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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盼望的事實現了!拿著《澄訊》的創刊號，有
說不出的喜悅。一直都有一個心願，希望全康澄

心基金能夠出版一份期刊，給大家帶來情緒健康的訊
息及澄心基金的動向。

《澄訊》的出現要多謝各位熱心義工的參與及澄心董事
們的支持。當然還有我們這個編輯三人組，用了三個多
月時間，統籌、整理、訪問、設計等等……

春天-是一個春回大地、萬物欣欣向榮的季節，《澄
訊》的出現，希望也能為你加添多點新意思和新氣
息。當你收到這份《澄訊》，希望你會喜歡，
並請細味當中的心意。我們亦歡迎你們的

回應及意見! 
                    黃敏儀

全康澄心基金

於2009年成立為非牟利機構，

以「3H」即：Happy (快樂)、

Healthy (健康)和

Harmony (和諧) 概念為本，

致力向大眾市民推廣身心靈健康，

提供心理輔導／治療及推行各項教育活動，講座及課程，

藉以改善都市人的生理及心理質素，推動「全人健康」的理想。

我們相信健康的個人，來自健康的家庭，

有健康的家庭便能建立健康的社區。

本會長遠目標是希望能在不同地區設立情緒輔導及教育服務，

讓身心靈健康的種籽在各區萌芽。

全康澄心基金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柏麗廣場22樓2202室
Suit 2202, Parklane Square, 2 Tuen Hi Road, Tuen  Mun, N.T.
電話: 3521 1288               傳真: 24047641
電郵: enquiry@mindfulheart.org.hk 網址: www.mindfulheart.org.hk

編輯小組
顧問: 李國權

督印 : 黃葉仲萍

出版：全康澄心基金

             編輯：黃敏儀、陳舜君 　　　　

設計及排版：陳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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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我們成長的搖籃──我們從家出生、從家成長。相信每一
個人都希望建立一個溫馨和諧的家，培養健康快樂的下一代。

每個家庭都有它的特質，但怎樣才是一個健康的家庭呢? 美國家庭
治療大師維琴尼亞，薩堤爾女士提出一個健康的家庭是有以下的特
質： 

1. 所有家庭成員都接納彼此在價值上是平等的
2. 注重彼此之間的信任、誠實及開放
3. 有裏外一致的溝通型式
4. 家庭成員間彼此相互支持
5. 家庭成員共同分攤責任
6. 家人相聚時有說有笑、興味盎然
7. 重視家庭傳統及儀式
8. 家庭成員間接納彼此的差異，同時慶幸每個人擁有其獨特性
9. 家庭成員間尊重彼此的隱私
10. 各種感受都被接納與處理
11. 家庭成員都被鼓勵去冒險、以及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或許你正一邊閱讀，一邊點算，不論結果是多是少，希望你能從中
找到一些新契機。

健康家庭特質主題篇       2013家庭和諧推廣計劃

圖中的小狗高高興興的跑出來，才知道它背後
揹著的家。我看這卡通的時候心中禁不往發出
會心的微笑，多年來的輔導經驗告訴我每一個
人的背後都背負著他的家庭故事，而這些故事
影響的深遠程度往往是我們所料不及的。

成長心理學家鮑比(John Bowlby) 在50代開始提
出一個很重要的依附理論。他研究小孩從一個
家庭長大，他學會把感情依附在一個照料者的
身上，假如照料者與他能夠建立出一個安全、
接納的關係，小朋友便能安心的探索學習新的
環境並且與其他人建立互信的關係。

這理論的發展到現在已經經歷了五十多年，許
多心理學的研究都在這課題上作出不同的討
論，所有的研究都指出依附理論，亦即家/照料
者對個人日後的發展有著極深遠的影響。

現在讓我先聚焦在青少年的身上。孩童時代他
們在家裏是接受與及被動學習的階段，到了少
年、青年的時代是時候要衝出去了去實驗自己
所學的時候。他們要學習獨立，是時候要演練
他們在家裏面所學習到的一切。在健康、和諧
及友愛的家庭長大的孩子，他們懂得接納，願
意付出，也能夠對別人的困難產生同理，所以
這些孩子都容易與別人建立關係，在生活上容
易找到滿足感。

