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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之歌
A Bright Tomorrow

中文作曲／編曲／監制：陳光榮　　　中文歌詞：Fiona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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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所象徵的意義

圓圈
象徵世界及全人類

兩間屋結構亦同是兩枚向上的闊箭
象徵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界別、專業社會工作倫

理、知識、技能與傳統文化價值及各階層居民

的共同努力，使基層得到健康及充份的發展。

高樓大廈
象徵社會整體健康向上發展及顯示一個有廣闊

基礎上的社會奮發向上與好的鄰舍精神，延展

至社區各階層以促進一個公義、關懷、分享、

尊重、合作及和諧的社會。

橙色
象徵喜樂、熱誠、創造與光明。

白色
代表純正、廉潔及誠實。

Symbolic Meaning of Our Logo

Circle
Symbolizes the world and all mankind.

Two Housing Structures Shaped Like Broad 
Arrows Upward
Symbolizes upward mobility of healthy 
grassroot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both formal & informal sectors,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ethics, knowledge and 
skill together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 and 
all walks of life.

High Rise Building
Symbolizes our society having a healthy and 
vertical movement, indicating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uplift on a broad basis and good 
neighbour spirit extending to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community to promote a just, 
caring, sharing, respective, co-operativ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Orange Colour
Symbolizes joy, creativity, enthusiasm and 
bright.

White Colour
Symbolizes pure, clean and ho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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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間以誠信、希望與愛心而建基於香港的多

元化服務非政府機構，我們確認本會集體責任在

激勵自助、互助的延伸，倡導社會公平與公義，

並致力提供卓越專業服務以共同發展一個互相關

懷、尊重及分享的社會。

使命 
　宣言

【1】 我們堅信每一個人均有着與生俱來的尊嚴、獨特與價值，並可發展潛能，

貢獻社會。我們尊重個人的抉擇權利及授權予服務對象以確切及負責的態

度選用他應可獲得的資源。我們相信沒有一個人是一個孤島；而每一個地

區和社區都需要一個健全的溝通系統，以增加互助及相互合作。由是本會

期望與有關各政府部門、法定團體及非政府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共同製訂

公平的社會政策並貫徹實踐，使與社區同受裨益。

【2】 我們堅守社會工作專業道德價值，致力提供優質服務工作對象之群組及基

層社區，特別是那些脆弱及有殘障的群體。我們務求本會每一個決定、行

動及項目，將會是明確回應並具有成本效益積極可行的活動。預防性及創

新性的計劃將被採用以解決現存社會問題，並盡力改變那些正在困擾世界

各大都市中的反社會趨勢，例如青少年暴力犯罪、街頭黑幫作惡、童年吸

毒及社會衰退等。我們希望促進公益精神，創造有意義的角色機會予青少

年及老人，得以發揮精力與潛能；同時培養人力資源，以滿足香港及鄰近

地區的發展需要。

【3】 我們透過職前及在職培訓以充實增長中的員工，訓練社區義工，且激勵他

們的個人及公民意識，以運用上述的價值、知識、技術更有效地幫助最有

需要的鄰舍而不以他們的種族、原籍、宗教、階層及政治傾向作取捨。我

們將加強團隊合作精神，並透過開放、互信、分享工作經驗及技術交流，

接遇毗界的同工。我們也要在特別行政區繼續鼓勵義工，激發優質的社區

服務，而且漸進地在珠江三角洲延展服務示範。在廿一世紀時，本會「愛

鄰如己」的信念，將接受考驗在鄰近地區與省份發揚我們的愛心與關懷。

基於此信念，我們奉獻我們的使命與三“E”的機構文化

【延展、公平、卓越】
給予任何需要我們服務的地區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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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目標 / 
　　　機構文化

宗旨目標

【1】 提供我們鄰里間所需的資訊、輔導與適切性的服務，以增進個人、家庭和

社區的社會功能；與及為那些生活在困苦或困惑中的，給予輔導服務或轉

介予合適的機構，俾能迅速解決當前問題。

【2】 蒐集及提供事實資料以剖析社會問題，指出服務的不足，以及市民、政府

與志願機構間溝通不足的地方；使該資料數據在需要時，可用作有關方面

的行動與改革。

【3】 獨立地或聯合有興趣的團體進行意見調查、統計及社會研究。

【4】 發揚睦鄰精神及促進社區發展，以達致居民互助及社區整合。

機構文化

本會三“E”的機構文化：

公平（Equity） ： 我們恆時堅守著社會工作原則與價值，發展人的潛能，

促進公平與正義、權利與義務並重；

卓越（Excellence） ： 不論在服務提供、督導與管理等方面，我們要在質與量

的層面，要求進步；

延展（Extension） ： 我們的服務類別從基層發展，延展至具有多元目標的社

區綜合服務；與及服務地域從香港本土，延展至澳門及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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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會員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會員代表大會
GENERAL COMMITTEE 

MEETING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總幹事
EXECUTIVE DIRECTOR

社會福利服務
SOCIAL WELFARE SERVICE

中央行政
CENTRAL ADMINISTRATION

1. 長者地區中心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2. 長者鄰舍中心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3. 長者活動中心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4. 長者支援服務隊
 Support Team for the Elderly

5. 護老者支援服務
 Carer Support Service

6.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Day Care Centre and
 Day Care Unit for the Elderly

7.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8.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
驗計劃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9.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
計劃家居支援隊

 Integrated Discharge Support 
Programme for Elderly Patients 
Home Support Team

10. 護理安老院
 (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 

安老宿位)
 Care & Attention Homes Providing 

Continuum of Care

青少年服務部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Divison

安老服務部
Elderly Service 

Division

康復服務部
Rehabilitation Service 

Division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部
Family & Child Welfare 

Service Division

1.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Integrated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Centre

2.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 
工作

 District Youth Outreaching Social 
Work Service

3. 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
 Overnight Outreaching Service for 

Young Night Drifters

4.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5. 課餘託管服務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6.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Child Development Fund Project

1. 綜合服務中心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2.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3. 家庭支援網絡隊
 Family Support Network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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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緊急臨時住宿服務
 Overnight Accommodation Service

6.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
服務中心

 Support Service Centre for Ethnic 
Minorities

1. 綜合康復服務中心
 Integrate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entre

2. 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cum 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

3. 展能中心
 Day Activity Centre

4. 自閉症人士服務
 Service Project for People with Autism

5. 展能中心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Day Activity Centre cum Hostel for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6. 駐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Agency-based Occupational Therapy Service
7. 輔助就業服務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8.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續顧服務
 On the Job Training Programm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After Care Service

9.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Integrate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entre

10.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for Severely Disabled Persons 
11.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Hostel for Severely Physic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12.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Hostel for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13.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Hostel for Moderat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14. 輔助宿舍
 Supported Hostel

15.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District Support Centr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6.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17. 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Day Centre

18. 日間暫託服務
 Day Respite Service

19. 住宿暫顧服務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20. 殘疾幼兒暫託服務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for Disabled Children

21.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Day Care Service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22. 延展照顧計劃
 Extended Care Programme
23. 職業康復延展計劃
 Work Extension Programme

24. 延長時間服務
 Extended Hours Service

組織架構圖
Organisation Chart

1. 會計及財務部
 Accounting and Finance 

Department

2. 人力資源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3. 行政部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4. 內部稽核部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5. 資訊科技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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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 
計劃

 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2. 社區服務計劃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1. 長者地區中心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2. 展能中心及職業康復 
服務

 Day Activity Centre an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

3. 康齡社區大學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4.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5. 督導工作
 Supervisory Work

6. 培訓計劃
 Training Project

1. 育嬰園
 Day Creche

2.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

3. 暫託幼兒服務
 Occas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4. 延長時間服務
 Extended Hours Service

5.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ntegrated Programme in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

6. 康齡社區大學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7. 智齡專上學院
 College for Adul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8.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ERB Courses

社會企業部
Social Enterprise 

Division

醫療衞生服務部
Health Care Service 

Division

內地服務部
Mainland Service 

Division

教育服務部
Education Service 

Division

社區發展部
Community 

Development Division

1. 中醫藥服務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2. 社區診所
 Community Clinic

1. 餐廳
 Restaurant

 1. 機構管治及董事局職能委員會
  Corporate Governance & Board Function 

Sub-committee

 2. 管理委員會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3. 預算及財務委員會
  Budget and Finance Sub-committee

 4. 內部稽核委員會
  Internal Audit Sub-committee

 5. 教育委員會（附轄「幼兒園校董會」）
  Education Sub-committee (oversees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Kindergarten)”)

 6. 醫療衞生服務委員會
  Health Care Service Sub-committee

 7. 內地服務委員會
  Mainland Service Sub-committee

 8. 工程指導委員會
  Steering Sub-committee on Premises 

Renovation

 9. 籌款委員會
  Fundraising Sub-committee

 10. 社會企業委員會
  Social Enterprise Sub-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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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獻辭
「上善若水，水善萬物而不爭⋯⋯」

《道德經》第八章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節

「德不孤，必有鄰」

《論語‧里仁篇》

世上最善的，就像水一樣，能滋潤萬物，造福萬

物，卻又不與萬物相爭，因為水不單只是萬物之

源，而且水性柔順，能隨外界形狀而相應相處，

水亦不會因容器大小或傾側而不會不流向直至同

一水平，卻同時又不失水的特性。水，能小，能

大，能容，能聚，能柔，能剛，能靈活，能處下

直向同一水平，能潤物無聲，能水滴石穿，能遇

阻隔時仍能朝着所去而繞道過之，甚或於無路時

卻能凝聚力量而翻波續行。

這種「上善」，應用於人與社會中，即「以人為

本」，亦即是肯定每個人，不論貧富、貴賤、達

官、庶民，都有着一顆與生俱來的善心，且有着

先天向善的能力，亦即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與

「良能」。這種「良知」與「良能」，不單只期

盼自己好，亦期盼大家都好，以一種百折不撓的

恒毅力，承擔對己、對人及對社會的責任。這種

善心與善行，鍥而不捨，最終必能利眾，而過程

及結果亦能感人。這有如水的柔順性，去回應不

同物象及水性處下趨向同一水平；意味着人不是

以高高在上要人去服務及侍奉自己，而是自己懷

着謙遜的僕人心態去服務社會、去利眾益民，結

果必能加大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助合

作。這些善心善行，不會是孤獨的，而是大家本

有的。

今天香港所需要的，就是這種「上善」；即是任

何一個人、一間機構或一個部門，不是以個別的

私利為念，而是以整體、香港，以至國家、民族

與人類的福祉為念，且懷着僕人的心態去服務、

去做領袖；只有這樣的氣度與胸襟，才能有容乃

大，海納百川，心底裏自然會流露着人本有的善

與愛，自然會祝福當代及下一代，甚至是鼓勵下

一代再祝福下一代，代代將善與愛傳承。當這種

真心不斷壯大及匯聚時，必能感應他人，盡顯人

性的光輝，社會必然走上康莊大道。

確然，全球百熱化競爭、局部地區政治不安，波

詭雲譎，從未停止過，香港亦難免不受影響。香

港去年雖處於百難交集中：政改停滯不前、樓價

飛升、住屋難、貧富懸殊、人口老化、醫療服務

追不上需求、家暴悲劇、青少年困惑、自殺率攀

升、勞工不安，社會趨向撕裂，議會內外持續争

拗升温，卻未疏解上述種種困逆，但我們深信每

一個人最心底裏都有着善與愛。事實上，人的品

德與善性，不會被孤立，而且必有類應；我們委

實看見香港今天仍然有很多有心人，均以香港、

社會及國家的福祉為念，他們有愛心，有責任

心，有胸襟，有國際視野，有幹勁，有民主、平

等、法制等觀念，有真誠服務及協作的能力，甚

至有抗逆力，再加上香港本有的法制與專業的傳

承，且受惠「一國兩制」基本法，亦適值香港有

新的領導層、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和「一帶

一路」的大格局，只要我們拒絕放棄，運用本土

優勢，以人為本，公平正直，同心同德，凝聚力

重，積極有為，這如水的「上善」一樣，川流不

息，潤澤萬物，永續向前。

作為一間註冊慈善多元化服務機構的鄰舍輔導

會，向以本着「以人為本」，秉承社會工作專業

操守，緊守工作崗位，以服務的真心，以整體

香港福祉為念，致力提供多元、適切、優質的服

務，以回應社會不斷新增的需求。來年，正是本

會五十周年金禧喜慶，我們將舉辦連串誌慶及有

意義的活動，決心繼續鞏固基業，創建資源，邁

步向前，積極有為，促進睦鄰、互助與共融，致

力與政府、非政府界別、委員、義工、同工及其

他持份者，同心同德，共同正視並協力疏解種種

的困逆，俾能共建一個互相關懷、互助、互愛、

尊重及分享的社會，讓「東方之珠」的光芒，永

續地閃耀在祖國南疆的沃土上。

會長

葉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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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 e top virtue is like water, bene� ting all, contending with none.”

(Chapter VIII of Dao De Jing)

“� e Son of Man did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Matthew 20:28)

“Virtue is not le�  to stand alone. He who practices it will have neighbours.”
(Book IV: Le Ji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highest goodness on earth is like water. Water nourishes all and 
bene� ts all of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it never competes with anyone.  
Water is not only the source of all lives; in addition, it is tender and adapts 
to various forms depending on the environment where it finds. Water 
� ows to the same level no matter how large or how tilted the container is. It 
remains the same inside even as it � ows and adapts outside. Water can be 
huge, tiny, compatible, consolidated, so� , hard, � exible, and down to the 
same water level. Water nourishes all lives without disturbance to others. 
Dipping water wears away a stone.  Water can overcome any barrier to � nd 
its way or even take another route to its destination. In some very di�  cult 
situations like there is no way to go, water can consolidate all its power and 
travel across the wave.    

Such “goodness”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people and the society, in other 
words, “people-oriented”. We recognise everyone no matter if they are rich, 
poor, o�  cials or grassroots because all people are born with benevolence. 
All mankind by nature is willing to act for the public good in the society. 
� e faithful willingness is described as “intuitive knowledge” or “intuitive 
ability” by Mencius. Intuitive knowledge is not a selfish wish for good 
of an individual, but a good hope for good of all people as a whole. It 
consists of the power to overcome all di�  culties and the spirit of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oneself, other people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If the kind-hearted and good moves can stay persistent, all lives will be 
bene� 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 e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these actions 
will be touching the heart of people. The phenomena resemble the 
tenderness of water which falls down to the same lower level in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 is also implies that we cannot ask to be served 
from the superior position, but should be humbly acting as a servant to 
serve the society and to act for the public good. As a result, all these actions 
will de� nitely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 and people as well 
as among people and society. Virtue is not le�  to stand alone; in fact, it is 
something we are born with. 

What we need in Hong Kong now is such “highest goodness”. Any persons, 
any organisations or any departments should not act based on private 
interests; wherea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interests 
of Hong Kong, even of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race and mankind.  As 
a leader, we serve with a heart as a servant. Only acting in this way 
with a breadth of mind, we can be open and tolerant to accept di� erent 
opinions to arouse our inborn benevolence for the best wishes of our next 
generation. � ese wishes can even be passed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nd 
form a heritage from generation to another generation. When a true and 
faithful heart continues to grow stronger, other people will feel the same 
and demonstrate the glory of humanity. � e society will eventually take a 
broad road to its future.  

Indeed, globalisation makes competition � ercer; some regions experience 
political unrest; all of the unpredictable situations have become a constant 

presence in the world. It is impossible for Hong Kong to stay outside the 
matters and remain unaffected. Hong Kong experienced many difficult 
situations over the past year. For example,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mains 
stagnant. Sky-high property prices lead to housing problems. There is 
a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we have an ageing demographic 
structure. Healthcare services are le�  far behind the demand. Furthermore, 
we have had issues such as domestic violence tragedies, predicament of the 
youth, an elevated suicide rate and dissatis� ed labour. Many of the above 
issues made the society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tearing apart; on the other 
hand, the heated debat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cils were not able to 
seek a solution to the issues. Nevertheless, we don’t have to lose our faith 
and confidence since we believe all people possess benevolence at the 
bottom of our heart. If the benevolence is covered up for some reasons, 
it will largely be ephemeral. All mankind who possesses this goodness in 
fact will not be le�  alone, and should attract the same kind to response to 
the good moves. We have seen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have their passion to act for the welfare of Hong Kong, our society and 
our country. � ey are someone who has lo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 
breadth of mind,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cohesive power and values of 
democracy, equality and rule of law. � ey are honestly serving the society 
with their ability of collaboration and even resilience. Moreover, Hong 
Kong takes the advantages of its legal system and heritage of profession 
along with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tated in the Basic Law. As 
for the overall picture of Hong Kong, we have just had a new team of 
leaders and a new development plan for a city cluster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the Bay Area). Provided that we never give 
up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local advantages, “the top virtue like water” 
can be achieved with a people-oriented, fair, righteous, collective, cohesive 
and pragmatic approach. All lives will then be nourished and benefited 
continuously and sustainably. 

As a registered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with diversified social services,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takes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and keeps up with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ism to stand 
� rm on our post. We serve with heart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as a whole and are dedicated to providing multifarious, appropriate and 
excellent social services. All of these are done in order to answer the calls 
from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society. Next year i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uncil. We must hold a series of celebration activities and meaningful 
events in this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foundation and keep creating new resources for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utu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sectors, committees, volunteers, sta�  memb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e 
will pragmatically promote neighbourhood, mutual help and integration in 
the society. When we united as one heart and one mind and work together, 
it is highly possible for us to overcome all di�  culties we have had and build 
up a mutual-caring, cooperative, caring, respectful and sharing society. 
May the shine of this “Pearl of the Orient” long live on the southern fertile 
ground of our country.

YIP Tak On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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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香港去年仍處於百難交集中，但作為社會服務機構的鄰舍輔

導會，一如既往，秉承服務的真心，堅守崗位，積極有為。

正如本會會長在《獻辭》中引述我國傳統文化精粹哲要，香

港今天需要的是「上善若水」；要如水的特性，不受阻擾，

能蓄能伸，滋潤萬物。事實上，我們看見今天的社會，仍然

有很多很有愛心、活力、創意、兼容並包的人，潤物無聲；

我們各自堅守工作崗位、專業與使命，秉持公平公正，懷着

服務真心，凝聚力量，服務香港，做福下一代，深信社會一

時的困惑，終必得到解決，香港必然再創輝煌。

在面對社會轉變與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新需要，本會全力回

應，去年增撥資源予各服務範疇，推行「自閉症患者服務計

劃」、「智障人士生命教育計劃」、「殘障人士適體能計劃」、

「愛‧無限家庭計劃」、「認知障礙症照顧策劃師計劃」、

「青少年生命故事微電影計劃」等。此外，本會家庭及兒童

福利服務推出「家庭響導員計劃」，以「強項為本」及「家

庭介入模式」，強化家庭功能；青少年服務的「『敢不敢

夢』青年手藝創業台灣先導計劃」、「義戲生命劇團」等，

鼓勵年青人做夢，發展理想及潛能；安老服務的「康齡劇

社」由深水埗開始，發展至觀塘、離島、沙田和西區，持續

公演「社區口述歷史劇」，推動老有所為及文化傳承，並參

與關愛基金之「長者認知障礙症社區支援服務先導計劃」、

「健康有辦法」、「長者營養飲食計劃」、「健腦5+1計劃」

等，協助長者預防認知障礙及度過優質豐盛晚年；康復服務

舉辦「活力快樂」大型運動會，以提升殘疾人士對運動的興

趣及參與，強健體魄，而本會更為創辦的「特能龍舟」申請

商標註冊，確立標誌。

在優化環境方面，怡逸居戶外活動空間改善工程竣工，大大

方便了服務的推展；景康幼兒中心、白田康齡中心、馬鞍

山鄰里康齡中心、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及怡菁山莊賽馬會花

園的工程相繼竣工，伴以大型嘉年華及義工嘉許禮作開幕典

禮，且得蒙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各首長蒞臨主禮與支

持，加強了本會在地區提供持續優質服務的信念。

上述的工作，員工的投入至為重要，本會加強培訓和人手的

多項措施，以提升服務質素。另外，本會將繼續進行各項有

效的管理，積極以資訊科技去支援運作流程是本會發展的必

然趨勢。去年，本會更新了機構網站及善用社交媒體，加強

外界對本會的認識，鼓勵持份者的參與，更推出「捐款及捐

款者管理系統」，開拓新捐款途徑；本會持續改善各項「工

作流程系統」，以加強本會中央行政及服務單位的資料及流

程管理。

確然，推動社會工作專業交流、合作及發展，是本會其中之

一的鵠的。本會在內地與逢源街道辦事處合作推動安老及康

復服務發展，交流經驗，建立良好服務模式，並獲得顯著成

績，除先後榮獲四十五個全國、省、市、區的獎項外，亦委

以接待「全國社會工作推進會」代表團，將服務及社工專業

進一步推廣推深。此外，本會將《留住埗城香之芳菲絮絮口

述歷史劇及工作坊》引薦到內地，得蒙廣東省民政廳指導，

與廣東省社會工作師聯合會，在廣州市大劇院公演，將鄰舍

互助的人文精神，通過話劇，感動人心；本會創辦之「兩岸

四地特能龍舟競渡」，鼓勵傷健共融和推動兩岸四地的康復

服務交流經驗，亦是本會每年不可或缺的大型活動，獲得各

方的支持；本會另獲廣州市民政局邀請撰寫《居家安老服務

規範書》，作為市內日後營運居家養老服務的規範與指標，

成績斐然。本會將繼續為廣州市空巢老人服務計劃及中大社

工服務中心，提供督導服務。

為繼續營運有必要但沒有獲政府資助的服務，包括四間非資

助的康齡中心及屯門兩幢智障人士宿舍等，本會有賴去年的

售旗、慈善步行和轄下單位籌款活動，籌募所需經費。

為了鞏固會務發展與推行良好管治，本會執行委員會每季定

期到訪單位，與員工、服務使用者和持份者，作直接交流，

了解服務運作、工作環境、員工薪酬和福利，加強溝通，並

肯定員工的努力，增強員工的歸屬感與成功感，提升士氣，

使員工更能提供優質的服務。

總結去年的工作，本會八十個服務單位均致力提高各項服

務的水平，成績令人欣喜，而參與本會服務和活動的超過

三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零九人次。去年，政府的津助港幣

四億五千三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元，香港公益金撥款港幣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撥款港幣四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元，醫院管理局撥款

港幣八百六十萬三千元。

本會去年工作成效使我們引以為榮，實有賴各方好友的支持

與贊助。在此，我謹代表本會鑴刻銘謝勞工及福利局、民政

事務局、社會福利署、民政事務總署、其他有關政府部門、

中聯辦、醫管局、香港公益金、獎券基金、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托基金、區議會、其他基金和各善長們的支持。

請讓我向本會會長葉德安先生對我們的引領與支持，與及勞

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各首長為本會各單位及大型活動蒞

臨主禮，致以衷心感謝；我謹此致謝本會各委員、顧問、委

員會、員工、義工和家屬團體去年的協力和貢獻。

前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在過往五年對本會不停的鼓勵

與支持，引領本會邁步成長，本會向她表達深刻的謝意！明

年將是本會五十周年的金禧誌慶，我十分有信心，本會的發

展，繼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主席

曾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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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 Shui Po to the Mainland and to lear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 airs of Guangdong 
Province. Cooperating with the Guangdong Province Social Workers Federation, performances 
were held at the Guangzhou Opera House. � e spirit of neighbourhood and some touching 
moments were conveyed through the drama. � e scene also concluded the fruitful experiences 
of the “Guangdong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Upgrading Project” which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succeeded in training a total of 390 Mainland social workers. Our Council 
has also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compose the Service Standard of Ageing in Place, in which 
we set out the service standard and benchmark for future operations of elderly services for 
ageing in place. We received many positive comments in this writing project. Indeed, we have 
strived for contributing and continued to provide supervisory services to the “Guangzhou 
Empty Nest Service Project” and the “Zhongda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 of Guangzhou”. 
Our Council founded “Two-Coast-Four-Region Dragon Boat Race for both the Able-bodied 
and the Disabled”, which foster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romotes the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in 
rehabilitation among the two coasts four regions. � e dragon boat racing is a must large-scale 
event which has received numerous support and complement from various sectors. 

In order to continue providing some much-needed but non-government-funded services, 
including four non-subsidised elderly centres and two non-subsidised hostels for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in Tuen Mun, our Council has made great e� orts in fundraising through 
� ag day, charity walk and appeal for funds at our service units.    

