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基 督 教 培 道 聯 愛 會
HONG KONG CHRISTIAN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Y

since1903



1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宗旨、使命及架構...............................P.1
董事及職員名單..................................P.2
走過一個世紀......................................P.3
總幹事的話..........................................P.4
築福社區 2.0.......................................P.5
社企雛型：忘憂HUB（前「解憂咖啡店」）......P.6-7
全新登場培道一家...............................P.8-11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護老同行篇..........................................P.12-13
智友同行篇..........................................P.14-15
關懷同行篇..........................................P.16-17.
晚情同行篇..........................................P.18-19
夥伴同行篇..........................................P.20-21

莊重文敬老中心
護老同行篇..........................................P.22-23
智友同行篇..........................................P.24-25
關懷同行篇..........................................P.26-27
晚情同行篇..........................................P.28-29
夥伴同行篇..........................................P.30-31

會員心聲.............................................P.32-33
職員心聲.............................................P.34-38
財政報告.............................................P.39
鳴謝....................................................P.40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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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介

機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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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董事會

總會

莊重文敬老中心 其他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社會服務
策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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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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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會...........................................................................

. 總幹事：.黃倩碧.................................

. 行政主任：.陳美韞

. 發展幹事：.羅國興

. 個人照顧員：.陳旭

.咖啡調配師（半職）：.湯美玉（01./.2021 入職）

. 中心助理（半職）：.鍾惠琼（05./.2020 入職）

莊重文敬老中心
. 主任：.王嘉文.....
. 社工：.黃家麗.........................................................
. 社工：.黃錦萍..
. 社工：.黃頌寧
. 社工：.黎俊傑.
. 社工：.吳梓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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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臨時合約活動助理：.周思樂（03./.2021 離職）

蕭莊秀純女士 李妹妹女士

李飛力先生 翟浩泉牧師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 主任：.曾美怡
. 社工：.沈智偉
. 社工：.楊祈敏
. 社工：.蔡惠玲
. 社工：.李惠芬
. 社工：.曾嘉倩
. 行政幹事：.彭結池
. 活動幹事：.湯美玉（6./.2020 離職）
. 福利工作員：.梁連珍（6./.2020 入職）
. 活動助理：.陳婷欣
. 臨時合約活動助理：.張海倫（12./.2020 入職）
. 中心助理：.鄧玉兒（12./.2020 離職）
. 中心助理：.葉秀英（01./.2021 入職）

董事及職員名單
走過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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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和家訪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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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長者事工日益關注，先於 1961 年開辦沙田敬老院，又
於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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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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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本會能配合急速轉變中的社會需要，結合創新科技及社區不同的資
源來服務長者，走進社區、服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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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由 2020 年開始至今，全球的人民都經
歷了不一樣的時刻和不一樣的挑戰！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是信仰的紀元，也是懷疑的紀元；
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1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強調，無論身處怎樣的
時代，總會有一批人脫穎而出，對他們而言，時代是怎
樣的糟糕，他們只管努力奮鬥，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
這批脫穎而出的人，不代表他們更有權力、更有錢或者
更有學識；往往是一班在社區裡默默耕耘、努力不懈的
基層、小朋友或長者。

正如在兩中心參與活動的老友記，去年因疫情比
較嚴峻，大家一起經歷了沒完沒了的疫情！最嚴峻時，
中心的活動和班組都暫停了，老友記和照顧者困在家裡
怎麼辦？眼見他們在 2至 3月都努力地排隊撲口罩、大
家都發揮了最佳的通報及互助網絡，一齊搜尋口罩供應
商，無論是中心義工、合作團體、同事間的網絡等，都
發揮著互相幫助和分享的功能。

猶記得在最嚴峻的 2 至 3 月期間，Kick.Boxing.
Ray.sir.不但主動送來搓手液和酒精，也帶來一班義工

朋友一起在勵德邨和高怡邨派發防疫物資，
他們更到戶送贈防疫包給一些較體弱的老
友記；當口罩慌和搓手液慌過去了！大家
又發覺呆在家中，變得腦筋更不靈活、心
情也變得越來越低沉！中心服務卻開放無
期，同事們亦各師各法：除了動員義工致電
慰問之外，亦開始教授長者用WhatsApp,.

Facebook.及.YouTube 來接收資訊，後來更教授老友記
用 Zoom來開會和學習，對於沒有數碼手機的一班老友
記，我們只有還原基本步，將慰問咭、月訊、預防認知
障礙的練習簿及手工材料包等入信箱或寄給他們。讓他
們知道中心各同事和義工都十分掛念他們。

在社會服務方面，因應疫情突然來襲，大家各師各
法來維持服務，令服務更精彩！現在疫情較隱定，中心
例會和小組仍然以實體和網上同步進行，讓不能到中心
的老友記也有多種選擇！一位護老者表示：社工的一句
慰問和加油，讓他 /她重新得力！資訊短片亦可以在 24
小時內隨時收看！方便好多！

大家都是脫穎而出的一群精英！是你們創造了、開
濶了各人的眼界！老友記：你們永遠不是弱者。

1. 查爾斯．狄更斯著 1859 文怡紅譯《雙城記》立村文化出版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黃倩碧..總幹事

目標及內容
「築福社區」計劃活動由於疫情關係，義

工不能實體上堂及作到戶訓練服務長者，因此
我們轉為透過以網上形式授課，並且服務對象
以護老者為主。深感疫情下
護老者比以往更大壓力，故
此目標以電話慰問形式，與
照顧者傾訴照顧長者的壓力
為重點，從而紓緩壓力，同
時也加強中心在疫情期間
的護老者支援工作。

義工完成 6 堂訓練課程後，每位
長者經由中心評估後，會安排每位義工
為護老者提供最少 8至 10 次電話慰問服
務，盼望在疫情的陰霾下，讓他們感到被
社區人士關懷，與他們同行。.

