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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管理委員會 

主席 黎定女士 
副主席 簡冠達先生 

委員 張達寶先生、歐美棋女士、黎永開先生、盧錦華先生、李允平博士、周賢明先生 

 
幼兒學校校董會 

主席 雷偉聰先生 
副主席 馮志明先生 
校監 周賢明先生 
執行校董 胡潔慧女士 

委員 劉振鵬先生、李金有先生、陳黔開牧師、黃佩麗女士、文景智先生、鄭小蘭女士 

 
自資服務協調委員會 

主席 黎偉誠先生 
副主席 劉國華先生 

委員 何俊傑先生、林孝忠先生、列碧琪女士、孫永康先生、黃景龍先生、鄭嘉兒女士、周賢明先生 

 
人事及財務委員會 

主席 劉國華先生 
副主席 焦德志先生 
委員 雷偉聰先生、黎定女士、文景智先生、周賢明先生 
列席 陳永就牧師 

 
福音事工顧問委員會 

主席 何文勝牧師 
副主席 黃曉暉牧師 

委員 王妙珊姑娘、曾雁初姑娘、蘇君煌先生、林天行牧師、周賢明先生 

 

社會服務辦事處職員名單 

總幹事 周賢明先生 
社會服務主任 馬梁頴恩女士 
幼兒服務主任 梁胡潔慧女士 
行政主任 吳鍾麗嫺女士 
策劃及發展主任 陳朝忠先生 ( 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 
助理財務主任 劉劍方先生 
會計文員 陳淑敏女士 ( 由 2020 年 6 月 1 日起 ) 

幹事 陳傲雪女士 ( 由 2021 年 3 月 1 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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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事處安排的職員訓練 

1.� 於 2020 年 5 月 11 日、12 日、21 日、29 日社工參與由楊家正博士教授的「尋解聚焦治療︰應用與個案
督導」社工訓練，一方面能讓社工重溫基礎的輔導理論，另一方面亦讓社工們透過⾓色扮演個案督導改進
輔導技巧。 

2.� 於 2021 年 1 月 18 日、2 月 6 日、2 月 16 日及 4 月 21 日舉行各⻑者中心的職員退修會， 藉著詩歌
和訊息分享、遊戲互動及討論，讓同事靈裡得力，建立服侍團隊。 

3.� 於 2021 年 2 月 19 日、3 月 8 日、3 月 25 日及 4 月 22 日 舉 行 由 曾 嘉 儀 女 士 教 授 的 「 個 案 管 理 工
作﹕基本技巧及應用」課程，讓社工藉重溫個案輔導理論及工作坊，使社工更有效地管理不同類型的個案。 

4.� 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及 24 日舉行由社會服務主任梁頴恩女士及福安堂耆趣天地中心主任區麗卿女士主
領「籌備班組及活動實務工作坊」，讓職員更掌握籌辦活動的理念、計劃流程、注意事項、檢討活動成效，及
如何撰寫活動計劃及報告等具體實務工作。 

 
六、 2020-21 年度實習安排 

1.� 明愛專上學院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吳諾希先生 
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者中心 黎漢輝先生、范曉瑩女士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陳碧敏女士、蔡智楷先生 

2.� 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工作學士 ( 社會工作 )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郭頴欣女士 
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者中心 張敏姿女士、周宇駿先生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劉珮慇女士 

3.�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方勇民先生、廖梓晴女士 

4.� 香港⼤學社會工作學士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陳冠丞先生、劉晃晴女士 

5.� 香港城市⼤學專上學院社會工作副學士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姜依婷女士、楊球璋女士、黃嘉成先生 
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林月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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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捐款及實物捐助 

1.�機構捐獻 
 

名稱 金額 ( 港幣 )  用途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125,000.00 津助社會服務辦事處運作開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泉堂 38,080.00 津助播道會社會服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3,225.50 津助播道會社會服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25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 300,0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 3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5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1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 140,5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堂 1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 1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寶雅福音堂 5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1,0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3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1,5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奇恩堂 1,3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茵怡堂 17,0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書院道真堂 

（連同興田福音據點）▲ 

4,7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歡恩堂 26,1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2,05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東九分堂 1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元朗堂 200.00 支持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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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撥款 

名稱 金額 ( 港幣 )  用途 

西貢區議會 1,369,760 資 助 厚 恩 堂 家 庭 活 動 中 心 舉 辦 「 同 抗 疫 關
愛」活動，於 2020 年 3 月向區內市民派發防
疫包。舉辦「同抗疫關愛」 

華人永遠墳場慈善基金 627,644 資助美孚⻑者中心進行裝修工程及購置傢俱。 

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基金 177,191.53 資助 4 間⻑者中心、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
展中心及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於 2019/20 學
年開辦 19 個課程。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117,800 資助美孚⻑者中心、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 者
中心、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及 厚恩
堂家庭活動中心購置及更換設備。 

匯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500,000 資助康福堂陳潘佩清⻑者紀念中心推行為期 一
年的「神耆快樂鳥」計劃，推廣⻑幼共融 及文
化傳承。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11,200 資 助 康 福 堂 陳 潘 佩 清 ⻑ 者 紀 念 中 心 推 行  

「愛・感・染 - 藍染推廣計劃」。 

3.�物資捐贈 

名稱 名稱 

義務工作發展局 樂餉社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美心集團 

Box of Hope 友營堂 

香港中樂團 DKSH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慈惠部 意贈慈善基金 

跑到你屋企 Fiona ( 個人 ) 

結好集團  

4.�個人捐款 

Rev. Yang Loom Kit 
Mr. Cheung Pui Yeung 

謹此鳴謝以上機構、公司、基金、教會、善⻑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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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6 

八、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科 

社會福利署地區福利辦事處 

( 沙田區、荃灣及葵青區、觀塘區、深水埗區、九龍城

及油尖旺區 ) 

政府產業署  

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公益金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華人永遠墳場慈善基金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領展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匯豐銀行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中樂團 

美心集團 

洄盈織造廠有限公司 

 
樂餉社 

地球之友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意贈慈善基金 

西貢區議會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保健協會 

香港貿發局延展關懷行動 

港景匯 

新奇製衣 

香港中樂團 

Food-Co 

播道會總會執行委員會 

播道會各服務單位管理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 

播道會各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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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as 
set out in the Lump Sum Grant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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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校董會          雷偉聰主席 
�

�

一、前言 

這一年來，校董會及各幼兒學校經歷了許多的挑戰和轉變，惟在上帝的豐厚恩典及各校同事一同努力下，當中的難關
成為我們成⻑的磨練。 

前主席郭恩榮先生由   2012   年起代表寶雅福音堂出任本會各幼兒學校校董，並於 2015 年起出任校董會主席及校監，
期間一直熱心關懷本會幼兒學校的服務，有效帶領校董會策劃並回應幼兒教育發展及堂校合作。由於個人原因，郭先
生早前向幼董會請辭；幼董會於 8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上一致通過追認委任周賢明先生接任各幼兒學校校監一職，生
效日期為 8 月  24 日，同時委任雷偉聰校董為新任校董會主席。 

 
二、漫⻑的停課日子 

由 2020 年  2 月起，本會各幼兒學校經歷了三次停課。首次停課期由 2 月  3 日至 6 月  14 日，本會各幼兒學校跟從

教育局指引，於 6 月  15 日恢復半天的實體授課。後來因疫情再次爆發，全港學校於 7 月  13 日第二度停課，直至 9 

月中旬，本會各幼兒學校分階段讓不同班別學生回校參加適應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實行全校半天實體授課。全港學

校於 11 月 14 日第三度停課，而本會各幼兒學校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起分階段讓學生回校上課，於 3 月 1 日起恢復

全校學生半天面授課程。 

我們的幼校雖然經歷著漫⻑的停課日子，要學習很多事情，但感謝天父額外看顧，四校的所有員生不但身心安好， 而
且一同經歷到「停課不停學」和「社交距離阻不了關愛」。 

 
三、停課不停學 

在停課期間，老師們在校⻑及主任的指導下，透過多元化的遙距教學方式讓學校跟家⻑及學生保持聯繫。 

老師每星期都製作與原課程相關的學習素材及教學短片，讓學生在家學習。短片內容包括日常教學主題、詩歌、故事、
手工製作等，學校透過內聯網傳送予家⻑，讓家⻑與子女一同觀看；配合由學校提供的工作紙、手工及圖工材料，讓
學生留在家中時也能進行有趣又具學習效益的活動。此外，學校亦會透過即時視像活動，讓師生、學生有互動對話時
間，增加溝通機會，維繫情誼。 

老師要成功拍攝教學短片，無論在對白撰寫、拍攝技巧、後期製作，甚至是上載及分享媒介的選擇等多方面，都要從
過程中慢慢學習。感恩我們的老師都樂於學習，亦能堅持幼教使命和原則，所遇到的困難都一一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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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交距離阻不了關愛 

由  2020 年 2 月起，本會考慮到停課對家⻑的影響並希望與家⻑共渡時艱，決定於不同時期推行不同形式的學費及膳

費寬減計劃。同時，社會服務辦事處亦得一位捐獻者捐助共 12 萬餘元，為四校數十名因疫情而影響收⼊的家庭提供

額外的學費補貼及生活支援。 

此外，在停課期間，老師每星期都透過電話聯絡每一位家⻑。過程中，老師會為家⻑送上鼓勵，當發現學生家庭的一

些特別需要時，例如沒有口罩、親子衝突及失業問題等，會隨即轉介給駐校社工跟進。而駐校社工亦為家⻑提供網上

講座、工作坊，以及兒童情緒支援小組，在疫情下持續為家⻑提供適切的支援。 

 
五、機構重組 

為迎向社會發展的新挑戰，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決定進行架構重組。原屬本會轄下的幼兒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分別
於 2021 年  1 月  1 日及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從聯會分拆並組成新的註冊公司，命名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
有限公司」(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Social Service Limited)。隨著幼兒學校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轉移
至社會服務公司，幼兒學校校董會亦於同日以社會服務公司屬下單位的名義繼續執行職務；因此，本幼董會是以聯會
屬下名義提交最後一份工作匯報，而匯報期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為止。 

1.�  本年度幼兒學校董事會成員 (2020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 ) 

主席 雷偉聰先生 

司庫 文景智先生 

秘書 周賢明先生 

董事 劉振鵬先生、馮志明先生、 

 李金有先生、陳永就牧師、 

鄭小蘭校⻑、陳黔開牧師、黃佩麗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符致鍇律師 

顧問 陳姿華博士、盧偉成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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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 

1.� 2019 年至 20 年度幼董會共召開四次會議，另外至 2020 年 12 月底前，2020 年至 21 年度幼董會共召開了兩次
會議。 

2.� 於 2020 年 4 月至 20 年 12 月期間，幼董會三次會議有以下的重要事項： 
i.� 跟進及備悉「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進度事宜。 
ii.� 通過「停課期學費及膳費減免計劃」，並備悉各幼兒學校停課期間的特別安排。 

iii.� 備悉及通過「2020 至  2021 年度辦事處支援幼兒學校周年計劃」及「幼兒學校 2019 至  2020 年度計

劃」。 

iv.� 通過委任周賢明先生由 2020 年 8 月 28 日開始取代郭恩榮先生為各幼兒學校的校監。 
v.� 通過各幼兒學校的銀行戶口簽署人選安排。 
vi.� 通過 2020/2021 年調整播道會幼兒學校總薪級表。 
vii.� 通過幼兒學校 2020/21 年度計劃關注事項及年度計劃。 
viii.� 通過各幼兒學校 2019/20 年度「接受捐款」報告。 
ix.� 通過各幼兒學校 2020/21 年度招標審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x.� 通過各幼兒學校 2020/21 年度教職員名單、新⼊職及離職職員名單。 
xi.� 通過「2020/21   年度單一報價及中央採購項目清單」。 
xii.� 通過幼兒學校財務程序的修訂建議。 
xiii.� 通過委任劉華清會計師為本會社會服務及各幼兒學校 2020-21 年度核數師。 
xiv.� 通過各幼兒學校優秀員工得獎名單。 
xv.� 通過「最佳執行指引 – 自我評估清單  (2019/20)」。 
xvi.� 通過《整筆撥款儲備及非定影員工公積金儲備》運用安排。 
xvii.� 通過 2021/22 年度學費和膳費調整申請及 2021/22 年度財務預算。 
xviii.� 通過向教育局申請將軍澳的一所幼稚園校舍用地興辦幼稚園，惟最終未獲分配。 
xix.� 通過委任雷偉聰先生代表校董會出任  2020/21  年度「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董事及會員代表」。 

