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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世界各

國和各大城市一

樣，香港正面對

長者人口持續增

加，回應長者需求之服務亦不齗增

加挑戰。

坊間亦越來越多相信，如只是

針對有需要長者而制訂被動之回應

政策，則只能杯水車薪，遠水不能

救近火。只有對全港長者，包括健

康活躍者都給予機會，讓其仍能與

社會聯繫和緊扣，則其即使是年紀

老邁，仍能發揮貢獻社會，而不是

呆等服務之提供。

躍動晚年 – 
Active Theory of Ageing

筆者在八零年代中期修讀老年

學時，其中一個讓筆者感到興趣的

是當中強調長者在晚年時應盡量維

持原來的社交活動，日常生活，並

且應盡量參與戶外活動，以成為活

躍晚年的一份子，而不是鼓勵長者

應甚麼都放下來，享受晚年。

活躍理論提出要讓長者有積

極、投入的晚年生活，讓其維持

相當的活躍度(Activeness) 。根
據1972年之一項調查發現越能維

建立以長者為本之
             躍動晚年香港

持活躍度之長者，因著自身和自

我價值獲得肯定，因而享有較高

之生活質素，獲更佳健康，和長

壽(Roy and Ruseell 1972) 。因
此，活躍理論亦自始成為衡量長

者生活質素之一項指標。

阻礙長者成為躍動耆年之因素
但在推動躍動晚年之同時，

我們亦先要探討有甚麼是障礙長

者成為躍動晚年一族之原因：

1、 健康 —— 個人健康是長者能
否獲得躍動晚年之最大原因。

如她或他患上阻礙他或她參與

日常活動之長期性疾病，如中

風後不良於行，或是經常耳水

不平衡等，都會令長者失去參

與的動力，尤其是後者更叫他

們常常都因天旋地轉而死去活

來！

2、 個人心態 —— 部份長者認為
自己已屆耳順、從 心 所 欲之
年，應該較年輕時退出活躍的

生活，一方面讓其他後輩來接

手，二來亦免得被形容為『阻

著地球轉』。如是者，這些長

者寧過著退隱的生活，選擇將

自己關起來，不聞世事，更枉

論會參與社區活動或服務了。

今 期 精 彩 內 容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聖經》約翰一書 3章11節

城
市
焦
點

01



丙、 家人和朋友因素 ——  一些長者的家人，可能
因太愛他們，恐怕他們參與社區活動便會受

傷、受騙，結果便處處設限，不容他們參加甚

麼活動。那麼原來活躍的長者，都會慢慢變為

靜止，被動、甚至拒絕被接觸的一群。

朋友也是長者變為被動之原因，有些長者

非常倚靠其他長者的指導，如最熟識之長者朋

友較自己先行，那他或她就變成形單隻影而失

去參與活動的積極性了！ 

4、 設施 —— 要促進長者活躍和參與，社區中任何
大小設施都應考慮長者的需要，並按其需要而設

計，以容讓更高的通達性，讓體能與年青人不一

樣的長者，不會望梯輕嘆，甚至打消參與的念

頭。

          
無可否認，自九七年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以

來，在長者的生活和交通環境方面  是改進了不少，
包括更多行人天橋加裝昇降機，或是方便輪椅出入

的斜路，甚至每處行人過路處，都有略為削平的路

肩，方便長者。然而，讓筆者感到出奇的是，那些

