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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執行委員會及全體員工，祝願大家羊年進步、蒙福！

在上一季度，我們舉辦週年大會總結了2013/14年的工作，並透過記者招待會發佈本會的服務統計數字、趨勢和建

議。數據顯示，虐待兒童的成因主要由於家長們在照管兒童、情緒管理以及處理生活壓力的技巧不足。每當面對孩子的

成長需要時，很多家長往往感到束手無策，有的會把個人的負面情緒訴諸自己的孩子，因此我們需要為家長提供支援服

務。有見2歲或以下受虐兒童的人數由去年的36名大幅增加至本年63名，我們促請政府投放資源預防兒童受虐，例如

探訪育有新生嬰兒的家庭，和向新手父母們傳遞正面的育兒及安全知識。

世界衞生組織歐洲區域委員會於數月前通過議案，落實「投資予兒童：歐洲預防虐兒行動計劃2015-2020」，有53個國

家的代表大表支持。虐待兒童的社會代價極高，虐待及童年受害的經歷會給兒童往後的生命帶來破壞性的影響，包括影

響身心健康、社交和學習能力。歐洲的預防虐兒行動計劃訂定目標，擬於2020年將虐待和殺害兒童的個案減少20%。

反觀香港，我們110萬的兒童是否安全？他們承受的壓力是否危害他們的發展？香港何時會有兒童發展行動計劃？面對

社會和孩子們如此殷切清晰的訴求，我們的政府實在需要醒覺，當下正應投資在兒童身上、終止暴力對待兒童的時候。

一套預防虐兒和確保兒童健康成長發展的兒童發展行動計劃已經拖延太久了！

我們相信每分努力均可改變孩子的生命，因此，我們不斷為兒童和家長提供各樣預防和治療的服務。本會放晴護兒坊的

治療小組服務幫助兒童和家長處理負面情緒和壓力，減低受虐風險或預防再次發生虐兒事件。這些治療小組服務甚受歡

迎，而且需求甚殷，目前許多學校的申請要求也有待輪候處理。

為了維持本會的服務，我們在平安夜舉辦了賣旗活動。是次活動能夠如此成功，全賴各位義工、員工以及執行委員會的

幫助，本人十分感謝他們熱心的支持。

提供優質服務的背後，需要一個穩健而盡忠職守的員

工團隊。新一年的週年員工退修日讓我們的員工團隊

享受了一天身心放鬆、反思和再充電。當天本會的義

務司庫伍金銘先生分享釋放內在潛能的經驗，而我們

的執行委員會委員林陳蘭德博士也介紹了有關調解家

庭糾紛的概念和內容，帶給我們不少的啟發和激勵。

另外教我們樂在其中的還有那些建立團隊的活動，讓

大家的團隊合作精神得到發揮和提升。

願我們並肩合力，為我們的兒童創造一個可以茁壯成

長的安全環境。在新的一年，期盼孩子們的生命旅途

滿載祝福、喜悅和愛！

何愛珠博士

總幹事



月份 計劃/ 項目 活動

10月至12月

保護兒童學院

表達藝術自我探索之旅：10月12日••
高效管教家長小組：10月15、20、22、27、29日、11月3、5、10、12、17及24日••
跨專業研討會•-•正視兒童精神虐待：辨識、評估與介入：10月17日••
表達藝術減壓自療家庭工作坊：10月24、31日、11月7、14日••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11月4、21、29日、12月1、16日••
處理懷疑虐兒個案•-•前線同工的角色工作坊：11月4日••
辨認懷疑虐兒事件及處理工作坊：11月13日••
自我保護學生講座：11月14日••
•「照亮黑夜」計劃：11月14日••
讚賞的藝術與技巧講座：11月22日、12月5日••
保護兒童訊息傳道人培訓：11月28日••
人際關係及學習壓力處理學生講座：11月28日••
正面管教樂趣多，積極參與笑呵呵•-•東區尤德醫院攤位活動：11月29日••
開心管教•-•孩子快樂成長家長工作坊：11月19、26日、12月3、10日••
提升學生人際關係講座：12月5日••
田家炳基金會義工訓練：12月12日••
沒有眼淚的學習家長講座：12月17日••

