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悅讀理財小富翁

承蒙法興銀行及攜手扶弱基金贊助，安徒生會於2020年12月開展「悅讀理財小富翁」
計劃，透過故事與兒童講解貨幣的用途和購物消費的正確態度、並灌輸規劃與善用零
用錢，以及懂得惜物減少浪費等知識，藉此向兒童推廣健康金錢價值觀。

我們為低收入地區的小學提供免費講座及工作坊，每位參加者可獲贈由本會設計的資
源冊及DIY錢箱手工包一份，讓學生學會分配自己的金錢，好好管理自己的財富。

的近律師行義工與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於螢光幕上合照留念。

悅讀新視野

為推廣關愛校園文化，預防欺凌問題，本會自2015年起與香港城
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合辦「悅讀新視野」
計劃，研究以「故事介入治療法」改善兒童欺凌行為的成效。

「故事介入治療」研究結果新聞發布會於2020年12月18日舉行，
獲6間媒體（香港01、蘋果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周刊、親子王及
商業電台）報導。會上馮麗姝博士發表了2017至2019年「故事介
入治療法」的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在近5,000名學生中，用國際認
可的「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篩選出311名「高危學童」，
並將他們分為三個組別，包括採用故事介入治療法的「實驗組」、
採用一般故事活動的「安慰組」及作對照研究的「等候組」。結果
發現，參與「實驗組」的學童經過十節小組後，攻擊行為指數減低
逾三成。在小組結束後半年，他們的攻擊行為指數不但沒有反彈，
更進一步下跌至逾四成。

承蒙香港公益金贊助，本會得以在2020-2023年度擴大服務範圍，除了故事小組以外，
亦提供「讓愛走動」學生故事講座及「在繪本中成長」家長工作坊。在2020-2021年
度，已有11間小學參與本計劃，學生受惠人次達2,776人。網上故事資源庫「悅讀花園」
亦於去年啟用，網站按主題及年齡推介繪本，並以影片分享故事活動及故事技巧，現
時網站點擊率已達30,000次。未來，我們將推出家長資源冊，幫助家長從繪本中反思
教養方式，以繪本促進與孩子的交流；亦會舉行工作坊，加深教師、社工及兒童工作者
對「故事介入治療法」的認識，期望進一步發揮故事的力量。

活用故事 建立孩子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能為城市中的弱勢兒童或基層家庭服務。無論是為孩子伴讀，義務提供您的專業技能，
還是支持我們的籌款活動，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悅讀愈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計劃分為上下學期在網上進行，除了本會會員，另有29間學校參與，共有1,028名小一至小六合資格學童受惠。在3,000多份讀
後感中，最受歡迎的繪本是《愛吃青菜的鱷魚》，其次是《笨熊，加油！》及《完美小孩》。「悅讀愈強」計劃挑選的每本繪
本都有不同寓意，不同年紀的讀者會有不同的反思。

除了為學童提供網上閱讀，計劃特別為家長準備了一系列網上工作坊，22次工作坊共有超過1,300人次參與，雙語內容涉及多方
面知識，包括閱讀技巧、家教溝通丶運動按摩及靜觀反思。

此外，資深作家丶繪本家丶親子教育工作者及社工也一起為學童及家長打氣。「悅讀愈強」加油站（網上週刊）為他們提供了
在創意閱讀及親子關係上的實用貼士。

安徒生會各中心更設置「悅讀愈強」童樂角，把閱讀從線上連到線下，讓更多的學童可以體驗閱讀帶來的好處，延續「悅讀愈
強」的精神。

耆妙童話義人行

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的「耆妙童話義人行」透過專業故事培訓和義工服務，讓金齡義工
走進社區或幼稚園，為學童講故事，推動跨代共融。計劃於本年度有約2,383參與人次，
受惠人數為1,016人，當中包括義工長者及兒童。疫情期間，金齡義工亦積極嘗試學習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
事好好聽，多謝佢哋好用心咁講故事俾
我哋聽，我哋都好鍾意參加故事活動」

故事的力量超乎我們的想像，Zoom活動吸引了
過百對親子參加

《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打氣，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就好像多啦A夢的
「隨意門」，帶你進到一個新世界！好好探索，
好好發現！加油！

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
Facebook直播

疫情下難得的實體故事活動

義工用心預備故事道具，以戲劇形式分
享故事

日常小事成創作靈感，故事
達人雄仔叔叔阮志雄籲要
保持好奇心

單位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840^ 14,386^
竹園中心  1,270 16,984
包威信中心  982 14,526
南丫島中心  936 5,368
大澳中心  664 5,610
總數  4,652 56,874

^數字包括「悅讀新視野」、「悅讀理財小富翁」、「耆妙童話義入行」計劃
*數字包括開放開節數及偶到服務人次

「悅讀理材小富翁」資源冊
及DIY錢箱手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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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項目

法律小先鋒

安徒生會與的近律師行自2014年起合辦
「法律小先鋒」，竹園中心和包威信中心有幸
於2020年6月24日亦參與是次活動，共有
28位小朋友參與。因疫情關係，的近律師
行的律師在辦公室透過網上活動與小朋友
互動，以故事形式介紹有關版權及抄襲的相
關法律知識，內容生動有趣。相信小朋友參
與活動後，能了解香港市民所享有的權利與
義務。

2020年12月舉行記者發布會，公布「故事介入治療」的
成效

參加者林藹翹在記者會上分享自己
透過計劃學識情緒控制，與家姐關係
變好

計劃最值的欣賞的地方，是讓學生感到他們可
透過自己的努力，是可獲得別人的肯定，從而鼓勵
同學多閱讀，以增廣見聞。—— 荃灣天主教小學-

馬國良校長

社會福利署     香港公益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服務收入     公司及信託基金     公眾捐款     其他

直接服務     籌募開支     行政開支

$854,706 (6%)$32,396 (0.2%)

掃描QR Code查看財務報表
就讀小四的林藹翹於2020年暑假參與「悅讀新視野」故事小組。過去藹
翹不時為爭奪玩具和姐姐吵架，甚至情緒失控，出現復仇行為。參加由本
會社工帶領的小組後，藹翹學習到運用「情緒紅黃綠燈」冷靜自己，控制情
緒——「我會離開現場，去洗手間洗臉冷靜一下。之後問家姐點解要搶玩
具，我就同家姐解釋：『我畀你搶玩具都會唔開心，我都想玩，不如我們
一齊玩？』」藹翹懂得運用紅燈：停一停，冷靜憤怒情緒；再運用黃燈：想
一想，思考事情的其他可能；最後用綠燈：行一行，以「我訊息」表達自
己的感受和期望。小組結束後，藹翹認為最大的得著是與姐姐的關係變好，
相處更融洽。

吳家儀姑娘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讓中心長者義工學習專業的故事
技巧，學習溝通技巧、繪本
賞析、道具製作及應用，使義工
們最後能成為故事叔叔姨姨與小
朋友服務，促進跨代共融，
及增強義工的自信心，
體驗新事物。

