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好家庭建構美好社會－實踐與展望 
 

Better Family for Better Society – Turning Vision to Action  

工作坊  WORKSHOP 2        2018/10/21 9:30-11:00A.M. 



愛德喜 
遊戲為本親子 

「品格培育」小組在社區 

主持 :   任春華    明愛家庭服務  
                      教育心理學家  
        羅鄭玉珍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督導主任  



9:30-9:45 (一) 信念、使命與願景(VMV):足跡、現況、展望 

9:45-10:00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10:00-10:15 (三) 愛德喜: 遊戲為本親子「品格培育」小組在社區 

10:15-10:45 (四) 愛德喜: 活動體驗及交流 

10:45-11:00 
 
(五) 愛德喜: 答問時間 

內容 



 
 (一) 信念、使命與願景(VMV) 

明愛家庭服務 



(一) 信念、使命與願景(VMV) 

 
• 明愛精神應該植根於社會的基層和需求服務最殷切的地方; 
• 受助者不應被視為仰賴扶持的人，而應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充分發揮才能的機會﹔ 

• 幫助人們重拾希望，同時亦是幫助自己滿全人格; 
• 向不同階層的人士提供各種服務，不拘族群、不問性別，亦
無分宗教與信仰，可以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改變自私自
利和不公義的架構，開闢溝通的渠道，顯示人類的仁愛。 



(一) 信念、使命與願景(VMV) 
 明愛的使命: 

向被社會忽略的人及需要幫助的人
提供服務。 

協助每一個人在社會、經濟、身心、
體能、道德和精神生活方面都達至
更符合人性尊嚴的境地。 

支持及推動自力更生的計劃，使 
受助者能克服生活環境中的障礙。 

培育個人及團體間憂戚相關，互助
互愛的精神。 

 明愛家庭服務的宗旨: 

以專業介入手法，提高個人
及家庭成員處理問題的能力及
改善家庭生活的質素，致力  
鞏固及加強家庭組織的完整性。 



(一) 信念、使命與願景(VMV) 

明愛的願景是構建一個真正符合人性，充滿同情、  
寬恕、和解和友愛精神的社會。明愛的本質，是一項 
了解與關懷、照顧與服務的行動。 



愛·從家庭開始; 愛·從幼開始 

Family. Like 
branches on a tree, 
we grow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but our 
roots remain as ONE. 
Let’s ask one 
question: what’s the 
common driving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明愛家庭服務教育心理學家 任春華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世界大戰(WWI：1914-1918)及二戰(WWII：1939-1945) 前後天主教會收容大批孤兒。（左為波蘭，右為愛爾蘭）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世界大戰(WWI：1914-1918)及二戰(WWII ：1939-1945) 前後天主教會收容大批孤兒。（左為日本，右為香港） 



René Árpád Spitz (1887-1974) 
 “Spitz was one of the first researchers 
who used direct child observation as an 
experimental method- studying both 
healthy and unhealthy subjects. His 
greatest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came 
from his studies of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and emotional deprivation 
on infants.” (Wiki) Spitz began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child development in 1935 
and his films influenced much of the 
works of subsequent researchers.” 

Watch: 234 Child Deprivation Effects  
1952 NYU Spitzer (Voice added) 
11:00-13: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0H-239m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0H-239m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0H-239m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0H-239m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0H-239mSU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Mary Ainsworth (1913-1999) 
- Student and colleague of  
John Bowlby. 
- Worked with JB at Tavistock Clinic  
In England where she began her  
Research on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 Designed the ‘Strange Situation’ to  
observe attachment types. 
- Proposed 3 types of attachment existed: 
1. Secure attachment; 
2. Ambivalent attachment; 
3. Avoidant attachment. 
 
