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玉冰 

基金董事兼編輯

自 2019 年初夏，香港持續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令人非常擔憂。有些人關心地問 : 「示威

者的年紀越來越輕，我們都愛少年人，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

今期《澄訊》轉載了《號角月報》的一篇人物專訪 - 「情緒爆破Ｑ＆Ａ」，受訪者黃葉仲萍博士從

原生家庭和個人成長角度，剖析年青抗爭者的心態和心靈需要，並提出一些與青年人同行的建議。

此外，我們也轉載了《明報》「談天說道 - 以畫作情緒的出口」勵志文章，受訪者 Winnie 以繪畫

抒發負面情緒，走出抑鬱病的陰霾。

屈指一算，全康澄心基金自 2009 年成立，至今已服務了市民大眾十年。雖然十載光陰不算很長，

但期間所經歷的嘗試和所跨越的障礙也不少，實在充滿恩典。我們懷著喜悅心情，藉今期《澄訊》

分享過往十年所經驗的奇蹟美事。

對內，我們匯聚了一群輔導員和醫護人員，每月定期參與討論，這份堅持與執着純粹來自一顆純真

的愛心。早在 2015 年，我們與美國加州簡約身心治療研究所開始合辦輔導專業訓練課程，提升了

團隊的專業水平。

對外，我們除了資助「50Plus 生命重整」小組的「四個亞佬的故事」微電影，以鼓勵退休人士過

更有意義的生活，也資助秘密花園的「正向溝通」課程，從初級到進深級，令 180 人次受惠。我

們喜採用多元的輔導方式，資助「樂活攝影治療」事工，整合澄心 (mindfulness) 與外國的「攝影

治療」技術，效果良好。此外，輔導員又到過幾間社福機構，分別為婦女及成癮康復者，提供適切

的輔導及教育服務。本著服務人群的精神，我們參與了社區的嘉年華及遊覽迪士尼的義工活動。為

照顧學童的身心靈成長，我們推出了「Rainbow Cadet 小學生健康情緒大使」計劃，訓練小一至

小三同學管理情緒，得到校方和家長的讚賞及支持。

為令市民更容易接觸到我們，我們曾把輔導地點增至 6 個，遍佈了港九及新界地區。我們出版了共

8 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籍，以推廣大眾身心靈全人的健康概念。不可不提的，是我們每年的籌款活

動，尤其在 2017 年底，與妍亮生命基金合辦「重新站起來」慈善籌款晚宴，筵開 60 席，得到各

界的愛護和支持。

全康澄心基金是一個小小的非牟利機構，完全沒有政府的資助，10 年內為建立香港人的心靈健康

而努力，創造了一件又一件既不可能，且令人驚訝和感動的事情。今期《澄訊》分享十年來，十件

零的突破，屢次的初度嘗試，獻出我們最真摯的心。

但願香港這個家，可以健康、和諧、愉快和有希望 !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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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葉仲萍博士

全康澄心基金一直致力推廣情緒健康教育，並資助情緒輔導。最近的社會事件引發廣泛的情

緒爆發，許多人精神情緒受創傷，令到他們工作上丶生活上，都很困擾，所以我們在這段時

間收到許多的求助，而且都是來自年輕的群體。

我們也因着這廣泛的影響，做了一些調息身心的工作坊，像軟陶瓷小擺設丶香薰蓋椅丶極光

畫丶玻璃碟彩繪及日本和諧粉彩等，趁着本會十周年在荃灣南豐中心的「影情  畫緒」作品

展中一併推出。

其實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大家把注意力由外轉移到內，只要慢下來，我們可以重新關

注及連結到自己的內在，人很自然就可以平靜下來。這過程我們稱之為澄心（Mindful), 也是

我們機構命名的由來，因為只要我們能夠留意多一點點，只要慢下來一點點，我們吃的東西

會更美味，周圍環境不會這麼嚇人，身邊的人會更可愛可親，病痛也會較容易處理。

Mindfulness 這字是來自印度 ，意思是包含了專注丶意識及記憶，亦有人從英文字直譯作

用心去感覺，是一種訓練把往外跑的專注力轉回來到自己的身上。卡巴金（Kabat-zinn) 把

這種做法應用在身心保健及治療痛症上，效果很好，在 1979 年他更創立了「靜觀減壓法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很受歡迎及被推廣至許多的領域上。在近期

受社會事件所困擾的市民來說，電視長期播放着暴力的攻擊及反擊，使到大眾的精神不停的

抽緊。幾個月下來使到疲累不堪的精神系統變成焦慮症及抑鬱症等。

澄心的做法很簡單，只要透過觀察的眼睛，問一問自己：「我在做什麼？」很快我們就可以

從這角度觀察自己，並得到一個更清明又清醒的看法，這簡單的介入方法與宗教的做法完全

沒有關係，但卻與輔導員的個人修養有着直接的關係，因為輔導員本身需要知道並認識自己

才有能力去帶動及帶領受助者，所以輔導員除了兼備專業的訓練之外，還要持續進修，工作

有透明度，經常參與研討及個案分享，努力突破盲點，放下防衛，虛心的學習。

從這次社會事件中，我們也看見契機，因為香港社會一直在極度壓力底下求存，上班一族丶

上學一族丶家務一族都只是忙得困困轉，沒有時間靜下來丶停下來，檢視一下一直自動反應

的結果。

這次群眾咆吼的聲音當中，其實包含了許多憤怒，也有許多抑壓了的潛能，像洪水般堤壩失

修便完全崩裂洶湧而出，如果我們澄心一下，想一想這幾個月所發生的一切事，給我們的智

慧，日後重建香港，在各階層的需要上，在做事的態度上，在人性的同理上，在計劃的制定

上，在管治的心態上，澄心可以帶來無限的驚喜！

全康澄心基金
Mindful Heart Foundation 

與最近的社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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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香港人在目前社會紛爭中，容易產生哪些負面情緒？