「忘憂草」年

青/單親媽媽

支援計劃

益力多快樂遊：10月4日••
學習親子活動的功能及技巧義工訓練：10月9日••
親親迪士尼之旅2014：10月19日••
學習聆聽及重譯方法義工訓練：12月2日••
聖誕樂繽紛：12月13日••
了解危機家庭的狀況及相關介入模式義工訓練：12月18日••

福溢吾家義工

家庭探訪計劃

家長壓力處理支援小組：9月30日、10月7及14日••
親子鬆一鬆：11月2日••
義工訓練：12月18日••

放晴護兒坊

計劃

放下藤條•重拾歡笑•家長治療小組：10月7、14、21、28日、11月3、10、17、24日、•••
••••12月1、8、15及16日
放下傷痛•迎向未來•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10月8、15、22、29日、11月5及12日••
走出抑鬱•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10月9、16、30日、11月6、13、27日、••

••••12月4及11日

新來港家庭•-•

護兒探訪計劃

正面溝通技巧義工訓練：10月9日••
玩樂無窮在尖沙咀：10月25日••
益力多滋味@大埔遊：11月1日••
聖誕聯歡：12月14日••
機構參觀及認識家庭危機中心服務義工訓練：12月18日••

生之喜悅家庭

探訪計劃

迪士尼樂園親子遊：10月19日••
義工訓練課程：11月7日••
入讀幼稚園的準備家長講座：11月15日••
屯門區義工服務博覽遊戲攤位：12月13日••
海洋公園親子遊：12月31日••

竹園中心•

親情閣

家長鬆一鬆工作坊：10月11、15、19、27日及11月3日••
好媽媽分享時間：10月23日至12月4日（逢星期四）••
生日會暨聖誕派對：12月20日••
親子暢遊Sky100：12月22日••

求助及親子•

支援熱線

•「童您傾心事」義工情緒支援服務•-•義工督導及團聚日：10月11日、11月16日及12月13日••
親子和諧樂悠悠：11月16日••

童夢同想
擔任香港兒科基金兒童健康與環境2014高峰會分享嘉賓：10月13日••
聖誕聯歡會：12月23日••

兒童議會2014
議案討論：10月18日••
會議綵排、會議及檢討：11月1、22日及12月20日••

屯門中心
理盧幼慈教授講座：如何處理子女學習困難：10月26日••
好媽媽分享時間：11月6、13、20、27日、12月4、11及18日••

童歡部落

小組訓練：10月25日及12月20日••
•「環保家庭．健康心靈」嘉年華遊戲攤位：11月9日••
繪出彩色夢想工作坊：11月15日••
兒童高峰會：11月30日••
安泰軒（屯門）嘉年華遊戲攤位：12月6日••

2014年10月至12月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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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至3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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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計劃 / 項目 活動

1月至2月 童夢同想 迎新營：1月31日至2月1日••

1月至3月

保護兒童學院

性教育工作坊：1月13及27日••

如何有效地與兒童溝通及灌輸正確性知識職員培訓：1月16日••

表達藝術自我探索之旅：1月18日••

認識性騷擾青少年性教育工作坊：1月22日••

保護兒童證書課程：1月23及30日••

親子表達藝術工作坊：1月23、30日、2月6、13日、3月6、13、20••
及27日

推廣過濾軟件家長講座及工作坊：1月27日及2月3日••

如何恰當與異性相處及自我保護兒童工作坊：1月28日••

親密關係青少年性教育工作坊：1月29日••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1月29日及2月2日••

如何運用創意藝術增進親子關係講座：2月1日••

兒童兩性相處工作坊：2月5日••

自我保護學生講座：3月18日••

家長管教子女模式記者招待會：3月19日••

「忘憂草」年青/
單親媽媽支援計劃

學習欣賞及讚美的方式義工訓練：1月17日••

感激有您義工嘉許禮：1月17日••

認識單親家庭的需要及相處方法義工訓練：2月26日••

親子樂悠悠＠海洋公園：3月14日••

福溢吾家義工
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嘉許禮：1月17日••

海洋公園家庭聚：3月14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1月31日••

義工團隊訓練：3月6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家長正面管教講座：1月16日及3月6日••

