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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目 標凝 聚 雙 親  和 孩 成 長

協助離異父母

有效地履行

「以孩為本」的

父母責任

陪伴離異家庭的

孩子過渡

因家庭變遷

所帶來的壓力

向公眾人士

推廣離異父母

責任及

共享親職

的理念

提供親子接觸機會，

讓孩子可在一個

安全及友善的環境與

非同住父母

保持正面的接觸

KID FIRST這個名字代表著我們對服務離異家庭的一份信念和心願。

我們希望為離異家庭提供一個「以孩為本」一站式的共享親職支援服務。

「親和」則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是與己親和：我們希望離異父母和家庭的

孩子，可以在離異的傷痛中得以療癒；第二個是與他人親和：父母可以找

到重新合作的軌跡，即使父母離異，孩子也可以和父母彼此連繫，本著這

份親和，父母和孩子也可以懷著希望重新出發，開展新的一頁。

協助離異父母先照顧自己的情緒，放下傷

痛，走出婚姻中的恩怨情仇；同時協助離

異的孩子過渡因家庭變遷所帶來的壓力，促進他

們身心健康發展。

父母以「孩子為本」的原則履行父母責任，

建立共親職計劃，強化親子聯繫，讓孩子繼

續擁有父母雙方的愛和關懷。

父母在離異的傷痛中重整自己，對人

生有一種新的認知和體會，有力量陪

伴孩子展翅飛翔。

 「親和坊」以3R：「Recovery」，「Reconnect」，「Rekindle Hope」為導向，

為離異家庭提供各種相關支援。

療癒 RECOVERY

重新連繫 RECONNECT

重燃希望 REKINDLE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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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內 容

   給父母的服務

• 共享親職」輔導服務

•親職協調服務

•督導聯繫服務及交接

• 以孩為本」共享親職工作坊及

講座

•治療性小組及課程

•同路人互助小組及義工服務

合作父母小叮嚀

   特別項目

本中心另設有 

家事調解服務及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以協助有需要的離異父母

   給孩子的服務

•孩子適應輔導及小組

   給家庭的服務

•離異家庭親子活動及義工服務

   給公眾的服務

• 共享親職」推廣活動

• 為專業人員（社工、教師、	

律師等）而設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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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離異前後，因著個人的傷痛與憤怒等複雜情緒,，兩人衝突不

斷，孩子處於緊張情緒張力的關係中，成為直接的目擊者，也很容

易讓自己捲入父母的三角關係。如果孩子涉入太深，孩子可能會夾

在父母緊張關係之中或會用分裂自己來支持爸媽，在爸爸或媽媽面

前說出不同版本的意見及想法。如果父母未能及時留意或覺醒，忽

視孩子的困難，將會造成孩子身心不平衡。孩子的心靈創傷如未能

得到及時的修復，將來可能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去療癒，這是父母都

不希望見到的。

父母如果因為離異過程為孩子帶來傷害，雙方最好能找個機會，用

自己的方式，向孩子作出以下的表達，為孩子曾受過的傷及你們的

親子關係作出修補。

01_對不起：爸爸媽媽相處困難讓你難受；

02_請原諒我們：  離婚及無法好好相處是大人的責任，請原諒我們，

我們也已經在努力學習去解決……

03_謝謝：你是一個好孩子，也一直關心爸爸和媽媽。真的謝謝你！

04_ 我愛你：  我們是真心愛你也希望你快樂，即使爸爸媽媽不再是夫

妻，但我們永遠都是你的爸爸和媽媽，對你的愛不會

改變；

05_ 傾聽：  也許你有些困難或疑問想問我，我很願意為你解答，如果

我也不清楚答案，我願意去想一想或收集一些資料再跟

你討論，好嗎?

共親職社工 吳金玉姑娘

以上分享參考自「合作父母與親子會面：啟示出版」



課 程 簡 介

PG008

 日期 9/1/2021、16/1/2021、23/1/2021、30/1/2021（星期六）

 時間	 晚上7:00-9:00

	節數	 4節

	內容	 	面對父母離異，孩子的失落、難過、傍偟、不安、自責

等複雜的情緒，爸爸媽媽看見嗎？爸爸媽媽在自己療傷

的同時，如果準備好，一起來學習運用親子遊戲治療的

方法，陪伴孩子玩玩具的過程中，向孩子傳達「我聽

到、我看到、我明白及我關心」的訊息，重建孩子的安

全感，成為孩子可信靠的爸爸媽媽。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3-10歲）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Grace吳姑娘

父母系列
 「親子遊戲治療」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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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親職證書課程
KID First

PP025

PP026

 日期 20/2/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6:00

	內容	 	•培養父母「以孩為本」的角度

	 	 •了解子女面對父母離異的情緒及行為

	 	 •父母如何處理子女面對離異的情緒

	 	 •如何告知孩子父母離異的狀況

	對象	 分居/離異的家長（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Michelle劉姑娘、Nancy潘姑娘

