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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期 精 彩 內 容

微型貸款起源於發展中國家。近年來，不少已發展國家及地區，包

括香港，亦相繼推出各種微型貸款計劃，當中不少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

功。

香港是亞洲其中一個已發展的經濟體系，率先推出微型貸款計劃。

為善用香港的社會資本，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擔任主席的香港按揭證券有

限公司（按揭證券公司）在2012年6月，與6家銀�及5 家非政府機構合
作推出「小型貸款計劃」，為本地小型企業提供貸款和創業營商支援。

發展中國家的微型貸款計劃
一般來說，在發展中國家，微型貸款計劃的大部分借款人均來自低

收入階層，尤其是婦女。集體貸款 (即借款人以集體負責制形式承擔償
還債務的責任)是相當普遍。貸款金額普遍較小，金額介乎數百港元至
數千港元，而利率則較高，往往達雙位數的水平，年利率甚至乎可高達

85%。提供微型貸款計劃的機構可以是銀行或志願組織，他們會為借款
人提供培訓和導師指導。

香港微型貸款計劃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撰稿

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應許的話，叫我有盼望。 《聖經》詩篇119篇 4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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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發展中國家的人工成本一般較低，令以商

業模式運作的微型貸款計劃的整體營運成本較已發

展國家的為低；因此，貸款機構可以騰出更多資源

進行市場推廣和提供貸後服務等事宜。

已發展國家的微型貸款計劃
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由於已發展國家的就業情

況及商業機會較佳，微型貸款計劃的貸款對象相對

較少。而計劃的主要貸款對象為貧困人士、小型企

業和低收入人士。貸款以個人為單位，貸款金額遠

高於發展中國家，相當於數萬以至數十萬港元，利

率介乎單位數至低雙位數水平。另外，計劃會以創

業營商方案的可行性、信貸記錄、信貸評分等作為

審批貸款準則，而貸款資金主要來自銀行、政府及

／或志願機構。另外，貸款機構亦會安排來自商業

機構的導師為借款人提供業務指導。

舉例來說，在東南亞，新加坡在2011年推行微
型貸款計劃，該微型貸款計劃由新加坡賽馬博彩管

理局（類似香港的香港賽馬會）資助，為18歲或以
上，年收入不多於3萬新加坡元的人士提供貸款，協
助借款人創業或擴充現有公司業務。在台灣，政府

亦提供微型貸款計劃，為介乎20歲至65歲的人士提
供貸款，協助他們創業或支援現有公司業務，計劃

的貸款資金來自金融機構或由政府和金融機構聯合

提供。

在香港推行「小型貸款計劃」
為善用香港的社會資本，以及推廣本土創業精

神，按揭證券公司於2012年6月，與6家銀行及5家
非政府機構推出「小型貸款計劃」，以自負盈虧的

基礎運作，總貸款額上限暫定為一億港元，試驗期

為3年。計劃除了提供貸款資金外，亦會為借款人提
供相關的配套支援，包括營商導師及創業培訓等。

「小型貸款計劃」會提供三類貸款，包括「小

型創業貸款」、「自僱營商貸款」和「自我提升貸

款」。主要貸款對象為未能在傳統銀行渠道取得貸

款的創業人士、自僱人士及打算接受培訓、提高技

能或考取專業資格以達到自我提升的人士。

三類貸款的貸款上限分別為30萬、20萬和10萬
港元，最長還款期為5年。一般的貸款年利率高於
9%，如有合資格第三方擔保，則不高於8%。借款
人最多可享有12個月延期還本期，以減輕他們在營
運生意初期的還款壓力。

「小型創業貸款」和「自僱營商貸款」的申請

人，須向按揭證券公司呈交創業營商方案，並須出

席由按揭證券公司、銀行及非政府機構代表和營商

導師 /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審小組面試。申請人在面試
中，須向評審小組介紹其創業營商方案和接受評審

小組的提問，評審小組將考慮創業營商方案的可行

性、申請人的信貸質素和營商能力，決定是否建議

按揭證券公司接受貸款申請。

 
營商導師及支援服務

「小型貸款計劃」與一般傳統銀行貸款不同，

計劃會為借款人提供營商導師及創業營商培訓。現

時，按揭證券公司已經在資訊科技、會計及飲食等

不同業界，招募近100名營商導師，為借款人提供跟
進和指導服務，與他們分享營商經驗。營商導師亦

會在借款人撰寫創業營商方案時給予意見，以幫助

他們全面思考其創業理念及提高創業營商方案的可

行性。

在支援服務方面，按揭證券公司定期舉辦講

座，邀請成功人士分享營商之道。最近，按揭證券

公司於2014年5月舉行了《創業營商錦囊》新書發
布會，為創業人士提供成功創業心得，並於7月舉行
了創業營商交流會，讓申請人拓展營商網絡及推廣

產品。

為加深公眾對「小型貸款計劃」的認識，按揭

證券公司亦會參加香港貿發局的創業日和國際中小

企博覽等活動，積極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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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參與按揭證券公司「小型貸款計劃」的其中一間非政府機構，我們就市場對計劃的良好反應感到十

