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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誠布公上下⼀⼼
署理總幹事 戴健文

員工方面，很多都十分愛護機構，

同層⾯，研究全⾯加強
今年⼀⽉初，我在
積極提出建議和解困方法，
機構管治、完善財務管
鄰舍輔導會的⾓⾊出現
以致積極捐款。
理、以⾄做好⽀援員⼯
了⼤轉變，由副主席轉
員工的支持令我十分感動。
的各⽅⾯⼯作。⽬前，
為署理總幹事，成為員
這幾個⼩組的⼯作經已
⼯的⼀份⼦。⼯作起
逐步進入尾聲，即將向
來，既有習慣，也有不
執⾏委員會提交建議。⾄於我，就剛剛展開艱苦
易適應的地⽅。習慣的是⼜再重回辦公室⼯作模
的旅程，與我的團隊，共同執⾏兩⼤任務。第
式，處理審批、草擬文件及政策的事務。不易適
⼀，穩住員⼯隊伍，讓⼤家安⼼和專⼼做好各項
應的是機構有超過1,400名員⼯，80個服務單位，
的社福⼯作，繼續提供優質服務。第⼆，貫徹各
單位和服務的簡稱，⼀時間我也未能適應。
項建議，研究如何達致扭轉⾚字開⽀的狀況。
去年，機構出現了財務問題及引發裁員事件
三個多⽉的⼯作體驗使我更明⽩前線同事的
之後，我領導專責委員會進⾏調查分析，認為今
⼯作壓⼒，理解中層管理同事⾯對繁瑣沉重的管
次事件引發很多問題，不能輕輕帶過；因⽽建議
理⼯作。總之，⼤家的⼯作擔⼦很重。作為管理
必須嚴肅跟進這些議題，完善機構運作，實現良
層，我認為要多想辦法，讓同事減輕⾏政事務，
好管治。委員會報告詳細羅列機構的財務資料，
集中精⼒做好前線服務。在出席員⼯會議時，我
跟進分析，並予公開。當時，有意⾒認為公開財
經常向同事提問，希望多聽建議；同時亦積極邀
務狀況，未必對機構是件好事，但我們還是毫不
請⾏政、財務及⼈事部⾨協助推動精簡流程。雖
猶疑公開數據，深信開放不隱瞞才是最合適的⽅
然現在只是起步，同事的意⾒已比較活躍。我們
法。事實上，我們需要對困局充份認識，⽅能找
先後就⼈⼒資源管理程序、財務申請及文件程序
到解決問題的⽅案。
等各⽅⾯展開討論。
⾯對今次危機，我有四個⽅⾯的體會。⾸
有關扭轉⾚字開⽀的狀況，我們可以思考的
先，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當時，執⾏委員會
⽅法，無疑只有開源和節流。這項⼯作不能急，
迅速凝聚，集中精⼒，解決問題，⽽不是到處指
要發揮集體智慧，多聆聽及多討論。未來的道路
摘。員⼯⽅⾯，很多都⼗分愛護機構，積極提出
是不易⾛的，我們還在努⼒摸索，集思求變，但
建議和解困⽅法，以致積極捐款。員⼯的⽀持令
我相信只要我們秉持開誠布公的辦事⽅針，上下
我⼗分感動。第⼆，我們要尋找事實真相，不能
⼀⼼，團結⼀致，應該有信⼼解決困難。期待今
迴避問題。⾚字狀況不容忽視。第三，既然發現
年踏入五⼗周年的鄰舍輔導會可以再創⾼峰！
了問題，就不應掩蓋，要開誠布公，公開透明。
我們必須要讓員⼯，服務使⽤者及社會⼈⼠知道
實況。第四，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重視溝
通，要聆聽群眾的智慧，特別是員⼯和持份者的
意⾒，只有同⼼同德推動機構改⾰，才能提升服
務質素，克服難關。
為了跟進今次事件，專責委員會建議成立三
個專責⼩組，從管治、財務及員⼯⽀援⼩組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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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財務狀況與裁員事件
專責委員會報告記者招待會
企業傳訊主任 葉佩然

因應去年機構發⽣提前結束短期計劃及臨
時職位的事件，執⾏委員會成員聯同獨立的外
界⼈⼠於去年九⽉中組成專責委員會，就事件
進⾏徹底調查。為了讓員⼯及公眾了解機構的
實際狀況，專責委員會於⼆零⼀七年⼗⽉三⼗
⼀⽇上午召開全體員⼯⼤會，⾸先向員⼯交代
報告內容，同時亦提供機會讓員⼯表達意⾒。
同⽇下午，專責委員會主席、現任鄰舍輔
導會署理總幹事戴健文先⽣，及時任執⾏委員
會主席曾繁光醫⽣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外界交
代事件調查報告。
當⽇共有超過⼆⼗名全港各⼤報章及電⼦
媒體的記者出席，希望深入了解事件的來龍去
脈。記者招待會上，兩名專責委員會代表詳細
闡釋報告的內容，包括針對機構的財務、⼈事
管理及整體管治作出深入分析，總結事件的問
題所在，同時就未來的改善⽅案提出多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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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機構因財務問題引發裁員事件的消息⼀
出，隨即引起員⼯、服務使⽤者及社會上各持
份者多⽅的關注。當⽇出席的記者們亦抓緊機
會向兩名代表提問，雖然當中不乏尖銳的問
題，但兩位專責委員會代表亦坦誠地逐⼀回應
記者們的提問。
對於發⽣是次裁員事件，機構對此深感歉
意，並承諾會完善財務監管機制及持續跟進收
⽀狀況，同時聽取員⼯意⾒確保整筆撥款津助
運作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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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輔導會
第四⼗九屆周年⼤會
⾏政經理 ⽅競儀