計劃成效
兩中心完成義工訓練的社區人士共 53 人，義工訓

練達 314 人次，提供 255 次的義工慰問服務，平均每人
完成約5至6次的慰問服務，服務對象共44名護老者。
服務以一般健康問卷（GHQ-12）作服務前後評測，結果
顯示整體參加者接受電話慰問後的GHQ平均分有改善，
分數下降約 10%至 15%。逾半數參加者認為自己承受
的壓力較以往低，壓力分數下降逾一成。.

同時，計劃招募了不同的
社區人士，包括：在職人士、
退休人士、年青長者及大專學
生。訓練主要由社工、職業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護士安
排，內容較以往作出修訂，環
繞體弱長者及患認知障礙的長

者面對的問題，同時也作出部份修訂，如增加
電話慰問技巧及支援照顧者的資訊，讓義工能了解如何
進行電話慰問，也能為照顧者面對的問題，提供専業的
建議。

來年展望
21/22 年度的計劃：有鑑於中心服務受疫情影響

而需要考慮以網上推展，同時也希望讓不同需要的群
組受惠，故此「築福社區 3.0」會因時制宜，教導長
者使用智能手機，使長者在家中也可與外界聯繫，
了解更多外間資
訊，為長者提供

更多遙距支援。計
劃招募學生義工或懂
使用智能手機的年青
長者，期望以「Train.
the.trainer」的概念讓
更多人受惠。

築福社區 2.0

為社區人士提供義工訓練

義工黃麗貞分享參
加築

福社區計劃的心得

第一堂網上義工
訓練工作坊

築福社區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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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解憂咖啡店」）

社企雛型：忘憂 HUB                                                                                                       

「解憂咖啡店」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城市人及照顧者一
個減壓和唞一唞的地方。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來襲，
想不到「解憂咖啡店」準備開展業務時，卻遇上嚴峻的疫
情。全球人心惶惶，銅鑼灣本來熱熱鬧鬧的地方，也變
得人流稀少，我們所預備的興趣班，也要暫時擱置了。

過去一年，在這個「新常態」下，「解憂咖啡店」因
著疫情時好時壞，我們的課程又宣傳又開班又暫停！然
後又 Lock.Down（封城），漸漸人人都習慣了！.

在「新常態」下，亦展開了一些不同類型的興趣
班，有伸展運動班、迷你盆栽、鈎織班、泰拳班、自彈
自唱電子琴班，及園藝治療小組，當中接觸了約百多位
社區人士。

從分享會或興趣班當中，讓我們認識及接觸
到當中有些退休人士、年青人或在職人士，他們來
到咖啡店上堂時，都表達地方很舒適和美觀，鄰
近地鐵十分方便，是一個很好的共享空間。他們
會好奇地問咖啡店何時有咖啡提供等？這樣可以
藉此與他們分享咖啡店理念、目的，以及推介課
程讓他們認識，他們除了表示我們的地方很漂亮
外，有些更表達很欣賞及認同我們的理念。

盼望「解憂咖啡店」能繼續為更多社區人士結連及
服務。.

社企雛型：忘憂HUB                                                                                                       
解憂咖啡店

一齊來伸展

老師用心教同學

伸展正確姿勢

各人都分享著種植的
樂趣

大家都投入種植

同學作品「苔玉球」

同學作品「微景觀」

手機攝影分享會

泰拳班好有氣勢

同學能在堂上完成
心愛的作品

他們都用心地織織復織織，織出可愛的公仔

忘 憂 H 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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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登場培道一家

培道一家新全 場登

在此，讓我為大家介紹以下幾位脫穎而出的精英啦！
佢哋由今年開始，加入咗培道大家庭呀！
下面的漫畫，由真人真事編繪，請細心欣賞！

角色：.護老者
姓名：.小英
性別：.女
年齡：.40.+
職業：.全職文員

角色：.服務小天使
姓名：.培道仔
性別：.未明
年齡：.100+
職業：.天使

角色：.會員
姓名：.張老師
性別：.女
年齡：.60.+
前職業：.老師

角色：.隱蔽長者
姓名：.David
性別：.男
年齡：.70 歲左右
前職業：.老闆

係呀！我係培道仔，最
鍾意同人傾偈同埋陪你
一齊 Hea. 吓！有時去
「忘憂 HUB」飲杯咖啡！
唞一唞！

Hi,.我…我…係小英呀！我
成日都好忙！有時，阿媽又
唔聽話，唔肯去返學 ( 日間
中心 )，好在有中心姑娘鼓
勵吓我咋……

角色：.認知障礙症患者
姓名：.Mary
性別：.女
年齡：.80.+
前職業：.魔術師

我就係大隻佬
Chan.Sir ！

會員（張老師）
60歲或以上人士提供多元

化服務及活動，以使長者能善用
餘暇、發揮潛能、促進身心社靈
健康發展，享受豐盛晚年。

義工（陳 Sir）
中心鼓勵任何年齡人士、

公司及團體等參與義務工作，
提供義工培訓，組織義工隊推
行不同服務，關懷社區需要。

認知障礙症患者（Mary）
提供多元化的訓練活動、諮詢

及評估服務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及
其家人。中心亦透過公眾教育，提
昇社區人士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

隱蔽長者（David.伯伯）
以外展方式發掘缺乏支援及

低求助動機之長者，配對合適服
務，並連結不同團體予以支援。

護老者（小英）
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目的是

協助、支援需要照顧長者的人
士，為護老者提供情緒輔導、各
類培訓課程等，共建互助網絡。

角色：.義工
姓名：.Chan.Sir
性別：.男
年齡：.50.+
職業：..自由身，是位

拳擊教練

培道仔
宣揚基督福音訊息；

推廣德智體群四育；發揚
基督互愛精神；服務社會
造福人群。

仲有我 Mary. 呀！今次玩把
戲，我成功拉咗 David 仔嚟
中心拎口罩同一齊上堂呀！

Hi,.我係張老師，而家疫情緩和啲，
我最鍾意同大隻佬 Chan.Sir 打吓交
道，經常都會去中心見吓老友記架！

我叫David……
( 心想：唔好阻住哂
我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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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登場培道一家

友 里 有 我 護 里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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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護老者投入車縫布口罩，
值得欣賞！

