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門重點
●	 得到熱心人士許陳玉顏女士的捐助，本會家庭及兒童福

利服務部舉辦「Endless 愛•無限計劃」，以「共聚、

欣賞、用愛凝聚家庭力量」為主題，內容包括進行家庭

問卷調查，以了解家庭成員間之互動及相處模式、製作

親子遊戲小錦囊，讓家庭成員可以在家裡進行簡單的互

動遊戲，並在未來一年進行多元化家庭活動，為個別家

庭作深入跟進，提升家庭成員間的相處技巧及凝聚力。

部門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三日，在香港迪士尼酒店舉行

計劃啟動禮及發佈「家庭溝通模式調查報告」，並倡議

「一個無手機的相聚時刻」，在聚餐前進行一個熄手機

聚餐行動，讓大家體會「輕觸熄機一分鐘•深情相聚在

其中」的樂趣。計劃獲得傳媒廣泛報導。活動主禮嘉賓

包括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金民豪先生，以及本會

總幹事董志發先生。

●	 本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統籌，與區內二十多個團體合辦

的「東涌響噹噹計劃」，獲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

福利辦事處頒發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最佳地區夥伴協

作計劃獎（離島區)」；東涌綜合服務中心與少數族裔人

士支援中心統籌及與區內康復機構合作推行的「家盟•

義工－健康家庭•窩心社區」計劃，則獲頒發「最佳實

踐計劃獎－社區共融」。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	 建立及鞏固家庭網絡，推動鄰里互助：中心去年繼續推

家庭及兒童
　福利服務部報告

行「家樂地圖計劃」，將新來港家庭與獨居長者配對，

定期探訪體弱長者及與長者慶祝生日等；「睦鄰大使」

透過家訪及街展，全年接觸了五百六十個家庭，發掘了

二百六十多個隱蔽家庭，並與其中的三十五個家庭配

對，作定期探訪，建立互助網絡。中心各義工隊，包括

「親子義工隊」及「愉景灣愛心廚房義工隊」等，亦積

極定期探訪區內獨居長者和雙老家庭，協助他們清潔家

居，送贈禦寒用品及派發愛心湯水。

●	 以「家庭為本介入模式」，發掘家庭的強項：在家庭發

展方面，中心按照家庭生命周期去設計「爸媽醒目學

堂」，如將同一主題劃分適合各年齡組群的內容，更有

效地針對參與家庭的需要，而因應人口結構，去年重點

為「子女就讀高小的家長」；中心繼續與嘉里集團合作

推行「行者家庭學院」，全力舉辦「夫婦合作管教」工

作坊；有關單親家庭的關顧工作、中心去年定期推行家

長支援小組和兒童活動，提升家庭強項及建立家庭的互

助網絡；同時以遊戲治療、身心靈介入手法與親子平衡

小組等，為有特定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

●	 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培養建立正面態度及目標：

中心繼續與新世界集團推行「飛躍新世界」可持續發

展社區計劃」，包括「新世界飛魚計劃」游泳訓練班及

「新世界籃球飛躍計劃」籃球訓練班，讓一百三十多名

來自資源缺乏家庭之兒童，透過參與持續性的運動訓

練，發展潛能，提升團隊合作精神，成為社會的新動

力；亦繼續發展「師友計劃」，將集團的職員與青少年

學員作師友配對，並每季舉辦師友活動，從而建立學員

正面的人生觀與態度，迎接生活中的挑戰；中心去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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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生涯規劃、升學就業支援、職場探索、實務工作體驗

及選科資訊，增加青少年對行業的認識，擴闊視野，從

而建立人生目標。

兒童服務籌募經費，約近有一千名觀眾及嘉賓蒞臨欣

賞；此劇為原創劇，由一班來自愉景灣和離島的退休

居民傾力演出，劇中通過不同的故事穿插，反映出港

人努力不懈的靈活多變的特質，讓觀眾與演出者一起

探索及細味那些年的一點一滴。

家庭支援網絡隊
●	 去年，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繼續以外展形式，如「街

站」、有系統的家訪計劃及不同的節日活動，宣傳網絡

隊的服務，發掘較被動或不認識社會資源和服務的人士

或家庭，並於有需要時作即時及適切的服務轉介；網絡

隊去年共接觸四百多戶新家庭，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一為

新來港家庭、百分之四十八為長者及百分之三十一為低

收入家庭。

●	 網路隊強調與各類團體合作，讓有需要的家庭得到適切

的資源與支援，如申請社署的資源、推廣珍惜生命的訊

息等；透過不同種類的義務工作的機會，提升服務使用

者的能力感，如賣旗、街站、探訪、手作義賣等；與多

個團體合作推行多元化活動及義工計劃，如獲惠家慈善

基金贊助，舉辦「故事英語伴讀遊」計劃」，內容包括

「伴讀小組」、增廣見聞遊的車費、以「一對一」方式

配對義工及家庭，、以與及畢業禮等，計劃共有六十個

受惠家庭。

東涌嚮噹噹計劃—至醒家庭大匯聚大合照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舉辦生命無價嘉年華

巿區單身人士宿舍

賽馬會樂富宿舍
●	 去年，宿舍有七十七位新舍友入宿，覓得長遠居所而遷

出的有八十位。舍友背景大多數都有家庭問題，亦有因

經濟問題而入住，舍友多為露宿者、長期住院後無家者

及大陸回流無居所人士等。宿舍致力協助舍友適應群體

生活，亦協助他們尋找工作、在職輔導、進修升學，以

至尋覓長遠居所等，讓不熟悉租屋程序的舍友掌握有關

知識，陪伴他們經歷整個尋覓的過程。

「新世界飛魚計劃」參與維港泳的小健兒及隊友

●	 為不同類型待業人士提供更多職位選擇：中心去年增

加了僱員再培訓課程的種類，提升更多人士的就業技

能；繼續舉辦招聘會、茶座和格仔舖，拓展居民尋找

兼職的機會及讓居民嘗試學習營運生意；此外，中心

亦與企業合作，舉辦婦女編織班，提供銷售製成品的

平台，為婦女提供職業支援，增強她們參與經濟活動

的能力。

●	 推動居民積極參與及社區共融：中心與少數族裔人士

支援中心及香港耀能協會富東宿舍及訓練中心，合作

推行「家盟•義工－健康家庭•窩心社區」計劃，透

過不同的家庭活動及家庭義務工作，讓不同種族和不

同能力的人士走在一起，推動社會包容及社區和諧；

去年，「東涌嚮噹噹計劃」的主題為「醒目家庭樂東

涌」，與二十多個合辦團體，藉家庭教育展覽及社區互

動遊戲，推動正向家庭關係。中心在二零一五年十月

二十四日，假座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辦「那些

年之情未逝•緣未了」慈善音樂劇，為本會發展障礙

鄰舍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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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樂富宿舍義工隊小組

賽馬會樂富宿舍義工隊小組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為不同族裔的學前兒童舉辦學前活
動組

●	 宿舍鼓勵舍友積極參與，善用餘暇，去年參與多項活

動，有：如恆常節日活動、賣旗籌款、步行籌款及欣

賞話劇等。此外，各項小組參加人數踴躍，特別是新

開辦的潮流玩意皮革手工藝小組，甚受歡迎，組員更

將製成品捐出作義賣籌款，成績令人鼓舞。恆常的義

工小組亦繼續熱心參與義務工作。

活動中擔任義工，舍友在過程中提升了形象，重拾信

心，貢獻社會。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	 為了協助少數族裔人士更容易適應社會及得到合適的

支援，中心去年繼續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廣東話和英

語的語言學習班及非華語學生課後支援服務。中心亦

為學前兒童舉辦不同族裔幼兒活動組，以增進家長對

子女成長的認識及促進親子關係。 

●	 青少年服務方面，中心定期為少數族裔青少年舉辦不

同類型的運動訓練及球類比賽，讓青少年在過程中建

立自信與友誼，發揮體育精神及體驗羣體生活。

●	 中心更為少數族裔家庭舉辦不同的文化共融活動，並

組織兒童和青少年參與各類文化節慶活動，以推廣社

區及種族和諧，鼓勵居民間對彼此文化之認識，促進

相互之欣賞與尊重。

社區計劃
●	 計劃去年繼續營運合作社，為老弱和有需要人士提供

照顧及支援，而所有合作社每月平均生意額約有二十

多萬，這不但增加了基層家庭的收入，還提升基層的

自尊及生活質素。

●	 去年，計劃參與了「國際合作社日」所舉辦的大型活

動，對合作社及社會經濟的宣傳工作，別具意義；故

此，中心繼續參與在二零一五年「國際合作社日」舉

辦的墟市，促進合作社與公眾的互動，亦參加了香港

墟市節及文化葫蘆藝術在社區等，在推廣合作社外，

也成為合作社銷售產品的平台。

●	 計劃的社工在不同工作坊及論壇擔任講者，分享推行

合作社的經驗；香港電台和社聯頻道更訪問，並在媒

體中介紹了計劃及所成立的合作社。

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
●	 宿舍由民政事務總署委託本會管理，提供短期住宿服

務，透過「以人為本」的理念，鼓勵舍友互助互愛，

為未來獨立生活作好準備；協助舍友尋找工作或舉辦

就業支援培訓，鼓勵他們自力更生，投入社會。去

年，宿舍平均入住率約百分之九十三，全年遷入及遷

出之舍友分別為九十三人和一百零二人。

●	 除舉辦日常活動外，宿舍還推廣個人衞生和節約能源

的訊息，又定期舉辦節日性和康樂性活動，與舍友共

同建設和諧的群體生活。去年，宿舍繼續與本會香港

區其他服務單位合作推行「耆績顯姿彩計劃」，舍友探

訪獨居長者，令獨居長者感到關心和温暖，並在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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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節平均使用中心人次
Average (Centre-based) Attendance per Session : 349.21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Tung Chung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1. 會員人數

No. of Members : 2,665
3. 小組及活動節數

No. of Group & Programme Sessions

2. 新開或重開的個案數目
Total No. of New / Reactivated Cases : 448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預防及發展
Preventive &

 Developmental

支援及補救
Supportive & 

Remedial 

1,000 2,000 3,000 4,0000

2,899

1,485

市區單身人士宿舍名額
Capacity for Urban Hostel for Single Persons 312

使用宿舍服務人數
No. of Persons Served in Urban Hostel Service 294

小組及活動次數
No. of Group and Programme 281

參與小組及活動人次
Total Attendance of Group and Programme 3,516

市區單身人士宿舍
Urban Hostel for Single Persons

家庭支援網絡隊
Family Support Networking Team

透過外展方式新接觸的有需要住戶數目
No. of Vulnerable Household Newly Contacted through Outreaching Attempts 438

轉介數目
No. of Referrals 198

義工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14

沙田服務中心
Shatin Social Service Centre

參與計劃人數
Number of Project Participants 1048

網絡數目
No. of Network 43

協作機構數目
No. of Collaboration Organisations 104

合作社數目
No. of Cooperative 43

合作社成員人數
No. of Persons Participated in Cooperative 247

合作社服務人次
No. of Persons served by Cooperative 24,630

鄰舍輔導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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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中心去年推行多項支援性及發展性計劃，包括「關愛基

金」的「富亨學堂」，為四十名低收入兒童提供課後支

援；與大埔區議會合辦「藝行勇闖高峰計劃」，以視覺

藝術展現小學生的能力與心聲；申請社會福利署地區青

少年發展資助計劃，舉辦「一對手•創路計劃」，協助

四十名邊緣青少年提升自我形象；與懲教署愛群義工隊

合作，舉辦「籃神計劃」青少年籃球訓練，提升四十名

青少年意志與毅力；申請「青少年內地資助計劃」舉辦

「追尋快樂之源—西安青海甘肅背包客交流計劃」，帶

領青少年了解內地人民生活及歷史文化；獲青年活動委

員會贊助二十項暑期活動，服務大埔及北區超過三百名

兒童和青少年；舉辦「青見展翅課程」，協助二十位青

年規劃人生及職業發展。

●	 本會推行公益金計劃「童步大埔」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完

成，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提供小組、個人和家庭全面

介入服務，提升學習興趣及動機，與不同專業、團體和

義工建立友善社區平台，協助兒童發展身心。此計劃與

香港大學社工系研究成效，期望找尋有特殊學習需要兒

童有效介入手法。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委 託 中 心 推 展 兒 童 發 展 基 金 第 四 期

「TEEN才夢•衝衝衝計劃」鼓勵一百名青少年規劃未

來及養成建立資產習慣，累積儲蓄和無形資產。第五期

「童行•夢之星計劃」一百名青少年剛開始參與。

●	 中心獲社會福利署委託，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完成為期三

年、在大埔和北區的社區及學校推行「共創成長路—賽

馬會社區青少年培育計劃」，每年均為四百八十名青少

年提供適切活動，達致全人發展。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	 二零一五年十月，中心十七位青少年與栢誠企業義工

隊，一行四十多人參與兩日一夜盲人傷健觀星營，他們

共同策劃及推行三個運用不同感官去完成的攤位遊戲，

供在場其他團體及殘障人士體驗；他們有機會與視障人

士一同觀星及觀日出，體會和見證視障及殘障人士都如

健全人士一樣，有權利和有能力去欣賞大自然景色，啟

發青少年對生命價值的反思。

●	 一百三十多名兒童及青少年參加為期五個月的「TEEN

之驕子創未來」職場探索系列活動。透過工作坊和考

與懲教署合作青少年「籃神計劃」 東涌青年與栢誠義工齊齊參與「盲人觀星傷健營2015」

青少年
　服務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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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他們認識紡織及環保工業、公共服務業、公共行

政、建造業、漁農業、傳媒業等行業，並了解應具備的

品格、價值觀和公民責任，在正向引導下察覺個人長

處，提升自信和學習動機，提升對傳統工業正面的觀

感，增加對社會的承擔，成就生涯規劃第一課。

●	 二零一五年七至十二月舉辦「青涌市集」，獲民政事務

局和青年事務委員會頒發「2015-16年優秀青年活動

嘉許計劃（離島區）」，一百五十名青少年最感興趣發

展工作模式—創業為題，讓青少年發揮專長和創意，經

過一系列訓練，合作營運市集，銷售自己的產品和表

演；有一班後勤人員擔任人流管制、舞台管理、財務，

宣傳推廣等工作。此計劃增強青少年的社交、策劃及統

籌能力，效能感和滿足感有所提升。市集提供了自然交

流平台，讓參加者與區內人士溝通，透過推銷產品，拉

近距離，從而建立互助互愛的社區。

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	 本會東區/灣仔外展社會工作隊轉移以網吧、酒吧為據

點，透過「雪球效應」去認識離散青少年；亦運用社交

軟件與青少年保持接觸，探索提供網上輔導的可能性；

地區社團及青少年群黨工作仍是外展隊的根基，透過小

組、活動和輔導，協助青少年了解需要，建立正面和正

確價值觀，克服難關。

●	 去年，因販毒而被捕青年仍是我們關注對象。年輕媽媽

數目上升令服務需要持續，去年外展隊完成第一階段試

驗服務，為年輕媽媽提供輔導支援小組，反應正面。

●	 外展隊去年開展「Coffee Bunny」流動咖啡車及各類型

手作活動，讓職志未明青年人作多方面嘗試。《青少年

夢想號》刊物第一期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出版，內容圍

繞青少年的尋夢故事，希望藉分享以喚起青少年人尋夢

的熱情。

●	 本會東涌青少年外展隊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

「愛己•愛人•愛得起計劃」，透過成長小組、健康諮

詢站及婦科檢查服務等，讓高危女性年青組群更了解自

己及達致成長，學習愛惜及欣賞自己，建立健康的生活

模式。

●	 本會東涌青少年外展隊去年首次將「敘事治療」手法加

入青少年話劇，重整以往經驗，再次舉行「『義』戲生

命劇場」，將青少年生命故事及對家庭、幸福的想法呈

現給觀眾，並參考「敍事治療」的「迴響團隊」手法，

增加分享部份，讓演員和觀眾都講出心聲，互相表達支

持，令社區人士瞭解到青少年的想法和處境，重建彼此

關係。大部份的演員回顧昔日與家人相處的片段，能深

體會到家人間的感情，從而學習改善關係的方法。

TEEN之驕子創未來─米埔水牛好時光考察活動

LOL網絡遊戲比賽

Afternoon Arena午後擂台之綜合知識選擇王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	 社工舉辦不同體驗活動，包括高結構挑戰網陣、馬術、