「鄰舍輔導會第四⼗九屆周年⼤會」已於
⼆零⼀七年⼗⼀⽉四⽇（星期六）順利舉⾏，由
本會會⻑葉德安先⽣主持，主席曾繁光醫⽣宣讀
2016-2017年度《主席報告》。會員⼀致贊成
通過2016-2017年度《主席報告》及《義務司
庫報告》和委任2017-2018年度核數師，以及
確認了第四⼗九屆新會員。此外，當天完成了第
四⼗九屆會員代表、會⻑、副會⻑、義務秘書、
義務司庫和執⾏委員會委員選舉，執⾏委員會委
員互選了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結果如下，由⼆零
⼀七年⼗⼀⽉四⽇起⽣效：

會⻑
副會⻑
執⾏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
義務秘書
義務司庫
委員

葉德安先⽣
蒲梁學瓊女⼠、曾繁光醫⽣
嚴元浩先⽣
區幸兒先⽣、戴健文先⽣、
王英明先⽣、楊耀聲先⽣
歐國義先⽣
葉青⼭先⽣
林乾禮先⽣、尹德勛醫⽣、
張健俊先⽣、鄺⼼怡女⼠、
王家興博⼠、徐厚樑先⽣、
何翠芳醫⽣、李紹基博⼠、
洪英豪博⼠、黎同濟先⽣

副主席戴健文先⽣則向⼤會簡報最近發⽣
之「提早完結短期計劃及臨時職位」事件及專責
⼩組調查報告。
最後，就董志發先⽣和杜敏女⼠分别請辭
了總幹事和副總幹事職位，委員通過於會上嘉許
董志發先⽣過往為本會作出的貢獻，包括開拓服
務、成功申辦多個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服務單位
等；另外也嘉許杜敏女⼠過往為本會作出的貢
獻，包括開展內地服務、中醫診所等。
本會感謝所有會員及委員參與上述各選舉
及本會管治⼯作，對於他們服務本會及社會福利
界的熱忱，謹致以崇⾼的敬意，並期望各位繼續
⽀持本會的⼯作。

新⼀屆主席嚴元浩先⽣，分享他在本會四
⼗年義務⼯作的感受，並⿎勵委員努⼒辦好鄰舍
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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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社書畫展

本會愉景灣
分處簡稱⾝⼼靈
社，⼀直開辦不
同興趣班課程，
⽽課程都沿著
「⾝⼼靈」作範
疇⽅向⽽開拓。
在過往⽇⼦，我
們開展了書法、
⽔墨畫、國畫等
興趣班，讓⼤家
藉著繪畫或寫
字，開拓⼤家的眼界及⼼靈，發展潛能。
⼆零⼀七年⼗⽉⼗⼀⽇中⼼假香港文化中
⼼成功舉辦了「⾝⼼靈社書畫展」。今次書畫
展主題 — 會文化之芳園 序鄰舍之樂事。今次
書畫展集合了中⼼三個書畫班⼆⼗七位師⽣書
法、⼭⽔、花⿃、⼈物作品共七⼗餘件與觀眾
會⾯，超過⼤半是⻑者學員，也是我們第⼀次
在文化中⼼舉辦書畫展。這幾年我們在中⼼，
區內碼頭及地鐵站舉辦了很多次⼩型展覽；今
次可算藉此機會將學員的作品同時展⽰，⾒證
她們的成果。透過今次展覽，⼤家都能以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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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理 葉鴻釗

友，與外界不同
的朋友及團體有
更多交流的機
會。其實透過寫
畫、展畫、品畫
等過程，學員能
與畫友、導師、
親友及賞畫者分
享喜悅，獲取成
功感。⽽⻑者們
更能增進個⼈修
為，擴闊社交⽣
活，有利⻑者投入社區，更能展現她們的才華
及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書法和國畫是中華文化⼤花園中的瑰寶，
傳承、學習既可了解其精神內涵，亦可愉悅性
靈、陶冶情性，豐富⼈們的文化⽣活。中⼼提
供了舒適雅靜的學習環境，組織了富有教學經
驗的師資，經過數年練習切磋，師⽣出來的作
品也算中規中矩，合乎法度，饒有情趣，因此
展覽場中參展者愉悅，蒞臨參觀者也表⽰是⼀
次很好的藝術分享，真可稱得上是會聚於文化
之芳園，也是愉景灣鄰舍的⼀件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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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劇社