護 老 同 行 篇
護老者支援服務

本年度受到疫情及限聚令影響，中心職員
透過電話慰問及送贈防疫物資，為護老者提供
適時幫助，紓緩照顧壓力，並注入新思維，透
過不同網絡，讓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與
外界保持聯繫，了解社會及中心的情況，
同時亦舉辨手機應用小組，鼓勵他們學
習使用智能手機，利用 WhatsApp 和
Zoom等應用程式及網上平台參與活動。
中心亦增設護老者群組，透過群組交流
經驗及互相支持，社工會於群組中解

答護老者服務查詢及發放最新資訊，分享照顧技巧及抗
疫小貼士等。

透過製作不同的教學影片，讓護老者安坐家中亦能
參與活動，如「運動樂耆年」短片，讓護老者能學習新
穎及合適的在家運動，鍛鍊身體保持身心健康；拍攝短
片如手工製作「中秋節懷舊燈籠工作坊」，參加者跟隨導
師的指導及提供的材料包，製作懷舊燈籠，感受節日氣
氛。其他網上舉行的小組活動如：Hi-Touch 機械人及數

碼健康管理小組、藝術樂繽紛、園藝治療教室系
列等，讓護老者能透過五感治療和新奇有趣活
動，提升創意及自我效能感，並強化其手眼協調
及專注力，從而增加面對疫情困境的解難技巧。

中心亦舉辦預約實體小組活動，讓一些沒有或不
懂使用智能電話的護老者參加，如緩痛紓鬱香薰治療小
組、毋忘我工作坊、製作「長者人生故事相簿」等，使
他們在疫情下仍可得到放鬆，紓緩壓力。在口罩短缺期
間，中心招募了一些對車衣有認識的護老者，參與「金
齡縫補寶」班組，學習製作布口罩，並將製成品送贈長
者及有需要人士，達致助人自助，成效理想。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護老者與家人共同製作
「長者人生故事相簿」

原來藝術咁好玩！

護老者專心投入
園藝治療活動

為太太做「香薰治療
按摩」，

溫馨地按到入心！

12

統 計 數 字
護老者服務
服務人數：310人
活動及小組：48.個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服務人數：52人
活動及小組：23.個
支援服務：118.人次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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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智 友 同 行 篇

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中心於疫情下未能舉辦小組活動，面對不少挑戰。

有見認知障礙症患者缺乏訓練下，認知功能及身體機
能上也有退化的跡象，中心遂將活動轉為派發健腦習
作及拍攝運動短片，讓一眾患認知障礙./.有記憶問題的
長者能夠繼續接受訓練，延緩認知功能及身體機能上
的退化。

疫情稍緩時，中心也重新開辦不同訓練小組如：玩
把戲班及腦友工作坊，讓長者能夠在中心進行認知刺激
訓練。同時也與其他機構合辦機械人運動體驗班，讓長
者能夠體驗樂齡科技的訓練模式。另外，中心也與區內
專門提供認知障礙症訓練的服務單位，合辦一系列照顧
者支援工作坊，讓照顧者了解更多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心法和技巧。有見中心照顧者對支援服務的需要，中
心也舉辦了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由中心社工及註
冊護士，為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介紹減壓方法，也為他們
建立分享平台，加強支援網絡。

照顧者表示活動能夠讓他們更了解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需要，同時也希望繼續接收認知障礙症的資訊，故此
中心增設了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月會，給予照顧者更系統
化的支援。

疫情雖然使中心活動推行上有困難，但是也促成了
新的活動模式。中心舉辦了更多網上講座及訓練，如：
首次以網上形式，訓練中心義工掌握遊戲安排的技巧、
與教會及中心長者委員會，舉辦了認知障礙症講座等，
同時也繼續推行為物業管理人員及互委會成員，提供支
援區內認知障礙症人士訓練的「護老同行計劃」。

為患認知障礙的長者提供到戶訓練

參加腦友工作坊安排

的個別訓練

參與機械人運動體驗班

為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

提供照顧技巧訓練

統 計 數 字
認知障礙症相關服務
社區教育及訓練人數. 307人
社區教育及訓練活動. 12個
認知障礙症患者訓練及活動. 21個

?
?

為長者提供認知評估

拍攝居家運動短片

玩把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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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關 懷 同 行 篇

隱蔽長者及個案
在疫情初期，物資短缺及訊息混亂，不少長者對

資訊科技不熟悉，尤其隱蔽長者，只靠道聽途說，令他
們十分擔心徬徨，故此更加不願外出。有見及此，社工
透過緊密的電話慰問，關顧有需要長者及個案的需要，
提供實際協助及防疫資訊；同時中心亦積極搜羅防疫物
資，透過不同途徑，送給隱蔽長者及有需要之個案。中
心亦曾協助有需要個案申請物資及服務，如電器維修或
申請二手傢俬電器。

中心更定期安排義工探訪，舉辦活動予隱蔽長者及
相關個案，鼓勵他們融入社區，擴闊社交及支援網絡，
又與不同持份者合作，為長者提供支援或轉介服務。因
為疫情關係，長者義工不能到戶探訪，中心聯繫了明愛
專上學院健康科學院護理學系學生，上門探訪長者，送
上防疫物資及禮物，並教授他們防疫知識。

疫情期間，中心多次在鯉魚門邨及高怡邨
派發防疫物資，並派發防疫傳單、口罩及消毒
紙巾予邨內居民。社工定期在鯉魚門邨互助委
員會辦事處與居民開會，介紹最新社區資源服
務予隱蔽長者或體弱個案。

因為疫情不穩定，社工定時探訪個案，
了解個案有否足夠防疫物資 鯉魚門邨支援服務

統 計 數 字

隱蔽長者個案人數. 54
輔導個案人數. 122
評估.(MDS-HC) 人數. 36

護理系學生探訪獨居
及有需要長者

鯉魚門邨支援活動

協助申請二手電器

到戶探訪，送贈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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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晚 情 同 行 篇