「『為什麼』是一個很有份量的字。它賜給我們
知識，知識可以運用在每天的生活當中。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要努力付出才可以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的東西，
沒有捷徑；如果失敗了，要站起來再嘗試。」——居於

大澳的艾莉珊閱讀繪本《Why》的讀後感

總收人 $14,308,985

$130,454 (0.9%) $516,108 (3.6%)

總支出 $14,171,311
$13,284,209 (93.7%)

$4,782,057 (33.4%)

$2,798,096 (19.6%)

$1,902,230 (13.3%)$3,047,984 (21.3%)

$1,132,056 (7.9%)



    
關於安徒生會
安徒生會是一間本地的非牟利機構，服務香港眾多基層兒童及家庭。自1963年，我們與社會攜手合作，

提供故事資源、推廣閱讀文化及親子溝通，裝備孩子擁有良好品格，啟發思考及創造力。我們的願景是

讓故事潤澤孩子心靈，使孩子能與知識型社會接軌。

使命及願景
關懷子女，培育社群

 

聯絡我們
總會辦事處

電話︰2330 8904  傳真︰2338 8528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電郵︰info@hac.org.hk

網址︰www.hac.org.hk

童話夢工場 ︰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故事盒 ︰ 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1室

包威信中心 ︰ 九龍橫頭磡邨宏暉樓1-7號地下

竹園中心 ︰ 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103-106號地下B翼

南丫島中心 ︰ 南丫島榕樹灣大灣新村19號

大澳中心 ︰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商場8-8A號

 

創新活用故事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為了讓家長適應網上平台和增加學習的渠道，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於2021年4月首推
網上故事爸媽培訓，希望透過提供豐富及革新課程內容，使到家長可以在家學習，
培訓課程更獲得學校及參加者的肯定。2020-2021年度停課日子雖長，我們仍服務
逾60間學校及機構，提供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和兒童或親子故事活動等。以中心為
本的兒童服務因疫情轉為網上舉行，我們盡力為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故事及閱讀體驗，
包括故事直播、影片拍攝、網上實時小組、預製和派發手工包等，使兒童在安全的
環境下仍能體驗故事樂趣。

培育正向心靈

包威信中心及竹園中心

三菱電機贊助網上故事活動

聽完故事一起製作彈跳小青蛙

聽完故事後認真製作小手工

孩子們渴望很久的故事分享會 小朋友在疫情期間自己當YouTuber！

疫情特別工作

抗疫小隊長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安徒生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特別
企劃「抗疫小隊長」，出版原創電子繪本《抗疫小隊長》，以故事
形式向兒童推廣正確防疫知識，點擊率逾4,000次。我們更邀請兒童
參與，推出抗疫日記及防疫裝備設計比賽等，反應熱烈。在物資匱乏
的日子中，本計劃送出共3,915份防疫用品給低收入家庭，郵寄4,500
份「抗疫小劇場」手工包到參加者家中，小朋友利用手工包設計角
色紙偶，演出自家的抗疫劇場，活動為停課中的小朋友帶來歡樂及
創意。

樂琛（7歲）

抗疫日記分享疫情下生活點滴 小朋友創作自己的抗疫劇場

擁抱多元共融

南丫島中心及大澳中心

為照顧偏遠離島大澳和南丫島的需要，
獲香港賽馬會資助推行的香港賽馬會社
區資助計劃—陽光童行在大澳及香港賽
馬會「南丫好拍檔」計劃。

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
家庭分享有趣故事

新年前，義工細心地為有需要長者恤個靚髮

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

使命及願景
關懷子女，培育社群

收到劇場手工包很開心，因為我很
喜歡做手工。我最喜歡《抗疫小隊
長》的貓貓消毒俠，因為牠噴消毒
液打敗了病毒。我還設計了雙眼會

發射激光的病毒紙偶！

(志婷、
志旻媽媽)

東翹公司義工與孩子一起製作玻璃畫

靜待彩虹來臨

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普遍基層家庭的收
入驟減，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有見及此，本
會與商界合作，向受影響的家庭派發3,000份價
值約四百元「恒隆愛心食物包」，一萬張價值
二百元的百佳食物現金券予低收入家庭，超過
40,000份的防疫物資，減低基層家庭的負擔。

另外，我們亦感謝東翹在疫境中的大力支持，
將小朋友創作的彩虹畫製作成玻璃飾品，並拍
攝打氣短片，更於2020年12月舉行「畫出彩虹 
愛的傳遞」繪畫比賽，鼓勵小朋友疫境自強．
超過80多人先後受惠。

多謝安徒生會為我的家庭安排了食物禮
券及愛心食物包，由於疫情期間要留守
在家看管小朋友，家庭經濟受到很大壓
力，食物包及食物券能舒緩家庭經濟
負擔，我用來購買急凍食品、肉類、
奶類，增加小朋友的營養。使我感到來
自人們的溫暖，衷心感謝捐贈！

派發「恒隆愛心食物包」

傳播
愛與希望，一起靜待彩虹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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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姐姐「講得到，做得到」，所以小朋
友吸收特別快及容易掌握！在互動方面十分
大的啟發！和小孩子的互動的確有很多的
新知識學習到。“ – 北角衞理小學 家長

疫情下不可以常常出外，但外出首選就是來中心。她們很喜歡到中心跟
其他小朋友一起看書、玩玩具、做義工。對於女兒們能在中心認識不同
年齡層的會員和義工，並主動溝通聊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興。

陳貝貉 (7歲)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及陳艾莎(6歲) 
佛教張梅桂幼稚園家長

社區以不同的活動向居民及島外人士介紹「社區貓」，讓大家學習如何與動物相處。

HansAndersenClub1963 Hansandersenclub 1963hac

當我讀小一的時候，便加入了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的
豐富活動和訓練，轉眼間已六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回想
曾經與長者寫詩，她們滿意的笑容鼓勵我繼續服務長者，
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樂趣。感激有中心職員的照顧，

讓我在這裡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的成長故事 梁寶明 (11歲) 聖博德學校

竹園中心經費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包威信中心經費由社會福利署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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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電郵︰info@hac.org.hk

網址︰www.hac.org.hk

童話夢工場 ︰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故事盒 ︰ 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1室

包威信中心 ︰ 九龍橫頭磡邨宏暉樓1-7號地下

竹園中心 ︰ 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103-106號地下B翼

南丫島中心 ︰ 南丫島榕樹灣大灣新村19號

大澳中心 ︰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商場8-8A號

 

創新活用故事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為了讓家長適應網上平台和增加學習的渠道，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於2021年4月首推
網上故事爸媽培訓，希望透過提供豐富及革新課程內容，使到家長可以在家學習，
培訓課程更獲得學校及參加者的肯定。2020-2021年度停課日子雖長，我們仍服務
逾60間學校及機構，提供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和兒童或親子故事活動等。以中心為
本的兒童服務因疫情轉為網上舉行，我們盡力為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故事及閱讀體驗，
包括故事直播、影片拍攝、網上實時小組、預製和派發手工包等，使兒童在安全的
環境下仍能體驗故事樂趣。