那⼀年傳奇
那⼀年……
兩⼩時表演……
三個⽉不夠的密鑼緊⿎……
四齣短劇……

可否想過平均年齡都是「兩蚊⼀族」的⻑者在
⼀晚演釋四個不同風格的短劇 ？⼀個既恐怖⼜惹笑
的「屠夫義⼯」；文青氣質的「讀書的女⼈」；⽔
鄕濃兼情味濃雋永愛情⼩品「戀戀⼤澳」；以及歌
頌上下兩代以香港⼈的成功的「好歌獻給你」。⼀
班⻑者⼜唱⼜演，演出⾃⼰故事；演盡百味⼈⽣，
四個不同風格的短劇，混⾝解數傾情演釋，問你服
未？
愉景灣分處「⾝⼼靈劇社」⻑者劇場於⼆零⼀
七年⼗⽉⼗⼆⽇假尖沙咀文化中⼼劇場上演的呢場
好戲，三百五⼗名觀眾，連同社會福利署中⻄南及
離島區專員林定楓先⽣、⺠政事務署⾼級聯絡主任

中⼼經理 葉鴻釗

⽅啟杰先⽣、東涌安全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主席周
轉香女⼠及離島健康城市及⻑者友善社區⼯作⼩組
召集⼈余漢坤議員蒞臨觀賞，⼀同⾒證老友記的多
元能⼒。
同時，為表揚「⾝⼼靈劇社」各⻑者演員在過
去三年在各區巡迴演出，為各區⻑者及觀眾帶來歡
樂和喜悅。在演出後，由嘉賓頒發委任「社區劇場
⼤使」，繼續為社區推⾏「⻑者劇場（Senior
Theatre）」理念。這三年來，劇社成員從⼩劇場到
⼤舞台，從短劇到⻑劇，他們曾多次公開表演，將
經歷融入藝術，娓娓向你我道來。在舞台，他們演
繹當年情，與社會分享這份情懷。
「⻑者劇場」是由⼀群⻑者參與的劇場⼯作，
包括創作、演出、幕後不同崗位積極參與。早在三
⼗年前⻄⽅國家已逐漸出現，⽇本則在亞洲最早推
⾏，期望以⻑者劇場作介入，維持⼼理與認知，加
強⻑者⾝⼼靈健康。「⾝⼼靈劇社」⾃⼆零⼀五年
成立⾄今，由⼀群主要居住在⼤嶼⼭的居⺠，平均
年齡約六⼗五歲以上，初次接觸話劇的⻑者組成。
劇社成員每星期都會排練，隨着不同劇本練習，歷
年劇⽬包括：兩⼩時⻑劇《那些年》、《那些年》
之《情未逝．緣未了》、《那些年2016》、由四套
短劇分別組成的《那⼀年傳奇》於⼆零⼀七年⼗⽉
⾯世。劇社中的老友記，⼈⼈性格不同，但卻有着
開放包容的胸襟，勇於接受新事物，喜愛與年青⼈
交流。台前幕後，不論⾓⾊，⼀起鑽研劇本、討論
演技、⾛位，戲內戲外，不停嘗試衝破局限，務求
重塑⻑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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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服務部
「聯合運動會」

為促進服務使⽤者能有健康體魄，多做運
動，並發掘個⼈潛能，部⾨⾃⼆零⼀四年開
始，每年舉辦聯合運動會，除讓服務使⽤者透
過訓練及比賽過程，培養做運動的習慣及享受
箇中樂趣，更能從中學習體育精神的重要性。
是次已是部⾨第四年舉辦聯合運動會了，
運動會於⼆零⼀七年⼗⽉三⼗⽇（星期⼀）假
天⽔圍運動場舉⾏，主題為「全⺠⿑躍動．邁
向半世紀」。是項活動有幸繼續獲得香港浸會
⼤學體育學系鼎⼒⽀持，與本會合辦活動，除
為參與者設計合適的比賽項⽬及提供技術⽀援
外，亦負責活動當天各項賽事的推⾏。
部⾨⼗分榮幸得到嘉賓、家屬、服務使⽤
者、家屬聯會及義⼯團隊⽀持，活動除了獲得
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總社會⼯作
主任陳麗珠女⼠蒞臨致辭外，更獲部⾨服務顧
問蕭偉強太平紳⼠、香港浸會⼤學體育學系講
師暨實習協調主任何昌恒先⽣、本會執⾏委員
會委員徐厚樑先⽣、部⾨家屬聯會主席李桂彩
女⼠撥冗蒞臨擔任主禮⽀持活動，更率領⼀眾
健兒及義⼯進⾏體適能百⼈操。體適能操由香

6

助鄰扶⽼服務社群

服務督導主任 呂韻琪

港浸會⼤學體育學系設計，因應康復服務部服
務使⽤者的需要⽽設計，內容簡單，節奏明
快，讓各⼈聚⾸⼀堂於輕快⾳樂節奏伴隨下，
⼿持⾊彩繽紛的打氣棒做體適能操，場⾯⼗分
熱鬧。在體適能百⼈操牽起熾熱的氣氛下，由
嘉賓主持燃點運動會聖火，並進⾏鳴槍禮，正
式為運動會賽事揭開序幕。
當⽇設有多項⽥賽、徑賽及親⼦共融賽，
比賽氣氛熱烈，共有超過三百⼆⼗多位服務使
⽤者參加，各健兒均全⼒以赴，於比賽爭取最
佳的表現，並享受於運動會帶來的樂趣，學習
及展現體育精神，真正體現「比賽第⼆、友誼
第⼀」的優良情操。
運動會能得以順利舉⾏，實有賴多個義⼯
團隊鼎⼒⽀持，當⽇出席義⼯接近⼀百⼈，義
⼯團隊包括：入境事務處義⼯隊、香港浸會⼤
學體育學系運動及康樂領袖學⽣、部⾨家屬聯
會、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零焦距義⼯攝影
隊、Plaza Premium Lounge義⼯隊等。全賴義
⼯們落⼒配合，才使活動能順利推⾏，讓參加
者能樂在其中，享受運動會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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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節能機構」
嘉許計劃2017頒 禮

