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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同⾏˙連繫有⼼⼈
鄰舍輔導會總幹事 戴健文
五、六⼗年代，香港
外來⼈⼝增⻑迅速，對各類
社會服務需求殷切。同期，
社會也發⽣⼀些衝突事件，
反映普羅⼤眾對勞⼯福利、
房屋、以及社會服務均有訴
求，但政府與基層巿⺠的溝
通匱乏，公眾對社會政策和
社區資訊並不認識。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鄰舍輔導會
本著「那裡有需要我們的服務，就是我們的『鄰舍』」
的精神，在⼀九六八年正式成立，為社會基層提供諮詢
及輔導等服務外，也肩負向政府反映社會需要的任務。
鄰舍輔導會由最初推動「鄰舍運動」，在⼈煙稠
密地區成立以諮詢為主的「鄰舍中⼼」；針對個別社會
問題或政策，以「⾏動調查」⽅式，搜集居⺠意⾒向政
府部⾨反映，謀求解決；⾄七、八⼗年代在⽊屋區及臨
時房屋區開展「鄰舍層⾯社區發展計劃」，推動基層社
區建立「⾃助」與「互助」；在九⼗年代，因應社會的
不斷發展，為配合社會上不同階層組群的需要，開拓多
元化服務；踏入⼆⼗⼀世紀，在⾼速都巿化、全球化及
知識型的經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服務邁向綜合化，
鞏固社區整合以及家庭的功能，同時著重個別服務的專
業及深化，回應整體社會需求外，還要照顧個别組群的
獨特需要。
回⾸鄰舍輔導會由最初的第⼀間鄰舍中⼼，⾄現
在八⼗個服務單位，⾛過半世紀，⾒證不同年代的轉變
與及所帶來的各樣衝擊，總算取得⼀定的成果，也經歷
過不少風浪。尤記得當「鄰舍層⾯社區發展計劃」開始
於九⼗年代逐步淡出時，本會內部曾有激烈的爭辯：會
務應該轉型朝向多⽅⾯發展，還是繼續專注社區發展事
務？最後管理層決定邁開步伐，⾛向多元和綜合的發
展。多年來，本會上下⼀⼼，憑著「以⼈為本」的初
⼼，尊重服務受眾的獨特，相信他們的才能，與他們同
⾏，創造好的⽣活，好的社會；我們謹記謙卑務實，努
⼒發展⾃⼰的專業，亦與不同伙伴合作，各展所⻑，並
肩作戰，為服務使⽤者帶來最⼤的裨益。這些年來，我
們先後開創不少新的⾥程，例如：推動康齡社區⼤學、
創辦特能龍⾈比賽、組建內地社會服務中⼼、以及成立
康齡劇社等，服務已變得更廣泛和更專業。
今年適逢鄰舍輔導會50周年，對我們這是別具意
義的。因此，我們特別展開了⼀系列的慶祝活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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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鄰舍同⾏˙連繫有⼼
⼈」。已於本年5⽉26⽇舉
辦的「⾦禧誌慶啓動禮暨義
⼯ 感 謝 ⽇ 」 ， 為 整 個5 0周
年誌慶活動揭開序幕，並對
⼀直相扶同⾏的義⼯及團體
作出感謝。下半年即將推出
的重點活動是「模範鄰居選
舉暨企業伙伴嘉許禮」，此活動在1983年⾸次舉辦，
其後每五年⼀度舉辦，⾄今已是第八屆，⽬的是藉表揚
模範鄰居事跡，推動鄰舍守望相助，頌揚本會的精神。
此外，本會將邀請不同區域的服務使⽤者參與活
動，⼀同「⾜」福鄰舍50周年，以及參與50周年誌慶
紀念品義賣及「助鄰扶老步⾏顯愛⼼」活動，⿎勵⼤家
出點綿⼒，關⼼⾝邊有需要的⼈⼠。⽽各服務部⾨亦安
排不同的慶祝活動，已進⾏的有「幼兒服務聯合畢業典
禮 - 童遊鄰舍半世紀」、即將進⾏的有智障服務使⽤者
參與的「裝置藝術(動物農場)」、安老服務康齡劇社
「社區⼝述歷史劇⾺拉松匯演」，與及「內地服務⼆⼗
周年誌慶」等。
更重要的是我們透過50周年活動，總結服務經
驗，推出「鄰舍智慧系列」，與業界分享本會推⾏了⼀
些特別服務計劃的⼼得，⼀同探討社會服務發展⽅向及
專業服務⼿法，精益求精。剛在7⽉初，本會舉辦了
「愛+同⾏˙家庭為本」認知障礙症介入⼿法座談會，
接著推出的是「探討藝術媒介應⽤於家屬⽣死教育⼩組
的成效研究發佈會」以及將於明年初推出的「家庭新形
態 - ⼯作模式再思」分享會。同時，我們亦會推動服務
質素提升，舉辦「第八屆優質服務經驗交流及體驗計
劃」及「院舍前線員⼯嘉許計劃」，增強員⼯持續進修
的風氣及團隊合作的精神，並持續提升同⼯的專業技
巧，務求讓服務更具質素。在加強員⼯歸屬感⽅⾯，我
們⼜有「五⼗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及「⼀⼈⼀故事」等
活動。
舉辦⼀系列活動，除了紀念慶祝之外，更重要的
是秉持及延續本會的服務精神和理念，毋忘初衷，以及
感謝員⼯、服務使⽤者和合作夥伴的不斷扶持。確實，
50年來，默默耕耘，凝聚了不少「鄰舍情」，這些⼀
點⼀滴的「情」推動著我們要再加倍⽤⼼努⼒，勇往直
前，做好服務，創造更多的不可能。

ho@naac.org.hk
http://www.na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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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和疼痛有個故事」
敍事治療⼩組實踐
－成效。分享。體驗
執⾏幹事李蔭國
本會在2018年1⽉12⽇，假香港城市⼤學舉⾏
了成效發佈及經驗分享的研討會，與業界們分享我
們的實務經驗，並以「⼀⼈⼀劇場」⼯作⼿法呈現
疼痛當事⼈及其家屬的⼼路歷程、⽣命意義及其抗
逆⼒。當⽇近250名參加者出席，包括專業社⼯、學
⽣及護老者，共有40個不同機構的同⼯出席，反應
⼗分熱烈。

本會承蒙社會福利發展基⾦的贊助，於2015年
開始，在轄下安老服務單位內，向患有疼痛的⻑者
及其家屬推⾏「我和疼痛有個故事」之實踐研究計
劃，透過敍事治療的⼿法，讓患有痛症的⻑者及其
照顧者以嶄新的⾓度和⽅法⾯對⾝體上的痛楚，從
⽽接受和適應與「痛」⼀起的⼈⽣。此計劃獲香港
城市⼤學應⽤社會科學系的⽀援，提供敍事冶療⼯
作⼿法訓練及成效研究，讓本會同⼯們在專業知識
和技巧上得到新的啟發，亦讓疼痛患者及其家屬能
夠重拾⽣活信念，並重新改寫⾃⼰的⽣命故事，活
出光輝燦爛的新⼀⾴，我們並將實踐敘事治療⼩組
實務經驗編輯成「分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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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由香港城市⼤學應⽤社會科學系副系
主任莊明蓮教授及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主持
開幕禮儀式，⽽發佈及分享會包括由香港城市⼤學
應⽤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周愛華博⼠講解研究成效及
對運⽤敘事治療法的觀察、本會服務督導主任陳⼦
欣姑娘女⼠分享實務成果，以及由負責此項⼯作的
前線社⼯分享實務經驗。在分享會當中，不少同⼯
及照顧者積極參與，對敘事治療的⼯作⼿法提出不
少的問題、經驗分享及體會，在這過程中，此活動
能夠達到專業上及個⼈體會上的交流及學習機會，
參與同⼯對此經驗分享會都表達⼗分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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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埗⼝述歷史劇計劃

留住埗城⾹之聲光座
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
服務主任蔡永慧
《留住埗城香》⼝述歷史劇系列今年已踏入九
周年，並於2018年3⽉19⽇⾄20⽇假香港理⼯⼤學
蔣震劇院舉⾏三場演出。我們將在深⽔埗發⽣的事
件與⻑者的⼩故事結合，加入戲劇及藝術元素，將
深⽔埗歷史重現觀眾眼前，觀看話劇的同時，就像
上了深⽔埗歷史的⼀堂課。⻑者更在舞台上親⾝演
繹，將從前那份情懷、味道、鄰舍互助等難以量度
的⼈文價值通過話劇演繹出來。
我們重新搜集及整理⻑者⼝述資料，編寫了新
劇本─《留住埗城香之聲光座》。原來深⽔埗曾經出
現過不少戲院，看電影是老友記少有的娛樂之⼀，
他們隨⼝便能說出⼗多間在深⽔埗的戲院名字！康
齡劇社演員帶領觀眾回味昔⽇深⽔埗舊式戲院情
懷，體驗戲內戲外⼀段段光影⼈⽣。
⾸演當晚邀得本會總幹事戴健文先⽣、深⽔埗
⺠政事務專員李國雄先⽣、社會福利署深⽔埗區福
利專員鄒鳳梅女⼠、深⽔埗區議員鄭泳舜先⽣及中
英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先⽣蒞臨主禮。公眾反應熱
烈，三場演出票房接近八成。輯錄部份觀眾意⾒：
「新⼀代了解⻑者以前的⽣活，活現眼前，也能增
進彼此溝通；演員演得非常出⾊；無法⾔語的感
動。很有⼒量，從⻑者朋友⾝上學到樂觀與堅韌，
以及過去的故事深刻感受到舊年代⼈們守望相助的
⼈情味，帶出正⾯的訊息給我，獲益良多」。今年
公演加上社區演出，共舉⾏了八場演出，計劃的服
務⼈次約1750。
隨著2017⾄2018年度計劃結束，新⼀年度計
劃亦於5⽉展開，除了預備新劇，⼀班老友記會繼續
到社區及學校作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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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總會2017/18年度
慈善基⾦捐款儀式
執⾏幹事李蔭國

本會的合作夥伴上海總會，⾃⼀九八三年開
始，每逢歲晚與新春期間，都向全港資助安老院的
⻑者派發「春節利是」，⾦額多達百多萬，以表達
對⻑者的親切問候和誠摯敬意。本會署理總幹事戴
健文先⽣、執⾏幹事李蔭國先⽣、上海總會護理安
老院院⻑、副院⻑及⻑者院友代表，於2018年1⽉
23⽇下午出席上海總會會所接受⽀票捐款儀式。當
⽇上海總會王緒亮監事⻑及各位理事主持⽀票頒贈
儀式，並邀請到社會福利署中⻄南及離島區福利專
員林定楓先⽣主禮，並有多間安老院舍代表出席。
戴健文先⽣代表本會及全港百多間資助安老院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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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向上海總會表達衷⼼的謝意！
另⼀⽅⾯，上海總會⼀直⽀持本會位於九龍何
文⽥的「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每年都資助添置
合適的設備及舉辦活動，今年本會獲資助添置離床
警報器，以及資助進⾏⼀連串的⼾外活動及家屬活
動，使院友能夠與年青義⼯及家屬⼀同享受有益⾝
⼼的活動，使他們的⽣活添上更多姿彩。除此之
外，上海總會的理事亦於新春期間親切探訪安老院
的院友，共慶春節，讓院友們感受到被關懷及愛
護。因此，當⽇本會安老院舍的⻑者將親⼿製作的
⼭⽔畫送給上海總會，以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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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年享餘輝•鄰舍樂守望」