Ａ：許多站出來示威遊行的人表面是憤怒 (Anger)，內裡是哀傷，甚至是很大的傷痛 (Sadness) 或無

奈 (Helpless)。當落寞的心靈 (Lonely Soul) 相遇，自然會走在一起；思想負面的人一同嘆氣，越聚

越多……社會沒有給予孩子心靈空間，教育制度不停迫使孩子追求優秀；孩子滿足了大人要求，心

裡卻不舒服，這些抑壓了許久的情緒都爆發了出來。加上對將來的困惑都構成一股怨氣。

Ｑ：這些負面情緒可能衍生甚麼危機？

Ａ：年青人感情上無人承托，很容易構成被遺棄的感覺。教牧努力支持接納年輕人，現在的關懷接

納要做得準確，接納的是感情的需求而不是行為，清晰的界定是很重要。關係從小建立，父母如果

可以給孩子多點空間，享受共處歡樂；如果只督促功課，忽略了孩子感情的需要是十分之可惜的。

Ｑ：大人對年輕人的關懷可能來得太遲，如今有甚麼可以做？

Ａ：成年人需要有海量的聆聽！因為人說話時組織思緒；所以要建造年青人發聲的機會，聆聽不必

急於糾正，幫對方重整思緒。父母愛提供意見，但更重要是要動之以「情」，用溫柔眼神望著他說：「無

論如何，我都是你阿媽 ( 或阿爸 )，愛你、關心你。我們立場不同，但我對你的愛不變，永遠等你回

家。」不用說太多，太嘮叨代表不信任、不尊重。我記得有一次，年輕示威者大喊：「今晚一齊返

屋企！」可能默言陪伴，讓他們疲倦的心可以回家休息；教會牧者不要視他們為異類，以平常心相待；

老師不要排斥他們。希望社會鼓吹「和而不同」。

Ｑ：低落情緒，人必找事做？

Ａ：人不停行動為要解決問題，這反應是出於天性；人若沒事可做，會感無助，情緒低落；有辦法

的人不易放棄。精神狀態受交感神經控制，早上起來開始啟動，工作效率隨之提升，工作之後便自

動調校放鬆。然而，過度刺激便會疲累，也容易失控；激烈活動後，過度亢奮，情緒不易停下來。

過度亢奮的群體，彼此影響，個體也容易迷失。亢奮一段長時間更會很累，若然不停面對挫敗打擊，

情緒會低沉不易起來。不停看新聞的人，就算沒參與抗爭也會亢奮，也會感到被衝擊，當他們認為

甚麼事也做不到時也會感到悲觀和沮喪。

Ｑ：內心複雜情緒，包括憤怒和怨恨，怎樣處理？

Ａ：靜下來，去大自然舒展一下。土著部族狩獵或打杖之後，都會跳舞，釋放

壓力。他們的做法幫助身體把壓力釋放出來。當然我們可以透過傾訴或書寫，

把強烈及複雜的情緒梳理。如果知道有人關心自己，亦會比較珍惜自己不會走

進死胡同。最近聽到一個流行的口號，「Be Water」令我想起海灘，周末人來

人往，處處沙堆、腳印，非常混亂，但黃昏潮水沖上岸邊，把一切紛亂撫平，

讓海灘回復平靜。至終，愛與大自然無限無私的接納，是可以撫平一切的 !

Ｑ＆Ａ 專訪輔導學教授黃葉仲萍

情緒爆破

近來流行一個詞語「攬炒」—攬住一齊死！這說話是出自一種自我保護，以羣體的力
量去對抗及維護同伴／同儕。

輔導學教授黃葉仲萍指出，雙職家庭在香港出現至今數十年，不少年青人孩提時未有建
立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從小到大，孩子不斷滿足父母要求，缺乏親情及關係。加上年
輕人重視朋輩友誼，父母對他們的影響力愈來愈少。孩子長大了，那股反抗力，其實是
一直壓抑的爆破點 (Breaking Point)。攬炒更是代表著這同儕關係對他們的重要。

◇鄭丹華

轉載自號角月報香港版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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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康澄心基金於本年 8 月 30 日下午 3 點，假南豐紗廠 IP 

LAB，舉行「影情·畫緒」作品展開幕禮，為該基金「十年

奇蹟」十週年慶祝及籌款活動打響頭炮。出席嘉賓人數眾

多，場面熱鬧，展出成功。該展覽一連 5 天展出過百幅以

情緒為題的數碼畫及相片，以緩和近來社會緊張氣氛，令

大眾透過欣賞作品，抒發內心感受，為情緒找到出路。

作品展
小米

「影情畫緒」

開幕禮上，「十年奇蹟」十週年慶祝及籌款活

動籌委主席羅光明醫生致詞，多謝各界一直對

基金的支持，並盼望繼續以「5H」即：Happy 

( 快樂 )、 Healthy ( 健康 )、Harmony ( 和諧 ) 

Home ( 家庭 ) 及 Hope ( 希望 ) 等元素，透過

教育及輔導，竭力提升大眾的身心靈健康。

作畫人 Winnie 在基金董事黃葉仲萍博士陪同

下，在台上接受訪問，分享她被情緒困擾時，

由於言語難以表達內心的感受，所以用繪畫來

抒發情緒，並勉勵受情緒困擾的朋友可透過

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內心世界。而「樂活攝影治

療」事工創辦人詹玉冰女士也以相輯，介紹攝

影治療的功效，說明相片不單記錄事情，還可

改善情緒，提升心理質素。

籌委主席羅光明醫生致詞

基金董事合照

董事詹玉冰介紹展覽內容

作畫人 Winnie 分享情緒病的
心路歷程

導賞時刻

推介義賣物品

董事與協辦機構代表合照

 「相片日記」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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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董事會主席李國權牧師頒發感謝狀

給兩位澄心大使林柏希 William 和陸詩韻

Sharon、 協 辦 機 構 IP Lab International 

Co. 創辦人 Kelvin Lau, 及其他贊助機構。

拍攝大合照後，隨即開始導賞時間，司儀

William 帶領在場觀眾到各展區，參觀畫

作及相片，令觀眾對今次的展品加深了認

識，明白圖像是抒發情緒的有效工具。

展覽並設有各種藝術 ( 軟陶、繪畫、手工

藝 ) 工作坊，讓觀眾可以透過藝術表達情

感。場內亦有各種義賣物品籌款及畫作拍

賣，收益將撥入基金推廣輔導同行，讓有

情緒困擾的朋友得到適切的幫助。

拍友喜相逢

義工合照

董事與嘉賓合照

義賣品

Gammy Kwok 捐出油畫義賣

義務司儀 amy 楊家慧
留言祝福

澄心大使林柏希和陸詩韻接受感謝狀

大合照 50 ＋小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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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參觀者

工作坊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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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機構
香港政府註冊慈善機構稅務編號 91/10159

支援心理輔導治療

   推廣情緒健康教育

本會由資深顧問團隊帶領一群專業義務心理輔導員 / 治療師，

為經濟有困難人仕提供輔導服務。

申請資助

心理輔導 / 治療的一般收費是 $900 一節 (45 分鐘 )。對於經濟有困難人士 / 家庭，

基金會因應家庭收入而酌情收取 $50 - $500 的費用。有需要人士可致電中心預約 

( 電話 : 3907-0671 /Whats App5406-5504)，我們會安排初步免費約見。申請經批

核後，便會安排輔導員接見。

申請資助方法及流程

電話預約
Telephone

Appointment

1 2
3

4

初次見面及評估
Intake and

Initial Assessment

審批
Approval

安排約見心理
輔導員

1st session
Appointment

批核過程 7-20天（按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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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芳

在一個「影情．畫緒」作品展期間與 Winnie 面談，她勇敢分享自己患病的過去。「自我形象低落的我在
2003 年證實患了抑鬱病，辭去電腦程式的工作，接受治療，但病情一直反覆，曾試過兩次自殺獲救。」在
2009 年 8 月的某星期六早上，她又再次滋生了自殺念頭，獨自走近窗前，拆下窗花，探身出去危坐在窗架邊
緣。「我正想跳下去的時候，內心響起一把聲音：『你真的想死嗎？』我當時呆了一呆。」Winnie 說，這時
她想起蔡少芬的分享﹕「她說自己當時已經準備自殺，但卻聽到有聲音說：『你不要的東西，給我吧。』『你
是耶穌嗎？』那聲音依然重複前面的話。她又問到：『垃圾你都要嗎？』那聲音再說：『你不要的東西，你
給我吧。』她說：『好啊，我不要了，垃圾，你要就拿去吧。像廢物一樣。』我想，主耶穌垃圾都想要，自
己也是垃圾，只是未為主耶穌生存過一次，此刻突然間想為祂生存一次，於是，我就向主耶穌祈禱說：『想
為你生存一次、為你活一次。』然後，自己轉身爬下窗架返回屋裡。當時雖然不知道自己會怎樣行前路，但
內心清楚一定不能死，要行生路，為主耶穌而活。

尋找情緒的出口
及後繼續看醫生定時吃藥，見輔導，但為了尋找「實在」的感覺，她仍會𠝹手。「這是我去年用𠝹手的疤痕，
縫了七針。」看著 Winnie 左手臂上十數條清晰的刀𠝹疤痕，很是心痛。「痛嗎？」「我就是想有痛的感覺，
當情緒發洩不了的時候，就要𠝹手，只有痛的感覺才讓我感覺很實在，迷失時就給自己痛的感覺，不知自己
去了那裡想找回，第一個想法就是實在感覺，於是就𠝹手，以前兩至三個月就𠝹幾𠝹。感恩，現在的我找到
了情緒的出口，也找回實在的感覺，再也不去𠝹手流血。