 日期 27/2/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6:00

	內容	 	•認識個人情緒如何影響孩子身心的成長

  •學習共享親職的溝通和協商方式

  •父母如何建立健康的共親職關係

	對象	 分居/離異的家長（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Michelle劉姑娘、Nancy潘姑娘

基礎班

進階班



課 程 簡 介

0706

父母系列父母系列

PG006

 日期 2/1/2021、9/1/2021、16/1/2021、23/1/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節數	 4節

 內容	 	認識「子女為本」的教養概念，促進親子關係。同時透過

提升父母共親職教養子女之智慧，舒緩管教壓力。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參加者需與子女有聯繫）

	地點	 安靜及有穩定wifi的地方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Nancy潘姑娘

 日期 3/1/2021、10/1/2021、17/1/2021、24/1/2021（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中午12:00	 節數	 4節

 內容	 	「看不懂自己，人生的課題將會不斷重複的出現……」導

師將透過體驗式活動，帶領參加者從依附類型、原生家庭

動力、情感圍牆等不同角度去遇見自己，突破盲點，提升

生命的素質。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鄭太、Michelle劉姑娘

 日期 16/12/2020、13/1/2021、24/2/2021、24/3/2021（星期三）

 時間	 晚上7:00-8:30

	節數	 4節

	內容	 •讓探視家長分享探視喜怒哀樂和親子相處的智慧

  •提升分居後的親子關係技巧

  •檢視與親職伙伴（前度）協調探視的心法和方法

	 	 01 仔女叫聲我 —	讓子女輕鬆地說句爸爸媽媽

  02 親子不分離	—		親子關係不再疏離的技巧	

	（備有家長分享）

  03 教兒無休止 —		與學校溝通和支援子女學習的方法	

	（備有家長分享）

  04 探視的禮物 —		運用探視的機會，讓子女深刻記得	

父母的愛意
	 註：須由社工推薦參與。

	對象	 需要探視子女的家長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鄧先生

 「與孩同行」家長小組網上版

 「遇見自己」生命洞察與提升小組

 「親子祈圓」家長小組

PG011

PG012



課 程 簡 介

0908

父母系列父母系列

PG014PG013

 日期 4/3/2021、11/3/2021、18/3/2021、25/3/2021（星期四）

 時間	 晚上7:00-8:00

	節數	 4節

	內容	 	在離異的道路上，快樂似乎很遙遠。要重拾快樂鑰匙？

原來〝她〞在轉角處，與有志尋找快樂的人交流，誠邀

你參加這個小組。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Michelle劉姑娘

 日期 6/3/2021、13/3/2021、20/3/2021、27/3/2021（星期六）

 時間	 晚上7:00-8:30

	節數	 4節

	內容	 	人生中其中一苦，是生命中的離別。與曾經最親密的人

的分離，相信內心有千絲萬縷而不能言喻之感覺。這個

小組分為三個系列，這個系列名為「容許我慢慢看見

你」，讓我們一同慢慢地重新看見那份傷痛，好好陪伴

他們。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Diane劉姑娘

 「快樂在轉角處」家長小組  「越過河與你相遇」治療小組 
容許我慢慢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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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簡 介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PP020

 日期  17/1/2021（星期日）或	

28/1/2021、18/2/2021、18/3/2021（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中午12:30	 節數	 1節

	內容	 五大課程主題 

	 	 01 幼兒期發展的重要成長事項、幼兒焦慮和父母的角色

	 	 02  恰當的「親職」和「共親職」、如何觀察和	

回應年幼子女的感受

03  如何為幼兒制定親職計劃	

	（與父母間生活的考慮、留宿安排等）

04  孩子們需要的安全感和親友維繫

05  如何解決親職間的衝突

	YCIDS教育課程由享譽國際的兒童心理學家、離婚及家庭創傷研究專家	

Dr.	 Jennifer	Mclntosh為育有嬰幼兒的離異父母而設，總結多年的實證研究

經驗，重點教育父母有關嬰幼兒早期發展及於父母離異過程中的心理需要，

學習有效的共親職知識。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特意協助Dr.	 Jennifer	Mclntosh將課程重新翻譯並錄製

成廣東話影片，透過社工帶領導賞及講解，深化父母的掌握和應用。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0-7歲	）

	地點	 安靜及有穩定wifi的地方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鄭太、Michelle劉姑娘

YCIDS離異父母教育課程
ZOOM （網上版）

PP012

 日期 20/1/2021、2/2/2021、10/3/20211（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11:30

