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親子關係的重要性：                

1.  孩子能否走向成功的最重要關鍵      
2. 影響孩子性格的形成，品質的培養、意志的磨練，人際關係 

 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原則： 
1. 重視孩子想法 
2. 溝通溫暖平等 - 語氣、用詞、情理兼備 
3. 彼此互相尊重、信任 
4. 設身處地為孩子著想，關心但不干涉 
5. 取得平衡，包括管教與容忍、權威與友誼、有趣與嚴肅的相處、敦 
促孩子與放手讓孩子去、堅持原則與保持彈性、堅持立場與輕鬆以對 

   6. 多鼓勵，少操縱 
 如何修補親子不良關係： 

1. 冷靜處理 
2. 跟孩子坦誠溝通，傾聽孩子說話， 
3. 鼓勵並讓孩子表達他的看法與意願，   
傾聽比說教更有效。 

4. 設身處地去了解彼此的感受           
5. 父母子女雙方要勇於承認錯誤 
6. 雙贏策略與方法 
7. 利用公開場合 
8. 夫妻一起解決                      
9. 尋求專家支持 

 

 
 
 
 
 
 
 
 
 
 
 
 
 
 
 
 
 
 
 
 
 
 
 
 
 
 
 
 
 
 
 
 
 
 
 
 
 
 

 

地址︰沙田廣源邨廣榕樓地下 
www.kwongyuenbc.org 

電話︰2648 7481 
查詢︰馮群娣姑娘 

陳玉梅姑娘 

主日崇拜 早堂   上午 9:00 
  午堂   上午 11:00 
兒童  兒童天地   上午 9:00 

兒童崇拜   上午 11:00 
少年  少年聚會   上午 9:00 
      齊齊崇拜   上午 11:00 

日期 幼組 中組 
少年聚會 

(9:00a.m.-10:30a.m.) 

4/3 
FIT 1 FIT(健體活動) 

歷奇活動 

4/10                閱讀週 歷奇活動 

4/17 兒童崇拜(提前舉行) 
(上午 9:00-10:30)(學玩天地暫停一次) <齊齊崇拜> 

4/24 戶外早餐、遊戲 專題 

5/1    FIT 1 FIT(健體活動)  歷奇活動 

5/8 母親節手工週 歷奇活動 

5/15 兒童崇拜(提前舉行) 
(上午 9:00-10:30)(學玩天地暫停一次) 

<齊齊崇拜>  

5/22 小廚師(請帶備食物盒) 歷奇活動 

5/29 電影欣賞 
(上午 9:00開始播放，一定要準時啊!) 

專題 

6/5            FIT 1 FIT(健體活動)   歷奇活動 

6/12 節期週：父親節 歷奇活動 

6/19 兒童崇拜(提前舉行) 
(上午 9:00-10:30)(學玩天地暫停一次) 

<齊齊崇拜> 

6/26 生日週及聖經問答比賽 專題 

   
 

  

4/7 影音週 活動 壓力 Out消(1) 

4/14 FIT 1 FIT(健體活動) 科學探奇 查經 認識上帝的人 
深知使命的撒母耳 

4/21 生命探索 
(認識人的出生) 活動 聚火大會 

4/28 英語遊蹤 英語遊蹤 查經 玩出好品格 

5/5 FIT 1 FIT(健體活動) 認識自己 活動 壓力 Out消(2) 

5/12 母親節手工製作 查經 少年廚神 
(母親節版) 

5/19 兒童崇拜(提前舉行) 

(上午 9:00-10:30)(學玩天地暫停一次) 

認識上帝的人 
善用才幹的大衛 

(上午 9:00-10:30) 

5/26 小廚師(請帶備食物盒) 查經 玩出好品格 

6/2 

兒童崇拜(提前舉行) 
(上午 9:00-10:30)(學玩天地暫停一次) 

壓力 Out消(3) 
(上午 9:00-10:30) 

懇親活動日 歡迎家長及兒童一起參與 (上午 11:00-下午 1:30) 

6/9 FIT 1 FIT(健體活動) 餐桌禮儀 查經 Oh! My Dad! 

6/16 父親節手工製作 活動 玩出好品格 

6/23 聖經問答比賽 查經 認識上帝的人 
衰收尾的所羅門 

6/30 生日會及頒獎禮 活動 生日週 

 

適合幼兒至中童(9歲)的聚會    適合少年人(10歲至 14歲)的聚會 
上午 9:00-10:30  學玩天地    上午 9:00-10:30  少年聚會 
上午 11:00-12:30  兒童崇拜    上午 11:00-12:30  主日崇拜 

響應環保，鼓勵兒童自備水樽、食物盒及手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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