培育正向心靈

包威信中心及竹園中心

為了讓家長適應網上平台和增加學習的渠道，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於2021年4月首推
網上故事爸媽培訓，希望透過提供豐富及革新課程內容，使到家長可以在家學習，
培訓課程更獲得學校及參加者的肯定。2020-2021年度停課日子雖長，我們仍服務
60間學校及機構，提供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和兒童或親子故事活動等。以中心為

本的兒童服務因疫情轉為網上舉行，我們盡力為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故事及閱讀體驗，
包括故事直播、影片拍攝、網上實時小組、預製和派發手工包等，使兒童在安全的

三菱電機贊助網上故事活動

聽完故事一起製作彈跳小青蛙

聽完故事後認真製作小手工

孩子們渴望很久的故事分享會 小朋友在疫情期間自己當YouTuber！

疫情特別工作

抗疫小隊長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安徒生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特別
企劃「抗疫小隊長」，出版原創電子繪本《抗疫小隊長》，以故事
形式向兒童推廣正確防疫知識，點擊率逾4,000次。我們更邀請兒童
參與，推出抗疫日記及防疫裝備設計比賽等，反應熱烈。在物資匱乏
的日子中，本計劃送出共3,915份防疫用品給低收入家庭，郵寄4,500
份「抗疫小劇場」手工包到參加者家中，小朋友利用手工包設計角
色紙偶，演出自家的抗疫劇場，活動為停課中的小朋友帶來歡樂及
創意。

樂琛（7歲）

抗疫日記分享疫情下生活點滴 小朋友創作自己的抗疫劇場

擁抱多元共融

南丫島中心及大澳中心

為照顧偏遠離島大澳和南丫島的需要，
獲香港賽馬會資助推行的香港賽馬會社
區資助計劃—陽光童行在大澳及香港賽
馬會「南丫好拍檔」計劃。

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
家庭分享有趣故事

新年前，義工細心地為有需要長者恤個靚髮

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

收到劇場手工包很開心，因為我很
喜歡做手工。我最喜歡《抗疫小隊
長》的貓貓消毒俠，因為牠噴消毒
液打敗了病毒。我還設計了雙眼會

發射激光的病毒紙偶！

(志婷、
志旻媽媽)

東翹公司義工與孩子一起製作玻璃畫

靜待彩虹來臨

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普遍基層家庭的收
入驟減，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有見及此，本
會與商界合作，向受影響的家庭派發3,000份價
值約四百元「恒隆愛心食物包」，一萬張價值
二百元的百佳食物現金券予低收入家庭，超過
40,000份的防疫物資，減低基層家庭的負擔。

另外，我們亦感謝東翹在疫境中的大力支持，
將小朋友創作的彩虹畫製作成玻璃飾品，並拍
攝打氣短片，更於2020年12月舉行「畫出彩虹 
愛的傳遞」繪畫比賽，鼓勵小朋友疫境自強．
超過80多人先後受惠。

多謝安徒生會為我的家庭安排了食物禮
券及愛心食物包，由於疫情期間要留守
在家看管小朋友，家庭經濟受到很大壓
力，食物包及食物券能舒緩家庭經濟
負擔，我用來購買急凍食品、肉類、
奶類，增加小朋友的營養。使我感到來
自人們的溫暖，衷心感謝捐贈！

派發「恒隆愛心食物包」

傳播
愛與希望，一起靜待彩虹的來臨

Deli
ver L

ove and Hope, Wait for the Rainbow Together

“故事姐姐「講得到，做得到」，所以小朋
友吸收特別快及容易掌握！在互動方面十分
大的啟發！和小孩子的互動的確有很多的
新知識學習到。“ – 北角衞理小學 家長

環境下仍能體驗故事樂趣。

三菱電機贊助網上故事活動

疫情下不可以常常出外，但外出首選就是來中心。她們很喜歡到中心跟
其他小朋友一起看書、玩玩具、做義工。對於女兒們能在中心認識不同
年齡層的會員和義工，並主動溝通聊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興。

陳貝貉 (7歲)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及陳艾莎(6歲) 
佛教張梅桂幼稚園家長

社區以不同的活動向居民及島外人士介紹「社區貓」，讓大家學習如何與動物相處。

HansAndersenClub1963 Hansandersenclub 1963hac

當我讀小一的時候，便加入了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的
豐富活動和訓練，轉眼間已六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回想
曾經與長者寫詩，她們滿意的笑容鼓勵我繼續服務長者，
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樂趣。感激有中心職員的照顧，

讓我在這裡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的成長故事 梁寶明 (11歲) 聖博德學校

竹園中心經費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包威信中心經費由社會福利署贊助



    
關於安徒生會
安徒生會是一間本地的非牟利機構，服務香港眾多基層兒童及家庭。自1963年，我們與社會攜手合作，

提供故事資源、推廣閱讀文化及親子溝通，裝備孩子擁有良好品格，啟發思考及創造力。我們的願景是

讓故事潤澤孩子心靈，使孩子能與知識型社會接軌。

使命及願景
關懷子女，培育社群

 

聯絡我們
總會辦事處

電話︰2330 8904  傳真︰2338 8528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電郵︰info@hac.org.hk

網址︰www.hac.org.hk

童話夢工場 ︰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故事盒 ︰ 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1室

包威信中心 ︰ 九龍橫頭磡邨宏暉樓1-7號地下

竹園中心 ︰ 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103-106號地下B翼

南丫島中心 ︰ 南丫島榕樹灣大灣新村19號

大澳中心 ︰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商場8-8A號

 

創新活用故事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為了讓家長適應網上平台和增加學習的渠道，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於2021年4月首推
網上故事爸媽培訓，希望透過提供豐富及革新課程內容，使到家長可以在家學習，
培訓課程更獲得學校及參加者的肯定。2020-2021年度停課日子雖長，我們仍服務
逾60間學校及機構，提供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和兒童或親子故事活動等。以中心為
本的兒童服務因疫情轉為網上舉行，我們盡力為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故事及閱讀體驗，
包括故事直播、影片拍攝、網上實時小組、預製和派發手工包等，使兒童在安全的
環境下仍能體驗故事樂趣。

培育正向心靈

包威信中心及竹園中心

三菱電機贊助網上故事活動

聽完故事一起製作彈跳小青蛙

聽完故事後認真製作小手工

孩子們渴望很久的故事分享會 小朋友在疫情期間自己當YouTuber！

疫情特別工作

抗疫小隊長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安徒生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特別
企劃「抗疫小隊長」，出版原創電子繪本《抗疫小隊長》，以故事
形式向兒童推廣正確防疫知識，點擊率逾4,000次。我們更邀請兒童
參與，推出抗疫日記及防疫裝備設計比賽等，反應熱烈。在物資匱乏
的日子中，本計劃送出共3,915份防疫用品給低收入家庭，郵寄4,500
份「抗疫小劇場」手工包到參加者家中，小朋友利用手工包設計角
色紙偶，演出自家的抗疫劇場，活動為停課中的小朋友帶來歡樂及
創意。