許多家長愛護他們的孩子甚至恨鐵不成鋼，而
且正正因為他們自己的成長經驗裏很多事情都
要咬著牙根迫出來，甚至在懲罰底下、威脅底
下發生，自然這些家長教育下一代也用沿用同
一的方法，未能夠有所改變，也走不出一定的
循環。

我們要明白上一代，也要演練不同的處事方
式，以至我們能夠走出一些惡性的循徊。

青少年很快便會進入求偶的階段，建立家庭，
繁衍下一代，所以我們更要讓他們明白自己家
裏的一切，他們要學習避免重覆一些不合理的
做法。善用，打開家裏的遺傳寶庫，才可以能
夠為他們的將來開拓一些新的可能性！ 

黄 黃葉仲萍博士

童真。逸逸與媽媽

週末從廣州回港，坐的士去東站。

逸逸：“媽媽，行李呢？”

媽媽：“喺車尾箱。”

逸逸：“記得攞哦！”

爸爸媽媽多謝逸，又請他落車時提醒我哋。過咗一陣，

逸逸：“唔記得行李呢？”

媽媽（裝作擔心）：“啊，咁點算啊？”

逸逸努力唸咗一陣：“咁就算啦！” 

爸爸和媽媽大笑，爸爸大讚逸逸隨遇而安！

註: 一個三歲小朋友與父母的一些有趣對話，

    其實當中很多時都充滿童真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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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做訪問的當天，藍天白雲，陽光普照，第一次跟柔姐見面，她笑容燦
爛，談吐含羞有禮，如像當天的天氣一樣令人舒服。

兩年多前，柔姐卻經歷了一場風暴。

因工作弄傷了左手，柔姐不得不停下工作，在家休養，卻因為是獨居，乏
人照顧，以至日常的起居飲食都受到很大的影響。一個人面對失業和受傷
的雙重打擊，確實令她的情緒極度低落，更有失眠問題，多少個凌晨從惡
夢中驚醒，要連喝三支凍的蒸餾水，才能使驚恐的心情平復下來。又為了
不想家人朋友擔心，再加上是家中長女，從小就個性獨立，習慣了將事情
藏於心裡，獨自面對。

敞開心扉　走出陰霾

直到一天，因工傷的事宜認識了一位律師，傾
談過後，對方知道柔姐因受傷而不能工作，情
緒困擾又有失眠問題，就轉介了她到全康澄心
基金接受心理輔導。

記者：當時聽到有心理輔導可以幫助你時，你有甚麼想

         法？之前有沒有接觸過這種服務？

柔姐：之前無接觸過，雖然不知道心理輔導是甚麼，但當

時實在太無助，一個人這樣子撐了一年多，真的感

到很累。一方面很想跟人傾訴，但另一方面又不

想家人和朋友擔心，可能是從小就習慣把事情藏於

心裡，獨自面對，所以很矛盾。後來知道有這樣的

服務後，我就像看到一點點光。記得第一次與心理

輔導員黃小姐見面時，都不懂得說些甚麼，因為當

時心裡實在太多壓抑，太辛苦了。後來，黃小姐溫

柔的告訴我可以把心裡面的鬱結哭出來的，我就哭

了，而且哭了很久，之後，感到舒服了很多。在後

來的會面裡，她就給我一些處理失眠的方法，讓困

擾了一年多的問題得到舒緩，身心都改善了不少，

真的很感謝她。

記者：你在接受心理輔導的期間，有沒有甚麼特別感覺或

         難忘的事情？

　　　

柔姐：回想起最差的時候，我真的想過了結生命。後來，

我們定期會面，有人聆聽自己，感覺真的很不一

樣。有她專業分析我的情緒問題和既定了的想

法，令我明白到很多形成困擾的因由，原來自己

的想法是可以調節的，知道多一點自己的想法和

學會了一些處理情緒的技巧，我的心情也慢慢地

好起來。

母女破冰，關係重建

可是不到幾個月，關係一向疏離的兩母女，為
著女兒籌備婚禮的事而起衝突，柔姐的情緒再
一次回落。

柔姐：我倆本來都已經無偈傾，女兒從不接聽我的電

話，要靠大女兒作中間人轉告，才可以聯絡得到

她。但為著她婚禮的安排，大家要常常通電，但

每次都是傾不到幾句就吵起來。那時我真的很低

落，常常問自己，為何女兒會這麼憎我？不聽我

的說話呢？後來，我跟黃小姐傾訴，她讓我明白

和相信母女之間是沒有仇恨的。自己也會抽離

一點去看兩個人的關係，想了一段時間，很想兩

母女可以有點轉機。一次我們又在電話裡為擺酒

的事吵了幾句，後來大家都沉默了，我主動跟她

說：「對不起，我說話大聲了。」女兒聽到頓時

軟化了，隨即也跟我道歉，說她自己也大聲了。

記者：作為媽媽可以放下面子跟女兒道歉確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你卻能做到，真的很佩服你，相信你