 



Attachment 
Styles 

%  
 

Child’s general 
state of being 

Mother’s 
responsiveness to 

child’s signals & needs 

Why the Child acts 
the way he/she does 

Resulting Adult 
Characteristics 

Secure  
Attachment 

安全／安心型 

65% Secure 
Happy 

Explorative 
安全／愉快／樂知 

Quick 
Sensitive & responsive 

Consistent 
***敏捷一致適切地 
洞察及回應*** 

Believes and trusts 
that his/her needs 

will be met  

Empathetic, 
Able to  create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and  
set appropriate boundaries  

Anxious-
Ambivalent 
Attachment 

焦慮／矛盾型 

10-15% Anxious,  
Insecure 

Angry  
焦慮／憤怒 

Inconsistent, 
Sometimes sensitive, 
Sometimes neglectful 

時好時壞 

Not sure about 
his/her needs  

being met 
 

Anxious and insecure, 
Controlling and blaming, 

Erratic, unpredictable 

Avoidant 
Attachment 

抽離／迴避型 
 

20% 
 

Emotionally 
distant 

Not v. explorative 
抽離／不樂知 

Emotionally distant 
Disengaged 
Dismissive 

情感冷漠/排斥抗拒 

Believes that his/her 
needs probably 
won’t be met 

 

Emotionally distant,  
Critical, Rigid, Intolerant, 

Avoid closeness 
 

Disorganised  
Attachment 
混亂型 

10-15% Depressed, 
Angry, 

Aggressive 
抑鬱／憤怒／暴烈 

Extreme, erratic,  
Frightening, abusive, 

Threatening 
嚴重疏忽／暴力對待 

Helpless and 
hopeless about that 

his/her needs  
could be met 

Chaotic, insensitive,  
Explosive, abusive, 

Untrusting even while craving 
for security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良好安全的依附關係有利於孩子的大腦／生理／心理／社交發展 

   兩者的正相關性是放於四海皆準，亦跨越種族、社經階層、時間、兒童特質 

  

在普通家庭 

招募參加者 

進行知情簡介 

簽署參與同意書 

收集家庭背景數據 

嬰兒出生 

在3, 6, 12, 24月時 

進行家訪觀察 

填寫母嬰關係量表 

(HOME Scores etc.) 

在兒童不同發展階段 

(幼/小/中/大/ 成人) 

收集成長結果數據 

(IQ, Self-esteem, 
Social Competence, 

Peer Relations, Health, 
Mental Health etc.)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不良的依附關係(尤其是混亂型)對孩子的大腦／生理／心理／社交發展有害 

在「困難兒童/成人」
服務地點招募參加者 

(早產/困難嬰兒中心/
孤兒院/ 兒童院/ 監
獄/ 精神病診所 ETC.) 

在參加者同意下 

填寫相關量表 

(親子關係/依附關係
/IQ, Self-esteem, 

Social Competence, 
Peer Relations, Health, 

Mental Health etc.)   

與同性別、相近年齡、
社經地位和智力狀況

的MATCHED 
CONTROL 組對照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把面對相同困境的兒童分組比較，有「家舍媽媽」的孤兒，智力有明顯進步
(實驗組:+28點; 對照組:-26點;即相差54點/>3標準差; 21年後，差別維持，   
精神健康也有明顯差別) (Skeels & Dye, 1939; Skeels, 1966) 

戰後孤兒院 

收容大批一歲前便 

被遺棄/ 

被家庭逼走的孤兒 

13個幸運兒 

被分配到由 

孤兒「姐姐」照顧 

的「育嬰組」 

温馨照料2年 

其他孤兒如常管養 

觀察記錄成長結果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Harvard Centre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InBrief: The Science of Neglect (4 types of Unresponsive Care: 2:31-5: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3j5UVCSCA 
 1. Occasional Inattention 偶然忽略需要 

 2. Chronic Under stimulation 長期思維刺激不足 

 3. Severe Neglect in  Family Context被嚴重疏忽照顧(家庭內) 

 4. Severe Neglect in an Institutionalised Setting被嚴重疏忽照顧(院舍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3j5UVCS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3j5UVCS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3j5UVCS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3j5UVCS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3j5UVCSCA




(二) 愛德喜: 社署資助研究 
 組別 
 訓練組 (N=26): 愛德喜親子小組 (TW-IFSC) 
 對照組 (n=20) : 親子活動小組 (TT/FL/TSW-IFSCs) 
   