樂琛（7歲）

抗疫日記分享疫情下生活點滴 小朋友創作自己的抗疫劇場

小朋友在疫情期間自己當YouTuber！孩子們渴望很久的故事分享會 小朋友在疫情期間自己當YouTuber！

擁抱多元共融

南丫島中心及大澳中心

為照顧偏遠離島大澳和南丫島的需要，
獲香港賽馬會資助推行的香港賽馬會社
區資助計劃—陽光童行在大澳及香港賽
馬會「南丫好拍檔」計劃。

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
家庭分享有趣故事

新年前，義工細心地為有需要長者恤個靚髮

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 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
家庭分享有趣故事
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
家庭分享有趣故事

新年前，義工細心地為有需要長者恤個靚髮新年前，義工細心地為有需要長者恤個靚髮

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

收到劇場手工包很開心，因為我很
喜歡做手工。我最喜歡《抗疫小隊
長》的貓貓消毒俠，因為牠噴消毒
液打敗了病毒。我還設計了雙眼會

發射激光的病毒紙偶！

(志婷、
志旻媽媽)

東翹公司義工與孩子一起製作玻璃畫

靜待彩虹來臨

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普遍基層家庭的收
入驟減，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有見及此，本
會與商界合作，向受影響的家庭派發3,000份價
值約四百元「恒隆愛心食物包」，一萬張價值
二百元的百佳食物現金券予低收入家庭，超過
40,000份的防疫物資，減低基層家庭的負擔。

另外，我們亦感謝東翹在疫境中的大力支持，
將小朋友創作的彩虹畫製作成玻璃飾品，並拍
攝打氣短片，更於2020年12月舉行「畫出彩虹 
愛的傳遞」繪畫比賽，鼓勵小朋友疫境自強．
超過80多人先後受惠。

多謝安徒生會為我的家庭安排了食物禮
券及愛心食物包，由於疫情期間要留守
在家看管小朋友，家庭經濟受到很大壓
力，食物包及食物券能舒緩家庭經濟
負擔，我用來購買急凍食品、肉類、
奶類，增加小朋友的營養。使我感到來
自人們的溫暖，衷心感謝捐贈！

派發「恒隆愛心食物包」

傳播
愛與希望，一起靜待彩虹的來臨

Deli
ver L

ove and Hope, Wait for the Rainbow Together

“故事姐姐「講得到，做得到」，所以小朋
友吸收特別快及容易掌握！在互動方面十分
大的啟發！和小孩子的互動的確有很多的
新知識學習到。“ – 北角衞理小學 家長

疫情下不可以常常出外，但外出首選就是來中心。她們很喜歡到中心跟
其他小朋友一起看書、玩玩具、做義工。對於女兒們能在中心認識不同
年齡層的會員和義工，並主動溝通聊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興。

陳貝貉 (7歲)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及陳艾莎(6歲) 
佛教張梅桂幼稚園家長

社區以不同的活動向居民及島外人士介紹「社區貓」，讓大家學習如何與動物相處。

HansAndersenClub1963 Hansandersenclub 1963hac

當我讀小一的時候，便加入了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的
豐富活動和訓練，轉眼間已六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回想
曾經與長者寫詩，她們滿意的笑容鼓勵我繼續服務長者，
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樂趣。感激有中心職員的照顧，

讓我在這裡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的成長故事 梁寶明 (11歲) 聖博德學校

竹園中心經費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包威信中心經費由社會福利署贊助



    
關於安徒生會
安徒生會是一間本地的非牟利機構，服務香港眾多基層兒童及家庭。自1963年，我們與社會攜手合作，

提供故事資源、推廣閱讀文化及親子溝通，裝備孩子擁有良好品格，啟發思考及創造力。我們的願景是

讓故事潤澤孩子心靈，使孩子能與知識型社會接軌。

使命及願景
關懷子女，培育社群

 

聯絡我們
總會辦事處

電話︰2330 8904  傳真︰2338 8528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電郵︰info@hac.org.hk

網址︰www.hac.org.hk

童話夢工場 ︰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1號竹園社區中心5樓

故事盒 ︰ 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1401室

包威信中心 ︰ 九龍橫頭磡邨宏暉樓1-7號地下

竹園中心 ︰ 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103-106號地下B翼

南丫島中心 ︰ 南丫島榕樹灣大灣新村19號

大澳中心 ︰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商場8-8A號

 

創新活用故事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為了讓家長適應網上平台和增加學習的渠道，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於2021年4月首推
網上故事爸媽培訓，希望透過提供豐富及革新課程內容，使到家長可以在家學習，
培訓課程更獲得學校及參加者的肯定。2020-2021年度停課日子雖長，我們仍服務
逾60間學校及機構，提供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和兒童或親子故事活動等。以中心為
本的兒童服務因疫情轉為網上舉行，我們盡力為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故事及閱讀體驗，
包括故事直播、影片拍攝、網上實時小組、預製和派發手工包等，使兒童在安全的
環境下仍能體驗故事樂趣。

培育正向心靈

包威信中心及竹園中心

三菱電機贊助網上故事活動

聽完故事一起製作彈跳小青蛙

聽完故事後認真製作小手工

孩子們渴望很久的故事分享會 小朋友在疫情期間自己當YouTuber！

疫情特別工作

抗疫小隊長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安徒生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特別
企劃「抗疫小隊長」，出版原創電子繪本《抗疫小隊長》，以故事
形式向兒童推廣正確防疫知識，點擊率逾4,000次。我們更邀請兒童
參與，推出抗疫日記及防疫裝備設計比賽等，反應熱烈。在物資匱乏
的日子中，本計劃送出共3,915份防疫用品給低收入家庭，郵寄4,500
份「抗疫小劇場」手工包到參加者家中，小朋友利用手工包設計角
色紙偶，演出自家的抗疫劇場，活動為停課中的小朋友帶來歡樂及
創意。

樂琛（7歲）

抗疫日記分享疫情下生活點滴 小朋友創作自己的抗疫劇場

擁抱多元共融

南丫島中心及大澳中心

為照顧偏遠離島大澳和南丫島的需要，
獲香港賽馬會資助推行的香港賽馬會社
區資助計劃—陽光童行在大澳及香港賽
馬會「南丫好拍檔」計劃。

南丫島上街坊製作電台節目，邀請異國文化
家庭分享有趣故事

新年前，義工細心地為有需要長者恤個靚髮

退休導師為小朋友講故事

收到劇場手工包很開心，因為我很
喜歡做手工。我最喜歡《抗疫小隊
長》的貓貓消毒俠，因為牠噴消毒
液打敗了病毒。我還設計了雙眼會

發射激光的病毒紙偶！

(志婷、
志旻媽媽)