讓她找回實在的感覺的是畫畫。她說，每當自己將不同的心情
畫下來時，看見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絕望內裡原來存有
希望，這樣就幫助我看見內心不單有負面感受，原來也有正面
的感受，鼓勵自己向前。三年來畫了過千幅電腦合成繪圖或漫
畫，有風景、小動物、卡通等。「畫一幅圖畫需時三個多鐘頭，
主要透過電腦軟件去作素描、油畫水彩，運用的顏色、光暗色
彩形態等都表達了當時的情緒，如這幅『吶喊』，是情緒最低
落時的畫作，很想將壓抑著的壓力叫喊出來；『無望』喻意生機，
茫茫白雪之下有生命，到了適當時間就會生長；『平安』後邊
的瀑布，代表擁抱，又有上帝的榮光傾瀉下來，令幼小樹苗茁
壯成長。

Winnie 現在宏恩基督教學院修讀心理學，她期望結合設計 IT 與心理學的知識，為受情緒困擾的病人打造一
個無牆的輔導平台，讓他們得到隨時的幫助，認識耶穌，再有能力重新站起來。

「要常常喜樂， 不住禱告， 凡事

謝恩；這就是神在基督耶穌裡給你

們的旨意。」

《聖經新譯本》〈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十六年來飽受抑鬱病困擾的 Winnie，由發病至治療，

經歷過自殺、𠝹手等自殘。期間，基督教信仰把她從

自殺邊緣拉了回來。今天，她終於在繪圖畫畫當中找

到情緒的出口，重拾回「實在」的感覺。

「談天說道」 

以畫
作情緒的出口

「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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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治療
宏恩基督教學院心理學系副系主任暨資深個人、婚姻及家庭治療
師黃葉仲萍博士 (Susanna Wong) 回應說，繪畫治療是表達藝術
的一種，以繪畫或其他表達的藝術只是用一個媒體，把一個人希
望表達的感情及意念表達出來。在我們遭遇的事情，有許多是一
般文字、語言都不足夠完全表達出來，而且有些創傷的受害者在
受創的時候往往受驚，或有意識不清醒的狀態下語言表達不到位
的，藝術表達的渠道是可以補足言語的不足的。

「Winnie 接受治療初期，並沒有說出自己所受的創傷，只在情緒的問題上來回去作調整，在說話間
幫助她找到端倪。期間她的狀態不穩定，最後完全崩潰，被送院治療。幾年之後，她再寄了一幅自
殘的照片給我，再重啟這治療的旅程。

作為一個治療師，我運用了直覺，從相片猜測對方不是用血淋淋的照片嚇唬我，而是很認真的求助。
她用自己最原始的方法表現自己的痛苦，所以，我依循著她表達的方式，去邀請她以圖像把內心的
痛苦表達出來，好讓我更能夠明白她及她身上的事情。當時，我也用了一個反傳統的方式，把所謂
『專業』輔導的框架拆了，直接與 Winnie 交往，因為知道她在求助的過程，選擇不讓我知道她身上
發生的事，可能是基於缺乏安全感，這重障礙在治療關係上正正是最重要的基礎。」Susanna 說，
Winnie 在畫畫當中，其實不是真正從事藝術創作，她是努力以畫的渠道去表達自己、去發現自己，
實在這一個是自癒的過程。

Susanna 重申，對一些在語言還未有之前所受的創傷，我們自動的把一些抽象的意念或感覺貯藏起
來，所以另類的藝術治療就可以補償這些的不足之處，把含糊的感覺透過具體的表達整理表現出來，
也透過這過程把梳理過的經驗存放在專管理智及邏輯的左腦記憶裡面，可以對日後處理問題用作為
參考。

 ( 文章刊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明報內的「談天說道」版面。詳情請瀏覽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網頁：http://www.tdw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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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200     HK500     HK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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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行) 033-7274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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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人資料，歡迎與本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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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 日，天氣和暖，適合戶外暢遊。這天全康澄心基金舉辦了「箏心釋放」慈善步行，參加者踴躍，

共有百多人。

大清早，基金成員與參加步行的好友們及家人，分別乘三輛旅遊巴，浩浩蕩蕩的來到大美督淡水湖堤壩停機坪。

他們手上都拿著大會派發的風箏和顏料，大家都投入的在地上鋪上風箏，發揮創作力，畫上自己喜愛的圖案，

有的畫上卡通恐龍，有的畫上臉譜，更有的寫上祝願字句，氣氛感人。

活動籌委會主席兼司儀胡敬琛董事在開步禮上，介紹活動主題「箏心釋放」，用風箏的釋放，喻意輔導員用真

心與受輔者同行和化解其憂慮。他亦分享了步行的路線和須知，讓參加者可更投入的享受活動的樂趣。基金董

事們主持開步禮，他們拿著五彩繽紛的風箏，哨子聲一響，他們齊齊向前大踏步，帶領眾人走上淡水湖主壩，

慈善步行日暨九週年午宴 小米

「箏心釋放」

開始來回 2 公里的路程。一路上，有聖約翰救傷隊守護，大家玩得開心又放心。

當日天公造美，雖然風勢不太強勁，但足以載起風箏起飛，在空中飄揚。參加

者一家大細興緻勃勃，全神貫注地放着自己喜愛的風箏，他們拉着風箏線，風

箏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像是在翩翩起舞。天空中飄蕩着各式各樣的風箏，它

們顫顫悠悠，互比高低，都在向著天空，向著白雲，向著未來展翅飛翔。

中午，大家一起乘車到尖沙咀中港城皇室婚宴，出席基金九週年慈善午宴。董

事陳達醫生和黃葉仲萍博士一起用《澄訊》介紹基金過去一年的會務。胡敬琛

董事也回顧了自 2017 年 12 月的「重新站起來」慈善籌款晚宴至今的服務情況。

基金董事主席李國權向新一屆董事頒發委任狀，計有羅光明 ( 副主席 ) 、陳達、

黃葉仲萍、胡敬琛、王煒珊、尤麗芬、雷礎雄、王曉霞、黃惠萍、周偉文和詹

玉冰等。大會亦向各捐款機構和義工們分別頒發感謝狀和嘉許狀。澄心大使林

柏希先生和陸詩韻小姐分別出席了步行和午宴，並向在場人士呼籲捐款。王曉

霞董事向大家介紹全康澄心基金的捐款計劃，鼓勵大家成為「澄心之友」捐助

基金的服務。席間，大會設抽獎、義賣可愛的咕𠱸和精美的西洋油畫，大家都

熱烈响應。司儀布余凱樺代表基金感謝各界人士出席是次活動和一直以來對基

金的愛護和支持。

開步禮

大合照

董事合照

我們的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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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代表接受感謝狀

澄心大使 William 
接受感謝狀

繽紛的風箏

車廂裡

我們的風箏 !

