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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愛，因為  上帝先愛我們 。」《聖經》約翰一書4章19節

城市焦點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陳家洛副教授

　　近日有報導指，本地銀行要按一些甚麼指引，謹慎處理南亞裔

人士開戶口的申請，還指這是跟打擊恐怖主義和洗黑錢活動有關。

我們的神經敏感指數忽然大幅颷升，聯想到的都是負面的情境！

　　香港對共融社會的價值持正面和肯定的態度。不過，香港人對少數族裔人士和他們

的文化、傳統習俗、生活概況和面對的挑戰卻所知不多。我們常會用上一些固定的觀感

和意見，嘗試片面地「解釋」少數族裔人士的處境。這並不表示我們惡意歪曲、歧視不

同族裔的人，只是我們真的缺乏去認識的興趣，是一種潛意識的選擇。可是，這片空白

卻容易被一些負面的訊息影響，形成誇張失實的誤差。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多達34

萬，佔人口5%，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以香港為家，或者長時期在這裹工作。

　　「少數」不一定就是「弱勢」的代名詞。我們其實不必預設一種「關懷弱勢社群」

的角度，來看待少數族裔人士。我們只要從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角度出發，在人人平等

的信念下，所有人都可以爭取應有的尊重、尊嚴和更理想的生命機遇（life chances），

確立一種公民應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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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聖經》詩篇127篇3節

城市焦點

　　例如，長者聚居的地區，社區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自然要合乎長者的需要。不過，長者不應該全是一群被動的退休

人士，只有等著其他人來關懷照顧。在講求「活到老，學到老」（life-long learning）和與時並進的時代，長者為甚麼不可

以是一群主動參與社區建設的熱心公民？我們近年就有長者大學、進修學苑等嶄新的念頭，以彰顯共融社會的價值。

一切由教育開始

　　同樣，少數族裔人士要確立他們的公民歸屬感，自然也會要求

積極的政策和服務的配合，也會要求我們多花心思去認識他們的文

化、宗教背景和生活情況，才可以創造條件，引發同心協力的伙伴

精神。

　　這是一個互動教育的過程。但是，少數族裔人士普遍認為，言

語障礙是他們融入香港社會的主要障礙。言語不通帶來了升學、就

業、醫療、房屋和社會服務各方面的挑戰。天下父母心，哪有家長

不會為子女爭取最好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但少數族裔學生能完成本

地高中中文課程，並且考試合格的，人數不多。所以他們絕少有機

會升讀本地大學。

　　在「兩文三語」的香港，少數族裔人士找工作的經驗更常常被

形容為令人沮喪。要做到聽、說、讀、寫達到一定水平，個人的時

間和努力固然不可缺少，但如何做好支援少數族裔學生的工作，還

要帶來成果，政府、學校、教師、家長以至社會各方面必須明白這

個共同責任，並願意協調，靈活變通地尋找有效的方法。

　　母語教學政策在「微調」後，對少數族裔學生來說是增加了入

讀主流學校的選擇。所以，如果教育支援的力度可以調高，政府在

推行政策時加強自省能力和吸納少數族裔人士的意見，必定對少數

族裔人士的公民歸屬感大大有幫助。

　　政府官員以「平衡」各方利益的慣性方式操作，看上去並無不

妥的地方。我們也大可以把少數族裔人士在教育就業所遇到的困難

看成是個人選擇、運氣和能力的問題。但是，政府擁有公共資源及

社會政策兩大槓桿，絕對有能力和責任，帶動社會改變，令個人努

力求變的過程更順利。



服務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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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聖經》瑪拉基書4章6節上