分興奮。截至2014年6月底，按揭證券公司已經批出129宗申請，總貸款金額逾3,336萬港元，貸款獲批成功
率約54%，申請主要與創業有關，反映港人對創業貸款有一定的需求。而貸款申請所涉及的行業相當廣泛，
包括咖啡店、零食店、智慧電話應用程式開發、時裝批發，嬰兒用品及室內設計等。

一般而言，借款人對「小型貸款計劃」反應相當正面，他們尤其歡迎計劃中的延期還本安排，認為

此措施能夠減輕營運生意初期的財務負擔，這是一般傳統銀行未能提供的優惠條款。另外，一些借款人

十分欣賞計劃要求他們在申請時遞交詳盡的創業營商方案，讓他們有機會全面檢視其創業營商方案的可行

性，並加倍留意財務和會計等成功經營生意的重要要素。

現時，本機構定期推出不同的創業課程，為有意創業人士提供支援服務，並希望透過按揭證券公司「小

型貸款計劃」，支持有意創業人士實踐創業夢想，協助初創企業持續發展，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出力。事實

上，「小型貸款計劃」亦有助借款人將個人創意轉化成實際業務，刺激本地設計行業和自家品牌的發展。有

別於一般資助性質的計劃，「小型貸款計劃」鼓勵負責任借貸，促進自強自立精神。歡迎有興趣人士向我們

查詢「小型貸款計劃」及各項創業課程。

查詢及聯絡單位：

就業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葵涌和宜合道22號4樓 2423 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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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葉永歡

小 型 貸 款 計 劃 助 你

         實現創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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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Daddy』愛家庭計劃」及「『笑聲啟航』中風長者笑康操訓練計劃」分別於
2014年5月獲蘋果日報慈善基金頒發「奇謀妙策獎勵計劃2014」之「創新服務獎」。

� 「『親親Daddy』愛家庭計劃」的主要對象以區內綜援、低收入及或長期病患男士為主，希望藉著該計劃提昇男士的自我
價值，為家庭帶來正面的影響。透過互助性的男士專屬家長小組，組織及凝聚男士家長，以不同形式的活動啟發他們對個人價值的

重視，及鼓勵男士積極參與家庭事務。

� 「『笑聲啟航』中風長者笑康操訓練計劃」是一個宣揚正向和積極面對復康路的計劃，「笑」可以帶來正面的情緒轉變，
中風長者透過參與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的「『笑聲啟航』中風長者笑康操訓練計劃」，在一遍笑聲中練習一項集「愛笑瑜伽」

和「靈康操」元素的運動操，重拾復康的信心，深受中風長者的歡迎。

心房顫動是一種最普遍的心律不整疾病，年長、

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都是心房顫動的高

危因素。在40歲以上的人口中，更有四分一人
在去世前有機會患上此症。隨著年齡增加，發病

率亦隨之增加，65歲以上人士患心房顫動比率為
8.6%。患有心房顫動的人士之中風風險比一般人高
5至7倍，而心房顫動所引起的缺血性中風較其他中風
嚴重，帶來不可逆轉的後遺症，對患者、其

家庭及社會造成長期負擔。

本機構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有幸得

到商界支持，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辦

計劃發佈會，有幸得到不同傳播媒界

的廣泛報導，促使「關注我『心』心

房顫動社區心電圖檢查計劃」得以順利開

展。透過使用流動監察裝置，整個測試過程

只需三十秒便可檢測參加者的心律節奏，如發現

疑似患有心房顫動的人士將獲轉介至政府醫療體系跟進。流動

監察裝置設計及安裝方法如一般智能電話保護殼，參加者不需

在身上安裝任何儀器，只需把雙手各三隻手指輕按於電話殼背

面的感應器上，即可藉流動應用程式（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助理服務幹事　曾繁翎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　彭安瑜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陳詩敏