東翹公司義工與孩子一起製作玻璃畫

靜待彩虹來臨

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普遍基層家庭的收
入驟減，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有見及此，本
會與商界合作，向受影響的家庭派發3,000份價
值約四百元「恒隆愛心食物包」，一萬張價值
二百元的百佳食物現金券予低收入家庭，超過
40,000份的防疫物資，減低基層家庭的負擔。

另外，我們亦感謝東翹在疫境中的大力支持，
將小朋友創作的彩虹畫製作成玻璃飾品，並拍
攝打氣短片，更於2020年12月舉行「畫出彩虹 
愛的傳遞」繪畫比賽，鼓勵小朋友疫境自強．
超過80多人先後受惠。

樂琛（7歲）樂琛（7歲）

小朋友創作自己的抗疫劇場

(志婷、(志婷、
志旻媽媽)志旻媽媽)

攝打氣短片，更於2020年12月舉行「畫出彩虹 

多謝安徒生會為我的家庭安排了食物禮
券及愛心食物包，由於疫情期間要留守
在家看管小朋友，家庭經濟受到很大壓
力，食物包及食物券能舒緩家庭經濟
負擔，我用來購買急凍食品、肉類、
奶類，增加小朋友的營養。使我感到來
自人們的溫暖，衷心感謝捐贈！

派發「恒隆愛心食物包」

傳播
愛與希望，一起靜待彩虹的來臨

Deli
ver L

ove and Hope, Wait for the Rainbow Together

“故事姐姐「講得到，做得到」，所以小朋
友吸收特別快及容易掌握！在互動方面十分
大的啟發！和小孩子的互動的確有很多的
新知識學習到。“ – 北角衞理小學 家長

疫情下不可以常常出外，但外出首選就是來中心。她們很喜歡到中心跟
其他小朋友一起看書、玩玩具、做義工。對於女兒們能在中心認識不同
年齡層的會員和義工，並主動溝通聊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興。

陳貝貉 (7歲)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及陳艾莎(6歲) 
佛教張梅桂幼稚園家長

社區以不同的活動向居民及島外人士介紹「社區貓」，讓大家學習如何與動物相處。

HansAndersenClub1963 Hansandersenclub 1963hac

當我讀小一的時候，便加入了安徒生會包威信中心的
豐富活動和訓練，轉眼間已六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回想
曾經與長者寫詩，她們滿意的笑容鼓勵我繼續服務長者，
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樂趣。感激有中心職員的照顧，

讓我在這裡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的成長故事 梁寶明 (11歲) 聖博德學校

竹園中心經費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包威信中心經費由社會福利署贊助

派發「恒隆愛心食物包」

，活動為停課中的小朋友帶來歡樂及

小朋友創作自己的抗疫劇場



悅讀理財小富翁

承蒙法興銀行及攜手扶弱基金贊助，安徒生會於2020年12月開展「悅讀理財小富翁」
計劃，透過故事與兒童講解貨幣的用途和購物消費的正確態度、並灌輸規劃與善用零
用錢，以及懂得惜物減少浪費等知識，藉此向兒童推廣健康金錢價值觀。

我們為低收入地區的小學提供免費講座及工作坊，每位參加者可獲贈由本會設計的資
源冊及DIY錢箱手工包一份，讓學生學會分配自己的金錢，好好管理自己的財富。

的近律師行義工與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於螢光幕上合照留念。

悅讀新視野

為推廣關愛校園文化，預防欺凌問題，本會自2015年起與香港城
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合辦「悅讀新視野」
計劃，研究以「故事介入治療法」改善兒童欺凌行為的成效。

「故事介入治療」研究結果新聞發布會於2020年12月18日舉行，
獲6間媒體（香港01、蘋果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周刊、親子王及
商業電台）報導。會上馮麗姝博士發表了2017至2019年「故事介
入治療法」的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在近5,000名學生中，用國際認
可的「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篩選出311名「高危學童」，
並將他們分為三個組別，包括採用故事介入治療法的「實驗組」、
採用一般故事活動的「安慰組」及作對照研究的「等候組」。結果
發現，參與「實驗組」的學童經過十節小組後，攻擊行為指數減低
逾三成。在小組結束後半年，他們的攻擊行為指數不但沒有反彈，
更進一步下跌至逾四成。

承蒙香港公益金贊助，本會得以在2020-2023年度擴大服務範圍，除了故事小組以外，
亦提供「讓愛走動」學生故事講座及「在繪本中成長」家長工作坊。在2020-2021年
度，已有11間小學參與本計劃，學生受惠人次達2,776人。網上故事資源庫「悅讀花園」
亦於去年啟用，網站按主題及年齡推介繪本，並以影片分享故事活動及故事技巧，現
時網站點擊率已達30,000次。未來，我們將推出家長資源冊，幫助家長從繪本中反思
教養方式，以繪本促進與孩子的交流；亦會舉行工作坊，加深教師、社工及兒童工作者
對「故事介入治療法」的認識，期望進一步發揮故事的力量。

活用故事 建立孩子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能為城市中的弱勢兒童或基層家庭服務。無論是為孩子伴讀，義務提供您的專業技能，
還是支持我們的籌款活動，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悅讀愈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計劃分為上下學期在網上進行，除了本會會員，另有29間學校參與，共有1,028名小一至小六合資格學童受惠。在3,000多份讀
後感中，最受歡迎的繪本是《愛吃青菜的鱷魚》，其次是《笨熊，加油！》及《完美小孩》。「悅讀愈強」計劃挑選的每本繪
本都有不同寓意，不同年紀的讀者會有不同的反思。

除了為學童提供網上閱讀，計劃特別為家長準備了一系列網上工作坊，22次工作坊共有超過1,300人次參與，雙語內容涉及多方
面知識，包括閱讀技巧、家教溝通丶運動按摩及靜觀反思。

此外，資深作家丶繪本家丶親子教育工作者及社工也一起為學童及家長打氣。「悅讀愈強」加油站（網上週刊）為他們提供了
在創意閱讀及親子關係上的實用貼士。

安徒生會各中心更設置「悅讀愈強」童樂角，把閱讀從線上連到線下，讓更多的學童可以體驗閱讀帶來的好處，延續「悅讀愈
強」的精神。

耆妙童話義人行

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的「耆妙童話義人行」透過專業故事培訓和義工服務，讓金齡義工
走進社區或幼稚園，為學童講故事，推動跨代共融。計劃於本年度有約2,383參與人次，
受惠人數為1,016人，當中包括義工長者及兒童。疫情期間，金齡義工亦積極嘗試學習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的近律師行義工與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於螢光幕上合照留念。