多層次策略　助南亞裔學童
融入主流教育的服務

　　據政府「人口普查」顯示，自2006年起葵青區已成

為全港18區中巴基斯坦裔香港人最多的地區！為了家人和

下一代，他們離鄉別井，來到了人地生疏的香港，為的只

是尋求更安穩的生活、更好的將來。但和其他內地來港新

移民及其他低收入家庭一樣，他們面對著住屋、就業、教

育等生活上的困難。他們的境況可能比其他低收入家庭更

差，其中一項主要的因素是言語上的隔膜。由於他們所操

的母語屬於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學

習廣東話和中文方塊字有相當的困難，因而引起就學、就

業上的障礙。

　　為回應上述需要，本機構自二千年起一直為荃葵青區

內之少數族裔居民提供服務，以協助其適應本地生活，並

促進他們與本地社群達致共融。而因為教育的改善乃是長

遠最能助其脫貧的範疇，故本機構自前年起組成「少數族

裔外展服務隊」，配合本中心組成的多元種族義工隊伍，

以三個層次推行「南亞裔學童及其家長服務計劃」：

政策層次─

改變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政策

重燃南亞裔學童入讀的希望

　　南亞裔學童中文能力固然稍遜，然而一個硬幣有兩

面，既然他們所操語言與英語原屬同源，故此他們在學習

英語時便自然遠比本地華裔學童更為駕輕就熟；因此中學

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便成為了他們能入讀本地主流學校

的契機。為此，本機構透過與各團體於過去半年來多番合

作，分別於葵青、油尖旺及元朗有較多少數族裔人士聚居

的區域，邀請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直接與少數族裔團

體及家長對話後，三場分享會共有六百多位南亞裔居民參

與及踴躍表達意見。結果成功令局方就「微調中學教學語

言政策」當中的編班執行細則作出改善，將有助改善少數

族裔人士面對教學語言及升學等各項問題。

直接支援層次─

南亞裔學童支援服務	

　　本機構已開展多項計劃以直接支援南亞裔學童適應本

地教育需要，包括組織本地及南亞裔的同工及導師隊伍推

行「共融教室」南亞學童輔學計劃，以到校方式為少數族

裔學童提供課後輔學活動，包括功課輔導及成長課等。另

方面，則推行「活在香港、你聽我講」多元語言課程，由

本地經訓練的專業導師，以生活化及輕鬆的手法在校內向

少數族裔學童教授廣東話、英語及國語，並設伴讀義工協

助學習，以綜合強化南亞裔學童的學習能力、並強化其學

習動力與效能感，以促進他們得以在一個平等發展的機會

下成長。

社區支援層次─

協助學校及社區支援南亞裔童

　　本機構亦舉辦以服務少數族裔為主題的講座、工作坊

及小組，由本中心專業社工及南亞裔同工定期到校為學童

及其家長、在校的教職人員等開辦以南亞裔為本的主題活

動，例如如何與南亞裔學童及家長達至有效聯繫、如何教

育南亞裔學童、共建共融校園的方式等。同時亦為校方提

供翻譯南亞裔語言服務，因應實際需要，由本部南亞裔同

工為校方提供翻譯，例如為校方重要通告、校規等翻譯英

語或南亞裔語言、與南亞裔家長聯繫等。另方面亦與校方

籌辦促進不同種族和諧共處的活動，例如訓練手眼協調及

跨種族合作的「接力分半 達至共和-共融摺紙嘉許計劃」、

助其了解香港文化和現況的「共融孩童講香江-文化拼圖計

劃」及發揮其潛能和表演能力的「博藝融和-多元文他由你

體驗嘉年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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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聖經》詩篇121篇2節

