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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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黃葉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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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舜君、黃敏儀

設計及排版：陳浩斌

《澄訊》在2014年再一次出版了！回頭

細看過去的一年，全康澄心基金做了很多不同

的工作。而今年我們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動都是圍繞「氣

球」的，就是透過扭製氣球，帶給大眾歡樂之餘，也給大家

一個情緒健康的訊息。

其實，氣球就像是我們的情緒，要懂得留一點空間位置，當氣球被扭的

時候，空氣有「位」走，就可以扭出不同的造型，也不容易爆破。這正是

學習處理情緒的要點，倘若我們懂得管理情緒和適當運用各種方法去讓自己

舒口氣，我們的情緒和心理就可以維持在健康的狀態。有幸能參與扭出彩虹

整個活動，從中學課室內，到籌備嘉年華暨成果展示日的一段日子裡，確實感

受到很多參與其中的人的改變。很多時候，面對改變的開始多會是抗拒，會

懷疑是否需要改變，是否可行…？但慢慢接受，再正面思考與配合，結果可

能是超乎想像的好。

2014年，我們這個編輯三人組都因著公私務繁忙而令澄訊的第二期

一而再的延遲推出。如今終於都可以再次起動，去為全康澄心基

金作一個回顧和展望。希望你會喜歡，並細味當中的分享。

	 	 	 																		

																			陳舜君 (Joey)

改變
	 	 	 	 改變每日在發生，每分每秒在發生，但是人卻花很多時間在對抗改變。人訂定規

則，成立團體，甚至建立家庭，社會都是希望鞏固所有的，不希望給外面的、社會上

的改變所推倒及影響到。甚至害怕改變，限制改變。

					人有能力維持、保護環境的改變。只是這些特性亦同時限制了發展。所以健康的

發展是需要平衡的。是情感上與感情上的平衡。

				這一年全康澄心基金的工作圍繞著一些彩色繽紛的汽球。汽球本來是一些橡皮膠，

但是加了空氣便成了輕飄飄的，可以隨意變換改變的汽球造形。從汽球的改變，學習

扭汽球的同學也隨之而改變。本來不敢嘗試新事物的，保守的，怕犯錯的，會試著試

著，改變狀態、改變心態、改變效果、改變心情，甚至改變對事情的態度。我們訪問

過的同學表示，原來這扭汽球的經驗使到別人看得出、感受得到他們的改變來。原來

家人發覺他們主動了，性格比較開朗了！本來比較散漫的同學，從經驗上學會了積極

進取點的嘗試，沒有這麼害怕了，更願意設立新的目標和理想，要努力去爭取成功！

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果效，但是卻發生了！

				導師們因為學員的改變也深受感動，他們也愈做愈起勁，校長、老師也在成果展示

嘉年華的當天冒著雨水替同學打氣支持！這些來回的影響打動了許多人的心，也帶動

了正面積極的氣氛，讓大家參與的、支持的、看熱鬧的都同樣得到幫助！

				改變像一顆種子，改變的威力在學校裏、家庭裏、社區裏萌芽生長！像春天地裏的

種子靜靜的生長，慢慢地、一段時間之後，整個活潑的新生命就呈現在眼前了！

				從願意開始！從嘗試開始！從信任開始！從參與開始！改變就發生了！

黃葉仲萍教授		

全康澄心基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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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出彩虹＞是一個將近年愈來愈流行的扭氣球的新