錄測心律節奏，準確度達百分之九十九，相對傳統方法更為

方便快捷。

「關注我『心』心房顫動社區心電圖檢查計劃」

將於荃灣、葵涌及青衣區推行，除提供簡易心電圖檢

測服務外，透過社區教育活動，包括教育講座、健康資

訊展覽、派發健康教育單張及其他健康檢查

服務等項目，提高區內居民對心腦血管

疾病，特別是心房顫動的認識，

及早甄別高危患者並作出

適當的醫療跟進，長遠減

低心房顫動引起中風的威

脅。

計劃有幸邀請心臟科專科

醫生陳藝賢醫生擔任計劃顧問，給予技術支援，並為參

加者進行心電圖評估。如發現疑似患有心房顫動的人士，

計劃顧問將會發出轉介信予他們，鼓勵他們盡快就醫以跟

進病情。如對本計劃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619 1903
與本部門職員聯絡。

「親親Daddy」愛家庭計劃及
「笑聲啟航」中風長者笑康操訓練計劃獲獎

　　「橙絲帶行動2014」百日運動已由7月22日開始，今年活動包括「FAST」中風檢
測法社區推廣、風箏圖案設計比賽、靈康操中風復康操工作坊等，並將於10月26日假
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風中啟航」風箏齊飛揚親子活動，呼籲全港企業及團體在未來

100天關懷中風患者及家庭。
　　歡迎社區人士參加『橙絲帶行動2014』各項比賽或10月26日的風箏親子活動，創
造「關懷中風患者」的香港愛心紀錄。查詢電話：2423 5489。

2014世界中風日
「橙絲帶行動」

百日活動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聖經》加拉太書  5章22至23節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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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互惠銀行」
創造才能發揮平台     體現鄰里互助精神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組織幹事 黃寶如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於2014年7月12日召開『毋忘我』腦退化症長者支援計
劃成效發佈會，並在各傳媒、義工、專業顧問的見證下，頒發畢業證書予第二屆生活指導

員，勉勵他們努力為區內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家屬提供優質而具成效的服務。

　　計劃至今已為360多位社區長者進行初步認知評估，跟進中的個案有45個，個案由受訓
的義務家居生活指導員提供每週二至三次密集式認知訓練，並結合醫療與社福界別的協作

效能，轉介有需要的長者接受葵涌醫院社區護士診所服務。參與計劃的照顧者普遍反映，

患者的情緒明顯改善，對他人的信任感亦大為提高，增加長者融入社區生活的機會。

　　如對認知障礙症服務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4235489聯絡嚴姑娘或梁姑娘。

　　「社區互惠銀行」於2010年3月在中銀香港「愛心暖港計
劃」資助下成立，致力服務葵涌邨等貧乏社區的弱勢社群，以創

新的「社區積分」系統及網絡社會資源(如商界捐贈等)作媒介，
從而舒緩居民經濟負擔，促進社區互助。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擁有

