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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而立 40疑惑？

轉危為機 活出豐盛下半場
從心會社社長　吳思源

訪問及筆錄：馮雪儀

人，因為不知道未來的路途如何，所以總有許多迷惘

不安。對於一群準備或者已經結束工作生涯的朋友來

說，退休可能比以前所想的更早來臨，但他們卻不能

確定自己該何去何從。

　　在過去數年一本非常流行的人生意義追尋啟導書『人生下半場』1，在互聯網世界引起很多討

論，亦正回應進入中晚年期者的需要。此書的作者將人生比喻為一場有上半場與下半場的球賽，

當一個人在上半場已經達到人生的高峰，像是走在十字路口，需要花時間思想清楚，他要用後半

段時間做哪些事情。他認為這個「中場」時間，是人生身心甦醒的機會，此時應調整規劃未來，

讓人生的下半場能發揮得最完美、最有意義、最有價值。

中年危機
　　英國與美國一項聯合研究顯示，人一生的幸福感呈現Ｕ形曲線，年輕與年老時最快樂，中年

時會墜入幸福感的“谷底”2。換句話說：人的一生，年少時與年老時一般都會感覺良好，中間過

程卻充滿種種艱難。這種“考驗”一般會持續數年，即人們所說的“中年危機”。

　　從心會社社長吳思源先生指出，中年階段，的確不簡單，需要好好面對和適應。所謂中年，

大概由四十歲前後開始，直至五十餘歲。一般來說，人到這個時期，事業、家庭已趨穩定，甚麼

事也熟能生巧，生活漸漸變得平淡，以致生命力逐漸放緩，有時甚至有種怠懶、重覆、不外如是

的感覺。有人把這階段比喻作河流的下游，因為過往有很多事情堆積未清，所以引致河床充滿淤

泥；若不及早疏導，則有可能變為一池死水。

民間智慧，助己又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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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聖經》馬太福音11章28節

城市焦點

　　吳思源又表示，「中年危機」是每個中年人需要面對的

事，它對男人的影響要比女人大得多。他們的健康開始出現

毛病，體力走下坡，健康大不如前，甚至面對更年期變化。

心理方面，由於過往廿多年，他們已用了大量時間追求事業

成功、養兒育女、自我增值，時至今日，都已經身心疲累。

由於他們已花了許多精力和力氣向上爬，爬到峰頂，剩餘的

意志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已變得很薄弱，人亦往往力不從心；

故此，要再創另一高峰就難上加難，人亦頓時失去人生方

向。

轉危為機
　　如何突破這份心境呢？吳思源表示，首先得明白到人到

中年究竟有些什麼需要。著名心理學家容格將生命歷程分為

兩個階段：首個階段包含童年及青年，其主要生活取向為迎

合和滿足外在社會性的目標，即社會責任；第二個階段始自

中年，其主要生活取向為適應及順應內心的訴求，滿足追尋

人生價值的需要。吳思源認為中年人士對人生價值存疑，並

感到迷惘是很正常的，他們會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也不知

道要往那裡去，又會問：「幾十年的付出值得嗎？」但是，

當他們意識到，感覺人生灰暗原來是中年常態，或許能幫他

們更好地渡過這一階段，這將有助他們更好地應付中年危

機。故此，協助他們尋找正確方向，並發展第二事業（或第

二里程）變得更為重要。他補充最理想能夠在退休前已經裝

備自己，預早搭建第二里路。

　　吳思源強調所謂追尋人生的意義，不是要否定第一事業

為誤墮塵網，從而有了必要的悔疚；但要追尋完整價值，更

要懂得總結上半場的寶貴經驗，並將已累積的經驗、技能盡

量發揮，回饋社會。

第二事業發展期

突破自我

部署反思期
成功退縮的弔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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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人生事業發展期

