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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沒有吩咐為⼈丈夫或妻⼦要好好準備⾃⼰，	
以便照顧他們的孩⼦。國家如此嚴格地撰寫官	
⽅⽂件，如此執着於微少的禮節，如此着緊看	
社會各⼤層⾯，然⽽對未來⽗⺟保護孩⼦的能	
⼒漠不關⼼，對孩⼦的妥善發展袖⼿旁觀。政	
府亦沒有給予任何形式的準備或指引，幫助這	
些⽗⺟去擔負其責任。	
	
《兒童的秘密》	
瑪麗亞‧蒙特梭利	

兒童的權利	



福祿⾙爾	

國⺠的命運，與其說是操在掌權者⼿中，倒不
如說是握在⺟親的⼿中。因此，我們必須努⼒
啟發⺟親－⼈類的教育者。遺憾的是，真正理
解這⼀意義的⼈卻很少。能左右國⺠命運的是
⺟親的教育。」	



理想教育資源分配／重視程度	

穩健基礎



實際教育資源分配／重視程度	

上重下輕



教育盲點	

 ~ 上重下輕	
 ~ 基礎教育⺫標⼈物錯誤：嚴重忽視家⻑對教育基	
    礎可釋放的能量	
 ~ 強國⼒量不能排除家庭教育的威⼒	
 ~ 政府對新⼿⽗⺟的⽀援極少，令沒道德嬰幼教商	
    業市場出現	
 ~ 遺忘0-3的存在	
 ~ ⽗⺟與成功教育的關係研究，不是嬰幼教課程研  	
    究，幼教責任包括家⻑教育	



成⼈意識異常化	

~ 宏環境影響：社會異常發展	
~ 教育漏洞：遺忘家⻑本能對的威⼒及貢獻	
~ 商業嬰幼教負⾯作⽤浮現，影響家⻑認知及對嬰幼	
   教態度，不專業的所謂幼教嚴重影響孩⼦發展深遠	
	



成⼈意識異常化	

~ 電⼦產品對幼教的深遠影響	
~ 喪失⽗⺟本能的原因	
~ 家⻑集體焦慮症根源	
~ 價值觀扭曲：⾦錢物質化／⾃信低／崇洋 	
    (妄⾃菲薄)	
~ 幼教⼩學化，曲解嬰幼教	



微環境影響：⽣活異常狀態	

~ 電⼦化⽣活：超強電波對孩⼦腦電波影響	
~ 家居物理設置	
~ 家⻑⽂化層次、⾏為模式、⽺群⼼理	
~ 夫婦及祖⽗⺟價值觀, 個別經歷	
~ 嚴重物質化：重表輕裡，重量不重質	
~ 錯失敏感期，跟隨不科學的⾮專業課程	



建議／改⾰⽅法   怎樣喚醒社會？	

~ 做認真、務實的家⻑教育	
   (不是家⻑溝通、家⻑講座、家⻑⼯
作坊)	
~ 應開設⼀⾨教育啟航專科「家⻑教
育學」, 為⼈類貢獻。內容應以嬰幼教
育學、遺傳⾏為學、環境⼼態學、演
化⼼理學、醫護學等作基礎研究，參
考國內、外前線⼈員經驗培育不是紙
上談兵、培育前線、務實的「家⻑教
育學家」	
~ 尋找願為孩⼦發聲、觀察技巧、表
達能⼒、邏輯思維能⼒、解難能⼒強
者作培訓	



~ 政府廣泛宣傳家⻑教育對未來的貢
獻，令⼈⺠得知接受家⻑教育是國⺠
義務責任。帶領及發放正確、⼀⼿科
研給公眾，學術⺠間化，免除給沒道
德的學商販誤導，把⽗⺟帶回正軌，
釋放⽗⺟本能／潛能	
~ 發展「教育與家⻑」⾓⾊的關係	
~ 科學地本⼟化， ⻄化孩⼦不是蒙⽒
教育⺫的 	
~ 預防：減少發展有問題的兒童出現，
減輕醫療／冶療負擔	

建議／改⾰⽅法   怎樣喚醒社會？	



怎樣喚醒家⻑？	

~「家⻑教育」成為國⺠⼈⽣必修科	
~ 現場對話式，互動式，不是教導式	
   (⾔教成⼈技巧：向⽗⺟提問，⼤量案例)，	
   令其想通，否則難以堅持	
~ ⼀男⼀⼥輪流當講者，講座完成前⼀起回答家⻑   	
   提問	
~ 相信⽗⺟本能，認同家⻑為重要的教育家	
~ 天職（cosmic task）? 	
   何解？ 以科學⾓度了解	
   其偉⼤及重要	