在九七年通用設計新指引應用後而落成的政府或公

眾場所，如理工大學賽馬會禮堂，或是城大惠卿劇

院的極傾斜梯級坐椅等，都讓長者望而卻步。

作為在東南亞諸國中在長者服務發展得較多元化和

全面化的香港，我們又可以和應該做甚麼：

1、  長者本人 —— 唯有透過身教，觀察和體驗，長
者才會以另一角度看自己老化，因而能理解即

使是坐著做毛巾操，都能讓他們與其他長者一

樣，為自己的健康而努力。

2、  長者家人，朋友 —— 我們不能否認，有些長
者已屆超高齡，如過九十歲，如仍由家人迫使

他努力參與，這是有些過太。但家人卻又要理

解，寧讓長者多接觸外間事物，總好過在家中

日復一日地等家人帶他們出外。

朋友方面，如能相陪，總是很好，但有時只是

一句鼓勵，已教長者由衷又願意地跟從，因長

者害怕失去你呢！

3、  經濟資源 ——  隨著長者生活津貼的提供，希
望長者願意以活化的態度應用這筆多了的生活

費，因他們可利用當中一部份作為參與活動的

費用，讓他們可與社區聯接，積極參與！

4、  政府政策，特別在社區設施中如何落實通達性
和長者包容性 —— 如要讓長者感到受尊重，設
施應以他們為本，單位之空間應增多(馬會正資

助長者社區服務設施提昇水平)。那麼，重視自
尊感受之長者，又豈願被形容為阻著地球轉之

一族呢？

5、  長者服務機構 —— 在這裡請容許較直言，就是
長者服務單位之同工，很多時從安全，風險管

理角度，或受制於地方空間不足，以致在安排

長者活動時都是千篇一律，毫無創意地重覆著

多年來的做法。即使時藉第三齡學院放權，但

仍是處處設限，那長者又如何積極投入，貢獻

所長呢？其實大家都應學習香港聖公會麥理浩

夫人中心轄下的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一樣，透過多元化，多主題式的滲透，讓長者

獲得難得之參與機會和體驗。

6、  為民請命的立法會或區議會成員 —— 在參選搶
選票時許下諸多諾言，說會如何如何為他們爭

取的褔利，但當選後，不但沒有跟進他們的需

要，連到社區向長者謝票亦沒有，那就別妄想

他們會無私地為長者爭取公平看待！因此，謹

慎投下您神聖的一票，選出真心為長者服務的

議員！

7、  其他：社會大眾，傳媒 —— 要讓本地長者享
受躍動晚年，傳媒亦可扮演一個公眾教育的角

色，讓社會大眾不要將一切社會問題歸咎於持

續增加的長者。

如果香港社會仍是這麼地不爭取空間，準備好

去迎接未來三十年的長者持續增加，那麼我們便一

定落後於人。

然後，到我們這一代都老了，又有誰會顧惜我

們呢？

祝願

願我們一起努力，長者、家人和社會人士等，共建

香港成為有長者參與和當家作主之長者友善社區，

讓他們可體會豐盛晚年之滿足！

參考： Lemond, Bensgton et al : An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ity theory of Ageing, Specialiszed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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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  《聖經》彼得前書 5章7節