服務透視

抗逆滙集正能量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本機構團體及社區工作

部和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於

二零零九年八月份起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份期間獲社會福

利署資助約廿五萬元，於葵

青區舉行一項名為「鄰舍互

守望 ~ 抗逆關懷大行動」之愛睦社區試驗計劃，目的是

回應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經濟困境，向社區大眾宣揚積極

面對困境及正面抗逆的訊息。

　　整項計劃至現階段已接近尾聲，所籌辦的項目包括

培訓不同組別的社區抗逆大使，於葵涌區內推行關懷家

訪行動，以及推展社區二手物品跳蚤市場、社區教育攤

位、家庭生活教育講座、抗逆故事分享會、填色及標語

設計比賽、以及抗逆才藝比賽等，本機構期望透過這些

多元化之活動項目，讓會員可以在交流互動當中，體驗

到積極抗逆和社區互助的訊息。

　　上述各項活動能成為一班積極投入的「抗逆大使」

之分享平台，以及實踐義務工作的機會，彼此建立互

助互勉的氣氛，將他們個人曾遭遇逆境的經驗及抗逆故

事向大眾分享，以「生命感動生命」的態度建立互助網

絡，共同發揮愛睦鄰舍的精神。

　　由於是項計劃宣傳面甚廣，在抗逆大使之支援和參

與下，成功探訪了一百多戶低收入家庭，多項活動參加

人次約3,000人，將社區服務資訊及求助途徑向他們推

廣。此外，二手物品市場亦能吸引不少低收入家庭參

與銷售活動，以及在中心選購廉價的日用品，從中吸納

了不少新來港及單親家庭到本中心使用服務；填色比賽

也吸引了一些學校合作網絡，以及一些以往較少到本中

心參加活動之社群、透過活動接觸並吸納成為會員之對

象，當中部份亦表示有需要尋求社工協助提供情緒支援

及個案輔導服務，亦接觸到具潛在家庭暴力危機之家

庭，這些家庭經抗逆大使探訪後，了解本機構及社區內

之服務，從而主動踏出第一步，致電求助及傾訴個人所

遇到之困擾。

　　從上述經驗得悉，是項計劃能使本機構之前線同工

更深入掌握社區需要，以及及早識別有需要之人士，能

有效實行早期介入。在社區層面上建立互助意識，能夠

預防家庭問題持續惡化。本機構亦能善用現有設施及服

務，繼續跟進所招募之義工及參加者，進一步持續計劃

之成效。

荃灣鄉郊導賞遊
探索地區文化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項目經理　黃夏栢

　　由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的「營造都市邊緣

的一片綠園～荃灣鄉郊可持續發展計劃」，於

荃灣老圍村、新村、芙蓉山村、大窩村和光板

田村推展了一年半，當中的「文化導賞遊」活

動，讓區內外人士對鄉郊地區的文化、生態有

更深的認識和體會。

　　2009年11月22日和12月2日，來自導賞訓練班

的學員，領著兩批參加者進入芙蓉山，深入認識地

區。兩次活動的地點雖同，但重點有別，前者主要

參觀地區內的古寺，了解其建築特色和發展歷史，

然後探訪區內一位農民賴伯。參加者除有機會觀看

賴伯示範接枝種植技巧，更能夠近距離觀看他料理

蜂箱，難得大家沒有對蜜蜂保持距離，都能投入地

聆聽和觀察。

　　至於12月的一次，重點放

在區內烈女宮舉行的「姚大聖

母」節期，參加者有機會參與這別具地方特色的誕期慶

典，包括觀看客家舞麒麟，並品嘗誕期午宴。

　　我們導賞遊的特點，希望參加者和社區互動，透過

投入參與，關心社區如何可持續發展。像這兩次導賞

遊，參加者親身聆聽村民分享料理土地、栽種植物心

得，藉參加誕期慶典，了解到鄉土文化如何經歷多年而

保留下來。愛惜土地、重視社區文化，都是可持續發展的要素。

　　若你有興趣了解我們的計劃，歡迎致電查詢：2492 9909、2492 9022

參加者細心聆聽村民談鄉郊生活。

地方節慶誕期，別有一
番熱鬧氣氛。

村民介紹如何飼養蜜蜂。

攜手防疫社區關愛行動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主任　嚴詠兒

　　人類豬型流感自2009年起持續在各地

傳播，香港亦不能幸免，根據衛生防護中心

的資料顯示，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

已有237宗嚴重個案，其中60宗更屬死亡個

案，可見一旦感染嚴重的人類豬型流感，每

4個嚴重感染者就會有1個死亡，疫情之嚴重實在不容忽視。

　　可是，大部份市民對預防人類豬型流感的關注自去年四月疫情爆發初

期後即持續下降，市民對防疫開始鬆懈。葵青區人口密度高，幼兒、長者

等高危群組的人口比例亦是全港相對較高的地區，我們作為社會服務單位

對防疫工作的推廣是義不容辭。從去年本機構推廣注射肺炎球菌疫苗的計

劃中，我們深深明白到長者及社區人士對新疫苗的擔憂，只有透過專業的

醫護人員提供詳細的講解，並即場解答他們的疑問，給予社區支援，才可

吸引更多高危人士注射預防疫苗，做好防疫措施。這個想法正好跟葵青民

政事務處方面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促成了是次合作，合辦「攜手防疫社

區關愛行動」。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聖經》馬太福音19章19節

服務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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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細心聆聽村民談鄉郊生活。