怎樣喚醒家⻑	

~ 我們發現：認知早期⼈類或對新⽣命產⽣興趣之	
   敏感期	
~ 捕捉0-3歲的家⻑：家⻑教育⿈⾦期，這敏感期學	
   習能事半功倍 (時間對關係發展的重要性)	
~ 發掘⽗⺟及家庭的潛能 	
~「育」⽐「教」更重要	



怎樣喚醒家⻑	

~ ⾝教(互動、即⾏為教育) ⽐⾔教更重要 	
~ 建議怎讓家⻑能把教育理念帶⼊⽇常⽣活	
   中 (學術⺠間化及落實執⾏)	
~ 學習應⽤，容許⽗⺟到家⻑學校觀察⽼師做法及在	
   校實習 (⾝教家⻑)	



怎樣喚醒家⻑	

~ 我們發現: 認知早期⼈類或對新⽣命產⽣興趣之敏	
   感期	
~ 捕捉0-3歲的家⻑: 家⻑教育⿈⾦期，這敏感期學	
   習能事半功倍 (時間對關係發展的重要性)	
~ 發掘⽗⺟教育潛能 	
~ 嬰幼教育「育」	
   ⽐「教」更重要	



怎樣取得家⻑的認同／信任	

~ 觀察: 正常化／偏差	
~ 專業知識／豐富經驗／緊貼科研	
~ 怎樣根據科研(不是科技)去⽀持配合孩⼦的幼教	
~ 正⾯、務實、可⾏建議	
~ 先成為家⻑的⽼師	
~ 教育道德	
~ 講者也是家⻑	
~ 知⾏合⼀，不可紙上談兵，	
   讓家⻑具體感受	



影⽚Video	



蒙特梭利 :「教育的預備始於研究⾃我」	
協助⽗⺟轉化⾃⼰	
家⻑成為兒童⾃然發展的「助⼒」，⽽⾮「阻⼒」。	
《⿈帝內經》提出：「聖⼈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
治未亂」，預防勝於治療。 	
 

家⻑「正常化」 	



•  家⻑對孩⼦的態度正⾯轉化	
•  進⽽孩⼦、家庭、朋友、社區、社會	
•  平衡的成⼈	

正常化的家⻑	



•  2006年開始	
•  家⻑教育定為必修科，須修讀⼋⼩時 	
•  8星期每周⼀次的持續觀察課，由資深導師觀察孩

⼦與⼈（其他孩⼦、家⻑和⽼師）和物作的互動 	
•  家⻑與嬰幼兒繼續每周兩次的共同成⻑班， ⼀⾄

兩年 	
•  孩⼦3-6歲時繼續授受家⻑教育	
•  進階的 30 ⾄ 90 ⼩時家⻑教育課程	
•  深⼊的教師培訓課程	

家⻑教育: 理論與實踐	



天時�
	

地利�
	

⼈和 	

成功要素	



天時	

•  當家⻑作出呼喚	
•  ⽗⺟培育⽣命的敏感期	
•  幫助我轉化⾃⼰ 	



地利	

•  家⻑教育必要，不分地域，不分種族。	
•  必須本⼟化	
•  家⻑在蒙特梭利教室中學習，會感受到教室之

美和秩序	



⼈和	

•  必須在幼兒教育領域有扎實的理論基礎	
•  有廣泛及持續教育幼兒的經驗	
•  豐富社會及⽣活體驗	
•  知⾏合⼀ ，⾝教	
•  具備成熟和敏銳的觀察技巧: 望聞問切	
•  優秀溝通技巧互動對話⽽⾮說教	
•  能助家⻑解決難題	

(D) Practical tips on running parenting programs—	(D) Practical tips on running parenting programs—	



家⻑教育內容 – 8⼩時	

1.   蒙特梭利教育哲學	
2.	  什麼是「教」與「育」			
3.   何謂「⼈類基礎教育」	
4.   新⽣命對世界的貢獻		
5.   ⼼理與能⼒的建⽴	
6.   ⾁體胚胎與精神胚胎的培育	
7.   認識孩⼦的感覺	
8.		 認知敏感期	
9.		 吸收性⼼智 : 早期⼈類接收訊息	
      的狀況					
10. 無意識、有意識及潛意識的關	
     係	 �
11. 動作與⼼理建構的關係 : 正常化	
12. ⾏為教育 : ⾝教	