迎新年中樂演奏會暨義⼯嘉許禮
天瑞鄰⾥康齡中⼼
社會⼯作員 何嘉華
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的信念是使⻑者能夠有尊嚴
地⽣活，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援，以期望能實踐「老
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理想；透過⼀系列⽀
援服務，照顧⻑者各⽅⾯的需要和提升他們的⽣活質
素，盡量使他們留在熟悉的社區環境⽣活。
承蒙社會福利署2016-2018年度「老有所為活動
計劃」(兩年計劃)撥款資助，「耆年享餘輝•鄰舍樂守
望」計劃才能順利推⾏。此計劃旨在⿎勵⻑者終⾝學
習，提升能⼒，並分享成果；亦透過跨代活動，以提升
家庭融和。在鄰舍關懷和社會共融⽅⾯，探訪⻑者和推
⾏社區活動，進⾏跨界別合作外，亦提⾼社區對⻑者的
關注。
為達⾄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的主題
－《左鄰右⾥顯關愛•老有所為樂頤年》，本計劃兩年
內共推⾏25個活動，達⾄三個⽬標：
1.「建立及鞏固鄰⾥互助⽀援網絡」：組織⻑者義⼯和
地區團體，探訪區內有需要的⻑者，刻意讓同⼀樓
座的義⼯進⾏探訪，更可發揮鄰⾥互相守望。
2.「促進⾝⼼健康、跨代共融及和諧家庭活動」：舉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勵家⼈及跨代參加，亦可讓家
⼈了解⻑者⽇常⽣活和社交情況。更於整個計劃結
束時舉⾏「愛⽣活笑滿臉」最可愛笑容選舉，藉此
推廣積極晚年、家庭和諧的訊息。
3.「保存及發揚中國文化」：中樂為中國文化之精髓，
在不同的慶典中，中樂亦佔⼀席位；於傳統節⽇舉
⾏中樂演奏會，除了可以增加節⽇氣氛、⿎勵家⼈
共慶佳節外，透過中樂隊的伴奏，⻑者的表演更被
重視，也加強演唱者的信⼼，達⾄「老有所為」的
效果。

贈愛⼼禮物包，令社區在節⽇中增添溫暖與及互相守望
的氛圍。
其次是重點推⾏跨代共融活動，舉辦了11個家庭
融和活動及5個強化⻑者與家⼈溝通的教育活動，共有
889⼈報名參加。在⻑者家庭旅⾏中分別接觸了33位⻑
者的親⼈，在⻑者家庭⽣⽇會中接觸了71位親⼈。此
外，為使⻑者能多與隔代家⼈溝通融和，共推⾏了5個
「親親家⼈講座系列」，以認識使⽤⼿機及跨代溝通技
巧為主，共有104⼈參加。
還有，在新春及中秋節期間，舉辦了4次中樂欣賞
演奏會，樂團每次均配合⻑者義⼯的表演，伴奏經典粵
曲或懷舊⾦曲，⽽樂團亦有精彩的獨奏和合奏歌曲表
演。活動令參加的346位⻑者及親友「聽出⽿油」，也
令135位表演者充滿信⼼及渡過歡愉的節⽇。
最後，計劃更加插了「愛⽣活笑滿臉」最可愛笑
容選舉，在芸芸的活動中，選出了28張「笑滿臉」照
片，並透過中⼼會員以⼀⼈⼀票形式，選出「最可愛笑
容」照片，並在計劃的「義⼯嘉許禮」中頒發獎項。
「義⼯嘉許禮」更加盛極⼀時，幸能邀得社會福
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朱詠賢女⼠及鄰舍輔導會署理總幹
事戴健文先⽣蒞臨主禮，令活動添姿⼜添彩，對義⼯來
說更是⼀個積極的⿎勵。當⽇共有145位⻑者及親友參
加 ， 也 有2 0位 義 ⼯ 協 助 推 ⾏ 活 動 ， 使 嘉 許 禮 順 利 推
⾏，各與會者均感受到社區充滿活⼒，達⾄了「耆年享
餘輝•鄰舍樂守望」的精神。

在「義⼯嘉許禮」匯報了過往兩年計劃的成效：
⾸ 先 ， 共 動 員 了7 0位 中 ⼼ 義 ⼯ ， 在 中 秋 節 及 歲 晚 期
間，舉⾏了4次上⾨探訪活動，接觸了373名獨居⻑
者。善於交談的義⼯們，充滿愛⼼地關懷⻑者的⽇常⽣
活需要，並不時⿎勵⻑者前來⻑者中⼼接觸服務，也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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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興業40周年呈獻

《那⼀年傳奇》⾳樂劇
中⼼經理
提起⼤嶼⼭，必定想到天壇⼤佛及主題公園。
然⽽，⼤嶼⼭卻是⼀個充滿歷史的地⽅。由愉景灣
分處創辦的「⾝⼼靈劇社」繼《那些年》後，再度
將⼤嶼⼭不為⼈知的歷史搬上舞台，將昔⽇⼤嶼⼭
鄰舍間的親情、友情、愛情故事重現觀眾眼前。
劇團於⼆零⼀八年⼀⽉⼆⼗七⽇假香港藝術中
⼼壽⾂劇院演出全新劇⽬《那⼀年傳奇》，410名觀
眾，連同立法會議員陳恆鑌先⽣、社會福利署助理
署⻑(安老服務)彭潔玲女⼠、⺠政事務署中⻄南及離
島區⾼級聯絡主任⽅啟杰先⽣、離島區議會主席周
⽟堂先⽣、離島婦聯主席周轉香女⼠, BBS, MH,
JP、香港興業有限公司營運及服務總經理蔡國璋先
⽣及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蒞臨觀賞，⼀同⾒
證老友記的多元能⼒。
《那⼀年傳奇》由劇團演員真實經歷為藍本，
並邀請到資深編劇侯萬雲再度執筆，編寫成《屠夫
義⼯》、《閱讀的女⼈》、《戀戀⼤澳》及《千個
太陽》四齣風格各異的短劇。⼀個退休「從良」的
屠夫、⼀個飽經歷練的讀書女⼦、⼀對失散青梅⽵

6

葉鴻釗

⾺的愛情故事、⼀班好友為回流的朋友準備的驚
喜，四段故事交織出⼤嶼⼭及愉景灣的傳奇。
「⾝⼼靈劇社」的演員以⼀班年過65歲的愉景
灣⻑者居⺠為主，並且是初次接觸話劇。他們將⾃
⼰的經歷、地區的歷史融入藝術，以⼝述將⼤嶼⼭
及愉景灣過去的發展歷史與觀眾分享。他們不單與
上⼀代港⼈懷緬過去，同時向新⼀代港⼈承傳昔⽇
香港的獅⼦⼭精神。
演員們除承傳珍貴的香港歷史外，亦肩負社會
教育⼯作的使命。由本會於2015年創辦，「⾝⼼靈
劇社」從愉景灣社區出發，短短三年間在不同⼤、
中、⼩學，甚⾄文化中⼼等巡迴演出超過20場。他
們以⾏動證明⻑者的能⼒及對社會的貢獻，重新塑
造⻑者的形象，消除社會對⻑者的偏⾒。此外，戲
劇能訓練⻑者的記憶⼒及肢體協調性，有助延緩衰
退。
最後特別鳴謝香港興業有限公司贊助是次演
出，推動愉景灣社區共融，繼續完善區內的環境，
在未來的40年共同延續愉景灣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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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

「團年歡聚迎⾦⽝」
義⼯團體嘉許禮暨團年飯
服務督導主任

陳⼦欣

活動開始時獲各主禮嘉賓分別致賀辭，其他活動
內容包括：義⼯⼤唱賀年歌贈興、歡樂⼤抽獎及同事扮
財神到賀，還有⻑者環保樂團的⼀眾義⼯以環保樂器表
演敲擊樂，演出後更邀請所有參加者⼀同在席上參與合
奏，將活動帶到⾼潮；所有參加者在⼀個愉悅的氣氛
下，⼀同吃過⼀頓既⾼興熱鬧，⼜飽⾜的的團年飯！

本會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在區內提供服務近
⼆⼗年，⼀直努⼒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予區內的⻑者。為
讓區內⻑者得到適當⽀援，及締造⼀個關懷社區，中⼼
致⼒推動會員、社區⼈⼠及團體參與義務⼯作，中⼼會
員、社區⼈⼠及不同團體均⼗分⽀持，積極投⾝義⼯⾏
列，讓服務得以順利推⾏。
中⼼近年將⼀年⼀度的義⼯團體嘉許活動與團年
飯⼀併舉⾏，⼀⽅⾯在歲晚的時候答謝各義⼯團體過去
⼀年的⽀持與付出，肯定義⼯們對中⼼服務的重要性，
另⼀⽅⾯為會員、義⼯提供⼀個共聚的機會，⼀同歡聚
慶團年。
本年度的義⼯團體嘉許禮暨團年飯於2018年1⽉
31⽇晚上舉⾏，筵開36席，除了有會員和義⼯出席，
也邀得部份義⼯團體的代表出席並接受嘉許，義⼯嘉許
禮更獲本會會⻑葉德安先⽣、社會福利署深⽔埗區助理
福利專員梁慧鈴女⼠、深⽔埗⺠政事務處⾼級聯絡主任
吳淑綿女⼠及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建文先⽣出席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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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雞迎⽝賀新歲逢源鄰舍慶團圓」
團年飯
執⾏幹事

2⽉2⽇早上，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務中⼼、逢
源鄰舍展能中⼼和逢源鄰舍⻑者⽇間護理中⼼兩百
名服務使⽤者⿑聚君薈味道王酒家舉⾏團年飯活
動，共慶新年到來。當⽇，更邀請到廣州市⺠政局
社⼯處夏健處⻑、逢源街黨⼯委、街道辦和本會會
⻑、委員和署理總幹事等⼀眾嘉賓出席活動。
活動⼀開始，財神爺就帶著仙女出場，接著由
樂善組⻑者義⼯和⼩義⼯⽤粵語、普通話、潮州
話、英語、⽇語、俄語等多種語⾔唱出《新年
好》，別具⼀格地為在座各⼈送上祝福。
緊接下來，由康齡中⼼⻑者義⼯代表何姨、展
能中⼼學員家屬和⽇托中⼼⻑者代表陳姨分享了⼼