不同的才能，認同「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人都擁有獨特的潛

能，並可加以發揮。服務推行至今，本銀行已有逾七百多個家庭

成為銀行存戶，並與社區不同的持份者及機構一同協作，服務超

過三千多名的弱勢社群，為他們帶來轉變的機會。本年度「社區

互惠銀行」獲香港公益金資助，深化提昇弱勢社群之各資本能

力，促進社區的持續發展。

「社區積分」 創新  別具回饋社會意義

　　本銀行創建「社區積分」系統以發掘及鼓勵發揮弱勢社群

的無限潛能，存戶(居民)透過發揮自己的才能服務社區以賺取社
區積分，亦同時可用社區

積分換取日用品或所需服

務，此計劃不但能減輕他

們生活上的使費，亦能增

加居民之間的互助，建立

回饋社區精神。

四十
一周年精彩活動預告

團結社區惠社群 繼往開來再創新

發揮無限潛能  助人為快樂之本

　　本銀行雖開設於工廠大厦，郤大受居民歡迎，不少區內居民

踴躍參與義工服務及活動。銀行開辦多個成人、兒童和親子的烹

飪、手工等興趣班，均由存戶擔任義務導師，展現及發揮

無限潛能。他們不計較付出多少，並很樂意與他人分享自

己的專長，體現社區互助精神。不少存戶更成為義工，探

訪區內長者、義務替長者剪髮等，貢獻能力，服務他人。

才能資源互換平台 提倡鄰舍互助

　　本銀行建立能力、資源交換平台，使社區資源得以善

用及發揮，協助社區有需要的社群。銀行設有積分天地、

才能互助區、資源交換板和寄賣區，讓存戶交換物品或以

社區積分換取物品，滿足生活所需。有能力的存戶更幫助

其他居民車縫、修改衣服、分享食物及物品等，各人均可

發揮專長，分享樂趣，從中建立鄰里關係，亦能提倡環保

及鄰舍互助的信息。

　　若對上述計劃有任何查詢、有意參與計劃、擔任義工服務或

提供協作機會，歡迎致電24108077或 24108078聯絡黃寶如或曾
卓藍姑娘。地址：葵涌健康街飛亞工業中心4樓04室。

「毋忘我」 腦退化症長者支援計劃成效新聞發佈會
暨生活指導員  畢業典禮

　　緊貼社區脈搏，關懷坊眾需要，扶助弱勢社群，並不斷回應轉變中的社會需要，開拓創新而適切的社區服務，麥理浩夫人中

心札根荃葵青已有四十一年！過去的四個十年，機構以「社區照顧」、「社區建設」、「社區健康」、「建立社會資本」為服務

設計綱領；未來十年，機構將增加「社區融和」為服務目標之一，繼續為社會上各年齡和階層人士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

　　為了慶祝本機構成立四十一週年，機構將舉行一連串的精彩活動，與坊眾及各界友好同儕，一同分享這份喜悅，當中包括於

2014年11月15日中午12時半至4時30分，在本機構位於和宜合道的總部地下舉行嘉年華會。活動當日本機構的班組會員將大顯表
演才藝，義工將為兒童設計攤位遊戲及協助展銷活動，與大家分享學習成果及歡樂。免費攤位遊戲劵將於10月底派發，可向各服
務單位及總部地下詢問處索取。

　　此外，在同日下午5時至6時，在總部大樓二樓禮堂舉行周年大會。是次邀請到社會福利署葵青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蒞臨主
禮，並由總幹事報告機構過去一年的服務成果，歡迎會員坊眾一同出席，見証機構的服務發展！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聖經》羅馬書 15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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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她代為替新娘

子穿上裙掛。瑩姐

知道自己身負重

任。「我很明白出

嫁時刻母親不在身

邊的心情，我告訴

自己必須為新娘子

全力以赴。記得當

時一面為她穿戴裙

掛，一字一句的祝福著她，感覺好像正為自己女兒穿嫁

衣一樣，心裡有股莫名的感動。」將心比己，以自己嫁

女的心情為新娘子做預備，結果婚禮在親友的歡呼聲和

新娘子衷心的感謝中順利完成。

勇敢踏出第一步，創業之路快達到

瑩姐笑言最初踏出第一步報讀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

書課程是為了籌備兒子的婚禮，豈料這成為她的創業發

展的起步點呢！不要看輕自己而浪費機會，最重要的是

你能勇敢踏出第一步。

這期邀請了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之專業摩登大妗

員基礎證書課程的畢業學員顏潔瑩(下文稱瑩姐)分享她從
職場新手搖身一變成為專業摩登婚嫁顧問的創業旅程。

堅持在自僱創業過程中不斷觀察和學習

自古成功非僥倖，瑩姐並沒有因生意不斷而停下腳

步，相反她善用閒餘學習與大妗工作相關的知識。

「做大妗員不能固步自封，新舊風俗和時興潮流不

斷轉變，保持虛心學習才能長做長有。」

瑩姐在工作當中觀察到，一個成功的婚禮除了專業

的婚俗指導外，還需要場地佈置、化妝、攝影、鮮花等

等不同方面的配合，每掌握多一門知識，就等如為婚禮

多加一重保障。在完成大妗員課程後，瑩姐先後進修了

「新娘/晚宴化妝I單元證書課程」及「花店實務及花藝設
計助理基礎證書」，進一步擴闊更多專業範疇。

將心比己的工作態度是創業的核心價值

瑩姐從開始籌備到婚禮完成總抱著全力以赴的態度，

並贏得口碑。瑩姐憶述有一次因新娘子的母親不在場，

優質之旅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 服務成果

支援中風患者及家人樂活家中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主任 黃美珩

過去13年，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改善家
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服務逾1,200多名長者。現正接
受的服務人士當中，近百份之四十確診為中風患者。

當中超過8成半(85%)能繼續在其熟悉的家中生活，最
長的更達12年。

服務隊為中風患

者提供家居復康訓

練、護理指導、直接

照顧、心理輔導及互

助網絡服務等，超過

八成接受者(84%)沒
有再次中風，近半數患

者能維持 (35%) 或改進 
(16%) 自我照顧能力，超過一半可維持 (50%) 或改善
(16%)步行能力，七成(70%)長者能維持穩定情緒，七
成半(75%)照顧者表示減輕了照顧壓力。該機構的家居
照顧及社區支援配套服務，協助中風患者全面復康，

