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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聖經》馬太福音19章14節

城市焦點

臨床心理學家
李靜慧小姐如何培育

情緒健康的孩子

學前兒童的情緒發展
0至3個月

➜	 流露基本情緒，包括快樂、憤怒、訝異、悲傷等

➜	 懂得玩弄手指腳趾自我取樂

➜	 當聽到父母（主要照顧者）安慰的說話，又或被溫柔地擁

抱著時，能平靜自己的情緒

4至7個月

➜	 能表達不同情緒，例如發出咯咯笑聲表示快樂

➜	 當要跟父母分開時，流露害怕和悲傷

➜	 當父母「木無表情」時，懂得表示不高興

8至14個月

➜	 與父母建立起穩固的依附關係

➜	 懂得用伸手觸摸、張望、叫喚等方法跟父母接觸

➜	 懂得表達對親密的渴求

15個月至2歲 

➜	 發展自我意識，較自我中心，會嘗試控制他人，傾向反對他

人的意見，常說：「我唔要!」、「我唔俾！」、「唔好！」

➜	 開始流露與自我意識相關的情緒，例如羞愧和尷尬

➜	 開始意識到別人跟自己會有不同的行為和反應

➜	 當要跟父母分開時，表現出更多的焦慮情緒

➜	 容易發脾氣

2歲至4歲 

➜	 更懂得以說話表達自己的心情和想法

➜	 懂得對他人的愁苦困擾作出反應，例如看見媽媽哭泣會遞

上紙巾，會安慰其他受傷難過的小朋友

要 培 育 情 緒 健 康 的 孩 子 ，
　 　 首 先 要 了 解 孩 子 不 同 階 段 的 發 展 。

今期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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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聖經》提摩太前書4章12節