探索期

夢想期

收成期

第一事業耕耘期

成功迷失期

中年危機

人生事業發展圖

註1: 文章「人到中年幸福感失蹤了 據研究44歲前後是低谷期」轉載自百靈網　　　註2: 出自鮑伯‧班福德《人生下半場》，雅歌出版社。

　　至於中年人士如何可以轉危為機，把未來的生活從憂慮

化為盼望，令生命充滿活力呢？吳思源強調提早為自己訂立

退休計劃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退休後的生活會讓退休人士的

心態有所轉變的，甚或會因為不習慣退休後無所事事感到迷

失，因此應為自己計劃一些激發生命動力的活動。以下是一

些具體建議：

1		 保持身心健康：控制及調節飲食，及參與體能鍛鍊

和保健運動，如游泳、跑步等，亦可認識多一些老化

過程的健康問題和保健知識，早作心理預備，亦盡量

減輕健康衰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和預防一些避

免的老年殘障意外，例如：中風、跌倒、骨折等。

2		 生命回顧(Life review)：嘗試回顧自己成長歷程

中，種種美好時光和抗逆經歷。同時，亦可重溫歷史

（Re-experience）。例如：欣賞舊照片、懷舊歌曲、撰

寫自傳或製成相簿，緬懷過去美好的回憶，這都是非

常有價值的生命回顧。

3		 參與故事教育：中年人士經驗豐富，他們或許曾經

歷過一些社會大事，如：暴動，限制用水等，而是現

今一代未有體驗過的。所以，由他們向年青一輩細訴

一段段獅子山下的故事、和與較年老長輩交流過去歷

史，顯得更有意義。

4		 趣味重尋(Re-creation)：尋覓個人的興趣，重新

培養嗜好，如：聽音樂，藝術，旅遊，歌劇。

將中年人士看成社會資本
　　吳思源認為戰前出生和戰後的出生者有很大差別。戰前

出生者現在已年屆七十有多，他們年青時大多沒有退休保

障，只得中下收入，兒女又多，無甚麼積蓄，所以現在真的

是「弱勢社群」。但戰後的出生長者較有學歷、有專業、有

積蓄、投資，基本生活所需困難較少。

　　現時本港人口不斷老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

至2031年，每四名人口中便有一位是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

者，這看似是社會負擔，但他倒認為長者是社會重要資源，

他們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吳思源亦鼓勵沒有群體生活已久的三文治一族，在專注

工作和關顧家人之餘，也要學習放下自己、忠於自己，作自

己認為要自覺有意思的事。透過參與新鮮和具創意的活動，

可增添生活力量，就如久旱逢甘露般，晒乾的泥土都能夠得

到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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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 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聖經》使徒行傳20章35節

服務回應

退而不休，培育豐盛生命； 
以家為本，共創友善社區

　　長者綜合服務深明退休人士不論在時間、體魄、人生經驗及工作能力均有很多潛能待

發展，故在過去數年，亦策劃了不少推動退休人士善用餘暇、發揮所長的服務，例如：發

展退休人士協會、舉辦退休人士適應課程及講座、提供義務工作訓練等。荃灣及葵青區發

展三十多年，中年及退休人士漸多，如何協助他們確立下半場人生，發揮所長，尋得豐盛

生命，正是本中心未來發展方向。

「30 · 2C」

準退休人士服務新路向
長者綜合服務	

高級服務幹事　馮雪儀

助人自助。自助助人
　　吳思源先生在今期城巿焦點專題文章中探討『中年危機』。人到中年或已退休，會更渴望追尋『意

義』。人生經歷中場休息時，應鎖定下半場的人生方向和目標；而發展個人認為有意義的『第二事業』（第

二里程）是其中一個出路。

　　本中心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贊助一項『302師』2C領域拓展工程，正是組織一些中年或剛退休人士發展