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
事好好聽，多謝佢哋好用心咁講故事俾
我哋聽，我哋都好鍾意參加故事活動」

故事的力量超乎我們的想像，Zoom活動吸引了
過百對親子參加

《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打氣，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就好像多啦A夢的
「隨意門」，帶你進到一個新世界！好好探索，
好好發現！加油！

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
Facebook直播

疫情下難得的實體故事活動

義工用心預備故事道具，以戲劇形式分
享故事

日常小事成創作靈感，故事
達人雄仔叔叔阮志雄籲要
保持好奇心

單位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840^ 14,386^
竹園中心  1,270 16,984
包威信中心  982 14,526
南丫島中心  936 5,368
大澳中心  664 5,610
總數  4,652 56,874

^數字包括「悅讀新視野」、「悅讀理財小富翁」、「耆妙童話義入行」計劃
*數字包括開放開節數及偶到服務人次

「悅讀理材小富翁」資源冊
及DIY錢箱手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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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報
Annual Report

特別項目

法律小先鋒

安徒生會與的近律師行自2014年起合辦
「法律小先鋒」，竹園中心和包威信中心有幸
於2020年6月24日亦參與是次活動，共有
28位小朋友參與。因疫情關係，的近律師
行的律師在辦公室透過網上活動與小朋友
互動，以故事形式介紹有關版權及抄襲的相
關法律知識，內容生動有趣。相信小朋友參
與活動後，能了解香港市民所享有的權利與
義務。

2020年12月舉行記者發布會，公布「故事介入治療」的
成效

參加者林藹翹在記者會上分享自己
透過計劃學識情緒控制，與家姐關係
變好

計劃最值的欣賞的地方，是讓學生感到他們可
透過自己的努力，是可獲得別人的肯定，從而鼓勵
同學多閱讀，以增廣見聞。—— 荃灣天主教小學-

馬國良校長

社會福利署     香港公益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服務收入     公司及信託基金     公眾捐款     其他

直接服務     籌募開支     行政開支

$854,706 (6%)$32,396 (0.2%)

掃描QR Code查看財務報表
就讀小四的林藹翹於2020年暑假參與「悅讀新視野」故事小組。過去藹
翹不時為爭奪玩具和姐姐吵架，甚至情緒失控，出現復仇行為。參加由本
會社工帶領的小組後，藹翹學習到運用「情緒紅黃綠燈」冷靜自己，控制情
緒——「我會離開現場，去洗手間洗臉冷靜一下。之後問家姐點解要搶玩
具，我就同家姐解釋：『我畀你搶玩具都會唔開心，我都想玩，不如我們
一齊玩？』」藹翹懂得運用紅燈：停一停，冷靜憤怒情緒；再運用黃燈：想
一想，思考事情的其他可能；最後用綠燈：行一行，以「我訊息」表達自
己的感受和期望。小組結束後，藹翹認為最大的得著是與姐姐的關係變好，
相處更融洽。

吳家儀姑娘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讓中心長者義工學習專業的故事
技巧，學習溝通技巧、繪本
賞析、道具製作及應用，使義工
們最後能成為故事叔叔姨姨與小
朋友服務，促進跨代共融，
及增強義工的自信心，
體驗新事物。

「『為什麼』是一個很有份量的字。它賜給我們
知識，知識可以運用在每天的生活當中。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要努力付出才可以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的東西，
沒有捷徑；如果失敗了，要站起來再嘗試。」——居於

大澳的艾莉珊閱讀繪本《Why》的讀後感

總收人 $14,308,985

$130,454 (0.9%) $516,108 (3.6%)

總支出 $14,171,311
$13,284,209 (93.7%)

$4,782,057 (33.4%)

$2,798,096 (19.6%)

$1,902,230 (13.3%)$3,047,984 (21.3%)

$1,132,056 (7.9%)



悅讀理財小富翁

承蒙法興銀行及攜手扶弱基金贊助，安徒生會於2020年12月開展「悅讀理財小富翁」
計劃，透過故事與兒童講解貨幣的用途和購物消費的正確態度、並灌輸規劃與善用零
用錢，以及懂得惜物減少浪費等知識，藉此向兒童推廣健康金錢價值觀。

我們為低收入地區的小學提供免費講座及工作坊，每位參加者可獲贈由本會設計的資
源冊及DIY錢箱手工包一份，讓學生學會分配自己的金錢，好好管理自己的財富。

的近律師行義工與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於螢光幕上合照留念。

悅讀新視野

為推廣關愛校園文化，預防欺凌問題，本會自2015年起與香港城
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合辦「悅讀新視野」
計劃，研究以「故事介入治療法」改善兒童欺凌行為的成效。

「故事介入治療」研究結果新聞發布會於2020年12月18日舉行，
獲6間媒體（香港01、蘋果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周刊、親子王及
商業電台）報導。會上馮麗姝博士發表了2017至2019年「故事介
入治療法」的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在近5,000名學生中，用國際認
可的「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篩選出311名「高危學童」，
並將他們分為三個組別，包括採用故事介入治療法的「實驗組」、
採用一般故事活動的「安慰組」及作對照研究的「等候組」。結果
發現，參與「實驗組」的學童經過十節小組後，攻擊行為指數減低
逾三成。在小組結束後半年，他們的攻擊行為指數不但沒有反彈，
更進一步下跌至逾四成。

承蒙香港公益金贊助，本會得以在2020-2023年度擴大服務範圍，除了故事小組以外，
亦提供「讓愛走動」學生故事講座及「在繪本中成長」家長工作坊。在2020-2021年
度，已有11間小學參與本計劃，學生受惠人次達2,776人。網上故事資源庫「悅讀花園」
亦於去年啟用，網站按主題及年齡推介繪本，並以影片分享故事活動及故事技巧，現
時網站點擊率已達30,000次。未來，我們將推出家長資源冊，幫助家長從繪本中反思
教養方式，以繪本促進與孩子的交流；亦會舉行工作坊，加深教師、社工及兒童工作者
對「故事介入治療法」的認識，期望進一步發揮故事的力量。

活用故事 建立孩子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能為城市中的弱勢兒童或基層家庭服務。無論是為孩子伴讀，義務提供您的專業技能，
還是支持我們的籌款活動，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悅讀愈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計劃分為上下學期在網上進行，除了本會會員，另有29間學校參與，共有1,028名小一至小六合資格學童受惠。在3,000多份讀
後感中，最受歡迎的繪本是《愛吃青菜的鱷魚》，其次是《笨熊，加油！》及《完美小孩》。「悅讀愈強」計劃挑選的每本繪
本都有不同寓意，不同年紀的讀者會有不同的反思。

除了為學童提供網上閱讀，計劃特別為家長準備了一系列網上工作坊，22次工作坊共有超過1,300人次參與，雙語內容涉及多方
面知識，包括閱讀技巧、家教溝通丶運動按摩及靜觀反思。

