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氏基金会 扩展社会援助模式

5月27日 2016 (星期五)
7.30pm to 10pm :中阴教授

5月28日 2016 (星期六)
10am to 12nn : 百位本尊法会
12nn to 3pm : 午餐
3pm to 5pm : 中阴教授 (继续)
5pm to 7.30pm : 晚餐
7.30pm to 10pm : 绿度母火供

5月29日 2016 (星期天)
10am to 12nn : 超度法会
12nn to 2pm : 午餐
2pm to 4pm : 中阴教授 (继续)
4pm to 6pm : 晚餐
6pm to 9pm : 百位本尊加持灌顶/

皈依/玛密孟兰祈愿

Organiser: Zurmang Kagyud Buddhist Centre
301 Guillemard Road, Singapore 399740 Tel: 67440198
Website: http://www.zurmangkagyud.org
Enquiries: 96724706, 91890859, 97451946, 96392215

百位本尊加持大法会与中阴教授和度母火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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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错过星期天晚上法会结束后，
仁波切会赐予参与者特别加持礼物。

地点 :新加坡福清会馆（惹兰勿刹体育场对面�
2, Allenby Road Singapore 209973
(opp. Jalan Besar Football Stadium)

日期 : 2016年5月27日至5月29日(星期五到星期日）
巴士 : 23, 64, 65, 66, 67, 130, 139, 147
靠近地铁站:劳明达地铁站

~第十二世苏曼嘉皇仁波切简介 ~

(如果欲了解苏曼嘉皇仁波切的传记，和他的佛行，
请访问网址：www.zurmangkagyu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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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新加坡 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

　　以弱势孩童为援助对象的关怀
之圈儿童服务，接下来三年将逐
步扩大到至少15所托儿所和两所小
学；届时，计划将涵盖多达1700名
学前孩童，其中约30％来自弱势家
庭或面对学习障碍的孩子，可获更
针对性的辅助。

计划首次涵盖小学
　　参与连氏基金会和关怀机构携
手推出的关怀之圈儿童服务的托儿
所，今年内可从两所增至九所，并首
次进入两所小学。计划为有学习障
碍的孩童提供免费学习治疗服务，
社工将跟进弱势孩童的个案直到他
们升上小三，按他们家庭的需要给
予协助，或转介其他援助机构。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在此次
澳洲学习之旅结束前，向媒体勾勒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的发展计划，也
分享此行所获得的启发。
　　以位于南澳的阿德莱德为例，
当地的“儿童中心”（Children 
Centres）模式所提供综合式援助方
案，是基金会考察重点之一。
　　这些儿童中心采取“一站式”
策略，除了有受津贴的学前教育和
托儿服务，也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
提供辅助，以及为特殊需要孩童提
供职能或语言治疗。中心也举办免
费游戏班（playgroup）和家长互助
小组等活动，为家长提供育儿辅
导，以加强亲子关系。不少中心也
有常驻护士，为母亲和婴孩提供保
健咨询。
　　过去10年来，人口约新加坡三
分之一的南澳，在各城镇和郊区所
设的儿童中心已有42所，未来两年
会增多五所。
　　李宝华认为，当地官方及学前
教育工作者有良好的协调，着力于
落实让每个孩子拥有均等机会的愿
景，而通过结合社区各方力量，包
括家长、社工、医疗人员、企业及
学术界等，尽量让每个孩子拥良好
起跑点，体现澳洲当局意识到弱势
家庭所面对的复杂需求。
　　“提供良好托儿服务、强调家
长参与孩子成长，和提供社会服务
支援等，这些对改善弱势孩童的生
活密不可分；在这些方面给予同等
重视，才是较全面的援助模式。”
　　对此行所参观的儿童中心，令
李宝华印象深刻还包括工作人员所

体现的协作精神、儿童中心领导人
素质和领导能力，以及儿童中心与
小学定期沟通，通过交接孩童个人
学习档案等方式，确保个别弱势孩
童顺利过渡到小学。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顾问邱金珠
博士说，关怀之圈儿童服务目前着
重巩固其基础，随着下来扩展服
务，澳洲儿童中心安排综合医疗保
健人员或心理医生，每周到中心一
至两次为有需要孩童进行治疗或辅
导，或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做法。
　　“托儿所如果有多名孩童有需
求，安排专业人士上门的可能性也
就更高。但本地综合医疗保健人员
不足，预计会是一个挑战。”

政府拨款逾2000万元 
推出幼儿培育辅助计划　
　 　 另 一 方 面 ， 政 府 拨 款 超 过
2000万元推出的幼儿培育辅助计
划（KidSTART），筹备工作已展
开。接下来三年，试验计划将为
1000名住在红山、牛车水、文礼、

达曼裕廊和芽笼士乃的低收入和弱
势家庭幼童，提供学习、成长和健
康方面的支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上
个月底与该部官员走访澳洲悉尼和
墨尔本，了解当地为弱势孩童提供
的综合援助模式。
　　陈川仁回国后发表面簿贴文分
享考察心得时说，不少研究显示，
年幼时的成长经历对一个孩子往后
人生发展有很大影响。“对弱势孩
童来说，成长初期获更好的援助，
对他们往后的人生能发挥更显著的
作用。这和孩子与家人的关系、与
社区和学校所建立的联系，有直接
的关联。我们此行看到不少促进家
长与幼童互动的策略，接下来推行
幼儿培育辅助计划时，会参考一些
做法。”
　　陈川仁上周在一个鼓励企业行
善的对话会上，也谈及他对幼儿培
育辅助计划的期许。
　　“我们希望从孩童成长初期，
甚至母亲怀胎阶段就开始提供支