林達

聲，回顧了⾃⼰和家⼈在接受服務後的改變：例如
何姨在退休後加入了康齡中⼼，並成為了⼀名⻑者
義⼯，她感謝逢源街道辦事處和鄰舍輔導會⼆⼗年
來在社會服務⽅⾯的合作，在社區打造了⼀個平台
讓她發揮餘熱。在主持⼈的帶動下，⼤家⿑聲回
應：⼆⼗年並不是意味著⼀個終結！我們有信⼼逢
源街的社會服務會再創新⾼！
之後，由展能中⼼學員、關懷義⼯組⻑者義⼯
和康齡社區⼤學舞蹈班學員分別送上舞蹈表演、吹
奏葫蘆絲等，精彩的演出引起全場⼀次次掌聲！⽽
⼤抽獎環節更是把活動推向⾼潮，⻑者和展能學員
收穫豐厚禮物和滿滿祝福，在歡聲笑語下慶賀新歲
到來！

財神送祝福

展能學員表演舞蹈《喜慶的⽇⼦》

8

廣州市⺠政局社⼯處夏健處⻑、
逢源街黨⼯委及⼀眾領導進⾏祝酒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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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祥狗狗迎新春
屯⾨區綜合康齡服務中⼼
社交及教育服務主任 梁穎欣

於農曆新年這傳統⼤節舉辦團年飯，與各⻑者
及會員聚⾸⼀堂，歡度佳節，向他們表達關懷和敬
意，特別窩⼼。

中，他們積極參與並勤加練習，務求令活動程序推
⾏順暢，表現相當出⾊，從他們獲得的成功感及貢
獻社會的滿⾜感，正好體現⻑者老有所為的精神。

活動於⼆零⼀八年⼆⽉⼆⽇(星期五)進⾏，於酒
樓筵開⼆⼗七席。當⽇有幸邀請到社會福利署屯⾨
區福利專員陳德義先⽣、本會執⾏委員會副主席王
英明先⽣、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香港賽⾺會慈
善項⽬⾼級經理葉巧兒女⼠及屯⾨獅⼦會代表何國
材先⽣擔當活動的主禮嘉賓，令活動⽣⾊不少。

當⽇活動內容豐富，除中⼼舞蹈團表演外，主
禮嘉賓何國材先⽣獻唱幾⾸曲⽬，把現場氣氛推⾄
沸點，令在場⻑者及義⼯⿑⿑起舞。其後，財神們
與各主禮嘉賓⼤派利是，抽奬助興，中⼼主任王旭
明先⽣更擔任神秘財神，吸引不少參加者爭相拍
照。今年亦多得義⼯團體「九巴之友」，協助活動
順利進⾏。當天各環節緊緊相扣，全場氣氛非常熱
鬧，為⻑者於新春佳節帶來歡笑及暖意。

為貫徹⻑者⾃主參與，是次活動亦由⻑者擔任
司儀，兩位⻑者更是⾸次擔當此⾓⾊。在預備過程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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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呈祥迎新春
中⼼主任

黃⼤仙展能中⼼於本年三⽉九⽇舉⾏「瑞⽝呈
祥迎新春」活動，與⼀眾中⼼的服務使⽤者及家屬
在酒樓⼀起慶賀新春佳節。當天節⽬⼗分豐富，邀
請了會員裝扮成⾦童、⽟女陪伴著財神⼤派利是，
祝願參加者⼤吉⼤利、⾝體健康。另外亦邀得⼀班
家⻑表演舞蹈，這批家⻑早前參加了家⻑舞蹈課
程，完成課程仍定期到中⼼練習，她們更多次在機
構的活動上作出表演。除此之外，更有職員與參加
者⼤玩遊戲，讓參加者對部份職員及家屬在⽇常接
觸以外的專⻑有更多認識，氣氛熱鬧，參加者們也

吳⽉嫻

⼗分投入。
活動當天更是「黃⼤仙展能中⼼第八屆家⻑職
員會」的就職典禮，鄰舍輔導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
先⽣更親臨主持就職禮，家職會委員在中⼼擔當著
重要的⾓⾊，促進家屬與中⼼的溝通，協助傳遞中
⼼資訊的同時，讓中⼼職員與家屬共同建立培育智
障⼈⼠⼀致的信念和⽅法，讓會員可以得到最好的
服務。在場八⼗多位參加者⼀同⾒證這歷史性的時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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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YO義⼯嘉許禮」
執⾏幹事

蔡黛群

「YOYO 服務質素探索隊」委任儀式

家屬舞表演
為使資源共享更有效，服務使⽤者能享⽤更優
質的服務，黃⼤仙區藉著「優悠⽣活在社區」計劃
的服務整合，促進黃⼤仙區康復服務跨單位合作，
擴闊服務使⽤者的視野。

隊」都會舉辦「YOYO義⼯嘉許禮」，顧名思義，義
⼯嘉許禮的主⾓就是為鄰舍輔導會單位服務的義務
⼯作者，包括有服務使⽤者、家屬及外間地區⼈
⼠。

為全⾯顧及服務需要，「優悠⽣活在社區」計
劃分成五個部分，包括「職業發展及訓練團隊」、
「個⼈發展及社交康樂團隊」、「義⼯發展及家屬
⼯作團隊」、「員⼯⼯作⽣活質素團隊」及「個案
管理團隊」。每個團隊由不同職級員⼯組成，每年
就需要及意⾒制定服務⽅向，訂立切合服務使⽤者
需要的年度計劃。

本年度的「YOYO義⼯嘉許禮」已於2018年
2⽉3⽇（星期六）假彩雲社區中⼼舉⾏，總共有
87位義⼯出席參與，為肯定義⼯⼀直以來無私的付
出，在典禮中頒發義⼯獎狀，嘉許義⼯默默為本會
作出貢獻。此外，本年「義⼯發展及家屬⼯作團
隊」致⼒推動家屬對服務質素認識，故在「YOYO義
⼯嘉許禮」上舉⾏了簡單⽽隆重的委任儀式，由署
理總幹事戴健文先⽣委任各家屬委員成立「YOYO
服務質素探索隊」，與家屬攜⼿推動服務發展，掌
握服務動向。

為向YOYO義⼯表達對他們過去⼀年在服務⽀
援上的⽀持及付出，每年「義⼯發展及家屬⼯作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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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荔灣區逢源街道辦事處
到訪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
服務督導主任

2018年2⽉27⽇下午廣州巿荔灣區逢源街道辦
事處副主任吳艷華女⼠、逢源街家庭服務中⼼主任
黃郁雯女⼠、逢源街家庭服務中⼼殘康服務部主管
何幼君女⼠在本會執⾏委員會主席嚴元浩先⽣SBS及
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的陪同下到訪本會位於九龍
深⽔埗⽯硤尾邨的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
本會安老服務部部⾨主管李蔭國先⽣為各來賓
介紹本會安老服務，⽽本會服務督導主任陳⼦欣姑
娘則介紹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的各項服務，包
括如何⽀援在社區中居家安老的⻑者。各來賓在參

陳⼦欣

觀中⼼環境及設施期間，更與正在中⼼活動的⻑者
及義⼯互動交流，最後由本會安老服務部認知障礙
症照顧策劃服務主任伍美嬌姑娘及社⼯李嘉恩姑娘
向各來賓分享推展認知障礙症照顧策劃服務的實務
經驗。
各來賓感謝本會的服務介紹及分享，有助他們
在廣州巿發展相關服務；盼望本會的實務經驗有助
推動內地的服務開展，讓居於廣州的⻑者可以獲得
適切的安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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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鄰⾥康齡中⼼

「情牽⼗五載」週年慶祝活動
執⾏幹事
⼆零⼀八年適逢中⼼成立⼗五週年，中⼼舉⾏
多項慶祝活動，為增添氣氛，更將中⼼佈置⼀番。
中⼼於⼀⽉份⽉會派發紅雞蛋與會員慶祝中⼼⽣
⽇。此外，於⼀⽉三⼗⽇舉⾏「情牽⼗五載」聯歡
聚餐，筵開三⼗三席，嘉賓包括本會執⾏委員會主

李天姻

席嚴元浩先⽣，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及三⼗多位
地區團體代表，三百多位⻑者及護老者出席。當⽇
節⽬⼗分豐富，分別由中⼼義⼯代表、體弱⻑者及
護老者代表、班組代表、缺乏⽀援⻑者代表及職員
作出不同慶賀表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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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祥狗狗賀新春盆菜宴
暨義⼯嘉許禮
執⾏幹事

怡菁⼭莊「祥祥狗狗賀新春盆菜宴暨義⼯嘉許
禮」於⼆零⼀八年三⽉三⽇順利舉⾏，當⽇除了有
⼭莊學員、家屬、不同團體義⼯、社區⼈⼠共慶新
春外，更為過去⼀年⼀直⽀持⼭莊的企業義⼯、團
體義⼯及個⼈義⼯頒發嘉許狀。當⽇場⾯盛⼤，⼀
共筵開⼆⼗⼀席，共有⼆百多⼈參與是次盛事。

12

林達

怡菁⼭莊的醒獅隊為當⽇活動打響頭炮，當⽇
⼤會邀請了多位⼭莊家屬上台表演為⼤家載歌載
舞，非常熱鬧，再加上由學員組成的怡菁雜耍隊、
怡菁男⼦合唱團等表演助慶，壓軸更有新春開運⼤
抽獎，場⾯⼗分歡樂喜慶。

鄰舍輔導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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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欣康盛賀新春

戊戌年春茗
執⾏幹事
怡欣⼭莊於⼆零⼀八年三⽉三⽇假座⼭莊綜藝
館及餐廳舉⾏「怡欣康盛賀新春 – 戊戌年春茗」，
⽬的是讓會員、家屬、⼭莊合作伙伴及友好團體能
聚⾸⼀堂共賀新春。是次活動⼀共筵開19席，當晚邀
得沙⽥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先⽣SBS, MH、社會福利
署沙⽥區福利專員李張⼀慧女⼠及本會署理總幹事
戴健文先⽣蒞臨主禮，並且特別邀請了鄰舍寵物⼤
使零零狗與我們共賀新春。
當晚除了品嘗豐富晚宴及禮物抽獎外，還有很
多精彩表演環節，先有主禮嘉賓為獅⼦進⾏點晴儀
式，然後開始⼭莊龍獅隊熱⾎沸騰的表演，為活動
打開序幕，繼⽽有會員的「星夢計劃」時裝表演，