本會⼀向致⼒於推⾏節能環保的⼯作，於撰寫
「怡逸居」的服務計劃書時，已注入了環保節能的
元素。其後本會有幸承辦服務計劃，本會特地設置
不少節能措施，如客廳文化牆位置，頂部安裝了玻
璃天窗，使陽光直接進入室內，減少使⽤電燈；在
天窗位置貼上防曬隔熱膜，以減低室內的温度；主
座及輔翼樓層頂部塗上隔熱塗層，以減低室內的温
度，減少使⽤冷氣；中央廚房所有爐具均以電能推
動，減少環境污染，所產⽣的溫度及噪⾳也較少；
單位的照明，包括睡房、辦公室、⾛廊、⼾外街
燈、出⼝指⽰牌等⽅⾯，均採⽤T5光管、慳電燈膽
及LED燈，減少能源⽀出。
本會更積極向香港賽⾺會及UPS聯合包裹運送服
務公司申請撥款，以便在單位加設各種節能設施，
如於單位的⼀幅外牆設置垂直環保牆，充份利⽤空
間增加綠化的覆蓋率，減低牆壁熱量的吸收率，從
⽽降低室內温度；把原是雜草叢⽣的空地開墾成為
⼀片供服務使⽤者、家屬及社區⼈⼠耕種的有機社
區園圃，讓參加者體驗種植樂趣及培養他們的環保
意識；添置廚餘機，把單位的剩食轉化肥料，供社
區園圃或其他有需要的團體使⽤；裝置太陽能滅蚊
燈，利⽤太陽光轉化為電
能，發出紫外光吸引蚊
蟲，減少蚊患；安裝了太
陽能集熱器和儲⽔缸系
統，利⽤太陽輻射的熱能
給⽔加熱，再儲存於儲⽔
缸中，以供應單位的熱⽔
需求。上述種種節能措
施，全年為單位節省達
13%⽤電量。

單位主任 李詠琴

此外，於節能領導⽅⾯，單位成立了環保⼯作
⼩組，由社⼯負責統籌，每⼀個職級均有兩位代表
出席。⼯作⼩組定期召開會議，制定各項節能措施
及指引，包括每間房間安裝獨立温度計，若氣溫達
⼆⼗五度或以上才使⽤空調，以下則打開窗⼾，節
約之餘可儘量利⽤鮮風提供舒適的環境；在電器上
及當眼位置張貼節約能源標語；所有電腦會調校⾄
節省能源模式，當電腦停⽌⼯作⼀段時間，會⾃動
關閉畫⾯及進入休眠狀態；單位樓梯旁貼上⿎勵多
⽤樓梯的標語及圖案，以⿎勵職員多⽤樓梯，減少
使⽤電梯，既健康⼜可做到節能；制定冷氣機及抽
氣扇的清潔時間表，職員需定時清洗，並由所屬的
直屬上司作監察；單位更定立每⽉⼗⼆⽇為「無冷
氣⽇」及設有怡逸電視台，製作環保主題影片，推
廣節能減廢訊息。單位更着⼒舉辦共融活動，如
「綠⾥遊踪」計劃，讓服務使⽤者、社區⼈⼠了解
單位各項環保節能裝置，推廣環保，傳遞節能訊
息。
就推動上述節能環保的⼯作，單位曾於⼆零⼀
七年四⽉申請參與由中電主辦「環保節能機構」嘉
許計劃2017，此計劃主要為表揚在節能上有出⾊表
現及成效的機構。中電職員於七⽉到訪單位，進⾏
初步資料核對及實地視察，就節能措施與表現⽅
⾯，當中包括：節能領導、推廣節能訊息及創新性
給予評分；更邀請單位出席評審委員會的⾯試審
核，進⼀步介紹單位的節能環保⼯作。單位⼗分榮
幸獲得「社福機構及學校」組別銅奬，肯定了單位
於過去⼀年節能及實⾏⽅⾯的成果。單位會繼續致
⼒宣揚環保，在節能減碳上出⼀分⼒。

單位更添置了六部動能發電單⾞機及三部軚盤
發電機，除可⿎勵服務使⽤者多做運動，強⾝健
體，當服務使⽤者踩動動能發電單⾞或轉動軚盤發
電機時，動能會化為直流電，產⽣之直流電能提供
電⼒予⽤電產品，如LED燈帶，過程中也讓他們認識
⼈⼒發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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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學⽴之學院
國際扶輪青年服務團
與⾧者飲茶聯歡

服務督導主任 陳⼦欣

本會深⽔埗康齡社區服務中⼼與香港⼤學
立之學院國際扶輪青年服務團於⼆零⼀七年⼗
⼀⽉⼗⼀⽇合辦「Dim Sum with 100
Elders」。香港⼤學立之學院國際扶輪青年服
務團於⼆零⼀七年九⽉成立，團員為香港⼤學
立之學院的宿⽣，此活動亦是香港⼤學立之學
院國際扶輪青年服務團成立後⾸項進⾏的社會
服務。