For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our Council development and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our Executive Committee regularly visited our service units to meet with frontline staff, 
service us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directly on the spot every three months. Taking these 
opportunities, committee members appropriately gave positive affirmation to the staff, 
enhanced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boosted their morale, and hoped the sta�  coul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Our Council put extra e� orts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various services last year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encouraging. It is my pleasure to summarise the results of the past year. More than 
3,444,409 persons participated in our community services and group activities. A total of 
HK$453,467,300 was received from the government’s subvention. � 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allocated HK$1,259,786 to us whil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granted us HK$4,979,325. In addition, the Hospital Authority contracted out HK$8,603,000 
to our Council to operate the Integrated Discharge Support Programme for Elderly Patients in 
Kowloon Central Cluster. By the end of March 2017, we have had 80 service units operating all 
over the territory. 

We are proud of the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past year, which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sponsorship of many friends. On behalf of our Counci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wards th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the Home A� airs Bureau,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and othe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KSAR, Hospital Authority,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the Lotteries Fu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the District Council, many generous foundations and donors for all of their magnitude 
suppor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President, Mr. YIP Tak On, for all of his 
guidance and support. Aga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heads of th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and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who have o�  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various 
centres and large ev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fellow board members, consultants, 
committee members, volunteers and groups of families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over the past year. 

Indeed, wife of th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Mrs. Regina LEUNG gave 
countless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our Council in the past five years, leading us to 
grow progressively to the next level.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her. Next 
year marks the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 of our Council for its 50th anniversary.  I am very 
con� dent that our Council will further develop and thrive to new heights.  

TSANG Fan Kwong, David
Chairman

Hong Kong was overwhelmed with mixed feelings in the past year; however, as a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 the NAAC has been wholeheartedly providing its services as always and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hold fast to its post. As the President of our Council quoted the essence of 
our country’s best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n his Message, what we need in Hong Kong now is 
“the top virtue is like water”. We have to act like water to pursue our path with steadiness and 
� delity, to proceed � exibly and to bene� t all in the society. Nowadays, what we have seen is in 
fact � lled with love, energy, creativity, inclusion and humbleness in doing good to the people 
in the society.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our strengths but should hold fast to our post 
and follow the profession and mission of social work with a fair and righteous attitude. We 
should serve with heart to consolidate all e� orts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Hong Kong can de� nitely � nd a way out and make even better 
achievements despite the temporary hardship.

Our Council acted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derived from the social changes and ageing 
population. Apart from providing appropriate excellent services for many years, our Council 
allocated more resources to various service areas last year. For example, we launched “Service 
Project for People with Autism”, “Life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Endless Love Project”, “Certi� ed Dementia Care Planner Project” and “SPARKS Youth Mini 
Film Project” to answer the new service demands in the society. In addition, our Family & 
Child Welfare Service Division launched the “Family Coordinator Project”, using a “family 
intervention model” based on our edge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ing of families. Ou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Division launched “Dare to Dream — Youth Entrepreneurs Exchange 
Programme to Taiwan for Hand-cra� smanship”, “Youth Mini Film Project” and “‘Life-Stories’ 
Volunteer Drama � eatre”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have dreams, realise their dreams 
and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Our Elderly Service Division developed the “Elderly Theatre” 
from Sham Shui Po, Kwun Tong, Islands, Shatin to Western District with performance of the 
oral history drama, aiming to promote a feeling of health and worthiness and a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jects of the Community Care Fund, including 
“Pilot Scheme on Dementia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Health Exercises”, 
“Healthy Diet for the Elderly”, “Healthy Brain 5+1” and so on with an aim to prevent the 
elderly from getting dementia and help them enjoy their golden age. Our Rehabilitation Service 
Division held “2017 Sports Day” to raise the interes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 activities so that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could be improved. Our Council has also � led a 
trademark application for the “Dragon Boat Racing for both the Able-bodied and the Disabled” 
for the purpose of recognition and di� erenti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hardware enhancement works, the renovation in the outdoor activity area in 
Healthy Manor has been completed for better service delivery in future. Furthermore,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 tting-out works at Child Advancement Centre, Pak Tin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Ma On Sh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Nga Yin Associatio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and Fairyland, services can be greatly enhanced. Opening ceremonies were held 
with large carnivals and volunteer award presentation. It was our honour to have invited heads 
of th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and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o o�  ciate and to show 
their support at the ceremonies, which greatly reinforced our belief to provide excellent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 e above achievements could not come true without the e� orts paid by our sta� . Our Council 
implemented variou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raining in order to upgrade our services. 
Furthermore, utilis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actively to make our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and procedures more e� ective is an irresistible tren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cil. With new thinking, our Council revamped the “agency website” and made good 
use of the “social media” last year in the hope of appealing to 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work. In addition, 
we strategically launched a “Donation and Donors Management System” to open up new 
donation channels. Our Council also took forward the upgrade of the “Workflow System”, 
which improved the information flow between the head office administration and various 
service units so that a better work� ow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

In fact, one of our objectives i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Our Council has established a service practice model for elderly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on the Mainland which have received a number of positive responses, 
including 45 awards and prizes from our country. In the meantime, we were appointed to 
receive delegates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Work Promotion Conference” and on this occasion, 
we were able to broaden the horizons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profession of social workers. 
Moreover, our Council introduced The Sequel Performance of Savouring the Fragrance of 



總幹事報告
去年，是本會極具挑戰及備受關注的一年。我們重視的不單只

是本會委員與員工的專業奉獻、義工的熱誠投入，而且亦要得

到服務使用者、市民、政府部門、各界及各持份者的支持。

香港城市人口擠迫、空氣質素下降、人口不斷老化、貧富懸

殊、市民住屋難、醫療服務追不上需求、勞資糾紛、家暴悲

劇、青少年困惑、政制争拗不休、社會互信減弱、民瘼增

加，為本港帶來種種的挑戰與訴求，猶幸香港仍有充足的儲

備，政府新的領導層和各個界別正戳力攜手正面面對。雖然

社會難免有部份持份者對一些理解、方法、緩急及側重點出

現爭拗、躁動，甚至不合作，但從趨勢來看，社會發展總是

向前的，特別是香港是一個崇尚法治及講求效率的社會，

大多數人都具有理性、客觀、持平、視野、願景、包容、務

實、勤勞和關愛的質素。

在面對種種的挑戰與訴求，本會會長在《獻辭》中引述「非

以役人，乃役於人」《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節及「上善

若水」《道德經》，前者指出應該被人使喚，服務他人；後

者善行如水，能兼容配應，能遇阻時仍能繞路而過或翻波而

過，能趨向同一水平，能滋潤萬物。我們認為凡事要以社會

福祉與人類幸福為念，以服務的真心、摯誠、謙厚、關愛，

處事公正公平，勇往直前，鍥而不捨，去服務社會，與及聯

合同道，凝聚力量，肩負社會責任，代代傳承這種善與愛，

俾能共建文明、互愛及永恆有為的香港。

事實上，本會向以實幹及服務去回應社會訴求。在提供恆常

適切優質的服務時，在安老、康復、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方

面，本會亦增撥資源予有需要的服務範疇；另亦參與關愛基

金之「長者認知障礙症社區支援服務先導計劃」，以確切回

應社會新增的訴求；亦繼續發展「康齡劇社」，除出版《康

齡劇社－樂言集》外，繼續公演「口述歷史劇」，從本港社

區、中、小學公演至廣州大劇院，傳承抗逆力。

怡逸居戶外活動空間改善工程、景康幼兒中心、白田康齡中

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及怡菁山莊賽

馬會花園的工程，相繼竣工及開幕，標誌着本會在地區提供服

務的信念與使命和優化服務；此外，怡逸居及怡欣山莊的環保

節能工程，亦已展開，而轄下康復服務各宿舍就有關消防及樓

宇安全規定之改善，亦正戳力跟進，期能符合《殘疾人士院舍

條例》以確保殘疾人士享有安全及優質的居住環境。

確然，以上種種工作，如沒有員工的專業能力、熱誠與努

力，是難以完成的。員工，是本會不可或缺的，且至為重

要。本會繼續進行有效的管理，加強培訓、人手和設備，以

提升服務質素和員工的職業安全。去年，本會善用社會福利

發展基金及其他資源，舉辦「澳洲悉尼社會服務考察團，讓

員工藉服務交流以擴闊視野；又舉行「藝術輔助的社會工作

實踐」、「高效職場溝通暨服務技巧工作坊」、「員工健康、

服務提升及核心技能培訓工作坊」、「身心健康體適能工作

坊」、和「基礎攝影課程」等，並資助員工參與「藝術治療

國際論壇」，亦安排員工參與勞工處的研討會等，培養各級

員工的良好態度，培訓員工有與時並進的知識與技能。

本會用整筆撥款，致力關懷員工，鞏固人力資源，提供優質

服務。本會按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百分比調整及追補員工（包

括離職職員）的薪酬、調升替工及現職員工擔任替假職位的

日薪、發放打氣獎和長期服務獎、繼續為全體員工購買醫療

保險及提供天灸服務優惠、為較難招聘的前線員工發放一次

過工作協議酬金、調升較難招聘前線員工的介紹酬金、增設

特殊幼兒工作員差額津貼及員工長期夜班津貼、調升深宵外

展服務的深宵更津貼及個人護理員和宿舍服務員的通宵更津

貼、減少治療助理每周工作時間、增加「喪假」提取的時段

彈性、推動全體員工生果周計劃、派發冰感毛巾和職安健水

樽以關顧員工在炎夏工作時保重身體及傳遞職安訊息、派發

全會工作服，實用之餘，又能凝聚團隊。另外，本會增聘職

安主任、臨床心理學家、營養師、社工、技工等。去年，在

本會工作不少於七年的非定影員工的僱主強積金供款比率維

持在每年百份之七。來年，本會持續檢討員工的種類、數量

和福利，繼續提供在職訓練和員工團隊建立活動，舉辦額外

增值的服務和活動；亦會繼續檢視強積金僱主自願性供款的

比率及是否發放一次過的額外供款。

倡導、推展、延展服務專業及合作至毗鄰的機構，一向仍是

本會的目標。事實上，本會與內地的聯繫，十分緊密，如探

訪、實習和培訓，不斷增加。本會繼續與逢源街緊密合作以

建立良好的服務模式，繼續為廣州巿空巢老人服務計劃、中

大社工服務中心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提供專業服務；另亦

獲廣州巿民政局邀請，撰寫《居家安老服務規範書》，作為巿

內日後居家安老的服務項目規範與指標之要求，深獲好評。

當然，如沒有持續的資源、政府部門及相互機構的支持、本

會委員及各顧問委員會的明智指引、熱誠工作的員工和努力

奉獻的義工、家長組織和服務使用者等，上述的抱負、工作

與進展，實難以達成。有關服務部門的工作報告及統計數

據，亦依次扼要陳述於後頁。本會定當繼續響應政府的倡議

及維護各專業操守，提供持續優質服務，以回應本港各階層

年齡居民新增的需求。

總的來說，我們的活動並非時敘暢順，但我們準備在這個多

變困惑的時空，適值明年為本會創會五十周年的時刻，我們

將奮發有為，正面面對任何新的挑戰，繼續肩負着積極有為

的角色，提供寬廣而優質的服務，並正籌備連串慶祝及有意

義的活動，與政府及非政府界別互信與合作，回應本港各階

層不斷急升的多樣需要。我們有信心鄰舍輔導會的未來發

展，繼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共同為香港建設一個關懷、

互助、共融、分享及發展的社會。

總幹事

董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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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Report
Our Council faced many challenges and concerns in the past year. Our focus is not only 
about the profession dedicated by our committees and staff or the passion offered by 
our volunteers, but about getting the support from our service users, the general public, 
government departments, various sectors and all stakeholders. 

Hong Kong is facing a number of new challenges and demands raised from labour disputes, 
growing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housing problems, a crowded population 
in the city, worsening air quality, an ageing demographic structure, healthcare services far le�  
behind the demand, domestic violence tragedies, predicament of the youth, heated debates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cils without conclusion, mutual 
trust fading away in the society and increased sufferings of the people. There are some 
“stakeholders” in the society who do have di� erent opinions on the handling, understanding, 
priority and focus of some issues and then enter some arguments, disputes or even dis-
cooperation. However, given the current tread in the society, we have an overall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in the society. We should be thankful to the rule of law and e�  ciency in Hong 
Kong, and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Hong Kong have a quality of rationality, vision, objectivity, 
fairness, inclusion, pragmatism, hardworking, having a� ection and a real heart to serve.   

Facing all the challenges and demands, our President quoted “the top virtue is like water” (Dao 
De Jing), and “the Son of Man did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Matthew 20:28), 
pointing out that the tenderness of water can adapt to any environment and nourish all lives. 
Water is formless without a de� nite size or height and will always fall from high to low until 
it is overall on the same level. When it encounters any barrier, water will take an alternative 
path or even gather power to travel across the wave if there is no way to proceed. Applying 
those features in the human context, that means we should not expec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others for the overall bene� t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well-being and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mankind, we aim to co-build a civilised and capable Hong Kong with our allies by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s with real heart, sincerity, humbleness, care, fairness, stride forward 
courageously and persistently. With the love and benevolence being pass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society and tak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building a better community in Hong Kong eternally. 

In fact, our Council has all the time acted in a practical way to provide social services 
to answer the needs in the society. While providing appropriate excellent services, our 
Council allocated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the needy service areas. We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Pilot Scheme on Dementia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of the 
Community Care Fund in response to the new service demand in the society. Besides, our 
“Elderly � eatre”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to publish a book entitled Elderly � eatre — 
Merry Words for Happines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Community Oral History � eatre” 
have been held continuously to inherit resilience ability from local commun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even to the Guangzhou Opera House.    

Improvement works at the outdoor area of Healthy Manor, Child Advancement Centre, 
Pak Tin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Ma On Sh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Nga Yin Associatio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a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Garden of Fairyland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opened successively, which symbolised our 
dedication and belief to provide excellent service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saving works have commenced while the 
improvement works in our rehabilitation service units have also commenced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safety regulations set out by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We also hope to meet the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in the Residential 
Care Hom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dinance to ensu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hould 
have a saf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igh quality.

Indeed, all of the above mentioned services would be hardly achieved without the staff 
professional input and best endeavours. Our sta�  are the most valuable and indispensable 
asset of our Council. Last year, our Council optimally used the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Fund and other resources to provide staff training. We organised the “Social Services 
Delegation Tour to Sydney, Australia”, which gave an opportunity for our sta�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exchange ideas in service areas. We also held “Art-aided Social Work 
Practice”, “E� ective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cum Service Skills Workshop”, “Sta�  Health, 
Service Enhancement and Core Skills Training Workshop”,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itness Workshop” and “Basic Photography Course” and gave funding to sta�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 Therapy”. Staff members were also organi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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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 in seminars hel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to cultivate a good service attitude at 
all sta�  level as well as acquire timely knowledge and skills.

We used the Lump Sum Grant to strengthen our human resources and provide quality 
services. Caring for the staff, we adjusted the salary of our staf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justments to the civil service pay scales and provided back payment to sta�  (including 
those resigned a� er the retrospective e� ect date). We increased the wages of temporary relief 
workers and daily wages of current employees, as well as released cheering-up allowance and 
long service award. We continued to purchase medical insurance plan and provided a special 
rate of moxibustion therapy for staff. One-off remuneration was given to frontline staff 
members who were di�  cult to be recruited. We granted employee referral bonus and set up 
special allowance to special childcare workers and sta�  working on night shi� s constantly. 
We increased night shi�  allowance for outreaching service workers and overnight allowance 
for personal caring service workers and hostel workers. � e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for 
therapeutic assistants was cut down. Other incentives included adding more � exibility in 
taking compassionate leav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uit week for all sta� , distribution of 
cooling towels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water bottles as a relief to employees who 
were required to work outdoor in summer. � e towels and bottles were tools useful for sta�  
as well as able to unit people as a team. Besides, our Council recruited new positions of an 
occupational safety o�  cer,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a dietician, social workers and technicians. 
Last year, our Council maintained the employer voluntary contribution ratio at 7% for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for the non-snapshot sta�  working not less than 7 years. In the 
coming year, our Council will keep reviewing the type and number of sta�  and their bene� ts. 
We plan to keep on-the-job training and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as well as other value-added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Moreover, we will continue keep in view of the employer voluntary 
contribution ratio and the one-o�  extra contribution for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Advocating, promoting and extending service profess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neighbourhood agencies are always our primary objectives.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Council has had a strong a�  liation on the Ma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visits, internship and training. Our Council continued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and closely with the Fengyuen Street Committee to build a good service practice model 
and continued to provide supervisory services to the Guangzhou Empty Nest Service 
Project and the Zhongda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 of Guangzhou. In addition, we were 
invited by the Bureau of Civil A� airs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to compose the Service 
Standard of Ageing in Place, in which we set out the service standard and benchmark for 
future operation of the elderly services for ageing in place. We received many encouraging 
responses in this writing project. 

It is certain that without continued resources,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o-working agencies, wisdom and guidance from committee members of our Council 
and variou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 our passionate sta� , the hardworking and dedicated 
volunteers, parental organisations and service users, all our ambition, work and progress 
would have been di�  cult to accomplish. Working reports and statistics about related service 
departments are concisely and orderly presented in subsequent pages. 

Summing up, not all of our activities were implemented in a perfect manner; however, we 
are well-prepared for the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in this era and ready to accept any 
challenges positively. We will take up a pragmatic role continuously to provide multiple 
services in various service areas so that the drastic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servi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can be answered properly. We are going to have our Council established for 
50 years and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a series of meaningful events for the celebration. 
Our Council will not be just satisfied with what we have done in the past but will keep 
doing our work in order to accept any possible challenges to come. Working closely with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sectors based on a mutual trust relationship, we are fully 
con� dent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cil will thieve to a new height. Let’s build 
a caring, mutual-help, integrated, sharing and developing society. 

TUNG Chi Fat
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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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本會共獲得港幣六億三千二百三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元

正，其中包括社會福利署資助港幣四億三千四百七十萬九千二百五十二元正、香港公益金撥款

為港幣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元正、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為港幣四百九十七

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元正、教育局撥款為港幣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元正、勞工

及福利局撥款為港幣二十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元正、民政事務總署撥款為港幣三百九十六

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元正、醫院管理局撥款為港幣八百六十萬三千元正、屋宇署撥款為港幣

二百九十三萬零八百八十七元正、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撥款為港幣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三

元正、香港房屋協會撥款為港幣四萬零九百一十七元正、營運收入（包括服務及活動收入等）為

港幣九千零六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二元正、捐獻收益為港幣八百零六萬七千零七十九元正、賣

旗籌款活動淨收益為港幣七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四元正、 券基金撥款為港幣五千一百四十六萬

七千九百九十元正、其他收入為港幣一千三百零九萬六千五百五十六元正。這些收入全部用於從

事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青少年服務、安老服務、康復服務、社區發展、內地服務、教育服務、

醫療衞生服務及社會企業。同期，本會在提供服務上的總支出為港幣六億二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

零六十元正。

與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比較，本會的總收入及總支出分別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二及百分之五點

五。其主要原因為本會加強和提升整筆撥款的單位之服務。

詳情請參閱有關本會的獨立核數師報告和已審核的財務報表。

我們藉此機會向社會福利署、香港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

民政事務總署、醫院管理局、屋宇署、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及各熱心捐助者

之不斷支持致以謝意。最後，我們多謝陳李羅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於過去一年擔任本會之核數

工作。

義務司庫

尹德勛

義務司庫報告



In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March 2017, our Council received a total income of HK$632,366,649 which included 
HK$434,709,252 subvention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K$1,259,786 in grants from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HK$4,979,325 from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HK$11,313,779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HK$215,912 from th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HK$3,967,637 from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HK$8,603,000 from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K$2,930,887 from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K$329,833 from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K$40,917 from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HK$90,652,162 from Operating Income (including Service and Programme Fee), HK$8,067,079 from Donations, 
HK$732,534 from net proceeds from the Flag Day, HK$51,467,990 from the Lotteries Fund, HK$13,096,556 from Other 
Income. These incomes were mainly used in Family and Child Welfare Servic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Elderly 
Service, Rehabilitation Servic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ainland Service, Education Service, Health Care Service and 
Social Enterprise. Our total operating expenditure for the same � nancial year was HK$623,177,060.

Compared with last year’s result (2015/16), the total income and total expenditure increased by 13.2% and 5.5%, 
respectively. This was mainly due to the enhancement and various additional services for our existing services units 
subsidised by Lump Sum Grant.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and the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ouncil.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the Home A� airs 
Departmen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Housing 
Department,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and those who donated to our Council for their continuing supports.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thank Chan, Li, Law CPA Limited for their audit services in the past year.

WAN Tack Fan
Honorary Treasurer

Honorary Treasurer’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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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及副會長
President & Vice-Presidents

副會長：嚴元浩先生
Vice-President :
Mr. YEN Yuen Ho, Tony, SBS, JP 

副會長：區幸兒先生
Vice-President :
Mr. AU Hang Yee 
MSc, FCCA, FCPA, FCMA  

副會長：蒲梁學瓊女士
Vice-President :
Mrs. PO LEUNG Hok King, Eva 
BSocSc 

會長：葉德安先生
President :
Mr. YIP Tak On 
FCPA(Practising), 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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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副主席：葉青山先生
Vice-Chairman :
Mr. YIP Ching Shan 
MSc 

副主席：葉青山先生

義務司庫：尹德勛醫生
Honorary Treasurer :
Dr. WAN Tack Fan 
MB, BS, FRCS, FHKAM(Surgery) 

義務秘書：張健俊先生
Honorary Secretary :
Mr. CHEUNG Kin Chun 
Solicitor 

副主席：戴健文先生
Vice-Chairman :
Mr. TAI Keen Man
MPhil, BSc

戴健文先生副主席：林乾禮先生
Vice-Chairman :
Mr. LAM Kin Lai, JP 
MSc, BSc, MCIBSE, MHKIE, MIEE, CENG 

主席：曾繁光醫生
Chairman :
Dr. TSANG Fan Kwong, David
MBBS(HK), MRC Psych, FHKC Psych, 
FHKAM(Psychiatry), Specialist in Psychiatry 

主席：曾繁光醫生

委員：鄺心怡女士
Committee Member :
Ms. KWONG Sum Yee, Anna, MH 
BA(AS), BArch, FHKIA, RIBA, ARAIA, RA(HK), 
APEC Architect, AP, PRC Class I RAQ,
HKSAR AP (List of Architects)

委員：王家興博士
Committee Member :
Dr. WONG Ka Hing
PhD, D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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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副主席：王英明先生
Vice-Chairman :
Mr. WONG Eng Beng 

副主席：王英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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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執行委員會/總幹事
Executive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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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委員會／幼兒園校董會／顧問／
顧問委員會

機構管治及董事會職能委員會 

曾繁光醫生（主席）
葉德安先生
嚴元浩先生
蒲梁學瓊女士
區幸兒先生
林乾禮先生
戴健文先生

葉青山先生
王英明先生
張健俊先生
尹德勛醫生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杜　敏女士（委員會秘書）

管理委員會

張健俊先生（主席）
葉德安先生
曾繁光醫生
林乾禮先生
戴健文先生
葉青山先生

王英明先生
何翠芳醫生
歐國義先生
蘇禮儉先生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盧淑賢女士（委員會秘書）

預算及財務委員會

葉青山先生（主席）
區幸兒先生
曾繁光醫生
尹德勛醫生

李紹基博士
李潔如女士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周家樂先生（委員會秘書）

內部稽核委員會

戴健文先生（主席）
區幸兒先生
曾繁光醫生
何翠芳醫生

李紹基博士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楊懷隆先生（委員會秘書）

教育委員會

曾繁光醫生（主席）
戴健文先生
張健俊先生
張國華博士

黎同濟先生
周鴻奇教授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李韻賢女士（委員會秘書）

醫療衞生服務委員會

尹德勛醫生（主席）
張健俊先生
何翠芳醫生

袁兆燦醫生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杜　敏女士（委員會秘書）

內地服務委員會

戴健文先生（主席）
曾繁光醫生
李紹基博士
楊耀聲先生

張家敏先生
袁兆燦醫生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杜　敏女士（委員會秘書）

工程指導委員會

林乾禮先生（主席）
徐厚樑先生
關國雄教授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方競儀女士（委員會秘書 )