香草種植、沿繩下降、製作甜品及歷奇等，讓學生發揮

才能，發展所長，體驗多采的校園生活。社工與教育心

理學家為成績稍遜的初中生推行學習小組及為中四學生

舉辦增強學習動機和技巧課程，讓他們多了解自己及學

習技巧，如記憶法、閱讀理解與寫作、時間管理和應試

策略等，協助學生發揮潛質。

●	 社工舉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服務─區本計

劃」，讓清貧學生有較多免費學習機會，如為中六生

舉辦訓練班，掌握中文面試技巧，裝備自己；亦舉辦

「乘風航訓練日」、皮革班、生命歷情體驗活動、滴

膠製作班及咖啡拉花班等，以提升他們的技能與自尊

感。

●	 社工定期為領袖生團隊提供訓練，透過一連串的團隊

歷奇活動，加強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增強人際溝通技

巧，以及建立團隊合作精神，讓學生透過不同任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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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所學；亦透過學生自行籌辦活動，藉著團隊歷奇

活動增進不同級別同學間的關係，並協助建立正面的

校園氣氛。學生表現積極，並表示在活動中學習到新

的技能。

●	 社工舉辦不同類型的興趣小組，包括法式拼貼小組、

魔術小組和室內桌上遊戲小組等，讓學生透過輕鬆及

簡單的手法，建立正確的社交技巧，並提升自信心。

學生在小組中互相學習與欣賞，探索自己的興趣，加

強與同學的聯繫，建立和諧人際關係，互勉成長，共

建多元化的校園生活。

佛教黃鳳翎中學「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結業禮

他們活動需要。學生亦參與「露宿體驗工作坊」，了解

露宿者的需要和探討社會貧窮議題，藉以對自己的生

活作反省和珍惜。

課餘託管服務
●	 本會於天水圍、大埔、東涌和港島南區的課餘託管服

務，共提供近二百個名額，以多元智能培訓及「自我挑

戰獎勵計劃」，推動學生在學業、社交和興趣的發展。

透過「用餐禮儀」、「認識香港地圖」、「齊來做運動」

及親子活動，加強學生的生活體驗，發展個人潛能，增

加親子間的交流與相處。

●	 二零一五年一月於東涌新增的加強課餘託管服務，由於

區內需求殷切，全費資助名額已於本年的下半年度由八

名增至十二名。

我的願望聖誕派對2015

●	 近年，社工接獲較多與情緒及精神困擾的個案。為了

讓學生抒發情緒，社工籌辦藝術歷奇小組，讓學生在

創造面譜和繪畫中，認識個人盲點，健康成長。社工

舉行不同類型的社會義工小組，培養學生對社會的承

擔和責任感，讓學生與社區連結，發展潛能，貢獻社

會。學生會探訪長者，亦透過活動與長者交流，了解

綜合青少年服務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1. 中心會員人數

Centre Membership : 3,816

3. 核心服務
Core Programme

2. 參與中心活動人次
Total Attendance (Centre-based Activity) : 155,517

活動次數及出席人次
Number of Sessions & Total Attendance to Group and Programme

100,000

10,000

1,000

100

0

活動次數
No. of Core Programme 
Sessions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
青少年提供
支援服務

Supportive Service for Young 
People in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133

613

培養社會責任和
能力發展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ompetence

1,161

13,001

義工參與
Volunteer Involvement

196

2,082

領袖培訓
Leadership

Development

179

2,250

交流計劃
Exchange

Programme

44

2,066

社區參與
Community
Involvement

38

2,354

指導及
輔導服務

Guidance &
Counseling

1,765

551

社群化服務
Socialisation

1,253

1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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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青少年服務
Services for Youth at Risk

1. 處理個案數目 
No. of Case : 628

2. 個案性質 
Nature of Case

3. 曾服務深宵青少年人數 
No. of Young Night Drifters Served : 1,316

課餘託管服務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課餘託管服務按月服務總人數 
Total Monthly Enrolment for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1,896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服務學校數目
No. of School Served 5

處理個案數目
No. of Case 388

小組及活動次數
No. of Group and Programme 415

參與小組及活動人次
Total Attendance to Group and Programme 9,273

諮詢服務次數
No. of Consultation 2,797

就業
Vocation

18%

家庭
Family
11%

毒品問題
Drug Abuse

5%

社會規範
Social Norms

17%

個人能力
Self-Functioning

18%

友朋
Peers
14%

學業
School & Educati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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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
　服務部報告
部門重點
●	 長者中心設施改善計劃：去年，本會雅研社鄰里康齡中

心、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利東鄰里康齡中心和馬鞍山

鄰里康齡中心完成社會福利署「長者中心設施改善計

劃」，獲獎券基金撥款裝修，改善環境，增加無障礙設

施及康體器材等；各中心亦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智安健計劃」資助，添置復康器材、預防認知障礙

症的健腦遊戲、教育設施等。白田康齡中心在二零一六

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現代化新會址開啟儀式暨健腦

5+1啟動禮」，邀得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福利專員郭

李夢儀女士及本會葉德安會長主禮，並獲兩位白田邨區

議員、政府部門代表、地區合作夥伴，會員和義工支

持，一同見證中心新會址啟用的時刻；活動受到傳媒關

注，到場採訪報導。

●	「長者自主參與」主題活動：去年，部門成立「服務使

用者周年例會工作小組」，由長者策劃部門年度活動，

並提升組織能力；為了加強長者籌劃中心活動的能力，

為一百多名長者舉行「服務使用者交流日營」。自主健

康方面，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舉行健康計劃，透過

各項身體檢測，提升自主管理健康的意識、能力及習

慣。自主服務方面，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成立工作

小組，由服務使用者策劃及統籌大型籌款活動，盡顯貢

獻社會的精神。自主學習方面，東涌綜合服務中心設學

習內容投票版，體現「學習由我話事」的精神。自主管

理方面，各中心陸續統一過往的諮詢組群，成立「服務

使用者委員會」及訂定相關會章，建立正式諮詢架構，

作為中心與服務使用者的橋樑。

●	 敬老權益關注組：繼續以改善長者牙科服務為目標，去

年透過連串行動游說及表達訴求，與立法會議員、食物

及衞生局官員和學者會面，出席關愛基金公眾諮詢會，

去信全港候選區議員，舉辦「模擬長者日敬老全包宴」

服務使用者周年會議

服務使用者交流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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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四季流轉》聯區演出，近

六十位長者演繹人生四季，社會福利署彭潔玲助理署

長、中英劇團古天農藝術總監、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梁世

聰高級經理及本會董志發總幹事主禮，嘉賓給予高度評

價，而觀眾亦深受感動。去年，本會在沙田區開展康齡

劇社，繼續與康文署及中英劇團合作，馬鞍山鄰里康齡

中心負責招募及訓練，搜集地區歷史與故事。

●	 地區服務網絡工作：本會鼓勵同區域服務單位建立網

絡，加強合作與支援，提供具質素的服務。二零一六年

一月二十三日，「屯元安老服務網絡邁向十五年團年晚

宴」筵開八十一席，加強地區網絡及服務使用者之間的

聯繫，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專員陳德義先生、本會總

幹事董志發先生、義工團體及贊助機構代表、服務使用

者代表、互委會主席及近千名長者參與，場面熱鬧而溫

馨。港島區的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利東鄰里康齡中心

及耆康居，與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合辦「耆績顯姿采計

劃」，達致長幼共融、社區關懷及老有所為的目標，於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大匯演作結，當日社會福利署

彭潔玲助理署長、本會董志發總幹事及贊助機構省善真

堂代表主禮。九龍區長者中心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水墨

畫班畫展，秀茂坪康齡中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

以「冇牙飲水飽話劇」帶出訴求，各項行動反應良好，

部份獲傳媒採訪及報導。部門亦舉行工作坊，增強長者

的遊說及爭取策略技巧。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李國麟主席陪同與食物及衛生局官員會面

深水埗區口述歷史劇《留住埗城香之芳菲絮絮》舞台精湛演出

口述歷史劇《四季流轉》匯演

護老情深嘉許禮

●	 護老者支援服務：「護老情深嘉許禮」在二零一六年三

月十三日舉行，四百多位護老者和家人共同見証，其中

七十四位獲提名者出席分享獲嘉許的喜悅。當天社會福

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女士、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

教授及本會董志發總幹事主禮，而部門顧問葵涌醫院老

齡精神科屈康欣顧問醫生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

系錢黃碧君教授亦出席，給予獲獎護老者支持與鼓勵。

●	 健腦5+1：健康生活模式：去年，部門致力宣傳「健

腦5+1：健康生活模式」，教育長者建立六大範疇生活

模式：「吃得對」、「多用腦」、「放輕鬆」、「常運動」、

「擴社交」和「控疾病」。部門印製海報及派發「活動

紀錄簿」，讓長者建立健康生活模式。跨專業團隊創作

「醒腦耆樂操」，訓練長者腦部運動。屯門區綜合康齡

服務中心、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及天瑞鄰里康齡中

心均舉行小組，協助長者檢視生活習慣，鼓勵建立有利

腦部的生活方式。

●	 社區口述歷史劇：去年，深水埗區口述歷史劇《留住

埗城香之芳菲絮絮》，描寫四位女士在深水埗成長的故

事。二零一六年三月四至五日於香港理工學院蔣震劇院

公演三場，反應熱烈，首演有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和副主

席、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及合作夥伴代表主禮。深水

埗、觀塘和大澳三區康齡劇社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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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十四日舉行，展出學員和老師共三十幅畫作；深水

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於同年同月三十及三十一日舉行畫

展，展出三十六幅作品，吸引不少中外人士欣賞，令人

鼓舞。

長者步行肌力，並由物理治療師評估需要及送贈合適助

行器具。

社區支援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
●	 長者健康教育推廣：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為長者提

供健康資訊；「自主健康計劃」提供量血壓、血糖和膽

固醇等檢測服務；亦與地區團體合辦「齊齊量血壓」、

「預防長者跌倒社區計劃」及「樂安深社區健康推廣

計劃」；去年獲友友慈善基金贊助推行免費物理治療服

務。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推行多項健康講座和小

組，由物理治療師、中醫師及護士等主講「健康智者系

列課程」的強身健體運動、飲食養生、自我保健按摩及

圍繞長者常見病患或痛症的專題講座。東涌綜合服務中

心參與離島區社區協助計劃「健康自在健步行」，提升

●	 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服務：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去

年為有需要、被轉介或直接求助的百多長者進行評估，

其中有五十二人評估為有認知缺損問題，需要跟進。

透過多元化認知訓練活動，為長者安排訓練，延緩腦退

化；中心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推行「智友腦計

劃」；建立認知障礙症資料庫，有助跟進長者情況。屯

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為寶田邨和山景邨長者提供外展

認知障礙症宣傳及教育活動，提升長者對認知障礙症的

關注。東涌綜合服務中心進行認知能力初步檢測，發掘

有認知缺損的長者，及早介入，並提供認知訓練小組和

活動，以維持長者的認知能力。

●	 輔導服務及治療性小組：三間長者地區中心提供個案輔

導服務，並舉行多元化治療小組，協助不同需要的長

者。去年，部門與香港城市大學結合實務與研究，以

「敘事治療」協助受長期痛症困擾的長者減低痛楚，改

善生活質素。

●	 地區聯繫及長者互助活動：去年，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

中心因不少長者受木蝨問題困擾，連結社會福利署及

區內長者服務單位響應「全城清潔2015@家是香港運

動」推行「深水埗區滅蝨大行動」，協助有需要長者改

善家居環境；中心於二零一六年初開展「樓長計劃」，

加強重建後石硤尾邨街坊的鄰里互助網絡。屯門區綜合

康齡服務中心根據各屋邨的特性，在大興邨、良景邨和

屯門區安老服務網絡邁向十五年團年晚宴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的強身健體運動課程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推行「智友腦計劃」

九龍區長者中心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水墨畫班畫展

七彩繽紛耀人生計劃義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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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田邨推行互助組及互助服務，提升鄰里互助精神。東

涌綜合服務中心長者支援服務隊分別在大澳、梅窩和貝

澳等偏遠地區成立「獨居長者互助社」，與獨居長者每

月定期聚會，加強支援工作，建立獨居長者間的連繫與

互助。

年，一直甚受長者歡迎，貫徹「自主健康」精神；中心

又獲富泰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資助舉行「自主健康•

快樂晚年活動」，持續在區內推行健康教育工作。

●	 組織長者義工和聯繫義工組織：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

心獲七十個義工組織協助推行不同類型的服務，包括配

對探訪、電話慰問、義務牙醫服務、中醫義診及協助有

需要長者家居清潔及維修等；義工組織積極參與傳統節

日大探訪；去年首次與教會合作，組織年青人與長者義

工一起定期探訪九十歲以上長者，共同關懷高齡長者，

促進兩代共融。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推行「左鄰右

里積極樂頤年計劃」，加強關顧長者的網絡；「健步行山

樂活動」組織有興趣行山的長者義工，成立義工行山組

群，自發計劃路線及與其他長者一起遠足，享受行山樂

趣，中心培訓了六名長者完成「一級山藝訓練課程」。

長者鄰舍中心
●	 長者健康教育推廣活動：利東鄰里康齡中心為體弱長者

提供「活腦操」、「愛笑瑜珈」、「健康護心操」及「健

康十八式」等活動，亦為體健長者提供「柔力球初接

觸」、「普拉提Pilates健體班」、「韻律健體舞」等需較

高體能的活動。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與市區重建局義工

及理工大學視光學系，以醫護健康大使推行檢查服務為

介入點，透過講座和眼睛檢測表達對長者的關愛。富泰

鄰里康齡中心，鼓勵長者關注健康，此服務已推行十二

●	 鼓勵長者義工的參與：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去年獲老

有所為贊助「七彩繽紛耀人生計劃」，讓會員接觸新事

物，將所學到有趣而富中國色彩的手工藝到安老院及學

校分享。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去年獲勞工福利局和安老

事務委員會批款推行為期兩年「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

劃」之「躍動晚年•潛能薪火互相傳」，招募長者參與

小組及訓練，如活動策劃、伸展運動、司儀、愛笑瑜

伽、攝影及製作短片等課程，將學到的回饋社會，他們

表示計劃可幫助有需要的長者，感到十分有意義。利東

鄰里康齡中心全面推行各項義工服務及到戶服務，並舉

辦大型義工訓練，如「義工團隊精神提升日」、「喜氣

洋洋迎新春聯歡會」等，加強義工間之凝聚力及提升知

識技能。富泰鄰里康齡中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九日舉

行年度義工嘉許，增設「松柏義工獎」嘉許八十五歲或

以上義工、「長期服務獎」嘉許服務滿十年義工及「生

力軍獎」鼓勵新義工，並頒發感謝狀給積極參與服務的

長者義工；而義工聯會與長者關注組於二零一六年一月

十三日約見社會福利署屯門區助理福利專員關婉玉女

士，就中心面積問題表達訴求，專員答應將積極跟進。

本會統籌推行「深水埗區滅蝨大行動」
富泰鄰里康齡中心「自主健康快樂晚年」嘉年華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推行為期兩年「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劃」
之「躍動晚年•潛能薪火互相傳」