13. 家庭管理學 : 成⼈對孩⼦應有的	
     態度 (尊重與縱容)	
14.	⼈類發展⽣態學 : ⾓⾊的本能對	
     孩⼦的重要性	
15.	宇宙規律與⼈類關係 : ⼤⾃然對	
     教育的重要性	
16.	協助孩⼦⼼理成⻑的⾏為做法	
17.	蒙⽒教育如何融⼊⽇常⽣活 : 本	
     ⼟化	
18.	影⽚欣賞 : 蒙特梭利孩⼦能⼒實	
     況	
19.	蒙⽒教具的重點展⽰	
20.	尋覓與孩⼦互相尊重的學校	
21.	好書推介	



家⻑教育內容 – 30⼩時	

(0-3歲)	

27	

1.  深⼊了解分析蒙特梭利哲理	
2.  深⼊探索⼈類極地 : 精神胚胎	
3.  認識「零」及「無限」	
4.  孩⼦引領成⼈向善 ; 無為⽽無不為	
5.  何為「不教的教育」	
6.  正常化 : 如何協助孩⼦發展出優質
⼼理	
7.  完整⼼理結構的元素	
8.  腦與動作	
9.  節律	
10. ⼈類早期的本能及傾向 : 影⽚協
助分析	
11. 經驗內化	

12. 孩⼦跟宇宙的關係�
13. 早期⼈類的共同特質及創造功期�
14. 「⾃我」的形成�
15. 何為「感覺」�
16. 新⽣兒發展需要 : 動作、感覺、	
      認知、語⾔、情緒、社交�
17. 嬰幼兒在家 : 保育⼯作⽰範�
18. 認識什麼不是幼兒教育�
19. 何為「干預」�
20. 成⼈的精神準備 : 反思�
21. 閱讀資料 : ⼈類發展�
22. 蒙⽒學具理念介紹及家居學具製
作展⽰	



家⻑教育內容 – 60⼩時 	

(3-6歲)	

1. ⽇常⽣活教育：本⼟化，融⼊華⼈的⽇常⽣活	
2. 感覺教育	
3. 數學教育	
4. 語⾔藝術教育	
5. ⽂化及科學教育	
6. 個性、情緒及社交發展	
7. 蒙⽒教室／家庭管理的藝術	
8. 慧眼的觀察	



搜集了⼗年 (2006-2016年) ⾹港家⻑參加了我們的
家⻑教育課程的5771 份資料作分柝後，他們絕⼤部
份在問卷中表⽰課程喚醒了⾃⼰，能重新認識孩⼦
，好好與孩⼦相處和互動。	
	

在本部“⼋⼩時家⻑班”問卷統計裏，⼤部分的家
⻑反饋認爲這個課程帶給了他們新的概念，改變了
他們對孩⼦的的看法。⽽講師們的解答，也解決了
家⻑對孩⼦和新概念的疑問。⼤部分的家⻑認爲課
程是實⽤⽽且值得普及的。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在問卷調查中，有98.3%的家⻑認爲帶給了他們新的
教育概念，有0.3%的沒有帶給他們新的概念（這些
家⻑曾經聽過蒙特梭利的概念，然⽽家⻑們認爲鞏
固了他們對蒙特梭利概念的認知）另外有1.3%的家
⻑并沒有意⾒。同時，有94.0%的家⻑改變了對孩⼦
的想法；1.73%的沒有改變；其他的4.27%的家⻑沒
有給予意⾒。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課程能帶給你新概念嗎？

能 不能 不知道 

此課程能否改變你對孩子的看法

能 不能 不知道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家⻑認爲這個課程的實⽤性⾼達98.6%；只有0.3%
的家⻑認爲⽐較低；1.1%的家⻑沒有回應。所以有
96.5%的家⻑認爲需要課程普及化，有1.6%的家⻑
認爲不需要和者實施起來⽐較困難；有1.9%並沒有
評價。	