會員服務
過去一年，大家都處於不安惶恐之中，受疫情影

響，大部分時間都只能留在家中避免外出。疫情也為
大家帶來不少的挑戰，而且少了很多樂趣。有見及此，
中心為長者準備了充足的防疫物資及禮物，與大家一同
努力渡過疫情的考驗。同時，中心的活動形式也隨之改
變，大部分活動均以網上形式進行。雖然艱難的疫情帶
給了大家各種不便，但職員都謹守崗位，為長者舉辦各
種多姿多彩的小組和活動，促進身心靈發展。健康及教
育方面，舉辦健康講座、運動班及學習資訊科技應用的
班組，例如：活力強肌運動帶操，長者電腦班及手機班
等。這類運動班組，致力專注訓練長者的大小肌肉肢體

活動及手腳協調，同時亦有助提升長者的記憶力，考驗
腦筋靈活和認知。電腦班有助拉近長者和科技的距離，
認識如何使用電腦，讓長者發掘使用科技產品的樂趣、
發展新技能、提升自信心，以及體驗「活到老、學到老」
的目標。

在心靈發展方面，多元化的藝術性及手工藝活動，
例如：流體畫、輕彩繪、禪繞畫、和諧粉彩等，有效減
輕長者於疫情下的緊張情緒，紓緩壓力。特別是從創作
的過程中，體會和諧安靜的時刻，嘗試讓自己的心境在
煩擾的一天平靜下來，安定心神。長者們能在創作屬於
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中，找到成功感，同時學習欣賞及
認同自己。中心亦與各位會員進行電話慰問，聆聽大家
在疫情下的需要及擔憂。中心各班組得以順利舉行，有
賴會員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共創有意義和正向的生活。

長者瑜伽操

長者電腦基礎班

「釋放與希望」和
諧

粉彩體驗工作坊 統 計 數 字

會員人數
986

年齡 男 女
■ 60-69. 45. 163
■ 70-79. 109. 331
■ 80-89. 81. 212
■ 90 或以上. 9. 36

. 244. 742

活動類別 舉辦次數
社交康樂及健康教育活動. 119男會員 女會員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輕彩繪體驗活動.

靚靚絲襪花

手機攝影班

押花八達通套

永生花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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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夥 伴 同 行 篇

義工服務
中心招募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參與義工服務並

提供培訓，組織義工隊推行不同服務，增強長者自
信心及發展個人潛能，從而提昇長者自我價值。
疫情期間，長者義工不能上門探訪，故安排到中
心透過電話慰問有需要長者，由社工跟進個別長者
的需要。其次，長者義工也積極
學 習 使 用 WhatsApp、Zoom 或
Facebook 等網上平台及媒體，即
使未能外出亦能參與活動，保持
聯繫。

社區義工服務主要與不同的
團體合作及招募 60 歲以下的社區人
士，透過不同的形式：如舉辦活動、
表演、探訪和電話慰問等，關心本
區有需要的長者。因受疫情影響，
義工服務形式有所轉變，社區義工
主要協助包裝及派發物資，及以電
話關顧長者。疫情下，更成立了一隊
「車縫布口罩特工隊」，在口罩短缺時製
作超過 2,000 個布口罩送給區內長者、
護老者、保安員、清潔工友，以及有需要人
士，共渡時艱，極具意義。

中心與宣道會油塘堂合作多年，安排義工定
期探訪或透過電話關顧獨居或雙居長者，與他們
建立關係，藉此彰顯主愛，傳揚福音。因疫情關
係，原定的活動計劃未能舉行，亦未能到戶探訪
長者。義工透過電話慰問或到戶外與長者見面，

關心他們的身心靈需要。若長者有特別需
要，義工會立即聯絡中心，由中心作出支

援，令長者感受到被關
心。今年有 30 位接
受探訪的長者，其
中兩位伯伯決志信
主，並由宣道會油
塘堂葉牧師主持受
洗儀式，非常感恩。

中心在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初與「生命熱線」合
辦多項活動，包括：由義工送贈月餅給獨居及有需要長
者，與眾同樂；舉行「生命共行」義工訓練計劃，透過
五堂訓練，藉著角色扮演，掌握探訪長者的技巧；舉辦
「預防長者自殺」和「長者抑鬱我要知」社區教育講座，
讓長者關注自己的情緒，和認識紓緩情緒的方法。

中心長者義工學習捲紙花
，做成慰問卡，

寄給有需要長者，以表關
懷

「生命共行」義工訓
練

統 計 數 字

活動類別 舉辦次數
義工訓練. 53
及服務

義工人數（人）
長者義工

261
年青義工

152

義工協助派發物資

社區義工電話慰問長
者

義工送上防疫用品
及物資給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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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材料包及教學影
片，讓護

老家庭製作賀年花擺
設

莊重文敬老中心

護 老 同 行 篇
護老者支援服務

2020 年初，面對前所未見的新冠病毒，長者作為
高危一族均不敢外出，許多社區照顧服務也被迫暫停或
有限度開放。在經常困在家中的情況下，令照顧者壓力
倍增，大家的焦慮及抑鬱情緒也大大增加。另外，醫院
和院舍在疫情中，謝絕一眾家屬的探訪，令一班護老者
憂心忡忡，未知在院內的長者情況如何。為此，中心的
護老者服務在過去一年特別關顧護老者的情緒。

社工同事增加了電話及WhatsApp的支援及慰問，
亦安排「築福社區」青年義工定期致電護老者以作關顧。
中心又分別舉辦「疫情下的禪繞之道」及「護老HO.HA.
HA」兩個系列的活動，讓護老者把疫情下所面對的照
顧壓力，或焦慮不安情緒放下。考慮到部分長者
因家居照顧服務被暫
停，護老者未必認知
如何處理長者之日常
訓練，中心亦安排手
工材料包、個別到戶
指導及網絡視訊分享等
等服務，支援護老者照
顧日常。

莊重文敬老中心

「變幻原是永恆」！服務亦應該因
時制宜，迎合新變遷和挑戰。為加強
長者及護老者對網絡科技的應用，中
心在疫情放緩時，開辦多個『「護」學
「護」用手機 APPS』課程，教授及分
享智能手機的運用，讓護老者們能夠
在家抗疫的同時，也能從社交平台獲
得資訊及娛樂。最重要是讓他們能懂