	節數	 1節

	內容	 	分居或離婚的父母，如何在這個狀況下，仍能好好教

養孩子，讓孩子可以健康成長，透過多個心理學理

論，讓家長輕鬆掌握良好的親職技巧，舒緩單親教養

的壓力。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安靜及有穩定wifi的地方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王姑娘

教仔鬆一鬆親子攻略 
ZOOM （網上版）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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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CG009

 日期  30/1/2021、6/2/2021、20/2/2021、27/2/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30

	節數	 4節

	內容	 	會否在某些時候，你發現孩子總是停不下來，情緒總是

起起伏伏?	作為父或母的你感到無從入手?	讓我們透過一

系列的正念小遊戲、歌曲，陪伴你的孩子，一同灌溉內

心的正念種子，一起活在當下，活在此時此刻，滋養出

平靜、理解和慈悲。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Diane劉姑娘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孩子正念小組

課 程 簡 介

CG002

CG008

 日期  8/1/2021、15/1/2021、22/1/2021、29/1/20211（星期五	

 時間	 晚上7:00-8:00	

	節數	 4節

	內容	 	透過多元化活動介入，協助參加者辨識不同的情緒，並

明白情緒的意義。同時，透過情緒表達，紓解家庭轉變

為他們帶來的壓力。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安靜及有穩定wifi的地方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Nancy潘姑娘

 日期  20/2/2021、27/2/2021、6/3/2021、13/3/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11:30

	內容	 	運用不同藝術媒介創作（黏土、繪畫……）、表達當下情

感。兒童體驗從動態到靜態的活動，認識和接觸內心世

界的情感。他們在創作藝術品的過程學習表達、呈現及

抒發個人面對家庭轉變的各種情緒。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Shirley黃姑娘

 「快樂小天使」兒童小組網上版

 「 Zoom In藝．築．情」兒童小組



課 程 簡 介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CG010 CP008

CP010CP007

 日期 24/1/2021（星期日）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內容	 	提升離異家庭兒童的情緒管理及兩個家生活的適應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Nancy潘姑娘

 日期 9/2/2021（星期二）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30

	內容	 	疫情生活令孩子的生活枯燥嗎？來參加我們的遊戲日，

讓我們一同享受遊戲帶給我們單純簡單的快樂！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Diane劉姑娘

 日期  27/2/2021、6/3/2021、13/3/2021、20/3/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4:00

	內容	 	小組透過呼吸練習、韻律活動及自由畫作三方面的活

動，讓孩子在父母離異過程所沾染到的負面思想及情

緒，以健康及適當的渠道釋放出來，重拾平靜安穩的身

體狀況，重建孩子自己的學習及發展。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0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Grace吳姑娘

 日期 16/1/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4:00

	內容	 	透過插圖精美、故事簡潔的繪本，讓兒童以繪畫、手

工、續說故事等形式，抒發內心感受。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王姑娘

兒童成長列車 — 可人兒的兩個家

Ready… Steady…Go!

Breathe! Rock! Draw!兒童自療小組

繪本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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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系列

CP009

CP011

 日期  24/1/2021（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下午1:00

	內容	 	家長放下、自在，享受與孩子一起創作的快樂；發揮親

子小宇宙，共同創作一張小木櫈及為中心設計一塊家庭

許願板。

	 	 #	曾報名親子小木匠（2020年8月參加者優先）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及其5至12歲子女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Grace吳姑娘

 日期 16/1/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4:00

	內容	 	透過與子女一起進行集體遊戲和活動，加強親子溝通。

	對象	 面對父母分居/離異的5至12歲兒童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Nancy潘姑娘

親子小木匠 
 （自制小木櫈及家庭許願板）

親子大冒險

1716

課 程 簡 介

閒情系列

PP014

 日期 26/2/2021（星期五）

 時間	 晚上7:00-8:30

	內容	 	大家有否想過洗手液、沐浴露等等日常用品也可以自己

製作？讓我們在這個活動，一同製作一些生活用品，輕

鬆地渡過一個黃昏。

	對象	 分居/離異的父母（子女18歲或以下）

	地點	 安靜及有穩定wifi的地方

	費用	 全免

 名額	 8位

 導師	 Diane劉姑娘

生活雜貨DIY LIVE/ZOOM



01_   活動須親身出席，不可轉讓及替代。所有缺席

者當自動棄權處理。

02_   如活動舉行當天，遇緊急或特別情況，活動日

期、地點如有更改，將另行以電話/電郵個別通

知參加者及於Facebook公佈。（如:參加者人

數不足等)

03_  活動當日如參加人數不足6人，會以電話/電郵個別通知參加者延期/取消

04_  參加者在出席活動前應確保其身體狀況適合參與該活動

05_   活動舉行期間，本中心可能拍攝及錄影活動過程作機構刊物、網頁、中心播放及服務推

廣之用，如不願意被拍攝或不同意相片及影片用途，請於報名時提出。

06_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本人明白及同意，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是為本人提供服

