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用：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蓋印 

 
2022 至 2023 年度學生及家長講座活動 

《活動回條》 

致：長腿叔叔信箱服務      傳真：2673-2158      電話：2673-2160      電郵：longleg@elchk.org.hk 

學校名稱：                                         負責老師/社工：                  

電郵：                            聯絡電話：                傳真：                 

學校地址：                                                                         

*本活動獲香港公益金部份贊助，每間學校獲一個優惠價三百元正的學生講座名額，額滿即止。其餘按收費表收費，敬

請留意。優惠講座必須預留十分鐘作信箱服務介紹及安排寫信，讓學生多認識支援途徑，學習與人分享或求助。  

講座/活動主題 活動對象 
建議日期 

及時間 
班級 人數 

郵柬數量 

寫信時間 

學生講座 

「處理情緒多面睇」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六     

「抗逆百分百」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六     

「和諧校園」朋輩社交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六     

「保護自己」兩性相處教育講座 小一至小二     

「知情識友」兩性相處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六     

「讚好生命 LIKE」生命教育講座 A / B *  小三至小六     

「誠信與責任」好品德孩子教育講座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尊重與關懷」好品德孩子教育講座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優惠組合 
 自選三個學生講座  

(詳情請參閱附件或與職員洽商) 
小一至小六     

家長講座 

「如何培養好品德」家長講座 家長     

「培養好情緒 ‧ 提升孩子學習動機」家長講座 家長     

 ｢如何與孩子有效溝通｣家長講座 家長     

 「孩子沉迷上網怎麼辦？」家長講座 家長     

 

 

 

 

確認回條(本會填寫) 

已確定活動日期及時間，活動前一星期會由負責社工與  

貴校聯絡，謝謝。（負責社工：                      ） 

未能安排社工到  貴校舉行活動，如有查詢，可與我們聯絡。 



 

 

2022 至 2023 年度學生及家長講座活動詳情 

「繪出精彩」繪本學生講座系列： 

本系列講座運用繪本故事，增強學生對主題的理解和認識。繪本強調以插畫和文字來表達故事，內容貼近孩

子的內心世界，我們運用繪本故事中人物的生活情節，與孩子的生活經驗互相連結，引起學生共鳴，讓學生

對主題有更深刻的體會。 

查詢：2673 2160 (林先生 / 甄姑娘) 

題目及對象 內容 時間 費用 

「處理情緒多面睇」 

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四或小五至小六學生 

讓孩子認識及處理個人情緒： 

1. 認識不同的情緒及恰當表達情緒的方式； 

2. 學習處理個人負面情緒時的重要原則； 

3. 提昇孩子在遇到困難時的求助動機。 

40-60 

分鐘 
$700 

「抗逆百分百」 

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四或小五至小六學生 

透過真實而有趣的例子，讓孩子學習如何面對逆境： 

1. 認識自己內在的抗逆能量； 

2. 提升正向及積極思想； 

3. 加強在遇到困難時的求助動機。 

40-60 

分鐘 
$700 

「和諧校園」 

朋輩社交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四或小五至小六學生 

透過個案分析，讓學生作出適當處理衝突的方法： 

1. 認識性格差異、溝通模式； 

2. 透過學習處理衝突的方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40-60 

分鐘 
$700 

「保護自己」 

兩性相處教育講座 

小一至小二學生 

讓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學習好好保護自己： 

1. 認識自己的身體，保護「私隱部位」； 

2. 相信自己的感覺，分辨好與壞的接觸； 

3. 如何拒絕別人的不舒服的要求以保護自己。 

40-60 

分鐘 
$700 

「知情識友」兩性相處教育講座 

小三至小四或小五至小六學生 

透過互動及訪問環節： 

1. 增加孩子在成長中面對兩性相處的認識； 

2. 認識與兩性相處的合宜態度及行為。 

40-60 

分鐘 
$700 

「讚好生命 LIKE」 

生命教育講座系列 

小三至小四或小五至小六學生 

Ａ.感恩這一課： 

1. 明白關心別人的重要性，鼓勵他們以愛待人； 

2. 有機會實踐感恩生命； 

3. 領悟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情。 

Ｂ.尋找生命的意義： 

1. 對生命價值有所反思； 

2. 體會欣賞自己，明白接納自己的重要性。 

40-60 

分鐘 
$700 

「誠信與責任」、「尊重與關懷」 

好品德孩子教育講座  

小一至小六學生 

品格教育對孩子非常重要，講座透過個案及故事，幫助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培育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以面對他