走出抑鬱•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小組：1月20、22、27、29日、•••
2月3、5、10及12日

海洋公園親子一日遊：3月14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好媽媽分享會：1月7日、2月4日及3月4日••

兒童社交情緒小組：1月16、23、30日、2月6日、3月6及13日••

新年裝飾DIY：1月26日••

親子暢遊綠田園：3月1日••

•「正面管教．愛護孩子」巴士巡遊：3月16日••

生日會：3月21日••

屯門中心
教出品學兼優兒家長講座：1月31日••

親情閣義工組新春團拜：3月5日••

童歡部落

義工探訪長者：1月31日••

海洋公園之旅：2月28日••

義工訓練及探訪長者中心：3月7日••

分享會暨頒獎禮：3月21日••

2月 服務使用者凝聚日 2月1日••

2月至3月

新來港家庭•-•護兒探訪
計劃

網上安全及沉溺行為義工訓練：2月7日••

烏溪沙日營暨講座及義工分享會：2月28日••

記者招待會：3月20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計劃宣傳：2月••

•「童您傾心事」義工招募：3月••



ACA賣旗日
本會是唯一專責保護兒童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由於資源有限，需

要公開籌款以持續本會保護兒童服務。

本會得到社會福利署的批准，於2014年12月24日在九龍區舉行

賣旗籌款。並透過賣旗向公眾人士宣傳保護兒童的訊息。由於

賣旗當日為學校假期和星期三，我們得到約1,500位義工協助賣

旗。他們當日很熱心及積極賣旗。而多間企業包括匯豐銀行、香

港鐵路公司、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等亦協助我們宣傳、借出地方

協助收集旗袋及處理善款等。部份善長亦以金旗捐款支持本會。

在此一一銘謝。本會將所籌得善款用於持續優質保護兒童服務。

黃榮德

服務經理 (屯門中心)

本會於2014年11月19日舉行第三十五屆週年記者招待會，發

佈過去一年的服務重點及統計數字，並提出在保護兒童方面的

關注和建議。

緊接記者招待會的第三十五屆週年大會。出席嘉賓包括香港警

務處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戴雅誠先生、高級督察（家

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刑事部）高美儀女士，社會福利署總

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馬秀貞女士、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暴力）劉少卿女士、社會工作主任（津貼）潘惠貞女士

及贊助機構和合作伙伴的代表等。

在週年大會中，我們致送紀念品予本會執行委員會成員葉麗嫦

醫生和伍金銘先生。我們衷心感謝葉醫生和伍先生過去多年為

本會作出的貢獻。我們亦頒發長期服務獎予本會總幹事何愛珠

博士、職員侯金蘭女士和張琇玲女士，感謝他們對工作的投入

及努力。

我們亦頒發了嘉許狀予傑出義工黃顯華先生、黃鳳枝女士、鄺麗娟女士、何燕群女士和林懿欣女士，表揚他們在過

去積極投入本會的義工服務。我們亦感謝其他曾協助本會工作的義工們為本會所付出的時間及心思。我們期望各位

義工於未來繼續與我們一同為保護兒童的工作努力。

鄭紅

行政經理

第三十五屆週年記者招待會及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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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凝聚日
2015年2月1日，本會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服務使用者凝聚日。是次活動的參加者來自本會各個

計劃的服務使用者，透過活動，他們互相認識，並對本會服務宗旨及發展有更深了解。

活動期間，參加者以生動有趣的話劇，表達本會各個服務的特色，如熱線及調查工作、保護兒童學院及家庭探訪計

劃等。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須多謝近百位服務使用者的支持及參與。 

吳偉僑

社工

5

職員退修
本年度的職員退修日於2015年1月24日在香港神託會靈基營順利舉行。我們很榮幸得到本會副主席詹德慶先生、義

務司庫伍金銘先生及執行委員會成員林陳蘭德博士蒞臨參加。上午部份，先由本會總幹事和各經理帶領同事回顧過

去一年的服務成效。其後，伍先生和林博士分別為我們分享「釋放內在潛能的經驗」及「 調解家庭糾紛的概念和內

容」，帶給我們不少的啟發，和有助提升同事的專業知識和技巧。

午膳後，我們便進行團隊訓練活動及城市定向，活動不但提升團隊精神，亦促進同事間的了解。離營之後，我們更

到大圍一起享用晚餐，延續歡樂時光。

李如寶

服務經理 (預防服務)