董事羅光明醫生與嘉賓們合照

50+ 小組合照

董事胡敬琛與嘉賓合照

澄心大使陸詩韻接受
感謝狀

司儀布余凱樺 ( 右 ) 在拍賣中

油畫拍賣

義工們大合照

從愛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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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文

團年飯是中國家庭的一個傳統，在我們機構之中也洋溢著這種「家」的味道。輔導員放心在「家」中成長，

受助者安心在「家」的氣氛中被接納，得醫治，合作機構也在「家」的關係中來往，彼此支持。

「全康澄心基金」及「全康情緒治療中心」攜手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晚上七時，假屯門明星海鮮酒家，吃一

年一度的團年飯，氣氛溫馨熱鬧。

當晚筵開四席，輔導員湯智婷及布余凱樺擔任司儀。董事會主席李國權牧師致詞，感謝一眾同事並肩服務社

會，令有需要的市民得到幫助，並感謝各界好友對基金的愛護和支持，祝願來年全康的服務能繼續為社會發

光。董事王煒珊向同事及嘉賓介紹基金團隊建立的概況，道出 ( 澄、暖、慧、寬、悅 )5 個心的分工及其意義。

合作的友好機構也有代表出席，分享我們的溫馨與喜樂。Mary Kay 代表 Anita Chan、青山醫院院牧梁威龍

牧師、督導譚楊美寶博士、教育心理學家區美蘭博士等都一同歡聚。董事王曉霞向大家介紹全康澄心基金的

捐款計劃，鼓勵大家成為「澄心之友」捐助基金的服務。

「澄心」與  「全康」團年

除了抽獎助慶外，當晚還預備了特別驚喜，送給

當月生日的壽星，大會安排了生日蛋糕要為「澄

心」董事王曉霞和兩位「全康」同事慶生。眾人

唱生日歌後，三位同事帶著喜樂心情切生日蛋糕。

董事陳達醫生和黃葉仲萍博士一起到各席，與好

友同事歡聚，董事胡敬琛發揮他的手機拍攝技術，

熱心地當起攝影師，瞬間便收錄了許多歡笑影像。

董事陳達醫生除了表揚當晚出心出力的義工外，

還向各同事大派利是，感謝同事在過去一年的努

力。在此，「澄心」與「全康」感謝董事、同事

們及同業好友，捐出抽獎禮品，令晚會增添了不

少歡樂氣氛。

董事陳達醫生與輔導員合照

董事會主席李國權牧師致詞

澄心與全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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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合照

董事們合照
全康同事合照

舉杯慶賀
共慶生晨

利利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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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電腦科技行業的 Danny 一直對人際溝通感興趣而進修輔導課程。由於這兩個行業的訓練模式不同，轉
讀輔導時遇上一定程度的困難，不過基於他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及家庭問題感興趣，最終亦考獲「家事調
解員」資歷；而學習過程中有滿足也有挫折時。

Danny 認為最有成就感的是處理一個病態賭徒的個案。受助者是同性戀者，因為經驗尚淺，處理個案時亦
戰戰兢兢，加上他對同性戀也有抗拒；然而，經過數次面談和經過督導的指導後，他學會擺脫自我的內在
固有觀念，最終成功地幫助受助者處理賭博的問題。

回想起學習過程裏 Danny 亦有失意及沮喪的時候。最感挫折的是實習初期，第一位受助者認為他們的面談
猶如閒話家常；Danny 認為輔導員與其他人其實一樣，當遇到挫折時每個人都有沮喪的一面，明白「能醫
不自醫」的道理，所以當他遇上挫折時會聯絡可信賴的朋友傾訴，幫助他可以更積極地面對問題。

現在，Danny 期望能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及技巧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亦希望香港有更多人認識輔導的作用及
好處，有需要時懂得找尋合適的支援及服務，在困難時得到適時的幫助。最後 Danny 贈讀者們一句鼓勵說

話：「只要你有正面同積極嘅諗法，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從年幼開始便對「人性」很好奇的 Bebby，第一本自行購買的書籍，亦是與心理學相關的。在大學期間，
亦會主動去參加與心理輔導相關的活動，令她感到人的內心世界真的很奧妙。後來因著天父的帶領，讓
Bebby 可進入一所設有輔導課程的神學院工作，因此可以全職工作的同時，兼讀那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
程，讓她簡直是喜出望外。

回想在學習輔導的過程中，讓 Bebby 最感到困惑的是「沒有一本通書睇到老」。因著輔導員的個人特質、
受助者的氣質與所面對的困擾、探取的輔導理論、督導的取向、與所屬機構的互動等等，也對治療的歷程
與效果有著不同的影響，沒有所謂的 對和錯。這對於一個理想主義和追求清晰指引的 Bebby 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挑戰。但其實這正是要認真處理的題目，促使她要離開「安舒區 (Comfort Zone)」，跳出固有的
框框學習成長。感恩的是，她身邊很多大小天使，包括督導、師長、同伴、家人和受助者等等，接納和給
予機會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讓她發揮和建立個人的輔導風格。

現階段的 Bebby，孩子們還小，仍需要她很多的關懷與照顧，故此希望能先為家庭打好根基。然後善用她
餘下珍貴的時間，去探索輔導世界中「未知」的領域。揉合在家庭和輔導專業學習到，彼此豐富，成為更
成熟和有效的助人者。

最後，Bebby 想藉著家庭治療之母沙維雅（Virginia Satir）的一句話來彼此勉勵：

「Change is always possible; even if external change is limited,  
internal change is possible.

改變永遠是有可能的；即使外在的改變有限，內在的改變仍是可能的。」

我們的輔導員人物專訪	

黃浩強（DANNY）

從「與電腦對話」到「與受助者對話」

吳嘉茵（BEBBY）

跳出固有的框，改變是可能的！

尤麗芬

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裡，澄心輔導員團隊的人數已增至卅人。今期受訪的輔導員 Danny、Bebby
及William分享到面對難關及轉變時的方法，而這些又能否成為我們解決困難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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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地點
全康澄心基金的輔導地點曾增至 6 個 ，以服務各區的市民。計有 : 屯門栢麗廣場、佐敦幸福實驗室、葵芳全

康醫務綜合中心、石硤尾宏恩基督教書院、觀塘平安診所及西環香港浸信會好鄰舍福音堂。

受到多年來教會生活的薰陶的 William，驅使他有參與義工性質的輔導意念，同時更觀察到不少人需要接

受輔導，卻因私人執業輔導的收費不是一般受助者容易承擔，而卻步，故此他在修讀輔導後，以義工身份

服事有需要的人。

回想起學習過程中，William 最有成就感是一位受助者經常抱怨丈夫傷害她，丈夫不為過往的錯誤行為悔

改認錯和支持她。經過一段輔導過程，這位太太不但醒覺自身的成長問題，阻礙她察覺或感受丈夫對她的

關心和支持，更為帶給丈夫和家人傷害已難過，並願意學習以新的角度看自己的過去和努力與丈夫及家人

重新建立親密關係。

然而亦有不少失意事。令 William 感挫折的是不能與受助者結連和獲取對方的信任；或是雖然能成功引導

受助者發現其問題所在和由來，但對方仍不願有所改變；當遇到挫折時，信仰是幫助 William 能繼續堅持

的最大力量；另外的資源是輔導督導老師的指導和同儕的經驗分享和支持。

現在，William 希望能運用所學去幫助人。期望自己的輔導技巧和心志透過累積更多臨床經驗，閱讀相關

書籍，文獻和參加相關課程、講座及研討會，能得到進步，有效地幫助更多受助者。還有，計劃接觸有需

要的機構和教會，參與輔導性質的義工服務，增強知識，與時並進。

最後，William 希望以一句說話鼓勵讀者們： 

「先了解自己的實況，需要和限制，並接納自己， 
然後本著造就別人的心志與受助者同行，來彰顯生命的光彩。」

張樹立（WILLIAM）

懷著信念成為無私的助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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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康澄心基金輔導員感言
我們邀請了全康澄心基金的輔導員，分享他們這些年在服務上的得著，

想不到收回了許多很窩心、溫暖和有意義的回饋 :