 

3.� 事工簡報 

1.� 由於本會的幼兒學校屬全日服務形式，部份家⻑在停課期間仍然極有需要讓孩子接受全日的照顧服務，故
本會的幼學校在停課期間確保校舍、環境設備及日常防疫措施適當的情況下，仍然維持校舍開放，照顧因
家庭需要的學生，個別學校曾有近半數學生全日留校接受照顧。而在停課期間，本會各幼兒學校亦持續以
全方位方法支援學生及家⻑。 

2.� 於 9 月 2 日為幼兒學校新⼊職職員提供⼊職導向培訓。 

3.� 於 10 月 19 日為幼兒學校舉行聯校職員訓練，由譚鄭綺雯女士主講，主題為”Adding Value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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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捐款 

1. 個人捐款 

Mr. Cheung Pui Yeung 

 
七、鳴謝 

教育局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 

社會福利署家庭及兒童服務科、復康服務科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埔及北區、元朗區、黃⼤仙及西貢區辦事處

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公益金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香港浸會⼤學 

香港教育⼤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沙田 ) 

專業創未來計劃 

播道書院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

香港迪士尼樂園 

Box of Hope 

播道會寶雅福音堂、厚恩堂、茵怡堂、天恩堂

播道會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播道會寶雅幼兒學校、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茵怡幼兒學校、天恩幼兒學校各家⻑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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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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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者中心 廖靖宜主任 

一、 中心主題 

2020-2021年度的康福堂社會服務配合康福堂教會一起以「活像基督，共建神國」為主題。盼望能凝聚弟兄姐妹， 
透過社會服務，學習耶穌基督的⼤愛、憐憫等等的特質，服務人群，廣傳福音。 

 
二、 服務概況及成效 

持續學習新事物 

⻑者中心於 2020-2021 年度獲沙田區議會贊助舉辦「⻑幼樂融融」，鼓勵⻑者學習兩種時興流行的樂器：夏威夷小結
他及木箱鼓，並學習司儀技巧，共有 14 位⻑者參加，其後他們更成為義工去拍攝短片，向 60 位青少年分享音樂的
樂趣及學習的成果。另外，亦舉辦了「藝術耆 Link 顯愛心」，鼓勵⻑者體驗和諧粉彩、捲紙和摺紙這三種藝術活動，
讓他們發揮藝術細胞之餘，更可創作精美的藝術作品去送贈社區⻑者，以分享關愛和表達祝福。此外計劃亦訓練了 
15 位義工，透過電話慰問了 63 位⻑者。 

中心亦獲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愛。敢。染」－ 藍染推廣計劃，鼓勵⻑者學習藍染及縫紉技巧，為自己製作有個
人特色的藍染服飾，並成為義工向青少年及社區人士分享藍染的樂趣，最後他們更拍攝時裝秀短片，共有 94 位社區
人士欣賞⻑者的成果。從短片可見他們的服飾作品都非常美觀及有特色，走貓步時亦非常有專業模特兒的風範！ 

疫情下的與時並進 

過去一年受疫情影響，很多⼤型活動及班組活動都需要暫停或延期。為了讓⻑者可以有社交、娛樂及活動的機會， 
中心亦想盡辦法去嘗試不同的方法，例如改用視像形式進行班組活動、拍攝短片取代⼤型分享會去分享活動成果、
善用網上平台進行⻑青團契等。中心亦有舉辦視像軟件教學班，教授⻑者掌握視像軟件的使用方法，讓他們可以    
參與網上活動，持續學習。於新年前⻑者中心首次舉辦「康福感恩・同樂迎新禧 － 新年直播活動」，邀請了嘉賓、
班組導師、小朋友及⻑者會員拍攝表演、感恩和賀年祝福短片，希望使用網絡科技為會員增添賀年氣氛，有超過    
30 位成員參與拍攝以及有   69   位會員透過或現場觀看。其後亦有將直播錄影片段放在網上平台供會員免費觀看。現
時中心主要透過 WhatsApp 短訊向會員發佈中心近況及活動宣傳。 

 
三、 總結與來年展望 

感謝主讓中心在疫情期間可以透過各種的新方法，提供不同類型的班組活動及宣傳途徑，讓社區⻑者可以有社交、
娛樂及接收資訊的機會。展望中心來年推動⻑者透過藝術、學習不同新事物及參與各類型的義工服務，幫助會員    
及義工檢視自己的心靈、建立與他人之間的連結，過程中學習關懷、分享與尊重，從而推動他們探索人生意義，    
將生命的價值建構在神的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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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事會名單 

主席兼司庫 杜杏姬女士 

副主席兼傳道部 蔡永全先生 

執事 林瑞君女士、李淑宜女士、黃慧玲女士、吳惠玲女士 

 

七、職員名單 

⻑者中心同工名單 

中心總監 何文勝牧師 

中心主任 盧錦華先生 ( 代主任 : 2020 年 3 月 21 日至 10 月 15 日 ) 

廖靖宜女士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上任 ) 

助理中心主任 廖靖宜女士 (2020 年 5 月 2 日至 10 月 15 日 ) 

活動幹事 廖靖宜女士 (2020 年 5 月 1 日止 )、廖朗因女士 (2020 年 5 月 2 日到任 ) 

羅桂芬女士 ( 部分時間：2020 年 5 月 31 日離任 )� 
助理活動幹事 林逸軒先生 

 

八、活動花絮 

 

愛 . 敢 . 染 - 藍染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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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水仙迎新禧  

 

 

 

 

 

 

 

 
 

����妙手揮筆寫揮春  

 
����⻑幼樂融融  

 

 

 

 

 

 

 

 

 

 

����耆趣藝術連線 

 

藝術耆 Link 顯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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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報告 堂會報告 

20



 

2.「護你同行」計劃 

「護你同行」計劃目的是透過「護你站」為個別有需要的會員及護老者提供全面健康護理服務，當中包括健康諮      
詢及評估，並以個案手法進行跟進，期間護士會按需要為服務使用者進行血糖及血壓檢查、量度身高體重比例、    
脂肪比率……等等。另外，護士亦會透過醫健通了解個別人士的病情及用藥情況，有需要時透過轉介信告知醫生需要
關注的狀況。過去一年，「護你站」共服務了 790 人次，以提昇會員及護老者對自身健康的關注，從而預防及改善健
康問題。此外，當值期間，護士亦會不時為有需要會員即時處理他們的健康問題，如：傷口護理、為頭暈不適⻑者
進行生命表徵檢查及安排⼊院治理。 

除了健康諮詢，護士於本年共舉辦了 6 次健康講座，當中 5 次以網上方式進行：在家防跌小貼士、拆解防疫謬誤 

(1) 、拆解防疫謬誤 (2)、糖尿病小迷思、認識靈魂之窗；另外有 1 次為實體講座：防疫功夫知多少。總括而言， 在

「護你同行」計劃與「近在咫尺」計劃互相配合下，中心會員得以獲得更全面的全人服務。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1.�趣味健康中心 

中心期望能塑造成一個「富趣味性的健康中心」，並提供全人服務，一方面寓趣味於健康服務，另一方面把遊戲融⼊
運動當中。此外，透過公益金贊助「近在咫尺」計劃及由福安堂教會資助「護你同行」計劃，再配合社區內不同的
醫療機構服務，從而讓「健康中心」服務更多元化。 

2.�以「"Play" 遊戲治療」為介⼊手法 

一般人的概念均以為「遊戲治療」祇適用於小朋友，其實這種治療手法亦同樣適用於成人或⻑者身上，正所謂：

「喜樂是最佳的良藥」，遊戲治療除了可以協助服務使用者建立自信自尊、舒緩壓力和改善社交外，遊戲過程包含不同的

肢體動作，亦有助參加者鍛鍊身體機能、訓練平衡力及手腳協調等，並同時改善腦部功能。 

為了實踐「把遊戲融⼊運動當中」，中心將會進一步美化中心環境及購置遊戲物品。中心計劃在⼤廳添置一些樂齡創科
趣味玩意，如：夾公仔機、桌上冰壺球 (Curling) 、Switch 電子遊戲機等等。 

3.�自助互助 

作為護老者，在照顧⻑者的道路上承受著不少的壓力，因此，讓護老者認識並實踐自我照顧 (Self Care) 可說是護老
者服務中的重要一環。讓護老者們明白於照顧路上可以有人陪伴同行、互相扶持、互相幫助，並彼此交流照顧心得，
這樣才能讓他們走更遠的路。 

為此，中心一方面積極裝備同事的知識和技巧，另一方面為護老者們開設不同服務，如：互助小組、護理照顧技巧
及資訊分享等。中心藉此讓護老者學習照顧技巧同時，亦學懂如何關顧自己，從而在身心社靈各方面均得到全面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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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公益金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衛生署荃灣⻑者健康服務外展隊 

香港房屋署 

理工⼤學眼科視光學院 

香港⼤學公共衛生學院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 中醫服務 ) 

葵青地區康健中心 

香港浸會⼤學 - 賽馬會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浸會愛群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發安老院 

糖尿天使 

香港傷健協會 

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開心樹社會服務 

香港家庭福利會 

青衣聖保祿村改善生活有限責任合作社 

太古慈善信託基金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 

基督教宣道會青霖堂 

香港老年學會 

 

 

⻑者安居協會 － 一線通平安鐘 

香港輪椅輔助隊 

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 

公益金及時雨基金 

荃葵青腦友耆艦號 ( 耆康會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香港中樂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衛生署 

香港教育⼤學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香港鑽石獅子會 

古天樂慈善基金會 

關愛同行會有限公司 

德富車行人間有情慈善基金義工隊 

思博薈 

宏安集團 

Food-Co 

Foodlink 

Feeding HK 

SAMBO Group Technology Limited 

葵青區民選議員譚家浚先生 

葵青區議會副主席張文龍先生 

宜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高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者委會 

朱鳳娥女士 

朱鳳仙女士 

馮秀容女士 

黃秀娥女士 

鍾明娜女士 

 

李風蘭女士 

冼定富先生  

 

 

個別義工 

錢毅超先生 

陳美玲女士 

郭桂萍女士 

林遜繑女士 

梁靜歡女士 

陳勵成先生 

曹慶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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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會員資料統計 

(A)� 會員年齡及性別分佈： 

年齡 女 男 總人數 

60歲以下會員 28 1 29 

60-65歲會員 182 37 219 

66-70歲會員 190 61 251 

71-75歲會員 185 69 254 

76-80歲會員 139 68 201 

81-85歲會員 106 56 162 

86歲以上會員 64 37 101 

 894 329 1223 

 

2.�服務統計 

(A)� 中心出席人次 23,626 

開放節數� �326 

平均每節人次 72.47 人 

(B)�2020/2021 年度服務內容及統計 

服務內容 數字統計 

舉辦小組、活動及計劃：  

A 健康/ 心理健康 52 

B 教育及發展性 45 

C 社交及康樂 51 

D 義工發展/ 招募 53 

E 護老者支援服務 43 

與策略性伙伴合作活動總數 106 

⻑者義工人數 111 

⻑者參與策略及推行 13 

接受輔導服務之人數 132 

個案結案率 29.55% 

護老者總數（一般護老者首次接受服務人數） 150 

隱蔽⻑者服務 – 活動 13 

隱蔽⻑者服務 – 個案 84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192 

有需要護老者人數 93 

有需要護老者結案率 30.11% 

「⻑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個案總數 75 

認知障礙症服務 – 訓練、活動及小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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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花絮 
 

 

 

 

 

 

 

 

 

 