大大減輕了家人的照顧負擔及壓力。

陳女士的復康路

陳女士於2003年中風，令最愛外出活動的她中風
後偏偏沒法外出。中風影響她站立及步行能力，說話

咬字不清和不自覺地長

流口水。她當時十分

沮喪，無法接受自己變

為連如廁和穿衣也需要

他人協助的人，自覺連

累年老體弱的丈夫及家

人，深深感到失去尊

嚴，彷彿世界末日，終

日以淚洗面。2005年10月
開始接受家居照顧服務，

陳女士每週進行復康運

動，由護理員指導她進行自理及步行耐力訓練，之後已可

使用四腳义自行如廁，說話能力有所進步。她現已參加中

心舉辦的社區活動，與中風同路人一起做復康運動，也敢

與人分享她的中風復康歷程。她最希望中心能繼續安排更

多社交活動，讓病者可保持社區接觸。

不少人只會想到中風患者會情緒低落、失去自我照顧

能力，需要依賴別人長期照顧吃飯、洗澡、穿衣等。其

實，患者及家人最需要的是在患病一刻得到他人關懷，從

旁鼓勵勇敢面對病情。就算中風會影響活動能力，他們終

可重新得力，走出陰霾，重投社區。

自由講
會員心聲

透過戶外步行及行樓梯訓練，中風
患者逐步克服病患，參與社區上不
同活動。

治療師設計一系列自理能力訓練，
透過照顧員教導患者穿、脫衣物的
步驟，引導患者鞏固穿衣、穿襪、
穿鞋技能。

優
質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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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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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聖經》羅馬書 12章12節



1. 認清市場需求
創業者需要留意市場動態，必須認清現時社會上及市場上的需要，若產品或業

務有一定市場需求，便能在市場上生存，站立得穩。

2. 訂立計劃及策略
創業者應為其業務訂立三至五年的業務計劃及策略，不能過份短視。創業者須

分析其產品或業務的優點(Strengthen)、缺點(Weakness)、機會(Opportunities) 及
威脅(Threats) 、業務上的目標客戶群、人力資源安排、財務預測、存在風險等。深
入及詳細的評估、分析，有助訂立業務發展計劃及如何令產品或業務突為圍而出。

3. 適當財務預算及籌備足夠資金
適當的財務預算是十分重要的。創業者應估計及籌集開業時所需的資金，如租

金開支、人力薪酬開支、行政開支、營銷支出、宣傳開支、現金流等。另亦要預測

盈利及資產狀況，從而分析新業務的定位及策略，如生意規模、貨品或服務檔次及

顧客對象等。

4. 個人經驗及特質
擁有與創業業務相關知識、技能或經驗者，他們更了解到業務的獨特性及發展

性，對業務的各項流程細節有更多掌握，不容易被誤導或欺騙。此外，創業者如具備

良好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從而獲得更多資訊及支援，亦有助業務的開展。同時，創

業者擁有自我管理能力亦十分重要，包括情緒管理、時間管理等。因創業期間遇到不

同問題及挑戰，創業者需要控制情緒，冷靜處理各項事情，讓業務持續推行。

為創業

     作好準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葉永歡

生
活
秘
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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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聖經》箴言 17章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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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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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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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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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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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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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盈豐辦事處) 葵涌石文徑20號1樓A室 2423553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盈豐辦事處) 葵涌石文徑20號1樓A室 24215350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石安辦事處) 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5966

長期護理照顧服務部(葵涌辦事處) 葵涌石文徑20號1樓A室 24215350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葵涌盛芳街5-9號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24209121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11樓1117室 2417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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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構自一九七三年成立至今，以「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基督大愛為使命，關懷及照顧貧苦大眾，使體弱長者、

中風及長期病患者、貧乏兒童、單親家庭、南亞裔社群、及

失業或低收入人士等能從逆境中解困、重燃生命的希望！

　　本機構幸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14年12月27日上午7時至中午12時

30分舉行全港賣旗籌款，籌募服務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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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參與絕對是我們的榮幸，更能為受助人帶來希望，因為我們深信：

「愛心燃亮希望，希望帶動轉變」

　　請與我們同行，以行動關懷弱勢社群，參與賣旗義工行列！歡迎登記為賣旗義工，請致電2423 
5265內線116與蘇先生或蔡姑娘聯絡。

祝願

愛心湧流，幸福滿溢！

賣旗

好消息!

「1227」
賣旗日約定你!!

義工報名熱線 : 2423 5265   內線116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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