籌款委員會

王英明先生（主席）
楊耀聲先生
袁家鈺女士
黃仰芳女士

黃啟亮先生
賴櫻華女士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馮綉文女士（委員會秘書）

社會企業委員會

王英明先生（主席）
楊耀聲先生
袁家鈺女士
黃仰芳女士

黃啟亮先生
賴櫻華女士
董志發先生（當然委員）
蔡黛群女士（委員會秘書）

幼兒園校董會

曾繁光醫生（主席）
戴健文先生
張國華博士

黎同濟先生
董志發先生
李韻賢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嚴元浩先生

智齡專上學院發展及諮詢委員會

董志發先生（主席）
曾繁光醫生
盧鐵榮教授
李楚翹博士
吳秀芬博士
張詩琪博士
楊富耀先生
羅廖耀芝女士
何劍暉女士
呂少玲小姐
伍新強先生
劉文靜女士

李劉茱麗女士
廖　原先生
張佳添先生
方俊華先生
黃陳毓棻女士
蔡俊華先生
李國寶先生
陳永康先生
張貴妹女士
卓德江先生
陳強佳先生

安老服務部顧問委員會

董志發先生（主席）
陳章明教授
陳麗雲教授
梁榮能教授
鄭荔英教授
文偉光教授

黃富強教授
錢黃碧君教授
李兆華醫生
屈康欣醫生
古天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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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及服務單位
Head Offi ce and Service Units
總辦事處

 Head Office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十三樓
13/F, 2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27 4567 傳真 Fax : 2528 6552
電郵 E-mail : ho@naac.org.hk
網址 Website : www.naac.org.hk

註冊地址
 Registered Address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704室
Room 704,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 : 2865 2797 傳真 Fax : 2861 1569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部
FAMILY & CHILD WELFARE SERVICE DIVISION

綜合服務中心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1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Tung Chung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包括：
Including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s Centre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Integrated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Centre

長者地區中心 (附設長者支援服務隊及護老者支援服務)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with Support Teams 
for the Elderly and Carer Support Service)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Child Development Fund Project
- 同心創夢 Dream With You
 (於 2017年1月1日完結 closed on 1 January 2017)

- 同萌伙籽 Shine With Unity

「愛 ‧ 一起」新移民家庭計劃
"Love Together" - New Arrival Project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ERB Courses

(1)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2號停車場天台2室
 Room 2, Roof Top, Carpark 2,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41 7107 傳真 Fax : 3141 7108
 電郵 E-mail : tcis@naac.org.hk

(2)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1號停車場一樓
 1/F, Carpark 1,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40 6365 傳真 Fax : 3140 6366

(3) 新界大嶼山東涌道420號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一樓
右翼

 Right Wing, 1/F, Tung Chung Community Services 
Complex, 420 Tung Chung Road,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988 1433 傳真 Fax : 2988 1525

(4) 愉景灣分處：新界大嶼山愉景灣海澄湖畔路99號
愉景灣北綜合服務中心一樓

 Discovery Bay sub-office: 1/F, Discovery Bay North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99 Siena Ave,
Discovery Bay,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259 3422 傳真 Fax : 2259 3169
 電郵 E-mail : bmse@naac.org.hk

家庭支援網絡隊
Family Support Networking Team

2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
 Shamshuipo Family Support Networking Team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澤田樓地下3室
Unit 3, G/F, Chak Tin House, Pak Tin Estate,
Sham Shui Po, Kowloon
電話 Tel : 2319 1234 傳真 Fax : 2778 6664
電郵 E-mail : fsnt@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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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賽馬會樂富宿舍（附設緊急臨時住宿服務）
 Jockey Club Lok Fu Hostel (with Overnight 

Accommodation Service)
九龍黃大仙樂富邨樂翠樓地下
G/F, Lok Tsui House, Lok Fu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336 6860 傳真 Fax : 2337 0515
電郵 E-mail : jch@naac.org.hk

4  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
 High Street House (Singleton Hostel)
香港西營盤高街2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六樓
6/F, Sai Ying Pun Community Complex, 2 High Street,
Sai Ying Pun, Hong Kong
電話 Tel : 3427 9267 傳真 Fax : 3427 9265
電郵 E-mail : hsh@naac.org.hk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Support Service Centre for Ethnic Minorities

5  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TOUCH - Support Service Centre for Ethnic 

Minorities
新界大嶼山東涌道420號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一樓左翼
Left Wing, 1/F, Tung Chung Community Services Complex, 
420 Tung Chung Road,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988 1422 傳真 Fax : 2988 1525
電郵 E-mail : scem@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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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部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DIVISION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Integrated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Centre

6  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Jockey Club Tai Po North Integrated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Centre
 包括：

 Including :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Child Development Fund Project
- Teen才夢　衝衝衝 Run For My Dream
 (於 2017年1月1日完結 closed on 1 January 2017)

- 童行‧夢之星 Walk with Dreamstar

新界大埔富亨邨富亨鄰里社區中心一樓
1/F, Fu Heng Neighbourhood Community Centre,
Fu Heng Estate,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62 1666 傳真 Fax : 2662 1763
電郵 E-mail : tpis@naac.org.hk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District Youth Outreaching Social Work Service

7  東區 / 灣仔外展社會工作隊
 Eastern / Wanchai District Youth Outreaching 

Social Work Team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地下G03B室
Room G03B, G/F, Oi Sin House, Oi Tung Estate,
Shau Kei Wan,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90 8835 傳真 Fax : 2904 1910     
電郵 E-mail : edos@naac.org.hk

8  東涌青少年外展隊
 Tung Chung Youth Outreaching Team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一)邨雍逸樓地下B翼
Wing B, G/F, Yung Yat House, Yat Tung (I)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563 0822 傳真 Fax : 2563 0122
電郵 E-mail : tcyo@naac.org.hk

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
Overnight Outreaching Service for Young Night Drifters

9  離島及中西區深宵外展服務計劃
 Islands,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Youth Night 

Drifters Service Project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一)邨雍逸樓地下B翼
Wing B, G/F, Yung Yat House, Yat Tung (I)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563 0822 熱線 Hotline : 6279 8818 
傳真 Fax : 2563 0122
電郵 E-mail : tcynd@naac.org.hk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10  學校社會工作隊(一)
 School Social Work Team (1)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地下G03B室
Room G03B, G/F, Oi Sin House, Oi Tung Estate,
Shau Kei Wan,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90 8835 傳真 Fax : 2904 1910
電郵 E-mail : ssw1@naac.org.hk, ssw2@naac.org.hk

11  東涌學校社會工作隊(二)
 Tung Chung School Social Work Team (2)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1號停車場一樓
1/F, Carpark 1,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40 6365 傳真 Fax : 3140 6366   
電郵 E-mail : tcssw1@naac.org.hk, tcssw2@naac.org.hk,
 tcssw3@naac.org.hk

課餘託管服務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12  利東課餘託管中心
 Lei Tung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Centre
香港鴨脷洲利東邨東昇樓309-316室
Rooms 309-316, Tung Sing House, Lei Tung Estate,
Ap Lei Chau, Hong Kong
電話 Tel : 2874 8488 傳真 Fax : 2871 4422 
電郵 E-mail : ltasc@naac.org.hk

13  大埔北課餘託管中心
 Tai Po North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Centre
新界大埔富亨邨富亨鄰里社區中心一樓
1/F, Fu Heng Neighbourhood Community Centre,
Fu Heng Estate,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62 1666 傳真 Fax : 2662 1763
電郵 E-mail : tpis@naac.org.hk

14  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Jockey Club Tin Shui Wai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天瑞社區中心三樓
3/F, Tin Shui Community Centre, Tin Shui Estate,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17 8816 傳真 Fax : 2617 8939
電郵 E-mail : tssc@naac.org.hk

15  東涌課餘託管中心
 Tung Chung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 Centre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2號停車場天台2室
Room 2, Roof Top, Carpark 2,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41 7107 傳真 Fax : 3141 7108
電郵 E-mail : tcns@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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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部
ELDERLY SERVICE DIVISION

長者地區中心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16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附設長者支援服務隊、護老者支
援服務及社區診所）

 Tuen Mun District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for 
the Elderly (with Support Teams for the Elderly, Carer Support 
Service and Elderly Community Clinic)
(1) 新界屯門山景邨社康大樓三樓4號
 Unit 4, Level 3, Community Recreation Building, 

Shan K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2) 長者天地：新界屯門寶田邨第五座地下2-9號
 Elderly Centre: Units 2-9, G/F, Block 5,  

Po Tin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66 6591 傳真 Fax : 2466 6592
電郵 E-mail : tise@naac.org.hk

17  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附設長者支援服務隊、護老者支
援服務及「頤康坊」社區健康服務）

 Shamshuipo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with Support Teams for the Elderly, Carer Support Service and 
Health Care Square)
九龍深水埗窩仔街100號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1/F,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Shek Kip Mei Estate, 
100 Woh Chai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電話 Tel : 2784 7440 傳真 Fax : 2784 7439
電郵 E-mail : sdecc@naac.org.hk

長者鄰舍中心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18  富泰鄰里康齡中心（附設護老者支援服務）
 Fu Tai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with Carer Support Service)
新界屯門富泰邨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1/F,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Fu Ta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3 7737 傳真 Fax : 2453 7747
電郵 E-mail : fnec@naac.org.hk

19  利東鄰里康齡中心（附設護老者支援服務）
 Lei Tung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with Carer Support Service)
香港鴨脷洲利東邨東昇樓309-316室
Rooms 309-316, Tung Sing House, Lei Tung Estate,
Ap Lei Chau, Hong Kong
電話 Tel : 2874 6311 傳真 Fax : 2871 4422
電郵 E-mail : lnec@naac.org.hk

20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附設護老者支援服務）
 Ma On Sh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with Carer Support Service)
新界馬鞍山沙安街23號馬鞍山利安社區服務大樓地下
G/F, Ma On Shan Lee On Community Service Complex, 
23 Sha On Street, Ma On Sha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83 5522 傳真 Fax : 2642 7134
電郵 E-mail : mnec@naac.org.hk

21  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附設護老者支援服務）
 Nga Yin Associatio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with Carer Support Service)
香港堅尼地城海旁26號龍翔花園一樓
1/F, Lung Cheung Garden, 26 Kennedy Town Praya,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電話 Tel : 2819 8727 傳真 Fax : 2818 2183
電郵 E-mail : nnec@naac.org.hk

22  天瑞鄰里康齡中心（附設護老者支援服務）
 Tin Shui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with Carer Support Service)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天瑞社區中心地下及三樓
G/F & 3/F, Tin Shui Community Centre, Tin Shui Estate,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48 7433 傳真 Fax : 2448 3822
電郵 E-mail : tnec@naac.org.hk

長者活動中心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23  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
 Martha Baker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九龍觀塘牛頭角上邨常逸樓地下
G/F, Sheung Yat House,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 2750 6428 傳真 Fax : 2305 9722
電郵 E-mail : mbec@naac.org.hk

24  白田康齡中心
 Pak Tin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澤田樓地下3室
Unit 3, G/F, Chak Tin House, Pak Tin Estate,
Sham Shui Po, Kowloon 
電話 Tel : 2776 2365 傳真 Fax : 2778 6664
電郵 E-mail : ptec@naac.org.hk

25  秀茂坪康齡中心
 Sau Mau Ping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秀茂坪商場三樓311舖
Shop 311, 3/F, Sau Mau Ping Shopping Centre,  
Sau Mau Ping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 2354 8560 傳真 Fax : 2354 8563
電郵 E-mail : smec@naac.org.hk

26  馬鞍山長者頤康中心
 Ma On Shan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新界馬鞍山西沙路609號馬鞍山健康中心地下
G/F, Ma On Shan Health Centre, 609 Sai Sha Road,  
Ma On Sha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52 2614 傳真 Fax : 2633 0984
電郵 E-mail : moec@naac.org.hk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Day Care Centre and Day Care Unit for the Elderly

27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耆樂日間護理天地
 Tung Chung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Day Care Unit for the Elderly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1號停車場一樓
1/F, Carpark 1,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40 6365 傳真 Fax : 3140 6366
電郵 E-mail : tcdcu@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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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耆樂日間護理服務
 Tuen Mun District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for 

the Elderly Day Care Service
新界屯門山景邨社康大樓三樓4號
Unit 4, Level 3, Community Recreation Building,
Shan K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66 6591 傳真 Fax : 2466 6592
電郵 E-mail : tise.dcu@naac.org.hk

29  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
 Tuen Mun District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英樓地下6-12號
Units 6-12, G/F, Wing B, Leung Ying House, 
Leung K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5 0130 傳真 Fax : 2455 0668
電郵 E-mail : tde@naac.org.hk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30  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Tuen Mun District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Centre

(1)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德樓地下106-108室
 Rooms 106-108, G/F, Oi Tak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2) 新界屯門田景邨田樂樓地下G07-08室
 Rooms G07-08, Tin Lok House, Tin K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3) 新界屯門寶田邨第五座地下2-9號
 Units 2-9, G/F, Block 5, Po Tin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5 5930  傳真 Fax : 2458 7121
電郵 E-mail : tihc@naac.org.hk

31  黃大仙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Wongtaisin District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Centre
九龍黃大仙橫頭磡邨宏耀樓G01號
Unit G01, Wang Yiu House, Wang Tau Hom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794 9325 傳真 Fax : 2794 9365
電郵 E-mail : wihc@naac.org.hk

32  元朗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Yuen Long District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Centre
新界元朗朗屏邨悅屏樓二樓201室
Room 201, 2/F, Yuet Ping House, Long Ping Estate,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46 5940 傳真 Fax : 2470 9223
電郵 E-mail : yihc@naac.org.hk

33  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Shamshuipo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九龍深水埗窩仔街100號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1/F, Ancillary Facilites Block, Shek Kip Mei Estate, 
100 Woh Chai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電話 Tel : 2784 7440 傳真 Fax : 2784 7439
電郵 E-mail : sdecc@naac.org.hk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34  深水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Shamshuipo District Community Care Servic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澤田樓地下3室
Unit 3, G/F, Chak Tin House, Pak Tin Estate,
Sham Shui Po, Kowloon
電話 Tel : 2776 2365 傳真 Fax : 2778 6664
電郵 E-mail : sdecc.ccs@naac.org.hk

35  沙田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Shatin District Community Care Servic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新界馬鞍山西沙路609號馬鞍山健康中心地下
G/F, Ma On Shan Health Centre, 609 Sai Sha Road,  
Ma On Sha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52 2614 傳真 Fax :  2633 0984
電郵 E-mail : moec@naac.org.hk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家居支援隊
Integrated Discharge Support Programme
for Elderly Patients Home Support Team

36  九龍中聯網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鄰舍輔導會家居支援隊

 Kowloon Central Cluster Integrated Discharge
Support Programme for Elderly Patients –
NAAC Home Support Team
(1)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男護士宿舍一樓116及118室
 Rooms 116 & 118, 1/F, Male Nurses Quarter,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Kowloon
 電話 Tel : 3506 8734 傳真 Fax : 3506 8733
 電郵 E-mail : hst@naac.org.hk

(2) 九龍醫院康復大樓閣樓M004室
 Room M004, M/F, Kowloon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Block, Kowloon Hospital
 電話 Tel : 3129 6039

(3) 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15樓7室
 Unit 7, 15/F, Max Trade Centre, 23 Luk Hop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電話 Tel : 2673 3075 傳真 Fax : 2541 7927

護理安老院（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Providing Continuum of Care)

37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
 Shanghai Fraternity Association Care & Attention 

Home for the Elderly
九龍何文田冠暉苑高暉閣四至五樓
Levels 4-5, Ko Fai House, Kwun Fai Court, Ho Man Tin, 
Kowloon
電話 Tel : 2242 0311 傳真 Fax : 2242 0211
電郵 E-mail : hca@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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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服務部
REHABILITATION SERVICE DIVISION

綜合康復服務中心
Integrate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entre

38  怡欣山莊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日間暫顧服務、延展照顧計劃及職
業康復延展計劃)

 Harmony Manor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Day Respite 
Service, Extended Care Programme & Work Extension Programme)
包括：
Including :
展能中心
Day Activity Centre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Hostel for Severely Physic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Hostel for Moderat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Hostel for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for Severely Disabled Persons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Integrate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entre
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45號
45 A Kung Kok Shan Road,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37 9000 傳真 Fax : 2637 9298
電郵 E-mail : hmm@naac.org.hk

39  怡菁山莊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日間暫顧服務及延展照顧計劃)
 Fairyland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Day Respite Service 

& Extended Care Programme)
包括：
Including :
展能中心
Day Activity Centre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Hostel for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for Severely Disabled Persons
新界葵涌大蒸場路5號
5 Tai Ching Cheung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742 3378 傳真 Fax : 2742 3810
電郵 E-mail : fald@naac.org.hk

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cum

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

40  啓康幼兒中心  (附設殘疾幼兒暫託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
 Child Enlightenment Centre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for Disable Children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泰樓地下B翼
Wing B, G/F, Pok Tai House, Pok Hong Estate,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35 9668 傳真 Fax : 2635 9899
電郵 E-mail : cen@naac.org.hk

41  陳蔭川欣康幼兒中心  (附設殘疾幼兒暫託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
 Chan Yin Chuen Child Enrichment Centre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for Disabled Children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硃鳳樓地下B翼
Wing B, G/F, Chu Fung House, Fung Tak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567 2880 傳真 Fax : 2567 2280
電郵 E-mail : wcen@naac.org.hk

42  景康幼兒中心  (附設殘疾幼兒暫託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
 Child Advancement Centre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for Disabled Children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新界屯門山景邨景樂樓地下A翼
Wing A, G/F, King Lok House, Shan K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26 0122 傳真 Fax : 2426 0126
電郵 E-mail : cavc@naac.org.hk

展能中心
Day Activity Centre

43  黃大仙展能中心
 Wongtaisin Day Activity Centre
九龍黃大仙正德街104號黃大仙社區中心一樓101-105室
Rooms 101-105, 1/F, Wong Tai Sin Community Centre, 
104 Ching Tak Street,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321 2623 傳真 Fax : 2320 9926
電郵 E-mail : wda@naac.org.hk

展能中心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Day Activity Centre cum Hostel for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44  黃大仙下邨展能中心暨宿舍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及延展照顧計劃)

 Lower Wongtaisin Day Activity Centre Cum Hostel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 Extended Care Programme)

(1) 黃大仙下邨展能中心
 Lower Wongtaisin Day Activity Centre
 九龍黃大仙下邨2期龍禧樓地下C翼1-9號
 Nos. 1-9, Wing C, G/F, Lung Hei House,
 Lower Wong Tai Sin (II)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2) 黃大仙下邨宿舍
 Lower Wongtaisin Hostel
 九龍黃大仙下邨2期龍滿樓地下C翼1-9號
 Nos. 1-9, Wing C, G/F, Lung Moon House,
 Lower Wong Tai Sin (II)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726 2480 傳真 Fax : 2326 1048
電郵 E-mail : ldah@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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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友愛展能中心暨宿舍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及延展照顧計劃)
 Yau Oi Day Activity Centre Cum Hostel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 Extended Care Programme)

(1) 友愛展能中心
 Yau Oi Day Activity Centre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信樓高座地下
 G/F, High Block, Oi Shun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2) 友愛宿舍
 Yau Oi Hostel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信樓低座地下
 G/F, Low Block, Oi Shun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0 3086 傳真 Fax : 2452 0366
電郵 E-mail : ydah@naac.org.hk

自閉症人士服務
Service Project for People with Autism

46  PRTA 自閉症專門店
 The Practice, Research & Training Centre on Autism
九龍慈雲山雲華街45號慈雲山南社區中心三樓
3/F, Tsz Wan Shan (South) Estate Community Centre,
45 Wan Wah Street, Tsz Wan Shan, Kowloon

電話 Tel : 2511 0770 傳真 Fax : 2511 0677
電郵 E-mail : prta@naac.org.hk

駐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Agercy-based Occupational Therapy Service

47  駐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Agercy-based Occupational Therapy Service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信樓高座地下
G/F, High Block, Oi Shun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0 3086 傳真 Fax : 2452 0366
電郵 E-mail : ot@naac.org.hk

輔助就業服務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48  輔助就業服務(新界)  (附設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續顧服務)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New Territories) 

(with On the Job Training Programm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After Care Service)
新界屯門蝴蝶邨蝶影樓地下111-114室
Units 111-114, G/F, Tip Ying House, Butterfly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66 0247 傳真 Fax : 2466 0706
電郵 E-mail : nse@naac.org.hk

49  輔助就業服務(九龍)  (附設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續顧服務)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Kowloon)  

(with On the Job Training Programm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After Care Service)
九龍慈雲山雲華街45號慈雲山南社區中心三樓
3/F, Tsz Wan Shan (South) Estate Community Centre,  
45 Wan Wah Street, Tsz Wan Shan, Kowloon
電話 Tel : 2326 8301 傳真 Fax : 2321 7664
電郵 E-mail : nsek@naac.org.hk

50  輔助就業服務(香港)  (附設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續顧服務)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Hong Kong)  

(with On the Job Training Programm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After Care Service)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地下G03B室
Room G03B, G/F, Oi Sin House, Oi Tung Estate,
Shau Kei Wan,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11 3452 傳真 Fax : 2321 7664
電郵 E-mail : hkse@naac.org.hk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Integrate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entre

51  屯門綜合就業服務中心
 Tuen Mun Integrated Employment Services Centre
新界屯門蝴蝶邨蝶意樓地下
G/F, Tip Yee House, Butterfl y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65 7498 傳真 Fax : 2454 8665
電郵 E-mail : tmie@naac.org.hk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Hostel for Moderat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52  大興宿舍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
 Tai Hing Hostel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地下14-23號
Nos. 14-23, G/F, Hing Cheung House, Tai H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67 6280 傳真 Fax : 2462 5185
電郵 E-mail : tah@naac.org.hk

53  怡康居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
 Wellness Manor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新界荃灣楊屋道1號地下A室
Unit A, G/F, 1 Yeung Uk Road,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941 0411 傳真 Fax : 2941 0499
電郵 E-mail : wem@naac.org.hk

54  怡逸居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及職業康復延展計劃)
 Healthy Manor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and Work 

Extension Programme)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10號
10 Tsing Chung Koon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63 2522 傳真 Fax : 2463 1966
電郵 E-mail : hema@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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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宿舍
Supported Hostel

55  怡晴居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
 Sunny Manor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1) 九龍黃大仙東頭(二)邨興東樓地下1-4號
 Nos. 1-4, G/F, Hing Tung House, Tung Tau (II)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2) 九龍黃大仙東頭(二)邨彩東樓地下15-18號
 Nos. 15-18, G/F, Choi Tung House,

Tung Tau (II)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718 8313 傳真 Fax : 2718 4722
電郵 E-mail : suma@naac.org.hk

56  順天宿舍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
 Shun Tin Hostel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權樓二樓247-260室
Rooms 247-260, 2/F, Tin Kuen House, Shun Tin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 2341 2807 傳真 Fax : 2341 1557
電郵 E-mail : sth@naac.org.hk

57  悠然‧欣然居庭
 Pleasant & Leisure Manors

(1) 欣然居庭
 Pleasant Manor
 新界屯門新福路6號10F座
 Block 10F, 6 San Fuk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2) 悠然居庭
 Leisure Manor
 新界屯門新福路4號10G座
 Block 10G, 4 San Fuk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3 1118 傳真 Fax : 2463 7288
電郵 E-mail : plv@naac.org.hk

58  怡樂居  (附設住宿暫顧服務)
 Cheery Manor (with Residential Respite Service)
九龍觀塘順利邨順利商場(第二期)二樓B室
Unit No. B, 2/F, Shun Lee Shopping Centre (Phase II), 
Shun Lee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 2790 2207 傳真 Fax : 2790 1733
電郵 E-mail : chm@naac.org.hk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District Support Centr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59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  (附設日間暫顧服務)
 Wong Tai Sin Wellness Support Centre (with Day 

Respite Service)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硃鳳樓地下A翼
Wing A, G/F, Chu Fung House, Fung Tak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320 7834 傳真 Fax : 2321 9096
電郵 E-mail : wdsc@naac.org.hk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60  伴航家顧服務計劃
 Together Home Care Service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1)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平樓地下29-32號
 Units 29-32, G/F, Hing Ping House, Tai H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2) 新界青山公路葵涌段482號及梨木道2號
和記新邨地下5A及7號舖

 Portion of Shop 5A, Shop 7, G/F, Hutchison Estate, 
2 Lei Muk Road Kwai Chung & 482 Castle Peak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18 0411 傳真 Fax : 2618 0198
電郵 E-mail : tohc@naac.org.hk

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Day Centre

61  新界西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附設中醫藥服務)
 NT West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Day Centre