我們在2014年12月中於基督教樂道幼稚園舉辦了

四節「開心管教 - 孩子快樂成長」家長工作坊，與家

長分享有效的教育理念、讓更多家長認識兒童權利

的重要，並使家長明白正視體罰對兒童帶來的負面

影響。

很高興參與是次工作坊的13位家長也非常投入，他們用心聆聽並分享自己的感受，而幼稚園的王校長也很支持家長

參與，又鼓勵家長互相支持。

在最後一節，有家長表示很高興參與了這個工作坊，因為自己的情緒控制較前改善！另一位家長則表示，她知道照

顧子女不能再用傳統打罵的方法，並了解到兒童也有他們的權利！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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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藝術自我探索之旅

於2014年10月12日，本學院為成長希望基金會的義工和小朋友舉

辦了一節表達藝術工作坊。當天共有45人參加，場面十分熱鬧，我

們在寬敞的場地空間裡自由走動，做動作、玩樂器，做自己想做的

創作。義工哥哥姐姐與小朋友一起創作的每一個作品都很獨特、每

一個故事都很動聽，他們最後還用樂器表達他們的聲音，共奏一首

交響樂。由於那是一個大組，表達藝術治療師陳姑娘特別欣賞他們

很有耐性地聆聽每一個人的聲音，因為對於小朋友來說，要集中精

神長時間聆聽別人很不容易，因此，表達藝術亦是一個可讓小朋友

專注的好方法。義工們表示：「參加了工作坊後，我對小朋友了解

更多……原來我畫少許正面的東西，小朋友會將它放大……從小我

並不喜歡手執顏色筆，但今天我給了自己一個嘗試的新機會……」

保護兒童學院
高效管教家長小組

為期六節的高效管教家長小組於2014年9月、10月及

11月分別在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秀茂坪) 及天主教領報

幼稚園 (上、下午校) 舉行。這個小組旨為針對家長的

需要，幫助家長處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惑。

每一節的小組均會設計一些特別的遊戲帶動家長投入，而家長每次也都認真地完成她們的功課。我們看到她們的轉

變、家人的支持和配合而感到欣慰。經過了六節的課程，家長之間由各自獨立變為彼此鼓勵、聯繫和分享。

記得一位家長曾坦誠分享自己對孩子並不了解，故在預備家課時感到無奈。但經我們的提醒和建議後，她的親子關

係有所突破，其他參加者也被感染。另一位家長性格剛烈、與丈夫關係較緊張。透過小組，她學習到接納和忍耐。

她表示她的丈夫也讚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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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藝術減壓自療家長工作坊

這是本學院第一次與內地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合作舉

辦家長小組，表達藝術治療師陳姑娘很高興為他們於

2014年10月24日至11月14日帶領了共四節的治療小

組，透過表達藝術媒介讓家長探索自己的需要，增加自

我認識。8位家長在是次小組不但安全地表達了自己、真

誠地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且發現了新的自己。小組

結束後，參加者都不願意離開，並繼續一同分享：「我

了解了自己更多……舒服的環境能讓我放鬆身心，也釋

放了一些壓力……目標清晰了，亦和不太熟悉的朋友拉近了距離，還學習到不同形式的減壓方法。」陳姑娘感到內

地的家長十分熱情和勤奮，亦欣賞他們為了家庭而希望努力正面改變自己的動機。

陳詠恩

籌募及推廣主任

放晴護兒坊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本計劃於2014年10月至12月期間分別舉行了〈放下藤條 重拾歡笑〉家長治療小組、〈走出抑鬱 展現笑容〉家長

情緒管理小組及〈放下傷痛 迎向未來〉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放下藤條 重拾歡笑〉

  家長治療小組

於2014年11月3日至12月16日期間，我們舉辦了一連

八節的家長治療小組，透過了解原生家庭之管教模式及

介紹認知情緒治療法，讓家長學習以正面的態度管教子

女。12位參加的家長在小組中分享管教子女的經驗和學

習分析自己的負面思想，幫助處理負面情緒及改善管教

態度。有家長表示這小組讓他反思自己過往使用體罰方

式管教子女，是由於個人情緒管理能力較弱，日後他願

意應用在小組裡學習到的情緒管理技巧。

 〈走出抑鬱 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為讓家長了解情緒管理的重要，我們於2014年10月9日至12月11日舉辦了一連八節的家長情緒管理小組，有8位