東涌嚮噹噹計劃—至醒家庭大匯聚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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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長者終生學習：天瑞鄰里康齡中心去年舉辦七十一

個康齡社區大學課程，達一萬五千八百多人次出席，學

生實踐終生學習；與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合辦的

長者學苑受長者歡迎，共舉辦十五個課程，達一千九百

多人次出席。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提供自助電腦、開放

電腦室、開辦電腦班，教授電腦知識、試玩健腦遊戲、

提供健康資訊網頁，加強學習及參與動機，以資訊科技

豐富長者生活，讓長者與時代並進。利東鄰里康齡中心

積極推出多元化及趣味性學習班及活動，包括「奇幻魔

術訓練班」、「扭扭氣球特工隊」和「反斗耆兵雜耍訓

練班」，發展長者潛能與興趣，更推動組員外出演出，

展現才藝；中心首次舉辦「春風化雨－謝師午聚」，推

動尊師重道精神。富泰鄰里康齡中心舉辦趣味中文班、

普通話和怡情水墨畫和生活英文班等；又年輕長者的需

求，開辦多個平版電腦和手機應用課程；為加強班組學

員的聯繫和對中心的歸屬感，舉行師生旅行，由學員組

成工作小組，協助策劃及推行。

長者活動中心
●	 白田康齡中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起遷址至白田邨。

由於白田邨較多體弱長者，故中心設計活動以「健腦五

加一」為主題，去年獲恆生銀行贊助推行「長者家庭配

配樂義工計劃」，定期探訪患認知障礙症長者，實踐社

區關懷。

●	 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和秀茂坪康齡中心繼續與扶老慈善

基金、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及香港小童群益會等合作，定

期探訪獨居長者和派米；恆生銀行義工隊亦經常到中心

舉行義工活動。兩間中心均積極參與地區跨機構活動，

能有效地動員社區資源，服務長者。

●	 耆康居去年重點是發展義工小組及鼓勵長者自主參與，

為義工提供訓練，提升技能去服務邨內長者。因應香港

房屋協會的服務轉型自行營運長者活動中心給健康村的

長者，故本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耆康居的

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	 各中心配合部門舉辦「長者自主健康管理計劃」，鼓

勵服務使用者關注健康及作預防性護理。透過家居照

顧員每月探訪及身體檢測，讓服務使用者了解身體狀

況，若發現數據有異常，護士會跟進及轉介醫療機構

作適當治療。

●	 去年，各中心獲友友慈善基金、蘋果日報基金、扶老慈

善基金等資助，繼續提供優質膳食服務。屯門區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中心開展「六星級服務計劃」，包括「入院

關懷計劃」和「上門生日慶祝活動」，支援網絡較薄弱

的服務使用者。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試行「五行

家居安全先導計劃」，照顧員去年上門為一百五十位服

務使用者評估家居環境，轉介維修或電器申請有三十四

宗，協商解決方案及跟進有三十一宗，由中心協助維修

有六宗，有效改善家居問題，效果良好。黃大仙區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中心獲黃大仙區議會贊助，繼續與區內六

間機構合辦「好人、好事、好鄰舍社區活動」，促進社

利東鄰里康齡中心積極推出「扭扭氣球特工隊」

長者活動中心每季都會舉行生日活動

天瑞鄰里康齡中心與天瑞課餘託管服務學生舉行「跨代共融—兒
童書法班」

●	 跨代共融：富泰鄰里康齡中心舉辦「至Like祖父母及乖

孫條件選舉」，了解被訪者對最得人喜歡祖父母和乖孫條

件的看法，有一千八百多人投票，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九

日舉行發佈會，公佈選舉結果，並由「『愛我•祖父

母』小故事•大募集」的五對祖孫分享動人故事，並獲

傳媒報道。天瑞鄰里康齡中心繼續推動文化傳承工作，

包括在暑假與本會天瑞課餘託管服務學生舉行「跨代共

融－兒童書法班」，由中心書法班成員擔任導師；亦由

長者義工教導託管學生製作小食，學生均投入學習。

 Annual Report
年報2015-2016

49安老服務部報告



區共融及建立關愛氣氛。元朗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推行多個戶外活動予體弱長者，特別安排有輪椅升降台

的會車，使行動不便的服務使用者有機會參與。

●	 持續舉辦家居照顧員訓練，主題有扶抱技巧及器具處

理、感染控制、護理紀錄、醫療廢物處理、預防虐老、

認知障礙症訓練等；推薦員工參加職安局「醫療廢物管

理及感染控制課程」及社署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殘疾個

案）照顧員訓練課程。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家居支援隊
●	 家居支援隊提供個案工作，亦在不同社區中心和社會服

務單位舉行護老者講座，增進護老者的知識及技巧，加

強與其他機構聯繫，鞏固服務轉介的基礎。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長者日間護理
單位
●	 三間中心和單位致力為長者提供護理服務、復康訓練、

個人照顧及社交康樂活動等，並邀請家屬出席個案會

議，召開家屬會議及舉辦家屬活動。

●	 去年，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與不同外界團體和

義工舉辦牙齒檢查、疫苗注射及剪髮等活動。中心又多

次舉行飲茶樂與外遊樂，讓長者到酒樓飲茶、去公園

散步及往商場購物，鼓勵他們融入社區。中心亦提倡社

區共融，邀請義工團體如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

校、路德會良景幼童園、博愛醫院王木豐長者健康支援

及進修中心、本會悠然欣然居庭等探望長者。

●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耆樂日間護理服務為進一步提

升個人護理及訓練的質素，添置了新設施，如起重機，

使長者於較舒適情況下換尿片；又如超聲波震動治療

儀，為長者增加物理治療的選擇等。中心安排護老者從

實地流程中了解服務及進行家屬會議，加強與長者及照

顧者的溝通，讓照顧者觀察中心運作及與跨專業團隊交

流，藉此協助中心設計最合適長者的照顧計劃。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去年獲環保基金批款更換光管及冷

氣機等節能項目，使服務更具效益。

●	 去年，安老院積極提供社交和發展性活動，如唱歌班、

書法班、手工藝小組、社交小組及往酒樓享用下午茶

等。此外，院舍與多個團體消防義工隊、入境處義工隊

和土地註冊處義工隊等合作舉行義工活動。院舍去年獲

上海總會資助舉辦大型戶外活動，包括團年飯及綜藝表

演等，院友與家屬反應踴躍。

●	 安老院推行「晚晴計劃」已有兩年，包括院友需要評估、

預設醫療指示、預設醫療計劃、輔導、入住專護病房、臨

終護理，以及為家屬提供哀傷輔導，並協助家屬處理殯葬

事宜，服務逐漸受到院友與家屬的認識及接受。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深水埗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去年遷到白田邨澤田

樓新會址，去年服務過二十個持服務券的長者，達

二千五百八十多次。沙田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去年

為二十位長者提供服務，共一千七百七十多次。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參加籌款及戶外活動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日常活動—包餃子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每年都舉辦歲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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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社區支援服務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

9. 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Day Care Service

2. 偶到人數
 No. of Drop-in Participants : 511,679
4. 護老者人數
 No. of Carers : 1,527
6. 隱蔽長者個案
 Hidden Elderly Services Cases : 378

3. 輔導個案數目
 Counseling Cases : 1,291
5. 長者義工人數
 No. of Elderly Volunteers : 1,634

1. 會員人數
 Membership : 10,441

7. 家居照顧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7.1 普通個案
 Ordinary Cases : 1,765

7.2 傷殘及體弱個案
 Frial Cases : 56

7.3 離院個案
 Hospital Discharge Cases : 947
7.4 直接服務
 Direct Service

人次 Frequency 1,000,000

100,000

10,000

1,000

100

10

0
送遞/購物
Delivery or 
Purchase

7,958

護送
Escort

20,464

905

康復運動
General 
Exercise

11,573

家居清潔
Household 
Cleaning

631

洗衣服務
Laundry
Service

192,359

送飯服務
Meal

Delivery

5,144

個人護理
Personal

Care

877

看顧服務
Care

Service

簡單護理
Simple

Nursing Care

12,234

家居環境
改善
Home 

Modifications

261

人次 Frequency 150,000

100,000

50,000

10,000

1,000

0
健康教育社交

Health
Educational

Social & Recreational

259,851

 義工
Volunteer

52,677

護老者支援
Carer Support

23,856

互助
Mutual Help

治療性小組
Therapeutic Group

517

8. 小組及活動
 Groups & Programmes

17,933

9.1 名額
 Capacity : 86

9.2 出席率
 Attendance Rate : 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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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照顧計劃覆檢
 Review of Individual Care Plan : 109

3. 院舍活動
 Activities Organised for Residents

100,000

10,000

1,000

100

0

人次 Frequency

個別及小組輔導
Individual and Group 

Counselling

教育及發展性活動
Educ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Programme

社區及康樂活動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Programme

康復性治療服務
Rehabilitative Service

3,074

6,262

25,891

7,688

個別及小組治療活動
Individual & Group 

Therapeutic Programme

232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

86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1. 入住率
 Enrolment Rate : 97.8%

人數 No. of Person

人數 No. of Person

2. 院友照顧類別
 Caring Profile of Residents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2

護養院照顧水平個案
Nursing Home Level Cases

護理安老院個案
Care & Attention Home Cases

療養院照顧水平個案
Infirmary Level Cases

認知障礙症個案
Dementia Cases

93.58

1

7

10.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The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10.1 服務券持有人數目
 Number of Voucher : 52
10.2 提供服務
 Service Rendered

10,000

1,000

500

100

0

4,336

日間護理服務
Day Care Centre Service

30

特別／基本護理照
顧服務

Special / Basic Nursing 
Care Service

10

個人照顧服務
Personal Care Service

633

復康服務
Rehabilitation Service

679

膳食服務
Meal Service

287

家居清潔
Household 

Cleaning Service

90

護送服務
Escor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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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
　服務部報告
部門重點
●	 承蒙香港賽馬會撥款一千多萬，資助怡菁山莊推展「綜

合體藝、共融環保新天地計劃」，以改善戶外環境、設

施及設備，讓服務使用者和社區人士得以在既安全又優

美的環境進行多元化體藝活動，舒展身心靈，並促進山

莊與外界的互動，倡導環保、綠化及減碳生活。山莊於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開幕典禮暨環保共融新

天地嘉年華，當日由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執行董事薄安哲先生、聯合包裹運送服務

公司香港及澳門區董事總經理黃毅民先生、本會葉德安

會長及曾繁光主席主禮，連同社區人士、服務使用者及

家屬五百多人，一起見證山莊開幕，感受環保和綠色生

活。

●	 經歷近半年的裝修，大興宿舍終於展現全新面貌，提升

了樓宇安全設計及消防裝備，亦調動了空間，以改善睡

房的天然照明與通風程度，讓服務使用者擁有優質的居

住環境。宿舍隨即協助服務使用者適應新的環境，服務

使用者對新環境非常滿意。宿舍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向社

會福利署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務處成功申領牌照，並於

三月五日舉行「同心築願•迎向二十周年－大興宿舍開

幕典禮暨新春家庭盆菜宴」，由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方

啟良先生和本會葉德安會長主禮，與來賓齊以「環保許

願樹」進行祝願。盆菜宴筵開十八席，場面熱鬧，嘉賓

徐何笑群女士獻唱多首賀年歌，加上切燒豬儀式，吉慶

滿堂。 

●	 怡逸居幸得香港賽馬會撥款，改善戶外環境及增置多項

有關環保、工作技能培訓和體藝培訓等設施，工程已於

二零一五年三月底竣工。這些新增設施，如社區園圃、

怡逸居新建之「感官花園」

親子茶座、燒烤場、感官花園、多用途運動場、跳舞室

和音樂室等，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多元化活動及發展空

間，滿足他們的需要，更打造一個對外互動的平台，增

加與社區共融的機會。怡逸居得到賽馬會撥款添置的環

保設備，如隔熱塗層、太陽能滅蚊燈、人力發電單車及

廚餘機的同時，亦得到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撥款於天

台裝置太陽能集熱器，供應洗澡的熱水，讓服務使用者

從綠色生活中學習珍惜大自然的資源，培育環保的意

識。

●	 本會新營辦之景康幼兒中心的會址裝修工程，已於二零

一五年中陸續完成，並在八月五日起投入服務，首階段

提供六十四個早期教育及訓練服務名額。中心於翌年三

月十六日獲社會福利署發放幼兒中心註冊牌照，並於三

月二十九日全面開展特殊幼兒中心服務，為二十四名有

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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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福利署前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鼎力

協助下，伴航家顧服務計劃覓得一所約九十平方米的地

舖，並獲業主劉達泉先生慷慨支持，以相宜租金租用該

地舖作為葵青分隊的辦事處。辦事處經簡單裝修後已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啟用，並於同年七月二十二日舉行簡單

而隆重的開幕典禮，當日社署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劉

達泉伉儷、本會主席曾繁光醫生和總幹事董志發先生蒞

臨主禮，典禮由醒獅點晴儀式揭開序幕，在一眾嘉賓、

家屬、持份者及員工見證下，辦事處正式啟用。辦事處

的啟用，蘊含重大的意義，象徵本會對葵青區殘疾人士

的服務承諾，亦為本會在葵青區的服務發展奠下基石。

●	 怡菁山莊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聯同開心樹社會服

務、香港基督教牙醫團契及香港鑪峯獅子會在山莊舉辦

「開心由『齒』喜—傷健共融在鄰舍」，有護齒講座

及攤位遊戲嘉年華，更有超過四十位醫生和護士義務為

一百七十三名服務使用者進行檢查、洗牙、補牙及脫牙

等，當中二十六名需在靜脈麻醉下接受治療。家屬對活

動讚不絕口，感謝如此貼身與適切的服務，減輕外出尋

覓牙科服務的困難。當天邀得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

福利專員黃國進先生及本會曾繁光主席主禮。在義工帶

領下，超過二百名嘉賓、社區人士、義工和參加者在

四十年難得一遇的嚴寒天氣下，進行健康操，場面熱鬧

而歡愉。

怡菁山莊與多個團體合辦「開心由齒起—傷健共融在鄰舍」

●	 友愛展能中心暨宿舍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假座屯

門中央廣場的酒家舉行「迎新春齊賀廿周年春茗」，筵

開十二席，讓服務使用者、家屬、員工於新春佳節相聚

聯誼，亦藉此慶賀單位服務踏入第二十個年頭。本會總

幹事董志發先生、執行幹事馮綉文女士及不少過往曾在

單位工作的員工亦有出席。服務使用者和家屬重見昔日

熟悉的面孔，無不欣喜雀躍，場面感人。活動先由董生

主持醒獅點睛儀式，經富娛樂性舞獅表演後，透過相片

播放回顧單位二十年來的點滴與成果。單位更向已使用

服務達二十年之服務使用者和家屬，以及資深義工及員

工致送紀念品，答謝他們多年來的支持、信任和付出。

●	 怡欣山莊參與由香港理工大學綾緻康健服裝中心首次舉

辦名為「快樂印秘計劃」，以服務使用者的繪畫作品編

印於布料上，再由理工大學學生設計成獨一無二、別具

心裁的時裝。計劃展示了弱能人士的藝術潛能，亦展現

了傷健共融的合作精神。是次怡欣山莊共有三位服務使

用者包括周曉茹、羅芬及李雪青的作品入選，製成品於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九日舉行之「展才設計2016」嘉許