務時使用；並且在有需要轉介其他服務時，提供予有關機構/部門。有關本人的個人資料

將被保密處理。本人亦獲悉，如本人需要查閱個人資料紀錄，可向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作書面申請。

07_  除特別註明之活動外，活動不設截止報名日期，額滿即止。

08_  本會於收到報名表後，會在活動前以電話/電郵通知參加者有關活動詳情。

09_   在活動過程中，如有參加者刻意或無故地滋擾他人或職員，職員有權要求滋擾者離開，

以保障其他人的權利。

10_  活動收費安排

	 (a)	親臨及繳交現金；

	 (b)		於劃線支票背後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抬頭：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連同填妥之報

名表，親臨或寄回本中心。

10_  有關風暴及暴雨之特別安排

•		 •如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活動照常舉行

•		 • 如懸掛三號颱風訊號或紅色暴雨警告，戶外活動取消，室內活動照常舉行

•		 	•  如懸掛八號颱風或以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該活動則取消（如活動前三小時仍然懸

掛，該活動亦會取消，不會另作通知）

•		 • 緊急或特別情況安排，則另以電話/電郵個別通知參加者（如:參加者人數不足等)

	 	• 當天活動的最新安排，將會在FACEBOOK公佈(https://www.facebook.com/scschk/)

12_  Zoom使用守則：

	 	 (a)			為促進參與及增加互動，參加者應以真實姓名登入會議及	

	 						全程開啟視像，

	 	 (b)		為確保其他參加者的私隱，如主持人未能辨識其身份，	

									有權要求該參會者離開會議

13_  如有任何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		由於本港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如活動有

任何更改，本中心會以電話/電郵另行通知及於

Facebook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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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須 知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LC006

LC007

 日期 15/1/2021（星期五）	 時間	 下午6:30-9:00

	內容	 •	由義務律師解答有關分居或離婚的疑問，包括:離婚訴

訟及律師費、子女管養權、子女照顧及探視安排，子女

生活費、配偶贍養費、財產分配、人身傷害及禁制令。

	 	 •	個別面談約25分鐘，須報名預約

	 	 •	如有需要，參加者可自備有關文件會晤律師

 對象	 面對分居或婚姻離異的人士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6位	 導師	 負責社工潘姑娘

 日期 19/3/2021（星期五）	 時間	 下午6:30-9:00

	內容	 •	由義務律師解答有關分居或離婚的疑問，包括:離婚訴

訟及律師費、子女管養權、子女照顧及探視安排，子女

生活費、配偶贍養費、財產分配、人身傷害及禁制令。

	 	 •	個別面談約25分鐘，須報名預約

	 	 •	如有需要，參加者可自備有關文件會晤律師

 對象	 面對分居或婚姻離異的人士

	地點	 本中心	 費用	 全免

 名額	 6位	 導師	 負責社工潘姑娘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I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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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放 時 間

報 名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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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兒童 /親子

網址 facebook

成人 兒童 / 親子

網址 facebook

成人 兒童 / 親子

網址 facebook

本中心於以下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2021年1月1日	 星期四	 元旦

	 2021年2月12日	 星期五	 農曆年初一

	 2021年2月13日	 星期六	 農曆年初二

	 2021年2月14日	 星期日	 農曆年初三

	 2021年2月15日	 星期一	 農曆年初四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9:00至
下午1:00

下午2:00至
下午5:30

下午6:00至
下午9:00

惡劣天氣 戶外活動 室內活動 中心開放

休   

息
01_於中心開放時間內，致電或親臨報名。

02_以電子表格提交報名申請	。

成人 兒童/親子 網頁

•	如活動舉行前三小時仍懸掛惡劣天氣警告，該活動則取消。

如本中心有特別安排，則以電話個別通知參加者。

• 如參加者對惡劣天氣警告下之活動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本中心查詢，電話：2170	1788。

惡劣天氣警告下之特別安排

本中心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如常舉行         活動取消/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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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日期：2020年12月  印刷數量：1,000份

地 址：		香港軒尼詩道397號東區商業大廈7樓A-E室				

	 	（銅鑼灣地鐵站B出口）

查詢電話：	2170	1788

傳真號碼：	2429	6719

網 址：	www.coparenting.org.hk

電 郵：	kidfirsthk@cmac.org.hk

親和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港島）

辦 事 處 地 址 及 聯 絡 方 法

成人 兒童 /親子

網址 facebook親和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 港島

可乘坐 2A, 2X, 38, 42, 42C, 65, 65S, 72, 72A, 72S, 77, 77S, 592

綠色小巴：4A, 4C, 5, 10,14M, 21A, 25, 31, 40, 56A, 69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