在這裏（全康澄心基金的工作），我……

我找到 ... 朋友

感受到 ... 熱誠

享受到 ... 自由

明白到 ... 限制

學習到 ... 放下

- Ginda

我找到 ... 一雙雙扶持的手

感受到 ... 手心的溫度

享受到 ... 相互扶持的歲月

明白到 ... 只有兩手緊握，

方能感受到溫暖

學習到 ... 如何伸出自己的手，

抓緊每一雙手

- Connie

我學習到

處理個案的輔導技巧。

- 李國權牧師

我找到 ... 同信念的伙伴

感受到 ... 無條件的接納

享受到 ... 喜樂的服侍

明白到 ... 人的限制

學習到 ... 積極正面的反思

- William

我找到 ... 內在的自己

感受到 ... 期待與取捨

享受到 ... 靜心的智睿

明白到 ... 行為的種子

學習到 ... 自我的反思

- EC.SY

我找到 ... 熱誠 passion
感受到 ... 情懷 affection
享受到 ... 支持 support

明白到 ... 陪伴 presence
學習到 ... 同行 company

- Herisa Chan

我找到 ... 熱誠 Passion
感受到 ... 內在動力 
Internal strength

享受到 ... 眼淚與歡笑 
Tears and laughters
明白到 ... 持續反思 

Ongoing reflection
學習到 ... 溫柔的同行 

Non-anxious presence
- 楊美寶

我找到 ... 人無限的潛能

感受到 ... 神創造的奇妙

享受到 ... 人與人的滋養

明白到 ... 轉化後的能力

學習到 ... 心與心的連結

- Wendy

我找到 ... 同伴

感受到 ... 支持

享受到 ... 過程

明白到 ... 限制

學習到 ... 反思

- Winnie

我找到 ... 自己

感受到 ... 觸動

享受到 ... 成長

明白到 ... 收放

學習到 ... 倒空

-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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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 ....... 生命之源

感受到 ..... 脆弱的力量

享受到 ..... 人間有情

明白到 ..... 連結的重要

學習到 ..... 愛的同在

- Elite

我找到 ... 認識人的深處

感受到 ... 別人的喜怒哀樂

享受到 ... 別人過住的旅程

明白到 ... 別人的價值觀

學習到 ... 別人的優點，

改變自己的執着

- Danny

我找到 ..... 輔導的同行者

感受到 ..... 人的喜怒哀樂

享受到 ..... 信任與關懷

明白到 ..... 人的有限

學習到 ..... 陪伴與同行的重要性

- Charlotte

在這您我相遇了

感受人生磨難多

明白同理結伴行

學習攜手闖急浪

齊享霧散賞晴天

- 華

我找到…嘗試再嘗試

感受到…人性中的堅持

享受到…眼淚的治癒

明白到…陪伴同行的靜止

學習到…沉默、用心的奧妙

- Vicky

我找到…寬心的合作機會

感受到…暖心的真摯情誼

享受到…悅心的學習環境

明白到…慧心的處事方法

學習到…澄心的輔導技巧

Hope to go on with a Happy, 
Healthy & Harmony Home.

- 芬

我找到 ... 事奉的新方向

感受到 ... 與神同工，

改變人生命的喜樂

享受到 ... 與人同行，

陪伴中的尊重和接納

明白到 ... 自己的限制

學習到 ... 有放下的時候

- Johnathan

我找到 ...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感受到 ... 心連心的美善和真摯

享受到 ... 助人成長的滿足和喜樂

明白到 ... 求同存異中互相尊重和接納

學習到 ... 反思生命作更好選擇

- Joyce

我找到 ..... 互相支持同行的伙伴

感受到 ..... 大家的鼓勵和關愛

享受到 ..... 助人過程中的喜樂和滿足

明白到 .....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神的帶領

學習到 ..... 反省自己和認識內在生命的重要

-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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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站起來                                                               
冰冰

「為何別人定要稱讚我，為何避談自己的堪坷

要想再站起先去問，什麼苦果可種好結果

承認學行定要先跌過，才明白何謂突破

摔倒了，躺下來，仍高歌，已經從逆境跨過」

由林夕作詞，關心妍主唱 < 另一個舞台 > 的歌詞很勵志。「跌倒了，不要緊，可重新站起來 !」

是這首歌的主題，對抑鬱病者來說，特別起鼓舞的作用。

< 另一個舞台 > 成為了全康澄心基金與妍亮生命基金於 2017 年 12 月 16 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合辦「重

新站起來」慈善籌款晚宴的主題曲，我們兩個機構都看準了抑鬱病者的需要，誓要為他們盡綿力，提供專

業的服務，與他們同行，走出抑鬱的幽谷，重新站起來 !

如果用「重新站起來」來描述全康澄心基金過往十年的輔導服務，這是貼切不過的，「重新站起來」不只

是一個口號，它是我們自 2009 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發展的主要輔導服務之一。在我們治療的輔導個案裡，

有不少是抑鬱病患者，我們整合了醫學和輔導，為受助者提供了身心靈的全人健康治療。我們的專業團隊

包括了心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家庭醫學醫生和護士等，希望能為市民大眾提供多層面和深入的治療。

知多一點點

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資料 : 

「抑鬱症是全球一種常見病，估計共有 3.5 億名患者。抑鬱症不同於通常的情緒波動和

對日常生活中挑戰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尤其是，長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鬱症可能成為一

個嚴重的疾患。患者可能會受極大影響，在工作中以及在學校和家中表現不佳。最嚴重

時，抑鬱症可引致自殺。每年自殺死亡人數估計高達 100 萬人。

雖然對抑鬱症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療辦

法，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在一

些國家中僅有不到 10% 的患者）接受

有效治療。影響有效治療的因素有：缺

乏資源，缺乏訓練有素的衛生保健人

員，以及社會對精神疾患的歧視等。」

圖片取自 MTV: 另一個舞台
關心妍 Jade Kwan 全康澄心妍亮生命重新站起來慈善晚宴 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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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身心治療法 (Hakomi) 是一種既簡單又溫柔，而又能體貼受助者需要的治療方法。

這種治療方式是以澄心 (mindfulness) 切入一個人的內在狀況，也是現在心理治療認為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治療

方法之一。

全康澄心基金也是以「澄心」命名的，喻意我們的治療工作是切合受助者的，容讓他們在治療過程中有自主性，

在治療師協助下，一旦進入澄心狀態，便可自然和自發地把問題呈現出來。

為了介紹這種特別的治療方法，基金極力推廣，並與美國三藩市的簡約身心治療學院，合辦為期兩年的專業課

程。導師專程由美國前來，每年四次，每次四天，合共是 32 天的密集訓練，並額外加上訓練之間的小組練習，

所以完成課程之後，參加的學員都有如脫胎換骨，而且對輔導治療的熱誠愈發增加。

「簡約身心治療法專業訓練」課程
 - 黃葉仲萍博士

從 2015 年至今，我們已經開辦了兩屆簡約身心治療的專業課

程，受訓者約有 40 人，有來自澳大利亞、澳洲、星加坡、馬

來西亞、中國大陸、澳門及香港的參加者，每次英雄雲集，像

武林大會一樣，只為着一個原因 —希望把輔導工作做得更好，

令到受助的人解困得幫助。

專注學習

導師示範

第二屇學員合照

分組練習

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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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受輔者得到優質服務，我們每月定期都有督導老師團

隊，透過「個案研討會」，為輔導員注入新能量。歡迎輔導員、

社工及教牧同工參加，一起討論、分析及分享處理個案技巧。

日期 時間 主題

2020 年 1 月 11 日 ( 六 )
《CityLab》

2020 年 1 月 18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系統下的婚姻關係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 system
分享 : 黃葉仲萍 Susanna Wong

2020 年 2 月 29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好的開始    A good start is half-done   
分享：Connie Tong

2020 年 3 月 21 日 ( 六 )
《CityLab》

2:00-3:30
題目 : 治療計劃 - 系統思維
 A systemic perspective           
分享：Isabel Chim

2020 年 4 月 25 日 ( 六 )
《CityLab》

2:00-3:30
題目 : 心靈的進口    Look for the entrance     
分享：Christina Bruce  

2020 年 5 月 30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深度同理心    Empathy       
分享：Simon Law

2020 年 6 月 27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加固改變    Anchoring  
分享：Vicky Wong

2020 年 7 月 25 日 ( 六 )
《CityLab》

2:00-3:30
題目 : 創意的應用    Think out of the box 
分享：Daisy Chan

2020 年 8 月 29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移情及反移情
 Transference & Counter-transference
分享：Ocean Lun