「退而不休」，提供多元化活動助長者發揮潛能

本機構長者綜合服務一直十分認同「躍動耆年」的

服務發展方向，深信長者不論體健與否，均有他們的潛

能與強項，只要加以發掘和鼓勵，長者是可以透過不同

程度的參與和體驗，回饋社會，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和

價值。因此，本機構長者綜合服務在過去數年以躍動耆

年為主題，試辦了一些非傳統長者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

計劃，這些計劃動靜皆宜，目的是希望透過多元化的活

動主題，提供更多選擇予長者參與和學習，鼓勵他們回

饋社會。

對於一些喜歡與小朋友相處的長者，我們設有一

系列以「長幼互動」作為工作策略的計劃，包括：「故

事公公婆婆」計劃，長者學習與幼兒講故事的技巧，並

配合話劇和默劇的表演技巧，巡迴到不同幼稚園、小學

及社區與小朋友分享繪本故事的內容和道理，成為小朋

友心目中的「大眾公公和婆婆」。「全家寶」跨代生活

教育計劃則教導長者學習「蒙特梭利」教學技巧，讓長

者將自己的生活小智慧融入「蒙特梭利」的教學理念，

以有效而有趣的方法引導小朋友學習一些基本的自理技

巧，例如：綁鞋帶、摺衫。今年的書展及全港公共圖書

館的「閱讀繽紛月」也會見到我們長者為幼兒講故事，

讓社區人士見證長者也能運用豐富的身體語言，有趣的

聲線教育幼小。

配合這個數碼資訊發達的年代，我們亦有一系列與電

腦應用有關的活動，除了定期舉辦一些電腦班外，更推動

一項「數碼耆趣兵團」計劃，鼓勵長者學習一個由長者開

發的「筆順五碼」輸入法，到學校及社區教授這個15分鐘
便學懂的輸入法，幫助數碼弱勢社群跨越數碼鴻溝。

若長者喜歡享受大自然，以「環保及生態教育」為

主題的活動便能令長者寓興趣於學習中，「綠精靈齊起

動」計劃讓長者學習有機耕種、實踐家居廚餘堆肥，長

者將自己實踐綠色生活的經驗與社區人士分享，讓社區

人士感受他們對環保的堅持。如長者關注社區事務，喜

積極
樂頤年

歡表達意見改善社區設施，長者議會及長者友善社區計

劃也能讓長者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長者的需要和興趣十分廣泛，本機構的長者綜合

服務選取了一個多元化的發展策略，鼓勵新一代的長者

「學以致用，分享體驗」。長者按自己的專長與興趣參

與活動，積極善用餘暇，從而在這些學習與服務平台認

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他們退休後的另一個社

交圈子，開展精彩的人生下半場！

身體殘疾無阻「躍動晚年」

「積極樂頤年」不是體健長者應有的權利，體弱

長者亦可以運用自己的強項肯定自我價值。因此，本機

構的長者綜合服務以「互助自強，積極人生」為服務宗

旨，提供了一系列鼓勵體弱長者或社交支援網絡貧乏長

者的互助支援計劃，其中的「中風患者支援計劃」便以

「靈康操」作為一班中風患者的互助平台，鼓勵中風患

者透過「靈康操」練習，維持及改善自己的能力和信

心，他們也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有病患的長者積極面對

人生，並借助巡迴表演「靈康操」向社區人士發放正能

量。在我們的推動和鼓勵下，部份患者更願意申請成為

「註冊社團」，以自己克服病患的正能量繼續鼓勵區內

中風患者積極踏上復康路。

「知天年，認老，不服老」。年長與病患是不能改

變的現實，但不是一個令自己與社會疏離的藉口，長者或

安老服務同業均要相信長者應有的能力與價值，積極學習

充實自己，我們相信新一代的長者生命可以更豐盛。

願更多社區人士及長者明白「積極樂頤年」對長者個

人及社會層面均能帶來美好的轉變，支持本機構的長者服

務繼續朝向這方向發展。如閣下對長者服務有任何查詢，

歡迎致電2423 5489與陳詩敏姑娘聯絡。

香港人口高齡化，若60歲正式退休，可能還有20年或以上的時間頤養天年！
20年可不是一個短時間，數數手指換算，可以佔人生裡工作時間的三分之
一。若你已步入退休之年，不妨撫心自問，退下工作崗位後，你想怎樣渡過

自己的人生？你想別人怎樣評價你退休後的轉變和價值呢？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主任　陳詩敏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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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與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獲張

慶華慈善基金資助，舉辦一項為期一年的「『愛的足

跡』之學童體驗與成長計劃」，目的旨在增加低收入

兒童對社區的認識，以及擴闊其社交網絡，並促進新

來港兒童適應香港生活，提昇他們自信心，藉著各項

活動鞏固低收入家庭之親子溝通及家庭關係，加強學

童的家庭凝聚力。

是項計劃所招募的學童均是來自低收入之新來港

家庭，對香港歷史及社區的認識較為貧乏。基於家庭

貧困因素，未獲機會到香港各處景點遊覽，因此藉此

計劃，以認識香港歷史為主題和介入點，提升學童對

香港文化歷史之學習動機和興趣，從而增加對自己居

住的地方及社區之歸屬感。

為達致推廣家庭互助之訊息，本計劃將凝聚「關

愛大使隊」婦女小組，協助前線同工一同構思活動內

容，並參與活動籌辦及帶領。計劃現已開展，「關愛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由2002年4月開始投入服務，一直提供課餘託管服
務，以支援在職家長，至今服務超過3500名學童。在過往服務過程中，
發覺學童偏重常規教育方面，甚少借閱課外書籍及參與其他活動。本年