興玩意，融入情緒教育的嶄新嘗試。事實上，當第一

次聽到這個構意的時候，也感到既新奇卻又不禁懷疑

是否可行呢！到底這個構思是來自誰？從構思到實行

起來的過程又是怎樣？就由這個意念的發起人──

黃葉仲萍教授，大家都稱呼她「黃太」，親自告訴我

們。

黃：黃葉仲萍

問：為甚麼會有扭出彩虹的構思？

黃：其實輔導是有兩方面的，一就是等人來，但情況

已經是去到嚴重。第二方面，輔導應該proactive（先採

取主動）一點，主動去做一些事，例如教育社會，尤

其是年青人，最近很多年青人有精神和情緒問題，所

以今年我們就主動出擊。

其實在社區裡，有很多學校和機構都已經做了很多，

但全康澄心基金就是第一次嘗試做青少年的情緒教

育。

問：為何會想到用扭氣球去做情緒教育？

黃：近年看到扭氣球興起，就想到改變其實並不是一

件好難的事，如果可以輕輕鬆鬆帶動他們對「改變」

有一點感受，都是一件好事，於是就想到用扭氣球去

做情緒教育這個方法。過往曾見過很多人在最初扭氣

球的時候會很驚，可能是驚扭氣球時發出的聲音，又

或者是驚會扭爆氣球，雖然有驚的情緒反應，但慢慢

扭下去又漸變成一種樂趣。我就想到扭氣球是可以帶

給我們對情緒有深一層的了解同經驗，於是就用扭氣

球去教導他們。透過扭製的過程，幫助他們明白情緒

的改變，如何去掌控情緒，再加上合作的元素，跟其

他人一起去扭製氣球造型和設計，又可以學到怎去跟

人合作和相處，變成一個project，這麼多元素加在一起

就變成好完美。

問：作為這個活動的發起人，過程中有甚麼困難的	

				地方？

黃：其實我並不是真正的發起人，真正的發起人是黃

敏儀小姐（Monica），就是扭出彩虹的項目總監。因為

在籌劃申請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時候，我只是想到

一個意念，起了一個稿，然後就去了旅行，而Monica就

實際地將整個課程的骨架建立起來，並去實行。

問：扭出彩虹的目的是甚麼？

黃：課程的目的其實是要提升青年人認識情緒的知

識、管理技巧、提升自尊感，也想加強他們的社交組

織能力，因為跟人合作必需要對自己的感覺良好，自

尊感也會提升。希望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和在二月八日

的嘉年華，同學可以盡情發揮合作性和個人的挑戰而

產生更多好的改變。

早陣子在DBC數碼電台錄音，邀請了兩位參加課程的同

學做訪問，聽到她們自己說出的不同轉變，我實在很

開心和感動，沒想到一個小小的意念，只要用心去做

會變成一件這麼美好的事，多得導師和項目總監的教

導和帶領。

問：扭出彩虹這麼大型的項目，資源是什麼來的？

黃：這個問題很好，有很多人認為有錢就有資源。我

們這個基金，說真的，錢是很少的。但我們有一班很

好的義工，這就是基金最好的資源。今次，亦非常多

得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讓我們可以去辦工作

坊及在二月八日的嘉年華。

今次嘉年華會，我們會讓兩間參與扭出彩虹課程的同

學去負責一些攤位和司儀，希望可以看到他們發揮組

織能力，自我感覺該會是愈來愈好，盼望他們看到自

己可以做到的事，將他們的自尊再提升多一點，亦希

望讓市民大眾看到雖然他們年紀輕，但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很多，我相信對社會都會有一定的影響和感染

力。

問：將來還有甚麼計劃？

黃：透過不同的活動，喚醒大家對情緒健康的關注。

其實情緒健康不是一件很難做的事，只要生活平衡就

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簡單如煮食、運動，甚至微

笑…只要用心去做、去體會、去經驗，其實生活裡是

有很多平衡的地方，可以令我們愉快，去感受到好的

生活和正面的感覺，有待我們慢慢去實行。我們會繼

續推廣這個扭出彩虹活動到學校。

後語：「很感謝全康澄心基金董事們對這個意念

的支持。亦要感謝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

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一眾委員對我們

的信任，以及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還有，

就是這個課程的扭製氣球導師和情緒管理的導師

們，沒有這些支持，我

們 就 不 能 辦 到 這 個 活	

動。」

黃葉仲萍教授		

(全康澄心基金董事)

人物專訪 - 『一個意念，變出彩虹』

本會今年參與青年發展活動，與屯門區

青年活動委員會合辨了『扭出彩虹』訓

練計劃。活動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的捐助，於屯門區兩所中學進行一連串

扭氣球crossover情緒管理的訓練。

計劃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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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感想　

起初參加扭出彩虹這個活動大半是因為貪
玩，哈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學習扭氣球的過