的女兒也很感動！之後，你倆的關係如何？

柔姐：其實做父母，不是永遠都高高在上的。有錯就要

承認，要道歉。自此之後，我們都沒有再爭吵

了，關係愈來愈好。現在她會常常致電給我，會

主動對我說一些關心的話和噓寒問暖。從前電

話都不會通，莫說是見面吧！現在每星期也會

見面，一起去飲茶。因為關係緊密了，溝通又好

了，甚麼都有商有量，以至後來面對丈夫的離

世，女兒面對失去父親之痛，也能互相扶持、齊

心去辦好他的身後事。期間，我會花時間同個女

傾傾生老病死的問題，讓她們能夠渡過父親離世

的傷痛。

訪問期間，柔姐三次提及很感激黃小姐幫助，
助她從幾近失控崩潰的情緒低谷中爬出來，「
若果那時沒有遇見她，我現在都不會坐在這
裡。」她說。再問柔姐對心理輔導的看法時，
她想了一想：「我曾經被幫助過，所以現在很
想其他受情緒困擾的人可以同樣被幫助，給更
多人知道心理輔導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方法。」

現在，她的生活都很順利和快樂，但人生有高
低起跌，正所謂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我只專注今天的事，過好每一天，倘若再遇
上逆境，我深信自己也能渡過，因為我已轉
變了，懂得尋求協助，而且我有女兒的支持
呢！」

情緒困擾與心理輔導
 
生活在繁忙的都市裏，我們都面對種種不同的壓力，當情緒未能有效地舒緩時，就會造成種種困
擾，身邊的人往往也會受到影響。

其實情緒是我們的一種天賦能力，喜怒哀樂都是一種自然的情緒反應。如果我們能對情緒多一點認
識、接納並懂得適當處理它，即使情緒風暴來臨，也會很快過去的。
 
當遇到情緒困擾持續時，而自己又未能有效地面對或處理時，可以嘗試向外界尋求協助，讓別人幫
助自己走出情緒的困局。

心理輔導是其中一個最有效用的方法，透過傾談，輔導員運用不同的心理輔導技巧幫助困擾者去明
白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及意義，正視及處理問題，讓受助者重新再出發。

“為你打開透光的窗，
             讓你看見希望。”

心理輔導與治療 撰寫 : Joe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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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權主席訪問

1.    澄心基金是一個什麼組織及有什麼服務？

澄心基金是一個心靈關顧、輔導服務的非牟利組織。基金成立目的主要是推廣身心靈健康，資助經濟有困難嘅人士

同家庭接受心理治療。基金會亦舉辨各項情緒教育活動、講座、工作坊，或到學校作情緒健康教育。除此之外，基

金會亦有為輔導員、心理治療師、社工或助人者作專業培訓。

2.    澄心基金的經費何來及如何運用？

基金的經費全賴熱心人仕捐獻，我們會珍惜運用捐款， 只會

把10%捐款撥作為行政費， 餘下的都會用於資助心理輔導、

教育及活動上。

3.    澄心基金有多少員工？

由於資源所限，基金會到目前都未有僱用一個受薪職員，一

切活動都係由一班熱心人士義務參與。我們感謝所有參與的義工同善長的捐助，令到很多工作及服務能順利進行同

延續。

4.    澄心基金今年有什麼大計？

家庭關係是治療之本，我們今年的主題是推廣和諧家庭。我們將會舉辦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烹飪比賽，藉此帶出家