度，中心十分感謝加德士贊助推行《「童」閱遊歷記》計劃，讓一群課餘

託管及青衣區小朋友有機會閱讀更多不同範疇的課外書籍，學習不同知識

及參與不同活動。

2013年10月27日
「橙絲帶行動2013」

約定你

「童」閱遊歷記計劃添置的
圖書閣，內有多本中英文書
籍供學童借閱。

中心特設「閱讀圖書角」，
讓學童享受閱讀的樂趣。

《「童」閱遊歷記》計劃開
展禮大合照

1

1

2

3

2

3

《「童」閱遊歷記計劃》的推行時段為2013年
4月至2014年3月，主要服務對象為小一至小六的學
童，希望鼓勵學童多閱讀不同範疇的書籍，並讓學童

們化身為小記者，透過參觀活動，認識生活環境、自

然世界、科學與科技三大範疇項目，利用資訊科技進

行資料搜集，整理出一本屬於他們的小冊子，以開闊

學童的眼界、視野，增廣見聞。

本計劃內容：包括星級閱讀獎勵計劃、「童」

遊世界及小記者大世界。「星級閱讀獎勵計劃」為學

童設置圖書閣，鼓勵學童閱讀不同範疇的書籍，開闊

視野，並鼓勵學童撰寫閱讀報告，提升其語文能力。

「童」遊世界希望提供機會讓學童走出課室，以生活

環境、自然世界、科學與科技三大範疇作主題，參觀

不同地方，親自體驗及認識世界。小記者大世界則讓

學童以小記者身份，學習整理不同資料，將他們在書

籍上及參觀活動上的所見所聞，經過資料搜集及分析

等記錄下來，製作成一本小冊子。

如對上述計劃有任何查詢，或有意參與各項計劃

內容，歡迎致電24362977與負責職員馬嘉璐姑娘／
余秀嫻姑娘聯絡。

《「童」閱遊
歷記》計劃

「愛的足跡」
學童體驗與成長計劃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主任　彭安瑜

大使隊」積極參與計劃的籌辦與支援，從中更深切了解自己

的能力，建立籌辦義工服務之自信心。義工隊成員亦為貧困

學童付出愛心，令學童感受到關注和重視，更能體會鄰里互

助之可貴。

計劃包括籌辦共6次的戶外活動，每次遊覽不同之香港
古蹟路線，學童須學習在活動中總結所見所聞及分享旅程之

感想。同時亦設有分享會及小組聚會，在舉辦活動後鼓勵參

加者分享參與活動之得著及體會，並一同製作心聲分享冊。

為了更長遠維繫本計劃之參加者，本部門將致力安排他

們於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協助舉行活動或繼續使用中心內其

他服務，鼓勵兒童參與義務工作，服務他人，向區內其他市

民或兒童介紹本部門之服務設施，社工鼓勵是項計劃之參加

者協助擔當籌備活動的角色。長遠而言，期望維繫這些家庭

參加其他計劃，強化他們的生活網絡與擴闊他們的眼界。

如對本計劃感興趣者，可致電2486 1225與張姑娘聯絡。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聖經》馬太福音 6章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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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毒基金將撥款予本機構開

展「正念人生」少數族裔戒毒

及教育支援計劃。

　　“HAMRO” 少數族裔人士
服務計劃是為「正念人生」計劃

而設立的全新服務點，位於荃灣大

陂坊。“HAMRO”是尼泊爾文裡

「我們的」意思，服務點取名”HAMRO”是想帶

出少數族裔的團結和融和。

　　「正念人生」計劃除了包含預

防及教育活動外，亦有特別為女性

吸毒者而設的服務。為針對吸毒人

士，除了輔導治療及戒毒轉介、

外展牙科診療服務外，還包括為

濫藥人士而設之寵物治療服務。

為支持吸毒人士康復後重新融入社

會，計劃亦涵蓋了就業和創業支援的延

展 服務，務求讓吸毒人士於戒毒後得到就業支

援，減少重蹈覆轍的機會。同時，計劃中也包含對

業界人士及持份者的培訓工作。

少數族裔服務團隊於2013年7月
6日，在荃灣大陂坊遊樂場舉辦
了”HAMRO”