團員於活動當⽇到本會深⽔埗康齡社區服
務中⼼帶領九⼗六位獨居⻑者先前往香港⼤學
本部⼤樓，⼤部份⻑者多年來居於深⽔埗，他
們更是第⼀次踏⾜位於港島的香港⼤學，⽽本
部⼤樓建於⼀九⼀⼆年，是香港⼤學的⾸座建
築物，被列為歷史建築，⻑者們因為可以到訪
本地歷史最悠久的⾼等教育學府並感受學習氣
氛，對能夠前往參觀及留影感到⼗分⾼興。

⻑者們其後到香港⼤學賽⾺會第三學⽣村
禮堂與團員⼀同享⽤豐富的點⼼午宴及欣賞香
港⼤學學⽣義⼯為⻑者悉⼼準備的表演，包括
中⻄樂演奏及合唱團演唱等，⻑者們更獲豐富
禮物的福袋及利是。

學之餘，⼜能與⼤學⽣共膳和傾談交流，更可
欣賞到他們預備的精彩表演，實在非常難得；
香港⼤學立之學院國際扶輪青年服務團的義⼯
們亦表⽰感恩能夠與⻑者們⼀同度過了⼀個愉
快的周末，更能⼀同分享立之學院五周年的喜
悅！

整個活動過程非常順利，⻑者們就能夠參
與是次活動感到歡悅，他們表⽰有機會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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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愛深秋遊

助理服務總監 鍾活霖

由灣仔區議會贊助，港灣婦女會、香港
宋慶齡⾦鑰匙培訓基⾦會與怡欣⼭莊合辦之
「鄰舍⼤愛深秋遊」於⼆零⼀七年⼗⼀⽉⼗
⼆⽇舉⾏，當⽇有超過百名⻑者及義⼯與會
員⼀同製作曲奇，並且共同品嚐⾃⼰的製成
品。此外，⼭莊會員化⾝成為魔術師，為⼤
家送上精彩的魔術表演，還有義⼯歌⼿在台
上⼤唱⾦曲，更與會員⼀同載歌載舞，把快
樂氣氛傳遍整個⼭莊。在活動當中，⻑者、
義⼯及會員都能彼此交流，共同歡度星期⽇
的上午，體現共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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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細聽
《⼆⼗分⾙的吶喊》
東區／灣仔外展社會⼯作隊主任 簡明旭
語》。這些微電影代表着城市某個⾓落的
青少年聲⾳，⽽⼆⼗分⾙的聲⾳猶如在鄉
村的夜晚，低微的呢喃，這些聲⾳在社會
上並不鏗鏘，但卻是對社會主流價值的輕
聲抗議。每⼀部微電影的製作都有我們青
年⼈的參與，由他們的⾓度細細敘述屬於
他們的故事。
⾸影禮當天吸引了不少關⼼青少年成
⻑及發展的朋友到來觀賞，四部微電影放
影完畢後，製作團隊及青年⼈上台和觀眾
對話，就着電影帶起的青年議題作了多⾓
度的討論，這正是「光．影．敘」團隊希
望把青年聲⾳由邊緣帶到社區的開始，稍
後的社區放影將陸續在各區街頭巷尾展
開，期望青年⼈的聲⾳在各處迴響。

鄰舍輔導會青少年服務部秉承⼀向對弱勢
青年議題的關注，於⼆零⼀六年成立「光．
影．敘」青少年⽣命故事微電影計劃，以敘事
實踐(Narrative Practice)為骨幹，陪伴青少年
重拾⽣命中被遺忘的精彩故事情節，重寫屬於
他們偏好的故事。計劃收集了不同青少年的⽣
命故事，並培訓青少年成為製作團隊⼀份⼦，
將⽣命故事製成「微電影」。
經歷了⼀整年的籌備及拍攝，終於在⼆零
⼀七年⼗⼀⽉⼗⼆⽇假銅鑼灣公理堂劇院舉⾏
⾸影。⾸影會題為《⼆⼗分⾙的吶喊》，共播
放四部微電影，分別是敘述街頭少女⼀天激情
⽣活的《⼤家姐》；描繪青年堅持尋夢的《衣
索比亞的咖啡》；挑戰社會眼光，講述年青媽
媽內⼼掙扎的《抉擇》；還有是以友情⾓度認
識特別學習需要（SEN）學⽣的《美食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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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鳴謝在逆境中仍不放棄希望
的年青⼈，為「光．影．敘」計劃灌注非凡的
⽣命⼒，令邊緣的聲⾳在鄰舍間倍速擴散。
後記：其中⼀部短片《⼤家姐》參加了美國
《Bentonville Film Festival》並獲選⼆零⼀八
年入圍名單，相信香港青年外銷的聲⾳很快會
以倍增的強度回流，請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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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年青，我看⾒媽媽：
五星星年青媽媽補習舍
東區／灣仔外展社會⼯作隊主任 簡明旭