得使用網絡軟件進行會議，從而參加中心的網上活動。
更感恩的是，中心亦在疫情的這段時間裡培訓了一班護
老者作為 KOL，讓他們學習拍攝、主持及製作影片等知
識，透過影片帶領其他長者能夠「用眼睛去遊玩」，及將
更多資訊帶給大家！

統 計 數 字
護老者服務
服務人數：194人
活動及小組：33.個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服務人數：68人
活動及小組：12.個
支援服務：61.人次

護老者於網上學習繟
繞畫

E.KOL 正在拍攝

護老者 KOL 上課情況

到戶訓練

製作護老者家庭月曆
，

讓長者保存真摰回憶

繟繞畫學員分享心聲
香 港 基 督 教 培 道 聯 愛 會 莊 重 文 敬 老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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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文敬老中心

智 友 同 行 篇

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過去一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實體活動大幅減少，中

心部分活動亦轉為線上服務。透過 Zoom舉辦多個公眾
教育活動，包括：

中醫與腦退化症.——.從中醫角度預防認知障礙症
及介紹健腦食材；

智‧享生活講座.——.以多元的生活方式延緩認知
衰退，為認知障礙症人士規劃未來，包括：財務預算、
法律及醫療等；

耆義智醒運動訓練.——..由物理治療師示範，利用
家居設備進行肌肉及伸展運動等等。中心亦為認知缺損
長者準備家居訓練工作紙，以讓長者可以在家訓練。

這些教育工作都能讓長者及護老者安在家中亦可以
參與。同時，中心亦改革月訊內容，每期均有相應篇幅
介紹認知障礙症的相關知識，讓更多會員有所認識。

為加強地區人士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中心積極推
行社署「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訓練邨內「認知友善
大使」。同時亦推行「護老同行計劃」，為物業管理人員
及互助委員會成員等提供訓練，以讓社區人士學習，如
何識別不同需要的護老者及長者，尤其於疫情期間，大
家減少了社交外出，情緒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故此
更需社區人士協助觀察長者需要。

為患者家屬提供的服務方面，中心今年與中文大
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合作了三期「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修身堂」，由護士教導認知障礙症照顧者學習照顧技
巧，應對照顧壓力及處理情緒；又由社工舉辦「愛從不
退化」小組，以敍事治療手法，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
能檢視自己的照顧經驗，肯定自我價值。

統 計 數 字
認知障礙症相關服務
社區教育及訓練人數. 112人
社區教育及訓練活動. 10個
認知障礙症患者訓練及活動. 11個

?
?

線上教育活動

職員投遞認知訓練
工作紙於長者信箱

長者進行「智腦友
」訓練

中醫食療線上講座

輕彩繪課堂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修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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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文敬老中心

關 懷 同 行 篇

隱蔽長者及個案
在疫情初期，面對物資短缺及負面新聞不斷，尤其

隱蔽長者對於資訊的不掌握，都令他們感到十分徬徨及
憂慮。因此，中心努力從各界搜羅防疫物資，並透過不
同途徑，送給隱蔽長者及有需要之個案。社工於這段時
間亦加強電話層面的關顧，處理長者的需要。

與此同時，因不少家居照顧服務及日間中心均需
要暫停或減少到戶運動和訓練等非緊急服務，令一班隱
蔽長者及個案在健康管理上的支援受阻。中心社工聯同

與播道會同福堂同工合影

護理員提供到戶訓練

與區內各團體合作

活動，發掘隱長

.職員拍攝健腦影片，
讓個案於家中練習

義工進行「洗樓」探訪

統 計 數 字

隱蔽長者個案人數. 64
輔導個案人數. 114
長期護理評估.(MDS-HC). 58

護理員，於今年度提供短期的到戶支援服務，向較體弱
的隱長及輔導個案提供健康和運動指導、手工製作等活
動，以使長者能夠保持身心健康面對疫情。

為強化隱蔽長者及個案的社區支援，中心今年和播
道會同福堂合作——「愛您‧愛里」社區支援計劃，由
教友向 300 多位隱長及經濟困難之長者，提供關顧訪談
及資助餐飲代用劵，以提供情緒及短期經濟援助。中心
於疫情放緩之際，亦聯同房協及本區伙伴機構在中秋節
前夕探訪 75 戶非中心會員之長者，以關懷其情況及作
社區資源介紹等預防危機工作。針對隱蔽長者需要，中
心亦設計了不同活動，如：平甩功及健腦操等，以鼓勵
他們參與，擴闊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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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文敬老中心

晚 情 同 行 篇

會員服務
中心一向在活動上都是求新、求變、求學、求

快樂的。但疫症來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讓我們一
向活躍、積極、上天下海樣樣齊的長者們，全部被困
在家中，漸漸變得內向、消極和悶悶不樂！而相信在
2020 年，被會員問得最多的一句應該是：「姑娘，幾
時可以開會？幾時有活動？有旅行？」可是，我們沒
有人可以知曉這個答案。眼見精心安排的活動一次又

一次地取消，長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職員們都感到
十分無奈。

疫情期間，除了無間斷的問候和物資轉贈，中心
開始思考：長者在家可以做些甚麼？如何令枯燥乏味的
生活可以更精彩呢？長者在家如何接收訊息等一連串問
題。職員開始學習建立與長者的溝通渠道，大家都開始
學 Zoom、學 WhatsApp 群組管理、學通訊軟件、學
拍片、剪片、直播，亦開班教授長者這些網絡科技。想
不到長者也學得很快、進步神速，有些更成了中心的
E.KOL，真是疫情的一個意外收穫！

中心將部分活動亦轉為網上形式進行，每星期用
Zoom開例會。同事製作手機教學、椅子舞教學、煮食
教學、手工製作及健腦操等不同的影片，讓長者在家也
可以動一動，有所學習。想不到影片的點擊率也不俗，
會員也很欣賞。中心又在手機開設歌唱班群組及中英文
班群組等，定期發放學習資訊，讓大家可以持續學習及
互相連繫。考慮到一些沒有智能手機的會員，中心亦安
排一些活動讓長者在家中可以參予，例如：製作中秋燈
籠、賀年飾物、編輯月訊專欄及健腦小遊戲等。長者終
於也從鬱悶的生活中喘過氣來，發現在家也能知天下，
心情也開始輕鬆不少。

