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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本中心乃非政府資助的基督教服務機構，自 2009年成立至今，蒙上帝的帶領及恩典，服

務已漸上軌道。中心的創立，旨在透過信仰與輔導的整合，提供專業服務，支援教牧同工牧

養信徒家庭，鞏固婚姻關係和促進親子培育；協助學校同工消減壓力，建立團隊精神，並促

進家校合作。此外，亦協助信徒與非信徒處理個人成長及家庭問題。 

 

本中心同工，均受輔導專業訓練，且在婚姻、家庭及子女培育範疇上，擁有豐富經驗。

過往，我們曾為多間教會、學校及機構舉行培訓和講座(見附錄) 。本年度，中心更推出多個

計劃，盼望能與教會、學校及機構合作，提供多元化的輔導及培育服務。有關計劃如下： 

 

(有關講題及服務選項，可參考附錄) 

 

對象 服務計劃 收費 註 

教會/學校

/機構 

a. 講座/工作坊(單次) 

b. 講座/工作坊(2次或 

   以上) 

 

a. $1000(約 1小時) 

b. 每次$800 

可自定講題 或 由中心按需要定

立講題 

 

教會 I.夫婦關係/子女培育 

a. 工作坊(單次) ＋  

   面談服務 

b. 工作坊(2次或以上)  

    ＋ 面談服務 

 

c. 夫婦退修日 

 

 

II. 婚前輔導服務 

a. 婚前輔導(A) 

b. 婚前輔導(B) 

 

c. 小組婚前輔導(B) 

 

 

a. $2000(約 1小時) 

 

b. 首次$1,800，其後 

   每次$800 

 

c. $4000(包括 3個聚 

   會，約 4.5小時) 

 

 

a. $1300 

b. $2000。其後每加 1 

   選項：$600 

c. $1600(每對愛侶)。其 

  後每加 1選項：$400 

 

I.夫婦關係/子女培育 

1. 可自定工作坊內容 或 由中 

   心按需要定立內容 

2. 面談服務:包括 5個家庭的首 

   次關係評估面談。面談服務須 

   經教牧轉介，中心將會遵守保 

   密原則 

3. 夫婦退修日聚會包括：默想敬 

   拜及講座/工作坊(2次) 

 

II. 婚前輔導服務 
1. 婚前輔導(A) 包括「PREPARE 

   婚姻關係專業評估」分析及 2 

   次面談共 4小時 

2. 婚前輔導(B) 包括性格測驗分 

   析，1次自選項目及 2次婚後  

   面談。自選項目包括： 

   a. 原生家庭的影響 

   b. 價值觀的調整 

   c. 解決衝突 

   d. 溝通與愛意表達 

   e. 家庭理財 

3. 小組婚前輔導以 3對愛侶為 

   限。2次婚後面談，則以每對 

   愛侶為單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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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家教會 

I. 親子關係/青少年成長 

a. 青少年成長系列(學 

    校周會) 

b. 家長系列 

c. 家長與青少年互動系 

   列 

 

d. 凡使用 a-c系列之學 

   校或家教會成員，可 

   享特惠面談服務 

 

II. 教職員支援 

a. 培訓系列 

b. 個人/群體成長系列 

 

c. 凡使用 a-b系列之教 

   職員，可享特惠面談 

   服務 

 

 

 

III. 駐校輔導 

本中心輔導員定期駐校 

 

a-b. 單次$1000，2次 

     或以上，每次   

     $800 (約 1小時) 

c. 包含家長與青少年 

   講座各 1次：$1600 

 

d. 每次$200 

 

 

 

 

a-b. 單次$1000，2次 

     或以上，每次   

     $800 (約 1小時) 

c. 每次$200 

 

 

 

 

 

 

收費面議 

I. 親子關係/青少年成長 
1. 青少年不同階段的成長講座 

   (各級) 

2. 家長面對青少年不同成長階 

   段講座(各級) 

3. 同一主題下，設青少年成長講 

   座及家長講座，讓學生與家長 

   在相同的理念下溝通互動 

4. 特惠面談服務:包括 5位家長 

   的首次評估面談。面談家長須 

   經校方轉介，中心會遵守保密 

   原則 

 