個人第二事業（2nd	 Career），協助社區裡不同社群發揮所長，互相欣賞和幫助建立互助的社區網絡。現時

本中心正籌組302師部隊，他們正透過關懷和服務別人，締造全新的學習機會和人生經驗；最重要是能夠肯

定自己才幹和經驗（人生閱歷）的珍貴，進一步肯定自己的價值（或實現自我）。此計劃亦會透過外展及社

區網絡的手法，動員義工及更多社區人士，編織關懷社區網絡工作。

　　我們現正招募一群立志服務社群的中年或退休﹝第三齡﹞人士加入「302師」，並在服務中體會人生第

二事業的新體驗。各新隊員會參與訂定人生規劃、社區體驗工作坊、策劃及統籌技巧等培訓。

　　如欲報名或查詢，請聯絡本計劃負責同工馮雪儀姑娘﹝電話：2423	0319﹞。

「何去何從？人生下半場探索分享會」

已退休前警司兼資深輔導員龔柏成先生大

談其人生下半場經驗

　　為了幫助「三十而立，四十疑惑」者經歷身心靈的更新，長者綜合服務與聖

公會荊冕堂合辦「何去何從？人生下半場探索分享會」。分享會已於6月21日順

利進行，與會者70多人。對於一班中年和退休人士來說，這是一次振興人心的

分享會。

　　當日大會邀請了已退休前警司兼資深輔導員龔柏成先生，以他自己的經歷，

現身說法地道出了人生的下半場還是大有可為的。當中，他亦分享他在人生中場

進行人生規劃的經歷，以及開展下半場人生後的檢討分析，以啟發和激勵各同路

人，演繹出豐盛的下半場。

　　龔柏成表示，每個人應在約40歲開始訂定個人的退休計劃。他以自己為

例，早在2000年便有退休的念頭，但因擔心家庭的經濟問題而沒有作出決定。

直至2006年，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決定退休離開警隊的崗位，專心侍奉上帝。

退休初期的生活事先並沒有任何計劃，後來才在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輔導學，一

向對輔導學有興趣的龔柏成，便決定報讀有關的課程，目的是為了日後服務警隊

的同僚及其家人。他現時更是香港警察以諾團契朋輩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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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18節

服務透視 服務透視

「全民健康─領導與協作」社區健康研討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於2008年5月23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主辦的「全民健康──領導與協作」社區健康研討

會，是次研討會獲得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包括社會服務界、醫護界、學術界、教育界、區議員、地區團體主席，以至社會服務

機構及健康義工大使等代表的鼎力支持，就加強推廣社區健康工作，提高服務水平進行專業交流。

　　啟動禮邀請了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李淑儀太平紳士及衞生署副署長譚麗芬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大會主持人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區健康促進委員會主席李紹鴻教授呼籲社區領袖積極參與社區健康推廣工作，共同努力達至「全民

健康」的最終目標。社區領袖可擔當領導角色，帶頭在社區層面推動社區健康，同時又可透過組織和結成聯盟倡議巿民關注的社

區健康議題，引起公眾和政府關注。他又指透過社區領袖推動社區健康服務可事半功倍，比政府獨力承擔更有效果，故加強官商

民合作是勢在必行。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指社會服務界可善用自身優勢，包括

連繫社區組織，與醫護界和教育界進行跨專業合作，在推廣社區健康工作上優

勢互補，一同努力以推廣社區健康為己任。

　　大會以「全民健康──領導與協作」為主題，是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於

一九七八年提出推動健康推廣，各界熱烈討論及興奮地分享的議題，包括社區

團體及社會服務機構健康推廣策略，如何匯聚社區力量及資源去作有效健康推

廣，怎樣在社區建立一個全方位健康環境，期望透過是次研討會匯聚並組織社

區領袖，協作推動社區健康工作，共同努力達至全民健康的最高目標。

　　本機構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近年舉辦多次「二手物品藝墟市場」，近期亦於暑假

期間再次舉辦，本計劃由開展至今，廣獲各界好評及傳媒報導，參加者反應亦十分踴

躍。本計劃旨在透過設立二手物品銷售攤位，將外間捐贈所獲的新舊貨品，向社區人

士以優惠低廉之價格擺賣，以協助低收入家庭節省生活開支，亦能為社區大眾營造一

個推廣資源循環再用的「環保購物天堂」。	

　　從以往經驗得悉，二手物藝墟市場的「貨源」頗為充足，每當市民在清潔或執拾

家居時，也不時發現家中會有很多仍用得着但沒有空間位置擺放的物品，例如是一些

親友贈送的禮物或從旅行中購買的手信飾品等，他們往往主動將這些物品捐贈予本中

心作為藝墟擺賣之貨品。此外，不少廠商偶爾也積極捐贈不少全新的玩具、衣服和家

居用品等作為藝墟活動之義賣貨源，貨品種類因此而日漸繁多。

　　此外，不少服務使用者亦藉着這個藝墟購物天堂的場合，親自登記報名充當檔

主，承包起整個攤位之營運，將家中物品拿出來擺賣，嘗試領會生意營運的樂趣，體

驗由貨品選購定價、攤檔設計至宣傳推廣等銷售過程，均屬一手包辦，讓一些低收入

人士從中賺取一點收入，更可從活動中與其他服務受眾交流分享參與過程之樂趣及營

運心得，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二手物品藝墟市場逐漸成為本部門恆常定期舉行的重點項目，除可被視為一項