����義工嘉許  

 

 

 

 

 

 

 

����競技疊杯體驗日  

 

 

 

 

 

 

 

 

����護老者書籍分享  

 
 

 

 

 
����義工剪髮服務  

 

 

 

 

 

 

 

����康文署⻑者健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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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歌載舞賀牛年  

 

 

 

 

 

 

 

 

 

����智醒耆兵家居認知訓練手冊小組  

 

 

 

 

 

 

 

 

 

 

����理⼤視力檢查  

 

 
 
����浸⼤中醫流動車 - 四診儀服務  

 

 

 

 

 

 

 

 

 

 

����苗圃行動及富德車行派發防疫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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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者中心 馬偉昌主任 

一、中心主題 

2020 年是不一樣的年頭，受著新冠肺炎的影響，無論服務及市面都仿佛停頓了。⻑者因著疫情受著很⼤的影響，政
府呼籲市民減少外出，而中心參加活動也按社會福利署的指引而暫停了一段日子。不過，疫情期間，中心想盡辦法
與⻑者保持聯絡，透過電話及網上通訊系統，慢慢建立了一個疫情下的新常態，雖然實體活動間中亦會受到影響，
但我們亦以網上及實體同步的形式將服務給予⻑者。感謝神，雖然有疫情的影響，但外界送來的抗疫資源源源不絕，
透過中心轉贈給⻑者，令他們感到溫暖。亦因此我們會員人數不跌反升，略見「增⻑」。 

 
二、服務概況及成果 

感謝神 !   神的供應是充足，在   2020   年風雨飄搖的日子，經歷新冠肺炎的影響，初期中心服務受到很⼤的影響， 一
方面因著疫情嚴峻的關係，中心不能對外開放，中心服務範圍內的樓宇陸續都有感染個案。相對於十多年前的疫情，
今次來得又快又急又⻑，⻑者服務所受的影響更為嚴峻，初期⼤家都抱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一方面密切聯絡我
們的⻑者，跟進他們的需要，另一方面，待疫情稍為轉好，在情況許可下，立即重啟活動及小組。中心在教會、外
界及社區照顧及支援上，不遺餘力地按年度計劃，為⻑者及護老者提供適切的服務。期間雖然受著疫情反覆的影響，
令到各項服務不能流暢地進行，但亦因這原因，我們積極開拓網上視像服務，與會員及護老者溝通，繼續於年內推
廣中心各項服務。在疫情期間，我們得到不同團體捐來的物資以支援區內⻑者，令⻑者在抗疫物資及生活物資上不
致缺乏。透過網上科技，我們以網上及實體同步形式進行小組及活動，滿足不同的會員及護老者需要。今年雖然不
能在社區內向不同的團體推廣中心服務，為社區舉行不同的講座，但我們加強了跟會員聯絡，去認識他們。新冠肺
炎疫情雖然對我們影響很⼤，但是中心因此開拓了網上視像服務，同時亦開拓了⻑者對網上視像服務的新看法；由
開始時非常抗拒的心態轉化到慢慢接受，亦有一些會樂此不疲，在這艱難的日子中學習得來的知識，去跟國內外的
親朋戚友以視像通訊聯絡，真正開拓了溝通無疆界。 

與此同時，中心不斷發掘各樣培養身心靈健康的項目給⻑者，除了固有的一般項目外，動的我們推廣了地板冰壺 
運動、飛標及芬蘭木柱；靜的我們推廣了和諧粉彩、果凍蠟燭裝飾、香薰按摩、禪繞畫及篆刻，讓他們可以透過 
各項活動有益身心，更可以在練習及比賽上認識更多的朋友。 

 
三、 總結與來年展望 

蒙上帝的帶領，在防疫物品看似不足下，仍然看見豐富的供應。在社區內樓宇陸續出現確診單位，一年內疫情      
反覆不定下，中心像是無所適從，透過電話向會員慰問，讓他們感受人間溫暖和愛。展望未來，我們將會重新      
上路，繼續在社區內作鹽作光，把服務做得更好，關懷⻑者及造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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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報告 堂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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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輔導服務之人數

29



 

六、諮詢委員會名單 

主席 黎定女士 

副主席 鍾麗琼女士 

祕書 倪超駿先生 

司庫 賴佩蓮女士 

委員 王健偉先生、鍾可欣女士 

當然委員 陳培明牧師、周賢明先生、郭華添先生 

社會服務管理董事會代表 黎定女士 

  
七、職員名單 

社會服務主任 梁頴恩女士 

中心主任 馬偉昌先生 

中心副主任 郭希璇女士 

社工 陳雨彤女士、趙承安先生、陳小玲女士、莊家煒先生 

程序幹事 彭寶瑠女士 

助理程序幹事 陳德偉先生 

中心助理 陳金鳳女士 

個人護理員 馮敏兒女士 

活動幹事 鍾群麗女士 ( 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余鎮宗先生 ( 自 2020 年 4 月 16 日起 )、 

徐綺琪女士 ( 至 2021 年 2 月 4 日 )、李映儀女士 ( 自 2021 年 4 月 7 日起 )、 

關銘恩先生 (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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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5 

八、活動花絮 

 

2020 年 11 月 
愛心券售賣日 - 播道書院 

2020 年 11 月 
⼊伍登陸 MTV 拍攝日 

2020 年 11 月 
萬用清潔膏 

2020 年 12 月 
聖誕最好玩 

2020 年 12 月 
蝶古巴特環保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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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健腦飛鏢班 

 

  

2021 年 3 月 
運動組 ( 體弱或座輪椅 ) 照常營業 

2021 年 1 月 
拼豆槳無窮 

2021 年 3 月 
和諧粉彩復活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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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會員資料統計 

(A) 會員年齡及性別分佈： 

年齡 女 男 總人數 
60歲以下會員 2 0 2 
60-65歲會員 107 16 123 
66-70歲會員 219 63 282 
71-75歲會員 272 100 372 
76-80歲會員 185 68 253 
81-85歲會員 195 94 289 

86歲以上會員 142 80 222 
 1120 421 1543 

 

2.�服務統計 

(A)� 中心出席人次 17309 

開放節數� �354 

平均每節人次 49人 

(B)�2020/2021 年度服務內容及統計 

服務內容 數字統計 
舉辦小組、活動及計劃：  
A 健康/ 心理健康 52 
B 教育及發展性 37 
C 社交及康樂 37 
D 義工發展/ 招募 50 
E 護老者支援服務 49 
與策略性伙伴合作活動總數 101 
⻑者義工人數 106 
⻑者參與策略及推行 20 
接受輔導服務之人數 190 
個案結案率 20% 
護老者總數 160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 小組、訓練、活動及支援服務 161 
隱蔽⻑者服務 - 活動 12 
隱蔽⻑者服務- 個案 53 
有需要護老者總數 56 
「⻑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個案總數 63 
認知障礙症服務 – 訓練、活動及小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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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諮詢委員會名單 

主席 馮德華先生 

副主席 劉寶珠女士 

秘書 袁鄒愛華女士 

司庫 卓潔冰女士 

委員 黎路加先生 

當然委員 李志強傳道、周賢明先生 

 

七、職員名單 

社會服務主任 梁頴恩女士 

中心主任 張潔薇女士 

中心副主任 賴琬婷女士 

社工 黃河⼭先生、姚愛娜姑娘、黃可茵女士、歐美棋女士 

程序幹事 李沛諭女士 

活動幹事 布淑貞女士、何婉珊女士 

助理程序幹事 吳麗芳女士 

個人護理員 林月珍女士 

兼職事務員 巢美媚女士 ( 2021 年 1 月 31 日離任 ) 

 
 

37



 

ᱲ䯃㺘ǃ㣣ǃ䆠〻৺ᴳ䆠㌰㏐� ᵜᴳսᐕ㉑৺䋑उ᭦᭟�

快樂聖誕⼤派對之參加者 ( 包括實體及網上參加者 ) 透過 
活動，讓會員與職員及奇恩堂同工有交流的機會，同賀 
聖誕 

八、活動花絮 

 

 

疫情底下，舞蹤舞影之學員仍戴住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學習新舞蹈 

疫情期間中心透過不同的方法派發口罩， 
讓受惠者接受心意，感受到中心對他們的 
關懷 

健體操之參加者透過學習手、腳及全身的 
伸展動作，鍛鍊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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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幻藝行 - 開心之旅之參加者透過不同類型的藝 
術活動，有效抒發及調節情緒，轉換好心情。 

 
 

新春團拜之參加者雖然未能實體參加活動，但仍可透過   Zoom   一同參與，感受新年氣氛。 

 

行動不便之⻑者仍努力參與活動，製作美麗新年吊飾，

感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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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彩色素描之參加者透過學習彩描，能陶冶性 
情，並豐富社交生活 

中心新裝修後，空間擴闊了。會員及義工們都可 
以享用中心每一吋空間；另接待處設無障礙設施， 
讓我們拉近距離 

 

 

 

 

 

 

 

 

 

 

 

 

 

 

 
 

雖因疫情關係有隔板及社交距離，但仍無損一眾週三英語會話班之參加者的學習精神，
繼續學習，豐富其英語知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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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幼兒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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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雅幼兒學校 黃敏梨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學校本年度的關注項目為「完善自由遊戲的校本課程，促進幼兒透過自由遊戲發展多元能力」。透過參與專業機構的
培訓計劃，加強教師認識自由遊戲的理論和實施，提升教師設計自由遊戲活動的專業能力。同時，本校定期舉行自
由遊戲交流研習，讓教師交流有關自由遊戲的資訊及實踐經驗。此外，本校亦安排混齡自由遊戲時段，讓不同年齡
的幼兒交往互動，提升遊戲成效。 

另外，本年度另一個關注項目為「推廣閱讀文化，培養幼兒建立閱讀的習慣」。學校舉行教師工作坊，提升教師運用
繪本教學的技巧。同時，本校開始推行「友伴共讀」計劃，建立同儕共讀的文化。此外，本校亦舉辦家⻑講座及家
⻑義工培訓工作坊，讓家⻑認識親子伴讀的技巧，從而推廣親子伴讀文化。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校的校董有熱誠事奉精神及具備專業的知識，他們為學校訂立清晰辦學宗旨及組織架構。透過定期的會議，妥善
監察學校的發展方向、行政、財政及人事管理，並作出適當的跟進。 

於受疫情影響下，機構除了協助學校、家⻑採購防疫物資外，更透過寬減學費、推行播道助學計劃及播道同行計劃
等，支援受疫情影響及經濟出現困難的家庭。 

此外，本校團隊穩定及鼓勵教師積極進修，全校的教師具備幼兒教育證書，當中有 10 教師已獲取本科學士學位，而
校⻑及兩位教師已獲取教育碩士學位。 

2.�學與教 

本校按「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來編定本校課程，以聖經真理及生命教育貫穿整個課程，讓幼兒在愉快環境中達致靈、
德、智、體、群、美全面均衡的發展及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 

本校推行綜合教學及探究教學。N1 班以綜合教學為主，另加⼊感官探索活動；而 K1 至  K3 班則以探究教學為主，
並加⼊實驗、小⾷嚐試、訪問、調查、外出參觀及觀察⼤自然活動，教師會引導幼兒進行分析、匯報，以開放式問
題引導兒童思考，讓兒童自行去尋找答案。學校重視培養幼兒美藝的創作力、想像力及欣賞能力，會按幼兒的能力
設計合適的活動，包括設計線描畫、水彩畫、粉彩畫、拓印畫、拼貼畫、立體手工等。 

本學年進一步加強自由遊戲活動，教師用心為幼兒提供一個更多自主空間，刺激幼兒自主學習，讓幼兒自由地建構、
創作、社交互動和學習的機會。 

在課程統籌和監察方面，會定期召開學校發展會、課程小組會、共同備課會、級會等，教學團隊於會議上共同規劃
課程及檢討教學成效。另外，教師會善用教學活動反思、同儕觀課、家⻑觀課、兒童自評等方法檢討教學成效，促
進兒童學習。 