禮中由模特兒穿上，於大會展橋上展現予觀眾欣賞，獲

得一致讚賞。

「展才設計2016」嘉許禮中，
怡欣山莊會員羅芬與理大學生
合作之作品

●	 部門再次與香港浸會大學健康生活發展中心合作，在二

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假座沙田運動場舉辦第二屆部門聯

合運動會「運動樂滿FUN」，推廣健康運動的訊息。

當日邀得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林嘉泰先生、香港浸會大

學健康生活發展中心總監蔡曉嵐博士、本會會長葉德安

先生和總幹事董志發先生擔任主禮嘉賓，有二十四個單

位合共七百名服務使用者及家屬參與，亦有近二百名義

工協助，場面盛大。是次活動，感謝浸會大學的鼎力支

持，以及不少團體的協助，包括中華電力公司義工、

香港入境處義工隊、香港懲教署愛群義工團、SMALL 

ACTS、E-LAND、沙田區家長教師聯會及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等。

部門服務使用者家屬工作
●	 家屬聯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五日在荃灣的酒家舉辦

「愛•相隨—中秋晚會」活動，當晚筵開八十五席，出

席的家屬、服務使用者和員工達千多人，而嘉賓則有本

家屬聯會舉辦中秋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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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幹事董志發先生、徐厚樑委員及中國平安保險有限

公司代表。此活動由家屬聯會執委籌備，司儀均由執委

和義工擔任；執委更協助邀請不同單位之服務使用者表

演，讓家屬聯會充分感受到其當家自主的能力感。

●	 本會向來重視與家屬的夥伴關係，除全力支持家屬聯

會的工作外，亦致力在各單位成立「家屬職員會」，鼓

勵家屬參與服務及給予意見。怡晴居去年成立「家屬

職員會」及選出第一屆成員，就服務提供意見；並籌

辦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九日的春茗暨第一屆家職會就

職典禮。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去年亦成立「家屬職員

會」，加強家屬與中心的溝通，使服務更切合需要；家

職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至三日舉辦境外遊，有十五

個家庭共三十三人參與，彼此認識之餘，並吸取籌辦

活動的經驗，提升自信。怡菁山莊去年亦成立「家屬

職員代表會」，加強家屬和職員的聯繫，令服務更為適

切和貼心；家職會更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舉辦

其成立典禮暨春茗盆菜宴，有幸邀得社會福利署荃葵

青區福利專員黃國進先生、本會徐厚樑委員和董志發

總幹事蒞臨主禮。

●	 為推動家屬間互相幫助，黃大仙展能中心獲黃大仙區議

會撥款，舉辦「傳遞關懷•傳遞愛計劃」，由家屬學習

製作黏土匙扣，並寫上祝福語及包裝。當有家屬面對困

難或抱恙時，中心會送上匙扣以表支持，傳遞家屬間關

懷與支持的訊息；接受過小禮物和祝福的家屬，均表示

更有信心面對挑戰及克服困難。

社區支援服務
●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去年繼續獲得黃大仙區議會撥款十

萬元，舉辦「康盛．熱愛傳城計劃2015」，除義工培

訓、探訪弱勢社群及舉辦社區共融活動外，再接再厲推

出之前反應熱烈的「康盛話劇團」，由專業戲劇老師編

撰劇本，招募婦女、退休人士、長者、青少年和殘疾人

士等加入，組成共融話劇團。經過九個多月的努力，話

劇團各成員均能突破自身限制，在計劃之嘉年華暨嘉許

禮中有出色演出，得到區內團體及社區人士的讚賞，宣

揚傷健共融的訊息。

●	 伴航家顧服務計劃舉辦「照顧者體適能計劃」，為嚴重

殘疾人士之照顧者進行體適能前、後測試，量度身體組

成、心肺功能、肌力、肌耐力及柔軟度等數據，以了解

他們的身體狀況，繼而由物理治療師提供度身訂造的運

動建議，鼓勵他們進行合適自己的運動，實踐健康的生

活模式。

●	 在「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

貼」服務上，PRTA專門店去年為十五名兒童提供學習

訓練。透過問卷調查，超過六成使用者之家長十分同意

專門店的訓練能滿足兒童需要，並表示日後會再次使用

該服務。

●	 本會去年為社區的殘疾人士提供超過四百人次住宿暫顧

服務及七百多人次日間暫顧服務，讓照顧者能處理個人

事務或突發事情，暫時卸下照顧的責任與壓力。

職業康復工作
●	 隨著經濟轉變，屯門綜合就業服務中心的業務亦逐步轉

型。中心致力聯繫新客戶，引入新的貨種及合作模式，

使服務使用者有更多元化的工作訓練。雖然香港去年

貨物貿易表現較弱，而進口或出口量也下跌，使中心在

尋求加工或包裝上有不少困難；但中心繼續成功競投屯

門區九間社區會堂的清潔服務合約，以及繼續為多個

屋邨、屋苑提供汽車美容服務，連同舞台工程合約，

中心去年之生意額仍能維持於港幣二百四十八萬元，

而生產津貼仍有港幣一百六十七萬元，這實在是服務

使用者努力與良好態度的成果。中心去年成功註冊商

標「GieBee」，亦購置更元化生產工具，以配合不同

能力的服務使用者的工作訓練需要，製作自家品牌的

產品，並成功將他們的手工藝於本地創作市場如屯門

H.A.N.D.S.、愉景新城及油塘大本營上架，推廣他們的

工作能力。

●	 輔助就業服務及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為二百多名服務

使用者提供就業支援，包括三千九百多次職前及在職

訓練，其中三十二名使用者成功就業；另續顧服務為

五十七名使用者提供服務。弱智服務使用者從事勞動

性工作為主，月入由港幣一千五百多元至九千三百元

不等；精神病康復者則有較多工作選擇，月入由港幣

二千五百元至一萬二千元不等。為讓服務使用者能在真

實環境受訓，安排他們在本會屬下單位實習，到私人公

司進行訓練，還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汽車美容、學校課

室清潔等提供培訓機會。「二手衣物專門店」去年獲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撥款添置收銀機、貨架

等，使訓練內容更豐富。另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四千五百

多次輔導服務，讓他們在就業前作準備及在職時得到支

援；聯繫僱主三百六十多次，在他們聘用殘疾人士時給

予協助。伴航家顧服務計劃舉辦照顧者體適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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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及宿舍服務
●	 部門去年仍以健康生活為重點，個別單位申請「伊利沙

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推行健體活動。友愛展能中心

暨宿舍添購跑步機、多功能器械及血含氧量機等，配

合物理治療師為服務使用者評估及設計訓練項目，加

強使用者上肢及下肢的肌力及肌耐力，強健體魄，延

緩衰退。怡康居推行「『食』得YUMMY，『動』得

HEALTHY，『活』得HAPPY計劃」，在物理治療師

和營養師等指導下，讓服務使用者學習更多健康生活知

識，鼓勵他們一起做運動，互相影響。怡晴居在日常社

交及康樂活動加入預防機能衰退的元素，又以有趣的戶

外活動，提高服務使用者做運動的意識；並為他們制定

合適的運動計劃，進行個別訓練，讓他們建立做運動的

習慣，強壯體魄，減慢機能衰退速度；在舍友大會加入

均衡飲食及健康生活的環節，教導他們建立健康生活的

重要。

其他服務
●	 為加強推廣和諧社區、傷健共融的訊息，黃大仙康盛支

援中心獲得黃大仙區議會及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撥款，於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黃大仙下邨龍趣園舉辦「健

康豐盛過聖誕活動」，由殘疾人士一起籌備及推行，內

容包括才藝表演、攤位遊戲、健康檢查和家庭攝影廊

等，與黃大仙區居民同樂，亦提供很好的平台展示殘疾

人士的能力。

怡晴居舉辦「齊齊耍太極、輕鬆無壓力」

●	 面對服務使用者老齡化的需要，大興宿舍獲「伊利沙伯

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資助，購置簡易使用的煮食設備、

空氣殺菌機和計步器，以便向老齡服務使用者提供合適

的生活設備，以適應因肌能退化的改變。在員工的鼓勵

及協助下，服務使用者製作美食，減低因肌能退化的挫

敗感。此外，本會職業治療師去年為老齡服務使用者，

提供臨床探訪、個案介入及訓練達二千二百多次。

●	 為提升服務使用者的家居生活技能，怡逸居藉「伊利沙

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的撥款推展「自家一族計劃」，

添置一系列家庭電器和煮食器材，包括洗衣機、吸塵

機、電飯煲、麵條製作機等，以便訓練服務使用者製作

餐膳，使用洗衣機洗衣服，有助實踐自主與自助的生

活。怡逸居又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體藝訓練，如合唱團、

中東舞、空手道、輕黏土班等；亦邀請義工個別教導服

務使用者彈鋼琴、結他等，從而發掘服務使用者的潛

能，盡展所長。另外，悠然．欣然居庭獲勞工及福利局

資助舉辦多項培訓，包括義工技巧、體適能、香薰按摩

治療和廚藝等訓練，以鼓勵服務使用者發展興趣及參與

社區服務。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舉辦「健康豐盛過聖誕」

●	 怡逸居成立了「怡逸義工隊」，鼓勵服務使用者參與義

務工作。「怡逸義工隊」在去年聖誕和新年，到長者中

心作友善探訪，與長者玩遊戲，表演魔術及唱歌；又參

與清潔沙灘活動、賣旗等，透過參與義務工作，回饋社

會。

●	 屯門綜合就業服務中心醒獅隊由殘疾人士組成，已成立

多年。殘疾人士參與醒獅國術訓練，除可強身健體外，

亦能在表演及比賽中增強自信，而社區人士藉著觀賞表

演和比賽，更多認識殘疾人士的潛能。去年，中心首次

加入舞龍技藝訓練，進一步發揮殘疾人士的運動潛能，

經多月來的努力，隊員的舞龍技巧已大有進步。中心的

龍藝隊和獅藝隊在「屯門區展能運動會2015-2016」

之龍獅藝比賽中，均獲得銀獎佳績。

●	 友愛展能中心暨宿舍在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接受社

會福利署隨機抽選的定期評估探訪，審查了嚴重弱智人

士宿舍、私家醫生外展到診計劃及住宿暫顧服務。經員

工上下一心積極準備後，成功通過社署審查，而參與評

估的服務使用者和家屬更對單位的服務表示讚賞，這實

在對員工有莫大的鼓舞。



1. 服務使用者數目
No. of Service User : 3,372

2. 服務使用者資料
Service User Profi le

2.1 年齡 Age

50歲或以上
50 or above

29.8%

15歲以下
Less than 15 

 17.1%
15-29歲

Age 15-29
 21.8%

30-49歲
Age 30-49

31.3%

2.2 傷殘類別 Type of Disability

其他
Others 
0.6%

其他發展障礙人士
Persons with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4%

多類殘障人士
Multiple Handicapped 

4.2%

精神病康復人士
Ex-mentally Ill 

7.6%

中度智障人士
Moderate Grade

Mentally
Handicapped

14.7%

嚴重智障人士
Severe Grade

Mentally
Handicapped

6.5%

感官殘障人士
Sensory Handicapped 

2.7%

輕度智障人士
Mild Grade Mentally

 Handicapped 
14.2%

自閉症人士
Autistic
17.3%

肢體殘障人士
Physically

Handicapped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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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服務 
Services Rendered

服務人次 Frequency

3. 個別及小組發展計劃 
Individual & Group Programmes

100,000

10,000

1,000

100

10

0

輔導及個案
工作

Counseling & 
Casework
Service

30,249

社區融合
活動

Community 
Integration 
Programme

2,855

社區教育
活動 

Community 
Education 

Programme

2,645

社交及
康樂活動
Social & 

Recreation 
Programme

46,027

服務使用者
教育工作
Users' 

Education 
Service

32,945

義工訓練/
發展

Volunteer 
Training / 

Development

1,035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me

1,348

就業培訓及
工作配對

Job Training
&

Job Matching

846

服務推廣
Service 

Promotion

7,397

其他
Others

11,474

家屬工作
Parent Work

9,408

小組計劃參與人次
Frequency of  Group Training Programme

個別發展計劃參與人次
Frequency of  Individual Plan

1,031

參與人次 Frequency

100,000

10,000

1,000

100

10

0
肌能訓練

Motor Skills
自我照顧

訓練
Self Care 

Skills

溝通訓練
Communication 

Skills

家居生活
技能訓練
Domestic 

Skills

社區生活
技能訓練

Community 
Living Skills

工作技能訓練
Work Skills

社交訓練
Social &

Inter-personal 
Skills

消閒/
興趣發展
Leisure & 
Recreation 

Skills

行為及情緒
處理計劃
Behavior/
Emotional  

Management 
Programme

性教育及
健康教育

Sex 
Education 
& Health 
Education

治療訓練
Therapeutic

Training

認知訓練
Cognitive
Training

30,462

5,555

15,329

6,658
5,709

11,573

5,562

11,435

424

31,61137,435

5,984

2,440

48,714
38,448

1,189 984

3,734

19,860

2,426

68,412

2,406

其他
Others

166

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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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發展部報告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
●	 因應茶果嶺村內水管老化而開展的水管重鋪工程，已接

近完成，但部份居民因種種原因沒有安裝水錶而面臨斷

水，茶果嶺中心協助居民向水務署和顧問公司反映處

境後，獲答應為居民安排安裝獨立水錶，中心隨即在村

內進行了兩輪的登記，並將有關住戶資料轉介顧問公司

跟進。去年七月，發生食水管含重金屬超標事件後，水

務署收緊安裝水錶的安排，致使工程受到很大的阻礙。

今年一月中，中心與有關居民進行會議，商討及收集各

種問題，決定未來一方面嘗試配合水務署在配件上的要

求，另一方面計劃聯同本區議員要求水務署在入則、驗

水等方面作出特殊處理。務求在過程中，盡力協助有需

要的住戶不致因更換水管而導致中斷食水供應。

●	 茶果嶺道食水管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八日因老化而爆

裂，導致村內十多戶民居水浸，茶果嶺中心透過區議員

受水浸影響居民會見水務署官員會面

聯絡民政事務處，到村內了解災情及協助居民申請緊急

援助基金，並約見水務署了解水浸當晚的處理和跟進，

並就財物損壞提出賠償要求；由於尚有老化的水管遲遲

未更換，故居民亦敦促水務署盡快更換餘下的老化水

管，以避免同類事情一再發生。有關更換地下供水管工

程，已於二零一六年初完成。

●	 茶果嶺多年來一直設有由居民組成之茶果嶺鄰舍防火糾

察隊，由於食水管更換工程影響該村已有的消防龍頭，

居民爭取將已有的消防龍頭更新外，亦要求新增設三

個，進一步完善村內的消防系統。目前有關更換工作已

接近完成。在發放社區防火訊息方面，糾察隊透過時事

新聞，將與居民相關的防火資訊公開張貼，提高居民的

防火意識。糾察隊亦於去年秋冬季節，在社區推廣防火

教育，同時派發滅火氈，並訓練居民防火設備的正確使

用方法；在分區訓練中，一方面加強防火隊與居民的關

係，另方面進一步推廣村民加入糾察隊。

●	 組織村民參與洪水橋新發展計劃的諮詢及表達意見，

是屯門/元朗鄉郊中心的年度工作重點。洪水橋新發

展第三期諮詢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展開，中心於

七至八月在洪水橋各木屋區村召開居民大會，搜集村

民意見，招募新血。中心亦發動各村關注組，會見區

議員及鄉事委員，爭取以村換村、以屋換屋、合理安

置以及原區復耕等。此外，中心亦與關注組代表逐家

上門探訪，搜集村民資料，共搜集得四百多份住戶資

料。其後，各村關注組透過會見規劃署、參與公眾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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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論壇及發起「一人一信行動」等，積極表達訴求。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各村的居民關注組一起組成「洪