為響應滙豐區節，今年⾸次由「滙豐香港
社區夥伴計劃」贊助的「五星星年青媽媽補習
舍」，於⼆零⼀七年⼗⼀⽉⼆⼗六⽇假柴灣興
華邨舉⾏了名為「愛鄰舍・愛夢想・愛分享」
社區嘉年華活動。
嘉年華由學堂中的⼀眾年青媽媽將平⽇所
學與街坊分享，即場製作⼯作坊，包括刻名⽪
⼿帶、彩虹沙樽、氣球紮作、Henna紋⾝等，
她們都是⼀邊教授街坊，⼀邊照顧着⾃⼰的孩
⼦，這種多任務（multi-task）的能⼒，相信在
每⼀位⺟親⾝上都可以找到。嘉年華當然少不
了舞台上的⾳樂表演，我們的⼟炮青年樂隊
「REVERSE」以⾳符為活動增添了歡樂元素，
街坊除了不時隨節拍舞動外，不少更登台獻
唱。在廣場的另⼀⾓，「Coffee Bunny」咖啡
⾞的香氣徐徐飄送，青年⼈密密沖製精品咖
啡，送贈街坊品嚐，在⾳樂聲中交流咖啡⼼

得。午後的夕陽伴隨着啡香、笑聲，⾳樂聲，
構成⼀幅歡樂融和的畫⾯。
⼩美這天本應是我們的⼀份⼦，她在懷孕
的時候已與社⼯商討如何繼續學業，希望能兼
顧媽媽及學⽣的⾓⾊，為⾃⼰及孩⼦的將來作
準備。當然這並不容易，因着對將來⽣活的擔
⼼，因着懷孕要經歷的⼼理情緒適應，因着對
新⽣命降臨的憂慮……⼩美還要承受着「年
青」兩個字帶來的眼光。照顧好兒⼦仍是⼩美
現在⾸要考慮，這天她決定留在家中，缺席我
們這個活動。
「五星星年青媽媽補習舍」是我們團隊關
注年青少女議題的開端，對於年青媽媽弱勢處
境的⽀援及負⾯標籤，我們正步步為營的嘗試
打破，為多元互諒的社會氛圍⽽努⼒，希望將
來更多「⼩美」可以更輕鬆⾃在地為⾃⼰，為
下⼀代重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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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佳餚滿怡欣
獅家鄰舍⼜⼀村

怡欣⼭莊於⼆零⼀七年⼗⼀⽉⼆⼗五⽇與
香港⼜⼀村獅⼦會合辦「飯香佳餚滿怡欣‧獅家
鄰舍⼜⼀村」晚宴活動，於⼭莊綜藝館舉⾏，
延開⼗三席，共有⼀百⼀⼗位會員參與，⼤家
⼀同享受美食，欣賞表演。
活動當⽇得到⼜⼀村獅⼦會⼀班熱⼼的獅
兄獅姐協助，到⼭莊為會員預備⼀頓豐富的晚
宴，當晚菜式相當豐富，分別有⽩灼海中蝦、
⻄蘭花炒帶⼦、⼿撕雞拼青瓜絲紅洋葱絲海
蜇、五味斑塊及⽩灼⽜⾁等，並由沙⽥叉燒⼤
王的⼀眾義廚主理，⾊香美味，令在座會員均
讚賞食物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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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服務總監 殷振豪

除了豐富美食，亦有豐富表演，包括有葉
文龍獅兄及姚浩政獅兄為我們歌唱表演，並有
魔術師及⼩丑表演精彩魔術，讓⼤家拍⼿叫
好。
⼀眾獅兄獅姐更為每⼀位會員預備了豐富
的禮物，並送贈保暖⼤褸，讓會員們可以度過
⼀個温暖的冬⽇。
當晚活動充滿歡樂氣氛，讓會員度過⼀個
愉快的晚上，在此再次多謝香港⼜⼀村獅⼦會
姚瑞添會⻑、葉文龍獅兄及⼀眾獅兄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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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躍動25」
賽⾺會⼤埔北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銀禧誌慶

「承傳．躍動25」是賽⾺會⼤埔北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25周年誌慶的主題，期望⼀⽅⾯
承傳中⼼優質服務的精神，另⼀⽅⾯突顯中⼼
勇於嘗試及探索新的服務模式。
在⼤埔青少年活動委員會的⽀持及贊助
下，中⼼推⾏了⼀連串的慶祝活動，全⾯增強
青少年的「健康配⽅」，包括「運動配⽅」、
「藝術配⽅」及「營養配⽅」。
「運動配⽅」
點題活動「⿑創堡壘Funny Day@鄰
舍」：⼀百位青少年及家⻑，⿑集⽯澳海灘，
合⼒堆砌⼤型城堡，好玩⼜刺激，體⼒和合作
精神皆缺⼀不可。
「藝術配⽅」
點題活動「由聆開始」短片創作比賽：從
三分鐘的作品閱讀青年⼈的⼼聲。另外，還有
翻新富亨邨河⾺廣場的壁畫，歷時三⽇三夜，
再⼀次⿑集義⼯的⼒量，共創藝術社區。

