 : 2331 2877
電郵 : ssd@ttmssd.org

傳真 : 2331 3277    
網址 : www.ttmssd.org 

聯
絡
資
料

安強幼兒學校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5樓 2321 0580 ok@ttmssd.org

安康幼兒學校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2字樓 C 座 2779 6861 oh@ttmssd.org

安仁幼兒學校 新界大埔富善邨（明雅苑停車場側） 2661 2866 oy@ttmssd.org

安基幼兒學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5期青樺苑第九座平台 2764 7050 o i @ttmssd.org

安怡幼兒學校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盛樓地下 2727 6468 oe@ttmssd.org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	 電郵

督  印：楊素娟服務督導主任

編輯小組：黃雪麗校長、陸沛怡老師、何芷穎老師、林翠庭老師、黃惠珠老師、蔡詠璇老師、高敏婷姑娘

鳴  謝：周弘毅牧師、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  溫南聲先生

書　名：爸爸33變
作　者：荷麗．潔芙  
譯　者：呂嘉能
繪　者：阿曼達．海莉
出版社：三之三
簡　介：  爸爸在生活中都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的爸爸不只是一位爸爸，他還是充滿愛心的護士、最

熱情的啦啦隊長、他是我的提款機、髮型設計師、教
練、朋友……，當我需要支持時，他一定在我身邊。故
事裡爸爸身懷絕技，化身為33種厲害的、搞笑的、獨特
的角色，想一想：除了這33種，你的爸爸還可以變身為
什麼呢？ 

書　名：不一樣的爸爸
作　者：陳人孝
出版社：天衛文化
簡　介：       作者為一成功的企業負責人，在本書中記錄夫妻與孩

子互動，並共同成長的過程，誠懇的表露出一位都會
爸爸對孩子殷切的信任與期許，字裡行間充滿歡笑、
淚水，更有無條件的愛，是一本值得每一位為人父母
或即將為人父母用心閱讀的好書。同時為許多家長也
困擾的親子教養難題，提供一個不同的視野。

( 上述內容參考互聯網資料）

好書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