(with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新界屯門湖景邨湖光樓高座地下1-6號及9-16號
Units 1-6 and 9-16, G/F, High Block, Wu Kwong House, 
Wu King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56 9577 傳真 Fax : 2456 9571
電郵 E-mail : ncrc@naac.org.hk

社區發展部
COMMUNITY DEVELOPMENT DIVISION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
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62  茶果嶺中心
 Cha Kwo Ling Centre
九龍觀塘茶果嶺大街121-123號
Nos. 121-123, Cha Kwo Ling Main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 2775 3050 傳真 Fax : 2952 9629
電郵 E-mail : ckl@naac.org.hk

63  屯門／元朗鄉郊中心
 Tuen Mun / Yuen Long Rural Village Centre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堤路8號雅珊園商場地下1號舖
Shop No. 1, G/F, Aster Court Shopping Arcade,
8 Hung Tai Road, Hung Shui Kiu,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48 0880 傳真 Fax : 2445 1162
電郵 E-mail : ty@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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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計劃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64  駐屋宇署支援服務隊 (於 2017年1月1日結束服務)

 Social Service Team In Buildings Department
 (closed on 1 January 2017)

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十三樓1320室
Room 1320, 13/F, Pioneer Centre, 750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電話 Tel : 2625 5317 傳真 Fax : 2877 9106
電郵 E-mail : bds@naac.org.hk

內地服務部
MAINLAND SERVICE DIVISION

長者地區中心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65  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Wenchang Neighbourhood Multi-Servic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廣州巿荔灣區耀華大街12號
No. 12, Yao Hua Street,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電話 Tel : (8620) 8182 5012 / 8194 6856
電郵 E-mail : wchklnaac@126.com

展能中心
Day Activity Centre

66  逢源鄰舍展能中心
 Fengyuan Neighbourhood Day Activity Centre
廣州市荔灣區寶華路存善北街七號之一二樓
2/F, 7-1 Cunshan North Street, Baohua Road,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電話 Tel : (8620) 8177 0804
傳真 Fax : (8620) 8177 0804 (需要事先通知開機)
電郵 E-mail : fyndac@sina.com

康齡社區大學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67  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學
 Fengyuan Neighbourhood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1) 廣州巿荔灣區耀華大街十二號
 No. 12, Yao Hua Street,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電話 Tel : (8620) 8182 5012 / 8194 6856
電郵 E-mail : wchklnaac@126.com

(2) 廣州市荔灣區寶華路存善北街七號之一二及三樓
 2/F & 3/F, 7-1 Cunshan North Street, Baohua Road,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68  逢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Fengyuan Neighbourhood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廣州市荔灣區寶華路存善北街七號之一一樓
1/F, 7-1 Cunshan North Street, Baohua Road,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電話 Tel : (8620) 8136 0944
傳真 Fax : (8620) 8136 0944 (需要事先通知開機)

督導工作
Supervisory Work

69  廣州市空巢老人服務項目
 Guangzhou Empty Nest Service Project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十三樓
13/F, 2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27 4567 傳真 Fax : 2528 6552
電郵 E-mail : ho@naac.org.hk

70  中大社工交流及督導計劃
 Zhongda Social Work Exchange and Supervision 

Project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十三樓
13/F, 2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27 4567 傳真 Fax : 2528 6552
電郵 E-mail : ho@naac.org.hk

教育服務部
EDUCATION SERVICE DIVISION

育嬰園
Day Creche

71  新翠育嬰園（附設暫託幼兒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
 Sun Chui Day Creche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新界沙田新翠邨新傑樓地下5-16號
Unit Nos. 5-16, G/F, Sun Kit House, Sun Chui Estate,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92 6733 傳真 Fax : 2692 8002
電郵 E-mail : scdc@naac.org.hk

72  友愛育嬰園（附設暫託幼兒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
 Yau Oi Day Creche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德樓地下101-105室
Rooms 101-105, G/F, Oi Tak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41 4866 傳真 Fax : 2441 6045
電郵 E-mail : yodc@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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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暨幼兒中心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

73  元朗幼兒園（附設暫託幼兒服務、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及
延長時間服務）

 Yuen Long Day Nursery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Integrated Programme in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新界元朗牡丹街23號康德閣一樓
1/F, Orion Court, 23 Mau Tan Street,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471 1191 傳真 Fax : 2471 1161
電郵 E-mail : yldn@naac.org.hk

74  粉嶺幼兒園  (附設暫託幼兒服務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Fanling Day Nursery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and Integrated Programme in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8號帝庭軒商場一樓37號舖
Shop No. 37, Level 1, Regentville Shopping Arcade,  
8 Wo Mun Street, Luen Wo Hui,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2676 2298 傳真 Fax : 2676 7798
電郵 E-mail : fldn@naac.org.hk

75  東涌幼兒園（附設暫託幼兒服務、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及
延長時間服務）

 Tung Chung Day Nursery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Integrated Programme in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 and Extended Hours Service)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2號停車場一樓
1/F, Carpark 2,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52 2202 傳真 Fax : 3152 2960
電郵 E-mail : tcdn@naac.org.hk

76  東欣幼兒園  (附設暫託幼兒服務)
 Tung Yan Day Nursery (with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新界大嶼山東涌健東路1號映灣園第15座一樓
1/F, Tower 15, Caribbean Coast, 1 Kin Tung Road,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3194 5120 傳真 Fax : 3194 5193
電郵 E-mail : tydn@naac.org.hk

康齡社區大學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77  康齡社區大學
 Community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聯絡處：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十三樓
Liaison Office : 13/F, 2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電話 Tel : 2527 4567 傳真 Fax : 2528 6552
電郵 E-mail : ho@naac.org.hk

智齡專上學院
College for Adul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78  智齡專上學院
 College for Adul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硃鳳樓地下A翼
Wing A, G/F, Chu Fung House, Fung Tak Estat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320 7834 傳真 Fax : 2543 3587
電郵 E-mail : casen@naac.org.hk

醫療衞生服務部
HEALTH CARE SERVICE DIVISION

中醫藥服務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79  錢仲展紀念中醫診所
 C. C. Chien Memori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九龍黃大仙親仁街
Chun Yan Street,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 2323 4404 傳真 Fax : 2321 9070
電郵 E-mail : cmc@naac.org.hk

80「健頤專線」─流動中醫養生服務計劃
 Tung Chung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Service
新界大嶼山逸東邨1號停車場1樓
1/F, Carpark 1,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New Territories
電話 Tel : 6792 4678 傳真 Fax : 3140 6366
電郵 E-mail : tcis.cmp1@naac.org.hk

社會企業部
SOCIAL ENTERPRISE DIVISION

餐廳
Restaurant

81  何文田體育館餐廳
 Ho Man Tin Sports Centre Restaurant
九龍何文田忠義街一號何文田體育館一樓
1/F, Ho Man Tin Sports Centre, 1 Chung Yee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電話 Tel : 2715 0075 傳真 Fax : 2715 0116
電郵 E-mail : hlcr@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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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 Head O�  ce

服務單位 Service Units

廣州市
Guangzhou

總辦事處及服務單位位置圖
Location of Head Offi ce and Service Units

68

1

66

81

67
65

1

1

11

8

9

14

48

72

42

75

47

29

63

5
15

22

51

54

16 30

76

61

28

60

57

27 80

45

52

18

-



32 33

 Annual Report
年報2016-2017

總辦事處及服務單位
Head Offi ce and Service Units

59

50

6

73

43

55

20

81
36

37

64

62

23 25

12

421

46

70
77

7

56

69

41

49

7153

38

40

31 78

17
33

24
34
2 3

13

39

60

32

44

26
35

19

79

10

58

74



管理及督導職級員工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34 35管理及督導職級員工

鄰舍輔導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服務單位主任

陳國偉先生
陳運昌先生
周子祥先生
鄭綺玲女士
張海嫦女士
張家碧女士
錢愛貞女士
招家章先生
朱海燕女士
朱美兒女士
鍾活霖先生
馮彩賢女士
馮凱琳女士
侯順儀女士

何心潔女士
許惠玲女士
簡明旭先生
鄺永健先生
黎卓玲女士
林學文先生
羅嘉泓女士
李詠雅女士
李詠琴女士
李愛琼女士
李德勝先生
李賢祥先生
李宇雲先生
李玉燕女士

黃頌賢先生
黃海珊女士
黃家俊先生
黃麗娥女士
黃淑玲女士
王詠珊女士
王遠翱女士
胡群娣女士
胡琳心女士
殷振豪先生
楊偉琪女士

廖偉康先生
伍靄禎女士
吳賢湛先生
吳月嫻女士
柯佩妮女士
彭麗芬女士
潘淑芳女士
蘇超光先生
杜健祥先生
湯詠琪女士
曾麗萍女士
謝浩明先生
溫玉鏗女士
黃仲毅先生

總辦事處

總幹事
董志發先生

副總幹事
杜　敏女士

執行幹事
馮綉文女士
張嘉懿女士
蔡黛群女士
李韻賢女士
危美玉女士
李蔭國先生
馮　麗女士
李天姻先生
林　達先生
黃美鳳女士

服務督導主任
余蓉蓉女士
王旭明先生
呂韻琪女士
麥婉芬女士
陳子欣女士
曾宇航先生
任佩華女士

財務總監
周家樂先生

人力資源經理
盧淑賢女士

行政及稽核經理
方競儀女士

資訊科技經理
鍾裕錦先生

學前教育服務總主任
羅秀芬女士

服務單位副主任

周艷芬女士
方肇聰先生
馮可欣女士

許彩雲女士
黎珮瑩女士
劉國雄先生

梁欣頴女士
李文慧女士
伍詠君女士

團隊主任

區小燕女士
歐陽敏慧女士
曾培斌先生
陳璣邐女士
陳　飛女士
陳嘉珍女士
陳麗敏女士
陳麗德女士
陳妙群女士
陳娉善女士
陳慧嫻女士
陳慧琪女士
陳惠璇女士
陳耀謙先生
周志光先生
張嘉儀女士
鄭小珍女士
鄭小茵女士
鄭艷春女士
張立信先生
張蕙雄女士
張玉萍女士
趙紫君女士
蔡樂婷女士
蔡倩婷女士
蔡永慧女士
周柳儀女士

周珮珊女士
周子星先生
蔡麗珊女士
朱耀宗先生
徐家傑先生
鍾偉賢先生
范嘉敏女士
霍思甜女士
侯家美女士
何潔雯女士
何碧鳳女士
何淑萍女士
姜振宇先生
姜葦芬女士
關鎮輝先生
鄺葆茵女士
黎志恒先生
黎振邦先生
賴鎮威先生
黎慕思女士
黎詠欣女士
林靜儀女士
林佇謙先生
林嘉麗女士
林啟章先生
劉康妍女士
劉慧貞女士

羅金煥女士
羅妙琳女士
梁碧琦女士
梁穎欣女士
李潔盈女士
李坤玲女士
李明慧女士
梁少青女士
凌婉琪女士
廖淑真女士
盧仲康先生
羅家茵女士
羅利明先生
羅曼華女士
羅美恩女士
莫海鵬先生
莫妙英女士
吳鴻斌先生
吳國威先生
伍美嬌女士
伍綺萍女士
彭醒健先生
蘇靜欣女士
鄧惠民先生
杜佩蘭女士
唐鳳至女士
曾慧雯女士

蔡康軍先生
溫俊傑先生
王惠美女士
溫詠文女士
黃泇蕾女士
黃嘉成先生
王金麗女士
黃雪兒女士
黃偉雄先生
黃惠文女士
王韻怡女士
黃若蘭女士
王宛璣女士
胡健昌先生
任婉霞女士
丘彩鸞女士
楊建家先生
楊玉芬女士
葉展雲先生
葉鴻釗先生
余潔瑩女士
余小萍女士
袁惠容女士
袁玉群女士
翁莉莉女士
曾秀娟女士



愛無限計劃—家人參加烹飪比賽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十五周年誌慶舞台劇

34 35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部報告

 Annual Report
年報2016-2017

家庭及兒童
　福利服務部報告
部門重點
家庭結構和形式變化：本港單親、無子女、非婚和隔代等

家庭越見普遍，重組家庭也比前多。

● 本會去年繼續積極拓展資源去強化家庭功能，並繼續深

化「Endless Love愛˙無限家庭計劃」，以「輕輕熄機

一分鐘˙深情共聚在其中」作為口號，在親子小組及家

庭活動內，主張關掉電子產品，透過多元整合介入模

式，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表達藝術為本」八節小組，

把治療元素融入生活「衣、食、住、行」中，讓家庭成

為家人的「遊樂場」，重拾溫馨、快樂的感覺。銅鑼灣

扶輪社贊助部份活動經費，分別推行「溫馨家務比賽暨

環保收納箱繪畫設計比賽頒獎禮」及「烹飪比賽」，增

加家人具質素共聚的機會。部門委託了香港大學行為健

康教研中心，推行「『Endless Love愛‧無限』家庭介

入研究計劃」，為本地首個以多元整合家庭介入模式，

進行科學化的成效評估。

● 部門調撥資源，聘請專業以「遊戲治療」介入方法，分

別從個案及小組層面，加強家長對年幼子女行為的理

解，成立「關顧家庭服務隊」，重點開展「重組家庭」

工作及進行成效研究。

● 本會「互惠人才巿場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完結。另外，本會去年獲民政事務總署撥款一百六十

萬，開展「鄰里互助計劃──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及少

數族裔人士之『樂‧共聚新移民家庭計劃』」，由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開始，為期兩年。

● 本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與東涌安全健康城巿、離島婦

聯、香港警務署大嶼山警區與及東涌青年聯會合辦的

「亞洲之友文化共融計劃」，獲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

島福利辦事處頒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最佳地區夥伴

協作計劃獎（離島區）」與及「最佳實踐計劃獎－共

融」。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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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鄰里互助：中心透過不同層面工作發展多個群組

網絡，透過「家樂地圖計劃」，新來港家庭與獨居長

者深化了關係，青少年義工定期探訪偏遠地區長者，

「睦鄰大使」組長自行配對及安排家訪，組員有所成

長。

● 發掘家庭強項：中心繼續以「家庭為本介入模式」跟

進二百個家庭的發展，與每個家庭一起發掘家庭的能

力和需要，建立可行目標，提升解難能力：中心以關

顧隱蔽家庭及單親家庭為主，陪伴家長面對子女升學

及進入反叛期的挑戰；中心以青少年相關事件，如學

生自殺現象等，舉辦家長講長，接觸家長，特別以話

劇等作為入手點，加強父母與子女互相了解；中心亦

關顧雙老家庭，尤其是面對照顧老伴的，中心給予照

顧者實質及情緒支援，提升其能力感，並接觸家庭其

他成員，發掘他們可以發揮的角色，以提升整個家庭

的能力。

● 促進兒童及青少年成長：中心去年以文康體藝去發展

兒童及青少年的技能、潛能和效能感，讓他們自身探

索，並透過話劇讓社區人士對青少年特別是邊緣青少

年有新的認識，效果正面；中心又舉辦足球、籃球和

閃避球等活動，加強兒童及青少年體育發展。中心透

過台灣交流計劃，使外展青少年與其他青少年接觸，

一起衝破困難，打破標籤與隔膜；亦著重青少年的家

長參與活動，例如邀請家長欣賞子女演出的話劇，聆

聽他們的心聲及領會他們的成長，效果理想。中心的

生涯規劃工作主要以不同教育階段作框架，以小組推

行，加深年青人的交流；去年成功舉辦認可證書課

程，而職場探索工作除職業分享外，亦有試工計劃及

興趣班等延續活動。中心以社區事件為介入點，如街

巿裝修及關閉戲院等，並配合東涌的發展及議會選

舉，成立關社小組，促進青少年討論及表達意見，拉

近社區與青少年的距離。

● 為待業人士提供選擇：中心去年增加僱員再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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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居民兼職的機會，並讓居民

嘗試學習營商。

● 推動參與及社區共融：中心去年推行七個不同種族的

共融活動，再舉行「亞洲之友」社區活動，亦組織跨

年齡和種族的文化藝術表演隊及舉辦中心十五周年紀

念活動「社區FUN FUN RUN」，繼續舉辦「東涌

嚮噹噹計劃」，又與離島區議會轄下離島區推動墟巿

工作小組及地區團體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合辦元宵藝墟

及擔當統籌角色，提升社區共融氛圍。中心四個不同

年齡組群組成的劇社「康齡劇社」、「義氣」、「瘋

菱劇社」和「身心靈劇社」用心演出「耆．青共融劇

場」，帶領觀眾體驗人生百態與及高低起跌，帶出

「抗逆、幸福、堅持及奮鬥」四個重要元素。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就業服務與離島事務處合辦招聘會

高永文局長在離島元宵藝墟中參觀東涌綜合服務中心青少年製
作的攤位

單親家庭—起接受富挑戰性的親子歷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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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
● 宿舍由民政事務總署委託本會提供短期住宿服務，透

過「以人為本」理念，鼓勵舍友互助互愛，為未來獨

立生活作準備；舉辦就業培訓或協助尋找工作，鼓勵舍

友自力更生，投入社會。宿舍去年平均入住率約百分之

九十一，全年遷入及遷出之舍友分別為一百二十六人和

一百二十二人。

● 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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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舍友當義工，共建和諧群

體生活。去年有不少團體到宿舍探訪舍友及與為舍友

舉辦活動，如超滿控股有限公司員工在聖誕節舉行

「超滿聖誕聯歡會」，與舍友玩遊戲和派發禮物；

社署高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婦女義工組，在三八婦女

節舉行「婦女義工探訪日」，到宿舍製作點心及糖水

等，供舍友享用。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 為了協助少數族裔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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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家庭支援網絡隊
●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去年以外展形式如街站、家訪計

劃和節日活動去宣傳服務，發掘較被動或不認識社會資

源的人士之家庭，於有需要時即時作服務轉介；網絡隊

去年接觸五百多戶新家庭，一半為長者家庭，低收入家

庭和新來港家庭分別佔百分之二十九和二十。

● 網路隊藉社署額外資源，通過宣傳站、家人共聚夜、嘉

年華和講座，提供家人有效溝通方法及機會，加強家庭

凝聚力，提高正能量；透過義務工作如賣旗、探訪、義

賣等，提升他們的能力感。

● 網絡隊獲白田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贊助推行「長幼關

懷齊減廢活動」，動員友好團體、街坊義工探訪千多戶

獨居及兩老家庭，也辦街頭推廣站、環保工作坊及綠化

家居講座，推廣環保、減廢及關懷長者的訊息。

巿區單身人士宿舍

賽馬會樂富宿舍
● 宿舍去年有六十八位新舍友入宿，覓得長遠居所遷出的

有七十三位。舍友多為露宿者、長期住院後無家可歸者

及內地回流無居所人士等，他們多有家庭問題，亦有因

經濟問題而入住的。宿舍協助舍友適應群體生活、尋找

工作、進修升學、尋覓長遠居所等，讓不熟悉租屋程序

的舍友掌握有關知識，陪伴他們經歷尋覓的過程。

● 宿舍鼓勵舍友積極參與，善用餘暇，去年參與多項活

動，如節日活動、賣旗籌款、步行籌款、欣賞音樂劇

及話劇等。此外，舍友參加各項小組踴躍，特別是新

開有綠色生活理念的園藝小組，甚受歡迎，組員將所

學的種植知識互相交流及分享，共同為宿舍綠化環境

而努力。恆常的義工小組活動頻繁，組員熱心，多年

來已形成了一個互相關懐的支援網絡。

樂富宿舍義工組聯誼活動

手工藝小組

婦女義工探訪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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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f Members : 2,745

2. 新開或重開的個案數目
Total No. of New / Reactivated Cases : 403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4. 每節平均使用中心人次
Average (Centre-based) Attendance per Session : 150.98

3. 小組及活動節數
No. of Group & Programme Sessions

預防及發展
Preventive &

 Developmental

支援及補救
Supportive & 
Rem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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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

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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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行山活動 青少年自我成長訓練宿營

班、非華語學生課後支援服務，並為少數族裔家庭舉

辦多元文化共融活動，亦組織兒童和青少年參與文化

節慶活動，以推廣社區及種族和諧，鼓勵居民認識彼

此的文化，促進相互之欣賞與尊重。 

● 中心定期為少數族裔青少年舉辦不同類型的運動訓練

及自我認識工作坊，讓青少年建立自信和友誼，體會

體育精神，經歷羣體生活。

● 中心成立了Sweet Mama多元文化舞蹈表演隊，來自

不同族裔的成員都熱愛民族舞，她們運用空餘以舞共

聚，希望透過民族舞表演讓社區人士認識不同族裔的

文化，建立多元文化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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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小組及活動次數
No. of Group and Programme 258

參與小組及活動人次
Total Attendance of Group and Programme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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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轉介數目
No. of Referrals 230

義工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05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Support Service Centre for Ethnic Minorities

語言班
Language Class

融入社會計劃
Integration
Programme

課餘補習班
After-school 
Tutorial Class

青少年活動
Youth Program

社區共融活動
Social Inclusion Programme

活動數目
No. of Programmes

參與人數
No. of Participants

9
112 102 13 50 17

2,909

159

486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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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重點
● 「敢不敢夢──青年手藝創業台灣交流計劃」在二零

一六年八月，二十一位來自本會外展、綜合青少年服

務及學校社工服務的年青人到台北小店如「Museum 

Coffee Shop」、「等一個人咖啡廳」、「何岸留言」

音樂廳等，亦考察手作市集如「華山1914文化創意

業產園區」、「天母市集」、「四四南村市集」等，

拓展視野，學習當中的經驗與智慧。團員更有機會在

「師大文創市集」擺檔分享，獲得第一次香港以外的

市集經驗，台灣人言語間流露著溫馨支持，相當感

人。團員亦一嘗街頭音樂表演的滋味，譜出一個又一

個難忘的時光，打動人心。計劃令年青人明白，每人

都可堅持夢想，勇於嘗試，敢想敢夢；鼓勵他們無論

前路多難，拿出勇氣，繼續向前，燃點希望！

● 「光影敘青少年微電影計劃」以敘事治療為骨幹，從

服務中尋找青少年的故事，與他們尋找屬於自己的喜

好身份。計劃亦培訓青少年參與微電影製作，讓他們以

自己的角度向社會呈現青少年的故事。來年，微電影作

品將在社區放映，盼望引發觀眾迴響，思考社會標籤，

重構青年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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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十名低收入兒童提供課後支

援；與大埔區議會合辦「世界零距離計劃」，以視覺

藝術展現小學生的能力與心聲；獲「青少年內地資助計

劃」資助舉辦「冰雪奇緣新視野——青少年哈爾濱背包

交流計劃」，帶領青少年體驗東北人民生活，開拓眼

界。

「敢不敢夢—青年手藝創業台灣交流計劃」齊齊放天燈@十分

「冰雪奇緣新視野—青少年哈爾濱背包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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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出版了「童步大埔遊戲套」，結集十多個實用遊

戲，鼓勵家長或義工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玩，從中

提升兒童的學習動機、專注力及親子關係。

● 中心一名青少年拍攝的短片，入圍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與百仁基金合辦「菁青心聲Ｉ青少年成長故事：短片製

作計劃」，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嘉許禮首映，嘉賓

有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社會福利署葉文娟署

長、百仁基金李文俊主席、社聯蔡海偉行政總裁及青年

事務委員會謝曉虹委員。

● 兒童發展基金第四期「Teen才夢衝衝衝計劃」舉行

「首爾生活文化交流團」，並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舉行

畢業晚宴暨第五期「童行夢之星計劃」分享會，讓青少

年薪火相傳，由時任勞工及福利局蕭偉強副局長及本會

區幸兒副會長主禮。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 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的「涌上雲霄計劃」，招募了