2020 年 9 月 26 日 ( 六 )
《CityLab》

2:00-3:30
題目 : 美滿的結局    Good ending     
分享：Winnie Siu 

2020 年 10 月 31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哀傷的處理    Grief & Lost in counseling         
分享：Raymond Kwok

2020 年 11 月 28 日 ( 六 )
《CityLab》

2:00-3:30
題目 : 是我的 ? 是你的 ?    Mine? or Yours?             
分享：Wendy Tse

2020 年 12 月 19 日 ( 六 )
《屯門中心》

2:00-3:30
題目 : 積極正面    Positive thinking     
分享：Danny Wong

2020 年 1 – 12 月之個案研討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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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亞佬的故事」微電影

為支持退休人士的健康生活，全康澄心基金資助「50Plus 生命重整」小組，

製作「四個亞佬的故事」微電影。這微電影是由一班退休人士編劇、導演、

化妝、主題曲作曲、填詞及主唱等，並於 2015 年 8 月 22 日在浸會大 學大

專會堂 (AC Hall) 舉行了首映禮，基金董事黃葉仲萍博士致詞，肯定及勉勵

退休人士，欣賞他們的努力付出。故事描寫四個不同階層的退休男人，如何

由人生低谷，再次尋獲新的人生意義的心路歷程。內容風趣幽默，笑中帶淚，

刻畫出現代社會中年男士的心聲 ! 會堂座無虛席，掌聲雷動，演出成功 !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登入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Po5l8tAho 

合辦服務 全康澄心基金把服務像外賣般送到需要的

地方！為戒毒機構丶婦女及教會提供適切

的輔導及教育服務。十分歡迎有需要的學

校或機構直接聯絡我們！ 

成癮康復者輔導

2018 年中，本基金開始為互愛中心提供成癮康復者輔導。婦女因為種種原因，

染上毒癮、煙癮或酒癮。她們戒癮後，自願或被送到院舍，與外界的誘惑隔絕，

過有規律的生活，培養愛己愛人愛神的心。成癮康復者輔導主要是幫助她們管

理情緒，戒除心癮，適應群體生活，預備將來投入社會過新生活。雖然有些受

輔者因為無法適應院舍規律的生活而中途退出，但仍有大多數的受輔者可以透

過輔導，達至個人生命成長，甚至當完成基金的輔導和院舍的訓練後，以過來

人的經歷，當義工或同工，為院舍服務，幫助新入住的成癮康復者。

婦女加油站

2017-2018 年間，基金分別與幾間社福機構合辦「婦女加油站」身心訓

練課程。輔導員黃惠琼 (Mary) 和布余凱樺 (Christina) 策劃和主領課程，

按本地和新移民婦女的不同渴求、文化背景和喜好等，以遊戲、體驗練

習、自我調息和心理教育等，幫助婦女提升自信心、自我認識丶改善自

我形象、管理情緒、改善人際關係等。及後，輔導員蒲群英（Angel) 加

入做講員，令課程增添了色彩。
導師及講員

合作機構包括 : 中聖教會（將軍澳）、香港小童群益會大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丶基督教會活石堂之睦鄰中心

（石籬）、香港浸信會好鄰舍福音堂（西灣），服務足跡遍佈港九及新界各區。此外，Marykay 蔓芊家族獨

立執行業務督導陳鳳琼小姐、陳錦美傳道、周傳道及黃葉仲萍博士都熱心聯繫，令活動順利進行。

導師心聲

在人生路上，或許我們遇過被輕看的事，甚至聽過
受傷害的說話，但我們可曾聽見自己的聲音？當我
們細心傾聽時，可否對自己恩慈一點、開放一點，
容許自己有不足之處，但同時也有不少可取之處
呢？我們盼望婦女們能發現自己更多更美之處，做
個開心快樂人，因為幸福從認識自己開始！

布余凱樺

在服侍中，能與不同年齡、背景、階層、經歷的婦女
一同相聚，實在是喜樂。婦女暫且放下各種身分和崗
位，終能前來抖一抖，其堅毅態度已可把問題解決，
但就是忘了自己的需要。「加油站」正是給她們打打
氣的空間。無論在那一區的「加油站」，總有些每次
都來的 FANS，這成為我莫大的鼓勵及動力。

黃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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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得著很大的自我突破……我原本是個不太喜歡與人有親密接觸的人，若與人擁抱必令我起雞
皮疙瘩。感恩 ! 我能做到 ! 我不再害怕和別人擁抱了 ! 原來我可以突破自己的框框……成為更新的自己。
我對自己說 :「不要對自己說負面話…做任何事或說什麼話前，要停一停，想一想……。

Wing

感恩……今次最大得着是 : 認識到自己、學會常顧念別人、發現忽略了自己內心深處，不自覺地抑壓自
己情緒。在營會裡，我終於有機會同自己內心好好相處和正面溝通，……讓自己放鬆下來。提醒自己同
別人溝通時，也要留意自己內心的感受，接納自己有負面的感覺，懂得停一停……理解別人。我覺察到
自己有正面的感覺，我可以選擇正面的回應。發現把內在感受說出來，原來是很重要的，因為藉此我感
覺到被明白……。

Irene

印象最深刻的，是拋接雞蛋的體驗練習。我們嘗試小心地接觸別人脆弱的生命，尊重生命的寶貴。過程
中，我失手了 ! 我接不到同伴拋給我的雞蛋。當時我傷心到說不出話來，這個深刻的經驗，讓我體會 : 我
要好好珍惜每個與我相交同行的朋友，同時，我能在他們各人身上，學我所缺乏的東西，這實在難能可
貴，多謝主！ 

Fiona    

「正向溝通」 課程升 Le! 小米

全康澄心基金資助，秘密花園舉辦的「正向溝通」初級課程已

舉辦了九期，今年 9 月，課程進入進深級，連續兩天到長洲

退修，享受安寧，靜心體驗自我內在的溝通及人與人的正向互

動，學員生命得以更新，實現了該課程「蛻變」的主題。

導師心聲

學員心聲

教了十期「正向溝通」課程，聽到很多學員渴想更多突破生命的學習。我一直祈求有合適地方來做一個
兩天的密集課程。2019 年 9 月終於開辦了「正向溝通 Level 2」課程。我們一心想學員放鬆心情學習，
更多留意自己的需要，想不到這樣放開心情的互動， 帶來震撼人心的效果，同伴的溫暖讓很多學員隱
藏的傷痕被醫治，願意突破自己的懼怕，重新與人有深入的連接。作為導師，見證學員們生命的蛻變，
實在感到感恩與榮幸，因為我們相信只有懂得和自己正向溝通的人，才能做到與別人正向溝通。期盼這
個課程能祝福更多人。

黃葉引蘭

想不到寫在紙張上的課程計劃，透過學員的投入參與和用心學習，不只完美地實現出來，還帶出了美好
的果效。今次全部參加者都是婦女，其溫柔細膩的女性特質衝破了自我防衛的盔甲，就像蝴蝶蛻變，破
繭而出，展現了最美麗動人的一面。生命是充滿希望的，若今天的我不太滿意自己，我可以自我探索，
明白自己的需要，接納自己原來是有限制的，以恩慈心對待自己，便能看到出路。  

詹玉冰 Bell

慶幸和同學一起體驗了兩天生活，我發現自己跟隨主腳蹤，行得很慢
及容易跌倒，然而，主的關愛可令我重新得力。我願和同學分享 3 個
感想。

1. 主是永遠不離棄我們，在各方面都供應我們所需。

2. 我們的互動帶來了豐富、醫治和修補的力量。

3. 十字架的愛能帶給我們力量，戰勝困難。      

T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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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羅光明醫生

全康澄心基金的背後有一班無名英雄，他們一直默默耕耘，在背後支持基金的工作。

這些無名英雄常會擔任一些義工，如嘉年華會、講座、派單張，甚至經常會為基金做一些十字繡，

過去也會在籌款晚會中出現，並有很好的成績。

迪士尼樂園一天遊

本年 9 月 21 日，我們舉辦了迪士尼樂園一天遊，聯繫了這群義工，
並加上輔導員、受助者及家人，並有來自我們的合作夥伴幸福實驗
室 (citylab) 裏「摩西媽媽」照顧的一班印尼小孩子。

一夥兒 70 人分別由羅光明醫生及 Roy 帶隊，分兩隊到達迪士尼樂
園。對許多人來說，到樂園是一天遊，但對部份的參加者來說，是
人生的第一次。正值社會紛亂的時刻，所以園內遊人不多，沒有平
日的長長人龍，老的、小的都能夠輕鬆自在的參觀和玩機動遊戲。
真是上天特別的安排！而且當日的天氣特別好，藍天白雲，地上一
切經之前雨水洗刷過，變得亮麗閃爍！你們看，照片中的參加者都
十分之高興 !