城市焦點

影響孩子情緒的主要因素

　　父母未有即時回應孩子的情緒需要：學前兒童只有短暫的專注和記憶力，父母

宜盡快回應其情緒需要，否則孩子便以為父母不理會自己，因而引起悲傷和憤怒等

負面情緒。

　　父母本身的情緒狀態：有些父母以為年幼孩子「仲細未識講感受」等於「無感

受」，其實孩子早於4個月大時已開始對父母的情緒作出反應。假如父母時常「木

無表情」、「眉頭緊鎖」甚至「怒目相向」，容易令孩子變得焦慮不安。相反，父

母經常「和顏悅色」能讓孩子感覺無比安全和被愛，促使孩子發展出穩定的情緒。

培育情緒健康的孩子的錦囊

錦囊	(1)：留意孩子的成長發展

　　孩子的情緒與整體成長發展息息相關。舉例說，有言語困難的孩子較易因未能講出心中想要表達的而煩躁，身體協調欠佳

的孩子則較易情緒波動。父母需要增加對兒童正常成長發展的認識，並多用時間跟孩子親密相處，仔細觀察其成長發展狀況有

否顯著偏差。遇有懷疑，應及早尋求專業幫助，對症下藥，減少因成長發展而引起的情緒問題。

錦囊	(2)：按孩子的情緒和行為特質調整教養方法

　　有些父母會問：「家姐我又係咁管教，細佬我又係咁管教，點解家姐肯聽，但細佬就

反抗？」

　　每個孩子的情緒和行為特質不盡相同。文靜的姐姐可能有位好動的弟弟；膽小依賴的

哥哥也可能有個獨立自信的妹妹。父母應多了解每個孩子的情緒及行為特質，運用因才

施教、取長補短的原則調整教養方法。例如，適應能力較低的孩子通常容易抗拒新轉變，

不了解孩子特質的父母往往急於指責和糾正孩子的負面情緒和行為：「家姐都肯嘗試，

點解你咁硬頸唔聽話！？」了解孩子特質的父母會運用「試一小步➔給予讚賞➔再試一小

步➔再給予讚賞」等行為獎勵方法鼓勵孩子適應新轉變。當孩子感到「被了解」而非「被

迫」，亦體驗到轉變帶來的樂趣和稱讚，自然會減少面對新轉變時產生的焦慮和擔憂。

錦囊	(3)：擁有健康情緒的父母最能培育出有健康情緒的孩子

　　父母常有多重身份，最基本的包括：孩子的父母、配偶的伴侶、自己父母的

孩子、公司裡的僱員、社會上的納稅人等等。多重身份肩負著各種責任和期望，

容易感到有壓力。精神緊張的父母處理孩子問題時很容易失去耐性，傾向採用

「快餐式」的方法，包括打罵、漠視、或放縱孩子等，務求將教仔煩惱快速拋

走。結果是，孩子既得不到適當的教導，也很難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關懷。有些

孩子甚至從的父母身上學會向人怒吼、擲物發洩不滿，又或是變得過份膽小、誠

惶誠恐，終日害怕自己犯錯惹來父母不悅。學前的兒童最懂得「有樣學樣」，聰

明的父母會學習處理自己憤怒和焦慮等情緒，並利用自己的言行作好榜樣，耳濡

目染令孩子學習處理不快情緒。

終極錦囊：
那就是──
父母慈愛的笑臉



服務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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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聖經》詩篇1篇3節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高級服務協調主任　張碧琼情 緒 及品德 教 育

　　幼兒園幼稚園是幼兒從家庭過渡到社會生活

的第一個學習及社交的場所。很多家長都期望幼

兒在學校內除了學習知識外，更可從群體生活中學

習自理及與人相處的社交技巧。事實上，幼稚園在

學前教育的角色，就是為幼兒提供終身學習及全人

發展的基礎，並透過六個學習範疇包括：「體能與

健康」、「語文」、「早期數學」、「科學與科

技」、「個人與群體」和「藝術」來落實四項幼兒

發展目標，以發展幼兒的基本能力、知識概念的建

立及培養正確價值觀和良好態度（學前教育課程指

引，2006）。

　　Coleman(1995)認為個人之情緒智慧自出生便

不斷的發展，幼兒期的情緒經驗及教養是影響情緒

智慧的重要時機，故情緒教育愈早開始愈好，可幫

助兒童了解及提升其情緒智慧，增進未來的學習效

果、人際的互動關係、快樂及生活滿意度等。有見

及此，學校在回應「情意及群性」的幼兒發展目標

中，除了透過老師的日常接觸及教導，協助幼兒培

養愛自己及愛別人的情感及能力外，亦會透過日程

學習，如唱兒歌、談話分享、講故事、綜合課程、

活動計劃、戶外活動等，幫助幼兒經歷愉快的學習

及人際互動氣氛，學習認識及表達自己和別人的情

緒，從中學會調節情緒能力，建立穩定的情緒及品

格的發展。

　　本機構轄下的兩所幼稚園幼兒園在學年內亦透過「走進生命的

花園」的教師培訓、繪本故事劇場及家長講座，積極發展情緒及品

德教育。

　　透過繪本圖書的分享，學生不但容易投入故事的主題、情景及情節當

中，而且老師可透過提問與幼兒討論故事的情境及發展，從中培育幼兒的

同理心。例如：幼兒從「蘇菲的傑作」一書中，透過認識蘇菲是一隻具有

藝術天分、富創意及勤奮的蜘蛛，可以感受到蘇菲在織網工作中得不到別

人的欣賞及認同而產生沮喪的感覺，從中可讓幼兒認識及理解別人情緒，

培育幼兒學習關心別人及為人設想的態度；又透過蘇菲堅毅不屈、友善及

真誠的工作態度，讓幼兒學習一種愛與付出的精神，不計較勞苦，願意犧

牲，成為別人的祝福等等。我們相信幼兒自小透過同理心的培育，可以建

立健康的情緒，助長學習能力的發展。

　　學校非常鼓勵家長透過在生活經驗中

的教導及繪本故事分享與閱讀，用愛去

建造親子關係的橋樑。情緒能力及品格是

需要培養的，只要持之以恆，知行兼具，

孩子可透過家長的身教及故事的角色和經

歷，默化為學習、認同及模仿的對象，並

實踐在生活行為中。

幼稚園幼兒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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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聖經》瑪拉基書3章10節

