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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IE 學校校長:  

IE 人推廣計劃 

深信新冠肺炎疫情總有過去的⼀天，這段時間讓我們團隊有更多空間去思考如何

更好推動 IE 的⼯作，結果我們有一個構思，便是要突破固有的框架：從發展 IE

學校擴展⾄培育 IE⼈的概念，當中包括 IE 學校領導、IE 老師以及 IE 家長等。

首階段，先推出家長基礎證書課程，詳情如下： 

 

 

「培育卓越的孩子：敢於讓孩子輸在起跑線」 

主講嘉賓：黃啟鴻博士  
 

人生是馬拉松，「輸在起跑線」並不可怕，相反，「贏在起跑線」的領先優

勢 也可能會隱藏危機。家長的「高要求」可能令孩子們急功近利。就短距

離賽事而言，輸了起跑，終點就會落後，此言不假。然而，若果大家認同

人生是馬拉松，答案就不一樣了；起跑時領先的跑手,  若沒有持久保持優

勢的耐力,往往都會被其他跑手迎頭趕上 …… 

 

 

 
「強心健靈」講座 
主講嘉賓：李錦棠校長  

 
「強心健靈」是專為現代家長編寫的一套課程，目的是提升家長的「抗

逆能力」；當中包括入門心法：清心、思維轉變、正向選擇和態度決定成

功。 
還有強心健靈四式：感恩的心、讚美的心、寬大的心和憐憫的心；透過此

講座的內容展釋, 為家長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遇到親子的困難或問題尋

求出路, 並提供合適的策略。 
 

 

 
「如何做孩子的心靈教練」講座 

主講嘉賓：李錦棠校長  
 
相信每個家長都愛護孩子，但在教養孩童成長方法卻不一樣；最常見的就

是「溺愛」孩子；使孩子在成長中失去磨練的機會。 
作為家長，同樣都需持續不斷的學習，學習作孩子的心靈教練，這包括：

如何作孩子的鏡子、指南針、催化劑和鑰匙等；孩子在成長中，家長曉得

欣賞和鼓勵孩子，同時又容許孩子有犯“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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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基礎證書課程」由三個網上核心講座組成，邀請資深教育家黃啟鴻博士及

李錦棠校長主講。以上網上互動講座暫擬透過 ZOOM 網上進行，對象是所有家

長,  尤其對擁有幼稚園及初小子女的家長最為合適，以學校為單位，⿎勵校內推

薦積極參與學校運作之家長參加。 

 

(1) 「培育卓越的孩子：敢於讓孩子輸在起跑線」講座 
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及 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此二場內容相同,  方便家長選擇合適時段在網上參予。) 

時間：下午二時至三時半 

名額: 200 人 

語言：廣東話 

(2) 「強心健靈」講座 
日期：202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  ) 及 2020 年 5   月  26 日(星期 二 )  

(此二場內容相同,  方便家長選擇合適時段在網上參予。) 

時間：下午二時至三時半 

名額: 200 人 

語言：廣東話 

(3) 「如何做孩子的心靈教練」講座 
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星期 一  ) 及 2020 年  6  月 2  日(星期 二 )  

(此二場內容相同,  方便家長選擇合適時段在網上參予。) 

時間：下午二時至三時半 

名額: 200 人 

語言：廣東話 

 

每間已參加 IE 計畫的學校，獲免費名額 20 名。而非 IE 計畫的學校收費為

HK$4,500，獲 20 名家長名額參加；其他獨立家長每位收費為 HK$250。達標要

求： 

i) 全部出席三個各約 90 分鐘的網上核⼼講座系列；  

ii) 完成每講後約 5-10 分鐘的⼀個⼩習作； 

iii) 完成三堂後的⼀個⽉內，可靈活使⽤相⽚、⽂字、錄⾳、或拍⽚⽅式交回

⼀個實踐經驗分享，⽂字以 200 字為限。 

 

基礎證書將於本會周年⼤會中頒發，可獲免費自動成為本會 IE 家長會員⼀年。 

達標家長可獲推薦參加「進階證書課程」和「領袖證書課程」。 

 

是次講座是以學校為單位，請統計總出席人數後，填妥回條及連同支票（支票抬

頭請寫＂IAIE(HK) ＂）於五月十三日或以前，寄回九龍九龍塘牛津道 2 號 A 啟
思小學轉交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若已是 IE 計畫學校,  不涉及繳交費用,  可將

參加回條傳真給我們則可, 如有查詢，可致電 Stephanie Chan (2336 0266) 或
黃啟鴻博士 (93336474)。如遇報名人數眾多，本會將以先到先得處理，敬請見

諒 ! 

 

(Ken Wright) 
 IAIE Inviting School Project 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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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Slip 
(參加回條) 

 
 
To: Creative Primary School (Fax: 23382924) 
 Attn: Ms Stephanie Chan 
(請統計總出席人數後，填妥回條及連同支票（支票抬頭請寫＂ IAIE(HK) ＂）於

五月十三日或以前，寄回九龍九龍塘牛津道 2 號 A 啟思小學轉交啟發潛能教育聯

盟(香港)，若是IE計畫学校,  不涉及個別或額外名額繳交費用, 可將參加回條傳真

給我們則可。) 

 

 
 

IE 人推廣計劃  
 

本校報名參加 IE 人(家長)推廣計劃, 詳情如下: 
日期 18/5 19/5 25/5 26/5 1/6 2/6 
家長人數       

 
 

額外/個別

參加家長

人數 

      

 
 
 
 
Name of School: (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of the School: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Principal: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the coordinating teacher(負責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Telephone No.:( 手提/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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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嘉賓簡介 

 
 
黃啟鴻博士為資深中學教師，於 1988 年加入香港教育署後, 持續進修，先後獲

頒發社會工作學碩士及教育行政學博士學位。黃博士於 1998 年負芨美國北卡州

大學，參加啟發潛能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 [IE]) ，進修學習。回港後，

睿意將 IE 引入學校輔導及發展的工作。由 2002/03 學年的九所先導學校，擴展

至目前已有二百多所中、小、幼稚園及特殊學校，以 IE 作為發展學校的模式，

足見此模式對學校發展的幫助。而黃博士也於不同場合向教育界的老師、校長及

家長，定期舉辦 IE 分享會及家長的訓練課程。 
 
 
 
李錦棠校長，教育學士(政治大學)，宗教教育碩士(信義宗神學院)，教育碩士

(浸會大學)。  
 
曾先後任職靈糧堂秀德小學創校校長，路德會呂祥光小學校長和東莞金鑰匙教育

集團總校長達廿年； 
 
過去曾為家長、教師開辦多次「CARE-MI 心靈智慧」課程，積極推動全人健康

教育。 
 
2004 年起，更多次前往中國四川、貴州、甘肅、廣州及澳門等地，為當地的校

長、教師及家長主講「強心健靈」專題及出席當地的校長教育論壇。 
2005 年，曾獲「首屆泛珠三角區中小學校長論壇」校長論文一等獎。 
2009 年獲教育局資助出版「CARE-MI 心靈智慧」家長課程。 
2012 年在四川協助出版小學/中學心靈教育(教師用書) 
2009 年獲得中國高級心理諮詢師資格。 
 
李校長現在為「心護航」教育培訓總監、國際啟發潛能協會顧問及漢語網絡神學

院拓展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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