「抗通脹」的舒解民困行動外，亦可作為一個理想平台和機會，好讓親子及婦女在藝

墟中一展其才藝天份，自創手工藝品、環保日用品及以廢料製作特色心意咭在現場擺

賣，讓服務對象獨有的能力及智慧，能得以融匯於屬於我們的社區當中，並在集結多

方協作的力量下，帶給家庭成員和社區內每一份子一份關懷和一股生活的動力！

　　如各位有興趣在未來日子參與本計劃或捐贈貨品，歡迎致電24235045與彭姑娘或

羅姑娘聯絡。

二手物品藝墟市場
民間智慧，助己又助人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		彭安瑜

會員和義工一同參與藝墟市場的籌劃及推

廣工作

社區人士正在選購價廉物美的貨品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主任		嚴詠兒



服務透視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聖經》箴言17章22節

服務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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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處處三十五．	
親子種植齊參與

日期：2008年4月至5月

地點：本機構幼兒園

內容：由家長與子女合力栽種盆栽，增進親子

關係，亦分享機構的35周年喜悅。

「全面健康�領導與協作」	
	社區研討會

日期：2008年5月23日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集結近200位不同界別的

社區健康領袖及義工，交

流經驗和促進合作，簽署

社區健康領袖約章，以結

合專業與社區力量，推動

社區健康促進行動。

35周年服務巡禮

日期：2008年	

6月17日

地點：葵涌邨

內容：推廣機構

多元化的

服務，解

答公眾人士的服務查詢，全面照顧不同

國籍、階層和年齡人士的需要。

夏日繽紛迎三十五周年嘉年華

日期：2008年6月28日

地點：香港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內容：透過多項武術表演及好玩刺激的攤位遊

戲，鼓勵青少年投入各項暑期活動，善

用餘暇。

「社區添力量」家庭日營

日期：2008年6月29日

地點：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內容：藉著互動遊戲及小組討論，讓家庭學習

和實踐有效親子溝通及情緒管理之要

訣，並分享機構35周年慶祝喜悅。

35載情．健康伴您行

日期：2008年7月5日

地點：香港新界葵涌

和宜合道22號

內容：設攤位遊戲、

美食、社企

銷售攤位、復康服務等，與街坊盡興一

天，同慶35載情。

35載情．服務新里程

日期：2008年7月26日

地點：葵涌及青衣區

內容：推廣大使乘坐開蓬

巴士遊遍荃葵青區

及青馬大橋，向荃

灣及葵青區市民介

紹本機構服務。

「耆夢藝廊」長者才藝表演暨	
	藝能展覽會

日期：2008年8月4

至5日

地點：荃灣大會堂

內容：以長者的原

創話劇、藝術畫作、書法展示、特色舞

蹈、醒獅等表演和展覽，展露長者富生命

力和多才多藝新形象。歡迎到http://

elderlydream.skhlmc.org瀏覽特備網頁。

　　由九月至十一月仍有歌唱比賽和社會企業

展銷日，和壓軸於11月22日﹝星期六﹞舉行的感

恩崇拜、周年大會和周年晚宴，歡迎各會員、

坊眾及社區人士參加。

賀35‧慶祝活動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三十五年以來，緊貼社會發展步伐，以「建立社會資本」、「社區健康」、「社區照顧」、「社區建設」等服務

設計綱領，為不同年齡和階層的市民提供多元化和嶄新服務，以提昇人們的生活質素，促進社區和諧共融。

　　為了慶祝本機構成立三十五周年，由四月至十一月舉行一連串精彩活動，與坊眾及各界友好同儕，同迎35生辰，分享喜悅。從這些慶

祝活動的花絮片段，和各參加者的笑臉，也能感受到三十五周年活動是多麼精彩。

「35攜手獻心曲」歌唱比賽

日期：2008年9月28日﹝初賽﹞，	

11月22日﹝於周年晚宴決賽﹞

地點：二樓禮堂

時間：下午二時開始

內容：憑歌寄意，歌頌積極人生，人間有

情；亦與機構一起成長，積極發展

未來。

社會企業展銷日

日期：2008年10月

地點：待定，請留意宣傳單張

內容：銷售機構的社會企業精美產品，讓

社企參加者發揮才藝。

參加辦法：即場選購，免費入場

感恩崇拜

日期：2008年11月22日

地點：聖安德烈堂

時間：下午四時至六時

內容：感恩崇拜，把機構三十五載的服務

成果，榮耀歸予上帝

第35屆周年大會

日期：2008年11月22日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時間：下午六時十五分

內容：回顧過去一年工作成果，展望未來

發展。

35周年晚宴

日期：2008年11月22日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

內容：佳餚美食聚餐，精彩表演和有獎遊

戲，與眾同樂。

參加辦法：請聯絡各部門職員訂購參加券

浪接浪11221122



自 由 講

優質之旅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聖經》哥林多後書12章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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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師隊員