水橋新發展計劃聯村關注組」，並到立法會申訴。

駐屋宇署支援服務隊
●	 駐屋宇署支援服務隊的服務範圍包括油尖旺、黃大

仙、觀塘、元朗及新界東等地。服務隊的六位社工，

為屋宇署推行樓宇安全行動影響的市民提供輔導、樓

宇組織計劃、社區教育推廣及公眾諮詢等服務。

長者權益組發佈會—長者照顧孫兒調查發佈會

樓宇安全推廣及長者維修津貼講助

●	 去年，服務隊共處理二百六十多個由屋宇署轉介的個

案，為逾六百五十個家庭提供情緒支援、社區資源資

訊及轉介服務。此外，服務隊在各區推展了十六個樓

宇組織計劃，推動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互助小

組，合力處理大廈維修、保養或清拆事宜。為了加強

居民關注樓宇安全及協助他們面對屋宇署的行動，服

務隊安排了二十次社區教育推廣活動，為有需要的居

民講解資訊及聯繫合適的維修資源。

●	 去年，服務隊處理了多宗與封閉令相關的個案。這些

個案，大部份都是因為長時間未能履行清拆令而被屋

宇署發出封閉令。社工隊作為住戶和屋宇署的橋樑，

協助住戶了解封閉令的執行安排及評估住戶面對搬遷

的困難，介紹可動用的搬遷資源，緩和住戶的不滿情

緒，並與受影響的住戶，分析他們選擇不同方案可能

帶來的效果。另外，社工隊亦為屋宇署職員舉辦「社

工在屋宇署執行封閉令時的角色」分享會，分享在封

閉令發出前後社工之角色和功能，以及住戶面對的困

難和情緒反應。分享會共有三十多位屋宇署職員出

席，反應熱烈。有不少屋宇署職員反映因名額限制而

未能參與，服務隊其後將分享會資料製成書刊，派發

給各屋宇署職員。

村民代表與規劃署官員會議

●	 洪水橋新公屋落成入伙，人口急增，居民憂慮會引致

交通問題，洪水橋交通聯席代表在屯門/元朗鄉郊中心

的協助下，多次與運輸署會談及向議員反映，提出解

決方案。居民的憂慮，得到港鐵的回應：安排晨早特

別接駁巴士線K75，由六部車增至七部行走。然而，

就具體行車路線，居民仍有意見，故於二零一五年九

月，到元朗區議會請願，反映意見。居民爭取有更多

巴士線去港島區及九龍東的黃大仙或官塘的行動，亦

取得成果，因應居民的要求，現時的早晨巴士線已加

強班次，亦新增了去機場的巴士線。

●	 茶果嶺中心及屯門/元朗鄉郊中心均為區內長者、婦女

和青少年等，提供多元化服務，除義工服務、社區活

動、教育訓練及康樂活動外，亦為居民成立了不同的小

組，推動他們關心社區，維護權益及認識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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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1.	個案工作
 Casework Service

 處理個案數目
 No. of Cases Handled : 262

 服務人次
 No. of Attendance : 3,966

2.	社區小組
	 Community Groups

組員人數
Membership

數目Frequency 

小組數目
No. of Groups

10,000

1,000

100

0

53

764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3.	社區活動
	 Community Programmes

數目Frequency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教育
Education

訓練
Training

康樂
Recreation

出版
Publication

偶到
Drop-in

活動次數
No. of Events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次數
No. of Issue

數量
Quantity

100,000

10,000

1,000

100

0

87   

6,930

38 36
22

54

2,769
938

7,303

1,317

2

280

4,712

27,592

4.	社區聯絡及會議
	 Community Contacts & Meetings

數目Frequency

機構
Organisations

家庭
Families

個人及小組
Individuals & Groups

100,000

10,000

1,000

0

1,325

14,070

155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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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服務部報告
廣東社工實務能力提升計劃
●	 本會第三年與廣東省民政廳、廣東省社會工作師聯合

會合辦「廣東社工實務能力提升計劃」，去年共舉行

了四次、每次兩個星期的訓練，學員來自廣東十九個

市一百三十四名社工。學員就著理論和實訓兩大範疇

接受密集式的訓練。大部份學員的回饋都很正面及表

示收獲很大。此外，導師和學員間的交流，有助學員

內化社工價值觀及提升實務工作手法的能力，同時亦

看到社工路上薪火相傳的心意。

●	 本會在完成計劃後編寫了《廣東社工實務能力提升計

劃總結彙編》，輯錄了課程內容，更邀請導師和學員

分享他們專業路途的歷程、成長與感受。作為計劃的

最後一年，《總結彙編》為此計劃畫上完美的句號。

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逢源鄰舍展能中心、
逢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學
「穗港攜手十七載˙同心同德同圓夢」年度計劃

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

心、逢源鄰舍展能中心、

逢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和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

學緊跟時代步伐，選取了

國家核心價值同為社會工

作專業價值，以「民主及

平 等 」、「 和 諧 及 友 善 」、

「敬業」五個價值及三組

元素作為年度重點，先以

月會和道德講堂向服務使

用者進行多次推廣，隨後以這些價值觀提供社會服務，

體現本土化專業社會工作。我們相信人人平等，鼓勵

民主參與，實現自

我，奉獻社會，共

建 和 諧 共 融 的 社

會，實現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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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相信人生來平等，中心尊重每個人有表達和參與的

權利，貫徹「民主」和「平等」價值觀。中心每年透過

面談、問卷調查和聚焦小組，了解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耐心地為不懂書寫或智力有障礙的作講解，讓他們在充

份理解下作答，以確定來年的主題、內容及形式，力求

準確回應需要；中心提倡每個會員都有權利和義務「平

等」參與活動和事務，須考慮會員「個別化」需要來提

供不同的服務；中心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長者義工聯隊

和展智義工隊的隊長；我們相信唯有「平等」待人，方

能互相尊重，共同成長，和諧共處。

人建立「友善」關係，社會自然就「和諧」，是人所追

求的。社工是「友善」和「和諧」的實踐者和宣導者，

我們邀請了七百六十五位各年齡組群人士選出十二個

友善元素，加以推廣及進行「日行一善活動」，鼓勵大

家每天對身邊人做「友善」的行為，伸出援手，幫扶一

把，共建「和諧」社會，令人安居樂業。中心還與大家

分享了多篇由長者撰寫以「友善」為主題的文章，林林

總總，可見人間有情，「友善」可親，社會「和諧」。

整個計劃營造社會和諧氣氛，中心與服務使用者共同圓

「民主、平等、敬業、友善、和諧」的逢源夢。

逢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中心由社工整合護理、康復及照顧的資源，去年為二十

位長者共提供九千多人次細心的護理服務、五千多人次

康復服務及有趣的康復小組活動、每天耐心的起居照

顧、每月提供血糖檢測服務和健康講座等。

「敬業」讓人只想著尊重自己的職業，勤奮盡責，享受

工作，精益求精。我們認為人在各階段都要扮演好人生

角色，最主要是給家人空間，彼此尊重，包容扶持；至

於致力做好義務工作，無私奉獻，跨越自我，享受豐盛

人生；這些均是「敬業」表現。中心以「道德講堂–相

聚在康齡，共續中國夢」為長者提供分享平台，鼓勵他

們把經驗輯成文章，與更多人分享，從中使大家得到

啟迪。中心「品味人生小組」向智障學員講解人生階

段，讓他們瞭解自己的任務，並鼓勵他們尋夢，如小麟

智力三級，想當組長，在做旅遊組長後，全程幫助弱小

背書包，還留意全組人的安全，被大家評為「最稱職組

長」；又如小藝行動不便但渴望表演，在「你我齊參與

․共用好夢想」活動中坐輪椅表演《蘿蔔操》，全場掌

聲熱烈，以後每季生日會都少不了她的表演。

●	 中心為長者舉辦社交、康樂和發展性小組和活動，如

生日會、節日慶祝活動、外出旅遊參觀、「活到老學

到老」和「腦有所樂至醒老友」等認知小組等，擴闊

長者的社交網路，營造和諧共處的氣氛；讓鮮有出門

的長者看到廣州的變化，豐富他們的生活；改善長者

的集中力和接收訊息能力，有助記憶，延緩腦退化的

速度，重建自尊與自信，從而紓緩護老者在照顧家人

時的壓力。

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學
●	 康齡社區大學繼續穩步發展，去年規範了季度統計的

紀錄時段，也配備了專職員工管理；培養代表關心每

位老師的情況，定期舉行老師會議，每半年舉辦師生

活動；讓課程更具吸引力，老師教學更順利，師生感

情更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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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及學生實習
●	 為了提高員工的服務素質，四名社工及一位護士去年

赴港參觀了本會轄下康齡中心、日間護理中心和護理

安老院，學習具人性化及系統化的服務運作，讓新員

工學習先進的服務理念，開闊視野，使中心的服務持

續走向專業化。另外多名社工及社工助理參加了「危

機處理」和「性格分析學」的培訓。為了讓員工有足

夠的消防知識以提供具安全性的服務，全體員工均參

加了消防培訓。

●	 去年，中心接收了一位中山大學的社工實習生，同學

反映實習能引發她對社會工作專業更深刻的理解及思

考。

廣州市空巢老人服務
●	 本會為廣州市義務工作者聯合會繼續督導「廣州市空

巢老人服務」，此服務繼續獲評為優秀級別，評估專家

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讚揚。

●	 服務包括識別及探訪空巢老人、運作長者心聲熱線、

推動全市社區服務如「耆關愛․樂健康」系列活動、

組織義工網絡及培訓、宣傳（微博、網站和通訊發

佈，以及報紙和電視新聞報導）等如常地推行。去年

為熱線成立十周年，為此於廣州市少年兒童圖書館舉

辦「用心聆聽，十年相伴」長者心聲熱線十周年分享

會，以表彰熱線義工的堅持與付出，分享服務心得與

成效。

●	 「金秋送暖․義心傳城․金輝耀耆年2015年義工服務

大行動」去年繼續聯同六十六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長者服務機構，組織近四千人次義工探訪二千五百戶

空巢老人，向他們送上禮包、祝福和關懷，在社會營

造「關愛羊城長者」社會氣氛；亦舉行了「金秋手工

創意大賽」，評審於十一月在百多份作品中評選出

二十份「最佳創意手工作品」和三十份「優秀創意手

工作品」。

中大社工服務中心督導工作
●	 本會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與廣州巿中大社工服務

中心簽訂新一年的合約，並總結前一年的工作。去

年，本會繼續為中大社工服務中心轄下的八間中心，

提供八十三天恆常專業督導，又為機構策略發展提供

建議，更出席會議及活動，如在去年六月二十八日，

出席了中大社工服務中心六周年慶典暨第一屆服務創

新大賽及餐會，並擔任大賽評判。

●	 本會在二零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推行了兩期「社工

人才培養合作計劃」，安排三十名社工探訪本會怡菁

山莊、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賽馬會大埔北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及東涌綜合服務中心，並由本會資深

社工作輔導服務的分享；另亦安排管理層參觀了本會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愉景灣分處、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

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深水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中心，與及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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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Wencheng Neighbourhood Multi-Servic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1. 偶到服務 Drop-in Service

 總人次　　 Attendance 18,445
 平均每日偶到人次 Average Attendance Per Day 139.50

2. 社交及康樂服務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

 2.1 大型活動 Programm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51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4,293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646
 2.2 班組活動 Classes and Groups
  班組數目 Number of Classes and Groups 45
  班組節數 Number of Group Sessions 369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7,306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1,518
 2.3 其他活動 Other Programme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1,693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1,211

3. 社區教育服務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c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29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1,975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50

4. 長者支援服務 Elderly Support Service

 4.1 活動 Programm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13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823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14
 4.2 探訪 Visit
  被訪人數 Number of Participants 340
  探訪數目 Number of Visits 340
  義工人數 Number of Volunteers 393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692

5. 義工發展 Volunteer Development

 義工組數目 Number of Volunteer Groups 22
 義工人數 Number of Volunteers 421
 義工培訓及活動數目 Number of Training and Programmes 34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1,165

6. 居家養老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服務使用者數目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39.75
 服務人次 Number of Service 6,097

7. 接待參觀 Visit by Other Organisation

 參觀團體數目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58
 參觀人次 Number of Visitors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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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空巢老人服務計劃
Guangzhou Empty Nest Project

1. 宣傳 Publicity

 宣傳次數  Number of Publicity  66
 （微博、義工聯網站及媒體報導） (weibo, Guangzhou Volunteer Union Website and Mass Media)

2. 輔導服務 Counseling Service

 2.1 個案數目  Number of Cases  38
 2.2 輔導服務次數  Number of Counseling Service  220

3.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

 3.1 義工培訓次數  Number of Volunteer Training  13
 3.2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523
 3.3 義工服務人次  Number of Volunteers  6,882
 3.4 受惠義工服務長者人次  Number Elderly Served  5,623

逢源鄰舍展能中心
Fengyuan Neighbourhood Day Activity Centre

1. 個別及小組發展計劃 Individual and Group Development Programmes 人次 Attendance

 1.1 肌能訓練 Motor Skills 8,261
 1.2 自我照顧訓練 Self Care Skills 5,545
 1.3 溝通訓練及資訊應用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pplication for Information 5,814
 1.4 家居生活技能訓練  Domestic Skills 4,749
 1.5 社區生活技能訓練   Community Living Skills 12,048
 1.6 工作技能訓練 Work Skills 23,310
 1.7 社交訓練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8,633
 1.8 消閒及康樂訓練 Leisure and Recreation Skills 9,895
 1.9 健康教育及性教育 Health and Sex Education 237

2. 服務提供 Services Rendered 人次 Attendance

 2.1 個案工作 Casework 469
 2.2 社交及康樂活動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Programmes 1,936
 2.3 健康檢查 Health Check-up 360
 2.4 家屬工作 Programmes for Family Members 264
 2.5 社區教育及融合活動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Programmes 5,680
 2.6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214
 2.7 義工訓練與發展 Voluntee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463

3. 職業發展 Vocational Development 數目 Frequency

 3.1 就業培訓 Pre-Job and On-Job Training 2,529
 3.2 聯絡僱主／就業發展 Job Identification/Development 8

4. 接待參觀 Visit by Other Organisation 

 4.1 參觀團體數目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57
 4.2 參觀人次 Number of Visitors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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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Fengyuan Neighbourhood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1. 服務使用者 Service User

 服務使用者數目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20

2. 出席 Attendance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2,567

3. 護理服務 Nursing Care

 3.1 個人護理計劃數目 Number of Individual Nursing Care Plans 20
 3.2 簡單護理服務次數 Number of Simple Nursing Care 7,807
 3.3 特別護理服務次數 Number of Special Nursing Care 1,923

4. 康復服務 Rehabilitation Service

 4.1 個人康復計劃數目 Number of Individual Rehabilitation Plans 20
 4.2 康復運動次數 Number of Rehabilitative Exercise 4,912
 4.3 認知服務次數 Number of Cognitive Training 885

5. 輔導服務 Counseling Service

 輔導服務次數 Number of Counseling Service 24

6. 社交及康樂服務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

 6.1 活動 Programm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13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198
 6.2 班組活動 Group
  班組數目 Number of Groups 96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4,748
 6.3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31

7. 諮詢 Enquiry

 諮詢次數 Number of Enquiries 21

8. 膳食服務 Meal Service

 膳食餐數 Number of Meals 2,491

9. 接待參觀 Visit by Other Organisation

 9.1 參觀團體數目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58
 9.2 參觀人次 Number of Visitors 1,270

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學
Fengyuan Neighbourhood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1. 學生及導師資料 Student and Tutor Profile