四十位青年參加連串的義工訓練營及工作坊。於十一月

開始，為期半年，青年義工於大嶼山偏遠地區水口、塘

福和長沙，分組探訪及服務長者，每月作巡迴表演，並

為長者製作生命故事冊，透過長者的分享獲得寶貴的人

生智慧，促進長幼共融，建立關愛長者的氣氛。

● 「理想點計劃」透過藝術和運動介入手法，與及定期星

級分享等活動，讓區內青少年有更多的體驗，並發展興

趣與才能，提升自信和效能感。

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 東區／灣仔外展社會工作隊針對隱蔽性吸毒情況日趨

普遍，開展「Drugs 3D計劃」，及早識別隱蔽吸毒青

年，及早介入，為他們提供輔導服務。

● 年輕媽媽數目持續上升，東區外展隊去年為她們提供輔

導支援小組，反應正面；來年已連結社區資源，增加服

務名額，希望減低跨代弱勢的情況。

● 對於職志未明的青年人，東區外展隊去年開展了

「Coffee Bunny」流動咖啡車及各類型手作活動，讓

青年人作多方面的嘗試。

● 《青少年夢想號》第二期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面世，內

容圍繞青少年的尋夢故事，希望藉分享喚起青少年人尋

夢的熱情。

● 東涌青少年外展隊去年積極透過不同的藝術表演如音

樂、話劇和舞蹈等，讓青少年將自己及對社區的想法帶

入社區，回饋社區，亦讓社區人士發掘到青少年的力

量，鞏固青少年的信心。

● 東涌外展隊去年獲勞工處撥款舉行職場特訓班，為青少

年提供個人素養、求職技巧及蛋糕麵包製作訓練；外展

隊在訓練後提供實踐機會，青少年在中心美食茶座製

作及售賣蛋糕，實踐營銷及顧客服務技巧，增加工作體

驗。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 各學校社工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並舉辦「非常

領袖訓練營」、「文化薈萃」系列、「應試減壓工作

坊」、「男兒當自強」活動系列、英語社會模擬遊戲

日、興趣活動、義工服務及新興運動等。學生積極參

與，對於即時製作作品的活動，反應更活躍。

● 各學校社工與學校合作無間，配合學校的發展，運用

多元介入方法，協助學生成長，項目包括聯合風紀及

學生大使合辦師友計劃及以「成長、探索、夢想」的

目標教育學生，引導非華語學生融入香港社會文化。

我們有話兒 II 之 你想東涌點

「鄰舍優異青年大賞」嘉許在困境中仍然不放棄的青少年

「藝民」青少年發展計劃—話劇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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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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中心有百多個名額，提供課後支援服務，以支援家

長照顧六至十二歲子女的壓力。

● 各課餘託管中心於暑假舉行繽紛的暑期活動，學員參

觀不同單位，善用餘暇，增廣見聞，學習與人相處。

這些活動也吸引了中心以外的家長，讓子女參加增進

知識。

香港鄧鏡波書院 CommuCamp 16-17 立志行動

復活節親子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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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e Membership : 3,594

3. 核心服務
Core Programme

2. 參與中心活動人次
Total Attendance (Centre-based Activity) : 18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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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1,694

培養社會責任和
能力發展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ompetence

1,095

10,831

義工參與
Volunteer Involvement

248

2,635

領袖培訓
Leadership
Development

144

1,484

交流計劃
Exchange
Programme

97

2,645

社區參與
Community
Involvement

33

1,943

指導及
輔導服務
Guidance &
Counselling

1,201

452

社群化服務
Socialisation

1,466

1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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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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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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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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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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小組及活動次數
No. of Group and Programme 464

參與小組及活動人次
Total Attendance to Group and Programme 9,750

諮詢服務次數
No. of Consultation 3,234

就業
Vocation
15%

家庭
Family
13%

毒品問題
Drug Abuse
5%

社會規範
Social Norms
16%

個人能力
Self-Functioning

20%

友朋
Peers
14%

學業
School & Educati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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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權益關注組關注長者牙科服務論壇

部門重點
● 中心設施改善計劃：本會利東鄰里康齡中心和東涌綜

合服務中心分別已完成及正開始由獎券基金及香港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中心現代化工程，並購置現代

化設施，貼近長者需要。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於二

零一七年二月舉行「『愛雅研‧樂相聚』中心修繕竣

工啟用禮暨義工嘉許禮」，展示新面貌，蒙社署中西

南及離島區林定楓福利專員、中西區區議會葉永成主

席、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列浩然先生、雅研社湘

漪主席、本會葉德安會長、曾繁光主席和董志發總幹

事任主禮嘉賓，本會委員及地區團體到場慶賀。

● 「長者自主參與」主題活動：各長者中心均鼓勵長者

擔任義務導師、策劃班組及作助教。深水埗康齡社區

服務中心去年成立了「康齡大學同學會」及「特別行

動組」，由長者構思、籌備及分工推行活動，如康齡

耆績聚、中心特別活動、師生宴等，義工全程參與，

藉此達致老有所為，提高他們對中心和機構的歸屬

感。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鼓勵「服務使用者委員

會」對中心行政及決策給予意見，主席帶領會議越見

純熟；委員成立「為機構籌款工作小組」，自行策劃

及推行中心活動，亦參與部門的「服務使用者周年會

議工作小組」等工作。東涌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使用

者自組籌劃及推行中心定期偶到主題服務。

● 敬老權益關注組：關注組繼續以改善長者牙科服務為

目標，透過連串行動促請全港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關

注此議題，舉行論壇，出版《敬權組特刊》，去信全

港候選立法會議員，要求將訴求納入選舉政綱。於立

法會選舉後，與當選議員會面，商討改善服務的進展，

出席「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公聽會，各項行

動反應良好，部份獲傳媒報導。

● 護老者支援服務：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為加強宣傳

護老者支援服務「護老軒」，讓有需要的護老者得到適

切的資訊及支援，每季進行社區街站及郵寄季刊，亦製

作印有護老者資訊的盒裝紙巾，讓潛在需要者獲得護老

軒的資訊。為針對配偶身份的護老者的照顧模式，屯門

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舉辦深化夫婦關係的活動，加強彼

此維繫；中心參加了屯門區社會福利署「『齊放義彩』

義工服務計劃」，由一眾護老者義工組成的義工隊，將

關注大腦健康的主題活潑地融入長者生活中，藉此保持

及提升長者的認知能力，改善生活質素。義工更將計劃

推廣至區內長者中心，提高區內長者對健腦的關注，計

劃經評審後獲得「深化計劃優秀隊伍」銀獎及「最佳社

區共融計劃」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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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臨床心理服務：部門去年開展長者臨床心理服務，

改善長者心理健康，進行與心理相關的訓練與支援，令

機構服務更專業及完善。服務開展至今，成立了個案轉

介機制，又進行個別小組及個案心理治療跟進，亦為職

員提供訓練，並進行公眾教育講座。

● 認知障礙症照顧策劃服務：部門透過社工和職業治療師

為策劃師的專業團隊，運用有系統的個案管理及外展到

戶工作手法，連繫地區團體和資源，協助有照顧需要或

困難的認知障礙症長者及照顧者制定自己家庭的照顧計

劃，提升生活質素。服務亦透過社區教育及推廣，例如

全港保安員訓練計劃，共建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

● 「健腦5+1」健康生活模式：各安老服務單位繼續推行

「健腦5+1」健康生活模式的六大元素，鼓勵長者採

用健康生活模式。部門預防認知障礙症工作小組推動了

系列中央活動，包括製作「健腦5+1」二零一七年記

事簿及水樽、攝製「醒腦耆樂操」示範短片、安排本

會中醫師在各中心巡迴舉行「吃得對」和「放輕鬆」

中醫講座，集合全港五百名長者於體育館進行「健腦

5+1：醒腦耆樂大匯操」，場面非常熱鬧，亦獲多份

傳媒報導。

● 社區口述歷史劇：本會深水埗康齡劇社以「社區口述

歷史劇計劃──留住埗城香」參加「5th Asia Pacific 

Eldercare Innovation Awards 2017」角逐「Best 

Active Ageing Programme – Community」獎項，擠

健腦5+1：醒腦耆樂大匯操

「健腦5+1」二零一七年記事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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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決賽，被邀請到新加坡介紹口述歷史劇計劃；並參與

會議及展覽，了解世界各地的安老服務發展。深水埗康

齡劇社到廣州交流，假座廣州大劇院實驗劇院演出兩場

《留住埗城香之芳菲絮絮》暨工作坊，與廣東省社工分

享經驗，並與廣州巿長者分享創作口述歷史劇的經驗；

康齡劇社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演出新劇《留住埗城

香之樂事兒》，長者演員以其在喜慶日子的經歷開心回

憶展現在舞台，反思快樂之源。觀塘康齡劇社聯同深水

埗及東涌康齡劇社，於理工大學蔣震劇院公演《四季流

轉》；康齡劇社成員先後在觀塘區內學校、長者中心及

公園等演出了七場《觀塘歲月》，觀眾超過一千人次。

各劇社演出非常成功，獲多方讚賞。

● 地區服務網絡工作：本會鼓勵在同區域的單位建立網

絡，加強合作，提供具質素服務。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

中心去年推行「『同行最美』地區支援計劃」及「活出

健康新里程計劃」，與區內社會服務單位、居民團體、

慈善組織等有更多合作，讓長者獲得更多服務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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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預

防長者跌倒計劃」、「活出健康新里程計劃」及「齊齊

量血壓計劃」等，提供健康設施作量血壓、磅重、驗

眼、簡單精神健康測試，不定期在月會講解使用方法，

鼓勵會員使用；每月舉行「自主健康計劃」，透過驗血

糖、膽固醇、尿酸、骨質疏鬆等測試，提升長者管理健

康的意識、能力及習慣；定期舉辦外展運動班及健康講

座，培養外展接觸到的長者對健康的關注及定期做運

動，有效提升他們管理健康意識與習慣。屯門區綜合康

齡服務中心推行三十個由中醫師及護士等舉行的講座和

小組，內容圍繞保健運動、健康測試、穴位按摩及長者

常見病患或痛症等主題。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和香港中文

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合辦「大嶼山偏遠地區長者健康檢

查計劃」，由該院講師訓練長者義工及到大嶼山偏遠地

區舉行健康講座；計劃亦與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合作，由該服務的護士到訪大嶼山為長者檢查身體，並

連結區內社會服務機構及學校，探訪大嶼山偏遠地區的

長者，提高他們對健康的關注。

● 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服務：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去

年再次得到「匯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推行「智友老

計劃」，結合傳統及創新手法，引入多元化治療訓練，

為患者提供有系統及持續的訓練，延緩患者認知退化，

減輕病徵對生活的影響。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為不

同認知能力的長者舉行「健腦星期四」及「健腦加油

站」，以多元和輕鬆有趣的方式宣傳及推廣健腦活動，

如「健腦加油站」透過藝術創作，協助患者表達感受；

中心去年參與關愛基金「智友醫社同行計劃」，開始



籌備於兩年內支援一百位患有輕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患

者。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去年和葵涌醫院老齡精神科合

作，每雙月由精神科醫生或護士到中心進行認知障礙

症講座，加強護老者或長者對病症的認識，亦簡介照

顧患者的方法等，加強對此病的社區教育工作；中心

開設認知障礙症社區評估服務，每月為社區的長者進

行檢測，並跟進有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的需要。

● 輔導服務及治療性小組：三間中心提供輔導服務，舉

行多元化治療小組，協助不同需要的長者。深水埗康

齡社區服務中心分別舉行兩個名為「我和疼痛有個故

事小組」，運用敍事治療工作手法，介入患痛症的長

者和家屬，成效顯注；舉行三個「懷緬治療小組」，

對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作懷緬治療介入，鞏固其自信

心及能力感。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舉行了促進夫

婦關係小組、園藝治療小組、敍事治療小組。

● 地區聯繫及長者互助活動：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推行「同行最美地區支援計劃」，每月聯繫活動為居

民建立溝通平台，增加見面、認識及互動的機會。義

工擔任的「樓長」和「鄰舍大使」亦深入民心，與區

內長者建立良好關係，樓長已達四十位，中心為其舉

辦了二十四次培訓；去年結連八個地區組織或義工團

體，包括職青、青少年、南亞裔、失明人士、專才等

義工，並為石硤尾邨第二期及第五期居民舉辦系列活

動及服務，深受居民的歡迎。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

心根據屋邨的特性，在大興邨、良景邨、寶田邨推行

互助組及互組主題服務。東涌綜合服務中心聯同「大

嶼山長者服務協調會」地區安老服務團體，合辦「退

而無憂計劃」，在大澳、東涌、梅窩、貝澳等推行香

薰治療師和中醫講座、精神科護士評估服務等，讓居

於大嶼山偏遠地區的長者關注精神健康。

● 長者義工和義工組織：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有十多

個義工小組，去年新成立「特別行動組」，鼓勵長者

全面參與中心服務及事務，以策劃、推動及執行的角

色籌辦活動，發揮「長者自主參與」的精神，舉辦「愛

心靚聲慈善日」及「中心生日暨服務使用者委員就職

禮」；中心去年增加兩個合共七十一個來自企業、宗教

團體、學校、非牟利團體、義務組織、慈善團體等的義

工組織，提供多種協助，當中十個與中心制定全年合

作計劃，服務有需要的長者；中心去年與香港城市大學

「城青優權計劃」為隱蔽長者提供探訪、嘉年華、聖誕

派對及盆菜活動等，讓長者接觸社區及建立社交網絡；

中心保持與長者屋舍監、保安及房署等合作，發掘有需

要的長者作跟進。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推行「快樂

在左右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加強獨居長者的關顧支援

網絡，透過學習新技能凝聚義工，如扭汽球及魔術班，

訓練成為快樂夥伴，以外展手法籌辦到戶生日會，義工

將快樂帶到長者家中，讓長者感到社區關懷；中心致力

發掘社區義工及推動積極樂頤年，提供個人協助服務持

續支援有需要的長者；中心去年聯繫地區學校家長教師

會，為平日少運動的長者帶來柔力球體驗活動，鼓勵他

們保持身心健康；中心亦成立「愛心手工藝小組」，體

弱長者無懼活動能力的限制，善用雙手，默默地製作數

百個節日飾品，為長者添上節日氣氛，實踐老有所為的

精神。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嘗試邀請隱蔽長者到中心接觸

社區，慶祝中秋節及新春人日，與他們一起製作窩心湯

丸和用餐，分享節日氣氛；又於正月初七，為他們慶祝

新年和生日，感受節日氣氛。

大嶼山偏遠地區健康檢查計劃

「同行最美地區支援計劃」— 人月兩圓慶元宵

大嶼山偏遠地區健康檢查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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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康齡中心
● 長者自主參與主題活動：各中心的服務使用者諮詢會的

成員聽取會員意見，亦鼓勵會員向諮詢會成員表達意

見，以中心為家，共同參與中心事務及協助推行活動。

● 長者權益教育活動：各中心的權益關注組參與部門「敬

老權益關注組」爭取牙科工作，定期開會關注區內事

務。利東鄰里康齡中心及富泰鄰里康齡中心定期與區議

員見面，讓會員藉此平台反映區內問題，提升長者對區

內事務的關注，也讓區議員有機會直接回應及交代工

作。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參與「中西區社區關注組」，

進行文化保育、社區導賞及社區放大鏡發佈會。富泰鄰

里康齡中心權益關注組舉行「友善商戶在鄰舍」，收集

三百多位長者對最喜歡商戶服務的元素，已向鄰近商戶

反映結果，希望他們考慮長者的需要。

● 長者健康教育推廣活動：各中心與衞生署和專業人士合

辦脊骨健康與護脊運動講座、物理治療運動班等。各中

心設自助量血壓機、健身單車、腳踏器、手部單車、拉

繩和負重運動儀，讓長者選用適合的器材，監控健康。

各中心舉辦多元化健康教育活動，同樣關注健老及弱老

的需要，透過「健腦5+1」小組及活動，如天瑞鄰里

康齡中心的「記憶奪寶」、「腦友齊玩樂」、「數獨」

和「醒腦耆樂操」等活動，讓長者掌握均衡生活模式。

● 長者教育活動：各中心讓長者學習及發展潛能，舉辦多

元化興趣學習班，如跳舞、攝影、扭波、雜耍、識字、

英語、普通話、詩詞、書法、手工藝、國畫、中國鼓等

班。天瑞鄰里康齡中心繼續與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合辦長者學苑，深受區內長者歡迎，去年踏入第九年，

畢業禮獲梁智鴻醫生主禮。各中心均舉辦電腦班及手機

應用程式班，提供學習資訊科技知識及技巧的機會，設

置觸碰式屏幕電腦，讓長者與時並進，豐富生活。

● 義工組織及活動：各中心均組織義工小組，包括探訪

組、美食義工組、當值或聯絡會員義工組、台上及音響

工作義工團、主持點唱站義工組，豐富服務之餘，義工

亦有更多發揮機會。利東鄰里康齡中心獲社署「老有所

為活動計劃」贊助「防痛總有里計劃」，義工將痛症知

輕輕鬆鬆識字班

長者教授兒童八段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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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透過探訪及地區推廣予社區人士。雅研社鄰里康齡中

心獲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活動「鼓動人生樂

頤年計劃」中，長者學習中國鼓後，到幼稚園、學校及

院舍演出，將關懷訊息及長者活力一面帶到社區。各中

心均舉辦義工嘉許禮，感謝義工積極參與，還頒發嘉許

狀予最年長的義工、服務十年以上的義工。

● 護老者支援計劃：各中心透過主題活動或小組帶出護老

訊息，讓護老者得到資訊及知識面對不同的照顧需要；

去年加入認識認知障礙症種類、照顧、溝通等主題的活

動，支援需要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家屬。利東鄰里康

齡中心舉辦「好心情音樂之旅」，藉音樂讓護老者及被

照顧者紓緩緊張情緒，促進彼此關係。另外，中心亦舉

辦了「情繫護老‧攜手共聚」護老嘉許宴，活動中分享

及互相欣賞環節，促進了護老者及被照顧者的關係，而

嘉許護老者環節，進一步認同他們的付出及表達出對他

們的欣賞。

● 隱蔽長者服務：各中心運用社區資源，組織義工和學生

等，探訪及關顧獨居、雙老、支援薄弱的長者，為隱蔽

長者建立社交網絡，鼓勵他們走進社區。

● 特別計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獲「富泰邨屋邨管理諮詢

委員會」資助推行「愛生命‧愛家園‧愛鄰舍計劃」，

透過系列活動推行生死教育和環保教育，推動睦鄰和敬

老精神。利東鄰里康齡中心與建造業議會合辦「樂耆居

家居維修服務計劃」，為近三十位長者維修居所設備，

進行安裝扶手、維修廁所水箱、更換水龍頭、牆身補

漆等六十多項工程，改善環境，提升安全及生活質素。

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獲社署資助舉行「樂在耆中服務計

劃」，訓練長者音樂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快樂，其中

「樂社區合唱團」探訪三間長者服務單位，以音樂分享

正能量，關懷體弱長者，並與香港國際青少年愛樂合

作，增進跨代共融。天瑞鄰里康齡中心獲社署「老有所

為活動計劃」贊助舉辦「耆年享餘暉‧鄰舍樂守望」，

邀請長者與家人同往旅行、生日會和中樂欣賞會等，鼓



勵鄰舍互助及跨代相處。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獲社署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撥款推行「加點愛‧友善社區

齊創造服務計劃」，招募長者成為推廣大使，進行社

區教育、探訪及戶外活動等；與香港房屋協會合辦家

居安全評估訓練及長者評估；舉行多個以認識「長者

友善社區」為題的班組及戶外活動；與富寶花園、馬

鞍山村、烏溪沙村公所及利安邨合作，舉辦小社區聚

會，促進鄰里關顧。

長者活動中心
● 因應地區需要，白田康齡中心服務體弱長者為主，在

活動設計上均以健腦五加一的六種元素為主題，如在

飲食營養選擇、常運動、擴社交、控疾病等，務使長

者有愉快晚年。中心以自負盈虧形式營運，去年舉行

「慈善美食嘉年華」籌募經費。

● 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去年獲「牛頭角上邨香港房委會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贊助，舉辦「『健腦5+1』長

者健康生活模式的計劃」，以六大元素舉行各類型活

動，十分受歡迎，超過一千人次參與，閉幕禮暨嘉年

華有不少嘉賓及坊眾到場支持，場面熱鬧。

● 秀茂坪康齡中心聯同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於香

港文化中心舉辦第二屆「墨展耆才畫展」，有三十七

位長者學生參與，展出非常成功，深受外界讚賞與認

同。

● 本會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秀茂坪康齡中心和城北扶

輪社推行長者健康日，為一百三十三名長者提供基本

檢查，以及專科醫生諮詢服務如骨科、泌尿科、牙

科、眼科及脊醫等。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 各中心配合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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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發現數據異常，護士會跟進及轉介至醫療機構。

● 去年四間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合辦「樂活社區──體

弱長者家居支援計劃」，為個案提供三項支援服務，包

括「五行家居安全先導計劃」及「入院及離院關懷計

劃」，為有需要個案提供個別化及適切的家居支援。各

中心獲友友慈善基金、蘋果日報基金、煤氣公司等資

助，繼續提供優質膳食服務。黃大仙區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中心繼續參加「橫樂一家親」活動，與地區機構和人

士推廣良好睦鄰關係的理念，推動社區人士關懷樂富及

橫頭磡邨居民，最後以社區教育形式及嘉年華等活動，

推動社區跨代共融，促進鄰舍及家庭和睦關係。屯門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舉辦參觀太空館和花展、燒烤、

遊迪士尼樂園、賣旗、步籌、團年飯等，以鼓勵服務使

用者走進社群，擴闊生活圈子。

長者共聚添暖意聚餐

服務使用者周年會議

參觀太空館

中秋加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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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深水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起

參與第二階段試驗計劃，服務使用者可根據個人需要

選擇合適的社區券服務組合，從而獲得多元化及適切

的服務。至今，中心共為十九個服務券持有人提供

三千五百八十人次服務。

● 沙田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自二零一六年十月開始提

供第二階段的服務，是馬鞍山唯一社署試驗計劃的認可

服務提供單位。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累積為四十九位

長者提供五千九百九十人次服務。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家居支援隊
● 家居支援隊的照顧者活動有新嘗試，與鄰舍中心合辦

「外傭姐姐小組」，強化他們照顧長者的技巧及減輕照

顧者的壓力。年青義工不單探訪長者，亦跟隨家居照顧

員送飯及清潔家居。中心亦配合部門主題，舉辦「健腦

5+1」工作坊。

● 隨著六年合約期將完結，家居支援隊上下作準備，總結

服務及進行前瞻性規劃。

外傭姐姐小組

年青義工組

日間護理中心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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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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與多個外界團體和義工舉

辦多元化外展活動，包括牙齒檢查、疫苗注射、剪髮等

活動。中心多次舉辦飲茶樂及外遊樂，帶領體弱長者到

酒樓飲茶、到公園散步及商場購物，鼓勵繼續融入社區

生活。中心提倡社區共融，持續邀請義工團體到中心探

望長者，曾到訪的團體包括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

學校、路德會良景幼童園、獅子會、博愛醫院王木豐長

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綠色動物、嶺南大學國際交流

生計劃等。

護理安老院
● 護理流程因應轉型及提升為提供持續照顧服務及體弱個

案增多而重整，增強對體弱長者的觀察和照顧，並加強

推行「個人關顧計劃」。

● 院舍進行設備更新及維修工程，以符合牌照的要求。另

外，院舍去年經歷政府部門在職業安全、感染控制和環

境衞生等方面突擊巡查及提供意見。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Community Care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9. 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Day Care Service

2. 偶到人數
 No. of Drop-in Participants : 566,012
4. 護老者人數
 No. of Carers : 1,547
6. 隱蔽長者個案
 Hidden Elderly Services Cases : 373

3. 輔導個案數目
 Counselling Cases : 1,404
5. 長者義工人數
 No. of Elderly Volunteers : 1,717

1. 會員人數
 Membership : 10,482

7. 家居照顧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7.1 普通個案
 Ordinary Cases : 1,617

7.2 傷殘及體弱個案
 Frial Cases : 57

7.3 離院個案
 Hospital Discharge Cases :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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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1

護送
Escort

20,871

1,617

康復運動
General 
Exercise

9,830

家居清潔
Household 
Cleaning

776

洗衣服務
Laundry
Service

210,355

送飯服務
Meal
Delivery

4,900

個人護理
Personal
Care

713

看顧服務
Care
Service

簡單護理
Simple

Nursing Care

12,943

家居環境
改善
Home 

Modifications

175

人次 Frequency 50 0,000

100,000

50,000

10,000

1,000

0
健康教育社交

Health Educational
Social & Recreational

 義工
Volunteer

83,458

護老者支援
Carer Support

互助
Mutual Help

飯堂
Canteen

治療性小組
Therapeutic Group

72,975

506

8. 小組及活動
 Groups & Programmes

9.1 名額
 Capacity : 86

9.2 出席率
 Attendance Rate : 93.9%

277,994

17,573

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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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照顧計劃覆檢
 Review of Individual Care Plan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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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5
4,724

24,710

4,541

個別及小組治療活動
Individual & Group 

Therapeutic Programme

547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

84

院舍照顧服務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1. 入住率
 Enrolment Rate : 97.1%