程中，不但學會了一種十分有效又好玩的減壓方法，
更從中學懂管理情緒，變得樂觀積極呢！:D

    升上中五後，面對排山倒海的功課和測驗，感到無力、挫
敗，壓力就猶如密霧籠罩著我，很容易緊張和灰心。幸而我因

貪得意報名參加了這個活動，使我重新得力！起初，我不認識大
部分的學員，有點兒尷尬，但導師們熱心又幽默的指導下，大家變
得十分投入，氣氛融洽、歡樂起來，而扭氣球原來並非想象中的容
易！初試時經常不慎弄爆氣球，「啵」的一聲巨響能助你頓時成為全
場焦點呢！但大著膽子多試幾次，便會發現即使再次弄爆氣球也不會
感到驚恐，反而習慣了倒覺沒甚麼呢！失敗乃成功之母，隨著不斷練
習，手法漸漸地熟練，製成品也更合比例，甚至可以完成不同的創作
挑戰呢！

    在活動進行的同時，也認識了情緒為何物以及如何去管理好自
己的情緒，面對逆境時，可以透過不同方法去自我激勵，重新振
作！在此感謝每一位導師，你們悉心的教導令我們每一個都深
深受益，結出積極、樂觀的果子。

                                      中五 劉萬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扭出彩虹計劃

每 堂 都 學

到新嘢，好似狗

仔同天鵝。又可以同

friend一齊學新嘢，一

齊挑戰唔同難度。最難忘

用氣球做出一幅畫，完成

後即時送比老師！同埋

可以認識唔同班別、

年級嘅同學！

期望可以幫手攪好個攤位，吸引多啲人接觸扭氣球依個活動。

會推薦一啲

情縮管理唔係太好

嘅同學，因為喺扭波

過程中可以學習克服自

己com
fort

 zon
e以

外的難

處，從中可以學到點去

釋放自己嘅壓力。

依 個 活 動 好
新，自己都幾鐘意氣

球，所以報名試吓。起初
唔知點去從一條腸型氣球去扭

出唔同嘅造型。雖然扭爆氣球後
唔會驚，但確實有啲嚇一跳。過
程中找到自己的特性，例如有時
候明知道扭到某個地方，都知道
再扭落去氣球就好可能會爆，

但仍會嘗試，而唔會因為
可能爆而放棄唔扭。

初時以為只

係單教情緒，氣球只係

吸引人的道具。但原來都係

會教扭氣球，甚至到後期，教嘅

嘢愈來愈深，唔單止係教導咩叫情

緒，點解會有情緒，而係會教埋點去

運用情緒，解決情緒帶來嘅問題，例

如發嬲，以前可以嬲到想去打人，

而家學識原來係可以去發洩，亦

都應該要去發洩，但就要搵

個適當嘅方法。

多謝導師們
辭勞苦到屯門來教導我們。

他們都很有耐性、好好人，讓我們一邊上堂學習，一邊吃小食。覺得學習扭波的過程好、氣氛好、好relax，導師帶了不少歡樂給我們！因為放學後，同學都已經很累，而導師會令氣氛輕鬆，不會讓我感到睏。

會推薦比其
他同學，因為自己好

少參與課外活動，感覺好

微妙地走咗依個活動，學到好

多，會話比佢哋知，唔好怕氣

球，因為氣球唔會蝦人。雖然唔

係可以成日可以運用到扭氣球

嘅技巧，但過程中認識自

己更多面，同埋可以
訓練膽色。

學員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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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出彩虹成果展示日暨嘉年華
2014年2月8日 (星期六)

嘉年華在雨粉紛飛

的下午舉行, 雖然整個

過程都下著微雨, 但無損一

班中學同學的熱情, 投入地參

與, 真的是面對了控制不了的

挑戰時, 大家一起去發揮團隊

精神去解難。很感謝來臨的每

一位嘉賓, 在雨中欣賞我們

的表演, 更感謝在雨中表

演的嘉賓, 每一位參與

的義工們。

派發通告的那一刻，我看不清扭出彩
虹是甚麼活動，只知道是扭氣球。

    第一次上課，來了兩位導師，分別是一男一女。
女導師講解合作的重要，男導師教導我們扭氣球。初

時，我覺得困難，經過他再次示範，我終於學會扭出不同
的動物。扭氣球的時候，我的心情放鬆了。第二次上課，導
師教我們管理情緒，我們把氣球吹得大大的，還貼上同學的
祝福字條。扭出彩虹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團體合作，我
們吹脹不同顏色的氣球，用魚絲綁紮，組成美麗的氣球柱。
    