中心為會員搜羅抗疾
物資

利用 Zoom教授會員
製作手工

疫情下的鼓樂班

齊做手機達人

書法班

建立中心 YouTube 頻道，
製作不同節目

統 計 數 字

年齡 男 女
■ 60-69. 41. 141.
■ 70-79. 83. 259.
■ 80-89. 102. 175.
■ 90 或以上. 27. 74

. 253. 649

活動類別 舉辦次數
社交康樂及健康教育活動. 118男會員 女會員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會員人數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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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 伴 同 行 篇

義工服務
疫情之下，中心不斷搜羅社區各界所捐贈的抗疫

物資，並派發給區內的長者及護老家庭。逆境當前，
義工們每一次都很踴躍地參與物資派發活動，協助事
前包裝、打電話通知長者及維持秩序等等。他們都希
望在疫情下為該區出一分力，同心協力地完成每次的
派發活動。

在面對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疫情嚴峻的時期，
中心很多義工實體服務都需要暫停，例如：到戶探訪、

院舍探訪及義務表演等等。雖然實體服務暫停，但中心
依然組織「電話慰問義工隊」，每月致電給區內的獨居長
者及隱蔽長者，關心他們在疫情下的生活狀況。義工們
成為了重要的溝通橋樑，讓中心職員能夠了解區內獨居
長者的需要，並及時向他們提供協助。同時亦透過義工
發放中心及社區資訊，給獨居長者們知道，讓他們緊貼
疫情發展，感受社區關懷。

服務在疫情下也有不同的嘗試，例如：義工除了
在家中協助寫揮春、做手作轉贈給其他長者之外，中
心職員亦開始慢慢教導義工使用 Zoom、WhatsApp 及
YouTube 等程式，並為義工進行線上訓練及活動。其
中，扭波義工隊是第一批透過 Zoom上堂的義工。雖然

統 計 數 字

活動類別 舉辦次數
義工訓練. 23
及服務

義工人數（人）
長者義工

95
年青義工

31

班組前期會遇到很多技術性問題，例如：網絡訊號不穏
及不熟習版面操作等等，但亦無阻義工們好學的決心，
他們均將學到的技能應用到不同活動上。另外，部分義
工透過線上學習繪畫日本和諧粉，並於家中協助製作賀
年畫作轉贈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義工們都表示使用
Zoom學習很新穎及方便，在疫情期間學到新知識。

義工用 Zoom上
課

樂韻手鐘班

義工包裝防疫物品

扭波班

義工線上學習製作日本和諧粉賀卡，送贈認知障礙症長者

義工每月協助整理物
資派發

義工協助市集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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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心聲

任志南：
鑒於疫情嚴峻，女兒叫老豆，不要四圍走，出街要搓
手；回家要洗手，鞋要放門口。

林惠琴：
快走吧！消失吧！願我們能團結抵抗疫情，彼此安康，
重獲樂土！

曾金路：
疫情令人壓力爆煲，職員堅守崗位，支援所有會員，常
常關心問候，感激！..

余婉玲：
疫情下我感受到人間有情，在徬徨孤單的時候，收到的
問候和關懷，心裡感恩！

黃金蘭：
疫情下，中心提供網上平台，讓我可健康快樂地參與活
動，名符其實「仁愛」、「敬老」。

朱碧霞：
疫情好唔開心，姑娘們的關心令我開心返！

高 超 道 仁 愛 敬 老 中 心 會 員 心 聲  

鍾婉卿：
十全十美暖人心；周而復始千秋誦；年年歲歲助耆英。

曾艷萍：
疫情之下心情矛盾，甚麼都做不了，希望早日回復往日
開心快樂的日子！

鄧晚嬌：
疫情令我感到抑鬱！到參與網上活動和義工服務後，情
緒才得以紓緩。感恩！

黃國勳：
扭波帶給我歡樂，我將歡樂送給其他人，歡樂滿社區。

甘活林：
疫情下服務街坊，盡自己能力，幫到幾多得幾多。

鍾笑雄：
在疫情下出外買餸都急急腳回家，好彩中心有工作紙
做，在家也可以解解悶。

莊 重 文 敬 老 中 心 會 員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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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超 道 仁 愛 敬 老 中 心 職 員 心 聲  

曾美怡（中心主任）.
「疫情新常態」讓我們有得有失：「失」的是少了與

親友見面共聚的機會；「得」的是和大家一同學習新的知
識，新的溝通模式，保持彼此的聯繫；亦喜見大家更加
關注身心健康，同心提昇抗逆（疫）力！

沈智偉（社工）.
雖然受疫情影響，但長者仍然能夠掛上笑容，讓我

也學到積極面對的功課。無言感激，也請大家繼續指教！

曾嘉倩（社工）.
在這一年的網上聯繫，有需要的護老者漸漸習慣新

模式聯絡，他們與時並進，持續學習網上新知識。最令
我意想不到的是，以往較難到中心參與活動的有需要護
老者，反而在疫情下甚為活躍，能與同工傾訴或尋求支
援，更主動參與網上活動；現時網上平台確實增加了他
們對中心的認識和歸屬感，令同工在這疫情下亦有額外
的收獲和得著！

李惠芬（社工）
2020 年初遇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時改用 Zoom上

堂，講得最多就是「聽唔聽到呀？」、「聽唔聽到姑娘講
嘢？」，往往花上 20 分鐘，才能讓所有參加者在畫面
出現，雖然遇上不少困難，但參加者堅持學習，讓我感
受到他們實踐出「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令我十分
敬佩。

楊祈敏（社工）
在過去的一年中，我最滿意的活動是長者委員會。

長者委員會是高中心第一次成立的諮詢組織，功能是促
進中心與會員彼此間的溝通和了解，提升服務質素及持
續發展，故此我對他們有所期望，更會積極培訓他們，
發揮他們才能。

蔡惠玲（社工）.
新冠疫情久未退，學習平常心面對；
手機拍片賺時空，珍惜感謝主恩深！
園治藝術車縫班，護老晴心踏步去！

彭結池（行政幹事）
疫情令我們渡過了「新常態」的一年，中心首次總動

員製作賀年短片「福滿臨門迎新春」，1日內完成了拍攝
工作；當中我嘗試了 3種不同風格的角色扮演。會員觀
看影片後深受感動，在疫情下，全體職員扮鬼扮馬拍攝
短片，都是希望博得會員一笑，令他們充滿正能量，快
快樂樂過新年，會員反應熱烈，對我們表示高度讚賞。

梁連珍（福利工作員）
我會為大家帶來多元化的活動，除了發展不同類型

的班組外，還有藝術性的創作活動，期盼這些活動在疫
情之下能夠為各位老友記打打氣、減減壓及解解悶。.