家長參加。家長表示小組讓他們明白個人的非理性思想、負面情緒及負面的管教方法會使管教兒童更為困難，有家

長更表示參加小組後她的情緒變得正面，同時學到如何處理子女的負面情緒，令家庭成員相處更融洽。

 〈放下傷痛 迎向未來〉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13位兒童參與了六節的兒童治療小組，在小組提供的一個友善環境中建立自信和學習與人相處。透過不同的創意渠

道，包括繪畫、角色扮演和陶泥等，兒童能以積極正面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情緒，而且變得更願意分享自己的感受。

黎秋燕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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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入讀幼稚園的準備」家長講座

我們在2014年11月15日誠邀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的楊建月校長主持「孩子入讀幼稚園的準備」之家長講

座，教導家長如何協助孩子適應幼稚園生活。講座上楊校長首先講解幼兒的成長發展情況，讓家長了解孩子的需

要，從而協助孩子學習，其後家長們踴躍發問，得到不少新知識。

鄧詠嫺

計劃社工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親親迪士尼之旅2014

為透過暢遊主題公園加強親子溝通，本計劃於2014年10月19日舉行「親親迪士尼之旅2014」，反應非常踴躍，超過230位 

家庭成員及義工參與。天公造美，活動當日陽光普照，各參加者遊走於美國小鎮大街、探險世界、幻想世界、明日

世界、灰熊山谷、迷離莊園及反斗奇兵大本營等童話世界，並觀賞期待已久的迪士尼卡通人物表演，目不暇給，大

人小朋友均留下了不少歡欣難忘的回憶。

義工訓練：「母乳餵哺」

為切合BB的成長需要，我們推廣母乳餵哺，於2014年11月7日誠邀屯門醫院婦產科蕭秀湄顧問助產士主講「母乳

餵哺的好處及技巧」，共有19位義工出席。講員引述不少生活化的例子及示範有關技巧，加深義工的印象，義工們

亦認真學習，並積極提問，為家訪作好準備。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

本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致力服務家長、兒童、青少年、專業人士及社會大眾，達至預防虐兒及保護兒童的效

果。為了進一步加強大眾對兒童權利及本港虐兒情況的認識，在過去一年，我們透過多元化的宣傳渠道推廣熱線服

務。未來一年，我們仍會積極宣傳，讓大眾關注保護兒童，有需要時尋求協助。

2014年11月16日，我們舉辦了「親子和諧樂悠悠」義工親子活動。義工及服務的家庭在輕鬆和愉快的戶外環境一

同玩樂，互相了解，促進親子互動。

韋裕君

計劃幹事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電話︰2755 1122

服務時間︰ 9:00a.m.-9:00p.m. (星期一至五)  

 9:00a.m.-1:00p.m.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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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家庭–護兒探訪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2014年11月1日，我們舉辦了「益力多滋味@大埔遊」活動，共有42位家庭成員和18位義工參加。當天上午，我

們先到大埔工業村的益力多廠參觀，家長、孩子和義工們對益力多的生產製作過程都很感興趣，及後許多參加者即

場購買了益力多回家享用。

下午我們前往大埔海濱公園野餐、

進行集體遊戲和參觀回歸紀念塔。

不少家庭與義工互相分享食物，場

面溫馨。義工更陪伴小朋友參與

集體遊戲，促進了彼此的溝通和互

動。整體而言，當日參加者表現非

常投入和興奮。

張淑霞

計劃社工

忘憂草計劃–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上季度，計劃舉辦了益力多快樂遊及聖誕樂繽紛活動。益力多快樂遊於2014年10月4日舉行，共有21位家庭成員