人數 No. of Person

人數 No. of Person

2. 院友照顧類別
 Caring Pro� le of Residents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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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

86.1

13.2

10.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e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10.1 服務券持有人數目
 Number of Voucher : 68
10.2 提供服務
 Service Rendered

10,000

1,000

500

100

0

8,333

日間護理服務
Day Care Centre Service

66

特別／基本護理照
顧服務

Special / Basic Nursing 
Care Service

25

個人照顧服務
Personal Care Service

398

復康服務
Rehabilitation Service

663

膳食服務
Meal Service

60

家居清潔
Household

Cleaning Service

25

護送服務
Escor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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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重點
● 景康幼兒中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獲社會福利署發出

幼兒中心註冊牌照及全面投入服務，致力為有特殊

需要的兒童提供適切服務，亦積極裝備員工的技巧

和知識，拉近員工之間的價值取向和工作手法，讓

團隊發揮得更好。中心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的開

幕典禮，承蒙社會福利署林嘉泰副署長、本會葉德

安會長及曾繁光主席主禮，令活動生色不少，之後

的開放日，八十多位服務使用者家屬、幼稚園和業

界同工出席，增進對中心的認識。

● 怡菁山莊獲得香港賽馬會資助改善戶外環境及增加

設施，並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四日舉行「賽馬會花園

開幕典禮暨綜合體藝同樂日」，勞工及福利局蕭偉

強副局長、香港賽馬會李敬恩慈善事務經理、本會

葉德安會長及曾繁光主席主持開幕儀式後，服務使

用者隨即表演非洲鼓，表現激昂、豪情，贏得不少

掌聲；之後，嘉賓參觀賽馬會信望愛花園、賽馬會

感官花園及賽馬會歷奇廣場等設施，就設施帶給服

務使用者的訓練機會，均表讚賞。 

● 經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聯繫下，怡欣山莊跟香港中

廚師協會和香港廚師會合辦「中秋義廚晚宴」，於

山莊筵開十席，食材由亞洲水產養殖科技贊助，菜

式由義廚配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而精心設計，動員

四十五位來自飲食界的資深廚師和義工，接待九十

位服務使用者享用媲美酒店級水準的佳餚。此活動

得社會福利署沙田區李穎詩助理福利專員、香港中

廚師協會梁輝雄會長、香港廚師會梁偉富會長、本

會徐厚樑委員及董志發總幹事撥冗出席。山莊當日安

排精采表演、猜燈謎及拍照環節，讓服務使用者和義

工歡度愉快晚上。

● 本會繼續獲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設計比賽內容及推

展賽事，去年假座葵涌和宜合道運動場舉行第三屆

部門聯合運動會，社會福利署方啟良助理署長、香港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健康生活發展中心蔡曉嵐總監、本

會蒲梁學瓊副會長及董志發總幹事蒞臨支持，當日家

屬、浸大師生、職員、義工和三百多名運動員共七百

多人，場面熱鬧。去年增設嘉許獎，讓各參賽者均獲

牌，令參賽者開心之餘，家長和職員亦表示欣賞。

怡欣山莊「中秋義廚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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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菁山莊在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慈善基金資助

下，去年推展「生‧同感受計劃」，當中有義工培

訓、講座、工作坊、弱能人士小組，亦為社區人士舉

辦「生命的藝術同樂日」和為弱能人士而設的「生‧

同感受巡迴展」等，從認識死亡、肯定自我、面對哀

傷，繼而反思生命，珍惜現在，有一千四百多人次參

與。調查發現弱能人士有能力理解生命周期和死亡，

為他們在親友離逝時作準備；大部份社區人士認為計

劃有助反思生命，用另一個角度看死亡，認識哀傷處

理。最後出版教材和分享集，派給社福機構及社區人

士。

● 黃大仙展能中心獲伊利莎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撥款，

舉辦為期半年的「踏出快樂的舞蹈計劃」，聘請舞蹈

家王廷琳老師舉辦兩個跳舞班，讓學員培養興趣，發

展潛能；又讓家屬享受樂趣，輕鬆減壓，建立網絡。

學員最初要導師觸手邀請，其後已主動隨音樂擺動身

體，更樂於在人前起舞；家屬亦自發地每月借場練

習，更在學員跳舞班任義工。中心推展「舞出我天

地」活動，邀請學員、家屬和義工等七十位共舞，歡

度輕鬆愉快的下午。

踏出快樂的舞蹈──家屬班

家屬聯會「中秋聚餐2016暨第七屆執委就職典禮」

部門服務使用者家屬工作
● 家屬聯會去年舉行「中秋聚餐暨第七屆執委就職典

禮」，筵開八十五席，過千名家屬和服務使用者參

加，並得社會福利署方啟良助理署長、香港弱智人士

家長聯會盧鄭玉珍主席，以及本會葉青山副主席、徐

厚樑委員、董志發總幹事及多位執行幹事出席支持。

家屬聯會新一屆執委共二十三人，在嘉賓見證下宣誓

就職，承諾積極推動聯會的工作。其後，聯會舉行新

一屆改選會議，李桂彩女士再獲大多數執委支持，推

選為第七屆執委會主席，副主席由簡惠霞女士及陳鴻

鳳女士擔任，秘書和財政分別為蔡志剛先生和陳月笑

女士。

● 本會重視與家屬的夥伴關係。陳蔭川欣康幼兒中心去

年成立「家屬職員會」，加強與家屬的溝通，家職會

多次協助中心舉辦活動。怡菁山莊、黃大仙康盛支援

中心和怡晴居新成立的「家屬職員會」，為中心提供

意見及協助活動。怡菁山莊員工與家屬走訪台灣八間

康復機構，加深之間的溝通；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職

員、家屬和服務使用者到台中及台北了解殘疾人士服

務，加深體驗；怡晴居「家屬職員會」更主力籌辦春

茗及親子大旅行。此外，啟康幼兒中心亦加入歷奇元

素，如「普拉提親子工作坊」、親子徒手操體驗日暨

均衡健康飲食講座、親子歷奇挑戰之旅、泡泡足球親

子同樂日、多元智能親子歷奇小組、春季騎馬體驗活

動等，讓家長更懂得欣賞子女，也加深體會親子樂。

社區支援服務
●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連續五年獲黃大仙區議會撥款舉

辦「『康盛．熱愛傳城』計劃」的義工培訓、探訪

弱勢社群及舉辦社區共融活動。中心找來非洲籍音樂

老師，招募婦女、長者和青年義工，以及殘疾人士，

組成「康盛非洲鼓團」表演，讓社區人士認識殘疾人

部門聯合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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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藝術潛能，更在推廣「傷健共融」訊息的大匯

演中成為高潮，社署黃大仙及西貢區伍莉莉福利專

員、黃大仙區議會黎榮浩副主席及舞蹈家王廷林先

生十分讚賞非洲鼓表演。

● 伴航家顧服務計劃因應會員的照顧和治療需要，積

極借用服務區域內單位的設備及空間，並加強前線

員工的督導和培訓，以提升服務的效能。會員不斷

增加，累積已達五百多名，其中二十位已入住政府

資助院舍，三十三位離逝及十三位因遷出服務區域

而退出服務。

● PRTA專門店致力策劃各類學習和社交小組，提供

個別訓練、職業治療、行為治療及臨床心理學家服

務，關顧有學習障礙兒童的發展及需要，準備他們

回歸主流學習環境。專門店持續推行「幼兒基礎學

習課程」、「社交小組」和「暑假遊樂園」，鞏固

或深化兒童的技能。專門店臨床心理學家舉辦「孩

子合作無難度」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掌握提升孩

子合作性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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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店去年訓練

十六名兒童，超過七成家長十分同意訓練能滿足子

女需要，日後會繼續用服務。

● 本會去年為社區的殘疾人士提供超過二百九十人次

住宿暫顧服務及六百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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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貨物貿易出入口量持續下跌，包裝加工不斷減

少，屯門綜合就業服務中心去年致力以自家貨品

創出訓練機遇，蝴蝶冰室便是新餐飲服務訓練，

服務使用者經過大半年採購和準備食物、點算存

貨、烹調、接待食客至清潔煮食用具等訓練後，便

開始為服務使用者和職員提供簡便早餐及餐飲，

亦獲取生產津貼。中心將已註冊新商標GieBee  X 

Butterf ly系列生產成自家品牌的文具和物品，連同

保鮮花花藝、天然香磚及肥皂於本地創作市場HKID

及Hobbee’s Something分店上架，讓社區人士認識

殘疾人士的才能。中心透過委員引入新客戶派遞、加

工包裝等訂單，讓服務使用者有更多元化的工種。因

著服務使用者的努力，中心繼續成功競投屯門區九間

社區會堂的清潔合約，並繼續為多個屋邨、屋苑提供

汽車美容服務，連同舞台工程，生意額達二百六十多

萬，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六，而服務使用者的生產津

貼達一百萬，這是服務使用者積極工作及良好態度的

成果。中心去年購置多種生產工具，配合不同能力服

務使用者的訓練，期望來年有更大發展。

● 輔助就業服務及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去年分別為

二百六十位和六十多位服務使用者提供就業支援及續

顧服務，當中職前和在職訓練共二千八百多人次。為

了讓服務使用者在真實環境受訓，服務隊聯繫本會單

位、商營公司提供訓練機會；繼續承辦汽車美容、學

校課室清潔等服務，更營運慈雲山「二手衣物專門

店」及客貨車物流服務，讓服務使用者有更多訓練

機會，為投身業界作好準備。去年，三十六位服務使

用者成功就業。為確保服務使用者在就業前作好準備

及在職時得到支援，單位提供了四千一百多次輔導服

務，並與僱主進行四百多次聯繫，確保僱主於聘用殘

疾人士時得到適切的協助。

訓練及宿舍服務
● 去年，部門繼續以健康生活為重點。怡晴居鼓勵服務

使用者多參與戶外活動，如復康運動會、特殊馬拉

松及特能龍舟競渡等，按個別體能設計合適計劃，配

合個別訓練，以建立做運動的習慣，強壯體格，減慢

衰退。怡康居獲荃灣區議會資助推行「愛˙樂˙在怡

康」計劃，服務使用者在專業導師指導下學習舞蹈，

在朋輩鼓勵下對跳舞產生興趣；還安排健體班、運動

GieBee X Butterfly 系列自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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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照顧計劃的專屬天地

會、各項球類活動等，讓服務使用者有更多選擇；亦

邀請家屬義工每逢周二與服務使用者外出做運動。悠

然‧欣然居庭推行健康飲食和生活，由護理人員制定

餐單，鼓勵多菜少肉、少鹽和少油，務求服務使用者

的飲食更均衡；定期舉行健康講座及帶領服務使用者

進行活力操及到運動場做運動，藉以推廣健康生活。

● 面對服務使用者老齡化，友愛展能中心暨宿舍特地將

其中一間訓練室改成延展照顧計劃專屬天地，牆身色

彩斑斕，配以富懷舊風格的梨木傢具，設按摩椅及老

人椅，廁所重鋪防滑地面，增設扶手，為年長服務使

用者打造舒適和安全的空間，再配合中心設計的退休

班教程，讓服務使用者在輕鬆、慢活的流程中，玩樂

尋趣、懷舊思古，其樂融融。本會職業治療師亦提供

不同功能性康復活動訓練、日常功能及生活能力訓

練、使用康復用具、感知肌能及上肢肌能等訓練。去

年，共提供臨床探訪、個案介入及訓練達二千多次。

● 為讓年青的服務使用者製造夢想，怡逸居藉伊利沙伯

女皇弱智人士基金的撥款，推展「逸青工房計劃」，

舉辦泰拳、街舞、視覺藝術和樂器班，發展舍友的潛

能；也透過山藝活動、野外歷奇、野外求生等訓練，

鍛煉舍友的抗逆能力及建立團隊精神；更定期舉辦義

工活動去關懷社區和身邊的人。怡康居舉辦「河源之

旅」和「乘風航」，有機會去認識自我，體驗內地文

化和歷奇活動。大興宿舍得到勞工及福利局的資助，

舉辦「一切從藝術出發」，義工與舍友一同學習製作

紙巾拼貼小錢包、馬賽克相架、布偶小動物等，前者

的製作更成為開放日的共融活動，舍友親自教授參觀

者有關製作方法及技巧；舍友透過戲劇組所學，演繹

自己的故事，到不同機構與不同年齡人士分享，體驗

共融與關懷的經驗。

● 陳蔭川欣康幼兒中心獲領展「愛‧匯聚計劃」贊助，舉

辦「多才多藝展關懷共融計劃」，讓幼兒參與醒獅、音

樂治療和陶藝製作班，並探訪長者中心及舉辦社區展

覽，豐富學習及生活體驗，發揮潛能，回饋社會。

其他服務
●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一直積極在社區舉辦各種宣揚社區

共融訊息的活動，成績有目共見睹，去年獲黃大仙區議

會頒發銘謝狀予以鼓勵，中心在獲頒團體中是唯一的社

會服務單位，深感榮幸。

● 經過一年的籌備，大興宿舍的童軍旅團終於註冊為「樂

行童軍團」，並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九日舉行「新界地

域第一七六七旅樂行童軍團成立典禮暨宣誓儀式」，

當天各團員穿著整齊童軍制服，在嘉賓、服務使用者、

家屬及職員的見證下，進行宣誓。團員從中學習遵守紀

律、社交技巧及服務他人的精神。

● 怡欣山莊及怡菁山莊增聘臨床心理學家，透過跨專業團

隊的合作，強化個案管理，為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提供

個別評估，制定服務方案，包括輔導、情緒及行為治

療、小組輔導等，更為員工提供專門及針對性培訓，提

升辨識服務使用者的情緒及行為特點、溝通及訓練等技

巧，達至「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 經過全年操練，屯門綜合就業服務中心獅藝隊及龍藝隊

在「屯門區展能運動會2016-17」比賽中雙雙獲得銀

獎，更獲多次邀請於本會各種活動表演，讓隊員累積經

驗，增強自信。

● 怡欣山莊去年繼續參與由香港理工大學綾緻康健服裝中

心舉辦「快樂印秘計劃」，服務使用者陳志剛先生及黃

偉峰先生的作品入選，其獨特的畫作將編印布上，再由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設計成獨一無異、別具心裁的時裝。 

「多才多藝展關懷」共融計劃醒獅班

大興宿舍童軍團成立典禮



1. 服務使用者數目
No. of Service User : 3,716

2. 服務使用者資料
Service User Pro� le

2.1 年齡 Age

50歲或以上
50 or above
33.7%

15歲以下
Less than 15 
 17.0%

15-29歲
Age 15-29
 21.5%

30-49歲
Age 30-49
27.8%

2.2 傷殘類別 Type of Disability

其他
Others 
2.1%

其他發展障礙人士
Persons with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4.3%

多類殘障人士
Multiple Handicapped 

2.9%

精神病康復人士
Ex-mentally Ill 
8.1%

中度智障人士
Moderate Grade
Mentally

Handicapped
13.9%

嚴重智障人士
Severe Grade
Mentally

Handicapped
4.1%

感官殘障人士
Sensory Handicapped 

2.8%

輕度智障人士
Mild Grade Mentally
 Handicapped 
12.0%

自閉症人士
Autistic
16.4%

肢體殘障人士
Physically
Handicapped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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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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1

社區融合
活動

Community 
Integration 
Programme

6,915

社區教育
活動

Community 
Education 
Programme

8,972

社交及
康樂活動
Social & 
Recreation 
Programme

62,568

服務使用者
教育工作
Users' 
Education 
Service

44,518

義工訓練/
發展

Volunteer 
Training/ 
Development

791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me

736

就業培訓及
工作配對
Job Training

&
Job Matching

1,489

服務推廣
Service 
Promotion

6,248

其他
Others

7,642

家屬工作
Parent Work

1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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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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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aviour/
Emotional  
Management 
Programme

性教育及
健康教育
Sex 

Education 
& Health 
Education

治療訓練
Therapeutic
Training

42,507

17,14511,978

4,097
3,365

9,973

5,711
7,383

616

16,662

6,391

16,998

3,431

39,321

5,758

2,546

725

3,119

38,778

423

76,264

214

其他
Others

2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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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
●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茶果嶺村發生二級

火警，疏散三百多名村民，火災導致十二個家庭失去

家園，更有一位中年女士不幸喪生。當晚，茶果嶺中

心社工即時趕赴現場，協助村民疏散及尋親，安撫村

民情緒，聯繫部門介入，協助消防員了解災場和搜索

尋人，向村民匯報災情，協助村民向有關部門登記，

安頓災民。中心組織的「茶果嶺鄰舍防火糾察隊」發

揮很大作用，隊員第一時間趕達現場，與其他村民合

力搭建消防喉、協助控制火勢、移走石油氣罐、通知

村民疏散等，並給消防員通報情況、領路往災場、協

助滅火等，「防火糾察隊」的英勇行為獲「觀塘區防

火委員會」及消防處嘉許，也成為傳媒報導焦點，「社

聯頻道」訪問了「防火糾察隊」的防火救火工作，表彰

為「鄰舍互助、建立社區網絡」的模範。中心與區議員

和其他團體緊密聯繫，跟進災民臨時安置、緊急經濟援

助、長遠住屋問題等，亦與「防火糾察隊」合辦防火講

座，教育村民正確使用滅火氈，更新消防設備，為未來

作準備。

● 茶果嶺部份村民未有在家安裝獨立水錶，隨著水務署在

區內更換水管，上述村民面臨停水危機。有見及此，茶

果嶺中心與「茶果嶺居民關注組」組織村民積極向水務

署和顧問公司表達意願，雙方多次開會商討，街坊終獲

相關部門答允集體處理安裝獨立水錶的申請，經兩年多

跟進，近日安裝水錶和驗水工作大部份已完成，村民陸

續使用新水錶，並解決了舊水管水壓不足及因不時爆裂

而中斷供水的問題，村民都相當滿意。

● 去年，「茶果嶺長者權益組」透過長者關心的議題，如

全民退休保障、勞工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少數族裔

的就業和住屋、長者社會保障及社區發展等議題，鼓勵

長者多參與社會事務。

火災災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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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橋新發展聯村關注組」在屯門/元朗鄉郊中心協

助下，會見規劃署張綺薇助理署長，反映村民就原區

安置、免入息資產審查、以屋換屋、以村換村、保留

百年或戰前祖屋及復耕等問題的意見。在牌照屋重置

上，關注組會見規劃署靳嘉燕總城市規劃師，反映村

民意見，亦積極尋求屯門鄉事會協助。

● 「洪水橋交通聯席」去年成功爭取巴士公司加開區內晨

早巴士線和去機場A37巴士線；亦促使政府承諾擴闊

洪水橋輕鐵站向馬會方向的路口，該工程已於二零一六

年八月完成。

● 去年，茶果嶺中心及屯門/元朗鄉郊中心舉辦多次節日

活動和義工探訪，與村民同樂，營造正面的社區氣氛。

屯門/元朗鄉郊中心義工向洪水橋各村獨居長者派發親手制作的
愛心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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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屋宇署支援服務隊
● 服務隊去年共處理二百七十多個由屋宇署轉介的個

案，為五百七十個家庭提供情緒支援、社區資源資訊

及轉介服務。服務隊推展了十六個樓宇組織計劃，推

動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或互助小組合力處理大

廈維修或清拆事宜。服務隊亦安排了二十次社區教育

推廣活動，教育居民關注樓宇安全及協助他們面對屋

宇署的行動，為有需要的市民講解資訊及聯繫合適的

維修資源。

● 服務隊協助因長時間未能履行清拆令而被屋宇署發出

封閉令的住戶明白封閉令的執行安排、可選擇方案及

效果、協助搬遷的資源，緩和住戶的不滿情緒，並協

助住戶與屋宇署溝通。

● 服務隊為屋宇署職員舉辦兩個培訓活動，包括「中醫

保健鬆一鬆」，本會中醫師介紹中藥、食療和穴位按

摩等，以紓緩生活壓力及痛楚感覺；「與情緒化和抗

拒市民的溝通技巧」，本會分享溝通目的和技巧、面

談前心理準備等。

● 二零零二年起，本服務隊由屋宇署撥款資助，為油尖

旺、黃大仙、觀塘、元朗、將軍澳、西貢、沙田、大

埔、粉嶺及上水等地受樓宇安全行動影響的市民提供

服務。由於屋宇署調整資源，本服務隊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結束服務。

屯門/元朗鄉郊中心為橋頭圍村的長者提供健康檢查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2. 個案工作
 Casework Service
 處理個案數目
 No. of Cases Handled : 286

 服務人次
 No. of Attendance : 1,498

 全年義工服務人次 : 450

 總服務受惠人次 : 70,9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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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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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6,679

468

35
17

50

890 1,153

5,938

653

4.186

30,137
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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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19,924

718

2,9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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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安老服務規範書》
● 本會獲廣州市民政局邀請就《居家安老服務規範書》

提供專業意見，並支援完成規範書的草擬工作，此規

範書將作為廣州市居家安老服務項目的投標要求，本

會已順利完成有關工作，廣州市民政局亦表示滿意。

社區口述歷史劇及工作坊
● 本會得到廣東省民政廳指導，與廣東省社會工作師聯

合會在廣州大劇院合辦《留住埗城香之芳菲絮絮──

社區口述歷史劇及工作坊》，設有社區人士場和社工

場，將鄰舍精神以話劇傳承。社工參加者來自惠州、

江門、佛山、深圳等地，開始報名第一日即爆滿，本

會需推卻部份參加者，可謂一票難求。

● 本會內地服務委員會戴健文主席和董志發總幹事赴穗

分享，廣東省廳領導看後感動落淚。本會在演出後與

觀眾進行互動遊戲，長者演員分享感受，社工和劇團

戲劇導師亦分享推行方法，長者和廣東社工反應熱

烈，活動得到好評。翌日，團隊到逢源舉行工作坊和

講座，反應十分良好。

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逢源鄰舍展能中心、
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學和
逢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去年，「全國社會工作推進會」在廣州舉行會議及參

觀中心。

● 家綜中心獲廣州市社會工作協會年度評估為優秀；獲

廣州市民政局頒廣州市品牌社會組織稱號；獲「廣州

十佳家綜」榮譽證書。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黃

郁雯主任獲荔灣區民政局和荔灣區社會工作協會頒優

秀社工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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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埗城香之芳菲絮絮──社區口述歷史劇及工作坊

2017年3月20日逢源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獲廣州市社會工作協
會頒發「十佳家綜」



圓夢鄰舍逢源情
● 延續「珍惜生命˙圓夢人生」的主題，我們去年運用

羅傑斯的「人本取向」、埃爾克森的「心理發展理

論」、馬斯諾的「需要層次理論」、麥克懷特和大衛

艾普斯頓的「敘事治療」作為理論基礎，以個案、小

組和社區活動，發掘及協助實現服務使用者的夢想，

讓他們自我實現。

● 社區層面，舉辦了五次道德講堂，在逢源十二個社區

進行系列式的廣泛宣傳，由淺入深地告訴大家如何才

能夢想成真，從尋夢的重要、夢想的基礎知識、尋夢

的付出與學習、尋夢的困難等，協助服務使用者去尋

夢。以聚會集體或上門個別等形式，收集了二百多個

的長者夢想。

● 小組層面，開展了「夢賞人生」、「耆心耆夢」、

「五湖四海尋夢羊城」、「細賞人生曲」、「回味人

生」、「彩繪人生」六個小組，讓不同群體長者總結人

生的順與逆，規劃未來，獲得人生智慧和跨越自我。

● 個人層面，經過在社區和小組中對夢想的發掘，我們

揀選出個別的夢想，以個案方式協助其實現。

長者義工發展
● 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心的長者義工去年參與了逢

源街公益市集活動，以義賣、義演、義教等方式，為

社區弱勢人群籌集善款；長者義工和社會義工也積極

參與社區探訪；在促進義工交流方面，組織了康齡分

隊會議、不同的義工組的交流等。

殘疾人士生命教育
● 去年，逢源鄰舍展能中心的生命教育以「熱愛生命，

關愛家人」為題，透過社工的引導，殘疾人士同樣可

以完成家庭任務。

● 社工開設「生命的奧秘」種植小組，讓服務使用者瞭

解生命發展的過程，認識生老病死的現象，懂得熱愛

生命，感恩家人；在母親節和父親節開展「最美的花

送給最美的媽媽」和「美味感恩在行動」，鼓勵服務

使用者回報家人。

● 隨著生命教育的深化，相信服務使用者會有更多的改

變和更好的成長；從認識生命到珍惜生命，從關愛自

己延展至關愛家人，願意承擔家務回報家人。

逢源鄰舍康齡社區大學
● 社區大學去年平穩地發展，有三位青年老師包括兩位

書法和一名葫蘆絲老師加入；還回應需求，開展了多

期智能手機班，吸引長者參與。

● 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第四屆畢業禮，共有一百二十三

名學生畢業。

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 源鄰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去年整合了護理、康復和照