地方節慶誕期，別有一
番熱鬧氣氛。

『在跌倒處站起來』在乎你的一念一信

『五步轉念秘笈』基本句子 流浪漢世界杯中例子 抗逆例子

1.	我[逆境情況] 1.	我[唔識得踢波] 1.	我好怕失敗

2.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	[逆境

情況]

2.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唔識

得踢波]

2.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好怕

失敗

3.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逆境

情況]，因為我從未學習過

怎樣面對[逆境情況]

3.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唔識

得踢波]，因為我從未學習

過怎樣	[怎樣踼波]

3.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好怕

失敗，因為我從未學習過

怎樣面對失敗

4.	當我願意不放棄，又知道

神愛我，我就不再[逆境情

況]

4.	當我願意不放棄，又知道

神愛我，我就不再[唔識得

踢波]

4.	當我願意不放棄。又知道

神愛我，我就不再怕失敗

5.	現在我就決定不放棄，[行

動]，我就不會再[逆境情

況]

5.	現在我就決定不放棄，[開

始學踼波]，我就不會再[唔

識得踢波]

5.	現在我就決定不放棄，我

就不會再有失敗的理由

「上帝睇好你」
流浪漢世界杯社區佈道會

　　「一日垃圾，一世垃圾！？」誰說

自己一生不會有生命低潮、人生低谷，

沒有心理障礙和恐懼？人能否走出人生

低谷，在乎自己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成

為你的救主，讓你重新接納自己，站起

來，迎接新生命。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已連續

十一年與影音使團合作，舉辦社區電

影佈道會。今年有超過二百位不同年齡

居民參加『流浪漢世界杯』社區電影佈

道會。聖公會主愛堂馬偉利牧師呼召時

說，主邀請你接受主的光，讓祂照著你

走出生命幽谷。從基督教福臨教會黎振

滿牧師的剖白分享和救恩見證中，決志

的弟兄姊妹看見了幽暗的生命密室的出

路大門，讓主的榮光照進他們的黑暗心

房。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主的

光照進黑暗世界，為的是要拯救沉淪的

人。」人稱Sam叔的黎振滿牧師，分享他

出入監獄和吸毒沉淪的生涯，得著主的

救恩而重建家庭，此一切一切都見證主

沒有讓失喪的人失救。能否得著救恩在

乎自己是否會轉念和信靠主。正如電影

中的主角所說，在那裡跌倒，便在那裡

重新站起來。Sam叔現亦在龍蛇混雜的廟

街，服侍一些處在生命低谷的人。

　　當日一群正在服侍破碎家庭、重圓

婚姻的巴戶琳事工的弟兄姊妹，用詩

歌帶領會眾尋找不保留的愛，認識曾應

許自己可以白白地得到救恩的神。在流

浪漢世界杯一片中，有生意失敗而對自

己失去信心的、有自少被父母遺棄而一

直自我捆綁的、有好賭成癮而自毀前途

的、有錯手殺人而終日不肯原諒自己的

流浪漢。人生或多或少也有生命中的隱

痛，人會不期然地為自己築起生命圍

牆；人若像沒有舵的

船一樣失去生命方向和依

靠，他也成為生命流浪漢，活在昨天陰

影之下，沒有今天，不敢想明天。

　　編劇張佩瓊在流浪漢世界杯電影

中，介紹了一套轉變信念的『戰勝逆境

之五步轉念秘笈』，可與大家分享。願

各位弟兄姊妹，向身邊的『流浪漢』分

享主的救恩，鼓勵他們轉變信念，接受

主的光照耀生命每一刻。若你也希望認

識基督信仰，得到這道真光，請致電

2619	1903聯絡佳音服務幹事葉姑娘。

　　「攜手防疫社區關愛行動」啟動禮已於二

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假葵涌邨四期三樓平台

舉行，當日有幸邀請到葵青區議會主席暨葵青

各界抗疫督導委員會主席鄧國綱MH太平紳士擔

任主禮嘉賓，並由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

任朱碧雲女士、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

幹事沃馮嬿琼女士、基層醫生代表蕭烜醫生，