的『味道』與回家吃飯的溫馨，請大家密切留意我們容後的公佈。

5.    如我需要心理輔導 如何接觸你們？

有需要人仕可以致電中心預約 (電話：3521 1288)，我們會安排初步約見，經濟有困難人士，可向基金申請資助。

經本會批核後，便會安排輔導員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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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HK 200 黄 HK$500 黄 HK$1,000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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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心服務 申請資助方法與流程 

(過程大約需時七個工作天)

基金董事與友好合攝

李國權主席

安排约見心理輔導員 
1st session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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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輔導

行政費

教育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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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及迪士尼，我們立時想起那些家傳戶曉的卡通人物

(動物)，例如米奇老鼠，唐老鴨，高菲狗等等，這些人物

化的動物已經深入民心，百看不厭。迪士尼在香港的出

現，就讓我們能夠親歷其境地接觸這些卡通人物，所以

更是香港年青人的心儀節目。此主題公園也是我們香港

市民家庭同樂的好去處, 此外，迪士尼亦吸引了很多國內

旅行團的推介，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當迪士

尼願意提供150張免費入場券給全康澄心基金的時候，我

們是雀躍萬分的，立時安排三部旅遊巴士接載參與家庭

及義工，盡興一天的同樂日。

當天我們按原定時間及安排，抵達迪士尼，隨即便在入

口處對開的噴水池來個大合照。為了使這次歷史性的時

刻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我們特意制作了一幅大橫額，

讓集體照片更添節日氣氛。

迪士尼的節目實在太吸引了，某些小組的集體照片還未

及完全拍攝，我們已經急不及待地魚貫入場，找尋有利

位置觀賞花車大巡遊。除了花車外，最吸引的就是那些

卡通人物，扮相可愛，栩栩如生，加上他們的動力與熱

情，倍增樂園中的氣氛；之後，大家把握機會與這些卡

通人物拍照留念，滿有所得。在此同時，整個樂園的機

動遊戲及劇院等項目已經是全面開放的，我們便各散東

西，各適其適地選擇自己喜愛的節目。雖然有人說這個

樂園太細了，但是相信我在一整天內也不能盡興所有的

節目。當日我們盡興至最後一個壓軸項目，就是觀看放

煙火，之後才拖著疲倦的身軀乘坐旅遊巴士回程；在車

廂內各人的心情仍然是興奮及雀躍的。作為此次籌劃人

之一的我，亦是同樂日的受惠者，我仍然回味當天的歡

樂，及與同工們合作的愉快，心中掛想「何時再來一

次」。

義工團隊 (伯特利輔導中心同工-林健生)

128 Disneyland迪士尼同樂日

讓義工與受助家庭(共150人)提早度過一個愉快的聖誕。藉著一天的暢遊，提升家庭和諧和個
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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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有幸成為其中參與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
司) -「幸褔的黃色小票活動」的非牟利機構，
在過去八個月分別在港九不同的吉之島分店設
置攤位，宣傳正向心理及情緒健康的訊息。我
們感謝各義工團體的參與，令我們的推廣順利
進行。我們將會繼續在未來半年於不同的吉之
島分店擺放攤位。

「幸福的黃色小票活動」是永旺(香港)百貨有
限公司資助地區公益團體的一項活動，於每月
的“永旺日”（11日）舉行。顧客購物付款
後會得到一張黃色的購物小票，顧客只要將黃
色小票投放到想要支持的團體的投放箱裡，永
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會根據將該團體獲得小
票的“合計金額的1％”以物品形式捐贈給受
惠慈善團體。

當你於“永旺日”到AEON 購物的時候, 記得
投我們一票啦。謝謝你的支持!

在過去半年，我們的小組能參與全
康澄心基金在吉之島的活動，每
月到不同地區吉之島分店做一些
基金機構推廣並介紹我們的工作，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服務。過程中
有很多的得着。首先，高興是能一
羣熱心的義工一起參與，一起支持
活動，他們的積極忘我地拉票；我
們也在聖誕節日中在吉之島分享詩
歌，是多麼美的圖畫，能將社區關
懷和主福音傳播出去，這是多麼難
得的機會呢！
        義工團隊 (恩典成長小組 - 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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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屯門、關愛我家」乃是2012年的主題，本基金先於３月
舉行了慈善步行籌款和攝影比賽，讓市民對屯門區更加認識。及
後，於10月舉行情緒健康「家」年華，邀請了十七多個不同的
非牟利組織、機構、中學和宗教團體擺放以情緒健康為主題的攤
位。當天更有合唱團、舞蹈團以及個人表演者為市民表演，反應
相當熱烈。當日約有1,500 人次參與。