  活動  
 訓練組 (N=26): 24 節 愛德喜家長教育暨親子小組 
 對照組 (n=20) :   8 節 親子活動小組 
  



評量 
 生命滿足感 Life Satisfaction  
  價值教育知識 Knowledge of Values Education Scale 
 親子互動困難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Difficulties  
 家長抑鬱徵狀Parental Depression Symptoms 
 家長焦慮徵狀Parental Anxiety Symptoms 
 家長壓力徵狀Parental Stress Symptoms  
  



結果 

發現(一): 兩組社經位置無顯注差別 
發現(二): 兩組心理基線無顯注差別 
發現(三): 訓練組有顯注轉變 
 
 



發現(三): 訓練組有顯注轉變 
價值教育知識 

焦慮感 

抑鬱感 



(二)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愛 

嬰兒及家長 

親子關係培育 

學前兒童及家長  
愛德喜小組 

中小學生及家長
正向管教服務 



 

(三)愛德喜: 遊戲為本親子 

「品格培育」小組在社區 

羅鄭玉珍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督導主任 



 愛德喜: 是什麼? 為什麼? What? Why?  

愛德喜﹕如何實行? How? 

Turning Vision to Action 



正向心理 

1.精神健康 

2.面對困難、挑戰的能力 



正向心理信念 

相信人具有一些內在的品質，可以
抵禦精神健康問題: 

勇氣、樂觀、人際關係、希望 





Martin E. P. 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re the “Backbon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性格是甚麼? 

1.由不同的品格特質建構出來，成為個人的獨特性格 
2. 相信品格是可以發展 (Growth Mindset) 

• 學習 
• 練習 
• 培養 

3.  品格運用得宜 
• 有能力面對和處理困難 
• 改善人際關係 
• 成為身心健康、快樂的人 

 



品格可改變嗎? 

• nature and nurture 本性/遺傳 和 教養/環境 
• 本性/遺傳 可改變的不多 
• 教養/環境  童年經歷建構腦部成長 
• 成為長遠認知、情緒及社交等能力的軌跡 



價值觀 
改變 
思維 

思維 
改變 
行為 

行為 
改變 
習慣 

習慣 
改變 
性格 

性格 
改變 
命運 



你的品格強項 
 

智慧 勇氣 仁愛 超越 正義 自律 

好奇心 勇敢 仁愛關懷 欣賞美好 群體精神 自制 

愛學習 毅力 愛與被愛 感恩 公平公正 謹慎 

判斷力  正直 情緒智慧 樂觀 領導能力 謙虛 

原創力 熱誠 靈性 寬恕 

洞察力 幽默感 





VIA---Virtues In Action 
 

https://www.authentichappiness.sas.upenn.edu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https://www.viacharacter.org/


1. 欣赏美丽与卓越 9. 宽恕和慈悲 17. 喜爱学习 

2.  不偏不倚、 

公平和公正 

10. 判断力、批判性的 

思考和开明的思想 

18. 小心，谨慎，审慎 

3.  诚实、真摰和真诚 11. 领导才能 19. 仁慈和宽宏 

4.  希望、乐观感 

和未来意识 

12. 去爱和被爱的能力 20. 兴致、热情和干劲 

5.  勤奋、用功和坚毅 13. 公民感、团队精神 

和忠心 

21. 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范 

6.  精神感悟、对目的的 

观念和信念 

14. 谦恭和谦虚 22. 对世界的好奇和 

兴趣 

7.  勇敢和勇气 15.. 洞察力（智慧） 23. 社交智慧 

8.  创造力、灵巧性 

和独创性 

16. 感恩 24. 幽默感和挑皮 



Caritas --- 明愛 

Strengths --- 強項、力量  



對象 

 家長  
◦轉變家長教養子女的思維 
◦建立以品格培育的管教態度和技巧 
 兒童 (2-3歲) 
◦配合孩子發展階段的品格教育 
◦以品格為基礎建立各方面的能力 





•品格故事 
•品格家課 

 