於疫情影響下，學校透過不同形式，如：視像見面、製作教學短片及派發學習材料等，讓學生停課期間，仍能在家
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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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支援 

學校設有新生適應活動、暫託服務、延展服務及融合服務，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家⻑提供適切服務。為加強家⻑育兒
技巧，本年度舉辦了六次家⻑講座。另一方面，本校今年繼續透過香港小童群益會「樂軒到校學前綜合服務」，為五
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提供支援服務。 

另外，學校設有駐校護士服務，提供幼兒身體檢查服務及家⻑諮詢服務。本校亦設有駐校社工服務，除了提供家⻑
個案諮詢、並為有需要幼兒進行「遊戲治療」。本校亦與寶雅福音堂合辦「家⻑學堂」，讓家⻑學習以聖經真理育兒；亦
鼓勵家⻑參與「家⻑團契」，現已有七名家⻑參與「家⻑團契」。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本年度透過教師培訓及研習平台，提升全體老師在遊戲課程的設計和實施的能力，讓老師從設計自由遊戲中汲取實
際經驗，團隊認同自由遊戲為兒童所帶來的禆益。在下學期，因停課關係，部份工作計劃未能全面實踐，故將會於
新學年延續推行。 

另外，本年度透過教師培訓、家⻑講座及「好友共讀計劃」，推廣親子伴讀文化漸見成效。故此，計劃於下學年繼續
推廣閱讀文化，培養幼兒建立閱讀的習慣。 

此外，學校著重靈性發展，除每天都有早會、教師會向幼兒分享生活喻道故事、唸金句、唱詩歌、跳宗教韻律操、
學習禱告和為別人代禱。逢星期四由學校宗教小組老師講聖經故事，透過有系統的宗教課程，培育幼兒有愛心、    
有禮貌、樂於助人、尊重別人、自愛、愛神和愛人的價值觀。來年學校會繼續加強與堂會的合作，攜手推行各樣堂
校合作活動。 

 
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教育局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 

社會福利署家庭及兒童服務科，復康服務科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埔及北區辦事處 

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荃灣⼤會堂 

香港公益金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牽到校學前綜合服務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言語治療服務隊 

香港⼤學教育學院 

中華電力 

屯門環保園 

⼤埔公共圖書館 

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陽光笑容小樂園 

王肇枝中學 

⼤埔林村黃福鑾學校 

太和神召會康樂中學 

⼤埔迦密聖道中學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牽⼤埔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埔區防火委員會 

⼤埔民政事務處 

環境運動委員會 

聖雅各福群會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美育奧福兒童音樂舞蹈國際教育機構 

天水圍綠田園 

播道會寶雅福音堂 

播道會寶雅幼兒學校家⻑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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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幼兒服務統計 

組別 N1 K1 K2 K3 合共 

年齡 2-3 3-4 4-5 5-6 / 

人數 22 33 34 31 120 

男 6 16 17 22 61 

女 16 17 17 9 59 

每月學費 $3419 $1249(扣減註冊證後) / 

每月膳費 $500 $350 / 

2.�諮委會名單 

主席 陳永康教授 

委員 郭志成先生、郭恩榮先生 

當然委員 周賢明先生 

 

3.�職員名單 

校⻑ 黃敏梨女士 

行政主任 王卓欣女士 

課程主任 曹 晶女士 

融合組教師 潘詠儀女士、黃欣婷女士 

部份時間駐校護士 黎念恩女士 

幼兒教師 張敏慧女士、周笑媚女士、梁瑞珠女士、歐裕紅女士、張可欣女士、馬寶君女士、 

林凱怡女士、廖玉婷女士、文貝芝女士、吳穎欣女士、陳燕萍女士、鄭帶好女士 

文員 龍利紅女士、楊智娟女士 

職工 鍾美華女士、區敏儀女士、陳群興女士、李影萍女士 

半職職工 麥燕娥女士、廖偉清女士 

駐校社工 梁玉嫦女士 

4.�家校委員會名單 

主席 張沛揚先生 

副主席 徐妙君女士、黃敏梨校⻑ 

文書 徐妙君女士、林凱怡老師 

司庫 蔡惠珍女士、潘詠儀老師 

聯絡 譚詠誼女士、王卓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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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花絮 
 

30 週年校慶 

寶雅福音堂 - 福音主日感恩崇拜 

閱讀計劃 - 家⻑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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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一家⻑講座  

�

�

����親子讀書會 – 故事媽媽活動  

 

 

 

�

   聖誕嘉年華  
 

 

 

 

 

 
 

 

 

  

聖誕慶祝會 

播道會賣旗日 

��中秋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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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鄭小蘭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本校於 2019 至  2020 學年，鞏固去年參加「教育局幼稚園校本支援『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體能活動 ) 」
的經驗，教師嘗試在幼兒的體能活動中加⼊自由遊戲及探索元素，學校亦增添不少具自由遊戲概念的物料及用具，進
一步加強體能活動的自主性及趣味性，期望能夠提升幼兒的體能發展及解難能力。此外，本校亦與多間機構合辦家⻑
講座及工作坊，藉此增強家⻑在親職技巧及家庭關係的知識，鼓勵家⻑建立正面的態度及提升有關技巧，讓幼兒得以
良好的成⻑發展。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校重視建立團隊協作文化，帶領同工以正向思維面對轉變。校⻑關愛員工，與主任合力推動行政、課程和兒童支援
的發展。每月舉行職員團契，以基督的愛建立和諧合作的氣氛，用心提升教育質素，為家⻑及幼兒提供優質基督教幼
兒教育。學校會藉多樣化的溝通渠道與家⻑保持緊密聯繫，並與家⻑教師會合辦親子活動。本校家⻑⼤都樂意協助及
參與學校推展之活動，家校合作已經取得良好的成效。 

2.�學與教 

本校主要根據 2017 年《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機構的辦學宗旨及配合校本關注事項，並以兒童為中心設計合適的課
程。本校課程以綜合教學及方案教學為中心，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落，讓幼兒能透過親身的經驗及參與，培
養幼兒自主學習精神，藉以提高幼兒的學習動機，使幼兒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建立正確生
活價值的基礎，奠定幼兒終身學習的能力。 

本校十分重視培養幼兒靈性方面的發展，每天由宗教主任或老師帶領幼兒進行早會，活動包括 : 讚美操、故事分享、
詩歌及祈禱；而每週的星期五，全校師生也會一起進行兒童崇拜，使幼兒從小可認識聖經的真理。宗教主任會按照播
道會所編訂的兒童主日學課程，每週一次為幼兒進行聖經課，讓幼兒能學習成為一個愛神愛人的人，並鼓勵幼兒將聖
經的教導，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本校每星期亦設有英語及普通話興趣活動，由外籍老師及普通話老師負責，讓兒童能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提昇兩文
三語的能力，並從生活中實踐出來。 

3.�機構文化及給予幼兒的支援 

本校為有需要的幼兒提供適切的服務及輔導，包括新生適應週、暫託服務、融合服務。本校亦設有駐校社工，服務內
容幼兒輔導服務、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適切支援，及轉介合適服務等。另外亦會舉辦家⻑小組及親子工作坊，以增強
親子之間的關係，讓家⻑紓緩在教導子女上的壓力，並分享教養子女心得。 

本校會善用社區資源以配合學校發展需要。當中包括與厚恩堂教會協辦家⻑工作及福音活動。此外，本校亦透過與非
政府機構的跨專業服務團隊合作。其中由香港小童群益會推行的「樂牽」到校學前綜合服務，為本校五名有特殊需要
學生提供支援服務。而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陽光幼苗」幼稚園學前社會工作服務，與本會社工一同學生及家
⻑提供服務，以強化家⻑的⾓色及功能，提升家⻑在其子女培育方面的質素，並促進幼兒正面及健康的心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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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本校將以自由遊戲元素滲⼊在體能活動中，使幼兒在活動中尋找到更多的樂趣。本校認同自由遊戲可提昇幼兒的創
意、語言、社交、情緒、解難等能力，使他們能真真正正地從遊戲中學習，並得以健康快樂地成⻑。 

來年本校將引⼊教育局提供的資源，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推行多元化的視覺藝術活動」，給予教
師多方面的培訓，從而提升教師在藝術方面的教學效能，發揮及培養幼兒的創意及想像力，達至全人發展。 

最後，為提昇教師故事教學的技巧，將會為教師提供持續性的培訓活動，提供更多的教師進行交流，期望教師能更
掌握故事教學的技巧，並有效地實踐在課堂中。 

 
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教育局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 

教育局特殊及幼稚園教育分部幼稚園視學組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播道會厚恩堂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厚恩幼兒學校家⻑教師會

靈實言語治療服務隊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中文⼤學 

香港教育⼤學 

香港浸會⼤學 

基督少年軍 

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

東九龍總區道路安全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TKO Gateway 

港澳信義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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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幼兒服務統計 

組別 N1 K1 K2 K3 合共 

年齡 2-3 3-4 4-5 5-6 / 

人數 27 32 31 30 120 

男 13 16 15 19 63 

女 14 16 16 11 57 

每月學費 $3160 $942 / 

每月膳費 $500 $350 / 
 

2.�諮委會名單 

當然顧問 陳黔開牧師 

法律顧問 羅安琪女士 

主席 馮志明先生 

副主席 鄭嬿容女士 

秘書 鍾國華女士 

司庫 蔡潔珊女士 

當然委員 梁慧嫺傳道、周賢明先生 
 

3.�職員名單 

校⻑ 鄭小蘭女士 

主任 丘倩儀女士、劉潔心女士 

宗教主任 黎丘綺玲女士 

融合組教師 馬甄輿女士、朱佩宜女士 

駐校社工 梁玉嫦女士 

幼兒教師 何琪女士、陳依琳女士、區啓思女士、吳羨婷女士、譚穎婷女士、黃婉萍女士、 

張曉雯女士、林惠芬女士 ( 2019 年 6 月到任 )、樓恩蕎女士 ( 2019 年 8 月到任 )、 

石梓龍先生 ( 2019 年 9 月到任 ) 

助教老師 歐陽秀麗女士 ( 2019 年 9 月到任 ) 

會計文員 黃美華女士 

文員 梁施蒂女士 

廚師 劉少霞女士 

助廚 曾惠玉女士 

職工 鍾華芳女士、黃麗萍女士、李妮娜女士 ( 2019 年 9 月到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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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教會委員名單 

顧問 梁慧嫺傳道、周賢明先生 

主席 邵良智先生 

副主席 黃冠維先生、鄭小蘭校⻑ 

秘書 張王小芬女士、譚穎婷老師 

司庫 梁鮑素萍女士、馬甄輿老師 

聯絡 余林詠安女士 

康樂 馮鄧瑨瑜女士 

委員 丘倩儀主任、黎丘綺玲女士 

 

六、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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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怡幼兒學校 陳雪芬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本校一直重視幼兒身心靈健康的發展，本年度關注項目為「提升幼兒對情緒的察覺及調節」。學校通過與專業機      
構舉辦的教師培訓，教導老師以遊戲方式促進幼兒情緒及社交發展，及提昇老師在課堂上處理有情緒社交困難幼    
兒的技巧。老師在課室的圖書⾓內放置情緒管理繪本故事書，亦讓幼兒透過故事感受不同⾓色的性格及情緒，讓    
幼兒學會理解他人感受並從扮演中想出舒緩情緒的方法。此外，學校亦推行「兒童為本親子遊戲治療」工作坊，    
讓家⻑定期在家與孩子進行遊戲，提升及改善親子關係與溝通，並能紓解孩子的心結，預防及處理孩子的情緒行    
為問題。 

本校亦著重老師的溝通及協作能力，本年度第二個關注事項為「建立良好的教職員團隊及提升老師對學校歸             
屬感」。學校設有「關懷小組」，小組會舉行不同的活動，包括：教師團契、秘密天使、生日會、歷奇訓練及美化校園等活
動，讓老師彼此間有更多溝通，互相勉勵、彼此代禱、支援、激勵及關懷，建立愛的文化，活出「愛」的樣式。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校的校董有熱誠事奉精神及具備專業的知識，他們為學校訂立清晰辦學宗旨及組織架構，透過會議以妥善監察學
校的發展方向、行政、財政及人事管理並作出適當的跟進。 