情緒健康「家」年華

合作伙伴：

全康情緒治療綜合中心、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伯特利神學院

贊助：

Marjoes  Tradng Co. Ltd.、

海天堂、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滙美書社、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大會義務服務團隊：

Alfaxmedia International Ltd. (攝錄)、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排名不分先後)

主禮嘉賓:

鄧植球先生

梁健文議員

羅惠嫻女士

余大偉校長

張冠康副校長

黃天安牧師

楊寶雯女士

羅光明醫生

陳偉雄先生

黃冰青女士

澄心基金董事:

李國權主席

黃葉仲萍教授

陳   達醫生

陳燕芬律師

周偉文醫生

梁偉正醫生

Design For Change

天道傳基協會

全康情緒治療綜合中心

倫安琪小姐
曾偉傑先生

黃世超先生

香港屯門兒童合唱團

屯門兒童合唱團 (管樂隊)

全康舞蹈隊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大會司儀 Eva Lam 和陳嘉賢

大會主禮嘉賓－鄧植球先生為嘉年華揭幕禮致辭

內容重點:

「我希望大家，要多的去認識情緒健康，多的去關心
家人。」

「如果我地每個人都有健康既情緒，平靜愉快既心
態，人人都會歡笑滿面，家庭成員之間自然會更融洽
和睦，社會亦會更加包容和諧。」

「大家如果知道有朋友遇到壓力或情緒方面有困擾，
可以介紹佢地去基金會，接受他們的服務，早日解除
煩惱。」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鎂鎂親子協作

伯特利輔導中心恩典成長小組

意思聆輔導外展小組

樂群社會服務處千色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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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康專業輔導會

家長滙習

50+ 生命重整

基督教門諾會望恩堂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屯門）

身心美慈善基金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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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療由「家」開始 ─ 家庭治療課程 (Satir Model 薩提爾模式)

    「家」看似一個簡單的字，卻有著深層的意義。在成長歷程中，原生家庭及家

     中各成員 的關係，對個人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本課程著重帶領學員認識及

     探討家庭系統及關 係在心理治療上之應用。

導師：黃葉仲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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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特利神學院輔導中心主任

伯特利神學院教牧輔導系教授

太平洋薩提爾學院臨床會員

美國體癒心理治療協會臨床會員

導師：陳達醫生
兒科及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家庭

   醫學名譽臨床副教授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及救傷隊》，

《香港紅十字會》，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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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歡迎致電3521 1288 或電
郵至enquiry@mindfulheart.
org.hk 與職員聯絡

網址 :  
www.mindfulheart.org.hk

A.   家庭治療基礎篇 ─ 個人成長及專業發展 (可以單一報讀)

      課程內容：   1. 家庭治療的基本理念      4. 防衛機制與應對模式

              2. 家庭與個人及成長之關係      5. 家庭傳統、規範及資源

              3. 家庭圖                            6. 家的彈性與調節、身心靈

                                                                          健康的家庭模式

  

      日期及時間：2013 - 1/6, 8/6, 22/6, 29/6, 6/7, 13/7 (星期六)  

                        下午2:30–5:30 共6節 (合共18小時)

      費用         ：單一課程HK$1,860

B.    家庭治療進階篇 ─ 治療模式及專業發展 (必需同時報讀A)   
   

      課程內容：   1. 家庭治療的內容及取向  4. 家庭治療之技巧及過程

              2. 個案評估                        5. 輔導員個人質素的應用

              3. 治療方案的構思             6. 治療師與受助者的相互關係

  

      對象         ：對家庭治療有興趣的專業人士如輔導、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 

                        老師、醫生、護士等

      日期及時間：2013 - 7/12, 14/12    2014 - 4/1, 11/1, 8/2, 15/2 (星期六)  

                        下午2:30–5:30 共6節 (合共18小時)

      學歷要求   ：大專或以上

      費用         ：單一課程HK$1,860

 ** 同時報讀A與B課程HK$3,600 (於2013年5月10日之前報讀AB課程HK$ 3,200)

      學歷要求   ：大專或以上           教學語言   ：  廣東話     

課程推介 乃是針對社工、輔導員、輔導老師、教牧同工以及助人專業人員而設計的，由經驗資深

的心理輔導專業導師任教，希望從而提升學員的輔導和心理治療的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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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11日 及 6月15日