                嘉年華。活動目標
為透過表演及攤位，一方面向

荃灣區居民介紹新服務點，一方面

推廣區內不同族裔人士融和，活動當日

吸引了不少區內居民踴躍參與。

「正念人生」 “HAMRO” 
少數族裔人士服務計劃

服務查詢電話: 24120100 / 27516226

“HAMRO”
少數族裔人士

服務計劃於荃灣區新設服務點

少數族裔服務部服務幹事　陸頌曦

今年已是第三屆全港關懷中風患者的「橙絲帶行動」。今年的「橙絲帶行動2013」邀
請到影視紅星胡楓先生擔任「橙絲帶行動」關懷大使，並加入 「關懷中風馬拉松」

主題，誠邀各公司、團體、社福單位參與或自行舉辦關懷中風的活動，將活動

花絮輯錄成1分鐘影片，包括訪問、表演、話劇、唱歌等環節，於9月30日或以
前遞交。所收集之影片，將於10月29日世界中風日凌晨一同放上互聯網，並
鼓勵市民於各社交網站分享及點「讚」，讓全港市民一起參與這項「關懷中

風馬拉松」 的盛事。
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與2013年10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時30分假中環天星碼
頭舉行的「橙絲帶動員禮」，一起乘坐觀光巴士到全港熱點向市民派發「橙絲

帶」。如有查詢，歡迎致電2423 5489與高級服務幹事曾美寶小姐聯絡。

2013年10月27日
「橙絲帶行動2013」

約定你

荃灣居民踴躍到資訊

站了解聖公會麥理浩

夫人中心的服務資訊

少數族裔小義工為區

內居民畫漢娜手繪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防

止罪案辦公室助理主任

偵緝高級督察朱SIR為少數
族裔表演者頒發証書

每年的十二月是「聖誕普天同慶」的月份，今年的十二月您會如何渡過呢？

我們有一個好提議，就是參加由信和集團旗下商場與本機構「社區互惠

銀行」(備註1)合辦的「舊書慈善捐贈及義賣」活動，一同支持資源循環再

用及鼓勵閱讀和分享，將舊書捐出，並於「舊書慈善義賣日」選購由他人

捐出的書籍，賦予它們更富意義的新生命。慈善義賣後之收益及剩餘的舊書

籍將捐贈予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區互惠銀行」作社會服務之用途。

事不宜遲，快與您的家人及朋友齊來參加這個既環保，又能助己澤人的慈善活動！

1)  舊書收集站：於以下指定日期及時間將舊書籍投放至收集站(備註2)

日期 2013年11月1日至12月6日 2013年11月1日至12月8日 2013年11月15日至12月22日
時間 早上11時至晚上7時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

‧中港城高層地下禮賓處

‧尖沙咀中心地下禮賓處

‧ 屯門市廣場1期1樓禮賓處

‧ 黃金海岸商場一樓客戶服
務中心

‧奧海城1、2及3期禮賓處
‧中港薈地下禮賓處
‧碧湖商場地下詢問處 
‧帝庭軒購物商場1樓禮賓處

２）舊書慈善義賣日：

日期
2013年12月11至15日

(星期三至日)
2013年12月16至22日

(星期一至日)
2013年12月28至29日

(星期六及日)
時間 早上11時至晚上7時 早上11時至晚上8時
地點 ‧中港城平台綠化廣場 屯門市廣場1期地下C區• 奧海城1期高層地下大堂• 

*各商場地址及查詢電話，詳情請瀏覽「信和集團商場」網頁www.sinomalls.com

３）成為「舊書慈善義賣日」義工
歡迎成為本機構「舊書慈善義賣日」的義工，協助舊書義賣當值及活動介紹的工

作，請聯絡本部門作進一步接洽及安排。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備註：
1)   「社區互惠銀行」於2010年由中銀香港暖心愛港計劃資助下成立，旨在發掘弱勢社群的無限潛能，並廣結
不同界別協作，將他們的才能透過「社區積分」的交易平台進行互換，達致社群間互助結網、舒解困難、