執⾏幹事

黃美鳳

「營養配⽅」
把⼀連串活動推到⾼峰的是⼆零⼀七年⼗
⼀⽉⼆⼗六⽇舉⾏的「承傳．躍動25暨銀禧晚
宴」。當⽇頒發了填⾊、繪畫及短片等各比賽
奬項；誌慶儀式邀請了地區合作伙伴、政府部
⾨及團體代表出席；青少年義⼯在眾嘉賓前展
⽰了期間所學的，包括拉花特飲、精美曲奇、
⽪⾰製作及⾳樂劇演出等等；最後，當然不少
得派對環節的美食到匯及⿑切⽣⽇蛋糕，讓參
加派對的會員既興奮⼜滿⾜。
除上述活動外，「承傳．躍動25」還有其
他精采活動，不能盡錄。兒童及青少年的歡笑
聲、歡呼聲填滿了活動的不同時刻。我們期望
⼤埔的年青⼈是精神充沛⽽旺盛的⼀群，具充
分信⼼跨越未來。同樣，我們亦期許，中⼼的
下⼀個五年，有更與時並進的新思維、新⾯貌
展現，能與⼤埔區的青少年、家庭、義⼯及社
區團體分享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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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東涌中醫⾞神秘⾯紗
⼗周年獲柏寧酒店家族三年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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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主任 葉佩然
附設在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的流
動中醫養⽣服務計劃──「健頤專線」已經服務
⼤嶼⼭居⺠近⼗年，每年服務三千⼈次。作為
非政府資助服務，「健頤專線」⼀直全賴外界
的⽀持。踏入服務⼗周年，喜獲柏寧酒店陳⽒
家族「正愛慈善基⾦會」為期三年贊助，雙⽅
更於⼆零⼀七年⼗⼆⽉九⽇攜⼿舉辦簡單⽽隆
重的中醫⾞捐贈儀式。
活動當⽇除了邀得正愛慈善基⾦會創辦⼈
陳文耀伉儷、社會福利署中⻄南及離島助理福
利專員吳偉龍先⽣、離島婦聯主席周轉香女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黃惠珠女⼠等嘉賓出
席外，亦有近百名居⺠參與。除了有駐診註冊
中醫師即場教育居⺠保健養⽣的知識外，當⽇
更有⻑者帶領在場⼈⼠⼀起做體操，展現出⼤
嶼⼭居⺠的活⼒。
⾞廂完善打造貼⼼服務
全新⽽神秘的中醫⾞於活動當⽇開放予外
界參觀，⽽參觀⼈⼠均讚嘆⾞廂「⿇雀雖⼩，
五臟俱全」。⾞廂內備有完善的診症室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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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鄰扶⽼服務社群

床，⽽⿑全的配藥櫃有超過三百種中藥，配藥
員可即時為患者配藥，免耽誤患者病情。為⽅
便⾏動不便的患者，流動中醫⾞尾部特意裝置
電動升降台，貼⼼打造無障礙流動中醫診所。
服務使⽤者及⼤澳居⺠，劉有娣女⼠分享
時說：「我使⽤鄰舍輔導會流動中醫⾞服務五
年。過往居⺠需花⼤量時間，⾈⾞勞頓到市區
就診。流動中醫服務，不但⽅便居⺠，⽽且收
費僅四⼗元，相當便宜。」
保健教育營造健康社區
鄰舍輔導會主席嚴元浩先⽣表⽰：「流動
中醫⾞致⼒為偏遠地區⼜貧病無依的⻑者贈醫
施藥，減少他們的病苦，亦向居⺠提供保健養
⽣的訊息，提升他們管理⾃⼰健康的意識。」
正愛慈善機⾦會董事陳⼦君女⼠表⽰：
「愛從不受地理限制，即使地區偏遠，我們亦
可將愛⼼、關懷及服務送給有需要的⼈。」除
了贊助「健頤專線」經費外，正愛慈善基⾦會
亦網羅專業團體及⼈⼠，對服務及營運模式作
深入分析，以改善營運。

鄰舍輔導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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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百歲婆婆
與三個⽉⼤嬰兒同⾏
助鄰扶⽼步⾏顯愛⼼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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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督導主任 余蓉蓉
⼀年⼀度的「助鄰扶老步⾏顯愛⼼」步⾏
籌款活動，於⼆零⼀七年⼗⼆⽉⼗⽇假⼤埔海
濱公園舉⾏，並邀得勞⼯及福利局副局⻑徐英
偉先⽣、雅研社會⻑湘漪女⼠、本會會⻑葉德
安先⽣及各委員們等蒞臨出席，⾝體⼒⾏，為
本會轄下非資助服務籌款，讓弱勢社群亦可享
⽤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
今年的步⾏籌款活動共有超過⼆千六百名
⻑者、傷健⼈⼠、幼兒、服務使⽤者家屬及義
⼯參與，在幼兒園啦啦隊引領，⼀眾嘉賓於上
午⼗⼀時起步，帶領各參加者步⾏往終點，活
動於下午⼗⼆時半完結。
今年特設多個奬項，吸引⼤眾參與，其中
最年⻑參加者奬由103歲何讓好婆婆奪得；最年
幼參加者奬競爭同樣激烈，最終由年僅三個⽉
⼤的嬰兒趙穎潼奪得。另外，有⼆⼗四個家庭
三代同堂⼀同參與是次步⾏籌款活動，場⾯溫
馨；⼗多個義⼯團體及⼯商社團動員了義⼯或