 1.1 導師數目 Number of Tutors 26
 1.2 學生數目 Number of Students 715

2. 班數及出席資料 Information of Class and Attendance

 2.1 開班數目 Number of Classes 65
 2.2 開班節數 Number of Class Sessions 347
 2.3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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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服務部報告
部門重點
●	 就著教育局計劃於二零一七至一八學年起推行「免費優

質幼稚園教育計劃」，並配合本會對幼兒服務專業發展

的願景，本會去年重整架構，把育嬰園納入學前教育服

務，引入教育專才，以提升幼兒園和育嬰園的教學及服

務質素。

學前教育
●	 本會育嬰園和幼兒園分別致力為初生至兩歲及二至六歲

的幼兒，提供優質的照顧和教育服務，通過遊戲、多感

官教學的校本課程，配以多元化親職教育活動，與家長

同心同行，促進幼兒全人發展，學會學習，為未來作好

準備。

育嬰園
●	 新翠育嬰園及友愛育嬰園提供服務超過二十年，去年收

生率達百分之一百，輪候名額是收生人數的兩倍，反映

社區對專業育嬰服務需求殷切。隨著政府倡議釋放婦女

勞動力，使用兩間育嬰園的暫託幼兒服務和延長時間服

務，分別有九十和七千一百三十七人次。

●	 育嬰園為嬰幼兒提供日常的單元教學、故事、音樂、圖

工、遊戲、感官訓練、大小肌肉練習和自理訓練等，並

在節日舉行多元化活動，如雙親節活動、聖誕聯歡及

「歡歡樂樂慶新春」等，以增加嬰幼兒的生活體驗，認

識更多身邊的人和物。

聖誕聯歡會

●	 育嬰園深明家庭對嬰幼兒發展的重要，透過家長會和觀

課活動，增加家長對嬰幼兒的了解，亦安排專家和持專

業資歷的育嬰園員工舉辦講座及工作坊，內容有大肌肉

發展、按摩和管教之道等；同時舉辦多種親子活動，如

生日會、旅行和「暢遊海洋公園」等，讓家長與子女的

關係更密切。

●	 友愛育嬰園去年慶祝成立二十周年，舉辦了連串活動，

如「橫額設計比賽」、「慈善晚宴」和「親子競技同樂

日」等，而「親子競技同樂日」於屯門鄧肇堅運動場舉

行，由一班精靈活潑的嬰幼兒及其家長帶領的啦啦隊表

演展開序幕，場內提供多個親子競技遊戲供嬰幼兒、家

長和區內人士參與，大家都非常投入，宣揚健康訊息之

餘，亦讓區內人士認識育嬰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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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愛育嬰園去年順利通過社會福利署的評估，參與的家

長都滿意及讚賞服務，表揚員工的友善態度和專業操

守，與及能悉心教導和照顧嬰幼兒的需要，讓他們茁壯

成長。展望員工持續發展，運用專業的知識、技能與態

度提供服務，與家長成為合作夥伴。

幼兒園
●	 東涌幼兒園、元朗幼兒園、粉嶺幼兒園和東欣幼兒園去

年平均收生率達百分之九十八點六，前三間均有參與兼

收弱能兒童計劃，去年共有十五位學生畢業，全數升讀

主流小學，成果令人鼓舞。另外，暫託幼兒服務和延長

時間服務，則分別有三百三十六及二千零二十二人次參

與。

●	 四間幼兒園分別透過故事、戲劇、德育或藝術作切入

點，逐步發展以幼兒為本的校本綜合課程，促進學生的

五育發展，如粉嶺幼兒園成功申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設置天台小花圃，讓高班學生學習

灌溉和照顧植物的知識與技巧，同時培養學生關愛和堅

持的態度，建立保護環境的概念；東欣幼兒園推行「夏

日涼爽爽活動」，以學生在夏天經常接觸的水和冰為

題，設計一連串科學和美藝活動，與學生合作進行「夏

日泳衣show」，讓學生感受夏季的天氣，亦認識珍惜

用水的概念；元朗幼兒園新增駐校社工服務，為高班學

生提供小一適應課

程，以及提供個別

輔導和小組訓練，

關顧學生的個別需

要。

●	 家校協作能延續學生的學習，讓學習事半功倍。去年，

東欣幼兒園推行「我欣賞你活動」，家長按每月主題寫

上欣賞子女行為的字句，鼓勵家長以正面態度教導子

女，樹立懂得欣賞的好榜樣。元朗幼兒園的家長義工

隊已成立兩年，透過家長間交流育兒經驗及協助校務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工作，如「故事爸媽」、「家長老師」和「製作教材教

具」等活動，增強家長的自信及提升管教技巧。東涌幼

兒園延續「親子閱讀計劃」，透過親子閱讀報告和其他

活動，以提升親子關係和培養兒童對閱讀的興趣。

●	 東欣幼兒園舉辦不同類型的親職教育專題講座及工作

坊，如「親子共讀講座」和「遊戲與溝通家長系列工作

坊」，讓家長改善與子女的相處及管教之道。粉嶺幼兒

園則於北區運動場舉辦「第一屆親子運動會」，有親子

接力賽和多項競技遊戲，家長與子女合力比賽，增進溝

通和了解，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上午。

●	 東欣幼兒園去年舉行「頌親恩暨端午節慶祝活動」，有

親子劇場、頌親恩、小食嚐試、龍舟競賽和創意圖工等

項目，為學生提供向家人表達感恩的機會；元朗幼兒園

與本會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合辦「關懷社區展

愛心活動」，培養兒童關懷社區。兩個活動均使區內人

士對學前教育服務增加認識。

●	 東欣幼兒園去年參加了教育局推行的「內地與香港教師

交流及協作計劃」，透過兩地教師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和課後討論等模式，提升教師的音樂教學設計和教學技

巧的效能；其餘幼兒園均透過同業互相觀摩，讓教師跳

出框框，擴闊視野，優化學習環境。東涌幼兒園參加由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主辦的「學前教育（全人發展）

學校網絡計劃」，以故事為教學的切入點，藉此培訓及

發展教師的專業技能，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

●	 元朗幼兒園去年參與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健康由家

庭開始計劃」，四名家長完成「家庭大使」專業訓練，

為園內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輔導，發揮互助精神。來年，

元朗幼兒園和粉嶺幼兒園同時參與上述計劃，以多元模

式和跨專業協作，如家訪、家長教育和親子活動等，

提高家長照顧子女的信心及能力，促進幼兒全人健康發

展。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	 本會轄下的培訓中心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及東涌綜合

服務中心去年共舉辦五項全日制與就業掛鈎課程，包

括三個「化妝助理基礎證書課程」、「美甲師基礎證書

課程」及「髮型助理基礎證書課程」。僱員再培訓局在

二零一六年二月底通知本會在來年獲資助繼續開辦上述

三項全日制與就業掛鈎的課程及兩項通用技能培訓課程

（職業英語I和職業英語II）。

●	 二零一五年九月，僱員再培訓局委託獨立調查公司，抽

樣調查在二零一五年七至八月完成就業跟進期的成功就

業學員，最後確認本會所提供的就業資料完全正確，所

有受訪學員均對本會提供的服務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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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服務
●	 本會去年獲得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資助計劃撥款約港

幣十萬二千元，在三個服務單位開辦十項課程，為弱能

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學習，包括中文基礎、基本及辦公

室英語、普通話、電腦基礎知識、社交技巧、性教育、

情緒管理、獨立生活技能等課程。

康齡社區大學
●	 本會合共十二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和長者活

動中心，去年招募了六百七十名學生參加康齡社區大學

文學院、體藝學院、社會服務及社會科學學院、資訊科

技學院和醫療保健學院舉辦的五百九十七個課程；更開

始邀請不同範疇的資深導師，開辦一系列新穎及高質素

的星級課程，吸引更多長者加入「終生學習」的行列，

課程包括：「中醫藥保健面面觀」、「手機Apps執靚

相、製短片」、「扭氣球班」、「壓花製作課程」及「長

者導師訓練課程」等。

●	 「中醫藥保健面面觀」由康齡社區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院合辦，學生參與踴躍，有效地推廣「以人為

本」的價值觀及促進「全人健康」的信念。另外，完成

「長者導師訓練課程」的學生，返回各自的中心成為導

師，學以致用，回饋社會。

智齡專上學院
●	 去年，本會繼續獲得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資助十九萬

多，舉辦「特能龍舟」賽事，包括「兩岸四地特能共融

中龍賽」及兩場「特能共融男子中龍賽」，共十七隊隊

悟宿基金特能龍舟賽2015

伍參加，繼續邀得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派出惠州隊、深

圳隊及肇慶隊，以及台灣私立惠明盲校和澳門特殊奧運

會組隊參賽，亦招募了三間愛心企業組隊支持，為「特

能龍舟基金」籌募更多善款。另外，本會繼續參加香港

旅發局舉辦之國際龍舟賽事，並安排由香港警務處及香

港懲教署之義工分別與智齡學生組成兩隊「特能龍舟

隊」參賽，勇奪亞軍和季軍，在國際賽中獲獎。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各項服務名額及使用率／提供服務次數
Capacity of Service and Enrolment Rate/No. of Service Provided

服務
Service

名額
Capacity

使用率／提供服務次數
Enrolment Rate/No. of Service Provided

育嬰園
Day Creche 134 100%

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Integrated Programme 36 100%

暫託幼兒服務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8 426

延長時間服務
Extended Hours Service 46 9,159

1.	幼兒服務
 Child Care Service

●	 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假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廳舉行「智

齡專上學院第五屆畢業典禮─夢想•航行」，讓畢業

生、家屬和公眾人士一起見證他們努力的成果。本屆共

有七十二位畢業生，非常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蕭偉強

副局長主禮，令場面生色不少。當天設有展覽區，擺放

學生的藝術作品，包括陶藝、繪畫及「展才衣服」等，

讓參加者見識他們的藝術潛能。

70 教育服務部報告

鄰舍輔導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Annual Report
年報2015-2016

71教育服務部報告

5.	智齡專上學院	
	 College for Adul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註冊學生人數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326

課堂節數  Number of Course Sessions 1,319

出席人次  Total Attendance 7,516

4.	康齡社區大學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註冊學生人數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670

開班數目  Number of Class 597

出席人次  Total Attendance 64,090

義務導師數目  Number of Elder Voluntary Tutors 52

長者義務導師佔導師總數比例 Percentage of Elder Voluntary Tutors to Total No. of Tutors 71%

3.	成人教育服務	
	 Adult Education Service

註冊學生人數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104

開班數目  Number of Class 10

出席人次  Total Attendance 864

2.	學前教育服務	
	 Pre-primary Education

學額 Capacity 486

使用率 Enrolment Rate 98.6%

活動次數
No. of Sessions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學生活動   Special Activity for Students 133 10,615

家長活動   Parents' Activity 94 4,741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29 2,413

6.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ERB Course

開班／課程數目  Number of Class / Course 5

出席人次  Total Attendance 6,668



「健頤專線」流動中醫養生服務計劃
●	 去年，流動中醫養生服務計劃的服務地點包括逸東

邨、白田邨、大澳及梅窩，使用者主要是長者和中

年 婦 女 ， 而 年 輕 人 及 兒 童 的 使 用 者 則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在服務量方面，內科診症二千多人次和針灸五百多

人次，總用藥量一萬八千多劑；此外，在夏天及冬

天進行的天灸治療，服務近百人。

●	 在健康教育方面，本計劃提供了兩次中醫講座，當

中更為長者提供適時保健湯水；亦為社區提供六次

義診，讓社區人士能了解自己身體狀況。

醫療衞生
　服務部報告
錢仲展紀念中醫診所
●	 中醫診所去年如常地為二萬多人次提供中醫內科、

針灸科、跌打骨傷科及推拿科服務，同時配發四萬

多劑中藥。

●	 去年，診所與本會服務單位和外界機構合作，舉辦

了十四次講座，主題包括保健食療、穴位按摩、中

藥湯水等；並繼續在中心的季刊，撰寫適切和實用

的保健、養生資訊，以宣傳健康教育；也在本會推

廣時令中藥保健湯包、中藥材等，令診所的健康教

育工作更多元化。

●	 未來，診所會繼續舉辦推廣中醫普及的教育活動，

並繼續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緊密合作，為市民

大眾提供優質的中醫藥全科服務，盼望能惠及更多

求診者。

中藥材配發服務 長者自在健步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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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頤康
坊」社區健康服務
●	 社區健康服務隊多元化的健康照顧及發展服務，讓

護老者和長者善用資源，增加健康知識；協助他們

處理健康問題及應付日常生活的困擾，從而提升生

活質素。

●	 服務隊繼續以「自主健康生活計劃」為重點，透過

定期身體檢查、健康教育指導、社區復康及互助小

組等，讓長者認識多些自身的疾病，從而加強掌控

健康的能力；又推動長者透過集體力量向其他長者

推廣健康訊息，共建有益健康的生活環境。

接受針灸治療服務

快速血液檢查

流感疫苗注射

驗血糖

●	 服務隊繼續推展護老者健康支援計劃、復康器材代

購服務、職業治療服務、物理治療服務、家居評估

及家居復康服務。透過專業醫療團隊並結合地區資

源，達致從社區教育、評估、治療及復康一條龍的

社區健康推廣支援服務。外界對服務隊的工作，給

予很高評價。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社區診所
●	 社區診所去年繼續秉承「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

以提升社區的健康水平為目標，向區內長者進行健

康教育，提供健康保健服務。

●	 跨專業團隊的護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為長者

及護老者提供健腦、復康運動、認知障礙症照顧技巧

等訓練；在流感流行的季節前，向長者提供流感知識

的講座及疫苗注射服務，以提升長者對疾病的認識和

預防。同時，診所亦提供醫療復康用品代購服務，以

方便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此外，診所與區內安老服

務單位合作，提供專業支援及同工培訓。

新界西日間社區康復中心中醫服務
●	 中心一直貫徹提供優質、跨專業合作模式、一站式

及全人的中西結合治療及訓練的理念，目標是為中

風、腦神經科、嚴重痛症、截肢等服務使用者，提

供 整 全 而 綜 合 的 康 復 治 療 服 務 ， 以 改 善 及 維 持 他

們的自助能力，減少依賴及減慢退化，盡快重投社

區，回饋社會。

●	 去年，中醫師共提供四百多節服務，而接受針灸及

內 科 服 務 的 達 九 百 多 人 、 三 千 多 人 次 ， 開 出 中 藥

九百多劑。因應人員穩定，服務質素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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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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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診症數目
Number of Consultation

2. 配藥數量
Number of Doses : 65,297

3. 醫療衞生服務
Health Care Service
人次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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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護理
技巧指導

Personal Care Skill 
Consultation

健康檢查
Health 

Assessment

藥物指導
Drug 

Management

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康復運動指導
Rehabilitative 

Exercise 
Prescription

心智評估
Mind

Assessment

助行器具評估
及指導

Walking Aids 
Assessment and 

Prescription

家居環境評估
及改裝工程

Home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Modification

代購服務
Rehab-Aids & 

Nursing Products 
Purchas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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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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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傷及推拿科
Bone-Setter and Tui-na

針灸科
Acupuncture

中醫內科
General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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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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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企業部報告
何文田體育館餐廳
●	 為發揮社會企業的精神，本餐廳一直堅持為弱能人士提