顧的資源，為二十四位長者提供近一萬兩千人次護理

服務、五千六百人次康復服務及小組活動；每月測試

血糖和舉行健康講座及每半年檢查身體；又增設水果

餐和泡茶，平衡膳食；適時提供紓緩服務，如眼貼、

紅豆熱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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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啟航德先行」道德講堂活動

擁抱生命讓愛飛翔公益集市

康齡社區大學第四屆大學學位畢業生和老師合影

道德講堂 — 認識生命‧關愛自己



● 中心為長者開設社交、康樂和發展性小組和活動，

如聯合社區義工隊每月舉行生日會、外遊和節慶等

活動；還開展「夢賞人生小組」和「耆老趣味手工

坊」，前者與長者回顧人生困難的經歷，提升自信心

與應對力，並透過分享促進長者間的支援。

員工培訓
● 為了有效推行年度主題，安排員工參加多個培訓，如

在香港大學舉行的「生命的姿彩：以敘事治療提升生

命質素」、本會執行幹事李蔭國先生就敘事治療理論

的培訓、本會內地服務督導何振邦先生主講的「社會

福利服務的建立：同理心的重溫與探索」培訓、善寧

會「第十三屆香港紓緩照顧研討會」等。

● 組織員工觀看了本會康齡劇社的口述歷史劇《留住埗

城香之芳菲絮絮》，並由李蔭國先生和蔡永慧女士進

行整天的「口述歷史劇理論和實務」工作坊培訓。

廣州市空巢老人服務計劃
● 本會繼續督導廣州市義務工作聯合會「廣州市空巢老人

服務計劃」，服務包括個案、探訪、熱線、義工網路及

發展、「耆關愛．樂健康」等系列社區教育活動。

● 去年，服務計劃藉著長者熱線服務總結會、年度優秀

義工選舉、義耆樂結對探訪服務義工隊成立、新義工

培訓及交流活動，以推動「長者義工成長計劃」，發

展義工網路及提倡「正向看長者」理念；亦開展「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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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治療培訓

夢賞人生小組

州市長者義工發展狀況」調查及發佈有關報告，為發

展長者義工的團體提供參考。

● 服務計劃舉辦「歲月如歌˙唱響耆跡──社區長者合

唱大賽」，有四十八支合唱隊參賽，讓長者展示潛

能；又舉行「第二屆至叻長者評選大賽」，從「重養

生、當自強、愛家庭、勤學習、展才藝、樂行義」六

方面評審，以提升長者的能力感，最後評選出十名

「長者至叻星」和二十名「開心至叻星」。

● 去年，服務計劃與廣東省唯品會慈善基金會開展「耆

望成真項目募捐計劃」，有一萬四千多人捐出共十五

萬人民幣，為長者實現願望；亦與廣東省金秋慈善基

金會合辦「金秋送暖˙義心傳城˙安康樂頤年」義工

服務大行動，為千名困難長者買「銀鈴安康保險」，

組織四千人次義工探訪二千戶長者及送禮包。

中大社工服務中心督導工作 
● 二零一六年八月，本會與廣州市中大社工服務中心於

「督導合作總結會議」上，總結工作及討論督導方

向。去年，本會繼續為中大社工服務中心轄下八間中

心，提供三十多天恆常督導；又就機構策略發展提供

建議；更出席會議及活動，如在「中大社工七周年慶

典暨創新服務大賽」擔任大賽評判等。

● 本會在二零一六年十一至十二月，推行了兩期「社工

人才培養合作計劃」，安排四十五名社工及同工探訪

本會怡欣山莊、怡菁山莊、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

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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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社工作服務分享。

本會督導在「中大社工七周年慶
典暨創新服務大賽」活動上，致
送紀念品，慶賀中大七周年紀念 

廣州市義務工作者聯合會組織義工上門探訪探訪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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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9
 平均每日偶到人次 Average Attendance Per Day 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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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5,620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351
 2.2 班組活動 Classes and Groups
  班組數目 Number of Classes and Groups 46
  班組節數 Number of Group Sessions 468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9,178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026
 2.3 其他活動 Other Programme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545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42

3. 社區教育服務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c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26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2,135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34

4. 長者支援服務 Elderly Support Service

 4.1 活動 Programm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7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177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113
 4.2 探訪 Visit
  被訪人數 Number of Participants 630
  探訪數目 Number of Visits 398
  義工人數 Number of Volunteers 184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609

5. 義工發展 Volunteer Development

 義工組數目 Number of Volunteer Groups 22
 義工人數 Number of Volunteers 462
 義工培訓及活動數目 Number of Training and Programmes 50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871

6. 居家養老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服務使用者數目 Number of Service Users 38
 服務人次 Number of Service 6,242

7. 接待參觀 Visit by Other Organisation

 參觀團體數目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67
 參觀人次 Number of Visitors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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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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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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selling Service

 2.1 個案數目  Number of Cases  35
 2.2 輔導服務次數  Number of Counselling Service  265

3.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

 3.1 義工培訓次數  Number of Volunteer Training  5
 3.2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221
 3.3 義工服務人次  Number of Volunteers  11,100
 3.4 受惠義工服務長者人次  Number Elderly Served  1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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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0
 1.2 自我照顧訓練 Self Care Skills 5,568
 1.3 溝通訓練及資訊應用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pplication for Information 5,610
 1.4 家居生活技能訓練  Domestic Skills 5,360
 1.5 社區生活技能訓練   Community Living Skills 12,150
 1.6 工作技能訓練 Work Skills 25,640
 1.7 社交訓練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9,720
 1.8 消閒及康樂訓練 Leisure and Recreation Skills 8,985
 1.9 健康教育及性教育 Health and Sex Education 411

2. 服務提供 Services Rendered 人次 Attendance

 2.1 個案工作 Casework 408
 2.2 社交及康樂活動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Programmes 1,956
 2.3 健康檢查 Health Check-up 390
 2.4 家屬工作 Programmes for Family Members 246
 2.5 社區教育及融合活動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Programmes 6,240
 2.6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236
 2.7 義工訓練與發展 Voluntee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486

3. 職業發展 Vocational Development 數目 Frequency

 3.1 就業培訓 Pre-Job and On-Job Training 2,890
 3.2 聯絡僱主／就業發展 Job Identi� cation/Development 6

4. 接待參觀 Visit by Other Organisation 

 4.1 參觀團體數目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73
 4.2 參觀人次 Number of Visitors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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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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 出席 Attendance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3,021

3. 護理服務 Nursing Care

 3.1 個人護理計劃數目 Number of Individual Nursing Care Plans 24
 3.2 簡單護理服務次數 Number of Simple Nursing Care 9,186
 3.3 特別護理服務次數 Number of Special Nursing Care 2,731

4. 康復服務 Rehabilitation Service

 4.1 個人康復計劃數目 Number of Individual Rehabilitation Plans 24
 4.2 康復運動次數 Number of Rehabilitative Exercise 5,443
 4.3 認知服務次數 Number of Cognitive Training 1,142

5. 輔導服務 Counseling Service

 輔導服務次數 Number of Counseling Servi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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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活動 Programme
  活動數目 Number of Programmes 29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479
 6.2 班組活動 Group
  班組數目 Number of Groups 95
  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Participants 4,311
 6.3 義工參與人次 Attendance of Volunteers 405

7. 諮詢 Enquiry

 諮詢次數 Number of Enquiries 104

8. 膳食服務 Meal Service

 膳食餐數 Number of Meals 3,152

9. 接待參觀 Visit by Other Organisation

 9.1 參觀團體數目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76
 9.2 參觀人次 Number of Visitors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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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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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開班數目 Number of Classes 53
 2.2 開班節數 Number of Class Sessions 486
 2.3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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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重點
●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將於二零一七至一八學年

開始推行，本會配合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之政策與資

源，重整及設定各項優化策略，例如增聘教師人手、調

整教職員薪酬架構，以吸引及挽留專業人才，亦為各園

進行優化工程，以提供更安全及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 本會逐步推展和統整以「兒童為本」的課程策略，持續

發展優質幼兒服務。

學前教育
● 本會育嬰園和幼兒園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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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滿足社區對育嬰服務的需求，新翠育嬰園由二零一七

年三月起，名額由七十個增至七十二個。去年，新翠育

嬰園及友愛育嬰園的收生率達百分之一百，輪候人數是

收生人數的兩倍；使用兩間育嬰園的暫託幼兒服務和延

長時間服務，分別有二百多和六千九百多人次，足見兩

間育嬰園在協助家庭照顧嬰幼兒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 育嬰園透過單元教學活動、故事、音樂、圖工、遊戲

等，為嬰幼兒提供語言、感官、大小肌肉和自理訓練，

發展嬰幼兒在自我認識、與他人關係、體格及自理等能

力。同時，育嬰園在節日舉行多元化活動，如端午節賽

龍舟、中秋節提燈會、聖誕節及新年慶祝會等，讓嬰幼

兒認識文化及增加體驗。

● 在育兒上，家長是育嬰園的重要夥伴，因此，育嬰園透

過家長會和觀課活動，增加與家長溝通，亦讓家長進一

步了解嬰幼兒的發展。另外，育嬰園與專業團體合作，

舉辦講座和系列工作坊，例如「爸媽進修Station」、

「孩子成長篇」、「如何應付茶煲二」、「幼兒自理能

力發展與訓練」等，讓家長了解嬰幼兒的成長需要，增

強育兒的信心與技巧。

● 育嬰園舉辦了多個親職活動，例如「親子嬰兒按摩計

劃」、「暢遊海洋公園」、「廸士尼之旅」、「步行籌

款暨中心旅行」等，增加親子互動，建立家長之間的溝

通網絡，亦增加家長與中心的溝通機會。

嬰兒按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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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 元朗幼兒園、粉嶺幼兒園、東涌幼兒園和東欣幼兒園

去年平均收生率達百分之九十八點四。前三間的兼收

弱能兒童計劃，去年有二十二位學生畢業，其中二十

位升讀主流小學，成果理想。此外，暫託幼兒服務和

延長時間服務分別有四百及二千多人次參與。在課程

發展上，四間幼兒園持續以故事、遊戲、德育或藝術

等不同的元素作切入點，逐步發展以兒童為本的校本

綜合課程，促進幼兒的全人發展。

● 元朗幼兒園去年參加教育局的到校支援計劃「遊戲、

學習、成長」，教師掌握了以遊戲啟發幼兒學習的專

業知識和技巧。幼兒園於二零一七至一八學年結合過

往教師專業培訓及大專院校支援項目的收穫，重新規

劃幼兒的學習模式，透過修訂日程安排，擬訂綜合學

習環境及多元化遊戲活動，讓幼兒從環境中自由探索

及從遊戲中學習，發展幼兒自主學習能力。

● 東欣幼兒園去年以「音樂律動」為課程發展重點，邀

請了大專院校為教師舉行了兩節有關舞蹈和音樂律動

工作坊，教師進一步學習及體驗如何設計有趣而多元

化的節奏樂和舞蹈，並應用於日常教學中。通過同儕

及家長觀課，肯定教師所學能帶給幼兒更多具趣味性

及學習元素的音樂課堂。

● 東涌幼兒園和粉嶺幼兒園繼續深化以繪本為題的課

程，培養幼兒閱讀及學習興趣。粉嶺幼兒園參加由綠

腳丫舉辦的「代代有愛：閱讀長幼情計劃」，讓一班

受過訓練的長者到園與幼兒共讀繪本，推廣閱讀氣

氛，建立幼兒關愛與尊敬長者的態度。東涌幼兒園則

承接去年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主辦的「優質

教育基金學前教育（全人發展）學校網絡計劃」，到

區內兩所幼稚園交流，向業界同工分享以故事為切入

點編訂全人教育課程的經驗和心得。

● 環保教育是校本的重點發展內容，粉嶺幼兒園參加了獲

環境保護及自然教育基金撥款，由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舉

辦的「『愛玩具、愛環保』校園減廢教育計劃」，幼兒

收集可回收物品便可換領二手玩具，藉以培養幼兒減廢

及資源回收的習慣；東涌幼兒園則參加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沙田）幼兒教育中心和環保署合辦的「綠路童心

計劃」，向幼兒和家長教導環保的訊息及惜物減廢的環

保理念。

● 健康家庭對幼兒的成長至為重要，元朗幼兒園和粉嶺幼

兒園參加了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健康由家庭開始計

劃」，分別有四及六位家長完成「家庭大使」專業訓

練，他們透過家訪和家長教育活動，與十多位家長分享

育兒的困難與喜樂，互相支持鼓勵，締造健康家庭模

式。兩間幼兒園更引入駐校社工服務，推行幼兒小組活

動，並組織一系列的家長工作坊和家長義工小組，促進

家校良好的協作關係。各園亦透過家校活動，如家長

日、家長觀課和家長義工活動等，讓家長踏進校園，多

與教職員溝通，觀察校園環境和教學活動，進一步了解

整體發展，建立對幼兒園的信心。親職活動不但能建立

更好的親子關係，亦能增強家校溝通機會，東欣幼兒園

舉辦了「科學體驗工作坊」和「幼兒心理故事活動」，

家長與幼兒一同進行科學實驗，經歷探索與解難；亦從

心理故事中，鼓勵幼兒學習欣賞自己和尊重別人。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 本會的培訓中心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和東涌綜合服務

中心去年共舉辦三項全日制與就業掛鈎課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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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兩班兼讀制通用技

能課程「常用英語I基礎證書」和「常用英語II基礎證

書」，整體學額使用率達百分之八十五。二零一七至

一八年度，本會獲批舉辦五項共七個課程，即五班全日

制就業掛鈎課程及兩班兼讀制通用技能課程。

● 培訓中心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培訓機構年審被評級為

第一組，突擊巡查綜合評分為A（卓越），觀課整體評

級為良好，成績斐然。

康齡社區大學
● 本會十一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和長者活動中

心，去年共招募了八百多名長者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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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課程。
長者到校與幼兒閱讀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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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齡社區大學開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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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山

藝證書訓練」、「手機Apps執靚相、製短片」、「大

學教授教你體適能運動」、「DIY護膚防蚊手作坊」、

「滴膠押花杯碟工作坊」、「健腦數獨秘笈」、「塑膠

彩（西洋畫）」和「咖啡拉花班」，而延伸活動有「銀

齡景緻西洋畫展」、出版《銀齡景緻畫冊》及成立「咖

啡拉花大使隊」，大使更巡迴到各中心進行試飲活動

等。

● 去年的「第八屆畢業典禮」，有三百多名畢業長者及約

一千名親友於香港中文大學共同見證畢業生努力不懈的

成果，大家在場內外拍照留念，歡愉欣悅之情掛在臉

上，令人感動。

智齡專上學院
● 去年，本會繼續獲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贊助三十九萬，

為殘疾人士舉辦「全港特能龍舟」賽事，包括「兩岸四

地特能共融中龍賽」和兩場「特能共融男子中龍賽」，

並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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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愛心企業組隊支持。本會於兩岸四地賽事獲

得季軍，在兩場共融賽事中取得一冠、一亞、一季的佳

績。

● 適逢「特能龍舟」成立十周年，本會與西貢區社區中心

在端午節合辦「龍舟嘉年華」，與民同樂；另與香港仔

聯漁龍合作，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舉辦全港首創「香港仔

共融大龍巡遊活動」，宣揚傳統龍舟文化；與香港浸會

大學及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在二零一七年一月舉辦「陸上

龍舟共融體驗日」，讓市民更認識殘疾人士。

● 香港城北扶輪社資助本會二十六萬多為殘疾人士舉辦

「『透視‧藝譜』多元藝術展才計劃」，由舞蹈家王廷

琳先生擔任顧問，並由六名有豐富復康服務經驗的資深

藝術家擔任導師。計劃以「透視」為主題，藉著多元藝

術作為溝通媒界，讓學生透過藝術無障礙地表達自己

和體會別人的感受。課程包括話劇、舞動、繪畫、陶

藝、隨心拍和裝置藝術的項目。在二零一六年十一舉行

「真‧我顏色」作品展暨大匯演，演出結合了舞動組與

話劇組的學生，以學生的生活故事為藍本，透過音樂劇

向觀眾展示演藝潛能及學習成果。

咖啡大使到不同中心炮製泡沫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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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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95

延長時間服務
Extended Hours Service 46 9,027

1. 幼兒服務
 Child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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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齡專上學院
 College for Adul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註冊學生人數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381

課堂節數  Number of Course Sessions 1,281

出席人次  Total Attendance 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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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學生人數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884

開班數目  Number of Class 557

出席人次  Total Attendance 63,126

義務導師數目  Number of Voluntary Tutor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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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前教育服務
 Pre-primary Education

學額 Capacity 486

使用率 Enrolment Rate 98.4%

活動次數
No. of Sessions

出席人次
Attendance

學生活動   Special Activity for Students 157 10,688

家長活動   Parents' Activity 90 5,462

社區活動   Community Activity 41 2,38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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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



「健頤專線」流動中醫養生服務計劃
● 服務計劃的服務點有逸東邨、大澳和梅窩，主要服

務長者、中年人、青少年、兒童及婦女。去年，內

科診症二千七百多人次，針灸近六百人次，而用藥

量共一萬八千多劑；並進行了夏、冬兩季的天灸治

療。

● 去年，服務計劃提供了兩次講座，並為東涌區內人

士提供兩次義診，透過義診講解其身體狀況及給予

保健中藥。另外，服務計劃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的「大腸癌關注月啟動禮」及負責攤位活動，藉

此提高巿民預防大腸癌的關注。

錢仲展紀念中醫診所
● 中醫診所去年提供二萬多人次中醫內科、針灸科、

跌打骨傷科及推拿科服務，同時配發中藥四萬多

劑。

● 去年，中醫診所與本會服務單位及其他機構合辦了

十二次講座，主題包括保健食療、穴位按摩、中藥

湯水會等；同時為黃大仙區的中心季刊撰寫實用保

健、養生資訊，宣傳健康教育；亦在本會推廣時令

中藥保健湯包、中藥材等，令健康教育更多元化。

● 展望來年，中醫診所繼續舉辦普及教育活動，將為

本會安老服務部推行「健腦5+1」中醫活動等。中

醫診所穩定發展，將持續提供中醫全科服務，盼能

惠及更多求診者。本會繼續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

院緊密合作，為市民提供優質中醫藥服務。

委員探訪診所後與同工合照

醫療衞生委員會尹德勛主席主禮「大腸癌關注月啟動禮」

70 71 醫療衞生服務部報告

 Annual Report
年報2016-2017

醫療衞生
　服務部報告
醫療衞生
　服務部報告



● 服務隊的護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透過面談

及治療小組，為長者進行一千三百多次護理技巧指

導、藥物指導、復康運動指導、助行器具評估和指

導、心智評估與代購服務，協助長者管理健康狀

況，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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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年，社區診所繼續以「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及

提升社區健康水平為目標，向長者進行健康教育，

並提供健康保健服務。

● 社區診所的護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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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感流行季節前，向長者提供有關流感知識

的講座及疫苗注射服務，提升他們對疾病的認識與預

防；亦提供醫療復康用品代購服務予有需要的長者。

● 社區診所一如既往地為區內的安老服務單位提供專業

支援及同工培訓。

新界西日間社區康復中心中醫服務
● 過去八年，中醫服務貫徹提供跨專業、一站式、全人

的中西結合治療及訓練的理念，目的是為中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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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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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針灸服務

的有二百人，近三千人次。

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頤康
坊」社區健康服務
● 服務隊為長者和護老者提供多元化健康服務，讓他

們增加健康知識，協助他們處理健康問題及應付因

病引致的各種困擾，從而提升生活質素。

● 去年，服務隊舉行以預防長者跌倒及認識認知障礙

症為主題的講座，推廣健康知識；又定期舉辦血

糖、尿酸、全膽固醇及骨質密度等的「自主健康檢

查」，讓長者自我檢查，並由護士進行諮詢，協助

長者掌握及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

中醫師正在為病者把脈

認知障礙症講座

認知障礙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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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診症數目
Number of Consultation

2. 配藥數量
Number of Doses : 64,042

3. 醫療衞生服務
Health Care Service
人次 Frequency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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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康運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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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30

325

473

355

71

2

5

410

數目 Frequency 

100,000

10,000

1,000

0

骨傷及推拿科
Bone-Setter and Tui-na

針灸科
Acupuncture

中醫內科
General Consultation

3,115

8,873

15,256



何文田體育館餐廳
● 餐廳一直為弱能人士提供訓練、實習及就業的機會，並

按他們的能力和性格特質安排合適的崗位，讓他們發揮

所長，如喜歡固定程序的自閉症員工專責水吧工作，

說話能力較強及笑臉迎人的智障員工負責接待客人及樓

面清潔等。我們堅持以市場薪酬水平聘請他們，肯定他

們的能力和貢獻，發揮社會企業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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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不斷改進顧客服務，建立良好企業形象，在

餐飲款式上力求變化。午市仍是餐廳最多顧客流量的時

段，為增強非繁忙時段的顧客流量，餐廳推出不同的菜

式，如冬日暖心鍋套餐、佐酒小食及輕盈常餐等，以招

徠顧客。

● 為加強多元化服務，餐廳在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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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顧客在餐廳慶祝節日。

74社會企業部報告

鄰舍輔導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75

顧客正在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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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訓練及發展活動類別 參與人次

工作知識 537

技能提升 1,919

服務質素 1,354

職業安全及健康 1,128

團隊精神 1,166

服務交流 358

員工導向 197

管理技巧 74

員工關懷 571

顧客服務 59

總數 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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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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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三百六十三人，舉

辦的課程主要是工作知識、技能提升、服務質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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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感染預防及控制課程、精

神健康急救課程、敘事治療初階課程及YOYO實務工作

坊──智障人士老齡化等，共有五百三十多人次參與。

至於技能提升訓練，包括提升護理知識及技巧、扶抱

轉移技巧講座及實習、音樂治療入門及CorelDraw課程

等，共有為一千九百多人次參與。至於服務質素方面

的培訓，包括提升院舍服務質素及管理講座等，共有

一千三百多人次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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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培訓，共有一千一百多人次參與。

盆栽製作大合照

陳蔭川欣康幼兒中心職員退修活動：認識視障人士領路法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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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衞生
　服務部報告
員工
　訓練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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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15年服務   
陳育意 藍群珠 李素卿 吳麗芳
曾影棠   

14年服務   
黃旭謙 謝惠珍  

13年服務   
劉　維 何麗儀 朱瑤希 李月英

12年服務   
謝惠嫦   

11年服務   
張煒娟 馮燕萍 陳泉英 鄭琴珠

10年服務   
張權珍 鍾煥珍 朱雅芳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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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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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服務   
楊吳端 麥雪英 張秀琪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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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瑞蓮 鄧淑布 顧亞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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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淑緊 陳國珍 曾麗紅
黃小瑜 黃寶珠 葉嘉敏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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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依秀 李麗群
朱俊儒 沈蓓芳 陳金群 陳曉紅
喻順德 鍾燕紅  

3年服務   
林佩秋 廖凱珊 陳紀陶 黎錦美
賴致僑 尹灝華 鍾國龍 陳志航
羅芷喬 嚴樂軒 梁鎧宜 范嘉佩
黃灝欣 梁淑賢 譚伊婷 林子茹
林芷棠 伍健昆 關皓晉 蘇凱棋
蘇子榮 劉昌泰 趙碧儀 周穎珊
陳珊怡 庄彩虹 蘇燕波 劉妙燕
李偉祺 尹鋈樹 梁財轉 李麗明
李七妹 歐　榮 秦偉平 葉碧蓮
關佩英 陳玉卿 麥順興 黃桂嬋
單潔群 彭國雄 黃金蓮 羅艷玲
賴玉蓮 陳文蔭 吳麗霞 張文琴