此外，資深作家丶繪本家丶親子教育工作者及社工也一起為學童及家長打氣。「悅讀愈強」加油站（網上週刊）為他們提供了
在創意閱讀及親子關係上的實用貼士。

安徒生會各中心更設置「悅讀愈強」童樂角，把閱讀從線上連到線下，讓更多的學童可以體驗閱讀帶來的好處，延續「悅讀愈
強」的精神。

耆妙童話義人行

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的「耆妙童話義人行」透過專業故事培訓和義工服務，讓金齡義工
走進社區或幼稚園，為學童講故事，推動跨代共融。計劃於本年度有約2,383參與人次，
受惠人數為1,016人，當中包括義工長者及兒童。疫情期間，金齡義工亦積極嘗試學習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
事好好聽，多謝佢哋好用心咁講故事俾
我哋聽，我哋都好鍾意參加故事活動」

故事的力量超乎我們的想像，Zoom活動吸引了
過百對親子參加
故事的力量超乎我們的想像，Zoom活動吸引了《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打氣，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就好像多啦A夢的
「隨意門」，帶你進到一個新世界！好好探索，
好好發現！加油！

《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
Facebook直播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
疫情下難得的實體故事活動

受惠人數為1,016人，當中包括義工長者及兒童。疫情期間，金齡義工亦積極嘗試學習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義工用心預備故事道具，以戲劇形式分
享故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
事好好聽
我哋聽，我哋都好鍾意參加故事活動」

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
疫情下難得的實體故事活動

義工用心預備故事道具，以戲劇形式分
享故事

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

疫情下難得的實體故事活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計劃分為上下學期在網上進行，除了本會會員，另有29間學校參與，共有1,028名小一至小六合資格學童受惠。在3,000多份讀
後感中，最受歡迎的繪本是《愛吃青菜的鱷魚》，其次是《笨熊，加油！》及《完美小孩》。「悅讀愈強」計劃挑選的每本繪
本都有不同寓意，不同年紀的讀者會有不同的反思。

《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打氣，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就好像多啦A夢的
《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日常小事成創作靈感，故事
達人雄仔叔叔阮志雄籲要
保持好奇心

單位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840^ 14,386^
竹園中心  1,270 16,984
包威信中心  982 14,526
南丫島中心  936 5,368
大澳中心  664 5,610
總數  4,652 56,874

^數字包括「悅讀新視野」、「悅讀理財小富翁」、「耆妙童話義入行」計劃
*數字包括開放開節數及偶到服務人次

「悅讀理材小富翁」資源冊
及DIY錢箱手工包

傳播
愛與希望，一起靜待彩虹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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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項目

法律小先鋒

安徒生會與的近律師行自2014年起合辦
「法律小先鋒」，竹園中心和包威信中心有幸
於2020年6月24日亦參與是次活動，共有
28位小朋友參與。因疫情關係，的近律師
行的律師在辦公室透過網上活動與小朋友
互動，以故事形式介紹有關版權及抄襲的相
關法律知識，內容生動有趣。相信小朋友參
與活動後，能了解香港市民所享有的權利與
義務。

2020年12月舉行記者發布會，公布「故事介入治療」的
成效

參加者林藹翹在記者會上分享自己
透過計劃學識情緒控制，與家姐關係
變好

計劃最值的欣賞的地方，是讓學生感到他們可
透過自己的努力，是可獲得別人的肯定，從而鼓勵
同學多閱讀，以增廣見聞。—— 荃灣天主教小學-

馬國良校長

社會福利署     香港公益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服務收入     公司及信託基金     公眾捐款     其他

直接服務     籌募開支     行政開支

$854,706 (6%)$32,396 (0.2%)

掃描QR Code查看財務報表
就讀小四的林藹翹於2020年暑假參與「悅讀新視野」故事小組。過去藹
翹不時為爭奪玩具和姐姐吵架，甚至情緒失控，出現復仇行為。參加由本
會社工帶領的小組後，藹翹學習到運用「情緒紅黃綠燈」冷靜自己，控制情
緒——「我會離開現場，去洗手間洗臉冷靜一下。之後問家姐點解要搶玩
具，我就同家姐解釋：『我畀你搶玩具都會唔開心，我都想玩，不如我們
一齊玩？』」藹翹懂得運用紅燈：停一停，冷靜憤怒情緒；再運用黃燈：想
一想，思考事情的其他可能；最後用綠燈：行一行，以「我訊息」表達自
己的感受和期望。小組結束後，藹翹認為最大的得著是與姐姐的關係變好，
相處更融洽。

吳家儀姑娘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讓中心長者義工學習專業的故事
技巧，學習溝通技巧、繪本
賞析、道具製作及應用，使義工
們最後能成為故事叔叔姨姨與小
朋友服務，促進跨代共融，
及增強義工的自信心，
體驗新事物。

「『為什麼』是一個很有份量的字。它賜給我們
知識，知識可以運用在每天的生活當中。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要努力付出才可以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的東西，
沒有捷徑；如果失敗了，要站起來再嘗試。」——居於

大澳的艾莉珊閱讀繪本《Why》的讀後感

總收人 $14,308,985

$130,454 (0.9%) $516,108 (3.6%)

總支出 $14,171,311
$13,284,209 (93.7%)

$4,782,057 (33.4%)

$2,798,096 (19.6%)

$1,902,230 (13.3%)$3,047,984 (21.3%)

$1,132,056 (7.9%)



悅讀理財小富翁

承蒙法興銀行及攜手扶弱基金贊助，安徒生會於2020年12月開展「悅讀理財小富翁」
計劃，透過故事與兒童講解貨幣的用途和購物消費的正確態度、並灌輸規劃與善用零
用錢，以及懂得惜物減少浪費等知識，藉此向兒童推廣健康金錢價值觀。

我們為低收入地區的小學提供免費講座及工作坊，每位參加者可獲贈由本會設計的資
源冊及DIY錢箱手工包一份，讓學生學會分配自己的金錢，好好管理自己的財富。

的近律師行義工與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於螢光幕上合照留念。

悅讀新視野

為推廣關愛校園文化，預防欺凌問題，本會自2015年起與香港城
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合辦「悅讀新視野」
計劃，研究以「故事介入治療法」改善兒童欺凌行為的成效。

「故事介入治療」研究結果新聞發布會於2020年12月18日舉行，
獲6間媒體（香港01、蘋果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周刊、親子王及
商業電台）報導。會上馮麗姝博士發表了2017至2019年「故事介
入治療法」的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在近5,000名學生中，用國際認
可的「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篩選出311名「高危學童」，
並將他們分為三個組別，包括採用故事介入治療法的「實驗組」、
採用一般故事活動的「安慰組」及作對照研究的「等候組」。結果
發現，參與「實驗組」的學童經過十節小組後，攻擊行為指數減低
逾三成。在小組結束後半年，他們的攻擊行為指數不但沒有反彈，
更進一步下跌至逾四成。