嘉年華會

正如黃葉仲萍博士所說 :「輔導有兩方面，一就是等受助者主動來尋求服務，二是主動出擊，為社區做一點事，讓有
需要的人得到幫助」，全康澄心基金分別於 2012 年及 2014 年舉辦了兩個社區嘉年華會，接觸了許多屯門區的市民。

「健康情緒＂家＂年華會」是配合 2012 年的主題 - 「心繫屯門、關愛我家」而舉辦的，當時我們邀請了十七個不同
的非牟利機構、組織、中學和宗教團體擺放以情緒健康為主題的攤位，同時台上亦設表演節目，觀眾反應熱烈。

「成果展示日暨嘉年華」則是「扭出彩虹」情緒訓練計劃的第二階段活動，讓學員有機會參與籌辦大型活動的工作，
嘗試作大會司儀及攤位主持等，並把正能量感染社區其他青少年。用扭氣球的方式來訓練情緒的意念是由黃葉仲萍
博士，並由心理治療師黃敏儀小姐策劃及執行的。扭氣球可以帶給我們對情緒有深一層的了解和經驗，有助明白情
緒的改變和掌控，此外，學員彼此的合作有助社交和自信心的提升。

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人在忙碌
煩亂的生活中抽空，享受一天美好的
樂園時光，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全康
澄心基金再能舉辦類似的家庭同樂日，
讓眾人都能夠共享美好的一天。

好朋友在一起

車廂內

大合照

歇息一會兒

學員心聲
「...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學習扭氣球過程中，不但學會
了…有效又好玩的減壓方法，…學懂管理情緒，變得樂
觀積極！升上中五後，面對排山倒海的功課和測驗，感
到冇力挫敗…很容易緊張和灰心。幸而我因參加了這個
活動，使我重新得力 ... 也認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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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中五同學

2012 年嘉年華開幕式

2014 年嘉年華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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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麗芬

「澄心十年」其中一個奇蹟是設立了入校的輔導服務。自 2017 年起成功在

不同的小學舉辦「Rainbow Cadet 健康情緒小天使」的自助、助人的情緒訓

練，主要的理念是透過依附關係讓孩子經驗被接納及尊重，增加被愛的機會，

亦幫助培養出情緒的自覺及自控力，長大後較能建立自信及較穩定的情緒。

學童有機會接受訓練，全靠一群有心人使計劃得以順利推行。起初，本會獲

得「扶輪社」及「宏恩基督教書院」贊助，在「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開辦首屆專為小學一年級生而設的先導計劃；加上「幕後英雄」Priscilla 及

Winnie 義務編寫及繪製故事，成功地吸引學童的注意及投入訓練。

因著學童及家長的正面回應，使訓練得以延續及擴展。這三年裡，最初由開

辦一年級的訓練，現今已增至三級的同學（小一至小三）；而學校方面，除

了「拔臣小學」之外，亦曾為「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的一年級同學提供

訓練；受訓學童的人數已累積至 243 位；令筆者最深刻的是學童回家後將訓

Rainbow Cadet 
健康情緒小天使

練所學到的與家長分享，而結業禮時同學

對訓練員的依依不捨，也反映訓練已順利

完成。

最後，若有學校考慮參與訓練計劃，歡迎

聯絡本會。

開心服事

團隊精神

一起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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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訓練團隊

基全小學的老師及社工

基全小學的訓練團隊

2018 年拔臣小學的訓練團隊

2017 年拔臣小學的訓練團隊

2017 年拔臣小學校長、老師及
扶輪社代表

黃葉仲萍博士

本年 8 月 31 日應銅鑼灣獅子會的邀請，全康澄心基金董事黃葉仲萍博士主持了一個減壓情緒講座，這是「歡樂團圓

迎中秋」的長者服務活動之一，參加的長者有 50 至 60 位，大家都熱烈參與。

基金經常應邀到不同的機構作分享，這是我們與其他友好機構合作的關

係，其實也藉此推廣支持共享的概念，特別在建構一個共融和諧社會，我

們經常伸出友善的手，在我們專業的領域上，支持其他機構。

與我們經常合作的機構，包括教會、學校、家長會、商會、獅子會、扶輪社、

拳術館、街坊會及社團等，走進人群，經常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

今年應邀到獅子會的活動，分享退休人士的情緒管理。這活動特別難忘，

因為當日有示威遊行，公共交通十分混亂，我們擔心「老友記」在混亂的

情況下，可能出門有阻滯，不能夠來參加。不料一班「老友記」把整個演

講的房間坐得滿滿的。他們雖然有白髮，有皺紋，但卻蓋不住心內的朝氣

及熱情。大家精神抖擻的參加講座，而且有問有答，十分高興。當問及他

們是否擔心交通擠塞的情況，真料不到一班「老友記」不單全無懼色，更

加眉飛色舞的想當年，他們在戰亂中走難，在困難中求生，戰績彪炳。一

小時多的講座在笑聲掌聲中各有得着。這往往都是我們工作上所預計不到

的 — 收穫原來可以比付出的更多 !講座裡

黃葉仲萍博士接受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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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

近兩年，全康澄心基金資助了「樂活攝影治療」事

工，把澄心 (mindfulness) 與「攝影治療」結合，以

這項心理治療技術，服務了超過 1000 人次，效果

良好。以下我們介紹「相片說故事」的治療式攝影。

相片說故事          
以攝影自癒心靈 

尋找尋見
我有個不愉快的童年，這輯相片醫治了我，幫助我尋回失去了的童年，品嚐到開心快樂的滋味，負面情緒得以釋放。有一次，我迷了路，決定放下防備，追著前面的少年人，讓他一路引領，帶我去一個陌生的村落。不料來到一片粟米田，看見孩子開心的樣子，不禁內心滾動，趕快用鏡頭凝結了這美好的瞬間。來到路軌，見一個大姐姐在上面無拘無束地跳，我很羨慕她，立即按動了快門。透過這些相片，彷彿我也曾有一個快樂童年，現在我可以無懼地和人分享我童年的成長經歷了。   

         Henry從心出發

在沙灘上，我偶然發現一個生銹的鐵罐，聯想

到現時社會千瘡百孔的狀況，人心經歷了許多

不愉快的事情，我心中很受觸動，立即拍下了

這張相片。我亦到過澳洲塔斯曼尼亞的一個山

上，我看見有一塊枯木，黃昏的太陽透過雲

層，發射了像「耶穌光」一樣的光芒，我感到

從上而來的盼望，一份觸動湧上心頭，令我深

信力量就從上頭而來。及後，我又在海邊拾到

一塊心形的石頭，我請妹妹用雙手托住它，遠

處有人群在嬉戲，我想藉此構圖，將愛心傳遞

開去，祝福香港人！

 Mary

重新得力
前陣子，我覺得自己像是被困住一樣，精神過份緊張和受壓，於是我約了朋友一起拍攝。我們到了嘉頓山散步，我在一棵樹下停留並仔細欣賞時，我看見許多蒼勁的樹枝向四周伸展，我感覺到有許多出路。我發現人生有時會面對困境，失去方向，感覺徬徨無助。然而，當我看到出路的時候，心情得到釋放。接著，我們在附近歇息，這裏是鬧市中的一個幽靜山坡，遠眺香港城市，我心裏充滿了盼望，有信心這個家會回復安寧，希望大家都加油！  