時 間 ： 早上9時至下午1時 (兩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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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3:30 – 5:00

費 用 ： $160

臨床督導小組

導師：黃葉仲萍教授

形 式 ： 個案研討、小組討論、示範與講解。

組 合 ： 每組5-6人，參加者可自行籌組，或由本機構協助籌組（最少5人才開組）

費 用 ： 全期 六 次，一次繳費 $3200 元，每次付款 $600 元。

講座

講座及工作坊推介

1.   與「情」共舞

「感受」是我們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每個人都希望每天

開心快樂，但偏偏憤怒、焦慮、傷心、無奈等等負面情緒

也不時出現。我們如何處理呢？

內容：認識情緒及如何處理負面情緒

對象：希望對情緒多一點認識及學習處理之道的人士

日期：4月27日（星期六） 2.  與子女一起走過考試的日子

面對考試，考生們都可能會出現情緒問題。頭痛、發噩

夢、心跳、失眠、食慾不振等等情況也會出現。作為父

母，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呢？

內容：了解子女的心理發展需要，並認識如何協助子女們

面對考試的挑戰

對象：父母

日期： 5月17日（星期五）

3.   孩子管教知多啲

沉迷電視，只管玩耍，不做功課。不聽話………隨著孩子成長，一連串的管教

問題都可能出現，你有否感覺到筋疲力倦？

內容：認識兒童成長的心理發展，運用有效的管教方法。

對象：幼稚園及初小生的父母

日期：6月15日（星期六）

以上講座舉辦，

時間 : 下午3:00-4:00

地點： 全康情緒治療綜合中心

費用： 免費 (須先付港幣50元留位費, 出席時退回)

舒緩情緒與壓力工作坊
生活在忙碌的都市裡，我們都面對大大小小的壓力。緊張、焦慮、擔心等等負面情緒亦隨之而來。你想學習如何面

對嗎？此工作坊幫助學員認識情緒與壓力的關係，找出壓力來源及學習處理情緒的方法

內容：(i) 情緒與壓力 (ii) 壓力來源與處理 (iii) 情緒病與治療 (iv)情緒舒緩法

對象：希望學習處理壓力與情緒的人士

日期：5月4日、11日、18日、6月1日

時間：下午 3:00- 4:15

地點：全康情緒治療綜合中心

費用 : 四堂合共180元 (二人同行共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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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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服務

好書推介

支持廣告

最新講座及課程　（如欲報名，歡迎致電查詢3521 1288詳情）

(1) 評估：

- 心理診斷評估

- 青少年心理及智能評估

 (2) 輔導：

- 心理治療 / 輔導

- 婚前輔導 

(3) 親子教育

(4) 專業營養及體適能諮詢

(5) 講座 / 工作坊 / 課程 / 訓練

(6) 輔導實習訓練中心及臨床督導

NGH註冊催眠治療師認証課程
- 獲考核合格後，可得到NGH註冊催眠治療師認証

- 可申請ABH(American Board of Hypnotherapy) 

  催眠

休閒生活素質
- 十字繡班

- 健康舞班

- 伸展運動塑身班

孩子 智•情•趣 - 培育幼苗 茁壯成長

1. 兒童資優及發展評估諮詢

-   心理智能評估服務

-   全腦思維 / EQ 培訓 

2. 助他一臂，讓他高飛　親職講座

-   4/5 /2013 (星期六) 14:30-16:30 

    費用全免 (請先以電話留座)

3. LEGO教育系列 – 電腦機械人課程

-   (利用LEGO WEDO及 NXT 軟硬件， 讓孩子根

據自行編寫的程序操控馬達、感應器、齒輪等機

械組件，製作出不同主題的模型，從中啟發孩子

對科技、數學及工程的興趣，亦能訓練孩子解難

能力及學習與他人溝通合作)

驚恐症、恐懼症、廣泛性焦慮症、妄想症及強迫性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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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快樂豐盛人生？本書助你認識情緒病，是勇闖

人生路的指引和良伴！

陳達、黃葉仲萍 著 《勇闖快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