你認爲此課程有實用性嗎？ 

有 沒有 不知道 

你認爲是否將此課程普及化？

是 不是 不知道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在課堂上，86.4%家⻑認爲講師能解答他們的問題；
有0.45%認爲并沒有解答或者不夠時間提問；13.15%
的家⻑沒有回應。96%的家⻑認爲課程能夠幫助他們
使他們明⽩以往⼀些疑問，0.6%的家⻑認爲課程沒能
幫助他們瞭解以往的疑問，剩下3.4%的家⻑沒有做出
回應。另外，家⻑對講師的表達能⼒是認同的。有
40%的家⻑認爲⾮常好；34%認爲很好，18%的家⻑
表⽰滿意；有2%認爲⼀般。在調查裏，顯⽰了作爲
⼀個講師來說，最基本的需求有專業的知識，具體的
解答能⼒，還有充⾜的數據提供給家⻑們參考。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課堂上講師能解答你的
問題嗎？ 

能 不能 不知道 

此課程能幫助你瞭解一
些以往的疑問嗎？ 

能 不能 不知道 

講師的表達能力如何？ 

非常好 很好 滿意 一般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總體來説，經過⼗年的統計調查，有⾼達九成讀過
家⻑班的家⻑都給予正⾯的態度和⽀持。	
	

家⻑對初⽣兒的⼤⼩事都興趣盎然，也極之好奇。
我們稱這現象為「認知幼⼩⽣命敏感期」，特別是
零⾄三歲孩⼦的⽗⺟。參加家⻑班的亦以零⾄三歲
孩⼦的家⻑佔多數。透過兒童無限學校的家⻑班
統計，有93.4%的⽗⺟在孩⼦0-3歲的時候報讀家
⻑班，只有6.6%的⽗⺟在孩⼦3-6歲報讀家⻑班。從
此我們取得家⻑培育孩⼦的敏感期在0-3嵗的結論。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十多年蒙氏 
家長教育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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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認知幼小生命敏感期

數據顯⽰75%以上的家⻑都擁有⼤學及⼤學以上學
歷，25%的家⻑擁有⼤專學歷，這樣良好的教育背
景可以保證更好的課堂氣氛，更⾼的知識層次討論，
更好的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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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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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學歷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數據顯⽰，⺟親的⽐例從2006年的0.6變化為2016年
的0.5。⺟親在總家⻑⼈數的⽐例呈明顯下降，也就是
說⽗親參與的⽐例在逐年提升。總體來說在過去主要
是以⺟親為主來主動尋找幫助。⽽現在⽗⺟雙⽅參與
的⽐例則更加接近，這表明⽗⺟雙⽅都開始意識到孩
⼦敏感期對孩⼦成⻑的重要性，這是⼀個⾮常好的趨
勢，因為孩⼦的健康發展無疑需要來⾃⽗⺟雙⽅的共
同關注。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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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蒙特梭利視環境為教育⼯具，以及協助兒童成⻑的
第⼀個要素。所以預備⼀個適合兒童發展天賦和潛
能的環境成為新教育的⺫標。此理念同樣適⽤於家
⻑教育。所以參與培訓的家⻑，除了聽課之外，還
需要有機會在⼀個為孩⼦教育⽽準備好的環境中觀
察蒙⽒導師如何觀察孩⼦及怎樣與幼兒互動。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多年蒙特梭利�

家⻑教育成果分享	

~ 全港⾸間及唯⼀的美國蒙特梭利全會員
校(AMS Full Member School)及國際執
照導師培訓中⼼	
~ 全港⾸間及唯⼀要求家⻑完成最少8⼩
時家⻑教育課才可為孩⼦報讀的嬰幼校	
~ 已有過萬華⼈家庭成員(包括祖⽗⺟及
照顧者)接受過我們8-90⼩時的教育課	
~ 為多間專上學校及⼤學的幼師課程指定
實習中⼼	
~ 協助過千發展問題兒重回正常	
~ 為眾多報刊撰寫教育⽂章	
~ 為全球蒙⽒園作參觀交流⽰範學校	



結語	

新世紀幼教路向	
嬰幼教育前瞻: 家⻑教育	
	
成⼈⾃已必先須先改變，才能
正⾯影響孩⼦、家庭、朋友、
社會、甚⾄國家。讓蒙特梭利
家⻑教育運動展開，這是提升
國⺠素質關鍵, 能解決⼈類眾多
問題。並將嬰幼教及蒙特梭利
教育推⾄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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