二月八日是年初九，我們一起用利是封和氣球佈置嘉年華。中
午開始，下着毛毛細雨，但沒有影響我們參賽的心情。我們
先做練習，然後分工合作，各自扭出負責的一部分，做出
一枝枝水仙花，插在自製的花盆。沒想到看來普普通通
的水仙花，可以獲獎，我們又訝異又欣慰！

                                      
                                中二 曾凱儀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扭出彩虹計劃中，我學到
很多控制情緒的方法，還學會扭

氣球。導師教我們扭出很多不同造型
的動物，十分可愛。其實，活動初期，我

沒有膽量用氣球扭出不同的動物，但經過老
師的鼓勵後，我大膽嘗試，終於扭出不同的造
型，扭氣球令我變得勇敢。有時候，我們玩得
愉快，十分嘈吵，但是導師仍然心平氣和地叫我
們安靜，完全沒有責罵我們。這些活動中，我學
習到很多管理情緒的方法，更加明白控制情緒
的重要性。
                                             

                                  中二 劉沛雯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學員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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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間參與<扭出彩
虹>的部份同學,接受
嘉許。並與所有參加
者、課程導師來個大
合照。

一早到達場地, 進
行佈置。參與的除了是

嘉年華的工作人員, 還多得
一班義工, 包括了全康之友、
屯門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的同學
及老師、宣道會陳瑞紀念中學
的同學、50+、仁愛堂彩虹
社區綜合發展中心、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屯門綜合社

會服務處的朋友們!!

09 10



表演節目

當天，雖然從嘉年華開始的時候就開始下著微雨，但一眾表演嘉賓仍然全情投入，為現場觀

眾帶來精彩的歌舞和魔術表演。

弦青民歌音樂協會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的舞蹈組

楊震鋒先生

陳穎恩小姐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魔術隊
魔術師黃世超先生與仁濟醫院 
第二中學的同學即席表演魔術。

扭氣球比賽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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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出彩虹扭氣球競技 
個人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 
司徒育倩

亞軍: 
吳嘉怡

季軍:  
劉萬 

優異: 
陸翰彥

優異: 
王瑋琦、司徒育倩、吳芍瑤 

 (不會溶的夢想雪糕)

季軍:  
李珈儀、曾凱儀、黃綺婷   

(水中仙子)

扭出彩虹扭氣球競技 
團隊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 

劉文真、楊紫盈、吳嘉怡  
(彩出動物園)

亞軍: 
鄧紫希、蔣詩亭 (愛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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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屯門

