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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宗旨 
宣揚基督福音訊息、推廣身心社靈四美、發揚基督互愛精神、服務社會造福人群。

使命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是一間關懷長者及其家人的基督教機構，為社區內不同需要的人士，提供優
質服務，建立一個公平、互助、關愛的社會。

核心價值
1. 我們以關懷、尊重、公平、公義，以人為本，作為服務的原則。
2. 人是有潛能及有價值的，我們提供適當的平台給人參與及發展，塑造一個互相關懷的社會。
3. 家庭是社會基本的照顧單位，我們有責任提供服務促進其照顧功能。
4. 我們相信長者是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有責任提供機會讓其參與和發展。
5. 作為社區內的僱主及社會服務機構，我們以公平的方法，處理一切人事及營運事務，善用公共空
   間，與社區人士連結。

機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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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主任:曾美怡
社工:楊祈敏
社工:余宏熹(11/7/2018離職)

社工:蔡惠玲(18/7/2018入職)

社工:曾嘉倩(4/9/2018入職)

社工:沈智偉(1/11/2018入職)

社工:陳恩恩(9/1/2019離職)

行政幹事:彭結池
程序幹事:湯美玉
活動助理:陳婷欣
中心助理:舒紅林                      

蕭莊秀純董事會主席

職員董事合照

翟浩泉董事 李妹妹董事

董事名單

永遠會長:莊重文博士 
主席:蕭莊秀純女士
第一副主席（事工）: 翟浩泉牧師 
第二副主席（司庫）: 李妹妹女士
總務;李飛力先生

職員名單

總會
總幹事:黃倩碧                                 
行政幹事:陳美韞
發展幹事:羅國興

莊重文敬老中心   
主任:王嘉文     
社工:李惠芬
社工:黃錦萍                                                         
社工:黃頌寧  
社工:黃家麗(17/12/2018入職)
社工:黎俊傑(18/2/2019入職)
行政幹事:許冬兒
程序幹事:郭桂英  
活動助理:許詠兒                          
中心助理:馮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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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超越一個世紀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創辦於1903年，是華人信徒自發成立的組織。創辦之初，著重於各教會信徒
團契、培靈、慈善和探訪部的工作，藉此促進教會佈道事工的發展。世紀之初，更創辦《天心報》
及於1921年開辦真理聖經學堂。時至六十至七十年代，本會對老年事工日益關注，先於一九六一年
開辦沙田敬老院，又於一九六四年獲政府批地，在小欖涌興建「老人別墅」，為長者提供住宿服
務。

1982年獲社署資助成立莊重文敬老中心，並於1995年成立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2014年兩中心更由
「長者活動中心」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增設多元化服務及增加社工人手，服務對象分別有60
歲或以上長者、護老者及其家人，亦於社區推廣預防認知障礙症的社區教育工作。展望本會能配合
社會需要的急速轉變中，結合創新科技及社區不同的資源集結來服務長者，走進社區、服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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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動夢想                 黃倩碧 總幹事

從「改潮換代」到「勇於創新、豐盛人生」，還有「起動
夢想、跨越成長」，各有特色的年度主題，均貫徹著本會
一直致力推動「長者價值」及「長者發聲」的服務使命，
「長者」就是珍貴的社會資本，我們除了在長者鄰舍中心
實踐外，亦透過香港電台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計劃，以廣
播劇「起動夢想、跨越成長」編織起長者與年青人一起 
「發夢」的美麗故事，在空氣中向大眾發聲及宣講長者與
年青人不同「夢想」的故事。而兩間長者鄰舍中心亦於不
同的社區服務，連結不同的資源服侍社區內的長者及護老
者，目標是讓他們的生活更充實！令他們的生命更閃亮！

展望未來五年，我們由長者發聲，至結連社區內的教會、
商舖、其他社福單位及有心人，一起連成「線」，結合資
源為區內的獨居長者、雙老、認知障礙症長者、體弱長者
及其照顧者等，提供關顧及社區支援服務；繼而「築」建
不同界別的專業網絡，例如：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醫生和護士等，使社區獲得「祝」福！重點是先由長者
的立 「足」點出發，長者亦可祝福身邊的鄰舍(無論是
長者、成年人或青少年)，繼而邁向完成「築福社區」的
美麗大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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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起動夢想、跨越成長                               羅國興 發展幹事

