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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弱势家庭学前孩童推出的
援助计划“关怀之圈儿童服务”今
年扩大范围，参与的托儿所从两所
增加至九所。计划也首次走入两所
小学，旨在让学前孩童过渡至小学
期间能获取更及时的援助服务。
　 　 “ 关 怀 之 圈 儿 童 服 务 ”
（Circle of Care，前译全面关怀计
划）是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和关怀
机构（Care Corner）于2013年推出
的试验计划，把关怀机构属下的特
别学习治疗带到托儿所，为有学习
障碍的孩童提供免费的学习治疗服
务。关怀机构的社工也能跟进孩童
家庭的需要，提供协助。

未来三年投入 
434万元扩大计划　
　　未来三年，连氏基金会和关怀
机构将投入434万元扩大计划，估
计可让1700名学前孩童受惠。预计
到了2018年，计划可在至少15所学
前教育中心推行。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说：
“我们相信，在学校帮助学生的同
时，我们也必须去解决学生校外可
能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推广这个
集合社工、学习治疗师、教育工作
者等的援助模式，帮助更多弱势孩
童。”
　　新加入计划的托儿所包括人民
行动党社区基金会（PCF）设在达
曼裕廊的学前教育中心、新加坡
回教妇女协会属下PPIS位于武吉巴
督、裕廊的托儿所，以及MY World
在三巴旺、淡滨尼尚育区等地区的
托儿所。
　　这项计划过去三年已帮助76名
学前孩童。为了确保可持续性的援
助，计划也扩大至两所小学－－

颜永成小学和湖滨小学（Lakeside 
Primary School）。曾参与计划的学
前孩童，13人已升上小学，大多在
颜永成小学就读。湖滨小学和PCF
在达曼裕廊的学前教育中心则位于
同个社区。

向校方反映学习需求 
助孩童顺利过渡到小学
　　将小学纳入“关怀之圈儿童服
务”有助于校方更早地了解有关孩
童的学习需求和家庭情况。社工能
在孩童入学前向小学反映孩童的学
习需求，并在他升上小学后继续跟
进他的情况，直到三年级左右。
　　湖滨小学校长陈珊珊受访时
说：“尽管学校目前有辅导员和

教育协作人员照顾弱势孩童的需
要，但加入关怀之圈儿童服务能
让校方更及时地辨别需要帮助的
孩童，在学生入学前就提供他们
和家长所需的引导，帮助孩童过
渡到小学。”
　　“由于社工从孩子在托儿所时
就熟悉他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并和
孩童家长建立联系，因此能促进校
方和家长的沟通。现有的学校辅导
员专长是应对孩童面对的问题，而
社工则能协助孩童的家庭应付面对
的问题，两者可相辅相成。”
　　目前，小学和学前教育中心通
常在分享有需孩童资料方面欠缺系
统化的协作。小学一般在孩子入学
后通过语言与计算能力评估来辨别

需学习帮助的学生。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顾问邱金珠
博士指出，过去三年参与计划的76
名孩童，绝大多数来自家庭月入少
于3000元的家庭。参加计划后，他
们在托儿所的平均出席率从30％提
高到70％，语言和计算能力有所进
步。
　　约翰（化名，7岁）是其中一
名受惠者，他曾因家庭问题影响学
习兴趣，脾气也变得暴躁。他的
母亲安娜（化名，40来岁，清洁工
人）说，通过社工的帮助，她和丈
夫的关系有所改善，并懂得如何更
有效地教育孩子。约翰参与学习辅
助活动后，阅读和书写能力进步，
也更有自信了。

舞台剧《原野》
（星期四至六：20日／星期日：15
时，至6日，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门票：38、58、78、98、118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呈献，颠覆以往
演出惯有的仇恨主题，改而用充满
悲悯情怀的角度来呈现。在层层叠
叠的剧情里，述说着人们追求美好
生活的永恒愿望。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戏剧《赤鬼》
（星期二至五：20时／星期六：
15时、20时／星期日：14时，至13
日，戏剧中心黑箱剧场，国家图书
馆大厦5楼，门票：38元）
本地九年剧场呈献，剧情以一个封
闭的岛屿渔村为背景，通过诙谐手
法描述村民和赤鬼之间的相处，从
中带出人们对于异文化的想望、恐
惧和恶意。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激光矫正视力（LASIK）
与小口透镜切除术（ReL-
Ex Smile）（英语）
（18时30分－20时15分，新加坡全
国眼科中心4楼礼堂，收费：5元）
全国眼科中心医生助理教授Marcus 
Ang主讲。
报名：将英文姓名和手机号码发短
信至97108463