協助、或參與，出錢⼜出⼒，場⾯浩浩蕩蕩。
勞⼯及福利局副局⻑徐英偉先⽣致辭時讚
揚表演隊伍，並肯定本會近半世紀以來的⼯
作：「『黃⾦⿎樂團』的『活⼒⿎令24式』，
果然是冠軍級⼈⾺的演出，還有『智齡獅隊』
的演出，⽣龍活虎，精彩之極。可⾒鄰舍輔導
會為不同服務對象提供了發展機會，為社會各
階層作出貢獻。」
本活動有賴各單位的努⼒及⽀持，扣除開
⽀後，淨籌款額為$588,848.70。除了籌款外，
本會亦積極推動環保⼯作。因此，今年步⾏籌
款特意增添環保元素，動員友好⼯商團體及全
會所有服務單位⼀同設立收集站回收充電池，
共收集⼀百⼀⼗五磅可回收充電池。本會期
望，藉此提升社區環保意識，讓參加者在享受
⼤埔海濱公園優美的環境時，亦不忘珍惜及保
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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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源街家庭綜合服務中⼼
「穗港同⾏⼗九年•逐夢逢源鄰舍情」
周年誌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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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幹事 林達

續⽣命教育服務主題，具體劃分為「認識⽣命 關愛
⾃⼰」、「欣賞⽣命 關愛家⼈」、「熱愛⽣命 關
愛他⼈」三個篇章的「關愛我．家．⼈」專案計
劃，讓⻑者、殘障⼈⼠接納和勇敢⾯對⾃⼰的⾝體
狀況，提供平台讓他們施展⾃⼰的能⼒，實現⾃
我，並⿎勵服務使⽤者的家庭參與專案當中，欣賞
⻑者和殘障⼈⼠的⽣命價值，學會彼此關愛。這些
服務理念和形式，在周年慶典上以服務使⽤者⼼聲
分享、表演等形式⼀⼀呈現。

⼀九九八年，鄰舍輔導會與逢源街道辦事處開
展社會服務的穗港合作，成立文昌鄰舍康齡社區服
務中⼼。其後，陸續成立了逢源鄰舍展能中⼼、逢
源鄰舍康齡社區⼤學、逢源鄰舍⻑者⽇間護理中
⼼，⾄今已經⼗九年。⼆零⼀七年⼗⼆⽉⼗六⽇，
中⼼在文昌花苑舉⾏了盛⼤的「穗港同⾏⼗九年．
逐夢逢源鄰舍情」周年誌慶活動。穗港兩地領導嘉
賓，包括中聯辦社⼯部王栩鐘處⻑、廣東省殘疾⼈
聯合會宣文部吳江龍副部⻑、廣東省殘疾⼈聯合會
宣文部鄺鬱副調研員、廣州市⺠政局社⼯處康仁䘵
副處⻑、廣州市⺠政局社區處⾺英智副處⻑、荔灣
區⺠政局王偉局⻑、荔灣區⺠政局李延甲調研員、
香港鄰舍輔導會會⻑葉德安先⽣、香港鄰舍輔導會
主席嚴元浩先⽣、香港鄰舍輔導會內地服務委員會
主席葉青⼭先⽣、香港鄰舍輔導會總幹事董志發先
⽣及荔灣區逢源街黨⼯委周綺文書記、荔灣區逢源
街道辦事處黃⼩愛主任、荔灣區逢源街道辦事處吳
豔華副主任應邀出席，現場有⼆百位逢源街的受惠
⻑者和殘障⼈⼠參與活動。

活動上最感⼈的環節，出現在多位服務使⽤者
的親⾝經歷的分享上。⽇間護理中⼼的兩位⾼齡的
婆婆講述了在中⼼學習「護⼼操」讓⾃⼰⾝體變
好、讓家⼈免去擔⼼，並與其他公公婆婆⼀起帶領
全場做護⼼操；展能中⼼的學員添仔⽗⼦上場，講
述了添仔在⺟親⽣病期間能分擔⽗親的照顧壓⼒，
體現家⼈之間濃濃的關愛之情；康齡中⼼的三位⻑
者義⼯表達了義⼯⼼得和關愛社區弱勢群體的感
想，義⼯們以詩歌和⼩組形式譜寫⼀曲《夕陽
紅》。

社會上，⼈們對於⻑者和殘障⼈⼠，充斥着很
多負⾯的評價，如「⻑者年紀⼤沒⽤了」、「殘障
⼈⼠都是依賴別⼈的」等等，但是⻑者和殘障⼈⼠
依然有權利有能⼒追逐⾃⼰⼼中的夢想，社⼯需要
協助他們擺脫社會的主流論述評價，重構他們的⽣
命故事，讓他們散發出正能量。因此中⼼本年度延

主編：戴健文

編輯委員會：馮綉文

張嘉懿

蔡黛群

李韻賢

李蔭國

《笑⼝常開》歡快的旋律，將周年誌慶活動帶
到了尾聲。正如其歌詞所⾔「燦爛寫滿了所有笑
臉，⽣活⼀天天變得精彩」，願服務使⽤者在追逐
夢想的路上，得到家⼈與社會的肯定和讚賞；願穗
港合作的社會服務繼往開來，⼀路陪伴着逢源的居
⺠成⻑。

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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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