         M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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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澄心 (mindfulness) 的狀態下，每個人都能覺察到內心的渴求和需要，並以

敏銳的五感把心靈和世界連接，藉此支取力量，發揮潛能，啟發智慧，最終

達至個人生命成長。「相片說故事」便是一個好例子，攝影者透過拍攝過程，

覺察到內心的缺乏和需要，又從外在環境看見平時可能忽略的寶貴事物，最

終悟出了生命的真理，幫助自己成長，這是一個有效的自癒過程。

看見心靈
拍攝這輯相片的時候，正值心情低落，心靈缺乏，渴望尋回真我，獲得生命的蛻變。我選擇了一張看似失焦的相片，看起來有點朦朧，這朦朧正好反映當下的我，在迷惘和未知中尋找，也努力著嘗試觸碰自己的心靈，探索內在的我，渴望得知天主給我什麼人生啟示。在尋覓的過程，讓我學懂了沉默，不受外界的聲音所擾亂，用真誠的心虔誠地傾聽天主的聲音。我看見相中這位婆婆，她一生中至少一次去西藏拉薩朝拜，她雙腳束縛的繩子，一步一步的腳步，那份決心，那份真誠，那份堅毅，讓我明白到只要抱著虔城的心必能聽到天主給我啟示的聲音。最後一張相片（約海拔 6000 米高的珠峰上）中的女孩面帶喜悅的笑容，代表我終於找回內心的平靜與喜悅，感受到天主與我同在，那份身心靈舒暢的喜悅心情。      

         Sam

信心前行

在帕米爾高原上，走著佈滿石頭的曠野路，太陽

曬得猛烈，在海拔 2000 米的高度，我背着的器

材感覺特別沈重，寸步難行。我把帶來的糧水都

耗盡了，感覺忐忑，不知道前面還要走多遠爬多

高，才可到達目的地「天門」。突然，我發現地

上有一塊石頭，上面有兩度裂縫，合起來就像一

個十字架。我感覺上帝的臨在，心裡很受安慰。

當我繼續向前行，又看見仙人掌開

了燦爛的花朵，在曠野惡劣的環境

裡，仙人掌竟可絕處逢生，這說明

了無論環境多麼困難和險阻，生命

仍然是有盼望的。最後我憑着信心

排除萬難，爬上 2900 米，終於到

達「天門」，為同伴拍照留念。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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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麗芬

「全康澄心基金」創立這十年裡，輔導員合力出版了八本書籍，期望透過文字向大眾推廣及

介紹輔導治療的作用及重要，過程中看見許多轉變及突破。由翻譯外文好書至自家原著創作；

寫作策略由輔導理論與實踐到輔導融合活動與遊戲；內容涵蓋面廣泛，包括：體驗式治療、

遊戲治療、兒童及家庭治療等。

書名：《希望工程：改變可行·希望重臨》
作者：全康澄心基金輔導員合著
ISBN：9789881610263
頁數：114 頁
日期：2017 年 12 月
定價：HK$113.00
內容：綜合 9 位受助者的掙札及蛻變的體驗，加上輔導員的同行經驗及分

享，並配合相關的專題知識，讓讀者明白受助人的心路歷程。

書名：《自助助人點子冊》
作者：黃葉仲萍、魏凱欣
ISBN：9789881610232
頁數：86 頁
日期：2017 年 05 月
定價：HK$85.00
內容：人的腦袋蘊藏無限創意與可能。故此本書稱為點子冊，希望透過建

議不同的活動及資訊分享，引發更多創意思考和行動，以成就一個
目的：先自助，而後助人。

書名：《「腦」攻略 ―― 幫助孩子學習及
 情感平衡發展實務手冊》
作者：黃葉仲萍教授、陳達醫生、Christine Lummis
ISBN：9789881610102
頁數：108 頁
日期：2015 年 03 月
定價：HK$152.00
內容：是一本輔導理論與實踐兼備的實用手冊，令讀者及本書的對象―家

長和兒童工作者（包括醫生、家庭治療師和兒童工作者）都能獲益。

書名：《身體會說話：創傷與治療》
作者：陳達、黃葉仲萍
ISBN：9789881610157
頁數：148 頁
日期：2014 年 05 月
定價：HK$120.00
內容：本書糾正「身體」次於「靈／魂」的錯誤觀點，從身體與身體的聲音、

語言和訊息入手，進行有啟發性及有效性的治療，尤其是幫助經歷
不同創傷病人。

書名：《夫婦的體驗式心理治療 - 實用主義的指引 /
 Experiential Psychotherapy with Couples - 
 A guide for the creative pragmatist》
作者：駱福澤（Rob Fisher）
譯者：吳少盈、黃葉仲萍
ISBN：9789881610171
頁數：367 頁
日期：2014 年 01 月
定價：HK $220.00
內容：本書提供極實際的方法去明白及介入伴侶關係間的互動，讓他們有

機會發展一種更有滿足感及平衡關係。

澄心的「黃金屋·顏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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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曾經合作之伙伴及機構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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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ax Media International Ltd.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家長匯集
鎂鎂親子協作
基督教門諾會望恩堂
身心美慈善基金
意思聆輔導外展小組
天道傳基協會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屯門）新
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樂群社會服務處千色服式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香港屯門兒童合唱團
屯門兒童合唱團（管樂隊）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青年事
務委員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AM730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創意設計服務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Everlast Fight and Fitness Hong 
Kong
Makers Club 莊家俱樂部
NeighborFarm 毗鄰共享觀塘商
務中心
BNI Sunshine Chapter
秘密花園
妍亮生命慈善基金
智慧香港扶輪社

宏恩基督教學院
妍匠攝影
拔臣小學
50 十小組
全康情緒治療綜合中心
互愛中心
基全小學
香港浸信會好鄰舍福音堂
YMCA
Transformation counseling and consultation co.
匯美出版社
活石堂睦鄰中心
柏褀城市轉化中心
City Lab 
IP Lab 
LOOP PR & Marketing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基金仝人謹向上述支持我們工作的社會各界人士及團體，致以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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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全康澄心基金

執行編輯：詹玉冰

書名：《勇闖快樂人生 - 十七個勇抗情緒病的故事》
作者：陳達、黃葉仲萍
ISBN：9789881843753
頁數：177 頁
日期：2012 年 10 月
定價：HK$95.00
內容：生動的故事道出都市人在情緒上的挑戰，演繹出情緒病的症狀及

其治療的過程，協助受傷者走出困境，使在淡淡的都市中生存的
人看到希望。

書名：《治療由家開始 - 治療師的筆記本》
作者：陳達、黃葉仲萍
ISBN：9789881843739
頁數：148 頁
日期：2012 年 02 月
定價：HK$60.00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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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及理論基礎的應用，希望給初學者一些幫助！

書名：《恩澤延綿 - 以道德經為基礎之輔導理論 /
 Grace Unfolding》
作者：曹安純（Gregory Johanson）、宏覺先（Ron Kurtz）
譯者：吳少盈、黃葉仲萍
ISBN：9789881843746
頁數：174 頁
日期：2011 年 10 月
定價：HK$85.00
內容：結合東方（老子）智慧的人生觀和西方身心治療（Hakomi）的理念；

尤其是西方學者對東方智慧的詮釋與應用，突破了西方以理性主
義為主的治療法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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