貢獻社區的效果。(服務地址：葵涌健康街2-6號飛亞工業中心404室)
2)   收書種類：包括新舊教科書、參考書、小說、消閒書籍/雜誌及兒童圖書。所有捐出之書本必須保存良好，無
破壞損壞，不含暴力/不良成份及經協辦單位確認才會用作換領義賣。所有回收之書籍均經清潔程序處理。 

3)   上述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信和集團旗下商場及本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歡迎查詢(備註3)：

電話：24108077 / 24108078勞韻如小姐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人夫人中心社區互惠銀行)
網址：www.skhlmc.org
           www.sinomalls.com 
免費下載「信和集團商場」Sino Malls iPhone/Android App

舊書慈善捐贈及義賣

以QR Code Scanner解碼
瀏覽「信和集團商場」最新資訊

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聖經》腓立比書 4章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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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部門同工進一步掌握和檢視服務質素標準的內容

範疇及執行指引，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除恆常地於部門會

議中商討各服務質素標準的執行情況外，近期更舉行服務

質素標準之內部培訓及同工交流環節，由主任帶領各前線

同工分工介紹和分享各標準之重點，以促進各同工對各項

標準的了解，尤其對新入職之同工而言，有助他們了解各

項執行指引的內容，對舊有職員而言，也是温故知新的好

機會。

在分享和討論過程中，同工就前線服務經驗而引領大

家反思及交流與相關標準指引之關係，針對如何加強保障

和尊重服務對象的個人私隱、如何有效實踐申訴處理之流

程、及保障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免受侵犯等範疇。

在行政檔案文件處理及相關之紀錄方面，部門內重整

分工安排，使各同工更有效地整理服務檔案紀錄，並安排

專責同工協助主任一同檢視活動財政結算之流程，定期跟

提昇服務質素，加強職員培訓與交流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　彭安瑜

進每位同工的季度財政結算情況，以配合機構整體政策

及結算日程。

為加強機構當值職員對其職責崗位之了解及掌握，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部門主任在機構總務組統籌下，為機

構40多名當值職員舉行一次培訓及簡介會，分享當值職員
的職責，以及面對緊急事件時所應持有之心態和準備。

此外，本部門也與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各單位職員

合作，為不同組群之服務對象代表舉行服務質素標準簡

介及培訓會議，讓服務使用者更清楚認識本部門之服務

內容，讓他們意識到他們應有的權利，有效提昇義工及

服務對象對本機構及社區之歸屬感。

我們會繼續秉持「關懷社區，服務家庭」的理念和

「以人為本」的服務態度，強化職員的素質，加強員工

培訓，為社區人士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退休初期的生活真係唔知點過。偶
然的機會加入了麥理浩中心的樂齡

女童軍，開始接觸

不同種類的活動，例如：學電腦、
演話劇、唱卡拉OK等，頓覺自己得著比退休前更多，

因為以前只顧著返工放工，個人比
較靜，少嘢講，現在時間多了，可

以自己做自己喜歡

的事，過多了群體的生活，比以前
更開朗健談，明白人與人相處要多

聆聽多關懷，唔識

就要學，所以覺得退休後的生活更
勝從前，心境更開朗。

潘潤華

接觸過很多長者，他們大部份退休後都有點迷失，不知自己退休後的生活

和餘下的生命如何走下去，頓失方向！但我亦見到，很多長者其實很有潛

能，既然空間時間比以往工作時多，可以加以善用，不要計較和質疑自己

的能力，開放自己去接受和學習新事物，很多長者都可以從中享受到非一

般的樂趣，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之餘，也可透過積極的參與，認識更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擴濶社交圈子，這樣的晚年生活，何樂而不為呢？
霍健明 (職員)