馮麗

⼀眾會員悉⼼打扮，向在場各嘉賓及參加者展⽰出
⾃⼰獨特⼀⾯。另外，就是會員出神入化的魔術表
演，當然還有不可錯過的家屬與職員⾦曲獻唱環
節。最後，很⾼興邀請到中電義⼯獻唱流⾏曲及賀
年⾦曲，並且與職員、家屬及會員於台上合唱，把
活動氣氛推⾄⾼峰！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實有賴各⽅合作伙
伴、友好團體、家屬及會員的參與及⽀持，在此特
別鳴謝各嘉賓、表演者及禮物贊助⼈⼠/公司，讓當
晚充滿精彩表演及豐富抽獎禮物，並且全場所有參
加者更可獲得新春福袋⼄個，共同歡度了⼀個愉快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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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盛新春團拜2018暨
第三屆家屬職員會就職禮
單位副主任

本會黃⼤仙康盛⽀援中⼼「康盛新春團拜
2018暨第三屆家屬職員會就職禮」已於⼆零⼀八年
三⽉四⽇在⼀片充滿笑聲及感動的氣氛下，順利完
成。今年的新春團拜筵開八席，更邀請到署理總幹
事戴健文先⽣擔任主禮。當⽇除了新春團拜，祈求
在新⼀年，各位會員及家屬能夠⾝體健康外，亦是
中⼼第三屆家屬職員會就職禮，由署理總幹事戴健
文先⽣為他們授以委任。中⼼⾃⼆零⼀三年成立家
屬職員會⾄今，家職會確實擔任了重要的⾓⾊，除
為中⼼的服務發展提供意⾒外，更扮演監察及⽀援
的⾓⾊，讓中⼼服務得以成⻑。根據家職會的會
章，家職會設有任期，⼀般任期完滿後便不再是家
職會的委員。為讓有經驗的家屬委員能繼續對中⼼
作出貢獻，由本屆開始，本中⼼會邀請屆滿離任的

14

周艷芬

主席任家職會顧問，以達到承傳之效。因此，上屆
主席蔡志剛先⽣在屆滿後，中⼼誠意委任了蔡主席
擔任家職會之顧問，並由署理總幹事戴先⽣頒⾏委
任狀，希望蔡先⽣能持續提供更寶貴的意⾒。
活動當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嘉賓，分別
是中文⼤學校友會孔繁盛教授及施厚德先⽣，就著
他們不同的藝術專⻑，為智齡專上學院開辦課程。
在宴會期間，他們即席為在場之參加者分享⾳樂及
攝影如何協助會員發揮潛能，兩位義⼯的⼀席話，
感動了在場的每位家屬。
最後，財神出現⼤派利是。在⼀片賀年歌聲
中，各位來賓、家職會成員、會員及家屬在熱鬧的
氣氛下盡興⽽歸，迎接新的⼀年。

鄰舍輔導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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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衛⽣服務部

戊戌年春茗
執⾏幹事
本會醫療及衛⽣服務部在2018年3⽉6⽇舉⾏了
「戊戍年春茗」，很榮幸得到中文⼤學中醫學院梁
挺雄院⻑、⼀眾教授、職員、合作夥伴及藥廠代表
等蒞臨⽀持，共賀新春。
晚會開始⾸先由梁挺雄教授及本會副會⻑曾繁
光醫⽣致新年賀詞，接著由本會醫療衛⽣服務委員
會主席尹德勳醫⽣，向眾嘉賓分享本會中醫服務的
發展，尹醫⽣表⽰本會在2000年，獲香港中文⼤學
中醫學院協助、錢萬年夫婦和會計師公會（香港分
會）出資響應，創辦錢仲展紀念中醫診所，⼀直為
普羅⼤眾提供價廉質優的內科、針灸、骨傷跌打、
推拿、藥材和藥粉配伍等服務；⾄2005年，本會開
展「健頤專線流動中醫養⽣服務」，以外展⽅式，
將中醫服務帶到⼤嶼⼭偏遠地區，2008年，更正式
啟⽤「流動中醫⾞」，⾛遍東涌、⼤澳及梅窩地

張嘉懿

區。本會總幹事戴健文先⽣在致謝詞中，感謝香港
中文⼤學中醫學院20多年來⼀直全⼒⽀持本會中醫
服務，各友好團體的轉介，與本會⼀同合作推廣中
醫養⽣活動，各藥廠公司的慷概捐助等，與及各醫
師同事的努⼒⼯作，讓中醫服務穩健發展，他特別
鳴謝正愛慈善基⾦去年答允捐助本會流動中醫⾞未
來三年的營運經費。
隨後，由梁挺雄教授及曾繁光醫⽣帶領祝酒儀
式，與本會醫療及衛⽣服務委員會委會等，⼀同祝
福各出席者⾝體健康，事事順⼼，服務繼續有好的
發展。
是次春茗由本會醫療衛⽣服務委員會委員及總
幹事全⼒贊助，約有40多名嘉賓及職員參加，場⾯
熱鬧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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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任
「哪裡有需要，哪裡有鄰舍！」必然要由服務
使⽤者的需要出發，中⼼⼗分重視⻑者的意⾒，不
單建立此正式反映的渠道，更讓服務使⽤者⼀同建
構及策劃，希望能提供優質⼜合宜的服務予區內⻑
者。因此，2018年3⽉9⽇，第六屆服務使⽤者委員
會就職禮，中⼼邀請了社會福利署專員林定楓先
⽣、雅研社主席湘漪女⼠及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
到來，與本中⼼會員⼀同肯定本屆委員的付出，⾒
證⻑者參與的成果。
本屆委員共12⼈，年齡由65-80歲會員組成，
其中⼀名80歲的委員更是第⼀次出任服務使⽤者委
員會，不因年⻑成為阻礙，反⽽願意為⻑者發聲表

服務使⽤者委員會就職禮⼤合照

16

張海嫦

達意⾒。過去，委員會成員便曾於會議中就地⽅使
⽤上及開辦新的興趣班組的課題上，積極給予意
⾒，亦為護老者表達使⽤中⼼設備的需要、提出優
化報名流程、為活動費⽤作出諮詢等，⼜代表中⼼
於安老服務部⾨的活動表達⻑者的需要。本屆委員
承諾未來兩年，繼續發揮服務他⼈的精神，⼀同建
設中⼼，成為⻑者的第⼆個家。
活動中，中⼼特別對上屆的服務使⽤者委員會
各委員過去兩年的付出，作出致謝。中⼼會繼續努
⼒，促進新⼀屆委員會有效發揮⾓⾊，實踐推動⻑
者「⾃主參與」的概念。

服務使⽤者委員會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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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總會護理安⽼院

「福⽝獻瑞迎新春」
春茗活動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社會⼯作者
上海總會護理安老院於2018年3⽉10⽇，假荃
灣悅來酒店宴會廳舉⾏「福⽝獻瑞迎新春」春茗活
動，是次春茗活動得到上海總會的贊助，當天有
62位⻑者、41位家屬、39位政府部⾨義⼯及32位表
演義⼯、31位職員及上海總會5位嘉賓蒞臨，合共
210位出席活動，場⾯非常熱鬧及溫馨。家屬及⻑者
亦感謝上海總會致送福袋，同時感激上海總會對⻑
者的慷慨捐獻，令他們渡過充滿節⽇氣氛、喜氣洋
洋的新年。
上海總會熱⼼⽀持本院的服務，秉承敬老扶
貧、關⼼社稷、服務社群的精神，惠澤本院⻑者，
令老友記得享更豐盛的晚年院舍⽣活。上海總會關
⼼院友住宿狀況，贊助本院添置不同類型的設備及
配套設施，以令優化院友的住宿環境。今年亦不例
外，贊助院舍於荃灣悅來酒店舉辦春茗活動，是次
春茗筵開⼗八圍宴請院友、家屬及來賓共同慶祝新
春喜慶節⽬。院舍很榮幸邀請到上海總會雷振範副
理事⻑、詹傑美常務理事、婁芝伊總幹事、林家軒
幹事及姚影紅秘書等嘉賓百忙中抽空出席春茗活

黃萍萍

動，是次活動再三感謝上海總會的贊助。同時感謝
院友、家屬及義⼯⽀持，各參加者及嘉賓的蒞臨出
席，讓活動⽣⾊不少。
春茗活動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聚餐及祝酒環節
外，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與執⾏幹事李蔭國及嘉
賓亦向院友及家屬送上祝福，並頒發「第⼀屆老友
記委員會」委任狀予院友代表，以⿎勵院友積極關
注院舍事務及提供意⾒，積極推動老有所為精神。
其次，活動邀請了「屯⾨綜合就業服務中⼼醒獅
隊」表演醒獅賀新春，為活動增添熱鬧喜慶氣氛；
還有邀請⼟地註冊處義⼯表演「⼆胡演奏」、理⼯
⼤學愛樂101表演「⾊⼠風演奏」、⽉華文化藝術團
表演「京劇及粵曲」等，以及入境處義⼯隊載歌載
舞及院舍職員⼤合唱也為活動增添歡樂氣氛。⽽壓
軸的財神派禮物環節、幸運⼤抽獎及同⼯向院友拜
年等等環節，皆讓院友感受到新春的歡樂氣氛。來
賓、院友及家屬亦⼤感滿意，豐富活動環節及午宴
安排令他們渡過充滿節⽇氣氛、喜氣洋洋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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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康齡劇社

觀塘⾧者•歲悅情
社區⼝述歷史劇計劃
社會⼯作員
鄰舍輔導會⽩會督夫⼈康
齡中⼼的觀塘康齡劇社得到觀塘
區 議 會 的 贊 助 ， 於 2 0 1 8年 3⽉
10⽇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綜藝館
進⾏了「觀塘⻑者‧歲悅情 – 社區
⼝述歷史劇計劃」，由觀塘⻑者
演出了兩場觀塘⼝述歷史劇，及
各場演出後由導演帶領⻑者演員
與全場的觀眾⼀同進⾏劇場遊戲
⼯作坊，讓觀眾⼀同感受劇場的
氣氛及⼝述歷史的創作；此外，場外另設有觀塘歷
史展覽區、照相區，讓參加者⼀同懷緬以前的歲
⽉。
觀塘康齡劇社的⻑者在台上真⼈真事，⾃⼰故
事⾃⼰演，真摯細膩的演繹出以前在觀塘區⾃由戀
愛、上學讀書、⼯作養家的種種簡單快樂。演員的
演出都能夠勾起台下觀眾的回響，重拾以往的單純
快樂時光。演出後的劇場遊戲⼯作坊⼜是另⼀⾼
潮，在導演的帶領下，全場五百多位的觀眾⼀同進
⾏遊戲，親⾝感受戲劇的快樂，歡笑聲此起彼落！