陳婷欣（活動助理）
年卅晚的「膳心飯盒賀新歲」令我體會深刻，因疫

情關係中心午膳暫停，所以在年卅晚聯同其他機構舉辦
了膳心飯盒的活動，令長者在節日時，可感受到被受關
懷和溫暖。

張海倫（臨時合約活動助理）
很高興能夠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員，來到中心的這

些日子裡，同事會員們都對我很親切，大家好像一家人
一樣，守望相助。

葉秀英（中心助理）
想起初來到中心，内心忐忑不安，擔心和同事相處

不來。後來發覺中心是一個很温暖的大家庭，同事之間
互相扶持，盡心盡力為長者們服務。我祝福各位同事和
老友記身體健康，笑口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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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重 文 敬 老 中 心 職 員 心 聲  

王嘉文（中心主任）
疫情對於一向以實體活動為主導的長者服務而言

是一項大挑戰，希望大家能夠越戰越強，發掘更多可能
性。亦希望長者能在疫境中迎難而上，保持正面心態。

黃家麗（社工）
2020 年是一個不一樣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實

體活動暫停，大家唯有想「出路」。同工們學習網上服
務、Zoom、WhatsApp、拍片及剪片等，都是希望與
長者保持聯繫及提供服務。

黃錦萍（社工）
疫情下居家工作期間，透過電話和護老者分享及紓

緩他們面對的困憂。我盼望點點慰問能讓護老者得到聯
繫、同感和支持。

黃頌寧（社工）
回望過去一年，雖然受疫情影響，中心活動數量減

少，但同事們積極開拓新服務渠道，將嶄新服務送給區
內長者。

吳梓毅（社工）
最深刻的經驗是在疫情中有機會和長者同行，見證

他們如何在疫情中仍然自強不息的奮鬥，同行抗疫。

黎俊傑（社工）
短時間內教授護老者掌握智能手機的應用是個挑

戰。幸好，護老者們好學的精神克服了他們的困難。希
望來年疫情消退，與大家在中心見面！

郭桂英（程序幹事）
上班以來從未遇過要Work.From.Home.的日子。

其實一點也不好受，環境有時令人不集中，思維也變
得不太靈活！在去年 4月份只返了一日工（因居住大廈
有染疫者要被家居隔離），當時我只想說一句「我要返
工」！祈望疫情快快遠離！一切回復正常！

許詠兒（活動幹事）
去年疫情下，透過拍攝短片舉行活動，目的是為長

者能在家中可看到有用資訊或在家中參加活動，為抗疫
期間輕鬆減壓，從而帶來歡樂氣氛。

許冬兒（行政幹事）.
疫情令長者「被迫地」改變，不變你就不便，甚至

比人落後。長者於疫情中只能留在家中，中心亦把部分
活動由實體變為網上，教導長者由不懂使用智能電話
APPS 到現在算是學識，雖然不是精，但已經是前進的
第一步。既然長者能夠前進一小步，我們來年亦要繼續
「求新。求變」前進一大步。

陳旭（個人照顧員）
就用一首歌的歌詞來表達我的所思、所想吧！「當

你老了，頭髮白了，睡意昏沉，眼眉低垂，多少人曾愛
你青春歡暢的時辰，愛慕你美麗、假意或真情，有這樣
一些人（改動原詞）還愛你虔誠的靈魂，愛你蒼老臉上
的皺紋。」

馮金蓮（中心助理）
在過去一年大家好齊心對抗疫情，我和義工們在中

心包裝「防疫包」送贈給長者，同心抗疫。未來有賴大
家繼續保持衞生、社交距離，使疫症盡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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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2 0 2 0 - 2 0 2 1 財 政 報 告
年度收支報告 4/2020-3/2021

●捐款：. $. 22,095.
●活動收入：. $. 155,761.
●社署資助：. $.11,781,720.
●其他資助：. $. 566,506.
●其他收入：. $. 1,261,776.

　總收入：  

9.2%

4.1% 1.1% 0.1%

85.5%

●活動支出：. $. 1,025,447..
●員工薪金：. $. 9,890,345..
●租金：. $. 1,095,217..
●其他支出：. $. 2,161,311..
●折舊：. $. 434,480..

　總支出： 
　虧損：

3%
7%

7.5%

14.8%

67.7%

陳美韞（行政主任）
由2019 年開始，經過長時間的查詢及安排工作，

由 2020 年 11 月開始完成薪金轉賬服務，除了減輕兩中
心行政同事工作量，機構同工亦可以準時出糧。

羅國興（發展幹事）
與疫情共存，重新調整心情、調較步伐、接受「新

常態」！

湯美玉（半職咖啡調配師）
2020 年 7 月退休後，獲總幹事推介，報讀咖啡調

配師課程成為咖啡師。2021 年 1 月正式受聘於解憂咖
啡店。所謂做到老，學到老，豐盛人生。

鍾惠琼（中心助理）
疫情中，自己要注意清潔，還要做好中心的清潔衞

生，消毒各項設施、枱椅等；總的來說，就是好好完成
份內工作。

總 會 職 員 心 聲

$14,606,800 
$818,942

$13,787,858

支出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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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忘憂憂HUBHUB  