服務透視

	 	 	 	本機構有幸獲得社會福利署批淮，

於一零年八月廿八日舉行全港賣旗。

當日本機構動員達六千名義工於全港

各區進行賣旗籌款工作，當中包括今

機構賣旗
籌款活動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主任　嚴詠兒

　　面對日益嚴峻的人口老化問題，對各方面的長者服務需求

亦同時大增。從服務接觸到的長者中，十居其九的牙齒多數已

脫落，就算未脫落的也存在很多毛病，例如：鬆動、蛀牙、牙

根外露及參差不齊等，直至感到痛楚至無法忍受的情況，才會

考慮就醫，導致問題惡化，大大增加了他們醫療上的負擔，同

時亦嚴重影響他們進食，長遠危害他們的健康。

一站式外展牙科服務隊
（由余兆麒醫療基金贊助）

　　有鑒於長者對牙齒保健及護理的認知較差，本年度機構向余兆

麒醫療基金申請贊助，開辦「一站式外展牙科服務隊」，透過安排

專業的牙科護理人員親臨長者經常聚集的地方，例如長者活動中

心、長者鄰舍中心、政府護老院、私家護老院、長者住屋、偏遠的

區域如荃灣老圍村、光板田村和芙蓉山村等，提供免費口腔檢查及

個人牙齒護理諮詢服務，個別有較複雜的口腔護理問題，亦會轉介

至本機構的牙科診所跟進，提供一站式的牙科保健服務，藉以鼓勵

他們養成定期檢查牙齒的習慣，達至預防勝於治療的目標。

　　除了治療性服務外，部門亦積極推行各項教育性工作，包括深

入荃灣、葵涌、青衣及深水埗區舉辦巡迴牙齒健康諮詢站，一方面

以展覽形式介紹各項牙齒健康資訊，另一方面亦會安排專業的牙科

護理人員即場解答社區人士的疑問，提昇社區人士對牙齒健康的關

注。此外，部門亦會與地區團體合辦牙齒健康教育講座，教導參加

者正確的牙齒護理知識。

　　歡迎有興趣的地區團體與本機構

（電話：2619	 1903）聯絡合作及參

與事宜。

我 「 飛 」 故 我 在

風中飛揚─中風長者社區復康支援計劃

陪伴中風長者及家人飛越中風病患的幽谷

　　本中心得到公益金贊助，由

2009年7月起於荃灣、葵涌及青衣

區推行一個2年的服務計劃，名為

「風中飛揚─中風長者社區復康支

援計劃」。本計劃以身、心、社、

靈整全健康理念作為介入手法，

配合多元的支援網絡發展（包括	

家人、鄰舍和義工支援網絡），

並以互聯網平台去突破地域阻隔

障礙，協助中風長者掌握復康技

巧和提昇日常生活自顧能力，積

極調適病後的心理狀況之餘，

且能經歷生命自省和重塑，以在

病患復康經歷中，尋得個人生

（
獲
蘋
果
日
報
慈
善
基
金
頒
發
『
年
度
主
題
大
獎
』
）

「伴我成長」M e n t o r  A c t i o n  ~ 
　　　　單親兒童成長計劃

 感謝各界
鼎力支持

年新增設之長幼賣旗、傷健賣旗及親子賣旗。

	 	 	 	除當日的賣旗活動外，本機構各部門亦於較早前舉

辦多項籌款配合活動及義賣日。此外，更邀請歌影視

界之江欣燕小姐、喬寶寶先生、徐偉賢先生及萬寧小

妹妹王允祈小朋友參與擔任賣旗「愛心之星」，為籌

款活動打響聲勢。近日，本機構亦透過不同宣傳途徑

如電視、地鐵、網上、海報、橫額及大型團體內部通訊等，廣泛向

市民大眾介紹有關詳情。賣旗「愛心之星」江欣燕小姐、喬寶寶先

生及徐偉賢先生更於賣旗當日親自落區擔任賣旗義工，身體力行支

持善舉。

	 	 	 	是次賣旗籌款活動得以成功，實在有賴各方人士的鼎力支持。

在此特別鳴謝各位賣旗籌款顧問、友好機構、學校、教會、地區

組織、公司團體及各街坊會員的參與。是次籌款所得，將全數用

於機構的各項服務，為社區提供急需而到位的社區支援。

▲	義工們在沙田站賣旗。

▲	三位「愛心之星」
江欣燕小姐、喬寶
寶先生及徐偉賢先
生為賣旗籌款活動
打響聲勢。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聖經》瑪拉基書3章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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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講

