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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兩代同行
育兒孫」實務研究









促進多代家庭和諧關係的有利因素

�.�
研究團隊兼具社會工作及研究經驗， 與服務團隊共同商討和設計合適的評估工
具，  當中包括量性研究的前測、  後測及跟進問卷和質性研究的聚焦小組 ，  以檢
視課程的成效。為了提升課程的有效性 ， 研究團隊採用有系統的評估及數據分
析工具，以分析收集得來的數據 ， 並設立「保真度檢查」（Fidelity Check），以
保證課程內容能有效達致所訂立的目標及提升期望成效，貼合參加者需要。

研究團隊結合文獻考察、豐富的社工實務和研究經驗，建構出「兒童為重提升
兩代關係模式」課程理念框架（圖二），並以一艘船的舵作為比喻，喻表家庭是
由每位家庭成員在航行時合力控制，改變或保持家庭發展的航向。   「家庭舵」亦
強調不同的家庭成員有責任把握及掌管家庭的舵，需要通力合作和互相協調推
動這艘「家庭之船」，向著和諧關係的方向航行，體現出「以家為本」的理念。

面對風浪時，各家庭成員更需要同心協力，共同握緊這個船舵，在困境中走出
正確的方向。「家庭舵」以合作育兒為核心，主張每位家庭成員都需要參與，為
家庭出一分力「以愛互助」，在五個有助促進多代家庭關係的主題上：「知己知
彼」、「將心比心」、「姻親互補」、「同舟共濟」及「同聚共樂」彼此學習、共同
發揮，並善用社區資源，達致以兒童為重、共建多代感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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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及課程內容 - 課堂設計

�.�      課堂設計
五大主題及總結 ：
主題一 ： 知己知彼                       主題二 ： 將心比心                        主題三 ： 姻親互補
主題四 ： 同舟共濟                       主題五 ： 同聚共樂                        總結 ： 和而不同

課堂對象及節數 ：
祖父母組及父母組共六節課堂，每節帶出一個主題
男士 （中間人） 組共三節課堂，每節帶出兩個主題

課堂編排 ：
五大主題下包含十四個分題，例如認識原生家庭、矛盾與衝突、促進兒童正向行
為 等 等。課 堂 依 據「何 謂？」﹙What ？﹚、「為 何？」﹙Why ？﹚、「如 何？」
﹙How ？﹚的編排推行，引導參加者反思及實踐該節主題。每節流程如下：
「何謂？」— 講述主題意思和重點
「為何？」— 指出實踐主題內容對兒童及多代家庭關係的重要性和好處
「如何？」— 藉著「睇、練、做」三步曲，學習實際技巧去應對不同處境，逐步
                        為自己和家庭帶來轉變

結果顯示參加者在完成課程後，祖父母組及父母組於四方面：兩代親職合作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親職效能感 (parenting efficacy)、兒童正向行為
(prosocial child behaviour) 及家庭幸福度 (family well-being) 均有顯著改善。
而代際相處關係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也較參與課程前有所提升。
男士（中間人）課程的結果顯示參加者於三方面：處理姻親關係 (managing 
in-law relationships)、兩代親職合作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及親職效能
感 (parenting efficacy) 均有顯著改善。而於代際相處關係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兒 童 正 向 行 為 (prosocial child behaviour) 及 家 庭 幸 福 度
(family well-being) 三方面也較參與課程前有所提升。此外，三組參加者對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均表示十分滿意。



量性與質性研究結果均一致顯示「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對參加者有正面效用。

結果顯示，課程內容能促進三個類別的參加者即父母、祖父母及男士（中間人）的
多代家庭關係，改善他們的共享親職及親職效能感。參加者認為每個主題能夠互相
緊扣，而且內容實用。

參加者特別推薦主題四（同舟共濟）的「兩代紅綠燈轉危為機法」，有關內容讓他
們學習「停一停，快冷靜」，在面對一些危機或衝突時，能轉化激動的情緒為積極
的行動，透過溝通共同解決困難。當事情解決後，家人能夠分享及回顧轉危為機的
經驗，更進一步加深彼此的了解，互相肯定各人對維繫家庭所作出的貢獻。



�. 「婆媳緣．祖孫情」教育資源套簡介及使用方法 -  《家庭夾心號》 短片

�.  「婆媳緣．祖孫情」 教育資源套簡介及使用方法

「預防勝於治療」，最有效建立和諧三代家庭關係並不只是
學習解決問題及調停糾紛的原則及技巧。而是在愉快的環
境下，一家三代能有正面的互動及溝通。

團隊期望期望上述的資源套能夠發揮功效，切合不同家庭
的組合、興趣及需要。亦希望為關注三代家庭關係的社福
機構提供合用的工具，以便在相關工作上提供更有效及合
適的服務。