供訓練、實習及就業的機會，讓他們得到工作機會之

餘，亦要肯定他們的工作能力。去年，縱然面對艱難的

營運環境，本餐廳仍堅持以市場的薪酬水平聘請弱能人

士，而弱能人士佔整體侍應的一半。本餐廳會按照弱能

人士的能力和性格特質去安排合適的崗位給他們，讓他

們發揮所長，例如：喜歡按固定程序的自閉症員工，就

負責水吧工作；喜歡笑臉迎人的唐氏綜合症員工，則負

責為客人收拾碗碟等。另外，本會輔助就業服務的員工

會定期到訪餐廳，了解弱能人士在餐廳的工作情況，持

續跟進他們的技能發展和工作態度，在有需要時提供適

切的輔導。

●	 去年，為了配合巿場的轉變，本餐廳不斷改進顧客服

務，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在餐飲款式上力求變化。午

市仍是本餐廳最多顧客流量的時段，為增加非繁忙時段

的顧客流量，餐廳推出了新菜式，如中式套餐、晚餐佐

酒小食及輕盈全日常餐等。為加強服務的多元化，本餐

廳在去年不同的節日舉辦餐宴慶祝活動，如情人節晚

餐、母親節套餐、聖誕餐舞會及端午節自助晚餐等，讓

顧客在本餐廳慶賀有關節日。

●	 在推廣業務方面，本餐廳透過網上媒體向大眾宣傳外，

在員工彼此同心協力下，積極控制成本，去年的營業額

增加，令虧損大幅縮窄，整體成績較前年的有明顯的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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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享用餐廳的自助餐

客人在餐廳舉行活動



員工訓練及發展活動類別 參與人次

工作知識 1,656

技能提升 2,576

服務質素 2,156

職業安全及健康 1,128

團隊精神 595

服務交流 136

員工導向 266

管理技巧 25

員工關懷 176

顧客服務 97

總數 8,811

員工
　訓練及發展

76 員工訓練及發展

鄰舍輔導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	 本會除著重員工的福祉外，對於員工的專業發展及工作

技能的提升亦十分關注。為建立有融洽氣氛之優質團

隊，本年銳意增加資源於建立團隊精神的培訓項目上。 

●	 去年，本會參與培訓的人次合共八千八百一十一人，舉

辦的課程主要是工作知識、技能提升、服務質素，與以

及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訓練。在工作知識的培訓方面，

本會舉辦了不同類型課程，包括預防及處理暴力事故、

系統使用訓練、膽固醇睇真D、感染控制及YO YO實務

工作坊等，共有一千六百多人次參與。至於技能提升訓

練，包括智障人士挑戰性行為之分析及處理、緊急事故

處理及微遠試算表2007等，共有為二千五百多人次參

與，於服務質素方面的培訓，包括重溫服務質素標準

等，共有二千一百多人次參與。在職業安全及健康方面

的培訓，主要針對員工的正確工作姿勢及工具的正確操

作，共有一千一百多人次參與。另外還有多項針對團隊

精神提升和實務工作的培訓，共有一千二百多人次參

與。

口腔護齒講座

全體員工退修日

●	 此外，本會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辦之團隊建立活動，

透過遊戲，員工以大量氣球併砌出一幅大型的橫額，當

中需要參與者的緊密合作及默契，從而加强員工的溝

通，亦帶出互助互信的重要性，這正是去年的員工發展

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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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服務		 	
李茂華 王嘉胜 房詩敏 陳智聰
黃穎欣 黃啟剛 石曉嵐 盧凱昭
何國浚 鄭詠研  

3年服務
李笑芳 楊芷琳 陳泰然 關　立
伍志鵬 何潔楹  吳祉欣 李政賢
陳昭玥 麥嘉雯 單玉華 曾慶珊
楊天寶 葉銘恩 盧少英 駱立瑩
譚彥青 蘇慧鈴  

東區/灣仔外展社會工作隊
4年服務
童　琦

3年服務
李紫婷 馬詠茵 陳鍵熙 何淑貞
林俊傑 李　桃 謝晞妤 梁毅思
吳思鳴 林杏芳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12年服務	 	 	
戴慕容 何元光 黃　菀 

11年服務	 	 	
鄧翠玉 蕭戊培 馮麗羨 洪褔海
龔金湊 胡仲生 林品蘭 梁永考
馮文蘭 凌碧花  

10年服務	 	 	
歐陽春安 謝　琼 朱改柳 陳蓮花
郭婉儀   

9年服務		 	
區煥珍   

8年服務		 	
李王寶鳳 邱東平 莊　蘭 譚金和

7年服務		 	
范金葵 文煥興 黃滿嬌 黎少珍
陳文豪 叶風招 伍鳳華 

6年服務		 	
張素英 張桂英 郭蓮蔭 譚順卿
余玉芳 謝深玲  

5年服務		 	
林民友 邵玉霞 馮蓮愛 黎元友
陳甘泉 林新花 胡　堯 

4年服務		 	
黃鳳如 陳秀英 何艷萍 潘彩霞
鄧小燕 馮群娣 葉健波 吳錦煥
郭麗麗 葉玉珍 吳笑蘭 庾成球
陳　琼 林銫如 鄧瑞蓮 孔偉賢
孔偉群 梁淑貞 毛雙鳳 葉明玉
陳月華 王菊香

3年服務	
吳倩玲 梁紹妍 麥瑞庭 曾廣旋
趙冬梅 鄭克金 梁提羽 陳三妹
劉淑卿 廖寶逵 李月卿

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18年服務
譚慧貞 彭劍穎

17年服務
鄭兆芬 徐偉幹 林九妹 李麗虹
梁群英 汪秀蘭 黃新芳 葉惠儀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14年服務
陳育意 藍群珠 李素卿 吳麗芳
曾影棠

13年服務
黃旭謙 謝惠珍

12年服務
劉　維 何麗儀 朱瑤希 李月英

11年服務
謝惠嫦

10年服務
張煒娟 馮燕萍 陳泉英 鄭琴珠

9年服務
張權珍 鍾煥珍 朱雅芳 

8年服務
何麗芬 劉扮英 何寶玲 羅偉德
郭金英 陳金蓮 冼華彩 馮　妹
陳金笑 林玉英 梁倩英 曾麗娟
吳注治

7年服務
歐陽桂元 甘欽如 侯銀來 何松愛
陳潤蓮 黃梅芳 何梅花 蔡美芳

6年服務
楊吳端 麥雪英

5年服務
蘇天成 唐群英 唐益妹 潘水堂
王　儀 郭豐淦 陳肇濠 覃金珍

4年服務		 	
徐錫英 陳家輝 謝健衡 袁樹榮
孫國強 盧啟漢 譚仲濂 葉桂珍
吳月娥 陳　衡 倫馮麗瓊 周玉蓮
馮海燕 劉小冰 黃瑞碧 周麗麗
戴　晨 李力群 李亦丹 李柏蓉
劉綺楟

3年服務
尹　君 陳佩珊 張嘉怡 張嘉卿
周銘澤 劉寶儀 曾　雨 梁國賢
薜景嵐 方彩蓮 何卓穎 吳敬龍
李家鳳 林沅頤 高惠良 張牛娣
張曉彤 陳福莉 楊嘉緣 鄧　森
謝永章 鍾穎怡 羅俊穎 蔡永春
吳梅嬌 王玉賢	 蔡　昭 朱慧茵
屠　靜 莫幗英 李玉林 梁旭端
郭海連 高少雲 袁志棠 史朝暉
甄雪雲 何錦真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
13年服務
陳開誠

12年服務
陳華麗

11年服務
傅麗英

9年服務
吳綺雲

8年服務
吳鳳平

7年服務
林素貞 夏小娣 尹錦常 潘仁杰

6年服務
夏梅蓮

5年服務	
彭素霞 趙玉娥 譚慧慈

3年服務
關碧旋 黃堅平 黃淑儀 胡惠蘭
何　柳

賽馬會樂富宿舍
20年服務
朱金基  劉雪勤

18年服務
譚巧仙

17年服務
林　遠

12年服務
何　有  梁炳棠  梁素英  陳慧貞 

8年服務
曾紀尉  丁秀珍  梁　照

6年服務
白玉如

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
8年服務
唐銀富

6年服務	
勞旺才

3年服務	
黎廣成 李炳光 林正國 文造興
周桂才

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年服務
楊　娟

12年服務
張少芳 鍾綺綾 楊遠慧

11年服務
陳惠貞 林　妹 劉順清 梁少芬
王恩鳳 楊秋菊

10年服務
雷宏恩 李麗娜 阮慕貞

9年服務
甘麗妍 甘穎妍 梁雅雰

8年服務
羅潔冰 李彩珍

7年服務
何蕙玲 詹子生 詹子玉 關汝軒

6年服務
何毓娣 馬喜鳳 張淑英 梁麗賢
鄧寶芬 關淑貞 伍紫蕊 李曉虹

5年服務
葉海兒 李茂勝 黃國禧 陳群弟
何婉雯 梁幗雲 梁佩玲 黃偉雄
李家儀 陳潔冰 吳金妹 吳祉熹
林雅柔 勞慧妍 盧凱峰 駱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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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服務		 	
李細妹 湯瑞橋 郭桂清 陳佩蘭
甄淑霞 鄧進娣 冼　芝 陳九妹
劉操潔 林愛群 梁燦光 麥彩娣
陳水清 溫敬珠  

3年服務		 	
黃耀光 楊卿女 陳麗珠 吳家堯
譚笑華 梁琼笑 黎美容 黃翠蓮
林美珠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19年服務	 	 	
呂偉枝   

17年服務	 	 	
黃韓西 黎亦紅 葉鳳瓊 

16年服務	 	 	
陳浩然 謝少華  

15年服務	 	 	
林志源   

14年服務	 	 	
余惠珍 李漢雄 陳四女 蘇根達

13年服務	 	 	
陳妙嫻 鄭樹航 錢少玲 

12年服務	 	 	
李群慶 袁燕香 郭寶琼 陳漢華
黃潔鳳 葉德明 關道生 梁法龍

11年服務	 	 	
林秀蘭 梁燕芬 梁錦屏 郭梓明
陳　根 陳少芝 陳月意 葉　妹
葉襯嬌 劉蘭英 鄧潔粧 鄺復明
陳婉華   

10年服務	 	 	
林活兒 鄧新喜 李玉嬋 李維槊
林玉坤 林霞君  

9年服務		 	
梁寶英 吳氏儀 林仙如 張淑華
梁孝慈 王玉娟 陳勝彩 趙修儀
黎金枝 陸勝利  

8年服務		 	
吳麗雲 高妙娟 張淑卿 梁有寬
馮淑嫻 黃秀虹 簡月珍 黃卓堅

7年服務		 	
陳志晶 史蘭芬 張鑑光 陳邦寧
陳國鑣 黃　濃 葉文慧 廖瑞蘭
廖鳳英 熊卓錦 顧蓉芳 蕭美仙

6年服務		 	
文秀卿 朱熹林 莫偉奇 陳廣滔
彭秀芬 黃美娟 譚秀琼 顧葉琴
李潤金

5年服務		 	
梁煥林 蘇　嬌 陳慧嫻 江素蓮
薛柳霞 徐恩鹽 張伯明 張寶娟
梁笑貞

4年服務		 	
羅玉蓮 陳詩林 李木英 黃惠芳
劉更生 梁惠玲 黃月森 鄧美兒
陳淑珍 嚴玉英 梁亞相 徐世儀

3年服務		 	
周麗嬌 蘇炳文 林巧清 陳麗貞
李利雲 蔡寶真 蔡萍芝 李綺玲
司徒梅 黃慧娟 鄺淑雯 歐緯堅
陳少洪 朱麗琼 黃淑琴 蔡惠明
李女順 黃玉燕 賴錦雲 黎麗瑩

16年服務
林燕卿

15年服務
馮　妹 梁　南

14年服務
吳　崧 李燕群 陳慧英

13年服務
陳福慶 梁淑賢 蘇賽燕 潘仁杰

12年服務	 	 	
程煥錦 林麗霞 英灼卿 陳華麗

11年服務	 	 	
石松喜 劉小雲 陳小容 陳鳳玲
陳笑芳 葉展良 吳綺雲 勞惠屏
譚彩玉

10年服務
林佩賢 梁鳳萍 歐東焱 朱合珍

9年服務		 	
萬葉婉玲 陳淑貞 陳佩雲 梁啟智
曾麗珠 黎煥章 徐巧鳳 鄧鳳珍
尹倩文   

8年服務		 	
任少琼 麥陳市 梁　連 潘金友
何有蓮 吳鳳平  

7年服務		 	
陳肖芳 譚爕和  

6年服務		 	
范華生 翟洪歡 梁志強 黎慶圓
陳惠蘭 李雪容 胡　渠 張東娣
梁麗雲   

5年服務
陳愛心 馮麗芳 朱慧珊 梁楚榮
陳賽萍 謝勇生 何惠蓮 梁玉琼
梁淑妹 蘇學垣 鄭麗霞 梁佩婉
張玉英 羅惠芬 李錦嫦 

4年服務
湯國強 朱　強 李浣冰 黎瑞雄
吳長賢 張維進 甘群彩 鄒　波
蘇道明 甘玉英 姜陳淑美 黃楚雄
張慶鳳 郭滿紅 潘少群 范炳基
鍾玉英 邱燕利 雲碧霞 侯偉英
鍾　湛 潘慧珍 余秀蓮 沈惠芳
黃超文   

3年服務		 	
伍秀琼 黃景怡 陳麗珠 黃雪梅
郭彩嬋 陳美芝 吳美玲 黃健好
陳　璋 黃清華 鄧娉顏 杜俊霽
陳遠勤 蔡艷霞 羅錦芳 陳淑端
林北湟 梁文敏 鍾永強 李明雪
陳水錦 樊連兒 周志強 范烏妹
杜婉儀   

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13年服務	 	 	
袁順平 葉　得 嚴瑞容 王笑容
廖杏元 梁華基 鄺　蘭 馮　靈
馮秉成 陳樹妹

12年服務	 	 	
黃賽珍 戴秋容 吳培藍 馬瑞瑜
李潔雯 郭　珍 何轉好 朱惠山
黃熙文   

11年服務	 	 	
王秀環 黃佩琼 葉國榮 湯榮耀

10年服務	 	 	
紀榮成 莊美寶  

9年服務		 	
錢秀珍 王紅君 麥　細 林嫣然
林秀容 馮秀芳 莊愛珍 

8年服務		 	
吳梅齡 林健英 朱淑儀 周玉英
張再珍   

7年服務		 	
曾錫堅 文齊笑 李玉佳 陳婉筠
陳月琴 黃蘭桂 黃日生 

6年服務		 	
張鳳嬌 許靜賢 郭水雲 黃麗娟
利　年   

5年服務		 	
黃綺芳 黃碧清 黃秀珍 劉建榮
李　珍   

4年服務		 	
何玉珍 鄭錦添 樊群好 李兆鎏
吳健馨 呂潔英 黃　珍 鄔寶蓮
王美意 劉影雪 劉傑仁 

3年服務		 	
洪素戀 藍慧薇 康　豪 陳潤寬
陳景良 林　蘇  

利東鄰里康齡中心
26年服務	 	 	
姚　樂 吳海添  

22年服務	 	 	
陳阿五   

21年服務	 	 	
李漢英   

18年服務	 	 	
林　琴   

16年服務	 	 	
周大蚊   

14年服務	 	 	
陳若碧 易慕貞  

13年服務	 	 	
黎　丕   

12年服務	 	 	
倫群英 宋麗群 呂賢金 廖淑芳

11年服務	 	 	
李欵霞 洪玉琴 賴德富 江玉珍

10年服務	 	 	
蔡似惠 崔桂心 彭清霞 蔣彩珍

9年服務		 	
周曼薇 張鑑林 郭玉娟 陳御鑾
陳金陵 蔡佩蓮 鄧鳳儀 

8年服務		 	
何　鴻 張彩平 雷惠英 張錦安

7年服務		 	
黃偉俊 黃少霞 林　英 張麗明
黃小雲 黃錫文 黃麗貞

6年服務		 	
鍾葵卿 何玉貞 麥來桂 潘釵好
周肖蓉 周麗琼 黃錦泉 鄧妙貞
葉秀潔 楊志萍 許金珠 陳華湘

5年服務		 	
譚玉珍 李錦全 王志強 黎潔玲
黃琼芝 鄧婉芬 劉　光 黃瑞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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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
20年服務	 	 	
吳雪芬 莊世田 陳保平 