現今資訊科技發達，機構亦重視學校與家⻑的溝通，因此於本年度新增手機應用程式「校家⾓」，方便家⻑閱覽通告
及學校資訊。此外，本年度香港因新冠疫情影響，整個教育界進⼊了史無前例的停課安排，因此學校亦將老師及社
工攝錄的教學影片上載於本校內聯網，支援家⻑在情緒及育兒上的需要，同時亦讓幼兒在家繼續學習。 

學校亦在停課的日子，不斷更新設備，美化環境，如改善學校外牆的圖案、⼤堂設更多區⾓讓幼兒活動及增添小型
圖書櫃等。 

2.�學與教 

本校課程以兒童為本並根據《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機構的辦學宗旨及學校的願景「愛心培育、健康成⻑」、家⻑的需
要及社會步伐來編定。本校課程內容是以綜合故事主題及方案教學為中心，並以聖經真理及生命教育貫穿整個課程，
並配合主題內容，設計「乖寶寶活動冊」，讓老師、家⻑一同參與鼓勵，讓幼兒學習應有正確生活態度，以達致靈、德、
智、體、群、美全面均衡的發展及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 

老師根據主題及幼兒的學習興趣佈置課室環境，設計不同的區⾓，為幼兒建立一個具遊戲性、探索性和操作性的自
主學習環境；並參考安吉自由積木遊戲概念，融⼊幼兒生活經驗、興趣需要而設計茵怡自由建構遊戲，從遊戲中達
致幼兒六⼤發展範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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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年度學校亦加⼊繪本故事於校本課程內，按主題加⼊相關的延伸活動，如戲劇扮演、體能遊戲及科學探索

等活動，希望透過與主題相關的繪本故事，讓幼兒理解故事⾓色的情緒及德育元素，能明白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本

年學校需要面對停課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實現「停課不停學」的目標。疫情下，在家學習成為教與學的新常態，因

此在課程設計上需要更有創意。學習方法、教學策略、評估回饋，是環環相扣，不可分割的。在疫情下，學校亦調

節校本課程，策劃和籌備新常態下的「新課程」，務求做到「學．教．評」的新常態，讓幼兒在家亦同樣得到一個有意

義及可量度的學習，回饋課程。學校每星期上載教學影片，內容涵蓋全面，包括：主題影片、中、英文故事及延伸

遊戲、聖經故事及詩歌、兒歌、小肌肉遊戲、圖工活動、小⾷嚐試、外籍老師授課及科學小知識等，讓幼兒在暫停

面授課期間亦能得到多元化的學習。老師亦會利用網上會議的軟件進行實時面談，除了關心幼兒的近況及生活點滴

外，老師更會提問影片中曾經提及的主題知識，透過遊戲以了解幼兒的學習情況。老師於評估後進行各種數據分析，

了解幼兒在各方面的學習情況，從而再修訂教學內容和方法，提升幼兒的學習效能和興趣。 

3.�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支援 

學校有新生適應活動、暫託服務、融合幼兒服務等，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家⻑提供適切的服務。老師為新生編訂新生
適應期時間表，透過有趣又特別的活動，加上老師的愛心和耐心照顧，使幼兒得到愉快的感受；老師亦會為每個教
學活動設計二至三個級別的教具給予不同能力的幼兒鞏固所學。 

另外，本校亦提供駐校社工服務，內容包括：家⻑講座、家⻑面談、家⻑小組、遊戲治療、探訪、和諧粉彩等，    
為家⻑提供適切的支援及轉介，減輕家⻑的負擔及壓力。 

此外，雖然因疫情停課，但學校在此期間開放校舍，照顧未能安排在家照顧的學生。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不少活動及計劃亦需要延期或取消，故學校將延續上年度的重點，以情緒教育為關注事項，並
集中以遊戲、繪本故事及其他戲劇的策略融⼊班本課程及環境⾓落中，藉以幫助幼兒認識不同情緒反應的敏銳度，
並懂得用適當方法處理情緒，從而逐漸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培養正面的情緒行為。 

另外，學校一直重視幼兒的閱讀文化，認同閱讀在幼兒成⻑過程中是一個重要階段，從小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有
助建立學習語文的興趣，同時可以引導幼兒專心聆聽以理解別人說話的意思。同時，亦有助幼兒樂意用說話與人溝
通，或以圖畫、文字表達想法和感受、積極提出問題及回應提問，更逐漸能從日常對話、生活經驗和故事中，理解
事情的時序或因果關係。故此，學校希望透過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吸引幼兒喜愛書本，對閱讀產生興趣，繼而讓
閱讀成為終身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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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花絮 
 

 

 

 

 

 

 

 

 

 

 

 

 

����小一家⻑講座  

 

 

 

 

 

 

 

 
 

����親子賀年⾷品製作  

 
����新生適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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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聖誕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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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年宵活動  

 

 

 

 

 

 

 
 

����報佳音活動  

 

 

 

 

 

 

 
 

 

����參觀區內小學  

 
 
����親親祖父母活動  

 
 
 

 

 
 

����話劇欣賞  

 

 

 

 

 

 

 
����參觀茵怡街市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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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幼兒學校                                                      黃文茵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學校參與及完成兩年的「幼兒中、英文發展計劃」。為讓學校能延續計劃，管理層領導成立語文課程統籌小組，透過定
期的會議規劃中、英文課程⼤綱，並在小組備課檢視課節內容，互相分享心得，集思廣益，加強對課程目標規劃和
要求的共識與一致性。下學期時間，小組成員善用停課期額外召開會議，與老師更深⼊地規劃下學年的英語課程⼤
綱及教學策略。全體教師均認同編訂及修訂各級中英文課程⼤綱後，有助他們訂定清晰的教學目標。 

組⻑亦帶領教師共同備課，一起發掘幼兒的語文發展需要，設計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教師一致認同組⻑小組備課，
能集思廣益，設計合宜的語文教學策略，優化教學。 

為持續優化學校的課程及提升幼兒學習效能，本校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協作，領導教師優化環境⾓落設計，以促進
幼兒自主學習機會。學院委派資深計劃主任到校，透過教師培訓、備課、觀課、檢討會議及與管理層分享交流意見，
提升教師在課程環境規劃上的專業能力。計劃主任在上學年進行初步的觀課及提供兩節的教師培訓，教師一致表示
培訓內容切合他們的工作需要，能有效幫助他們提升規劃環境以推行課程。惟 2020 年  1 月下旬因持續停課關係，
計劃需要順延至新學年跟進。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會於 2005 年  8 月於天水圍校址建校，由校董會管理學校。成員及顧問為各界的專業人士，包括：牧師、副校⻑、
社工、學院導師、行政人員、會計師及幼兒學校校⻑代表，各人具備專業的知識及共同的使命，為教育的工作群策
群力。 

天恩幼兒學校開校以來，匯聚共同信仰的教職員，依從播道會辦學宗旨及服務使命，同心一起培育幼兒。校⻑具備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資歷、特殊教育證書及完成校⻑行政管理課程，並具備二十年以上幼兒教育行政經驗，有效帶領
學校持續發展。本校教學團隊穩定，全體老師具備幼兒教育證書 (CE)，當中有 44% 教職員已具備幼兒教育學士學
位資歷及 40% 已修讀特殊教育課程。 

學校不斷完善設施如：於本年度更新防疫消毒洗手液機、消毒餐具櫃、霧化消毒機、創意拼砌玩具、積木板、教材
櫃、空氣清新機、美藝展示板等，以確保學生持續在良好的環境及充裕的資源下生活及學習。 

管理層能有效轉危為機，配合疫情的需要，調配資源調整收費與家⻑共度時艱，亦在經濟、⾷物、防疫物資上，    
與不同的機構協作，支援及照顧不同持分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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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與教 

本校課程能配合《學前教育課程指引》和學校的辦學宗旨，進行綜合課程，全面涵蓋靈、德、智、體、群及美等六

育的發展。本校積極推行全方位教學，強調為幼兒創造實際的學習情境，善用社區資源。課程是從幼兒的已有知識、

生活經驗出發及配合社區特色去設計；並透過探究教學，讓幼兒在真實的體驗中學習知識，並能與生活應用結合，

以提供全面、適切而均衡的全人教育課程。 

本校辦學宗旨是以聖經真理為基礎，把宗教教育元素融⼊課程。所有教師有著同一理念和使命，將信仰融⼊於主題
課程中實踐出來。學校聘用宗教統籌老師，為幼兒安排及主領兒童崇拜，關注培育幼兒靈育發展。 

學校著重幼兒的全人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去發展幼兒多方面的潛能，讓幼兒享受全面及均衡的學
習經驗，培育幼兒良好生活習慣，激發幼兒學習興趣和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本校一貫採用綜合主題教學模式，配合探究教學，提供實際的情境，讓幼兒透過觀察、提問、預測、求證、發現、
思考、展示等，營造開放及互動的學習氣氛，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達成學習目標。幼兒在過程中表現好奇心、積
極及敢於嘗試的學習態度，並常樂於以圖畫、文字或語言來分享學習成果。 

在處理學習差異上，老師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例如：小組形式、以強帶弱、座位安排、不同層次的學習等，來幫
助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亦為個別學生提供家居訓練作業，引導家⻑在家⻑為子女進行延伸訓練，以提升幼兒學習
效能。 

本年度亦配合疫情的需要，以新常態的教學模式，教師與主任定時透過不同媒體與家⻑和幼兒保持聯繫，如 : 視像通
話、手機即時通訊軟件及電話聯絡等，從而了解家⻑和幼兒的近況和需要，並提供相關建議及最新資訊。停課期間，
教師製作不同形式的教學影片、派發小禮物，小手工等，讓學生在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 

3.�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支援 

學校設有新生適應活動、暫託服務、延⻑服務、融合幼兒服務，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家庭提供適切的服務。 

在給予兒童支援方面，為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個案達至及早介⼊，本校提供融合服務及參與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
處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定期安排特殊幼師、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提供個別訓練。另外，
是項計劃亦定期委派臨床心裡學家到校提供個案諮詢服務，以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家⻑提升能力及改善情緒。
學校亦參與由小童群益會提供支援的「賽馬會童亮計劃」，亦在疫情期間為學生提供親子活動盒子、防疫物資及津貼
款項，支援各家庭的需要，及作適時送暖行動。 

本校重視家校協作，家⻑教師會成立至今已踏⼊第十二年，過去一年成功獲教育局的資助推行：交職禮親子愉景遊、
親子賀年油⾓制作班。鑑於疫情，整個下學期停課，原定的興趣班、手工班、親職講座等活動都取消了。 

本校安排每週四天的駐校社工服務，內容包括：家⻑面談、個別諮詢、家⻑小組、兒童輔導等，幫助家⻑檢視自己
的管教方法，為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及轉介，擴闊家⻑的生活經驗和社交網絡，讓家⻑更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從
而減輕家⻑壓力。駐校社工在疫情期間亦邀請幼兒在家拍攝抗疫短片上載於網上平台為各人打氣，給予⼤家在疫情
期間發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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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員名單 

校⻑ 黃文茵女士 

行政主任 張立芬女士 

課程發展主任 梁嘉瑜女士 

融合組教師 陳淑娟女士、陳慧萍女士 

幼兒教師 吳春萍女士、余詠騫女士、陳偉蓮女士、翟偉珊女士、葉春婷女士、何芷忻女士、楊紫霞女士、 

吳穎欣女士、關頌恩女士、崔嘉雯女士、馬秀玲女士、陳愛蓮女士、鍾苑伶女士 

延展老師 陳詩娜女士 

駐校社工 蘇世恩女士 

文員 陳詠珊女士 

廚師 楊麗梅女士 

職工 廖小冰女士、劉慶惠女士、朱瑞花女士 

半職職工 謝莉媚女士 

4.�家教會委員名單 

主席 趙倩儀女士 

副主席 黃軼然女士、黃文茵校⻑ 

司庫 施淑儀女士、梁嘉瑜主任 

文書 黃家寶女士、吳春萍老師 

聯絡 李嘉雯女士、崔嘉雯老師 

康樂 馮梅華女士、莊瑞潤女士、吳穎欣老師 

總務 劉嘉敏女士、馮燕女士、關頌恩老師 

 