計劃內容：只要一機在手，長者亦能成為新一代網紅 (Elderly.KOL)。教授長者使用手機拍
攝影片、構思內容、主持技巧、剪接編輯影片等，並安排課後實習。日後由長者拍攝不同
題材的短片，讓社區人士了解更多長者的生活點滴。

詳情可致電 2566 1448 向本中心查詢。

E-KOL看E-KOL看世世界界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由布偶劇表演者及社工一同與長者錄製布偶劇短片，介紹抗疫資訊、安老服
務及長者福利資訊。活動更希望招募患有輕度認知缺損的長者參與，讓他們發揮
潛能，為社區出力。

詳情可致電 2717 7491 向本中心查詢。

一一屋屋老老友記／抗友記／抗疫疫家家族族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鳴謝

政府部門
民政事務總署
社會福利署
香港房屋協會勵德邨屋邨辦事處
香港消防處
香港警務處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
高怡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高怡邨屋邨辦事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勞工及福利局
衛生署
醫院管理局港島東聯網
鯉魚門邨屋邨辦事處
灣仔區議會
觀塘南分區委員會
觀塘區議會
The.Hong.Kong.Jockey.Club.
Charities.Trust

贊助基金 / 機構
九龍樂善堂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
日希集團 (香港 )有限公司
日新慈善教育基金
加油文具禮品供應中心
古天樂慈善基金
吹水山谷
李錦記
卓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香海正覺蓮社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公益金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電台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
國際半島聯青社
張玉珊慈善基金
惜食堂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惠保
港基糧油有限公司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樂餉社
膳心連.(Foodlink)
衞安集團
環境保護署.( 電器轉贈計劃 )
耀陽行動.(Sunshine.Action)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Fresenius.Kabi..Hong.Kong.Ltd
Goji.Studios
Intertrading.Manufacturing.Ltd
Kimberly-Clark.(HK).Limited
SDL 動力學習協會

義工機構 & 團體
123 行動
一群熱心義工
絲打同行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建祝 /足印 /debug.聯盟.
義務工作發展局
膳心小館
32.Learning.
Index.Design.Ltd. 維修隊
I-FITI

合作機構 & 團體
大坑坊眾福利會大坑青年中心
中英劇團世藝劇社
仁濟醫院
艾草蜂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
亞洲柔力球聯合會
明愛成長天地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民兒童及家庭綜合
活動中心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
香港老年學會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香港房屋協會樂得耆所計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香港浸會大學 ‒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
與健康管理中心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香港愛笑俱樂部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摩利臣山獅子會
香港讚美操協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多元化金齡
服務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麥迪專業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善恆社福利協會
秘密花園
玖捌.Nine.Eight
棋葩
焯耀有限公司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智」享生活計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榕光社
綽力物理治療中心
樂滿坊
勵德邨邨榮樓互助委員會
嶺南大學「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關護長者協會
生命熱線
「生命熱線」執行委員會
億京置業控股有限公司
晶苑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Beauskin 寰愛基金
Fantasia.Management.Ltd.
Play.Infinity
RMG-Ray’s.Muaythai.and.Fitness.Gym
Running.Man.Athletic.Club
Science.Infinity
SOWGOOD.Positive.Education.Centre
The.Room.Wanchai.Ltd.
Tony.Ip.Green.Architects.Ltd

教會
九龍塘禮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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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香港樹仁大學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稚園

個人
伍美賢女士
江美儀大律師
吳國芳女士
吳艷珍女士
呂東孩區議員
李玉梅女士
李景新先生
季玲英小姐
林幼玉女士
林秀香女士
姜培莉小姐
施信利先生
馬淑英女士
高耀鈞醫生
張琪騰先生
張榮先生
張蕙芳女士
梁綺桃女士
梁燕芬女士
梁隨意女士
梁麗珍女士
梁麗顏金士
郭妙蘭女士
陳秀英女士

陳鈺琳區議員
曾艷萍女士
黃鈞良先生
黃偉傑先生
黃慈愛女士
黃霖先生
溫偉君先生
黃葉引蘭女士
葉惠珍女士
蒙而美女士
蒙而惠女士
蒙而寶女士
趙傑文會長
劉美玲女士
劉燕珠女士
潘銳程先生
蔡慕琼女士
盧姜合容女士
盧炳森先生
盧華先生
蕭國華先生
謝玲芬女士
謝淑珍區議員
鍾元璆先生
羅妹齡女士
羅金好女士
譚惠貞女士
嚴慧瑩女士
龔振祺區議員

鳴 謝
衷心感謝各團體義工、服務單位、個人、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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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的善心已在每位長者及家人心裡面。(按類別及筆劃排名 )

「忘憂 HUB」是推廣「快樂」的共享空間，店內提供興趣班及飲品，讓長者、照顧者和社區人士，建立興趣及友
誼，締造減壓空間。
3年內訓練 48 位「咖啡調配師」；亦會集合年輕人的技能，在HUB內讓他們學習和減壓的興趣班及不同形式的

集合點子，如市集、工作坊、讀書會、自家手作等，在HUG內發生！目標讓最少 360 位青年及長者成為兼職導師及
市集檔主，與銅鑼灣社區連結；「忘憂HUB」特色：「快樂」、「共享」及「承傳」，讓青澀一代的年青人與歷練的長
者連結，讓社區內基層家庭與中產人士互相分享，使生命更有抗逆力和自癒能力！讓社區更有人情味及互相連結！

*. .密切留意！萬眾期待！招募咖啡師及「開心 Share 市集」詳情可致電 6015 5085 及以下連
結報名

（前「解憂咖啡店」）

 抗疫家族頻道  E-KOL 頻道 忘憂 HUB 報名表 忘憂 HUB（前「解憂咖啡店」）since1903



總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電話：2570 9395   傳真：2570 9299
網頁：www.hkcmis.org
Facebook 專頁：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Instagram：Coffee.with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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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 7491   傳真：2709 3563

莊重文敬老中心
正址： 香港銅鑼灣勵德邨道 36 號德全樓

112-118 室
電話：2566 1448   傳真：2571 1846
副址：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36 號 3 樓

since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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