19年服務	 	 	
胡　敏 陳婉嫻 謝琼珍 

18年服務	 	 	
李　潔   

16年服務	 	 	
劉　華 郭慧儀 劉連英 

15年服務	 	 	
余寶珠 謝春嬌 馮萍芬 陳伯玉

14年服務	 	 	
李淑嫻 黃麗嬋  

13年服務	 	 	
文　肖 謝桂英  

12年服務	 	 	
黎惠清 潘靜儀 凌　順 盧樹基

11年服務	 	 	
阮淑賢   

10年服務	 	 	
何　業 曾德貞 單慧萍

8年服務		 	
陳浣薇 張富萍 黃小萍 李劍心
謝細女 吳淑琴 孫永平 鄭慧賢

7年服務		 	
李廷義 張　成  

6年服務		 	
劉素華 許富潤 鄭美玲 麥妙賢
林碧仙   

5年服務		 	
韋寶蘭 陳燕卿  

4年服務		 	
鍾振華 潘國偉  

3年服務		 	
唐淑賢   

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22年服務	 	 	
梁　崧   

19年服務	 	 	
陳琼心   

18年服務	 	 	
葉梅娥 駱寶梅  

16年服務	 	 	
陳惠嫦 陶玉蓮 伍秀珍 楊黛茜

15年服務	 	 	
李銀鈿 黎偉庸  

14年服務	 	 	
唐　林 安美蓮 李紹恩 凌育桂
陳詠嬈 梁向明

13年服務	 	 	
黎錦銓 黃月明 馬得華 張翰璜
林淑昭   

11年服務	 	 	
陳煜明 湯桂英 陳雲漢 陳偉乾
江　衛 梁英華 崔淑貞 

10年服務	 	 	
蔡麗芳 李日珪 黃映雪 何玉萍
林仲葵 溫聯標  

8年服務		 	
彭陳月嫦   

6年服務		 	
梁秀容 陳秀英  

5年服務		 	
凌杏芳 辛婉珍 山小鳳 陳佩屏
李秀芳   

3年服務		 	
陳　銀 張炎培 梅筱萍 朱有蓮
何李麗娟 陳四妹 鄒琼芳 蘇麗華
莫基卿 施杏元  

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
23年服務	 	 	
朱許紫   

20年服務	 	 	
霍錦珍 甘樹英 盧淑芬 黃翠萍

19年服務	 	 	
陳賀春   

18年服務	 	 	
高舉濃 游惠嬌  

17年服務	 	 	
李佩琼   

15年服務	 	 	
趙玉群 袁　寬  

14年服務	 	 	
劉慧明 陳七妹 曾素真 尹賢娣

13年服務	 	 	
徐彩萍 黃彩鑾 黃映鑾 黃榮錦

12年服務	 	 	
祝月勤 陳　炳 梁倫佑 

11年服務	 	 	
陳月琼 龔玉卿 蕭　田 

8年服務		 	
張合順 司徒秀群  

6年服務		 	
關春旺   

5年服務		 	
李瓊仙   

3年服務		 	
周鳳萍   

白田康齡中心   
23年服務	 	 	
黃素珍   

16年服務	 	 	
梁悅好   

15年服務	 	 	
單銀笑 王者香 何　六 

12年服務	 	 	
方竹娣   

8年服務		 	
陳群卿   

7年服務		 	
鍾迎娣   

5年服務		 	
招麗芳 李秀英 黎肖容 

秀茂坪康齡中心
13年服務	 	 	
林佩英 李妹女 沈莉英 

12年服務	 	 	
王小孟 劉秀華 姚瑞科 陳鳳蘭
張　美   

11年服務	 	 	
陳秀琴   

8年服務		 	
吳梅嬌   

7年服務		 	
石連順   

6年服務		 	
鄒鑑橋 朱翠蓮 黃玉蘭 梁醒娥

5年服務		 	
梁麗斯 周華英  

3年服務		 	
鄧　寬 夏翠珍 郭瑞珍 馮雲女

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14年服務	 	 	
蔡撈姐   

5年服務		 	
廖維樞   

4年服務		 	
鄧漢榮 吳瑞英  

3年服務		 	
廖觀群 黃炳成  

黃大仙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16年服務	 	 	
鍾志基   

12年服務	 	 	
曾慧冰 鄭楚鸞 張嬋恩

元朗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14年服務	 	 	
梁　瑞 楊四妹  

13年服務	 	 	
林煥景 陳潤珠  

11年服務	 	 	
高亞桃   

10年服務	 	 	
郭貴好 梁三妹  

8年服務		 	
黃銀芳 梁煥好  

6年服務		 	
冼勝好   

4年服務		 	
陳　銀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
10年服務	 	 	
陳秀霞 何讓好

9年服務		 	
嚴　燕 潘綺文  

8年服務		 	
林　光 李　金  

5年服務		 	
鄭愛玉 楊秀雲  

3年服務		 	
梅秋菊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
16年服務	 	 	
劉美芳   

13年服務	 	 	
簡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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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服務	 	 	
易靜芳 鄧年娥 陳月娥 陳素娟

10年服務	 	 	
劉綺玲 陳碧賢  

6年服務		 	
董湘翎 梁嘉宜  

4年服務		 	
梁月鳳 高美真 黃月桂 張家儀
馬寶珍 雷素儀 顏倫達 蔡志剛
蔡穎茵 陳金妹  

3年服務		 	
楊慧仙 周沛媛 李家汶

輔助就業服務
6年服務		 	
何嘉麗 方惠青 鄭嘉雯 陳冬青
翁家進 蘇慧儀  

5年服務		 	
關詠欣   

4年服務		 	
鄭寶玉 何家鳳 關淑芳 劉秀琼

3年服務		 	
朱偉和 張文豪  

黃大仙展能中心
12年服務	 	 	
杜天妹 陳妙英  

7年服務		 	
洪惠卿 黃小蓮  

黃大仙下邨展能中心暨宿舍
12年服務	 	 	
馬寶芝   

11年服務	 	 	
陳青雲   

8年服務		 	
曾孻弟   

7年服務		 	
洪英龍   

6年服務		 	
何宇庭 區美蓮  

5年服務		 	
韓錦明 劉惠珍  

大興宿舍
8年服務		 	
胡秋霞 黃錦華 黃玉貞 何惠芳
曾一峰 鄭木轉 李志良

7年服務		 	
黃啟明 葉沛新 李志遠 馬維達
陳樹平 黃鳳珊 張慧芬 陳椅明
張健明   

6年服務		 	
鍾就和 趙木盛  

5年服務		 	
黎鳳英 張潤生 趙昕民 鄭亞九
鍾偉民 梁灝安  

4年服務		 	
陳笑薇 萬寶來 彭得信 

3年服務		 	
吳凱君 岑德懷  

怡康居
8年服務		 	
陶俊權 俞振邦 李潤芳 周寶清
周迅翎   

順天宿舍
13年服務	 	 	
陳德恩

11年服務	 	 	
蔡國基   

6年服務		 	
吳宏鴻 張伯興

5年服務		 	
黃德生   

3年服務		 	
王頌平   

怡樂居
13年服務	 	 	
楊璟蒂 陸麗娟

12年服務	 	 	
鍾慧娟   

10年服務	 	 	
唐耀華   

7年服務		 	
邱詠如 叶麗英  

6年服務		 	
陳明慧 

屯門整合服務之屯門義工網絡
11年服務	 	 	
范桂蓮   

9年服務		 	
周展華 羅瑞蘭 黃錦標 羅志雄
王桂英   

8年服務		 	
陳麗霞 余燕薇  

7年服務		 	
楊美蓮 馬淑慧 白禮智 賴徐珍
關淑雲   

6年服務		 	
張少英 陳麗娥 郭潤月 

5年服務		 	
劉彥裳 陳沐林 吳敏兒 蘇鳳金
梁有男 黃凱珊 劉劍貞 

4年服務		 	
余合玲 鍾有群 林燕勤 

3年服務		 	
麥瑞心 謝永明 李月娥 謝惠芬
樊玉真 陳月英 敖卓輝 李碧然
林少梅   

茶果嶺中心   
28年服務	 	 	
羅振常   

24年服務	 	 	
盧燕清   

23年服務	 	 	
羅悅屏   

21年服務	 	 	
黃　金   

18年服務	 	 	
蔡宣明   

14年服務	 	 	
鄧玉華 葉婉蘭 林碧霞 李燕芳
湯玉英 徐小頻  

13年服務
石金妹 陳淑雲 陳滿燕

6年服務		 	
何發蓮 黃亞賢 王寶君 李翠平
張玲玲 林偉龍  

5年服務		 	
黃照麟 朱欣儀 陳艷紅 鄭偉雁

3年服務		 	
陳玉炎 栢桂英 何永平 倉永倫
李錦鳳 麥麗平 洪樂茵 吳艷麗
羅詠瑜   

屯門/元朗鄉郊中心
24年服務	 	 	
黃儉妹   

23年服務	 	 	
劉　算 勞艷花  

19年服務	 	 	
黃義妹   

18年服務	 	 	
李麗琼   

17年服務	 	 	
蔡志本 李桂珍 王志權 

15年服務	 	 	
鍾美美 文亞麗  

13年服務	 	 	
潘　榮 李煥英 許麗娥 黃梓軒
李麗卿 潘美華  

12年服務	 	 	
阮廣安 王文娜 葉常玲 鄧惠芬

11年服務	 	 	
李啟灃 周慧芝 陳美英 鍾穎嵐
潘惠英 倫少曼 鄭玉莉 郭　珍

10年服務	 	 	
陳英明 林麗粧  

9年服務		 	
陳秀香 高　妹 馮惠貞 陳潔玉

8年服務		 	
鄧　喜 施華芬  

7年服務		 	
李麗琼 黃杏芳 鄧同發 張華心
劉瑞榮 周燕芳 鄭麗影 羅國群

6年服務		 	
蔡福能 吳宏萍 高少雪 陳碧麗

5年服務		 	
李文忠 楊秀芳 陳慧思 

4年服務		 	
冼惠霞 何蓮珠 陳寶貝 蔡世康
孫子峰 王惠玲 梁秀蘭 

3年服務		 	
周惠蓉 吳家綺 陳官英 譚偉英
鄭瑞燕 鄺麗娟 麥仿梅 鄧錦鳳
何香琴   



1. 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有關機構

鳴謝
我們在此謹向下列熱心支持本會工作的機構和人士，致以衷心謝意（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民政事務局●●

教育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醫院管理局●●

廉政公署●●

屋宇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警務處●●

香港海關●●

香港懲教處●●

入境事務處●●

勞工處●●

市區重建局●●

民政事務總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衞生署●●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立法會●●

各區區議會●●

各區分區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安老事務委員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

消費者委員會●●

香港存款保障計劃委員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

僱員再培訓局●●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元朗區防火委員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

2. 內地政府及有關機構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廣東省民政廳●●

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

廣東省社會工作師聯合會●●

廣州市民政局●●

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

廣州市義務工作者聯合會●●

廣州市社會工作協會●●

廣州市社聯社會服務中心●●

廣州市荔灣區民政局●●

廣州市荔灣區政協●●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逢源街道辦事處●●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西村街道辦事處●●

深圳市殘疾人聯合會●●

佛山市殘疾人聯合會●●

中大社工服務中心●●

3. 非牟利及義工組織
香港賽馬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各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雅研社●●

上海總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失明人健體會●●

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蝴蝶灣綜合社會服務處●●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青年中心●●

明愛容圃中心●●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

成長希望基金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青雲社●●

紀利華木球會●●

法鼓山香港道場●●

BB醫生●●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綠色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仁人家園●●

開心樹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香港基督徒牙醫團契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元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玄奘研究中心●●

灌樂會●●

大嶼山北少年警察警訊●●

錦華精舍●●

觀塘婦女發展協會●●

生命工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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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鑪峯獅子會●●

國際獅子會(觀塘分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路德會包美達社區中心●●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屯門)●●

新生精神復康會屯門長期護理院●●

德育傳承有限公司●●

新創建愛心聯盟●●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保良局黃竹坑護理安老中心●●

博愛醫院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香港醫藥援助會●●

貓頭鷹藝術團●●

香港耀能協會富東宿舍●●

秀茂坪青年團●●

長者安居協會●●

省善真堂●●

聖雅各福群會雅逸居●●

聖雲先會香港中央分會●●

聖士提分會城門之源●●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長春社●●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婦女會(將軍澳婦女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樂齡隊●●

匡智新翠宿舍●●

城北扶輪社●●

神召會屯門堂●●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聯合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西區婦女福利會●●

仁愛堂牙科服務外展先導計劃●●

御華陽慈善社●●

元朗大會堂●●

義務工作發展局●●

愛心動力義工隊●●

恒生銀行義工隊●●

盈善最樂●●

香港義工團●●

入境事務處義工隊●●

長青樂同行●●

土地註冊處義工隊●●

玲瓏粵劇團●●

新地義工 Team 力量●●

新屯門中心義工隊●●

愛孝善行實踐義工隊●●

澳門特殊奧運會●●

台灣無障礙協會●●

4. 基金
獎券基金●●

香港公益金●●

香港賽馬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勞工及福利局公眾教育基金●●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陳蔭川慈善捐款紀念基金●●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香港公益金及時雨基金●●

李國賢長者基金●●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張慶華慈善基金●●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友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嘉里集團郭氏基金會●●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

保良局田生改善家居生活基金●●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

惠家慈善基金●●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

5. 教育團體
香港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浸信會永隆中學●●

佛教大雄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香港四邑市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匯知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青山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靈糧堂秀德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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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賢會恩慈學校●●

中華傳道會基石幼稚園●●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校●●

路德會良景幼兒園●●

山景邨浸信會幼稚園●●

聖公會蒙恩小學家長教師會●●

6. 商業機構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花旗銀行●●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168畫廊●●

明心大藥房藥物管理中心●●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美國雅培●●

阿克蘇諾貝爾太古漆油有限公司●●

亞洲國際博覽館●●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映灣園物業管理處●●

志成(金椰子)貿易有限公司●●

中若奘中醫診所●●

城市科技系統有限公司●●

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播道醫院●●

創邦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惠佳有限公司●●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水之源有限公司●●

謙記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瀚文環保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優質電機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海天濃縮中藥有限公司●●

鴻昇餅店●●

進浩食品有限公司●●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

美隆堡酒業有限公司●●

經絡按揭轉介●●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新意文儀●●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時代卡拉OK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東方報業集團●●

紙藝軒●●

保華建業●●

迅潔清潔公司●●

成記花園●●

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新永隆米行●●

恆基陽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總商會●●

優比速公司●●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唯聽香港聽覺及言語中心●●

和富社會企業●●

美國惠氏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色彩髮型屋●●

7. 個別人士
陳素娟女士●●

周曼卿女士●●

陳愛歡女士●●

陳淑英女士●●

鄭慶錡先生●●

趙志遠先生●●

賴友儀女士●●

李志方女士●●

李憲泰先生●●

李君宇先生●●

李聖根先生●●

李穗芳女士●●

梁耀國先生●●

馬鏡澄先生●●

董華榮先生●●

黃志強先生●●

黃家偉先生●●

黃國勝先生●●

汪善儀女士●●

黃慧華女士●●

楊植祺先生●●

姚寶玲女士●●

余世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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