五、活動花絮 

 

 

 

 

探究防晒用品 
探訪保良局綜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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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享照顧嬰孩 

自由由遊 

秋天郊遊活動 

新生適應活動 

參與童亮館 

戶外探究風活動 

參觀宜家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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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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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弱勢社群提供不同服務 

i.� 中心繼續成為煤氣公司「低收⼊家庭煤氣費優惠計劃」之審核中心，為低收⼊家庭提供優惠，減輕他

們的經濟負擔； 

ii.� 中心繼續成為宣道會「天糧網」之短期⾷物援助評估機構，為低收⼊及有緊急需要人士提供短期⾷物

援助服務。 

iii.� 中心繼續成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基層家庭學童上網服務優惠計劃」之審核中心，讓基層學童同樣可

以得到上網學習的機會，促進數碼共融。 

iv.� 中心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之「有機上網 I 師友計劃」，藉著配對 13 位⼤學生作為基層家庭學生的友

師，以教授科技運用為橋樑，彼此建立，讓⼤學生成為基層學生的師友伙伴，一同學習和成⻑。 

v.� 中心繼續成為「關愛基金數碼電視援助計劃」之審核中心，資助有經濟需要的模擬電視居民添置數碼

電視接收器材。 

vi.� 中心 2020 年 5 至 8 月成為公益金及時雨抗疫基金審核中心，為受疫情影響收⼊之人士提供一次性經

濟援助。 

vii.� 中心協助推行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以紓緩低收⼊住戶的

經濟壓力。 

viii.� 中心向居民免費派發防疫衛生品、聖雅各福群會「點點心意計劃」惠康贈券、7- Eleven 飯盒兌換劵、

Circle K $20 現金券及飯盒兌換劵等，以回應社區需要。 

8.� 中心繼續與區內機構聯合舉辦「『家』添和平愛傳送」社區計劃 ，現改名為 @Love# 家添愛。藉以訓練青年、

家⻑及社區人士成為「社區和平⼤使」，在社區推廣和平訊息，推廣「和諧家庭，關懷社區」的優良文化。 

9.� 雖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但播道會賣旗籌款日仍能於 2021 年  3 月  20 日順利舉行。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中心本年度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部份時間需暫停開放或提供有限度服務，實影響了中心日常運作，班
組活動需要取消或以視像形式進行，也直接影響了前來中心人數及收⼊。但另一方面，中心以不同形式的服務，例
如成為審核中心、派發商店現金券和飯盒兌換劵、免費派發防疫物品等，為弱勢社群提供不同服務，讓他們得到適
切的支援。 

同時，中心在 2020 年  11 月已完成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為期兩年「童創成⻑路」計劃，計劃合共服務了 186 個家庭，
202 位有學習特殊需要的學童及其家⻑提供適切的服務。感謝上帝恩典 !   與此同時，中心成功獲得香港港交所與香
港公益金資助由 2021 年  1 月開展為期兩年的「同創 SP – SEN 家庭支援計劃」，以延續支援及優化有學習特殊需要
的學童及其家⻑提供適切的服務。求主繼續帶領讓計劃順利進行 ! 

未來，盼望「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盡快過去，中心服務能回復正常運作，以致「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   豐彩樂滿迎」
⻑者活動、勞工及福利局資助成人教育課程、暑期聖經班及暑期活動能夠順利舉行。另外，何東爵士基金亦贊助中
心   $184,770   元購買活動設備及物資，以優化中心設施及課程質素及改善同工工作環境。求主繼續使用中心成為地
區和居民的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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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公益金 

港交所基金 

社會福利署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 

西貢區議會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坑口體育館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明愛專上學院、城市⼤學及香港⼤學 

盈健醫療 

⼤眾電腦維修中心 

 
五、服務統計 

1.�會員資料統計 

(A) 會員人數共： 
新增：普通會員：34 位  
新增：家庭會員：19 個家庭 ( 67 位 )                  小計：101 位 
續會：普通會員：139 位 
續會：家庭會員：190 個家庭 ( 638 位 ) 小計：777 位 

總數：878 位 
 

2.�服務統計 

(A) 中心出席人次： 
中心開放：              363 天 
全年共：  7,366 人次 

平均每天：             20.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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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工簡報 

(A)� 資源外借：32 人次 

中心在本年度繼續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推廣社區圖書館伙伴計劃」，借得 450 本書籍

及影音物品供居民借閱。 

(B)� 個案輔導：1866 人次 

(C)� 義工次數：214 人次 

(D)� 活動 

服務性質 總班數 總人數 平均參加者人數 平均參加者出席率 

功課指導小組 70 307 4 90.4% 

興趣班 61 627 10 85.9% 

小組 138 1420 10 89.5% 

⼤型活動 19 1093 58 98.5% 

 
六、管理委員會名單 

主席 何燕兒女士 

副主席 黎偉誠先生 

司庫 潘肇邦先生 

文書 陳錦玉女士 

委員 郭玉芳女士、陳崢先生 

當然委員 黃曉暉牧師、陳家恩傳道、連耀霖先生、周賢明先生 

七、 職員名單 

中心主任 黃陳鳳娟女士 

社工 蔡皓生先生、李嘉進先生 

活動幹事 梁曉妍女士、李天佑先生 

活動文員 蔡潔珊女士 

童創成⻑路功課指導班導師 區麗珠女士、曾凱英女士、張鳳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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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花絮 

 

 
 
 

 
 

 

 
 

 

 
 

 慧賢小組 

TeenPower ( 青少年小組 ) 

����兒童旋風球 

���播道愛心行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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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羅振光主任 

一、中心主題 

「愛的服侍、愛的回應」 

 
二、服務概況 

1.�小組工作 

1.1�功課輔導小組 

本中心主要服務之一，亦是接觸最多學童及家⻑的服務，以往平均每月有   100   位學生參加。但本年度因受新冠病

毒肺炎影響，整年度只能維持 7 個月的服務，而每月的參與人數亦下跌至平均 80 人。 

除了功課輔導外，同工會按個別學童的學習、行為及情緒需要，安排面談、跟進及家訪；並與家⻑緊密聯繫，以舒
緩家庭各成員的壓力及情緒。 

本年度中心繼續與「亨泰印刷有限公司」(「商界展關懷」成員 ) 合辦「同心同行」學童資助計劃，並藉播道會總會
慈惠部推動的「扶苗共⻑學童資助計劃」，資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童參與功輔小組，全年共有 20 位學童接受資助。 

1.2�兒童及青少年小組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248 分隊」現有隊員人數 37 人，包括 23 位中級組及 14 位初級組隊員，較上年度整體人數

增加 2 人。本年度分隊因受疫情影響，⼤部份時間未能以實體進行集隊。集隊模式曾以拍製訓練及靈修短片或視像實

時進行。感恩⼤部份隊員在疫情期間保持出席和積極參與。而本年度的十二暨十三週年「立願禮」因著第四波疫情放

緩，於 3 月  13 日順利以實體及網上直播形式舉行。在導師的人手上沒有增加，加上部份導師因工作關係，未能穩定

出席。因此，求主預備合適和委身的導師加⼊分隊，好讓少年人得著適切的關顧和培育。 

2.�課程及講座 

2.1�課程 

恆常課程包括：畫班、跆拳道班、武術班、舞蹈班、鋼琴班等，本年度共 6 個月時間因受疫情影響暫停服務；而學
校停課其間，英文班和數學班以視像課形式授課。而靚聲金曲齊學唱班受疫情影響，全年暫停服務。另暑期各 類班
組亦因疫情影響，只提供能以視像形式的課程，包括小學英文班和數學班，以及暑期升中英數小組和初中中英數小
組。 

2.2�講座 

⻑者健康講座因疫情影響，全年暫停超過 8 個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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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及網絡活動 

3.1�鄰舍探訪工作 

全年受疫情影響，暫停探訪活動。如個別人士的需要，須預約安排到中心跟進。 

在疫情期間獲得教會肢體及社會有心人送贈口罩、潔手液及社聯統籌的餐券，中心轉送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者
及社區人士，好讓區內基層人士得到抗疫品生活。 

3.2�義工及網絡活動 

受疫情影響，⼤部份義工服務暫停。 

3.3 擔任批核中心 

本年度中心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 ) 擔任「香港公益金」設立的「及時雨基金」和「防疫基金」之批核中心， 
幫助面對短期經濟困難的家庭和人士。 

3.4 3 月 20 日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籌款 

中心共招募街旗義工：49 人 ( 收回 31 個旗袋 )；「線上賣旗義工」：72 人。因疫情影響，在招募街旗義工上較以往
困難。 

 
三、檢討和來年展望 

過去一年，在隊工人手不穩定或新配搭下，較難推展新工作，加上疫情的影響，只可維持一些核心服務。 

中心的核心服務「功課輔導小組」為配合學校的課後活動及功課輔導延展，於本年度仍維持  4  個服務時段，但在疫

情打擊下，只能維持 7 個月的實體服務，而參與學童的人數亦下跌超過兩成。 

基督少年軍在本年度雖然受疫情影響，超過 7 個月時間暫停實體集隊，但整體隊員人數沒有減少，還增加 2 人。而
隊員人數及出席亦保持穩定   (   包括網上及實體集隊   )，實在感恩。在未來的義務導師人手上的需要，仍要祈禱天父
預備。 

因疫情影響，除個別人士的服務需要外，中心有超過半年時間暫停所有戶外及室內活動，包括功課輔導組、興趣班、
基督少年軍、家庭旅行、小組活動、講座等服務。盼望疫情盡快受控，服務能完全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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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本年度因疫情的持續影響，⼤部份時間，中心暫停實體班組服務和團體活動，期間的收⼊⼤受影響。感恩在有限的
資源和服務途徑下，同工仍努力尋找服侍的機會和方法，如開展網上平台和視像服務、送贈抗疫物資等作彼此鼓勵
和關心。 

如來年疫情持續，服務的收⼊將會持續影響，而中心亦面臨嚴重的經濟壓力，祈禱天父施恩憐憫，在患難中幫助。
盼望在「疫」境中仍持守上帝的異象和使命，帶著基督的愛服侍彩雲社區，與社區同行，繼續發揮基督愛鄰舍的精
神，把握服侍鄰舍的機會，並持守「…行公義、好憫，存謙卑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聖經彌迦書 6:8 )  的 真 理去
服侍。 

 
五、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1.�「社會福利署」津助本年度的租金及差餉。 

2.�「彩雲 ( 一 ) 及 ( 二 ) 邨房屋署物業管理處」借用場地作社區活動。 

3.�「亨泰印刷有限公司」贊助「同心同行」學童資助計劃。 

4.� 播道會總會慈惠部推動「扶苗共⻑學童資助計劃」，及各堂會和肢體對此扶貧項目的捐助。 

5.� 播道會總會慈惠部「播道愛心行動」資助活動禮物。 

6.� 「播道會窩打老道⼭福音堂」每月奉獻資助事工發展。 

7.�幸福同行基金及播道同行計劃資助服務在疫情影響下的需要。 

8.�「香港公益金」捐贈一部 55 吋電視機、7 部空氣清新機、一張乒乓球桌及 16 張⻑摺檯作服務用途。 

 
六、服務統計 

1.�會員資料統計 ( 受疫情影響，⼤部份會員未能按到期續會 )： 

家庭會員：114 人 
附屬會員：200 人 
總數：314 人 

2.�活動參加總人次： 

 

項目 內容 活動次數 出席人次 

1 小組工作 288 7708 

2 課程及講座 282 3627 

3 社區及網絡活動 40 741 

4 親子及康誼活動 0 0 

 合共 610 1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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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案工作： 

個案處理：17 個 
輔導人次：83 人次 

4.�諮詢服務： 

560 人次     ( 數字包括查詢「香港公益金」的「及時雨基金」和「防疫基金」之申請 ) 