“色彩狂想曲”展
（10时－22时，至5月1日，泛太平
洋酒店二楼公共艺术空间，免费）
歌尚画廊主办，展出武雪丽的30件
油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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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闻有人收集古董和邮票，但收
集火柴盒的人很少见，而陈秀莉（40多
岁）就是其中之一。
　　收藏火柴盒十多年的陈秀莉透露，
自己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听丈夫说
有人收藏火柴盒，觉得有趣而决定加入
这一行列。
　　但有别于火花收集者，即收集火柴
盒上贴画的人，陈秀莉喜欢保留原装火
柴盒。她说：“我喜欢的是火柴盒里五
彩缤纷的火柴头。”
　　陈秀莉收藏的火柴盒，一部分是自
己从到过的旅店收集而来，另一部分则
是身边朋友赠送的。但她感叹现在许多
酒店和餐厅已不附送火柴盒，以致她的
收藏之路困难重重。
　　从28岁开始收集，陈秀莉至今已有
超过250个火柴盒。其中面积最小的是

来自日本的火柴盒，宽约1.5公分，长
约2.2公分；面积最大的则来自丹麦，
宽约5.5公分，长约7公分。
　　陈秀莉珍藏的火柴盒来自世界各
地，包括新加坡、中国、罗马和巴黎
等，每个火柴盒承载着不为人知的历
史，也记载着陈秀莉人生每个阶段的故
事。
　　当中一个印有“Sparks”字眼的火
柴盒，是1993年开幕的本地著名夜店
Sparks所分派。这个火柴盒让陈秀莉忆
起年少时的自己。
　　陈秀莉还收藏了一系列以登上《时
代周刊》（Times）封面的中国人为题
的火柴盒，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从1927年
至2005年间经历过的不同时代。
　　陈秀莉从这个爱好中找到了另一种
人生乐趣，也结识了一群好友。她说：
“我当然希望家人接手继续收藏，但如
果他们真没兴趣，我日后会把火柴盒捐
给博物馆。” 

火柴盒　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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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之圈儿童服务”计划也强调同家长的协作，通过面谈引导家长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生活。
（连氏基金会提供）

“ 关 怀 之 圈 儿 童 服
务”为有学习障碍的
孩童提供免费的学习
治疗服务。关怀机构
的社工也能跟进孩童
家庭的需要，提供协
助。

帮助有学习障碍孩童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
扩大至九所托儿所

陈秀莉珍藏的火柴盒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新加坡、中国、罗马和巴黎等，每

个火柴盒都承载着不为人知的历史，也记载着陈秀莉人生每个阶段的故事。

　　华社自助理事会A水准备考咨
询课程即日起开放报名。
　　就读于初级学院或三年制高
中，并符合课程要求的学生可报名
参加。咨询课程的科目包括初院
一、二年级的H2数学、H2物理，
以及理解与写作。
　　家庭总收入不超过4000元或是
人均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学生均可
申请参加。咨询课程的费用会根据
学生家庭总收入或人均收入作出相
应调整。家庭总收入若未超过1900
元，每个科目的费用只需20元；介
于1900至3300元，每科需付50元；
介于3300元和4000元，每科则付
100元。

　　A水准备考咨询课程旨在帮助
初级学院和励仁高级中学的高中生
克服学业上的难题，掌握考试所需
的重要技能。咨询课程将以小班形
式授课，每班不会超过10名学生。
　　课程将在4月开始，高一生的
课程会在9月结束，高二生的课程
则在10月结束。课程每个周末会在
华助会会所上课，每堂课两小时。
　　公众即日起可前往华助会会
所以及13所华助会中心索取申请
表格，或从华助会网站http://bit.ly/
CDAC-ALevel2016下载。表格填妥
后必须在本月15日前寄交华助会
秘书处。欲知更多详情，可拨电
66035471。 

华助会A水准备考课程开放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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