我 「 飛 」 故 我 在

風中飛揚─中風長者社區復康支援計劃

陪伴中風長者及家人飛越中風病患的幽谷

命、家庭及人際關係積極意義。「中風」此

一不能逆轉的事實，可以催化心靈成長和

親密家庭關係，達致「風中飛揚」的終極	

目標。

　　本計劃的「參與零障礙」服務提供模式，

主要以同路人鄰舍互助形式，將各種復康知

識，透過鄰舍相聚來傳播，令更多中風長者容

易接受，從而作出正面改變。配合互聯網和流

動資訊站等輔助渠道，進一步提高服務的滲透

力，讓不便前往中心之人士都能得到充足的資

訊及情緒支援，解決他們的生活困擾。

　　如欲索取「中風患者家居復康運動─適合

能夠坐立的中風長者」（靈康操）光碟或圖

冊，請致電2423	5489與計劃工作員聯

絡，或登入計劃網頁www.sssoc.org瀏

灠。

　　無論你或者你的家人曾否經歷中

風，只要你想體驗生命的豐盛，歡迎你

加入本計劃，踏上助人／自助的旅程，

關懷區內的中風人士，與我們一起「風

中飛揚」。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本計劃現已展開，為期一年，現已為所招募

的「師友」及單親兒童彼此間進行了關懷配對之

首階段工作，過程中各單親兒童之家長亦一同參

與構思籌備。計劃中的各項任務，各組群互動互

助為彼此間的生活注入一份極具意義的新動力，

計劃中每一份子均充滿盼望，共同致力為孩子確

立正面人生目標而努力。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一直致力服務弱勢社群，

透過撥款資助社會福利機構推行服務計劃，提升

社會老弱的生活質素。為鼓勵社福機構撰寫優質

而又切合社會需要的計劃書，蘋果基金特舉辦

「奇謀妙策」獎勵計劃。

　　本機構感到十分榮幸，上述計劃能獲蘋果基

金頒發「年度主題大獎」，來自不同界別的評審

委員會成員均稱讚本計劃理念完整，亦十分切合

基金2010年度「生命因你變得好」之主題，體現

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本機構十分認同是次獎勵

計劃的確對本機構和參加者具有正面和鼓勵性之

作用，本機構職員及義工將必全力投入推展是項

計劃，令社工、師友們和單親孩子夢想成真！

　　如對本計劃有興趣者，歡迎致電2423	 5045

與社工朱麗霞姑娘聯絡。

　　本機構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近年不斷致力

扶助具特別需要之單親家庭，促使他們有尊嚴

地在社區上生活，透過不同的渠道及資源，協

助這些家庭提昇生活水平，提供更多機會讓他

們參與不同的社區活動，旨在提昇其家庭和諧

氣氛，預防家庭暴力之發生。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獲蘋果日報慈善基

金贊助推行一項名為「『伴我成長』Mentor 

Action」之單親兒童成長計劃，計劃旨在鼓勵

單親兒童參與社區活動及社會服務，從中學習

社交技巧，提昇其自信心，以及鼓勵社會人士

善用自己的人生經驗與閱歷，以師友配對方

式，引領單親兒童正面積極地成長，實踐「以

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

　　計劃推展過程中，將招募一群有意委身扶

助單親孩子成長的「師友」，並配對區內有需

要的服務對象及長者，透過歷奇活動及工作

坊，加深相互的認識，亦以不同類別的「任務

活動」加強師友與孩子的關係與彼此之溝通。

過程中亦會鼓勵他們一同籌劃節日慶祝活動，

讓孩子能感受到別人對他們的關愛與祝福，孩

子亦能從中學習人際相處之道，以及透過不同

經驗確立人生目標。

「伴我成長」M e n t o r  A c t i o n  ~ 
　　　　單親兒童成長計劃

學生心聲
幼稚園
幼兒園

長者綜合服務
署理高級服務幹事　曾美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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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之旅