我愛屯門，因為屯門帶給我很多美麗的回憶。

我愛屯門，因為屯門是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

新墟街市是我兒時常跟媽媽去買餸的地方，那時候，還未有屯

門大會堂和屯門市廣場呢！不經不覺，「離開」屯門已經三

十多年。那天，我重遊故里，再沒有熟識的臉孔，卻處處都

是似曾相識的笑臉。我的小女兒也長大了，跟在我身旁，就

像我小時候，在我母親的身旁一樣，真的很喜歡這種微妙又

溫暖的感覺。

在嘉年華中，我和小女兒負責Face Painting（畫臉）的攤

位。起初，不是很多市民敢於嘗試被畫臉，一貫屯門人保守

和內歛的作風，所以我很明白也沒有太在意。後來，有一位

女士（是嘉年華義工的一份子）被我畫上「花貓」臉後，排

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之後的兩小時裡，我和小女兒不停地

替上百多個面孔和手背畫上不同的圖案。

在畫臉的過程中，我感受良多，也感覺到屯門這個地方的變

化。記得小時候，這個地區幾乎是沒有外國人的。但現在有了，而且數目也不少。當天，很多都是

一家大小的來參與。還有的就是小時候的屯門沒有那麼多「公主」和「皇子」（至少我不是！），

現在嘛……阿女要畫臉又要畫手，於是，爸爸就在畫臉區排隊，媽媽就在畫手區排隊，還有餸餸就就

負責替孫女拿餸電動風扇，而爺爺就拿餸相機拍照……這種種情景讓我想起小時候，當媽媽的大多都

是埋頭工作賺錢，甚少帶兒女出去。現在的母親，週末會帶子女去參加不同的活動，甚至很多都可

以出來做義工，現在屯門的孩子實在太幸福了！

這一天，過得特別快，多謝小女兒的大力支持，跟我一起參與這個「夏日扭擰繽紛樂嘉年華」。也

多謝全康澄心基金給我們這個機會，在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重拾許多情懷和回憶！

Gloria
嘉年華藝術總監

義工團隊分享

扭出彩虹參與後感

二零一四年二月八日，這個微風細雨的下午，一群義工朋友和參與的同學無懼天氣影響；全情投入

活動當中。雖然駐足觀看的途人不多，但亦無損各人的熱誠和決心，使整個嘉年華得以完滿結束。

我作為扭出彩虹活動的拍攝團隊代表，在鏡頭下看到義工隊的無私和真誠，以及參與同學的投入和

創意；亦使我不敢抬慢地把所有珍貴的時刻記錄下來。翻看毛片時，回顧著同學們對扭汽球的智識

由無到創意無限，不禁教人期待這群學生未來的可塑性。當中不乏見證了同學們在情緒上的轉變和

成長，相信這一課會使他們終生受用。而義工隊的努力和使命感亦使我非常敬佩。但願精華片段能

使觀眾感受到我所感受的------義工隊的無私和真誠以及同學們的成長。

Alfax Media International Ltd.
狄

義工團隊分享

雨水的祝福

我們50+團隊經常參與澄心的活動，因為澄心是

我們的合作伙伴，所以我們欣然安排成員參加

今年二月在屯門社區廣場的嘉年華會。更且，今

次嘉年華會的大會設計師又是我們50+的委員之

一，我們更是雀躍地參與，以表支持。

	

大會對我們成員特別信任，除了負責自己的攤位

外，我們還協助其他學生義工，作不同的工作。

雖然有些不是我們的專長，但卻可以讓我們重展

昔日的管理能力，彼此效力。

	

就以我為例，當日早上被委派為「波波樹」組

長，帶領著幾位中三男學生，負責以氣波推疊成

為一棵10呎高的樹，以供遊人作拍攝的背景。

這幾位年青人充滿熱誠地吹漲了很多氣球，但是

當天的風很大，又下著微微細雨，致令這些氣球

滿地飄，增加設計工程的難度，大會設計師對這

棵氣球樹抱著很大的期望，之前已經仔細設計，

現在更加即場作出了適當的修正，以令這棵氣球

樹能健壯地豎立起來，展現會場的生氣，她的參

與給予學生很大的鼓舞，她在工作上的投入與熱

誠，令學生不敢苟且，是學生當中的一個典範。

最後，這棵氣球樹在微風細雨中完成，豎立在廣

場中，非常奪目耀眼。

	

很可惜，在下午當嘉年華會正式開始時，天氣轉

差，當我相當沮喪之餘，我想安慰這位設計師的

心情，但是她卻是非常正面或觀賞這棵氣球樹，

她卻說:「...不知道你們是否和我一樣，正在回味

今天創作成果的照片，真的感謝各位於短短餸三

小時內，把整個場地化身為我腦海裡的圖畫，

媲美專業團隊，請把這感謝傳到今天出席的每一

位.	.	.	」大會設計師Gloria	Yu。

林健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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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
看到你們的比賽作品，我感到驚訝。驚訝你們的創

作力、組織力、計劃力; 還有在舞台上作司儀、攤位

裏作主持的同學; 和早上十時已到場為大會佈置的同

學，雖然下著毛毛細雨，卻不減你們的認真、投入

與熱誠。此刻的我，深深感動。 
從第一次的『扭出彩虹』活動，到今天的成果展示

日，我數一數，只是短短的十多小時相聚訓練， 由

最初感到你們有些兒害羞、害怕、不太經心，到今

天看到你們的自發、自信、合作、團結與享受，我

為你們的成長感到欣喜。體驗是最好的學習途徑，過程中內在的察覺很多時

會來得深遠及長久，當你們一旦發現了新的經歷和

新的可行性，轉變便會慢慢地出現。一塲紛紛春

雨，正好為大地帶來滋養，看來你們心中的種子亦

已開始萌芽。 
無限祝福!

扭出彩虹導師/ 嘉年華總統籌 Miss Wong

成果展示日有感 -  
           給同學的信

主禮嘉賓

余大偉校長	 																	

黃順琪校長	 	 				

梁健文議員BBS,	MH	 			

徐聯安博士J.P.	 																		

羅光明醫生			

黃天安牧師	 	 			

楊寶雯小姐						 																		

許偉嫻女士

霍靜瑶姑娘

氣球比賽評判

徐聯安博士J.P.