們在生活上不同的角色和責任。  

Ａ.「誠信與責任」： 

讓學生學習與別人坦誠溝通，了解自身角色的責任，建立互信的

關係。 

Ｂ.「尊重與關懷」： 

提升學生自我認同感，學習互相尊重，關懷別人和社區，建立關

愛文化。 

40-60 

分鐘 
$700 

自選三個學生講座 

 (詳情請與職員洽商) 

可自選本表格內涵蓋的三個學生講座內容，活動形式和時間可與

職員洽商。 

** 三個學生講座或活動的舉行時間須在同一季度內(例如 1-3

月、4-6 月)，而受惠對象必須是相同的學生(同一班或同一級學

生)。 

 
優惠價$900 

(原價$2100) 



 

 

 

家長講座及課程： 

 

查詢：2673 2160 (林先生 / 甄姑娘) 

 

「如何培養好品德」家長講座 

孩子從小建立良好的品德，能讓他們發展正確的道德觀念，協助

他們肯定自我，增加自信心。透過講座，啟發家長： 

1. 耐心引導和培育孩子； 

2. 了解家長樹立榜樣的重要性； 

3. 如何建立孩子的責任感和誠信 / 如何讓孩子學懂尊重和

關懷別人的重要性。 

90 

分鐘 
$1,500 

「培養好情緒 ‧ 提升孩子學習動機」 

家長講座 

良好的情緒有助提升孩子學習的動機及效能，透過講座，啟發家

長： 

1. 協助孩子自小培養對學習的興趣； 

2. 如何以鼓勵代替責備，引導孩子「享受」學習； 

3. 如何為孩子在家庭中營造良好及穩定的學習環境。 

90 

分鐘 
$1,500 

｢如何與孩子有效溝通｣ 

家長講座 

以二十多年陪伴少年人成長的文字輔導經驗，與家長分享如何進

入孩子心靈深處，了解孩子的內在真正需要，透過講座： 

1. 了解兒童成長特質及需要； 

2. 多角度探視孩子的行為背後的動機； 

3. 進入孩子內心世界的元素； 

4. 學習處理孩子負面情緒的有效方法。 

90 

分鐘 
$1,500 

「孩子沉迷上網怎麼辦？」 

家長講座 

孩子沉迷上網的問題會增加子女與家長之間的磨擦，影響親子關

係。透過講座，會探討孩子沉迷上網的成因及應對方法。 

1. 了解兒童沉迷上網的過程及原因； 

2. 探討兒童上網的動機和需要； 

3. 學習與孩子溝通及訂立協議的技巧。 

90 

分鐘 
$1,500 



2022 至 2023 年度家⻑課程

「如何與孩⼦成為親密好友」家⻑課程
目的：  以信箱多年來與少年⼈的文字輔導經驗及⼼得，指導⽗⺟如何搭通親⼦⼼，跟

孩子成為溝通密友。

內容：

第⼀節 每節
60-90
分鐘

(共 4 節)

 個人性格及管教技巧的反思

第二節  從兒童成⻑⼼理學了解家庭所扮演的重要⾓⾊

第三節  如何以『同理心』、『尊重』了解及接納孩子

第四節  學習以『重新演繹』的輔導技巧正面回應孩子

費用： $5,000

查詢電話： 2673 2160 林先生 / 甄姑娘

《活動回條》
致：⻑腿叔叔信箱服務 傳真：2673-2158 電話：2673-2160 電郵：longleg@elchk.org.hk

學校名稱：

負責老師/社工： (中文)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學校地址：

電郵地址：

活動預算

日期和時間

第⼀節 日期： 時間：

第二節 日期： 時間：

第三節 日期： 時間：

第四節 日期： 時間：

費用：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蓋印

確認回條(本會填寫)

已確定活動⽇期及時間，活動前⼀星期會由負責社⼯與

貴校聯絡，謝謝。（負責社工： ）

未能安排社工到 貴校舉行活動，如有查詢，可與我們聯絡。

活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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