援。这样一来，孩童迈向良好的人
生道路，可能性将会更高。”
　　我国有一系列措施来照顾孩童
的健康和学习需求，包括疫苗注
射、健康检查、启发补助计划、语
文阅读辅助计划等。负责推行幼儿
培育辅助计划的幼儿培育署，将在
现有措施的基础上，与政府机构、
社会服务中心、医院和社区机构协
作，识别需要帮助的家庭与孩童。
特定学前教育机构也会和家长协
作，帮孩子从幼儿园过渡至小学。
　　幼儿培育署发言人受询时说，
低收入家庭及弱势孩童在成长过程
中，可能面对多方面挑战，政府和
社区伙伴以更加协调的方式提供支
援，有助为这些孩子争取更好的人
生起跑点。
　　对于关怀之圈儿童服务这类由
民间发起的援助计划，幼儿培育署
表示支持。发言人说：“我们将继
续和各方伙伴合作，确保援助服务
和计划相互协调，方便弱势孩童从
中获益。”

为1700名学前孩童提供更针对性辅助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规模将逐步扩大

　　以综合援助模式，为弱势孩童和家庭协调多个社会援助机构的服务，已在许多国家

推行，并被视为是一个较全面的援助方式，对提升社会流动性有巨大潜力。

　　政府准备下半年推出的幼儿培育辅助计划（KidSTART），旨在集合政府和社区

资源，尽早为弱势孩童提供成长所需的医疗、学习和发展等方面的辅助，让他们有更好

的人生起跑点。

　　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在2013年就已推出“关怀之圈

儿童服务”（Circle of Care）试验计划，把关怀机构属下的学习治疗和家庭服务带

入托儿所，计划如今取得一定成效，准备扩大规模。

　　记者本月初随基金会和本地学前教育业者代表走访澳大利亚墨尔本和阿德莱德，参

考当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为弱势孩童提供的综合援助模式，了解哪些元素可借鉴。

连氏基金会和关怀机构携手推出的“关怀之圈儿童服务”，接下来三年将逐步扩大到至少15所托儿所和两所
小学。（关怀之圈儿童服务提供）

　　澳洲的经验显示，给予家
长良好的扶持，才能更好地帮
助弱势幼童。
　 　 在 澳 洲 ， 无 论 是 儿 童 中
心 、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或 医 疗 机
构，普遍奉行“要帮助孩子，
先扶持家庭”的理念。
　　以墨尔本的“伊丽莎白中
心”（Queen Elizabeth Centre）
为例，这家提供社会支援和综
合理疗保健服务的机构，十分
重视对家长育儿能力的培养。
中心的服务包括为家长和孩童
提供五天至10天的寄宿型育儿
辅导计划，让面对家暴或嗜毒
等复杂问题的家长与孩子短暂
留宿，让家长更专注地掌握养
育孩子所需的技巧和知识。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也 进 行 家

访，同时与社工合作，携手帮
助破裂家庭走回正常轨道。
　　与社区建立联系，协力为
家长提供扶持，也是当地学前
中心的另一特色。一家位于墨
尔本，名为Budup Womindjeka
的家庭与儿童学前中心负责人
苏丝受访时说，中心特别在大
厅设立食物柜、二手衣物、玩
具、图书和婴儿尿片生活用品
架子，让有需要的家长接送孩
子上下课时，随手拿自己所需
的用品，也开放让社区内贫困
人士使用。“我们对何谓有需
要的家庭，没有硬性的定义，
因为每个家长有不同需要。我
们也欢迎人们在受益后，贡献
食品或二手物品，让更多人能
获益。”

胡慧音　报道
ohhy@sph.com.sg

　　迈入第22年的“全国垂直马拉
松赛”昨天举行，主办方新推出了
“英雄组”项目，比赛吸引共2597

参赛者在攀爬的过程中互相鼓励和支持。（邬福梁摄）

结合社区力量为弱势家庭提供扶持，是澳洲不少学前中心所奉行
的理念。图为墨尔本一家学前中心负责人苏丝介绍中心设立的食
物柜，方便社区内有需要的家长取得食品。（许翔宇摄）

首次推出“英雄组”项目

全国垂直马拉松赛吸引2597人参加
名参赛者。
　　由南洋理工大学体育会主办的
“全国垂直马拉松赛”（National 
Vertical Marathon）在莱佛士坊一号
举行，参赛者从地面层拾级而上，
爬到63楼，全程共278米。参赛者
年龄介于10岁到72岁。
　　为配合今年的“英雄”主题，
主办方新开设了英雄组。参加英雄
组的有64人，分为16组。英雄组由
两男两女组成一组。攀爬前，选手
得先完成五个游戏项目，考验他们
的气力、灵活度、敏捷度、智力、

速度、以及耐力。
　　活动筹委会副主席庄诗颖（20
岁）受访说：“设置这个主题的是
想鼓励人们挑战极限。”
　　英雄组的其中一名参赛者谢
玉兰（33岁，体育教师）受访说：
“这次的比赛比往年吃力。攀爬前
我和组员都消耗不少体力，攀爬时
更难。可是这却让我们互相支持和
鼓励，培养团队精神。”
　　除了英雄组，比赛还设有男子
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宿将挑战
组、青年挑战组等10个组别。

澳洲学习之旅：
要帮孩子　先扶家庭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Source: Lianhe Zao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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