5.�親職資源借用 ( 因疫情關係，暫停借用服務 )： 

借閱人次：0 人次 
參閱人次：0 人次 

 
七、中心管理委員會名單 

主席 列碧琪女士 

副主席 何嘉寶女士 

委員 陳永就牧師、梅耀君先生、郭蕙禎女士、黎玉晶女士、鄒窩立先生 

 

八、職員名單 

總    監 陳永就牧師 

中心主任 羅振光先生 

文書兼活動助理 葉婉嫻女士 ( 2020 年 6 月起由活動幹事轉任 ) 

文書兼活動助理 方愷晴女士 ( 2020 年 6 月離職 ) 

助理社工 李小華女士 ( 2021 年 4 月離職 ) 

幼兒工作員 ( 義務 ) 蕭麗琴傳道 

社工 ( 義務 ) 朱定洲傳道 (2021 年 1 月離任 ) 

事務員 ( 清潔 ) 鄭玉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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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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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歲晚禮物包送贈活動 

2021播道會社會服務賣旗籌款 

 

「Sunshine新Life」青年營相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248分隊 

「十二暨十三週年立願禮」 

ZOOM視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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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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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廖靖宜主任 

一、中心主題 

2020-2021年度的康福堂社會服務配合康福堂教會一起以「活像基督，共建神國」為主題。盼望能凝聚弟兄姐妹， 
透過社會服務，學習耶穌基督的⼤愛、憐憫等等的特質，服務人群，廣傳福音。 

 
二、服務概況及成果 

功夫小子創未來 編程科技新世代 

延續上年度獲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2019 贊助之「功夫小子⼤師傅，共武同樂新世代」計劃，本中心繼續推動學童
進行功夫訓練及參與各樣義工服務。可惜在疫情下，計劃須取消到社區機構及⻑者中心的表演及探訪活動，改由功
夫小子親身示範，拍攝「抗疫健體舞不停」短片，配以功夫機械人做一套簡單健體操，推動學童、⻑者及社區人士
在抗疫期間亦能持續運動，並且透過短片分享正能量，互相鼓勵。計劃亦透過功夫小子以快閃形式，向街坊分享健
體八段錦，幫助市民強健身體。 

本中心亦有幸獲得「沙田青少年事務委員會」資助，推行「夢想舞台真功夫」計劃以延續功夫精神。計劃以展現自
信，實現夢想為主題，鼓勵學生積極向上，踏上自己的成⻑舞台。由於疫情關係，計劃將重頭戲的日營活動改以拍
攝短片形式進行，向社區人士分享小朋友的學習成果。透過短片可見一班小朋友面對鏡頭，仍能充滿自信、展現自
我，為社區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 

此外，本年度亦有幸獲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撥款，於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間，推行「I can code 科技新
世代」計劃，希望透過學習機械人編程及外出探訪活動，培養學童學習解決困難及突破自己的能力，從中建立學童
的自信，建立積極的學習態度，亦鼓勵他們參與義工服務，投⼊社區。 

促進⻑、幼、婦女共融 

本中心亦嘗試引⼊新興運動地壺球，鼓勵會員持續學習，增值自己。本年度承蒙沙田區議會撥款推行「跨代愛心    
壺」計劃，推動 13 位⻑者及婦女學習地壺球玩法及技巧，然後進行 4 次關愛服務，鼓勵地壺球參加者成為義工，教
導青少年及社區人士，共有   56   人次參與關愛服務。活動過程間有效增加⻑者及婦女參加者的自信心，推動他們助
人自助、關愛他人，同時亦能加強社區⻑者、婦女及學童之間的交流及合作，以達致跨代共融。 

支援基層家庭 

本中心多年來一直持續支援各類型的家庭及學童服務。感謝康福堂的肢體及社區人士的捐助延續「信望愛」課後支
援服務及愛心糧倉服務，使社區內的低收⼊家庭及社區人士受惠，減輕經濟負擔，亦藉此將福音帶到基層家庭當中。
在疫情期間，中心職員與信望愛功課輔導班一衆導師仍努力不懈、盡力嘗試新方法，透過視像形式持續支 援一班基
層學童，幫助他們停課不停學，努力跟上學習進度。在疫情期間，主的恩典更是多而又多，康福堂愛心 糧倉亦不間
斷接收到不同群體的捐贈，包括沙田浸信會、FOOD-CO 及樂餉社等，派發⾷物包、派發吉野家電子飯券、百佳券等，
為基層家庭提供物資、糧⾷及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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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中心亦有參與公益金及時雨項目及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2020 及
2021 年項目），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申請資金援助，在疫情下渡過難關。公益金及時雨項目：本中心在 2020 年 5-8 
月期間，接收到 233 個電話登記，共處理 72 個申請，當中共有 62 個成功申請個案；而關愛基金項目方面，由
2020 年 7 月起，截 2021 年  2 月份，本中心共處理超過 1,800 份申請。在接觸申請者過程間，亦更了解基層家庭的
需要及苦況，適時亦有康福堂的傳道同工給予心靈關顧。 

最後，感謝社區團體及有心人的支持，不時贊助資源及禮物派給中心會員，提升會員的生活質素︰聖誕禮物包、點
點心意計劃 ( 惠康劵 )、Circle   K   窩心⾷物劵、煤氣公司贈送愛心湯禮包、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新春福袋等。 

 
三、總結與展望 

感謝主使用中心在疫情期間透過關愛基金項目、公益金及時雨項目、愛心糧倉及信望愛功課輔導班等等，與基層家
庭同行，提供經濟、糧⾷、學業上的支援；亦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讓社區⻑者、婦女及青少年學習新事物，從中
促進跨代共融；亦感謝中心同工在過去一年的努力，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下，盡心盡力服侍社區有需要的人士。 

展望中心來年繼續透過糧倉服務、信望愛課後支援服務及關愛基金項目等，支援基層家庭各方面的需要；推動⻑者
參與園藝活動、學習新事物及參與義工服務，幫助會員及義工探索人生意義，將生命的價值建構在神的道上。 

在未來一年，中心亦會繼續發掘社區資源，幫助不同年齡層的群體提升身心靈健康。 

 
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公益金 

社會福利署 

沙田區議會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者中心 

香港迪士尼樂園 

衛生署沙田區⻑者健康外展隊 

香港護士協會 

香港保健協會 

RositaCares 臨床香薰治療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香港⼤學公共衛生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 - 社會科學學系 

香港保健協會 

⾷物環境衛生署⾷物安全中心 

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基金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樂餉社 

寶光實業 ( 國際 ) 有限公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 

香港神託沙⾓青年中心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 恩平 ) 小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香港家庭福利會 

銀杏館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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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本年度熱心義工 / 義務導師 ( 排名不分先後 ) ︰ 

潘淑賢 潘淑清 鄧鳳屏 

郭慧玲 吳    金 周麗容 

孔秀琼 張香蓮 張燕芳 

馮勵儀 李曼玲 陳淑芳 

陳錦春 曾月星 周國林 

吳蘭轉 曾文峰 潘美琼 

朱肖娥 劉蘊玲 張小雯 

何月娟 梁偉強 陳駿陽 

羅明明 趙蓓蓓 阮民聰 

汪玲英 胡    萍 胡天行 

余漢聰 伍梓恆 張俊禮 

唐德玉 陳奕陽 葉錦崇 

黃婉恩 黃婉晴 鄭奇建 

黃榮湛 陳肖紅 鄭君浩 

謝碧華 梁鳳儀 洪燕卿 

蔡綺琪 伍梓豐 陳紫君 

楊滿英 王坤松 陳麗萍 

黃麗華 利冠渝 盧曉炫 

利悅華 羅子瑩 盧曉桐 

劉泳瑜 孔秀瓊 何鳳才 

余碩鳴 周灼瑩 劉橋敬 

鍾潔芳 梁玉蘭 徐根榮 

馬麗明 陸翠珠 黎敏儀 

葉    歡 劉綺華 白悅晴 

鄺樣好 李秋娥 李桂蓮 

李碧桃 沈觀成 曾嘉兒 

黃巧嵐 蔡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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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愛心壺 

 

 

 

 
 

 

 

愛心糧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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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健體舞不停 

 

夢想舞台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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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恩成⻑中心 趙小堅主任 

一、中心主題 :  

以基督的愛去服侍鄰舍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仍然是艱難的一年，新冠狀病毒的威脅持續，中心原本計劃好的興趣班、暑期託管班、講    

座、旅行，甚至沙灘清潔暨籌款日也全部因為疫情的緣故而取消。餘下的日子，中心便是與⼤家一起，全城抗疫， 

守望相助，共渡時艱。 

 
二、服務概況 

1.�兒童服務 

1.1.�興趣班 

兒童興趣班包括劍橋英文班、珠心算班、童創藝術等，都因為疫情而暫時擱置了。 

1.2.�暑期活動 

沒有實體的暑期課程，我們把課程上載到互聯網，這是中心的一個新嘗試。我們推出「喜閱新一代」和「喜跟我畫」
兩個課程，亦喜見小朋友的回應，將他們的作品寄回給我們。 

1.3.�課餘託管 

本年度的「課餘託管」在斷斷續續的情況下開班，當教育局宣佈要暫停所有面授課程時，中心便暫時停下來。但當
疫情稍為緩和，我們便在足夠的防疫措施之下重開。學童們都急不及待地來到中心上課，他們喜歡到中心當然不是
因為「功課」，是「功課」以外的情誼，是中心帶給他們「家」的感覺。 

2.�⻑者服務 

盛極一時的「太極一式」隨著疫情落幕，⻑者都要留在家中。他們的新常態便是在家中按老師的「太極」錄影片段，
各自在家中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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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展服務 

3.1�中心響應⼤⾓嘴教會聯網發起的「同行抗疫：愛鄰舍、共分享」行動 

疫情期間，基層市民嚴重缺乏抗疫物資及生活所需，我們收集了各種物資，包括口罩、清潔用品及⾷物送到聯網的
分享站，並轉介有需要的街坊及無家者到分享站領取物資。 

3.2�樂恩、關愛行動 1、2、3 

與此同時，中心也舉辦了五次的「樂恩、關愛行動1、2、3」，把籌集了的口罩和其他日用品，與教會內的弟兄姊妹

一起把物資送給⼤⾓嘴區內的基層家庭、獨居⻑者、劏房家庭、露宿者及清潔工人。 

3.3.�疫裡有情、資源共享 

疫情期間，學童只可以在家中上網課。但往往基層家庭會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有見及此，中心開放地方，提供 
免費上網及電腦借用等服務，支援有需要的學童。 

3.4.�配合其他機構的支援，為窮困的解決「燃眉之急」 

「播道愛心同行計劃」、「教關愛心行動」、「耀陽行動」和「公益金『及時雨』」等機構提供了物資及金錢的協助，我們也按基層
家庭的需要分配資源。看見受助者感動得要落淚的一刻，相信上帝的愛觸動了他們的心靈。 

3.5.�節日探訪 

義工在充足的防疫措施下，維持節日探訪的行動。在中秋節、端午節和聖誕節時，送了應節⾷物和其他物資給      
鄰舍。 

4.�籌款活動 

原定的「沙灘清潔暨籌款日」因限聚令而取消了。 

 
三、檢討和來年展望 

過去一年跟以往的十年是截然不同的，沒有了恆常的活動，只專注於在疫情之下的服侍。很多行動都是突發和按 
需要而調節的，希望在艱難的日子支援有需要的鄰舍。我們知道我們所作的是很微小和不足夠，但當目睹其他服 
侍群體都努力為基層人士出一分力時，我們都十分感動，盼望這便是疫情下的機遇，讓受助者在艱難的時刻感受 
到上帝的愛。 