小記：

首先要恭喜您，今年7月獲頒

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可

否分享一下感受？	

沃太：

獲獎當然十分高興，而這個獎亦令我十分感動，感動並不是

因為自己得獎，而是因為我感受到整間機構的服務能被外界

認同。其實麥理浩過往在各界亦曾獲不同的獎項，如2009年

度「卓越實踐在社福」之「十大卓越社會服務計劃」及「最

具社區觸覺大獎」，更獲頒發地區數碼聯營中心「卓越服務

大獎」，每一個獎項都令我很開心，因為這證明了麥理浩服

務得到肯定，是整間機構所得的榮譽。

小記：

知道沃太已於麥理浩工作接近二十年，你認為麥理浩有甚麼

獨特之處？

沃太：

在我眼中，麥理浩的特色是它擁有好多義工支持，並且是一間

對社區有承擔的機構，當中社工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令服務使

用者受惠的同時，亦訓練他們為社區作出貢獻。此外，麥理浩

之另一特色是，它能夠同時提供預防性及支援或補救性的服

務，預防性的服務一直十分創新，亦是最有效之工作；支援或

補救性的服務亦能夠很快回應社會需要，協助有需要人士面對

逆境，展望未來，如九華徑大火及土瓜灣塌樓事件。

小記：

在擔任麥理浩總幹事這段期間，麥理浩有甚麼地方吸引你繼

續留下來？

沃太：

最吸引的地方是「麥理浩實踐了我的信念」。在過往的工作

中，我的信念是「為弱勢社群工作」，弱勢社群包括物質及

心靈上的缺乏，而我希望我所做的，能協助他們建立好生

活，使他們生活質素有提升，我深信好好生活不是由別人給

予，是應該由自己去建立，而過往麥理浩正是擔任著此角

色，在他們跌倒時從背後扶他們一把，給他們支援，將每一

個人所擁有的能力發掘出來，使整個社區受惠。

小記：

你會怎樣形容你和麥理浩的關係？

沃太：

我認為麥理浩好像我第三個BB，由89年開始便一直看著它不

斷成長，它排第三是因為我在家庭裡已有一個仔仔和一個囡

囡，我覺得自己像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小記：

在未來的日子，你對自己的工作及麥理浩的發展有甚麼期

望？

沃太：

在機構全體同工的努力下，麥理浩已成為一間擁有社會觸

角，並一直與社區及服務受眾同行的機構，即使缺乏資源，

只要看見社區有需要便會盡力提供服務。在未來的十年，麥

理浩會著力從三大方向發展，第一，繼續發展別具特色的少

數族裔服務，協助他們成為有責任的公民，融入社區，令他

們更獨立；第二，協助葵青區的低收入家庭，支持並幫助他

們改善生活；第三，推廣身心靈健康，在社區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提倡精神健康，創造開心社區。

總幹事小檔案
91-92年度 沃太是三個部門的高級主任

包括：家庭生活教育部、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西六

村、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老圍村

96-97年度 沃太已成為三個部門的高級督導

包括：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家庭生活教育部、葵荃社

區發展隊、老圍社區發展計劃

99-10年度 沃太成為總幹事

2010年 沃太獲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

後記：

　　當完成訪問後，我感受到總幹事對社會服務的熱誠，社

會服務並不是有資源，才去做；社會服務是因為有需要，便

去做。

　　我感受到麥理浩是一間以社區需要為首的機構，它不單

向有需要人士給予服務，更同時建立他們，令他們能獲得更

多，確實是「與別不同」。

與 別 不 同 在 社 福
　　沃馮嬿琼女士於1999年起晉升為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過去十

年，沃太帶領著麥理浩的全體同工發展了多項創新而出色的服務，亦同時於社福

界、醫療界、商界及教育界等多個界別建立了既深且闊的網絡。最近，沃太更獲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緣此種種，期望透過專