掃描QR code 
更多了解資源套

 
 
 

         《家庭夾心號》短片（�� 分鐘）- 你我她的夾心寫照
故事簡介：
短片講述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三代同堂家庭成員的故事。故事中的成員因不同的生
活習慣、婆媳價值觀差異而引伸出各種相處問題和磨擦。故事以真實家庭個案改
編而成，當中的男士（中間人）面對著纏繞多年的電視聲浪問題，在參與課程後
他積極尋找雙贏的解決方法，同時滿足其母親和妻子的需要，以舒緩婆媳關係之
間的張力。

短片中的處境，相信引起不少多代家庭的共鳴。不管處身其中的夾心人和媳婦、
老爺和奶奶，以至年紀輕輕的兒童，各自都有難以向旁人舒坦表達的感受，和期
待被聆聽的心聲……故事中的夾心人，如何在社工帶領的課程協助下，讓他們
化解心結，為糾結的局面帶來轉機？

使用方法：
社工、輔助或教育專業人員可利用這短片作活動引子，讓參加者討論以下題目：
    �)            日常的家庭摩擦例子
    �)             建議解決方法（工作員可以播放短片至中段，先讓參加者討論可行的
                      解決方法，在完成討論後才播放短片結局）
    �)            討論不同角色的心路歷程，繼而學會諒解自己家人

同時，專業同工亦可配合以下其他資源作預防及教育工作。

�. 「婆媳緣．祖孫情」教育資源套簡介及使用方法 -   
《嫲嫲、媽媽不吵了 ! 》親子圖畫書

        《嫲嫲、媽媽不吵了 ! 》親子圖畫書
簡介：
與《家庭夾心號》短片一樣，《嫲嫲、媽媽不吵了 ! 》親子圖畫書所記載的案例
均取材自真實個案，當中呈現出多代家庭成員於教養兒童時發生的磨擦，或其他
相處問題，帶給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危機。

《嫲嫲、媽媽不吵了 ! 》親子圖畫書是一本適合親子伴讀的繪本，盼望鼓勵多代
家庭中的大人與兒童共同閱讀，一起經歷故事的發展，於適當時機讓成人讀者在
精美傳神的插畫和簡單易明的文字引導下反思繪本中角色們的抉擇，同時導引出
以兒童為重的結局。讓多代家庭成員能夠反覆尋找適切自己的回應方法，化解家
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危機。

書中繪畫了四個不同處境的真實家庭個案，每個單元包括了四個部分：
     �)            故事內容
     �)             給兒童推介各種小遊戲，展伸閱讀果效
     �)            家人分享問題，讓祖父母、父母與兒童一起討論家事日常，同時讓成
                      人藉此聆聽兒童的心聲
     �)            最後由專業社工帶出「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的重點相處技巧，讓大
                      人能夠深入思考和學習。

使用方法：
繪本主要以兒童為對象，因此建議社工可先邀請多代家庭的祖父母或父母，模擬
與兒童一同閱讀繪本，以兒童角度探討繪本中所述的四個處境，將如何影響兒童
的成長和行為，讓父母及上一輩再反思自身與家人的說話和行為。鼓勵他們與家
中兒童一同閱讀繪本，並將小組課程中所學習的技巧和方法，與家人和兒童互動
分享時實踐。



�. 「婆媳緣．祖孫情」教育資源套簡介及使用方法 -  《和 ｢孩｣ 共樂》 遊戲卡 

         《和 ｢孩｣ 共樂》遊戲卡 - 遊戲建立和促進家庭關係
簡介：
讓多代家庭成員放下長幼輩分和固有的生活習慣，在遊戲過程中學習增潤家庭關
係的小技巧。一家大小，快來收集各種主題的任務卡，並通過完成任務以獲取心
心值。獲取心心值最多者為勝，但要小心途中觸發的特殊事件喔！

讓我們重拾童真，以玩樂的心，建立一個玩得過癮、坦誠共處的多代家庭吧！

使用方法：
卡牌遊戲適合一家三代一起參與，內容設計包括課程內的五大主題（知己知彼、
將心比心、姻親互補、同舟共濟及同聚共樂） ，能讓家庭成員透過遊戲了解提升
三代家庭關係的要素。遊戲亦設有幾種不同程度的玩法，能讓不同年齡的玩家參
與。

社工、輔導員或教師們可以於活動或小組中，教授參加者這遊戲卡牌的玩法，以
輕鬆方式介紹或重温五大主題，並鼓勵參加者與家庭成員一同參與遊戲，分享所
學，也讓家庭成員之間有輕鬆玩樂的時間及更多正面的互動，增進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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