承蒙香港公益金贊助，本會得以在2020-2023年度擴大服務範圍，除了故事小組以外，
亦提供「讓愛走動」學生故事講座及「在繪本中成長」家長工作坊。在2020-2021年
度，已有11間小學參與本計劃，學生受惠人次達2,776人。網上故事資源庫「悅讀花園」
亦於去年啟用，網站按主題及年齡推介繪本，並以影片分享故事活動及故事技巧，現
時網站點擊率已達30,000次。未來，我們將推出家長資源冊，幫助家長從繪本中反思
教養方式，以繪本促進與孩子的交流；亦會舉行工作坊，加深教師、社工及兒童工作者
對「故事介入治療法」的認識，期望進一步發揮故事的力量。

活用故事 建立孩子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能為城市中的弱勢兒童或基層家庭服務。無論是為孩子伴讀，義務提供您的專業技能，
還是支持我們的籌款活動，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悅讀愈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減，捉襟見肘。在
逆境之下，本會透過為學童提供學習資助及心靈支援，舒緩壓力，同時培養學童閱讀的習
慣，學習逆境自強，渡過難關。承蒙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安徒生會過去一年推出「悅讀
愈強」計劃，為合資格學童提供港幣1,500至2,000元的獎學金，參加者在完成閱讀任務及
親子活動後，即可獲得獎勵，鼓勵親子一起從書本中學習。

計劃分為上下學期在網上進行，除了本會會員，另有29間學校參與，共有1,028名小一至小六合資格學童受惠。在3,000多份讀
後感中，最受歡迎的繪本是《愛吃青菜的鱷魚》，其次是《笨熊，加油！》及《完美小孩》。「悅讀愈強」計劃挑選的每本繪
本都有不同寓意，不同年紀的讀者會有不同的反思。

除了為學童提供網上閱讀，計劃特別為家長準備了一系列網上工作坊，22次工作坊共有超過1,300人次參與，雙語內容涉及多方
面知識，包括閱讀技巧、家教溝通丶運動按摩及靜觀反思。

此外，資深作家丶繪本家丶親子教育工作者及社工也一起為學童及家長打氣。「悅讀愈強」加油站（網上週刊）為他們提供了
在創意閱讀及親子關係上的實用貼士。

安徒生會各中心更設置「悅讀愈強」童樂角，把閱讀從線上連到線下，讓更多的學童可以體驗閱讀帶來的好處，延續「悅讀愈
強」的精神。

耆妙童話義人行

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的「耆妙童話義人行」透過專業故事培訓和義工服務，讓金齡義工
走進社區或幼稚園，為學童講故事，推動跨代共融。計劃於本年度有約2,383參與人次，
受惠人數為1,016人，當中包括義工長者及兒童。疫情期間，金齡義工亦積極嘗試學習
利用網上平台，拍攝故事短片、舉行網上故事活動及以Facebook直播形式，與兒童分享
故事，彼此交流。我們共製作了42條影片，觀看次數逾12,000次。

柏熹 (左上) ：「故事義工叔叔姨姨講故
事好好聽，多謝佢哋好用心咁講故事俾
我哋聽，我哋都好鍾意參加故事活動」

故事的力量超乎我們的想像，Zoom活動吸引了
過百對親子參加

《幻愛》小說作家蔣曉薇為「悅讀愈強」參加者
打氣，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就好像多啦A夢的
「隨意門」，帶你進到一個新世界！好好探索，
好好發現！加油！

長者及小義工前來童話夢工場，進行新年
Facebook直播

疫情下難得的實體故事活動

義工用心預備故事道具，以戲劇形式分
享故事

日常小事成創作靈感，故事
達人雄仔叔叔阮志雄籲要
保持好奇心

單位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童話夢工場及故事盒  840^ 14,386^
竹園中心  1,270 16,984
包威信中心  982 14,526
南丫島中心  936 5,368
大澳中心  664 5,610
總數  4,652 56,874

^數字包括「悅讀新視野」、「悅讀理財小富翁」、「耆妙童話義入行」計劃
*數字包括開放開節數及偶到服務人次

「悅讀理材小富翁」資源冊
及DIY錢箱手工包

傳播
愛與希望，一起靜待彩虹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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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先鋒

安徒生會與的近律師行自2014年起合辦
「法律小先鋒」，竹園中心和包威信中心有幸
於2020年6月24日亦參與是次活動，共有
28位小朋友參與。因疫情關係，的近律師
行的律師在辦公室透過網上活動與小朋友
互動，以故事形式介紹有關版權及抄襲的相
關法律知識，內容生動有趣。相信小朋友參
與活動後，能了解香港市民所享有的權利與
義務。

2020年12月舉行記者發布會，公布「故事介入治療」的
成效

參加者林藹翹在記者會上分享自己
透過計劃學識情緒控制，與家姐關係
變好

計劃最值的欣賞的地方，是讓學生感到他們可
透過自己的努力，是可獲得別人的肯定，從而鼓勵
同學多閱讀，以增廣見聞。—— 荃灣天主教小學-

馬國良校長

社會福利署     香港公益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服務收入     公司及信託基金     公眾捐款     其他

直接服務     籌募開支     行政開支

$854,706 (6%)$32,396 (0.2%)

掃描QR Code查看財務報表
就讀小四的林藹翹於2020年暑假參與「悅讀新視野」故事小組。過去藹
翹不時為爭奪玩具和姐姐吵架，甚至情緒失控，出現復仇行為。參加由本
會社工帶領的小組後，藹翹學習到運用「情緒紅黃綠燈」冷靜自己，控制情
緒——「我會離開現場，去洗手間洗臉冷靜一下。之後問家姐點解要搶玩
具，我就同家姐解釋：『我畀你搶玩具都會唔開心，我都想玩，不如我們
一齊玩？』」藹翹懂得運用紅燈：停一停，冷靜憤怒情緒；再運用黃燈：想
一想，思考事情的其他可能；最後用綠燈：行一行，以「我訊息」表達自
己的感受和期望。小組結束後，藹翹認為最大的得著是與姐姐的關係變好，
相處更融洽。

吳家儀姑娘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讓中心長者義工學習專業的故事
技巧，學習溝通技巧、繪本
賞析、道具製作及應用，使義工
們最後能成為故事叔叔姨姨與小
朋友服務，促進跨代共融，
及增強義工的自信心，
體驗新事物。

「『為什麼』是一個很有份量的字。它賜給我們
知識，知識可以運用在每天的生活當中。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要努力付出才可以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的東西，
沒有捷徑；如果失敗了，要站起來再嘗試。」——居於

大澳的艾莉珊閱讀繪本《Why》的讀後感

總收人 $14,308,985

$130,454 (0.9%) $516,108 (3.6%)

總支出 $14,171,311
$13,284,209 (93.7%)

$4,782,057 (33.4%)

$2,798,096 (19.6%)

$1,902,230 (13.3%)$3,047,984 (21.3%)

$1,132,056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