與一班少數族裔葵青居民代表陪同下主持一項

簡單的啟動禮儀式，象徵疫症病毒將會被殺

死，人人都身體健康。

　　啟動禮象徵了計劃的正式開展，並邀請到

演藝名人胡楓先生擔任計劃大使。透過舉辦一

系列的社區健康教育活動，包括防疫健康講座

及巡迴社區教育活動等，提供防疫健康

資訊展覽、中醫藥預防流感方案介紹、

健康教育攤位遊戲、舞台表演、簡單健

康檢查、免費健康諮詢服務、派發健康

資訊單張等活動，教導社區人士正確預

防疫症的方法，包括如何從日常生活飲

食中防疫，及推廣「攜手防疫」、「社

區關愛」的理念。

　　為阻止疫情廣泛爆發，「攜手防

疫」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社區上人人一

同做好防疫措施，例如接種疫苗、注重

環境及個人衛生，保持健康的生活和飲

食習慣。一同做好本份，攜手抗疫，才

可建設一個健康社區。此外，人人亦要

發揮「社區關愛」的精神，主動關心身

邊有需要的人士，包括獨居長者、單親

家庭和少數族裔人士等，個別有需要人

士可轉介至本機構跟進。

　　計劃特別製作了一份健康資訊單

張，並翻譯為9種文字印製，以配合不

同國藉及家庭背景人士的需要，透過地

區團體及網絡，例如長者服務、幼兒服

務及少數族裔服務中心、少數族裔的教

會、地區專收南亞裔的中學及小學、南

亞裔商戶等服務弱勢社群的單位等，發

放予社區人士及少數族裔家庭，讓防疫

資訊能更有效滲透至區內不同角落。此

外，計劃亦會安排義工電話慰問已注射

疫苗的人士，跟進注射疫苗後的健康狀

況，個別有需要的人士更會轉介至相關

社會服務及醫療團體跟進，全面關顧他

們的需要。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聖經》以弗所書5章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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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之旅

自 由 講

「敬老護老愛心券」2009籌款活動

單位交流─優質服務推展巡禮 
優質服務工作小組

召集人　黃美珩

　　為持續改善服務質素，機構各單位自發就《服務質素標準》的執行作進一步交流。本年，機構甄選了服務質素標

準14《私隱及保密》及15《申訴》作交流。

　　交流時，發現各部門均有不同措施，在提供服務時盡量為大家保障私隱。例如(1)當職員要把備有會員資料的文

件攜離辦公室時，須向上級申報；(2)當為服務受眾提供較貼身的照顧	 (例如為體弱長者洗澡或洗傷口)，	會盡量安排

同一名及一組職員協助；(3)當搜集服務受眾對服務提供意見時，會採用非部門的職員(例如已受訓的義工)，或不記名

之問卷調查，以便記錄使用者對服務運作的不滿，或對可改善的地方暢所欲言。

　　各位朋友，你們是否知道機構現時保障大家個人資料的私隱，以及意見和申訴的處理的程序嗎？以下的問題，可

助大家知多一點。

　　如有進一步查詢，歡迎隨時與本機構各職員聯絡。

　　「敬老護老愛心券」2009籌款活動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六日完滿結束。多謝機構的同工、義工、會員、

學校及友好團體的大力協助，是次共售出11824張10元的愛心券，總共籌得118,240元。所得的款項將撥入機構

內的「愛心展關懷」扶老金，以協助區內有需要或貧困的長者得到各項支援及復康服務或活動，讓地區的長者

得到更好的照顧及關懷，安享晚年。

　　在此，本機構謹代表所有受惠的長者向各位善心人士及團體，致以衷心的謝意！

1.	問：	終止使用服務後，機構將個人資料保存多久？

	 答：	會員資料3年。如屬個案則保存5年。其後將被銷毀。

2.	問：	我能否向機構查閱個人資料？

	 答：	是可以的。請填妥「查閱資料要求申請

表」，交回機構作出查詢及申請。機構會

在四十天內處理有關申請。3.	問：	如我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不滿而申訴，機構會何

時跟進及回覆？

	 答：	如接獲意見及申訴，調查職員會在2個工作天內

作初步回覆。如對初步回覆滿意，在10個工作天

內交回報告。如對初步回覆有不滿意，機構會再

派職員調查，並在1個月內回覆申訴人。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聖經》哥林多前書16章13節