由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陪
同主禮嘉賓陳國強先生主
持聖火傳遞儀式

由陳國強先生頒發義工組
獎項並與各組代表合照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主任		鄭佩霞

　　為嘉許上年度積極參與機構義工服務之義工，本機構已

於六月一日假石籬社區會堂舉行「同一機構、同一精神」

2007年義工嘉許禮，當日榮幸邀請得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

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陳國強先生擔任主禮。

　　本年度義工嘉許禮以奧運精神為主題，儀式及內容強調

義工參與，以表演及分享環節穿插貫串整個頒獎禮。

　　程序開始先由機構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陪同陳國強先生

主持聖火傳遞儀式，先由沃太燃亮火炬，由綜合服務義工代

表由台上接過火炬並以接力方式傳至台下繞場一週後，再將

火炬傳返台上交由主禮嘉賓陳國強先生燃亮火盆後禮成，象

徵義工服務精神薪火相傳，愛心傳遍社區，接著由沃太致歡

迎詞、及由陳國強先生致勉勵詞。

　　在「全城舞動–健康操」一幕充滿動感之開場表演後，

隨即由陳國強先生頒發小組金、銀、銅獎，及今年新增的個

人長期服務獎；接著，由樂意群社進行話劇表演、及與老人

委員會作心聲分享，之後分別由高級服務協調主任吳煜明先

生及陳清華先生頒發個人義工銅獎；繼續由Women	 of	 Power

一曲龍的傳人陶笛吹奏、呤呤電話組、鄰里探訪組與新民

互助社幹事分享後，再由總幹事沃太頒發個人義工金獎及銀

獎，活動最後以婦女會閒情聚、退休人士協會分享及卡拉OK

金曲組表演作結。

　　與上年度比較，本年度獲個人義工獎項人數增加逾四

成，而小組獲獎數目亦有所增加，出席是次嘉許禮人數達

三百人，場面盛大，其中不乏三代及兩代一同出席見證其家

人獲獎，氣氛勵志感人。

　　二十多位來自機構內不同服務組別

的服務使用者和義工代表、現任立法會

議員及區議員、社區領袖、合作伙伴和

政府部門代表，於六月十六日出席了本

機構2008至2010年度服務諮詢委員會

的委員就職典禮暨第一次會議。

　　伍得良先生再度在眾望所歸的情

況下，獲選連任主席職務；而本區

（葵涌東北）分區委員會主席盧銳銓

先生亦再次被推舉為副主席。相信本

委員會在正副主席的卓越領導和全體

委員的積極支持下，委員會在協助機

構服務發展的功能將可進一步得到提

昇。

　　隨著社會服務需要的急遽變化，

本機構在地區上的角色與功能，以至

服務提供的種類和方式亦相應有所調

整，故此極之需要匯聚不同領域的專

才，進行集思廣益的跨界別協作，共同

謀求解決方案。本委員會在各方賢能的

襄助下，不單給予本機構改善服務設施

與質素的實質建議，亦經常提供外間資

源訊息，讓同工在籌劃服務時，既可考

慮到不同服務使用者的訴求，亦能同時

兼顧其他方面的需要，從而訂出更周

詳，更全面的發展策略。

「同一機構、同一精神」
2007年義工嘉許禮  

　　「以往有些負面的俗語，如“人到

中年萬事休”、“三十不豪，四十不富，

五十將相尋死路”等。現在大家都覺

得，人到中年萬事未休，而要來一次人

生的振興。我們不求豪，不求富，更不

會尋死路，而是發揮自己的餘熱，為社

會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302師隊員	陳積平

　　「參加了義工行列已有多年，對義工的

工作都有一點認識。加入了302師之後，發

覺這計劃跟以往的義工工作很不同，由以往

社工帶着去幹，變成由義工們去籌劃義工項

目，挑戰很大。其實，302師在開展時，也

要面對招募上的困難、義工們能力參差等問

題。雖然如此，但我對這計劃很有信心，並

深信只要堅持，一定會成功的。」

302師隊員	劉保業

               2008至2010年度服務諮詢委員會

『302師』組成已有6個月，兩位隊員在參加了此計劃後有以下

的回應，以與各位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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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等候 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聖經》以賽亞書40章31節