及15位義工參加。他們對益力多的製作過程均感興趣。聖誕樂繽紛則於2014年12月13日在大埔樹屋田莊舉行，有

13位家長、11位兒童和23位義工參加。他們參加不同的親子歷奇活動，包括野外定向、親子競賽、木筏渡河及製

作環保紙等，增進了親子溝通，義工們亦更了解家庭的需要。

鄧偉基

社工



10

兒童議會2014
由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

在2014年11月22日，69位「兒童議員」自行撰寫的3份議案，分別是「促請政府增加兒童在制定教育政策的參與

程度」、「促請政府改善融合教育以加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支援」及「促請政府改善基層兒童的學習環境」

進行辯論。活動在香港浸會大學進行，並參考真正的立法會會議模式進行。兒童議員先分成3組，每組代表提出改

善兒童現況的動議，再與其他組別的兒童議員就動議展開激烈的辯論，接著與場內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劉慧卿、

梁美芬、葉建源、張國柱、梁家傑、何秀蘭、謝偉銓、梁家騮及葛珮帆、香港特殊教育學會主席黃婉冰女士、特教

平權委員李鸝女士、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先生、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王智源先生等嘉賓進行答問環節，交流 

意見。

李如寶

服務經理 (預防服務)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2015年1月17日，我們舉辦了義工嘉許禮2015，感謝義工們過去一年的努力和付出。義工們分享他們的探訪經驗

及感受，亦見證了兒童和家庭的成長。他們與家庭建立了互信的關係，這推動他們繼續參與服務。

在此恭喜計劃義工 - 何燕群女士在本會第35屆週年大會中獲傑出義工

獎！燕群參加本計劃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主要探訪計劃內一個母親和

子女均是智障人士的家庭。燕群是一個細心、有耐性和熱心的義工，

為計劃家庭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思，不但陪伴他們參加計劃的活動、

領取社區資源，亦會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注意家居安全及聆聽他們的

需要，盡力協助他們或適時知會計劃社工，以確保他們得到幫助。

我衷心感謝各位義工，因為您們，計劃家庭感受到人間有愛！

鄭慧玲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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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中心親情閣
上季度，竹園中心親情閣舉辦了不同的親子活動，包括

親子樂廚、生日會暨聖誕派對及親子暢遊活動。親子樂

廚是讓家長透過與子女一起製作甜品及小食，運用正面

親子溝通技巧；生日會暨聖誕派對則讓他們互相分享生

日和節日的喜悅；親子暢遊Sky100能讓各家庭從400米

高空飽覽維港景色，同時享受天倫之樂。

家長活動方面，計劃義工舉辦了兩個家長減壓活動，舒緩家長們生活壓力之餘、亦能認識新朋友。此外，我們亦舉

辦了六節好媽媽分享時間小組，很多家長對認識兒童的成長需要及親子溝通技巧留下深刻印象。

踏入2015年，竹園中心親情閣會積極推動家長正面管教及義工培訓的工作，宣揚「和諧家庭」的訊息，讓更多區

內人士認識本會服務。

吳偉僑

社工 

  「如何處理子女學習困難」講座–理盧幼慈教授主講

父母面對子女有學習困難而常常感到無助。本會於2014年

10月26日在屯門安定邨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舉行「如何處

理子女學習困難」講座。我們邀得著名親職教育專家理盧

幼慈教授主講。是次活動獲得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辦事

處部份資助。活動反應熱烈，理教授生動有趣的講說吸引

了240位家長和老師出席講座，事後98%的參加者表示滿

意講座內容，並獲取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

黃榮德

服務經理 (屯門中心)

 「環保家庭、健康心靈」安定邨嘉年華
為了引起公眾人士對保護兒童的關注，及辨識何謂虐待兒童，本會屯門中心於2014年11月9日舉辦「環保家庭、

健康心靈」嘉年華。活動獲得安定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贊助。嘉年華內容包括攤位遊戲、保護兒童展覽、兒童

表演、典禮及中心開放日。我們邀請得社會福利署屯門

區助理福利專員及安定邨房屋事務經理共同擔任主禮嘉

賓，並有六位互助委員會主席及一位區議員獲邀出席活

動典禮。當日共超過2,800人參與，包括四間學校和十個

社區團體。他們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獲得保護兒童的訊

息，及認識本會屯門中心的服務，相信這對日後我們在

屯門區推行保護兒童的工作有一定幫助。

黃榮德

服務經理 (屯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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