於18/19年度，我們參與了香港電台「社區廣播服務計劃」，去年主題是「我唔係老餅」到今年「起
動夢想、跨越成長」。好開心能再與一班長者同年青人一同發聲、發夢！正正透過參與製作13集的
廣播劇及訪問，發掘和組織退休長者、年青人和一班有人生歷練的老友記，一起尋找人生的意義和
建立另類的生活模式。正如一位退休長者銓錦在接受訪問時話:「我以前係做出納員，真係諗都無諗
到自己可以開咪!做廣播劇又做主持啊!做主持確實係我既夢想」。另一位是已90歲的長者蕙芳:「我
已經九十歲啦，仲有咁既機會?由最初無信心到踏入錄音室第一步，感到好新奇…感到自己好似年輕
左…哈哈哈…。」

今次有35位長者、25位年青人和小朋友一同參與製作，他們與長者一起綵排、錄音、遊戲都使到彼
此有交流機會及正面的體驗，可謂達致共融的果效。
我們今次還加入了在錄廣播劇前的5個體驗活動，包括打泰拳、遊戲無限、深水埗導賞團、三門仔
漁民生活體驗及參觀兒童中心之旅，希望他們在表達廣播劇時更投入角色，用活潑感情來演繹每集
的故事。在此真的很感謝在體驗課裡義務教授長者的導師們！還要多謝每集抽出寶貴時間接受訪問
的嘉賓，最後多謝廣播劇班導師及製作人揮SIR及創作歌曲的年青人及錄音室工作人員、撰稿員等，
使到我們在8個月時間製作13集精彩廣播劇。這個夢想旅程我們還繼續一起進發--「前面有樂」！試
想：我們所經歷的人生旅程中，何時會向生命列車的司機叫：「前面有落(樂)」？我們的假設是：
每當我們想有所改變時，生命的前面便會有了變化--「前面有樂」！

感謝一眾嘉賓接受訪問 香港電台來為長者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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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兩中心長者一起取畢業證書 個個都有型有款

體驗活動之三門仔遊 長者到樂民童中心參觀及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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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文敬老中心

改潮換代                   王嘉文 中心主任 

隨著高齡人口的上升，長者鄰舍中心於地區上扮演的角色亦越來越

重要，所需兼顧的服務亦越來越多。除了以往的服務組群外，亦要

迎接一班年青的退休人士，以及一班逐漸體弱的年老長者及其照顧

者。故此，中心在過去一年以「改潮換代」為主題，希望配合年青

長者的需要及帶動年長長者挑戰自己，嘗試新事物。同時，因應社

署於服務人手上的提升，中心亦加強了對認知障礙症患者、體弱長

者及護老者的照顧支援，以回應地區需要。在面對地方不足而服務

人數不斷上升，以及服務面向增加的情況下，對中心而言確實是很

大的挑戰。然而在各位長者的支持及各同工的努力下，冀望中心能

夠繼續與長者同行，把適切的服務帶到社區。

社區特色及服務簡介 

中心位於銅鑼灣勵德邨，普遍長者對於新事物

的接受能力亦較高，樂於學習，故中心會因應

長者需求舉辦各類多元化的班組活動。而今年

亦以「改潮換代」為主題，向長者介紹不同的

新潮玩意及新事物，讓長者體驗，希望能夠做

到與時並進，與時代接軌。

同時，因應區內長者人口老化情況，中心亦加

強對於體弱長者、獨居長者及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支援，以回應社區需要。

王主任祝福一班長者

勵德邨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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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就

中心過去一年積極拓展社區團體的結連，今年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長者綜合疲勞管理計劃」及「改善長者

平衡力鞋履計劃」，希望透過實證提升長者的健康管理。同時亦與公開大學合辨「長青活學計劃」，為長者

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為加強發掘邨內隱蔽長者，今年起亦與房屋協會合作外展活動，共接觸186戶非中心