生活秘笈

你有中年危機的徵兆嗎？
摘自《四十歲以後的健康生活（男性篇）》

你正在經歷一場中年危機嗎？為了幫助你證實這一點，心理學家羅斯•戈爾茨坦設計了一個小測驗。	

請對下列問題回答“是”或“否”，並計算出總分：	

是 否

1. 我的未來看上去像往常一樣充滿了希望。

2. 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樣，生活給了我應有的回報。 

3. 對我來說，安全顯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4. 有時我感到我的生活中缺少激情。

5. 我比十年前更加懷疑自己的價值了。

6. 我已對努力尋找“滿意”的生活方式感到厭倦甚至惱火了。

7.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時間正在飛快地逝去。

8. 我希望有一種方法可以使我所有的緊張和煩惱一掃而空。

9. 我比以前更加清楚自己是誰了。

10.在工作和家庭之間達到某種平衡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11.有時我覺得自己已在追求成功的努力中變得精疲力竭了。

12.我很難接受自己已經變老了的事實。

13.我懷念自己年輕時的激情和冒險精神。

14.我的工作就像從前一樣有趣。

15.當我的年齡增長時，我變得越來越關心自己的健康問題了。

計分方法：按各題你的答案，計算得分和總分。

問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分是 0 0 2 2 0 2 2 2 0 2 2 2 2 0 2

否 2 2 0 0 2 0 0 0 2 0 0 0 0 2 0

得分

中年危機小測試分析
得分 中年危機注意事項

0～8分
你的生活平靜無瀾。 

給你的忠告是：既然什麼都沒有損壞，幹嗎還要修理它呢？

10～16分
你會偶然懷念起自己年輕時在海邊度過的那段時光。但是總的來說，你感覺安全且舒適。 

對你前途的展望：你可能準備參加一些短期的中年期調整課程。

18分或以上

鏡子中的那個老傢伙是誰？為什麼他還在無趣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勞作呢？ 

你難以作出的決定：怎樣才能在不失去你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的前提下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變呢？ 

你可以到職業介紹所尋求幫助。



檔 案 室

總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部份公眾假期─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服務家庭關懷社區

倘蒙　台端樂意捐助善款，贈予本機構作拓展新服務及舉辦福利活動之用，可隨此函附上＊支票（抬頭請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寄「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如有查詢， 
歡迎聯絡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電話2423 5265。謹為受惠坊眾致以衷心謝意！

（請用正楷填寫）

捐款者姓名：  身份證號碼：

捐款團體／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支票號碼：  日期：

＊備註：凡捐助 $100 或以上者，將獲發正式收據，作免稅用。

離岸服務單位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新界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新界荃灣老圍村公所公立學校	 2492	9909
LMC	(Love	Multi	Culture)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	 2420	9200	
	 　葵涌廣場三樓3111舖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	 2436	2977	
	 　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力行坊—零售實踐中心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36-60號	 2439	5781	
	 　創意無限商場二樓S210舖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大角咀萬安街16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西鐵南昌站5號舖	(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	 2423	5120	
	 　葵星中心47及48號
融藝工房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2-70號	 2409	2380	
	 　寶業大廈B座5樓2室　

		長者綜合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石安辦事處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新界葵涌盛芳街5-9號	 2420	9121	
	 　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7號	 2614	5333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位於總部之服務單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2423	5062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健體中心	 2619	1327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聯商服務拓展部	 2423	5042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2421	5350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牙科/中醫/復康/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619	1903

「同心創耆夢」關懷社區建設計劃
逆境中自強不息，耆老好學不倦，才華成瑰寶！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為實踐長者的終身學習夢

想，顯露長者們的潛能，特別在八月四日為他們舉行『耆夢

藝廊』長者才藝表演暨藝能展覽會。

　　安老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章明教授、社會福利署荃灣及

葵青區福利專員吳家謙先生、和本機構管理委員會主席關恆

生先特別蒞臨開展禮及欣賞綜藝表演。各嘉賓高度嘉許長者

們的好學不倦，讚揚年青人與長者互助互學精神，並鼓勵長

者和青年人繼續跨代合作，延續

終身學習和互相欣賞文化。

　　各項表演及作品已上載於

http://e lde r lyd ream.skh lmc.o rg	

特備網頁，歡迎瀏覽。如有興趣參與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

服務中心未來的各類長者學習或才藝發展活動，歡迎致電

24235489聯絡梁敬文先生。

長者綜合服務
高級服務幹事	馮雪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