II. 教職員支援 
1. 培訓系列包括：團隊精神、與 

   家長溝通、與學生溝通、 輔 

   導技巧訓練…… 

2. 成長系列包括：如何面對壓 

   力、情緒管理…… 

3. 特惠面談服務:包括 5位教職 

   員的首次評估面談。面談教職 

   員須經校方轉介，中心會遵守 

   保密原則 

 

III. 駐校輔導 
1. 安排具彈性，可每週 0.5/1天 

2. 協助處理教職員、家長及學生 

   情緒問題、籌劃家長工作、主 

   持講座或家長小組 

 

 

面對一個多變、充滿壓力、人際疏離的社會，中心同工盼望與大家一同成為流通管子，

將信、望、愛帶進世界，讓人心得安慰和鼓勵。如 閣下有任何查詢，或申請服務，歡迎與本

人聯絡。 

 

祝主恩常在 

 

    此致 

 

各機構負責人 

                                          
 

 香港路德會家庭輔導中心 

                                       

             主任   唐思偉      謹啟 

 

2012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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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會同工曾於教會、學校及機構舉行的培訓和講座一覽 

對像 工作坊/講座/培訓 曾服務教會/學校/機構 

教會/學校 

機構 
I. 親子關係/子女培育 

1.「6A品格教育課程」  

2. 九型人格與父母成長 

3. 成功父母教出成功孩子 

4. 培養自信自愛的孩子  

5. 孩子的樂與怒  

6. 親子情緒百寶袋  

7. AQ-逆境智能培育  

8. 提升父母的管教能力  

9. 向「港孩」說不  

10.「玩」出優秀兒  

11. 升中家長的必勝錦囊  

12. 「A級」讀書心法  

13. NLP輔導技巧初探  

14. 「一致三贏」溝通法 

15. 少年大變身-儍瓜變超人(學生與家長) 

16. 優質良方助成長 

17. 戀愛大過天？ 

  - 幫助青少年子女在兩性關係上成長 

18. 培養孩子學習能力- 必殺技 

19. 「Support」- 讓孩子起飛(初中家長) 

20. 「Let Go」- 讓孩子起飛(高中家長) 

21. 了解少年心 

22. 親子溝通 

 

 

II. 培訓 

1. 基本輔導培訓及心靈成長工作坊 

2. 輔導培訓證書課程 

3. 職場溝通與自我了解 

4. 如何與家長溝通 

5. 活用九型人格-職場團隊溝通工作坊 

路德會永生堂  

路德會永恩堂  

路德會沐恩堂  

路德會沙崙堂  

路德會聖道堂 

信義會葵恩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瀝源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麗禾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頌真堂 

基督教門諾會望恩堂 

普寧市基督教會仁愛堂 

 

路德會協同中學  

路德會北角協同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路德會馬陳端喜紀念中學中華基

督教會基道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荃灣官立中學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路德會呂明才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路德會聖雅各幼稚園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  

路德會建生幼稚園  

路德會包美達幼兒園  

路德會陳恩美幼兒園  

路德會呂君博幼兒園  

路德會杏花村幼兒園  

路德會利東幼兒園  

路德會良景幼兒園  

路德會景林幼兒園  

路德會長青幼兒園  

聖公會牧愛幼稚園 

深圳犧城國際學校  

深圳華清園幼稚園 

青衣城幼兒園 

 

香港城市大學  

協同神學院  

建道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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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I.夫婦關係 

1. 穩固幸福婚姻之錨 - 愛與信賴 

2. 在婚姻中活出真我 - 有效溝通  

3. 朝正向努力的婚姻 - 公平爭吵  

4. 誰是一家之主 - 尊重與接納  

5. 保持婚姻的熱度 - 增進親密 

6. 談情說性 

7. 認識原生家庭 

8. 溝通「多面體」 

9. 互相尊重的婚姻 

10. 分因、婚姻、紛恩 

11. 給家人空間.給自己空間 

12. 從婚盟到恩約- 中年婚姻關係的轉機 

13. 婚姻中如何實踐信仰 

 

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家長專線 

路德會賽馬會海濱花園    

           綜合服務中心 

協同福利及教育基金  

協同英語中心（灣仔）  

香港讀經會 

新福事工協會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系 

教肓學院畢業同學會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家長會 

民生書院家長會 

美國路德會 Pastoral  

      Leadership Institute  

荃灣港安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