黃順琪校長

余大偉校長

羅光明醫生

全康澄心基金董事

李國權牧師	

黃葉仲萍教授

陳逹醫生

周偉文醫生

陳燕芬律師

梁偉正醫生

整個扭出彩虹之所以圓滿成功，全賴很多

不同的團體、機構和義工的支持和參與，

在此再一次獻上感謝！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Alfax	Media	International	Ltd.	(大會攝錄)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50	+

全康之友

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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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出彩虹』總結

全康澄心基金於2013年首次申辦青年發展活動，有幸得到賽馬會善慈基金的捐

助，於屯門區舉辦以『扭出彩虹』作主題的情緒教育項目。

扭氣球crossover	情緒管理是一個新餸的配撘，我們希望同學在學習扭氣球之餘，

亦認識情緒管理;	並從群體遊戲中，建立同理心，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加強

溝通能力。

整體而言，同學們對扭氣球活動都很喜愛及投入，亦對情緒管理有正面認識。

有同學向導師表示，過程中她能更正面及積極地面對學習及功課壓力。老師亦

向我們反映，果效在完成了整個活動後慢慢浮現，同學的主動性提高了，能自

發地組織團隊去參與其它活動。亦有家長表示他們的孩子由非常內向變得開放

了，願意嘗試新事物。

我們欣喜的，是看到同學們的轉變，由最初有點兒害羞、害怕及絲絲的抗拒，

到後來的投入、主動與積極，進展實在令人鼓舞。這短短二十多小時的訓練，

看來已為他們種下了積極、樂觀的種子，而種子亦在其它的學習慢慢萌芽。	

活動有此成績，要多謝導師們的悉心教導，參與學校老師、社工和校長的支持

和配合，還有一班義工的積極參與，謹代表全康澄心基金向各位致以萬分感

謝。

希望在來年的活動中，我們再次遇上!

扭出彩虹項目總監

黃敏儀

全康澄心基金經費全賴捐助，請多多支持，讓更多有情緒困擾、需要支援的人士得到幫助。

捐款人資料

姓名/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女士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樂意捐助　全康澄心基金！

	HK	200	 	HK$500	 	HK$1,000	 	其他	____________

凡捐款HK$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項寬減。（只適用於香港居民）

現金捐款
請存入「全康澄心基金」之銀行戶口：(滙豐銀行)	033-727462-838
請把銀行存款收據連同本表格傳真/電郵/寄回本會

支票捐款
請備劃線支票，抬頭寫上「全康澄心基金」或	(Mindful	Heart	Foundation)。
請把劃線支票連同本表格寄往: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栢麗廣場22樓2202室，
註明「全康澄心基金」收，並請寫上回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閣下	□是	否		□有興趣透過電子郵件接收本中心的最新課程資訊？

本基金謹向閣下保證，閣下提供之所有資料謹作本會內部使用之用，如有任何查詢或欲更改閣下
次個人資料，歡迎與本會聯絡。

申請心理輔導資助及流程 
(過程大約需時七個工作天)

審批 
Approval

電話預約  
Telephone 

Appointment

安排约約見心理
輔導員   

1st session 
Appointment

初步見面及評估  
Intake and 

Initial Assessment
1

3

2
4

全康澄心基金

於2009年成立為非牟利機構

致力推廣身心靈健康，支援心理輔導／治療及推行各項教育活動，講座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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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
推介

課程推介

本書是以身體出發去了解複雜的心理機制，追溯介紹非一般的治療

進路，並以曲折有趣的例子示範自療的實際可行途徑。趣味性與實

用性都包容在內，一定令你愛不釋手。

《勇闖快樂人生》驚恐症、恐懼症、廣泛性焦慮症、妄想被迫害及強迫性行為、夢遊症、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情緒失調……這些都是常聽見的情緒病，它們的成因究竟如何？十七個都市人