見義而為  ──  只要認為有意
義的事，不

要計

較，盡力而為
，自己的生活

便能更充實和
開心。

社會工作有時
限，晚年再展

第二春 ── 打工仔

工作生涯總有
落場時間，落

場後好好善用
時間，

開展人生下半
場，晚年生活

更勝從前。
陳宏謀

退休後的生活並不是想像中沉悶，我沒有讓自己停下來，學唱歌，令自己心情愉快；學話劇，訓練自己的膽量，增加自信心；學繪畫，令自己有耐性，這是我以往沒有時間和機會經歷的事。退而不休，老來仍要增加知識，既可打發時間，也可保持心境開朗。

吳蓮勇

退休人士
心聲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聖經》詩篇 90篇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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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預備一個廚餘桶

步驟二： 將收集到的「素」廚餘切碎

步驟三：在廚餘桶的底部放入少量的EM菌 / 酵素 / 米水

步驟四：將切碎的「素」廚餘放入廚餘桶內

步驟五：加入少量的EM菌 / 酵素 / 米水

步驟六：重覆4 – 5的步驟 

步驟七：最後把廚餘桶蓋蓋好，定時收集廚餘水，待大約3個
                月左右廚餘堆肥就完成了﹗

注意事項：

廚餘堆肥的過程中會產生「廚餘水」，因此我們要定時收集﹗

有人會問在家製造廚餘可以嗎？其實只要一個

桶、一包廚餘粉，每日將吃剩的生果、蔬菜渣滓放

入桶內，加上廚餘粉，一層一層的，直至它變成寶

貝的有機肥，環保又健康又經濟。(何妙蘭女士)

其實廚餘桶收藏很容易，厨房、露台、甚至睡

房中都可以﹗因為廚餘桶是密封的，沒有異味釋

出，鼓勵你們試試﹗

小貼士：
甚麼是「素」廚餘？

解答：
「素」廚餘是指未經油、鹽烹調的食物 (如：菜葉、橙皮、雞蛋殼等)。

切記﹗
骨頭、肉類、內臟是不適合用作家居廚餘堆肥的喲！

教你在家中做
「廚餘堆肥」

長者

步驟二 步驟四

步驟三 步驟五

步驟七








完成!!!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長者義工 何妙蘭女士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　耶和華 ― 你的　上帝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聖經》申命記 31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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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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香港翻譯通服務 2423 5101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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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護理照顧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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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社區藥房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423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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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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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創藝（葵興分店） 新界葵興興芳路166-174號新葵興廣場一樓19號舖 2420 9116

LMC 南亞創藝（油塘分店） 油塘大本型商場2樓小型零售地帶RZ2號 
（油塘港鐵站A出口） 2234 9499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3720

社區互惠銀行 新界葵涌健康街2-6號飛亞工業中心404室 2410 8077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偉樓地下101-105室 2486 1225

「HamRo」少數族裔人士服務計劃 荃灣大陂坊9-31泰華大廈1樓Z室 24192100

「TREE」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02-406號盈豐商業大廈1樓B室 24182218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  
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太子基隆街61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港鐵南昌站5號舖（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葵星中心48號及55號 2423 5120

融藝工房 新界葵涌打磚砰街63-75號冠和工業大廈23樓E室 2409 2380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室 2423 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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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2420 9121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辨事處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11樓1117室 2417 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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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5333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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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支票背後
寫上捐款人姓名及聯絡電話，並寄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
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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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寄往下列地
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
請註明「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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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寄往
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
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備註：

1)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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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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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損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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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給有需要的人士，以協助他們渡過難關。讓
我們一同攜手，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多一分關懷、多一點溫暖。

關懷社區
服務家庭

捐款贊助

檔
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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