18

程逸賢

劇院場外設有展覽區，展
覽了觀塘區的歷史資料及圖片，
到場的⻑者都看得津津有味，⼀
同熱鬧的討論過往的時光。另
外，展覽區中亦展出舊時的玩具
及⽇常⽤品等，如：⽔壺、籐
籃、汽⾞玩具……及照相區中的
擺設，如：摺枱、摺凳、⼤⼿
煲……都令參加者有如回到以
前，再⼀次接觸及懷緬以前的事
及物。
計劃邀請了區內區外的各個團體出席，有男有
女，有老有幼，⼤家同樣都能夠享受在話劇演出
中，透過舞台上的演出，重新回味或認識以前既艱
辛，但⼜簡單快樂的歲⽉。⽽當⽇亦有觀塘區議會
副主席洪錦鉉區議員及蘇麗珍區議員到場⽀持，他
們都表⽰⻑者的演出真實真誠，不但能夠帶出書本
外的觀塘地區歷史，⼜能突顯出觀塘區多年來的⼈
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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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半世紀•情繫⾺鞍⼭」
春茗聚餐
執⾏幹事

馮麗

本會⾺鞍⼭鄰⾥康齡中⼼於⼆零⼀八年三⽉⼗
四⽇(星期三)在沙⽥麗豪酒店舉辦「鄰舍半世紀‧情繫
⾺鞍⼭」春茗聚餐，除了與會員聚⾸⼀堂，也預祝
本會踏入五⼗周年。當晚承蒙沙⽥區議會議員及社
會福利署沙⽥區社會福利辦事處代表到場⽀持，與
超過200多位⻑者及社區⼈⼠歡渡這個重要時刻。中
⼼特別製作短片，讓⻑者與嘉賓回顧中⼼過去及展
望未來，⼤家均感受到中⼼全⼒發展各式活動及服
務以帶給⻑者歡樂及温暖。同時為本會踏入第五⼗
年表⽰祝福，共同邁向美好將來。當⽇，除得到部
份公司贊助禮物外，社區⼈⼠及⻑者們均很熱烈⽀
持，使每位參加者均滿載⽽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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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茶聚
中⼼主任

「鄰舍同⾏ 連繫有⼼⼈」的⼝號在⼆零⼀八年
四⽉⼗⼀⽇舉⾏的「樂善茶聚」活動中⾸次登場，
本會主席嚴元浩先⽣在致詞時透過這句⼝號，感謝
⼀眾相識多年的好朋友、⽀持鄰舍輔導會多年的企
業、機構，感謝他們⼀直以來⽀持本會在多⽅⾯嘗
試和發展，感覺像和鄰舍輔導會⼀起⾛過不少充滿
快樂、挑戰的路⼀樣，也有著好友們攜⼿同路。這
句⼝號亦成為了機構五⼗週年的主題，讓機構總結
過去經驗的同時，承諾審慎地運⽤資源在本年推⾏
多項回應五⼗週年的慶祝活動，⽤以團結同⼯，肯
定同⼯服務社會的信念，同時讓社會⼤眾進⼀步認
識鄰舍輔導會、認識我們的⼯作。

吳⽉嫻

當天約有⼀百⼆⼗位來⾃不同企業和團體⽀持
鄰舍輔導會的⼈⼠、義⼯抽空出席，衣香鬢影。本
會很⾼興邀得商界傑出知名⼈⼠謝青海先⽣及運興
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執⾏董事何健華先⽣致詞，分
享商界與社福界的合作帶出的意義及對服務所產⽣
的成效，與政府早前⼀直推動官商⺠合作的⽅向，
如出⼀轍。
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更分享鄰舍輔導會扎根
香港、服務香港50年的發展史，機構抱著專業社會⼯
作的理念和創新思維的多元化服務，讓各位賓客對
機構的服務和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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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富貴迎新歲團拜暨
義⼯頒獎禮2018
利東鄰⾥康齡中⼼
中⼼主任 錢愛貞

三⽉⼗五⽇是中⼼⼀年⼀度團拜暨義⼯頒獎
禮，當⽇筵開⼗⼆席，承蒙鄰舍輔導會總幹事戴
建文先⽣、社會福利署中⻄南離島區策劃及統籌
⼩組社會⼯作主任黃慧⽟姑娘、南區區議員羅健
熙先⽣、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洗九先⽣、委
員吳愛華女⼠，以及利東邨客⼾服務處⾼級經理
陸建文先⽣蒞臨⼀同參與。
活動於去年⼗⼆⽉在服務使⽤者委員會籌
備，義⼯及同事隨即分頭開始⼯作，不同項⽬負
責的⻑者投入練習表演，研究及製作道具，活動
當⽇嘉賓、會員、及義⼯們⼀百多⼈⼀同參與，
氣氛熱鬧，義⼯們懷著既興奮⼜緊張⼼情參與，
接待、台上、台下、表演，⼤⼩事務均積極參

與，⽽由六⼗歲以⾄八⼗多歲⻑者⼀同參
與演出，其中包括攪笑的話劇、反映不同
時代利東邨的時裝表演，均令出席者印象
難忘。
回望籌備⾄舉辦的過程，不難看到
⻑者們的謙卑、認真、投入的態度，有時
候學習，可以是⼀種知識、技能，相信也
可以是⼀種態度，對於現代⼈只講求效
益、效能，往往忘記這點！中⼼希望藉團
拜及義⼯頒獎禮這類型的活動，提供機會
讓⼤家共聚⼀堂，從飲食中交誼，參與中
學習，⼤家⼀同⾒証義⼯們的付出及努
⼒，欣賞之餘也希望⼤家看到⻑者殊不簡
單的能⼒，你做得到，其實⻑者也可做得
到，甚⾄比你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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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綜合就業服務中⼼之
「⾦⽝報喜賀新禧」春茗晚宴
中⼼主任

本會屯⾨綜合就業服務中⼼於2018年3⽉17⽇
(星期六)晚上假友愛邨彩晶軒舉辦了「⾦⽝報喜賀新
禧」春茗晚宴。當晚⼗分榮幸邀請了本會的署理總
幹事戴健文先⽣為主禮嘉賓，⽽副總幹事馮綉文女
⼠以及⼀眾關愛僱主及良⼼企業，當中包括：中國
平 安 保 險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 ⽇ ⽇ 煮 、 Y Y A RT
CREATIVE CO等，亦抽空親臨賜教，共筵開⼆⼗⼀
席，場⾯好不熱鬧。
為晚宴揭開序幕的，是中⼼的舞獅隊。獅隊由
女學員擔任獅頭，可謂⼱幗不讓鬚眉，兩頭獅隊威
武地在台上翻騰，動作剛勁⼗⾜，令⼈拍案叫絕。
活動的⾼潮為中⼼嘉許各服務使⽤者過去⼀年辛勤
努⼒⼯作成果的時刻。是年度，共設有五項會員⼤
獎，其中【多勞多得】⼤獎由鍾淑恩女⼠獲得；⽽
【健康飲食】⼤獎則由黃潤明先⽣、曾詠汶女⼠及
杜綺華女⼠獲得。為讚揚⼀班時常不計較回報，卻
樂意去幫助他⼈的會員，中⼼亦設有【北⽃星】⼤
獎，得獎者為何家祥先⽣、王得珠女⼠及謝惠兒女
⼠。為答謝⼀班已接受中⼼服務達廿載，⽽⼀直在
勤奮⼯作的會員，特增設立【⾦針獎】，分別由張
樹梅女⼠、陳國威先⽣及黃惠珠女⼠獲得。此外，
中⼼三位會員，包括溫祥先⽣、楊定來先⽣及文蘇
妹女⼠，雖然年事已過六⼗，但仍風雨不改地準時
往中⼼⼯作，故特設【松柏獎】，以讚揚他們這份
從未想過退休、敬業樂業的精神。中⼼更藉此盛
宴，邀請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代表中⼼向
兩位元老級的資深導師，致送【⾦針獎】 獎牌，以
感謝他們⼀直⽤⼼⼯作，對服務使⽤者能循循善誘
地提供指導，使他們的⼯作⽇漸進步，發揮潛能，
貢獻社會。

胡琳⼼

牙」舞姿妙曼的舞蹈表演、「鋼柔並重顯真我」氣
勢磅礴的RAP TALK表演及「⿁⾺⾦曲70年」的繞梁
歌曲演唱等，令⼈⽬不暇給。最後，署理總幹事戴
健文先⽣更與⼀眾家屬聯會執委及職員合唱⾦曲，
為全場再掀起熱潮，讓每個參加者於該晚都能感受
及享受到濃濃的新春歡樂氣氛。
是次晚宴能順利進⾏，除了有賴和感謝中⼼各
同⼯通⼒合作，還要感謝⼀班關愛僱主及良⼼企
業，分別是中國平安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及⽇⽇
煮之⽀持，於這幾年間⼀直合作無間地為會員提供
多元化的⼯作訓練機會，更為是次晚宴贊助禮物，
使參加者都滿載⽽歸。中⼼亦在此特別感謝昂坪
360有限公司、海洋公園公司、百佳超級市場、香港
杜莎夫⼈蠟像館、⽔晶巴⼠控股有限公司、美⼼食
品有限公司、⾺灣公園有限公司 (香港挪亞⽅⾈) 及
家燕媽媽曲奇等，贊助晚宴的獎品，使整個活動增
添歡樂和興奮。

當晚節⽬內容⼗分精彩，由各組會員跟其組別
導師合作，設計不同表演項⽬，包括「情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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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探訪屯⾨/元朗鄉郊中⼼及
新界西⽇間社區康復中⼼
副總幹事