訪，可以讓大家更認識這位幕後主帥對社福的理念與承擔...... 訪問及記錄：
行政幹事（發展及傳訊）　李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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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秘笈

增 進 記 憶 的 妙 法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主任　阮雪杏

　　人類腦細胞多達140億，這樣細密的腦部組織，照理再多

的資訊都應該容納得下。但是身邊的家長經常表示自己的孩

子「記性差」，對繁多的知識，感到吃不消。事實上，思考

記憶的方法眾多，每個人最好能思考及採納適合自己的一套

學習方法，這樣才有助加深自己的記憶。以下是一些常用的

「記憶妙法」，快與子女一同閱讀及分享。

1. 提升集中能力的妙法

　　以下是美國記憶技術學校所採行的訓練法。據說接受以

下訓練的人，原本精神無法集中超過8秒鐘者，經訓練後，都

能連續集中達3至4分鐘之久。效果之佳，令人驚異。

步驟1：	首先，從身邊選擇一件物件作為精神集中的目標。

步驟2：	然後，注視該物件直到疲倦為止。

步驟3：	閉上眼睛，回想剛才看過的東西。如剛才看到的是

一支原子筆，就在腦海中描繪出其形狀、顏色、長

度及用來寫字的情形。

步驟4：	當思維離開主體（原子筆），就立刻睜開眼睛，停

止思考。

步驟5：	中斷30秒。

步驟6：	重新開始。改變集中目標後，回到步驟1。

2. 用研製的圖表減輕記憶的負擔

　　我們常常有這樣的體會：某商品的說明書是些黑壓壓的

文字及專門術語，人們看了一點也不理解。另一種商品的說

明書文字很少，但使用了圖表和照片，使人一目了然，長久

不忘。看上去很複雜的東西，只要有圖解，便會很容易記在

腦子裡。這種有利於記憶的圖表，要盡可能整潔、用彩色區

分；畫得有立體感，則更能幫助記憶。

3. 不同的學習模式可使記憶活用

　　雖然人類腦部組織細密，腦細胞多達140億，但並不是所

有東西都容納得下，因為人類大腦在接收知識達到某種程度

時，就會停止記憶，宣佈罷工。因為它已經厭倦了一成不變

的記憶公式。

　　換言之，剛讀完數學，不宜接著念物理，應選擇性質不

同的學科如英文、地理、歷史一類的科目作為調劑。這樣學

習效果較高，學習過程較不會疲倦。

4. 「走三步、退二步」可強化記憶程度

　　加強記憶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種名叫「漸進反覆

法」，就是將需要記憶的知識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記完

了，接著記第二部份，第二部也記完了後，便退一步，連帶第

一部一塊複習一遍；複習完畢，再記第三部分，待第三部分也

記完了，又退回原點，與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一塊複習一

遍。此方法即「走三步，退二步」的漸進反覆的學習，對於加

強記憶的方法確實有極大的功效，可供學生們多加使用。

5. 間隔記憶法

　　通常我們每次記憶的時間愈短，記憶的效果也會愈好。

比如說，同樣要花60分鐘來記某些內容，如果你能將它分成

四個部分，然後每個部分花十五分鐘來記，效果比連續花上

60分鐘來記要好。根據研究，人能持續不懈專心工作的時間

大約在15~20分左右，在每個間隔內的成果都是最好的。因

此，好好地掌握每個間隔，有助提升記憶力。

6. 考前複習，從後面開始效果較好

　　人們讀書的時候，開始的部分念得較認真，記得較佳；

但愈往後，則愈覺無趣，記得愈少。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

既然如此，考前的複習仍從前面開始，只會加深前半部份的

記憶，對於後半部記憶沒有一點幫助。因此，不如從後面開

始複習，將原先未曾記住的事項做補充記憶。

7. 熬夜對記憶力沒有效果

　　有人認為臨考前的熬夜是最有效的衝刺，所謂「臨陣磨

槍，不亮也光」，但事實卻相反。根據研究證明，記憶量的

減少，會因睡眠和清醒兩種狀態而有所不同。

　　學習後立刻睡覺，頭2個小時記憶雖然會減少，但2小時

後就會停止，不再繼續減少了；但如果一直保持清醒不睡，

記憶減少的狀態會持續到8小時後，仍然不斷。換言之，學習

後立刻睡覺，有阻止記憶減少的作用。

　　這種現象是什麼道理呢？原因是，人在清醒狀態，對四

周的事物都會寄予關心，而且一旦有關心的事物，大腦便會

將該事物做為資訊記入腦中。如此不斷記憶，不斷有新的資

訊覆蓋在舊的資訊上，先前記憶的事自然會變得模糊。此時

若不設法阻止大腦運作，記憶的事項終必消失在腦海之中。

8. 複習工作應在九小時內

　　如果你曾經有過「記憶可以維持多久？」或「如果能知

道記憶的極限（忘記的時刻），是否只要在忘記前及時加以

複習便能恢復記憶？」這種疑問，著名的心理學家亞賓霍斯

將給你滿意的解答。他透過精密的儀器，劃出一條記憶維持

曲線，所謂的「亞賓霍斯保持曲線」。

　　他的理論如下：人的記憶力在記憶之同時便開始減退，

隨時間過去，減退程度會漸漸緩和。由此可知，我們若能

在忘記率由急變緩的時間內做複習的工作，則得以長久記憶

（保存）的知識也能相對變多。這個時間已經有人算出，它

大約在記憶後九小時左右。

　　又有實驗證明，記憶後九小時內的維持率（記憶率）約

為百分之三十五，而忘記的量約佔三分之二。換言之，在

這段時間內，若能花時間複習，藉每次複習使維持率逐漸提

高，則最後記憶保存的量必會相對增加。



檔 案 室