會員之長者。另外，亦與不同的商界企業、教會、地區伙伴等合作大大小小的活動，以動員社區人士對長者

的支援。

一同來做伸展運動

精彩的俄羅斯之旅

玩木球可鍛鍊眼界

長青活學活計劃

Final book report.indd   9 11/11/2019   15:58:21



10

服務使用者成就

隨著本年度「改潮換代」的主題，中心鼓勵會員最少嘗試一樣新活動，挑戰自己。今年中心舉辦手鐘班、
扭波班、飛鏢班、廣播劇班、保齡球、俄羅斯之旅、照顧者華麗舞台、參觀樂齡科技展等活動均希望長

者能夠勇於嘗試。會員都很欣賞中心為自己定下這個目標，讓他們接觸新潮事物。同時，由長者會員籌組

而成的長者委員會亦繼續發揮其職能，作為會員與中心溝通的橋樑，並服務會員，讓長者有充權的機會。
而本年度中心義工的總服務時數亦超過3200小時以上，達致老有所為並服務社區。

照顧者同行  

護老者服務今年就著「生命教育」的主題加強落墨，讓長者及其家人多認識相關主題。過去一年曾透過講

座、微電影分享、體驗活動、參觀、遺照造形拍攝、生命故事等各類形式加強參加者對於「生.死」的反

思。當中亦涉獵到有關生命規劃、預設醫療指示、平安紙、持久授權書、各類殯葬服務、心理調適、晚

期照顧等課題，讓長者及家人共同面對。此外，中心亦維持與不同的醫護團隊合作，加強護老者於照顧技

巧上的培訓。並提供各類舒壓活動讓體弱長者及護老者參與，以保持健康身心。

生命之旅 園來有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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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樂

長者表演手鐘樂器

有益身心的行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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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勇於創新，豐盛人生     曾美怡 中心主任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的年度主題為「勇於創新、豐盛人生」，
期望讓長者有新的體驗，得享豐盛人生，故舉辦了不同類型

的活動，經歷不一樣的體驗。例如到紀利華木球會，與前香

港代表隊隊員同場試玩硬地滾球、到農莊親手製作及焗製薄

餅、月餅製作體驗活動、藝術創作活動如油畫、園藝及藝術

小組等。為了提昇長者的安全意識及自我保健知識，中心亦

舉辦了實用的課程，如急救班、中醫講座等。
因應社會福利署增撥資源並回應社會需要，中心舉行了一系

列「認知障礙症」訓練活動，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家人提供

支援服務，向公眾推廣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建立認知友善

社區。
為了提供更完善及優質的服務，中心於2018年12月至2019年

3月期間進行了大型裝修工程，優化中心的服務設施，營造

一個温暖舒適的環境予服務使用者；我們邀請了區內不同的

持份者及會員，合力為中心創作一幅特色牆，令大家更添歸

屬感。盼望中心與區內人士有更緊密的接觸，為油塘街坊、
長者及其家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共建關愛和互助的社

區。

社區特色及服務簡介

油塘是一個老齡化的社區，由公屋、居屋和私人屋苑組成，
區內雙老及獨居長者家庭佔多數，人均收入及社經地位較

低，普遍生活較貧乏。有見及此，本中心提供多元化的服

務，迎合不同社區人士的需要，包括中心及外展服務，活動

收費便宜，鼓勵長者多參與活動，擴闊生活及社交圈子，享

受豐盛的晚年生活。此外，因應社區需要，中心會為長者發

掘合適的物資贊助，為長者提供日用及飲食需要，有助減輕

長者的經濟負擔。 曾主任頒獎給冠軍長者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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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就

中心著重與社區的聯繫與區內多間教會及學校、機構及團體等建立長期伙伴關係，成立社區義工隊，定期合

作舉辦活動、提供義工訓練及安排探訪，讓中心成為長者與社區結連的橋樑。本年度中心更獲邀成為「賽馬

會屋苑關顧護老計劃」協作伙伴，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中心亦提供多元化的活動，發掘長者的興趣，不

因年齡的限制，仍能充份發揮他們的潛能。
本中心於2018年度積極參與義務工作，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金狀」。

服務使用者成就

本中心的長者義工隊熱心社會服務，其中２位義工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金

狀」。中心最年長的義工，已年屆96歲，仍然積極參加中心活動及投入義工服務，深受大眾歡迎，大大鼓舞

了其他長者參與活動及義工服務的動機。
長者透過中心舉辦的活動，發展不同的興趣，如藝術、園藝、廣播劇等，參加者表示參加活動後，變得開

朗，由認為自己沒有天份及能力，到發掘到自己的優點及潛能，從而建立自尊自信。

玩把戲遊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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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舞班在聖誕聯歡會中表演