認識品格 
的定義 

• 教養孩童的方向 
• 營造正面學習環境 

正面的 
親子關係 

•幼兒學習自理 
•在生活中實踐 
 

能力感 

• 學習表達情緒 
• 以感受導入處理行為問題 

情緒和行為 
管理 

•處境活動 
•群體活動 

 

社交能力 

品格強項 幸福感 wellbeing 形式 



Group session 

  
 
 
 

Run Down Aim / Content 

Arrival duty Routine duties for children 
•  Take out  their bottle and towel box 
•  Hand in home work 

Free play 
 

• Take on and off their shoes 
• Children play and wrap up toys together 
• Free sharing among Parents 

Greet and sing 
 

Social skills  

Story time 
 

Understand individual character by life story 
 

Activity •Experience character strength  
•Social skills training 
•Self-regulation 

Tea time •Children help to move their own stools 
•Learn to be patient and wait for everyone 

Sharing  Parents share their home activity 



對象 

 家長  
◦轉變家長教養子女的思維 
◦建立以品格培育的管教態度和技巧 

 兒童 (2-3歲) 
◦配合孩子發展階段的品格教育 
◦以品格為基礎建立各方面的能力 



• 2016-2018共舉辦5期 (每期10-12對親子) 
• 每期共24節 
• 每星期兩節 
• 每節1小時15分 
• 對象2-3歲幼兒及家長 
• 引入 “成效研究” 



 
(四) 愛德喜:活動體驗及交流 

羅鄭玉珍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督導主任 



video  





定義 

洞察力 能多方面觀察事物，看
到問題的核心所在 



品格定義---洞察力 

 以故事形式 



美德 品格優點 解釋 

智慧 

好奇心 對任何事物都感到新奇 

愛學習 喜歡學習新的東西 

判斷力 懂得分辨是非，作出明智選擇 

原創力 有「不同而更好」或「新而有用」的想法 

洞察力 能多方面觀察事物，看到問題的核心所在 

勇氣 
勇敢 面對害怕的情境，仍能做美善的事 

毅力 承擔並完成困難的工作，不會抱怨 

誠實 不偏不倚地說出事情真相 

熱忱 全心全意投入工作 

仁愛 
仁慈關愛 關心別人、替人著想、盡力幫忙 

愛與被愛 在意自己與別人的親密關係 

情緒智慧 瞭解別人的動機和感覺，並做好的回應 

正義 
群體精神 有群體精神，努力使團隊成功 

公平與公正 給每個人同等的機會 

領導能力 帶領團隊完成工作，令團員保持和諧的關係 

自律 
自我控制 控制情緒、慾望、需求和衝動 

謹慎 有遠見，三思而後行 

謙虛 不出鋒頭，不認為自己很了不起 

寬恕 不懷恨、不記仇 

超越 

欣賞美好 欣賞美好的東西和卓越的表現 

感恩 珍惜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感激別人的幫助 

希望 對未來有好的期望，為此努力達成心願 

心靈信仰 對宇宙、人生的意義有堅定的信念，是慰藉的泉源 

幽默感 喜歡大笑和逗別人開心，總是看到事情輕鬆的一面 

認
識
好
品
格 



品格活動---洞察力 
 1. 綠葉 

 4. 茶葉 
 3. 香葉 

 2. 枯葉 



 1. 與孩子一起觀察冰融化過程 
 2. 與孩子一起在玻璃或鏡面呼氣 
 3. 煲水時觀察水蒸汽(留意溫度) 

家庭活動---家課 





Spiral Upward Approach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arents 

VIA (Virtues In Acti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arents 

6 virtues building 

Kindergarten students and 
parents 

24 character strengths 

2-3 year old toddlers and 
parents 

24 character strengths 



 
(五) 愛德喜: 答問時間 

主持 :   任春華    明愛家庭服務  
                      教育心理學家  
        羅鄭玉珍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督導主任  



 “Children need love, 
especially when they do not 

deserve it.”  
 Harold Hulber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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