的故事，十七種都市「情」，當中會否帶著你和我的身影？不想再被「情」所困，想活出快樂

豐盛人生嗎？	本書由資深專業心理輔導治療師黃葉仲萍教授及家庭醫學專科陳達醫生合著，藉

著他們的一些個案故事，助你認識情緒病，是勇闖人生路的指引和良伴！

《治療由家開始－治療師的筆記本》第三版	

這本書自08年初版以來，它已經歷了二次修訂，它也跟隨了我們到過不少地方主辦家庭治療的

訓練課程。我們吸收了許多餸員的回應，這次第三版加了三個案例，也就家庭治療的處理上，提

供了實務的示範及理淪基礎的應用，希望給初餸者一些幫助！作家庭治療的時候，更多機會接觸

不同的家庭，更發覺到「家」是一個豐富的寶藏，許多許多問題需要	解決，面對逆境的智慧都

深深銜進了家族的歷史裡	面，等待後代去開採，去發現；而作為治療者是很榮幸可以參與，在

這項難得的工作中，治療過程，有時像考古的探險，也有時像通渠匠。

《夫婦的體驗式心理治療	﹣實用主義的指引》

駱福澤這本書不單介紹一套方法，更逐步帶領你去實踐。深度及精簡是本書的特色，加上許

多臨床例子，以新穎的練習來解釋這方法的運用及支持的理論。駱福澤的方法使到受助者由明

白到體認。他深入伴侶間負面的互動，讓他們有機會發展一種更有滿足感及平衡關係。無論你

是那種治療師，這本書提供極實際的方法去明白及介入伴侶關係。因為問題經常存在不同層次

中，所以輔導也需要這樣有果效。駱福澤的目標，他希望讀者不但認為本書有趣，更希望他們

所學可以派上用場。

大部份的心理治療都集中於理性分析，卻原來身體儲存了大量經驗信息。近代腦及神經系餸的研究，為心理治療帶來了

新的契機。

本課程會帶領學員從身體出發，去了解複雜的心理機制，追溯及介紹非一般的治療進路，是一個理論及體驗並重的課

程。適合輔導員、社工、心理學家、老師、醫生、護士、教牧同工等參加。

課程內容

1.	創傷的契機

2.	三體腦

3.	非語言訊息

4.	介紹簡單易學的體感治療	(Somatic	Experiencing)

5.	介紹簡約身心治療法入門	(Hakomi	Method)

日期及時間

8月16日	(9:00	a.m.	–	6:00p.m.)

地點

全康情緒治療綜合服務中心	(屯門柏麗廣場22樓2202室)

費用：

$980	(早報優惠:	於7月16日前報名，減$200)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3521	1288或	3521	1333

enquiry@mindfulheart.org.hk

身體會說話 
導師 黃葉仲萍

作者介紹：

黃葉仲萍教授

資深沙維雅模式專業輔導員及督導員

伯特利輔導中心總監

伯特利神學院學士課程主任、教牧輔導教授

香港專業輔導員協會副院士

美國牧關督導及心理治療學院院士

陳達醫生

兒科及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家庭醫學榮和臨床副教授

中文大學家庭醫學榮和臨床副教授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及救傷隊義務醫事顧問

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服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醫療輔助隊義務醫事顧問

新界西私家醫生網絡創會主席

香港基層醫護基金社區網絡召集人

全康情緒治療綜合中心總監

婚前婚後	(Prepare/Enrich)	評估執行認證課程

內 容 ： 介紹婚前婚後輔導評估及執行應用

日 期 ： (待定	,	請留意我們的網頁)

時 間 ： (待定	,	請留意我們的網頁)

費 用 ：
每位$1,740	(包括輔導員手冊及一張
價值$300的代用券)

名 額 ： 16人

報 讀 條 件 ：
中五畢業或以上程度；曾受輔導訓
練；有助人工作之經驗

輔導個案研討會

內 容 ：

幫助在職輔導員、社工、教牧同工
討論及分析處理個案技巧、突破
盲點、建立信心	;	研討強調	5C	的
學習。

對 象 ： 輔導員、社工、教牧同工

日 期 ： (待定	,	請留意我們的網頁)

時 間 ： (待定	,	請留意我們的網頁)

費 用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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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家庭醫學專科』與其它專科，包括：
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以及心理治療師聯手，

提倡及支援受助者達至 身、心、靈 健康。

Suite 2202, Tuen Mun Parklane Square, Tuen Mun.  屯門栢麗廣場22樓2202室

Tel：3521-1288   Fax：2404-7641  Website：www.adec-mood.com  Email：enquiry@adec-mood.com

支持廣告

創意設計服務
一站式專業設計服務

廣告設計及製作

宣傳單張、埸刊、書刊及海報設計

網頁及網站製作

網上廣告設計

戶外及影樓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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