總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部份公眾假期─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位於總部之服務單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2423	5062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健體中心	 2619	1327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聯商服務拓展部	 2409	2380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2421	5350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牙科/中醫/復康/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418	2411

捐款方式	

1.寄付支票
可郵寄支票或親臨送交本中心

郵 寄 方 法 ： 請 於 支 票 抬 頭 寫 上

「H.K.S.K.H.	LADY	MACLEHOSE	CENTRE」

或「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並夾

附捐款表格寄往下列地址，以便本中心

跟進。

2.直接存入善款
各位善長可將捐款直接存入「香港聖公

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於以下銀行開設的

捐款專戶：

恆生銀行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交通銀行戶口號碼：027-540-9-3038947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145-8-002100

如各位善長需索取捐款收據，請將銀行

入數紙正本、捐款表格及回郵地址寄往

下列地址，以便本中心跟進。

3.恆生銀行網上捐款服務
各位善長亦可透過恒生銀行e-Banking網

頁(http://www.hangseng.com/e-banking)內

之網上捐款服務，將善款存入【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之戶口。

恆生銀行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如需收據，請列印交易記錄、捐款表格

及回郵地址寄往下列地址，以便本中心

跟進。

本中心地址：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

備註：1)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均可憑收條申請減免稅項。　2)所有個人資料只作處理有關捐款用途，資料將絕對保密。

捐款

贊助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歡迎各方善長捐獻，參與關懷社區。

你的捐獻，除用於提供服務上，亦會透過本機構設立的多個直接提供
物資與經濟援助的計劃，發放給予有需要的人士，以協助他們渡過關。

讓我們一同携手，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多一分關懷、多一點溫暖！

關懷
社區 

離岸服務單位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新界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新界荃灣老圍路137B老圍公立學校	2492	9909
LMC	(Love	Multi	Culture)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	 2420	9200	
	 　葵涌廣場三樓3111舖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德士古道67號	 2614	3720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社區互惠銀行	 新界葵涌健康街2-6號飛亞工業中心404室	2410	8077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	 2436	2977	
	 　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大角咀萬安街16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西鐵南昌站5號舖	(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	 2423	5120	
	 　葵星中心47及48號
融藝工房	 新界葵涌打磚砰街63-75號	 2409	2380	
	 　冠和工業大廈23樓E室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	 2423	2993
	 　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室　

		長者綜合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石安辦事處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新界葵涌盛芳街5-9號	 2420	9121	
	 　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7號	 2614	5333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