為加強本會委員對服務單位的認識及促進委員、
單位同⼯、服務使⽤者及其家屬的交流，總辦事於⼆零
⼀八年三⽉⼆⼗⼀⽇(星期三)安排委員探訪了屯⾨/元朗
鄉郊中⼼及新界⻄⽇間社區康復中⼼。當⽇出席的委員
包括了副主席區幸兒先⽣、義務司庫葉青⼭先⽣、委員
何翠芳醫⽣及委員黎同濟先⽣，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
先⽣、副總幹事馮綉文女⼠及執⾏幹事李天姻先⽣亦有
陪同委員參觀單位。
是次探訪的⾸站為屯⾨/元朗鄉郊中⼼，中⼼服務
的範圍主要包括亦園村、⽥⼼新村、⽥⼼村、新李屋
村、洪⽯路、⽥⼼路、⽯埔路、⽯埔村、洪屋村、橋頭
圍及洪⽔橋⼀帶的居⺠。這些村落包含⽊屋區及圍村，
約有七千多⼈。委員先與服務使⽤者進⾏會⾯，了解他
們對服務的意⾒。服務使⽤者⼗分讚賞同⼯的細⼼及努
⼒；但亦表達期望單位能提供多些⻑者聚會的機會及舉
辦內地旅⾏。在中⼼主任的介紹下，委員對單位的服務
範圍及性質，以及洪⽔橋新發展計劃對中⼼服務的影
響，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其後，委員亦跟中⼼同⼯進⾏
⾯談，同⼯表⽰欣賞機構管理層多了諮詢單位員⼯的意
⾒，亦期望可以提供更多聆聽員⼯意⾒的渠道及員⼯協
會能發揮應有⾓⾊和功能；另同⼯亦就機構去年舉辦的
賣旗活動，以及職員證的設計，均給予寶貴意⾒。最
後，委員亦表達讚賞中⼼同⼯⽤⼼於服務，能獲得服務
使⽤者的肯定；亦建議中⼼於計劃來年服務時，能考慮
服務使⽤者提出的意⾒。
探訪的第⼆站為位於屯⾨湖景邨之新界⻄⽇間社
區康復中⼼，委員先跟服務使⽤者進⾏會⾯。有服務使
⽤者表⽰接受中⼼治療服務後，其⾝體機能情況有很⼤
改善，由最初出入需要使⽤輪椅、起居未能⾃理，及現
時可不⽤助⾏器⾃由出入，⽣活全⾃理；更重要的是，
⼼靈的創傷亦得到治療。服務使⽤者亦稱讚中⼼同⼯除
表現專業外，也很有愛⼼，親切，如朋友⼀樣。此外，
中⼼更會提供不同機會，讓服務使⽤者發放其正能量，
⿎勵其他服務使⽤者努⼒進⾏治療訓練。服務使⽤者亦
提及中⼼提供的中醫服務能讓她於吞嚥⽅⾯有很⼤進
步，惜中醫師於年初離職後已暫停服務，希望中⼼能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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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中醫服務；亦有服務使⽤者表⽰治療室有時會較擠
迫，希望中⼼可有更⼤治療訓練空間。
其後，在中⼼主任引領下，委員巡視單位各活動
空間。從中⼼主任介紹中，委員了解到中⼼的服務範圍
包括︰元朗、屯⾨、天⽔圍及荃灣等區域，主要為剛離
院病患者提供專業及社會⼼理康復訓練服務，⽬的是提
⾼他們的活動機能及⾃我照顧能⼒、強化他們的家居及
社區⽣活技能，以協助他們融入社區⽣活。中⼼亦會為
剛離院病患者提供⽇間暫顧服務，並為其家⼈或照顧者
提供訓練活動，強化他們的照顧能⼒及紓緩壓⼒。⾯對
社區⼈⼠對服務的殷切需求，中⼼除聘請額外⼈⼿外，
亦引入不同先進儀器，如︰衝擊波、機械⼿等，協助治
療師為嚴重痛症或中風患者提供復康治療服務。現時，
中⼼的服務輸出量已較社署的要求⾼出⼀倍。
參觀中⼼後，委員更會⾒中⼼不同職級的同⼯，
了解他們對機構、單位及服務的意⾒。有治療師表達中
⼼治療儀器已使⽤多年，不少儀器已開始老化或失靈，
期望可以進⾏更換，以應付服務的需求；另中⼼環境亦
已殘舊，部份地⽅出現天花剝落、牆⾝及地板出現裂
紋，中⼼冷氣散熱問題導致冷氣常壞及不夠凍等，都急
需處理。此外，⾯對中⼼每天要處理⼤量現⾦交收，礙
於服務使⽤者的肢體活動不靈活，同⼯希望可使⽤八達
通付款，減少不便。同⼯亦表達希望總辦事處加快處理
員⼯合約及職員證的程序。委員對中⼼同⼯努⼒⼯作表
⽰欣賞，亦囑咐管理層同⼯盡快研究及跟進同⼯表達的
意⾒。因應有同⼯表達中⼼各同⼯每天都很努⼒為服務
使⽤者提供所需服務，卻遭到審計署、社署及傳媒對中
⼼服務質素及服務輸出量的質疑，感到有點兒氣餒，委
員對同⼯的努⼒及付出表⽰肯定，亦⿎勵同⼯們繼續努
⼒，服務使⽤者⾃有其公平的評價。
整體⽽⾔，透過是次參觀活動，委員對本會服務
單位有更深入認識，亦與單位同⼯有更多交流、溝通，
委員對服務單位提供的意⾒，實有助單位不斷提升服務
質素，未來，將繼續為本會委員安排更多參觀服務單位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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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齡折⼦戲共融表演
單位主任

「台上⼀分鐘，台下⼗年功」，智齡粵劇培訓
的學⽣雖然未有⽤⼗年時間去準備這個折⼦戲共融
表演，但他們每⼀分鐘在台上的演出背後也是經過
⻑時間努⼒的訓練才可換來踏上舞台的機會。
智齡專上學院很榮幸獲得伊利莎伯女皇弱智⼈
⼠基⾦的撥款贊助，在2016年起舉辦「智齡粵劇培
訓發展計劃」，在資深粵劇導師朱劍丹老師及吳少
賢老師的指導下，智齡學⽣學習多⾸粵劇曲⽬的造
⼿、⾝段、台步及功架…等，終於在本年3⽉22⽇假
油⿇地戲院⼀踏台板，分享他們辛苦學習得來的成
果。

周⼦祥

當晚除了智齡學⽣演出了七個折⼦戲外，活動
亦特別邀請了兩位粵劇老師的⾼徒藝晋笙⼩姐及張
惠蘭⼩姐，以及聲輝兒童粵劇團的許穎鋒及余梓安
⼩朋友來表演兩個劇⽬，各位表演者均使出渾⾝解
數，讓各位觀眾報以熱烈掌聲。當晚約有280位觀眾
入場欣賞表演，亦獲得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以
及本會委員會副主席王英明及區幸兒先⽣蒞臨出
席。活動非常順利完成，亦獲出席⼈⼠⾼度讚揚智
齡粵劇學⽣及各表演者的演出。計劃亦為粵劇發展
籌募善款，將所得收益撥歸發展弱能⼈⼠的粵劇培
訓及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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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綜合服務中⼼

「承耆跡。抱不同。夢未來」
中⼼修繕竣⼯啟⽤典禮
執⾏幹事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承耆跡。抱不
同。夢未來」中⼼修繕竣⼯啟⽤典禮，於2018年4⽉
14⽇順利推⾏，並很榮幸得到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陳
德義先⽣、香港賽⾺會慈善事務經理列浩然先⽣及本會
會⻑葉德安先⽣蒞臨主禮；此外，亦得到⼀眾社區賢達
出席⽀持，包括社會福利署中⻄南及離島區助理福利專
員吳偉龍先⽣、離島⺠政事務助理專員歐尚旻先⽣、香
港警務處⼤嶼⼭警察總部⼤嶼⼭區指揮官何潤勝先⽣、
東涌安全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主席周轉香女⼠, SBS,
BBS, MH, JP及離島區議員郭平先⽣等。
中⼼得到社會福利署獎券基⾦資助翻新⼯程及賽
⾺會智安健慈善基⾦計劃資助購置傢具及設備，煥然⼀
新。整個設計以「承耆跡。抱不同。夢未來」為主題：
「承耆跡」部份以懷舊為主，帶出⻑者擁有從歲⽉中鍛
練⽽成的堅毅⽣活態度及智慧，並肩負薪火相傳的使
命，傳揚予年輕⼀代；「抱不同」部份：由⻑者與東涌
區內家庭、青少年及不同種族裔⼈⼠等製作了⼀幅以
「古鎮新城」為題的壁畫，為中⼼的環境增添了共融的
⾊彩，亦⿎勵⻑者擁抱⾝邊的不同，互相尊重及分享；
「夢未來」部份，以現代化設計為主，添置了電腦、平
版電腦、電玩遊戲及⾃助形式的康體╱保健器材等，⽽
因中⼼參與了賽⾺會e健樂電⼦健康管理計劃，配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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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懿

電⼦科技健康檢查儀器，期望透過這⼀系列設備，推⾏
創新的服務模式，提升⻑者健康管理能⼒，促進⻑者保
健安康，過程中促進⻑者與時並進，持續學習外，繼續
敢夢，⼀同為⾃⼰及社區的發展努⼒，迎接美好的將
來。
當⽇完成中⼼修繕竣⼯啟⽤典禮後，隨即開始
「體驗⾏」活動，包括有欣賞東涌康齡劇社「⼝述歷史
話劇」選段演出、「認知障礙流動體驗館」、「⻑者⻄
洋畫作品展」、「5+1健康之旅-現代化設施體驗」、
「共融壁畫⼯作坊」及「多元文化咖啡室」等。
當⽇活動順利完成，有賴各嘉賓及社區⼈⼠⽀
持、⻑者的全程投入及同事上下⼀⼼的努⼒，特別鳴謝
的是中⼼的「⻑者服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者推
選組成，兩年⼀屆，互選主席及副主席等。他們早在裝
修前積極代表會員給予意⾒，平⽇參與中⼼各項服務運
作，亦是整個活動的主要籌備者。
整體⽽⾔，透過是次參觀活動，委員對本會服務
單位有更深入認識，亦與單位同⼯有更多交流、溝通，
委員對服務單位提供的意⾒，實有助單位不斷提升服務
質素，未來，將繼續為本會委員安排更多參觀服務單位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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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
【服務資訊】

關愛基⾦：
⽀援⾝體機能有
輕度缺損的⾧者試驗計劃
執⾏幹事
現時香港安老政策是以「家居及社區照顧為重
點，院舍作為輔助」。因此，有不少居於社區⽽⾝體有
機能缺損的⻑者都需要社區或家居照顧服務的⽀援，才
可以留在⾃⼰熟悉的環境安老。其中，以家居照顧為本
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提供綜合家居的照顧服務，當中
有「普通個案」和需社署統⼀評估和輪候的「體弱個
案」。「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涵蓋膳食服務和家居服
務，包括個⼈照顧、簡單護理、⼀般運動、家務料理
（如家居清潔）、護送服務和購物及送遞服務等。本會
提供此項服務的區域包括黃⼤仙、深⽔埗、屯⾨及元朗
區。
由於此項服務的需求很⼤，輪候數字⼗分⾼，因
此，本會接受社會福利署的邀請，成為提供此項服務的
認可機構之⼀，並獲得「關愛基⾦」的資助，推⾏為期
三年的試驗計劃，為經評估⾝體機能輕度缺損的低收入
⻑者提供所需的家居照顧及⽀援服務。在此計劃下，⻑