2021 年  5 月，我們便要離開⼤⾓嘴的「嘉運⼤廈」，進駐坐落旺⾓的「嘉禮⼤廈」，「樂恩成⻑中心」也進⼊一個新里
程。因為地方上的限制，我們會暫停「課餘託管班」，專注於外展服務。服務對象主要為基層家庭，希望藉著探訪、
物資轉贈、免費活動等支援他們身心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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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感恩過去一年上帝豐富的供應和帶領，讓我們學習如何服侍身邊的鄰舍，這既是恩典亦是榮幸。未來的日子，地 
方雖然受到限制，但上帝的愛無遠弗屆，願中心成為流通的管子，帶著上帝的愛祝福別人。盼望中心繼續配合時 
代的變遷，在瞬息萬變的日子為⼤家守望，我們仰望主的帶領，靠著主的同行，發揮愛的精神。 

五、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1.� 播道總會慈惠部「扶苗共⻑學童資助計劃」資助「課餘託管班」的學童，及各堂會及肢體對扶貧項
目的資助。 

2.� 「播道會樂恩福音堂」每月奉獻資助事工發展。 

 
六、服務統計 

1.�會員資料統計 

會員人數共 117 人 
男 56 人 
女 61 人 
中心出席人次 947 人 
開放節數� 29 

平均每節人次 33 人 

2.�2020/2021 年度服務內容及統計 

服務內容 服務總人次 

家⻑服務 7 

嬰幼兒服務 24 

兒童服務 16 

社區服務 47 

課餘託管服務 853 

籌款活動 23 

 
七、管理委員會名單 

主席 林伍倩宜女士 

副主席 黃鄺銀香女士 

文書 林孝忠先生 

財政 何毅江先生 

教會同工代表 林天行牧師 / 陳秀惠傳道 

成員 李靜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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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職員名單 

中心主任 趙小堅女士 

幹事 劉玉芳女士 

 
九、活動花絮 

 
 

 

 
 

 
 

 

2020/2021 功課輔導班 

2020/2021 派發防疫物資 

2020/2021 功課輔導班 

2020/2021 中秋社區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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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樂恩、關愛行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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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安堂社會服務中心 何俊傑主任 

一、前言 

過去一年我們是疫或逆境自強，還要自強而不適，相信⼤家都同樣不容易過著疫情的生活。過去一年的香港，估計是
回歸 23 年以來，最艱辛困苦的一年。不論政治、疾病疫症、經濟民生等，都是非常困倦。幸總會慈惠部、社會服務
辦事處、教會「順安堂」弟兄姊妹念念不忘中心需要，不論代禱或金錢支援，更幸中心青少年們同心協作派發防疫物
品給予區內小學生及家庭。此外，好鄰舍基金亦協助區內缺乏家庭，讓我可見疫或逆境中仍見神恩及弟兄姊妹的愛心，
彰顯主耶穌基督的愛得以區內家庭知悉。我不知明天會如何，但我知主與我同行。 

二、服務概況及成果 

疫情下許多活動都停頓，但是在社會服務工作上，管委們有著許多構思。我們盼望能夠在疫情中帶來一點點的愛與關
懷，年初我們舉辦了兩次愛心分享站活動，收集及派發物資予區內街坊。有基金會、教友、區內街坊為兩次活動提供
不同物資、金錢上的捐助、在活動中擔任義工⾓色接觸及關懷受助者。 

派發防疫物資 

在缺乏任何物資的情況下，上帝以另一種方式供應我們，就是教導那些擁有的人與缺乏的人分享，因為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各弟兄姊妹分別幫手搜購口罩和消毒用品、製作口罩套、捐出金錢。上帝也興起義工製
作防疫包，可以把愛心送到學校裡的學生們，還將不同的物資送到有需要的家庭之中，為的是顯出基督的愛心。同時
我們也是記念上帝從前在我們身上的作為，並要以同樣的方法待人，藉此記念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經過這事，在限聚令的期間，我們是失去了外出的自由，但是所得的是體會到上帝是供應者。「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
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腓立比書 4:19 ) 」神步伐的緩急是難以掌握，有時會令人措手不及。
因此，必須作好信心的準備，以回應神的作為。 

好鄰舍基金服務分享 

好鄰舍基金運作進⼊第四個年頭，仍然本著關愛鄰舍的精神，在疫情下支援有經濟需要人士，特別是回應那些政府福
利政策未能惠及的群體。 

基金每月定額資助兩個家庭。透過半年一次的檢討和平日同工導師的關顧，家⻑和孩子都得到適切的幫助，跨過一個
個艱難時刻。他們不單靈命成⻑，還參與教會事奉。此外，基金亦資助個別家庭的特殊需要。八月份分別資助一個綜
援受助家庭裝修買地磚、透過一次性撥款幫助一個在疫情下收⼊減少的家庭，還有為一個經濟緊絀的家庭購買手機
及電視接收器。受惠者都因教會的服事深被感動，其中一位家⻑決志相信耶穌。亦有全方位學習班受疫情影響，使
聚會暫停。雖然資助青年導師舟車費減少，但仍有一位導師保持恆常接觸孩子及家庭。 

在疫情下，教會更須要與鄰舍分享資源和愛心服事，願意透過基金的運作，基督得着榮耀，肢體得着成⻑，鄰舍得着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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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託管班分享 

2020年無論對於哪一位香港人來說，相信都是難忘的一年；課餘託管班在過去的一年，也是困難重重，但是藉著神的
恩典讓我們安然度過。 

過去一年課餘託管班仍服務了約十多個家庭，其中安泰邨居民已成為主要服務對象，約佔六成。當中⼤部分的家庭都
是經濟有需要的，部分更是新移民或綜援家庭。他們主要來自迦密梁省德學校及堅樂第二小學。因應同學的需要，本
年的服務和以往有些不同。首先，學生們⼤部分時間也是半天上課，所以我們也相應的提前開放時間。其次是提供網
上家課輔導，讓家⻑們在家和小朋友學習時也能得到適切的幫助。 

透過課餘託管班服務，我們可走進社群並且接觸了很多有需要的家庭，並補足了某些學校的功能。另外，亦感恩在過
去艱難的一年有數位順安堂的年輕人來課託擔任導師。他們都是十分盡責及有愛心，同學們都非常喜歡他們。 

課餘託管班的統計 

年度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 

服務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1:00 至 6:30 

服務日數 約 80 天 

服務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平均每天使用人次 約 16 人 

從其他機構轉介人數 2 人 

參加家庭概況 本地家庭為主，約兩成是新移民家庭： 

・主要是順利邨、順安邨及安泰邨居民 

・⼤部分為低收⼊家庭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我們本著上帝給予的恩典回饋社會；發放積極樂觀的信息；團結發動各界擁有時間、能力、金錢者分享資源、幫助社
會上弱勢社群；為受助者提供適切的關懷與服務；協助建立共融關愛的社會；分享福音並在地上擴張天國。未來我們
將繼續推動不同探訪、關顧、組織、培訓義工活動，透過更多方面的服務去接觸不同家庭，盼能在社區中發出一點光
與熱，亦盼能成為彼此作守望者。 

讓我們一同攜手努力! 

四、2021-2022 年度委員名單 

主席 許頌賢 

司數 鄭慧琴 

委員 陳駿軒 

委員 吳國龍 

中心主任 何俊傑 

幹事 黃嘉寶 

88



 

四、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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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樓自修中心 自修中心管理委員會 

過去的一年，和平樓自修中心與所有香港人一樣，過著不一樣、滿有挑戰、同時亦滿有恩典的一年。因疫情關係，自
修中心自 2020 年  1 月底便暫停開放。直至 5 月初，待疫情較為穩定後，中心才能作有限度開放。可惜到 7 月底時，
因疫情變得緊張，中心要再次關閉。好不容易，終於到 9 月份。當時疫情慢慢地穩定下來，中心也漸漸地回復開放。
回顧過去的一年，雖然中心能夠開放的日子比平常時少 25%，但感恩的是我們今年會員人數比去年增加了 32%，使
用量亦比去年增多了 5%。 

為保障會員的健康，中心重新整理了座位的安排，並有一些防疫措施需要會員遵守。感恩各會員也十分配合。還記得
有一段時間，因疫情較為嚴重，中心只能給不多於   4   人同時使用。會員更要預先登記才能使用中心。起初，我們也
擔心此舉會令會員反感或不滿，但感恩會員卻十分理解並願意遵從我們的一切措施及安排。更感恩的是，會員在使用
中心的同時，也願意和我們一同保持中心清潔。 

雖然疫情影響了中心正常的開放，但並沒有影響了我們關心會員、與他們分享神的愛的心。在疫情初期，我們透過網
上及電話短訊接觸會員時，知道有一些會員未能購買得到抗疫物資。因此，我們便聯同播道會和平堂的弟兄姊妹一同
為有需要的會員送上口罩和搓手液。到了疫情中期，當我們得知一些會員的家⻑受疫情影響而減薪、甚至失業後，我
們便與和平堂一同籌劃《分享愛伴同行》計劃，為有需要的中心會員、附近的街坊、及教會轉介的家庭，每月送上一
些抗疫物資、⾷物、日常用品和心靈上的關心。雖然突如其來的疫情令自修中心未能如常提 供地方給會員溫習學習，
但我們卻能在有限制的環境內，與弟兄姊妹一同接觸和關心有需要的會員。 

在過去的一年，我們與和平堂 Ignite 青年團契聯辦了一些實體的活動，如：Orientation Night 及 Art Jamming 和諧
粉彩畫工作坊。另外，我們亦用創新的方法舉行了不少網上活動，如：眼睛網上旅行，職業 EXPO 等等。這些活動不
但希望能為自修中心會員提供一些娛樂，更希望能讓他們有機會認識教會。 

另外，每年的 DSE 考生也是我們重點關心的對象！今年我們也在二月份開始，逢星期四傍晚於自修中心舉行祈禱會，
特別為 DSE 考生禱告！感恩考生也樂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代禱事項。更感恩的是，也有一些會員參加祈禱會，一同為
考生及其他會員需要而祈禱。在 DSE 開考前一天，我們亦為每位考生預備了一份小小心意及聖經金句打氣卡。但願他
們在感到緊張或擔憂時，被神的說話親自安慰及鼓勵。 

除此之外，自修中心在過去一年也透過總會的協助去申請公益金及華永會的基金作重新裝修   309   單位及改善   312 
單位部份設施。感恩我們也成功獲批得到公益金的申請！我們計劃於 2021 年內能完成 309 單位的裝修，為會員提供
一些能作小組討論的空間。 

隨著疫情慢慢放緩，我們十分期待自修中心能再次全面開放。我們期待能與會員再次在中心的沙發上，一同品嚐咖啡，
閒談生活趣事，分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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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自修中心也只能維持一人一檯，保持 
社交距離 

一、服務統計 

1. 會員資料統計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會員人數共： 154 人 ( 男 65 人 ;  女 89 人 ) 

2. 服務統計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中心總出席人次： 2,399 人次 
總開放節數： 452 節 
平均每節人次： 5.3 人 
全年最高使用月份及人次： 2021 年 3 月，共 477 人 

單日最高出席人次： 26 人 

 
二、管理委員會名單 

主席 尹建雯女士 

成員 王妙珊傳道、黃景龍先生、黃仲盈女士 

 
三、職員名單 

中心主任 王妙珊傳道 

中心助理主任 ( 半職 ) 黃仲盈女士 

中心幹事 ( 半職 ) 梁鉑力先生 

 
四、活動花絮 

 

�����保持社交距離，讀書都更加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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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 月時，與和平堂 Ignite 青年團契合辦的 Art Jamming 和諧粉彩畫工作坊 

導師耐心教導會員和諧粉彩畫的 
技巧 中心會員也享受製作和諧粉彩畫 

 
 

 

 
����在聖誕時為會員送上小禮物，分享神的愛  

 

 

於 10 月時舉行 Orientation Night，透過遊戲去 
介紹自修中心的設施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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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限制我們未能舉行實體活動，但創意卻使我們

開創網上活動 – (1) 眼睛網上旅行：帶會員遊玩不同國

家 及 (2) 職業 EXPO：認識不同職業 

 
 

 

 

 

 

 

 

 

 

 

 

 

 

 

 

 

 

 

 

 

 

疫情時，中心與教會透過《分享愛    伴同行》一同為有需要會員及家庭送上愛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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