特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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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依者服務 助貧弱者站起

請記著這日子：

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本中心一直全心全意為葵青及荃灣區居民提供具質素的服務，且更全力針對不同弱勢社群的特別需要，發展多項深具創意的

服務，使無依長者、貧乏兒童、單親家庭、南亞裔社群、及失業或低收入者等能有所照顧與支援，並助其重燃對生命的希望，在

人生的低谷處從新站起來。是次賣旗籌款所獲得的經費將撥作支持非津助的長者服務、社區健康服務、佳音服務、單親家庭及弱

勢社群支援服務。

　　機構即將於2010年8月28日上午7時至中午12時30分舉行全港賣旗籌款，是次賣旗籌款活動十分需要眾多友好同儕的支持，

我們現正積極招募賣旗義工，歡迎中心會員、坊眾、地區團體、學校、教會、社會服務機構和商業機構等參與。現誠意邀請各位

以行動關懷弱勢社群，協助招募賣旗義工、直接捐款或代為呼籲同儕友好捐款，同為他們刻不容緩的需要而努力。

　　您的參與絕對是我們的榮幸，願你的關懷和支持帶來無限的祝福和希望！

「關懷弱勢我有份  一旗一心齊參與」

我 們
賣 旗 了 ！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招募賣旗日義工回條
(請於2 0 1 0年 6月 3 0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回覆)

傳真：2481 5671  行政部蔡婉妍小姐或李詩敏小姐收

本人／團體願參與		貴機構於2010年8月28日「賣旗日」。

1.	 作為賣旗義工

	 □		確定義工人數為																				名，資料如下表（如位置不敷，可另紙書寫）

義工姓名(中文正楷) 性別 年齡 擬賣旗地點 聯絡電話 備註

1.

2.

3.

4.

	 □		預計義工人數為																													名，資料稍後回覆。

2.	 □	本人／團體樂意捐款																								元以資助　貴機構服務發展。

（可以支票寄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抬頭「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售旗戶口」，或直接存款至匯豐銀行，戶口號

碼：145-6-025814。）

團體名稱（如適用）：																																																																					團體電話（如適用）：																																						

地址：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電郵：																																																													

備註：①	賣旗義工須年滿14歲或以上，並在79歲以下。	 ②	14歲以下者，歡迎隨同家長作親子賣旗。

　　　③	本機構會為賣旗義工購買賣旗日保險。	 	 ④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機構地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倘若　台端對此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4235265	行政部蔡小姐或李小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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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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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	5265

捐款方式 

1.寄付支票
可郵寄支票或親臨送交本中心

郵 寄 方 法 ： 請 於 支 票 抬 頭 寫 上

「H.K.S.K.H.	LADY	MACLEHOSE	CENTRE」

或「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並夾

附捐款表格寄往下列地址，以便本中心

跟進。

2.直接存入善款
各位善長可將捐款直接存入「香港聖公

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於以下銀行開設的

捐款專戶：

恆生銀行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交通銀行戶口號碼：027-540-9-3038947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145-8-002100

如各位善長需索取捐款收據，請將銀行

入數紙正本、捐款表格及回郵地址寄往

下列地址，以便本中心跟進。

3.恆生銀行網上捐款服務
各位善長亦可透過恒生銀行e-Banking網

頁(http://www.hangseng.com/e-banking)內

之網上捐款服務，將善款存入【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之戶口。

恆生銀行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如需收據，請列印交易記錄、捐款表格

及回郵地址寄往下列地址，以便本中心

跟進。

本中心地址：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

備註：1)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均可憑收條申請減免稅項。　2)所有個人資料只作處理有關捐款用途，資料將絕對保密。

捐款

贊助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歡迎各方善長捐獻，參與關懷社區。

你的捐獻，除用於提供服務上，亦會透過本機構設立的多個直接提供
物資與經濟援助的計劃，發放給予有需要的人士，以協助他們渡過關。

讓我們一同携手，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多一分關懷、多一點溫暖！

關懷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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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荃灣老圍路137B老圍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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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德士古道67號	 2614	3720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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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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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葵涌打磚砰街63-75號	 2409	2380	
	 　冠和工業大廈23樓E室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	 2423	2993
	 　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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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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