李廣英 張九妹 張官好 呂麗冰
曾秋園 王華梅 黃小麗 薛玉蓮
廖寵恩 解蓓蓓 許嘉豪 陳浩文
翁建業 郭鎮芳 蘇瑋玲 尹小寶
蔣迦俊 張文進 何采縈 黃瑋聰
陳惠娟 鍾嘉瑤 饒梓城 蔡　杰
黎美玲 李君祖 王楚豪 翁雅瑜
王凱文 何思雅 林文清 胡有蓮
梁嘉裕 梁嘉毅 莫楚嫣 陳寶玲
藍俊榮 周國連 羅少宗 邱維新
郭勞英 陳　壽 陳蓮娣 陳金霞
陳鎮祥 陳麗仙 馬瑞玉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愉景灣分處
4年服務
蔡　昭 朱慧茵 屠　靜 莫幗英
李玉林 郭海連 高少雲 袁志棠
史朝暉 甄雪雲 何錦真 

3年服務   
Yuan Chun 陳麗珊

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  
14年服務   
陳開誠   

13年服務   
陳華麗   

12年服務   
傅麗英   

10年服務   
吳綺雲   

9年服務   
吳鳳平   

8年服務   
尹錦常 林素貞  

7年服務   
夏梅蓮   

賽馬會樂富宿舍
21年服務
劉雪勤    

19年服務   
譚巧仙    

18年服務   
林　遠    

13年服務   
何　有  梁炳棠   

9年服務   
丁秀珍  梁　照  曾紀尉  

7年服務   
白玉如   

3年服務   
石燕萍 馮鳳媚 鄭小妮 

高華閣單身人士宿舍
7年服務 
勞旺才

4年服務   
林正國   

3年服務   
胡寶英 張　叡 楊成堂 鄧炳康

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1年服務   
楊　娟   

12年服務   
劉順清 王恩鳳 楊秋菊 

11年服務   
雷宏恩   

10年服務   
甘麗妍 甘穎妍  

9年服務   
李彩珍   

8年服務   
詹子生 詹子玉  

7年服務   
馬喜鳳 張淑英 梁麗賢 鄧寶芬
關淑貞 伍紫蕊 李曉虹 

6年服務   
李茂勝 何婉雯 梁佩玲 李家儀
吳金妹 勞慧妍 盧凱峰 徐桂友
郭錦芳   

5年服務   
李茂華 王嘉胜 黃穎欣 黃啟剛
盧凱昭 何國浚 鄭詠研 徐安妮
張裕玲   

4年服務   
李笑芳 陳泰然 單玉華 曾慶珊

3年服務   
王錦嵐 李振聲 李穎璇 林綺棋
陳曉琳 鄧培英 蘇嘉俊 蘇穎怡
黃煒珊 葉月娥 鍾曉琳

東區/灣仔外展社會工作隊
5年服務   
童    琦   

4年服務   
何淑貞 李　桃 謝晞妤 

3年服務   
林樂怡 莫慧儀 陳鈺儀 蘇嘉軒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13年服務
戴慕容 何元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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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碧花   

11年服務   
歐陽春安 謝　琼 朱改柳 陳蓮花
郭婉儀   

10年服務   
區煥珍   

9年服務   
李王寶鳳 邱東平 莊　蘭 譚金和

8年服務
范金葵 文煥興 黃滿嬌 黎少珍
陳文豪 伍鳳華  

7年服務   
張素英 張桂英 譚順卿 余玉芳
謝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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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服務   
林民友 邵玉霞 馮蓮愛 黎元友
林新花 胡　堯 鄧玉梅 蕭翠玲

5年服務   
馮群娣 葉健波 吳錦煥 郭麗麗
葉玉珍 庾成球 陳　琼 林銫如
鄧瑞蓮 毛雙鳳 葉明玉 陳月華
王菊香 王瑞琴 丁　穎 黃　好

4年服務   
麥瑞庭 曾廣旋 鄭克金 梁提羽
陳三妹 劉淑卿 廖寶逵 林沖霄

3年服務   
沈慕新 鄭木蓮 蘇淑真     朱楚萍
李穗芬 梁蔚心 何艷容 林淑如
胡美英

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19年服務   
譚慧貞 彭劍穎  

18年服務   
李麗虹 汪秀蘭 林九妹 徐偉幹
梁群英 黃新芳 葉惠儀 鄭兆芬

17年服務   
林燕卿   

16年服務   
馮　妹 梁　南  

15年服務   
吳　崧 李燕群 陳慧英 

14年服務   
梁淑賢 陳福慶 潘仁杰 

13年服務   
林麗霞 英灼卿 陳華麗 程煥錦

12年服務   
石松喜 吳綺雲 陳小容 陳笑芳
陳鳳玲 勞惠屏 葉展良 劉小雲
譚彩玉 鄧鳳珍  

11年服務   
朱合珍 林佩賢 梁鳳萍 歐東焱

10年服務   
尹倩文 徐巧鳳 梁啟智 陳佩雲
曾麗珠 萬葉婉玲 黎煥章 

9年服務   
任少琼 何有蓮 吳鳳平 梁　連
麥陳市   

8年服務   
陳肖芳 譚燮和  

7年服務   
李雪容 胡　渠 范華生 張東娣
梁志強 梁麗雲 陳惠蘭 翟洪歡
黎慶圓   

6年服務   
羅惠芬 朱慧珊 何惠蓮 李錦嫦
張玉英 梁玉琼 梁佩婉 梁淑妹
梁楚榮 陳賽萍 馮麗芳 鄭麗霞
謝勇生 羅惠芬 蘇學垣 

5年服務   
陳愛心 甘玉英 甘群彩 朱　強
余秀蓮 吳長賢 沈惠芳 邱燕利
范炳基 張維進 郭滿紅 湯國強
雲碧霞 黃超文 黃楚雄 鄒　波
潘少群 潘慧珍 黎瑞雄 鍾　湛
鍾玉英 蘇道明  

4年服務   
伍秀琼 吳美玲 杜俊霽 杜婉儀
林北湟 梁文敏 郭彩嬋 陳水錦
陳美芝 陳淑端 陳遠勤 陳麗珠
黃健好 黃清華 黃雪梅 黃景怡
樊連兒 蔡艷霞 鄧娉顏 羅錦芳

3年服務   
王秀蘭 王淑貞 伍慧冰 老惠琼
吳奈何 吳玲玲 吳美芳 岑似卿
李　聲 杜露明 周三梅 周紹基
洪秀芬 張美金 梁彩洪 梁麗華
許炳泉 陳彩金 陳群弟 陳瑩華
楊秀英 楊要珍 潘志敏 潘麗嫦
鄭惠珍 盧潔英 鍾誠輝 魏翠鳳
羅德賢

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14年服務   
王笑容 袁順平 陳樹妹 馮　靈
馮秉成 葉　得 廖杏元 鄺　蘭
嚴瑞容   

13年服務   
朱惠山 何轉好 吳培藍 郭　珍
黃熙文 黃賽珍 戴秋容 

12年服務   
王秀環 湯榮耀 黃佩琼 葉國榮

11年服務   
紀榮成 莊美寶  

10年服務   
王紅君 林秀容 林嫣然 莊愛珍
麥　細 錢秀珍  

9年服務   
朱淑儀 吳梅齡 周玉英 林健英
張再珍   

8年服務   
文齊笑 李玉佳 陳月琴 陳婉筠
曾錫堅 黃日生 黃蘭桂 

7年服務   
利　年 張鳳嬌 郭水雲 黃麗娟

6年服務   
李　珍 黃秀珍 黃碧清 

5年服務   
王美意 何玉珍 吳健馨 呂潔英
李兆鎏 黃　珍 鄔寶蓮 劉傑仁
劉影雪 樊群好 鄭錦添 

4年服務   
康　豪 陳景良 陳潤寬 藍慧薇

3年服務   
司徒明心 梁錦燕 陳蘇妹 黃詩平
劉石新 譚慧明

利東鄰里康齡中心
27年服務   
吳海添

23年服務   
陳阿五   

22年服務   
李漢英   

19年服務   
林　琴   

17年服務   
周大蚊   

15年服務   
易慕貞 陳若碧  

13年服務   
呂賢金 宋麗群 倫群英 廖淑芳

12年服務   
江玉珍 李欵霞 洪玉琴 賴德富

11年服務   
彭清霞 蔡似惠 蔣彩珍 

10年服務   
周曼薇 張鑑林 郭玉娟 陳金陵
陳御鑾 蔡佩蓮 鄧鳳儀 

9年服務   
張彩平 雷惠英  

8年服務   
朱應萍 何　妹 林　英 張麗明
黃小雲 黃少霞 黃偉俊 黃錫文
黃麗貞   

7年服務   
何玉貞 周肖蓉 周麗琼 許金珠
陳華湘 麥來桂 黃錦泉 葉秀潔
潘釵好 鄧妙貞  

6年服務   
李錦全 郭　見 黃琼芝 黃瑞琼
劉　光 鄧婉芬 黎潔玲 譚玉珍

5年服務   
李細妹 冼　芝 林愛群 梁燦光
陳九妹 陳水清 陳佩蘭 麥彩娣
曾有勝 湯瑞橋 溫敬珠 劉操潔
潘翠兒 鄧進娣  

4年服務   
何煥琼 吳　勞 吳家堯 李大女
林美珠 翁清琴 梁琼笑 莫少蘭
郭少萍 陳靜霞 陳麗珠 黃翠蓮
黃耀光 楊卿女 黎美容 譚笑華

3年服務   
余錦云 呂秀蓮 李陳寶珠 杜金福
明梅芝 金　邑 張煥蓉 梁錦平
陳兆琼 黃　馨 黎志強 謝瑞英
譚建光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20年服務   
呂偉枝   

18年服務   
黃韓西 葉鳳瓊 黎亦紅 

17年服務   
陳浩然 謝少華  

16年服務   
林志源   

15年服務   
余惠珍 李漢雄 蘇根達 

14年服務   
陳妙嫻 鄭樹航 錢少玲

13年服務   
李群慶 袁燕香 梁法龍 陳漢華
黃潔鳳 葉德明 關道生 

12年服務   
梁燕芬 梁錦屏 郭梓明 陳　根
陳少芝 陳月意 陳婉華 葉　妹
葉襯嬌 劉蘭英 鄧潔粧 鄺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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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服務   
李玉嬋 李維槊 林玉坤 林霞君
曾有珍   

10年服務   
王玉娟 吳氏儀 林仙如 張淑華
梁孝慈 陳勝彩 陸勝利 趙修儀
黎金枝   

9年服務   
吳麗雲 高妙娟 梁有寬 馮淑嫻
黃秀虹 黃卓堅 簡月珍 

8年服務   
史蘭芬 何寶燕 林妙霞 張秀芬
張鑑光 陳邦寧 陳國鑣 陳華峰
陳麗霞 葉文慧 廖瑞蘭 廖鳳英
熊卓錦 蕭美仙 顧蓉芳 

7年服務   
文秀卿 朱熹林 李潤金 莫偉奇
郭倩雯 陳廣滔 彭秀芬 黃美娟
譚秀琼   

6年服務   
江素蓮 徐恩鹽 張寶娟 梁笑貞
梁煥林 陳慧嫻 薛柳霞 蘇　嬌

5年服務   
李木英 徐世儀 梁亞相 梁惠玲
陳淑珍 黃月森 黃惠芳 劉更生
鄧美兒 鄧麗娥 嚴玉英 

4年服務   
司徒梅 朱麗琼 李女順 李利雲
李綺玲 周麗嬌 林巧清 陳少洪
陳敬德 陳麗貞 黃玉燕 歐緯堅
蔡惠明 蔡萍芝 蔡寶真 黎麗瑩
鄺淑雯 關煥珍  

3年服務   
丁建華 王玉群 江雅娣 吳月琴
林慧芳 區海垣 張建廣 張國良
陳錦池 劉文招 劉京鳴 劉淑儀
劉愛玲 潘少娟 潘碧蓮 蔡文英
鄭惠珍 鄭賽華 盧惠芳 謝玉花
鍾柳琼 關麗英

雅研社鄰里康齡中心
21年服務   
吳雪芬 莊世田  

20年服務   
胡　敏 陳婉嫻 謝琼珍 

19年服務   
李　潔   

17年服務   
劉　華 郭慧儀 劉連英 

16年服務   
余寶珠 謝春嬌 馮萍芬 陳伯玉

15年服務   
李淑嫻 黃麗嬋

14年服務   
謝桂英   

13年服務   
凌　順 潘靜儀 黎惠清 盧樹基

12年服務   
阮淑賢   

11年服務   
何　業 單慧萍 曾德貞 

9年服務   
吳淑琴 李劍心 張富萍 黃小萍
謝細女   

8年服務   
李廷義 張　成  

7年服務   
林碧仙 許富潤 麥妙賢 劉素華
鄭美玲   

6年服務   
韋寶蘭 陳燕卿  

5年服務   
鍾振華 潘國偉  

4年服務   
唐淑賢   

3年服務   
陳惠鸞 歐陽秀英 盧修萍

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23年服務   
梁　崧   

20年服務   
陳琼心   

19年服務   
葉梅娥 駱寶梅  

17年服務   
陳惠嫦 陶玉蓮 伍秀珍 楊黛茜

16年服務   
李銀鈿 黎偉庸  

15年服務   
唐　林 安美蓮 李紹恩 凌育桂
陳詠嬈 梁向明  

14年服務   
黎錦銓 黃月明 馬得華 張翰璜
林淑昭   

13年服務   
陳煜明 湯桂英 陳偉乾 江　衛
梁英華 崔淑貞  

11年服務   
蔡麗芳 黃映雪 何玉萍 林仲葵
溫聯標   

9年服務   
彭陳月嫦   

7年服務   
梁秀容 陳秀英  

6年服務   
凌杏芳 山小鳳 陳佩屏 

4年服務   
陳　銀 張炎培 梅筱萍 何李麗娟
陳四妹 鄒琼芳 蘇麗華 莫基卿

3年服務   
王碧嫻 楊愛嫻 謝春蓉

白會督夫人康齡中心
25年服務   
梁桂芳   

24年服務   
朱許紫   

21年服務   
甘樹英 黃翠萍 盧淑芬 霍錦珍

20年服務   
陳賀春   

19年服務   
高舉濃 游惠嬌  

18年服務   
李佩琼   

16年服務   
趙玉群 袁　寬  

15年服務   
尹賢娣 陳七妹 曾素真 劉慧明

14年服務   
徐彩萍 黃映鑾 黃彩鑾 黃榮錦

13年服務   
祝月勤 梁倫佑 陳　炳 

12年服務   
陳月琼 蕭　田 龔玉卿 

9年服務   
司徒秀群 余新愛 張合順 盧肖英

7年服務   
關春旺   

6年服務   
李瓊仙   

5年服務   
香莫笑   

4年服務   
周鳳萍   

3年服務   
張淑嫻

白田康齡中心   
24年服務   
黃素珍   

17年服務   
梁悅好   

16年服務   
王者香 何    六 單銀笑 

13年服務   
方竹娣   

9年服務   
陳群卿   

8年服務   
鍾迎娣   

6年服務   
李秀英 招麗芳 黎肖容

秀茂坪康齡中心
14年服務   
李妹女 沈莉英  

13年服務   
王小孟 劉秀華 姚瑞科 陳鳳蘭
張　美   

12年服務   
陳秀琴

8年服務   
石連順   

7年服務   
鄒鑑橋 朱翠蓮 黃玉蘭 梁醒娥

6年服務   
梁麗斯   

4年服務   
夏翠珍 郭瑞珍 馮雲女 

3年服務   
楊　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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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15年服務   
蔡撈姐   

5年服務   
鄧漢榮 吳瑞英 方芸英 

4年服務   
廖觀群 黃炳成 吳國明 

3年服務   
鄧惠蓮 劉金英 鍾　彩 

黃大仙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17年服務   
鍾志基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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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服務   
梁　瑞 楊四妹  

14年服務   
林煥景 陳潤珠  

12年服務   
高亞桃   

11年服務   
郭貴好 梁三妹  

9年服務   
黃銀芳 梁煥好  

7年服務   
冼勝好   

5年服務   
陳　銀   

3年服務   
梁笑女 劉祿昌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
11年服務   
陳秀霞 何讓好  

10年服務   
嚴　燕 潘綺文  

9年服務   
李　金   

6年服務   
楊秀雲   

4年服務   
梅秋菊   

3年服務   
林煥金 黃霞雲

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
17年服務   
劉美芳   

14年服務   
簡惠霞   

13年服務   
易靜芳 鄧年娥 陳月娥 陳素娟

11年服務   
陳碧賢 周德潔  

10年服務   
 陳月笑   

7年服務   
董湘翎 梁嘉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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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服務   
楊慧仙   

3年服務   
歐秀文 王梓驊 劉健霞 鄧紫琳
楊英敏

輔助就業服務
7年服務   
方惠青 何嘉麗 翁家進 陳冬青
鄭嘉雯   

5年服務   
何家鳳 劉秀琼 鄭寶玉 關淑芳

黃大仙展能中心
13年服務   
杜天妹 陳妙英  

8年服務   
洪惠卿 黃小蓮

黃大仙下邨展能中心暨宿舍
13年服務   
馬寶芝   

12年服務   
陳青雲   

9年服務   
曾孻弟   

8年服務   
洪英龍   

7年服務   
何宇庭 區美蓮 馬銀嬌 

6年服務   
韓錦明 劉惠珍

大興宿舍
9年服務   
胡秋霞 黃錦華 黃玉貞 何惠芳
曾一峰 鄭木轉 李志良 

8年服務   
黃啟明 葉沛新 李志遠 馬維達
陳樹平 張慧芬 張健明 

7年服務   
趙木盛 陳玉芳 林青霞

6年服務   
黎鳳英 張潤生 鄭亞九 鍾偉民
朱淑玲 周玉珍  

5年服務   
彭得信 孫翠玲 陳瑞琛 胡濟佳

4年服務   
吳凱君 岑德懷  

3年服務   
陳志誠 郭嘉威

怡康居
9年服務   
陶俊權 俞振邦 李潤芳 周寶清
周迅翎   

8年服務   
袁貴祥 袁永祥 孔偉倫 林甘如

6年服務   
郭淑儀

怡晴居 
3年服務   
陳美容 鄺寶紅 胡婉雯 石仁青
吳宏展   
   

順天宿舍
14年服務   
陳德恩   

12年服務   
蔡國基   

7年服務   
吳宏鴻 張伯興  

6年服務   
黃德生   

4年服務   
王頌平

怡樂居
14年服務   
楊璟蒂 陸麗娟  

13年服務   
鍾慧娟   

11年服務   
唐耀華   

8年服務   
邱詠如 叶麗英

屯門整合服務之屯門義工網絡
12年服務   
范桂蓮   

10年服務   
周展華 羅瑞蘭 黃錦標 羅志雄
王桂英   

9年服務   
陳麗霞   

8年服務   
楊美蓮 馬淑慧 賴徐珍 關淑雲
葉子婷   

7年服務   
張少英 陳麗娥 郭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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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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金融管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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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島總區交通部道路安全組
●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
● 香港海關
● 香港懲教處
● 入境事務處
● 香港消防處

● 勞工處
● 市區重建局
● 民政事務總署
● 屯門民政事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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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婦女事務委員會
● 僱員再培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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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殘疾人聯合會
● 惠州市殘疾人聯合會
● 韶關市殘疾人聯合會
● 肇慶市殘疾人聯合會
● 逢源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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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懷愛滋
●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扶康會
● 開心樹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 心義小組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 匡智山景中心
● 香港聾人協進會
● 香港失明人佛教會
● 香港基督徒牙醫團契有限公司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樂Teen會
● 香港宣教會恩福堂

● 聖公會樂團聚
●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鄭植之混合見習支隊
●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王少清護士見習支隊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榮耀基督之家
● 灌樂會
●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 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 香港觀塘獅子會
● 香港鑪峯獅子會
● 香港屯門獅子會
● 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長者鄰舍中心
● 兆偉閣互助委員會義工隊
● 新創建愛心聯盟
● 博愛醫院社區健康中心
● 香港童軍總會
● 聖雅各福群會雅逸居
●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
● 聖雅各福群會

1. 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有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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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
● 新起點青年網絡
● 耀陽行動
● 香港小童群益會
● 長春社
●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婦女會(將軍澳婦女會)
●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晴軒
● 香港女童軍總會
● 創意工作坊
● 賽馬會匡智新翠宿舍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救世軍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 創古密宗佛教中心
● 天青草堂有限公司
● 屯門婦聯身心美服務中心
● 東井圓佛會
● 東涌體育會
●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 聚沙成塔
● 利安關懷協會
● 錦華精社
● 志蓮靜苑

● 聖雲先會奧撒南綜合服務中心
● 義務工作發展局
● 迪士尼義工隊
● 恆生銀行義工隊
● 香港理工大學義工隊 — 愛樂101
● 機管局職員康樂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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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懲教署愛羣義工團
● 新地義工 Team 力量
● 新屯門中心義工隊
● 香港消防處義工隊
● 香港女童軍總會－樂齡隊
● 愛孝善行實踐義工隊
● 澳門特殊奧運會
● 台灣無障礙協會
● 尚善愛心服務隊
●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CARE志願服務隊
● 華僑外國語實驗學校僑蕾義工隊
● 廣州市越秀區暐傑志願服務工作中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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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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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金剛乘慈善基金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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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展「愛‧匯聚計劃」
● 上海慈慧公益基金會
●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 惠家慈善基金
●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

5. 教育團體
●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城市大學 - 城青優權計劃
●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教育大學
● 嶺南大學國際交流生計劃
● 浸信會永隆中學
● 佛教大雄中學
●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 香島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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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母玫瑰書院
●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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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順德聯誼總會梁球琚中學
●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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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坑東宣道小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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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教青松小學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 英華小學
● 中華傳道會基石幼稚園
●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校
● 路德會利東幼兒園  
● 路德會良景幼兒園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 禮賢會恩慈學校
● 廣州醫科大學
● 台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6. 商業機構
● 168畫廊
● 美國雅培藥廠有限公司
● 美利堅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 安怡(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 大濃國際有限公司
● 長順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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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平安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 花旗銀行
●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 中電香港
●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 發記蔬菜
● 創邦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 九巴之友
● 菲士蘭(香港)有限公司
● 香港浸會醫院
●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 香港海天濃縮中藥有限公司
● 香港興業有限公司
● 真善美醫護有限公司
● 淦林鮮魚
● 錕記汽車修理
● 兩益有限公司
● 美隆堡酒業有限公司
● 經絡按揭轉介
● 港鐵公司 – 物業處
●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 新意文儀
●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 零食物語
● 安興榮電業有限公司

● 芝味鳥
● 敏興集團有限公司
● 順發生菓
●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 信和集團
● 捷訊冷氣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 新福港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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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 香港摩天輪
● 蘇格蘭皇家銀行
● 優比速公司
● 運興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科進顧問(亞洲)有限公司
● 美國惠氏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 宏康醫療
● 省善真堂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 健牙仕
● 琼苑藝社
● 漢聲有限公司
● 粵劇演藝坊
● 玩具樂園

7. 個別人士
● 陳鴻鳳女士
● 陳淑英女士
● 鍾文欣女士
● 樊曦旻女士
● 馮友福先生
● 高民先生
● 關偉康先生
● 郭嘉珉先生
● 林嘉儀女士
● 李啟邦先生
● 李桂彩女士
● 梁子賓先生
● 梁耀國先生
● 呂惠鈞先生
● 吳　妹女士
● 吳宏香女士
● 蕭偉雄先生
● 陳奐仁先生
● 尹永發先生
● 黃榮肯先生
● 黃惠芳女士
● 余穎祺女士
● 王洛琳律師
● 石淑芬女士
● 伍鑑津先生
● 何妙賢女士
● 何紫筠殯儀禮賓師
● 吳月娥女士
● 吳秀芬女士
● 呂林志嫦女士
● 岑梓睛媽媽
● 巫伍梅茵女士
● 李志方女士
● 李憲泰先生

● 李亞美女士
● 李寶珠女士
● 李寶蘭女士
● 林錫材先生
● 姚美蓮女士
●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助理教授梁志堅博士
● 容陳美蓮女士
● 徐厚樑伉儷
● 徐楚妍女士
● 袁悅、袁嘉玲、袁繪善、袁巧欣小朋友
● 袁慶華先生
● 梁炎基先生
● 梁瑞蓮女士
● 陳倩如女士
● 陳慧彬女士
● 麥惠蘭女士
● 馮少顰女士
● 馮翠玲女士
● 黃皓筠女士
● 黃德勝先生
● 黃燕玲女士
● 溫群歡女士
● 葉文權先生
● 劉潔迎女士
● 歐妙寬女士
● 歐陽培威律師
● 歐嘉儀女士
● 潘月玲女士
● 鄭慶錡先生
● 黎瑞娟女士
● 蕭金雪女士
● 蘇雁芬女士
● 顧幗怡女士
● 李聖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