新鮮出爐月餅 急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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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同行

護老者支援服務貫徹「勇於創新，豐盛人生」的理念，於本年度提供了專業支援服務，為護老者及有需要護

老者提供創新的服務及活動，讓照顧者認識社區資源及紓緩壓力，促進身心精神健康。例如由園藝治療師教

授園藝治療小組、中醫師主理的痛症支緩小組、禪繞畫工作坊、藝術小組等；定期舉辦護老者茶聚，分享與

照顧長者有關的資訊，並提供復康用品租借服務、看顧服務及護送服務，協助及支援護老者的需要。

護老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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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文敬老中心服務統計

其他服務 小組活動

會員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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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服務統計

其他服務 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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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捐款 活動收入 社署資助 其他資助 其他收入

HK$

活動支出 員工薪金 租金 其他支出 折舊

2018-19 財政報告

年度收支報告 4/2018-3/2019

收入
0.45%

11.7%

54.5%

27%

6.3 %

捐款:     $   75,797 
活動收入: $1,983,557
社署資助: $9,205,787
其他資助: $4,568,097
其他收入: $1,070,325

總收入  : $16,903,563

活動支出: $2,454,165
員工薪金: $6,938,897
租金:     $  419,376
其他支出: $1,570,562
折舊:     $4,245,146

總支出:   $15,628,146
盈餘:     $ 1,275,417

支出

2.68%

10%

27.1%

44.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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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民政事務總署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維修義工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怡邨屋邨辦事處
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警察民歌結他會
香港警務處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
觀塘區議會
鯉魚門邨屋邨辦事處
衛生署
香港房屋協會樂得耆所計劃

贊助基金/機構
Goji Studios
日新慈善教育基金
人間有情慈善基金
吹水山谷
香港電台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卓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署 (電器轉贈計劃)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紀利華木球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榮華慈善基金
張玉珊慈善基金 
膳心連 (Foodlink )
樂恩慈善機構有限公司
惜食堂
衞安集團
耀陽行動 (Sunshine Action)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td.
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津路國際有限公司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撒隆巴斯久光製藥株式會社
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敬老院

義工機構/團體
123行動
32 Learning
Index Design Ltd.維修隊 
香港影視明星體育協會慈善基金
義務工作發展局
建祝/足印/debug 聯盟 
足印義工團
香港讚美操協會

合作機構/團體
RMG - Ray’s Muaythai and Fitness Gym
Running Man Athletic Club
Play Infinity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td
Science Infinity 
聖雅各福群會SOW Good 正向品格教育館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家庭福利會 
中英劇團世藝劇社
大坑坊眾福利會大坑青年中心
仁濟醫院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
明愛成長天地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香港老年學會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香港愛笑俱樂部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民兒童及家庭綜合活動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銀杏館
眼鏡88有限公司
關護長者協會
灣仔區防火委員會
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個人
江美儀大律師
呂東孩議員
林兆強先生
姜培莉小姐
凌雁兒小姐
張琪騰議員
謝淑珍議員
黎樹濠議員
趙傑文會長
張威臣先生
楊瑞雲小姐
蕭國華先生
李文龍議員
楊雪盈議員

教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百德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油塘堂
香港宣教會恩溢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怡堂
繖民網絡教會

學校
保良局莊啟程幼稚園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怡幼兒學校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瑪利曼小學
瑪利曼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鳴謝
衷心感謝各團體義工、服務單位、個人、機構及及公司贊助商對本機構長者中心之慷慨贊助和支持。鳴謝名單未能盡
錄，各位的善心已印在每位長者及家人心裡面。(按類別及筆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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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36號3樓

電話:25709395  傳真:25709299
網頁:www.hkcmis.org

莊重文敬老中心
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道36號德全樓112-118號

電話:25661448   傳真:25711846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36號3樓
電話:25709395  傳真:25709299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九龍油塘高超道高怡邨高遠樓地下1及6號

電話:27177491   傳真:27093563

Hong Kong Christian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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