李蔭國

者需接受⼀個由社會福利署制訂的統⼀評估⼯具，以識
別⾝體機能輕度缺損的⻑者及其服務需要，為他們提供
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因此，本會安排多名社⼯接受訓
練，成為評估員，並以個案管理模式，為⻑者申請⼈進
⾏評估後，參考評估結果，與⻑者協商為其制訂個⼈照
顧計劃，以及安排參加具預防⾝體機能衰退的活動。
此服務其中⼀個特⾊就是政府採⽤服務劵的資助
模式，以「錢跟⼈⾛」的形式，⻑者可按其需要選擇合
適的服務提供者和服務組合，決定以接受單項或多項家
居⽀援服務。每位⻑者每⽉可靈活地按其實際需要⽽使
⽤合適的膳食或家居服務（例如家居清潔、護送和購物
等）。這是本會安老服務參與的第⼆個以社區服務劵資
助模式的服務計劃，因此，本會會作出研究，探討如何
回應社會福利署在推出嶄新的服務資助模式下，仍然提
供適切及優質的服務，並能達到有效的服務及成本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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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共融體驗⽇2018
單位主任
去年，智齡專上學院舉辦了第⼀屆
的陸上龍⾈共融體驗⽇活動，打破了龍
⾈運動只局限在⽔上進⾏，讓更多不同
能⼒及類別的殘疾⼈⼠，也可參與龍⾈
及享受龍⾈帶來的趣味。
本年度，智齡再接再厲，舉辦「陸
上龍⾈共融體驗⽇2018」，同樣與香港
浸會⼤學及中國香港龍⾈總會合作，於
2018年4⽉28⽇在沙⽥梁文燕紀念中學
舉⾏。當天活動約有100位殘疾⼈⼠及中
學⽣以共融形式參加活動。活動能有不
同群體的⼈⼠參加，因為我們深信，｢特
能龍⾈｣除了可以讓弱能⼈⼠有平等參與
的機會外，更是促進社會和諧與共融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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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平台。
今年本會更榮幸能邀得著名的國際
巨星錢⼩豪先⽣出席，活動儀式環節亦
特別由本會執⾏委員會會⻑葉德安先⽣
委任錢⼩豪先⽣擔任本會「特能龍⾈⼤
使」，協助在社區中推廣及宣揚特能龍
⾈這個富有特別意義的活動。本會執⾏
委員會會⻑葉德安先⽣及義務司庫葉青
⼭先⽣更親⾝上陣，⼀嚐划陸上龍⾈機
的趣味，讓活動氣氛推上⾼峰。
⼤會更特別設有龍⾈攝影區，讓所
有參加者可拍攝留念。活動亦特別準備
加許獎牌頒發予各參加者。各參加者均
表現興奮及體驗了龍⾈的運動。

特能⿓⾈邀請賽
單位主任

特能龍⾈比賽，已成為康復界⼀年
⼀度的盛事，各參賽隊伍在經過三個多⽉
的體能及海上龍⾈訓練，終於來到決勝的
⼀刻。本會非常榮幸繼續與⻄貢區龍⾈競
渡籌備委員會合作，在⻄貢區舉辦三場賽
事，分別為兩場「特能龍⾈共融中龍賽」
及⼀場「特能龍⾈共融公開賽」。
本年度的賽事共有⼗三隊分別來⾃
本會屬下康復服務單位、外界康復團體及
特殊學校組隊參與賽事，也非常榮幸能獲
得連續七年出錢出⼒的愛⼼企業科進顧問
(亞洲)有限公司及香港五個紀律部隊的參
與，分別為香港警務處、香港懲教署、香
港消防處、香港海關及入境事務處，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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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

周⼦祥

能龍⾈健兒組成共融隊，健兒與義⼯⼀同
參與訓練及比賽，除可以強健體魄外，更
能透過義⼯學習團隊合作精神及紀律，擴
濶社交圈⼦，從⽽提升個⼈⾃信。
經過三場激烈的比賽後，鄰舍輔導
會不負眾望，在三場共融賽中成功奪取兩
個冠軍及兩個亞軍的殊榮。各隊健兒完成
賽事後，在踏上頒獎台的⼀刻，眾⼈都獲
得現場觀眾致以熱烈的掌聲並送上祝賀。
賽後，為了答謝參賽健兒、義⼯、家屬及
嘉賓的參與，本會特別在賽後舉辦了⼀年
⼀度的慶功宴，⼤家聚⾸⼀堂，慶祝賽事
圓滿完成。在緊張的比賽以外，⼤家可聊
聊近況，相互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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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誌慶啟動禮暨義⼯感謝⽇
服務督導主任
本會於2018年5⽉6⽇下午假愉景新城舉⾏了《⾦禧
誌慶啟動禮暨義⼯感謝⽇》，出席的嘉賓包括勞⼯及福利
局署理局⻑徐英偉先⽣、影視紅星謝雪⼼⼩姐、本會主席
嚴元浩先⽣、多名執⾏委員會委員、署理總幹事等，當⽇
有近三⼗個義⼯機構代表及來⾃本會各中⼼的義⼯，合共
約有⼆百名義⼯出席參與紀念本會五⼗周年重要的⾥程
碑。
典禮上本會宣佈以「鄰舍同⾏•連繫有⼼⼈」作為⾦
禧誌慶的主題，展望未來將繼續與社區⼀同成⻑，推動更
多熱⼼⼈仕參與社區服務，並由各嘉賓與服務使⽤者⼀同
進⾏⾦禧誌慶啟動儀式，為本會五⼗周年⼀系列的⾦禧誌
慶活動揭開序幕。

陳⼦欣

此活動同時表揚⼀眾默默付出的義⼯。現時與本會合
作的義⼯機構有過百個，⽽本會各中⼼的登記義⼯⼈數亦
逾⼆千，年齡最⼤的為九⼗多歲，最少的僅兩歲；義⼯服
務時數最多者⼀年服務時數達五百多⼩時，⽽連續參與義
⼯服務年數最⻑者達⼆⼗九年。為答謝及⿎勵個⼈及機構
持斷積極參與義務⼯作，本會在典禮中頒發個⼈及機構義
⼯證書，更邀得影視紅星謝雪⼼⼩姐訪談分享參與義務⼯
作的⼼得。
活動⼜安排了來⾃本會不同部⾨的義⼯參與，包括：
彩虹下的舞動-親⼦律動、「箱」聚此刻-⽊箱⿎演奏、
「留聲語」無伴奏合唱等演出，扭氣球及作品展⽰攤位
等，更有由義⼯製作的天然驅蚊磚作活動紀念品贈予各出
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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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鄰舍頌親恩慈善晚宴2018
中⼼主任
由「鄰舍輔導會」與「⾦銀業貿易場慈善基⾦」合
辦，「灝天⾦融集團」全⼒⽀持的「⾦銀‧鄰舍頌親恩慈善
晚宴2018」，於⼆零⼀八年五⽉⼗⼆⽇晚上假沙⽥會所⼀
號⽔中天順利舉⾏。全場有超過⼀千⼆百名參加者在⺟親
節及⽗親節前夕享⽤晚宴和欣賞當晚豐富的節⽬。
本會非常榮幸邀請了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陳帥
夫先⽣、⾦銀業貿易場慈善基⾦主席張德熙博⼠、灝天⾦
融集團主席楊炳坤先⽣，以及鄰舍輔導會執⾏委員會副主
席區幸兒先⽣擔任主禮嘉賓，⼄⼈創舍有限公司總經理黃
皓筠女⼠、⾼永文醫⽣GBS JP亦有到場⽀持。是次活動更
得到本會⼗多位執⾏委員出錢出⼒到場⽀持，慈善晚宴籌
備委員會更邀請到香港電台名DJ張偉基先⽣擔任義務⼤會

吳⽉嫻

司儀及演藝⼈姜蓓莉⼩姐、李鴻傑先⽣、余慕蓮⼩姐等演
出，為活動⽣⾊不少。
來⾃本會不同服務單位的服務使⽤者也參與表演，包
括⻑者表演⿎舞、唱歌；⽽幼兒和青少年服務的會員表演
跳舞，康復服務單位的會員更即場以樂隊表演，與現場觀
眾打成⼀片。為籌得更多善款，當晚更有即場進⾏慈善香
皂花義賣、表演籌款等。
在得到⼗多間企業和公司的⽀持下，全場參加者除了
獲贈由嘉賓派發的福袋禮物外，嘉賓更抽出多位幸運兒，
獲取豐富的禮品，每位參加者都滿載⽽歸。
整項活動經過初步點算，在扣除成本下籌得超過五⼗
萬元，讓本會可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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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

幼兒服務聯合畢業典禮
聯合畢業典禮⼯作⼩組召集⼈
東欣幼兒園校⻑ 胡群娣
今年鄰舍輔導會幼
兒服務聯合畢業典禮於
2018年5⽉18⽇假元朗
劇院舉⾏，亦是我們機
構慶祝五⼗周年誌慶其
中⼀個重要的慶祝活
動。除了慶祝幼兒畢業
之外，同時亦訂定了
「童遊鄰舍半世紀」的
主題，由各園的⼩朋友
及家⻑，與及在座各位
嘉賓⼀同⾒證各學⽣畢
業之餘，亦⼀同欣賞各
畢業⽣如何為鄰舍輔導
會送上⽣⽇祝福，因此
今年的畢業典禮真是別
具意義! 承蒙主禮嘉賓社
會福利署助理署⻑彭潔
玲女⼠、香港公開⼤學
教育及語文學院院⻑張
國華博⼠及本會教育委
員會主席黎同濟先⽣百
忙中撥冗光臨主禮，為
典禮增光不少。當天出
席的嘉賓還有本會署理
總幹事戴健文先⽣、本
會副會⻑蒲梁學瓊女⼠
及曾繁光醫⽣、本會副
主席王英明先⽣及葉青
⼭先⽣等蒞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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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畢業⽣共有
244位，他們來⾃機構屬
下九個幼兒服務單位，
包括新翠育嬰園、友愛
育嬰園、元朗幼兒園、
粉嶺幼兒園、東涌幼兒
園、東欣幼兒園、景康
幼兒中⼼、啟康幼兒中
⼼及陳蔭川欣康幼兒中
⼼。天真活潑的幼兒穿
著畢業袍領取畢業證書
時正正經經，到表演時
間則活⼒充沛，載歌載
舞，勁度⼗⾜。表演節
⽬豐富，多采多姿，有
慶祝機構五⼗周年的⽣
⽇派對、扮演⼀群森林
⼩動物⿑慶賀、還有節
奏樂⼩兵操及森巴拉丁
舞 、 最 後 熱 ⼒ 節 拍
Dancing Show，在勁歌
熱舞的歡笑聲中完滿結
束兩⼩時的畢業典禮程
序。在此衷⼼祝福今屆
所有畢業⽣能愉快地踏
向⼈⽣的另⼀⾥程！繼
續⾯對新挑戰！努⼒創
造更美好的將來!百尺竿
頭！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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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特能⿓⾈交流賽@清遠
單位主任
特能龍⾈計劃不經不覺已踏入第
⼗⼆年，⽽當中「兩岸四地特能龍⾈
邀請賽」由2011年起舉辦⾄今也來到第
八屆的賽事。由本年度開始，兩岸四
地特能龍⾈邀請賽更改以巡迴形式舉
辦，⽽⾸站是在中國廣東省清遠市舉
⾏，由於台灣隊未能參與，故本年的
比賽名稱修訂為「第八屆粵港澳特能
龍⾈邀請賽」。
經過多⽉與廣東省殘疾⼈聯合會
的聯繫及在賽事的準備，終於鐵定在
6⽉8⾄9⽇舉⾏。本年度，本會智齡專
上學院除了繼續招募智齡的特能龍⾈
健兒參與外，我們更⾸次邀請了香港
消防處的義⼯以義務⾝份參與是次粵
港澳的比賽，⽽本會署理總幹事戴健
文先⽣、執⾏委員會義務司庫葉青⼭
先⽣也⾝體⼒⾏⼀同參與是次⾏程。
在確定是次比賽安排後，各參加者及
消防義⼯們都期待著賽事的來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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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公不造美，當⽇天氣不
似預期，在出發前⼀天香港掛起三號
風球，經過⼀輪商討，本會決定繼續

國際展能⿓⾈賽
本年度智齡再次參與由香港旅發局
及中國香港龍⾈總會合辦的香港國際龍
⾈嘉年華「展能龍⾈賽」，活動已於
6⽉24⽇在中環海濱⻑廊舉⾏。
比賽形式以兩場計時賽進⾏，兩場
計算最快的隊伍便勝出賽事。當⽇天氣
非常好，在太陽的照耀下健兒們比平時
訓練時更充滿了能量。兩隊龍⾈隊的義
⼯們，分別為香港消防處及香港懲教署
愛羣義⼯團的義⼯，他們與特能健兒已
有相當時間的合作，彼此建立了⼀定的

單位主任

周⼦祥

前⾏。因為⾞程及交通的阻塞，到達
清遠市已是晚上，廣東省殘聯及清遠
市的⼯作⼈員立即妥善安排⼤隊到餐
廳⽤膳及回酒店房間休息。
翌⽇的清遠市清晨，天氣已回復
平靜。惟比賽場地已被昨天風雨的洗
禮及急速⽔流的影響下，清遠市政府
代表與廣東省殘聯的連夜商討，為確
保安全，⼤會決定正式取消當⽇所有
的龍⾈比賽，當然特能龍⾈賽也不例
外。在收到⼤會的通知後，本會的特
能健兒及義⼯雖然感到失望，但各⼈
也明⽩安全是特能龍⾈運動的⾸要條
件。
雖然未能比賽，但⼤部分隊員也
是⾸次到達清遠，故⼤會也安排了旅
遊⾞到市內的清遠百步梯公園遊覽，
輕鬆渡過了⼀個上午。中午⼤會也特
別設宴款待各義⼯及健兒，本會署理
總幹事戴健文先⽣也代表本會致上勉
勵說話及進⾏互換紀念品的儀式。午
膳完畢後，⼤隊也乘坐直通巴回港，
兩天⼀夜的交流活動正式完結。

周⼦祥

默契及情誼。
兩場比賽在⼤會的響號後正式開
始，各隊健兒都使出渾⾝解數，努⼒為
這個賽事爭取勝利。最後，本會智齡專
上學院之「智醒⾦龍隊」成功在賽事中
奪得季軍，雖然另⼀隊未能獲勝，但他
們都表現了團隊精神，如特別在台下拍
掌⿎勵及讚賞優勝隊伍，體現了「比賽
第⼆●友誼第⼀」的運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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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之窗」
屯⾨⼝述歷史劇
屯⾨區綜合康齡服務中⼼
社⼯ 蘇超光

屯⾨區⼝述歷史劇計劃在⼆零⼀七年六⽉展開，
旨在透過話劇將昔⽇屯⾨的歷史⽣活展現。招募於⼆零
⼀七年四⽉開始，⻑者們投入了⼀年的演藝訓練及⼝述
歷史的製作過程，他們⼤部份未曾接觸過話劇，經由中
英劇團導師的帶領下，造就了新的組合，開始了「屯⾨
康齡劇社」。
演藝訓練由最基本開始，於後期進入創作劇本及
排演的階段。⼝述歷史劇就是要找回演員以往⽣活回
憶，帶到現在的時空，於舞台活現在觀眾眼前。
劇情講述⻑者們當年遷入屯⾨⽣活前後的故事：
他們當初獲派新居所，⼼情悲喜交集，要決定是否搬入
屯⾨居住，經歷內⼼的掙扎，但為了⼀間安居之所，不
再寄⼈籬下，唯有帶著無奈的⼼情搬入，開始在屯⾨⽣
活。有街坊會選擇樂觀⾯對，多想這裡的優點，努⼒適
應環境，當然也有氣餒的時候，但他們總算克服過來。
在七、八⼗年代開始發展的屯⾨新市鎮，當時⼈⼝稀
少，路途遙遠，交通極為不⽅便，早期的交通問題天天
都困擾著每⼀位屯⾨居⺠，影響⽇常⽣活和家⼈共聚。
男主外、女主內，丈夫早出晚歸，清晨便要到巴⼠站等
坐頭班⾞出九龍返⼯，零晨四點便要出⾨，太太望出窗
外，看著他上了巴⼠才安⼼。這扇窗也看著兒女往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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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屯⾨⾊魔肆虐的年頭，區內⼈⼼惶惶，當時未有
⼿提電話，不能隨時通話，每當有女⼠夜歸，家⼈必定
站在窗前，觀察街上四周環境，焦急地等著女兒安全回
來。數⼗年過去，這些⽣活情景永遠留在演員⼼中，也
是「屯⾨之窗」⼝述歷史劇的故事脈絡。
由劇社組成的第⼀天，劇社成員便不斷表達對記
台詞的憂慮，擔⼼是真實的，因有些演員教育⽔平有
限，⻑者⼜普遍認為⾃⼰記憶⼒不好，學習能⼒低，構
成很⼤壓⼒。排戲期間，導演及職員⿎勵演員保持⾃
信，加上演員們互相⽀持，推動了他們克服困難。部份
識字不多的演員，各⾃運⽤⾃⼰的⽅法記著台詞，花費
不少努⼒。
表演的⽇⼦愈來愈近，演員的⼼情可謂⼜緊張⼜
期待。
演出當天，演員們戰戰兢兢的站在舞台上，靜待
著布幕拉開的⼀刻。演員們沒有怯場，並投入享受⼤半
個⼩時的演出，帶觀眾穿梭於屯⾨的過去和今昔，回味
台上台下的共同⽣活故事。演員⾸次演出給⼈眼前⼀
亮，⾒證了他們⼀年的努⼒！
屯⾨康齡劇社在這裡只是起步，期望將來可演出
更多街坊的經歷，將屯⾨獨特的故事帶到社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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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探訪⾺鞍⼭鄰⾥康齡中⼼及
⾺鞍⼭⾧者頤康中⼼
執⾏幹事

馮麗

本會副會⻑區幸兒先⽣、副主席葉青⼭先
⽣、副主席王英明先⽣、義務司庫尹德勛醫
⽣、委員徐厚樑先⽣、委員黎同濟先⽣、總幹
事戴健文先⽣、副總幹事馮綉文姑娘、財務總
監張麗芙女⼠於2018年6⽉20⽇(星期三)探訪
⾺鞍⼭鄰⾥康齡中⼼(下稱：利安中⼼)及⾺鞍
⼭⻑者頤康中⼼(下稱：頤康中⼼)。
是次探訪主要了解中⼼服務運作、與服務
使⽤者及與中⼼職員對話，兩單位之服務使⽤
者及其家屬均有出席，分別在單位內與委員們
傾談。利安中⼼共有⼗位服務使⽤者及義⼯與
委員們⾒⾯，他們除了表⽰對中⼼服務的認同
外，也表達了意⾒，如：中⼼上網速度的問
題。之後委員們與中⼼職員對話，傾談了本會
狀況、對中⼼服務的意⾒及聽取中⼼職員意
⾒。
委員也到訪頤康中⼼與⽇間護理中⼼服務
使⽤者及其家屬⾒⾯，共有六位出席。服務使
⽤者在接收電視、膳食及服務安排⽅⾯反映意
⾒。委員們直接聽取意⾒，也隨即向中⼼了解
並會作出建議。整體⽽⾔，委員的探訪是很難
得的機會，服務使⽤者及中⼼職員都期待委員
們了解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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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探訪新翠育嬰園

2018年6⽉20⽇下午，本會
執⾏委員會區幸兒副主席、王英明
副主席、葉青⼭副主席、尹德勛委
員、徐厚樑委員、黎同濟委員，在
戴健文署理總幹事、馮綉文副總幹
事及張麗芙⾸席財務總監陪同下，
到訪位於沙⽥的新翠育嬰園，了解
服務、與同事⾯談及聆聽家⻑需要
和對服務的評價。新翠育嬰園成立
超過⼆⼗年，⼀直為雙職家⻑或有
需要家庭提供初⽣⾄2歲嬰幼兒的
照顧及教育服務，名額72個，另
外亦為有需要的家⻑提供暫託幼兒
服務與及延⻑時間服務。
同事在會⾯中提出了不少意
⾒，包括如何解決儲物空間不⾜、
現代化育嬰園現有的網⾴、提供更
完備的員⼯培訓及添置遇到幼兒不
適時使⽤的急救儀器等，委員亦就
各項建意⾒逐⼀回應，與同事分享
及討論可⾏性和適切性。委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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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會⾯中，家⻑稱讚育
嬰園服務良好，老師愛⼼關懷幼
兒，能詳細交代幼兒每天⽣活狀
況，令家⻑安⼼⼯作。家⻑認為孩
⼦入讀育嬰園，在個⼈成⻑、⾃理
及社交各⽅⾯發展更為理想，同時
亦表達極希望機構能在同區增設幼
兒中⼼，銜接2-6歲幼兒服務。在
課程⽅⾯，家⻑稱讚育嬰園的課程
切合幼兒發展，能令幼兒四周探
索、發揮創意；也舉辦很多家⻑活
動，例如最近的觀課活動，讓家⻑
了解幼兒在育嬰園所學。當然，家
⻑亦與委員討論更為切⾝的學費調
整幅度及延⻑時間服務的名額等事
宜。

九⿓區賣旗⽇2018

的⽀持，⼀起在賣旗⽇擔任義⼯，為本會四間非政
府資助⻑者中⼼進⾏籌款。天公造美配合下，當⽇
的賣旗⽇活動⼗分熱鬧，滿佈笑聲地在九龍的各區
順利地進⾏。本年度之賣旗⽇共籌得超過八⼗三萬
元的善款。

編輯委員會：馮綉文

張嘉懿

蔡黛群

李韻賢

李蔭國

馮麗

李天姻

黃美鳳

林達

余蓉蓉

王旭明

根據個⼈資料（私隱）條例，若你不願意繼續收到此份刊物，請以書⾯通知鄰舍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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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韻賢

勵同事繼續保持育嬰園的現有優
勢，包括在家⻑群中的良好的⼝碑
和老師優良的團隊精神，那便無懼
未來的競爭。

本年度的九龍區賣旗⽇2018已經於六⽉三⼗⽇
順利完成。今年賣旗⽇共有超過2000名義⼯參與。
當⽇除了有各服務單位的⻑者、學員、家屬、不同
團體義⼯和社區⼈⼠外，更得到著名影星謝雪⼼、
本會慈善寵物⼤使Dior女、本會⼀眾委員及總幹事

主編：戴健文

執⾏幹事

呂韻琪

陳⼦欣

任佩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