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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期 精 彩 內 容

環保在香港
　　今時今日的香港，各方各界都提倡環保，大眾普遍認同環保的重要

性。隨著近年的相關教育及推廣，大眾亦逐漸認識及了解環保的理念，而

且明白這不只是個人問題，更影響整個社會、世界、甚至下一代的生活。

近年，政府及民間組織一直關注堆填區飽和問題，但要大眾每天能「減

廢」地生活，知易難行，尤其在現今物質豐盛的香港，過程中涉及改變習

以為常的生活模式及對抗主流社會的消費文化，並非人人能夠堅持，故大

多數的香港人定位在「選擇性環保」，也就是「做到多少便多少」。

　　特區政府除了投放資源在教育及推廣層面外，近年亦著眼於環保回收

項目，以減少都市廢物，在2014年至2015年特首「施政報告」中預留十億
元設立回收基金可見一斑，然而在業界內對此撥款之運用議論紛紛，大家

十分關注環保回收在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性。

新的思維，新的發展
　　在環保回收項目上要達致可持續發展，首要是認識環保回收概念，簡

單來說是「循環再造」。坊間有不少環保回收工作，包括塑膠、木材、玻

環 保 與 就 業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環境及衞生委員會主席
香港廢食油回收總會主席
莫耀華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聖經》民數記 6章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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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樽、廢紙、五金等，畢竟現

時上述類別的環保回收項目已

接近飽和，回收量再增加也無

法處理，因此有需要尋找新的

發展和突破。一方面在既有回

收項目上加入創意元素，例如

坊間所指的「升級再造」；另

一方面須拓展新的環保回收項

目。當堆填區快要飽和的情況

下，不能再單靠教育及推廣作

為主要切入點，以解決都市人

棄物及減少破壞環境的情況，

必須要在「教育」及「回收」

兩大範疇上雙軌進行。

　　在環保教育與回收兩大範

疇上，亦需要加深影響市民生

活素質的層面，方能衝破過往

環保在市民日常生活中可有

可無的位置。在環保教育層面

上，近年坊間舉辦了不少利用

天然／有機成份的物料製作日

常生活用品，還將廚餘變成清潔／食用酵素，讓環保

融入生活中；在回收方面，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源的開

拓。在各類別的環保回收行業中，均需聘用不同職能

的環保回收工作從業員，業界亦期望以社區作為切入

點，聘用人手進行回收工作。在特區政府推行環保回

收的趨勢下，確實潛藏著龐大的人力需求。

環保製造就業機會
　　現時其中一個較少人認識的環保回收項目是「廢

食油回收」，其市場潛力及可持續發展性很高，在此

向大家作一個簡介，盼望能喚起業界／環保團體去思

索其他可回收的項目。

　　甚麼是「廢食油」？簡單來說，在餐廳或食肆中

用作煎炸食物後的剩餘食油，稱為廢食油，通常這些

油於使用後會被棄置，但亦有不法份子會重用廢食

油，也就是所謂「地溝油」、「黑心油」，嚴重危害

大眾健康。然而，廢食油只要正確利用，就能夠成為

有價值的再生產品，例如提煉成為「生物柴油」，可

在普世環保行動中發揮關鍵且重要的作用。

　　把回收的廢食油分發到認可的組織，並將它們轉

換成生物柴油，不單止達致「轉廢為能」的功效，無

論在香港或海外的其他的地方，均可確保廢食油不會

用作其他用途，避免危害地區、人類和破壞環境。廢

食油回收不單止達致環保推

動，並可持續發展，更能夠帶

給大眾對環保回收有新的知

識，其切身的重要性更激發大

眾對環保的關注和投入。

　　既然有廢食油回收行業，

就必定有廢食油回收工作從業

員。現時全港約有二萬多間食

肆，每天生產合共不少於五百

公噸的廢食油。試想像：假如

沒有人回收這些廢食油會變成

怎樣？為著市民的健康把關，

防止廢食油重回餐桌中；為著

廢食油能夠「轉廢為能」，我

們都應響應支持，甚至鼓勵大

眾從事這個回收行業。廢食油

回收業本來就能製造不少就業

良機，行業所要求的為低學

歴、低技術、長期失業、綜援

人士、年長但體格強健者的人

士，只需接受回收廢食油的

專業而簡單的培訓、實習體驗及技巧教授，便可成為

「廢食油」回收工作從業員。

　　今年九月，亞洲生物柴油回收有限公司與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展開了一個廢食油回收的先導計

劃，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招募一班綜援

人士作為實習生，參與為期三天的訓練課程，課程後

開展每人每星期最少一天工作實習，實地體驗回收廢

食油的工作過程，這種以『培訓﹑實踐﹑就業』的理

念運作於環保回收行業確實起著很大作用，體驗過後

參加者方能辨別自己是否有心及有能力從事環保回收

行業，以解決現時流失率高企的問題；我們期望實習

生能投身參與這項回收工作，抱著環保的大使命去成

為廢食油回收工作從業員。

環保夢
　　「取之社會，用於社會」，希望大眾透過從參與

和支持環保活動開始，能活在一個既綠色又和平的社

會中，並對社會作出貢獻，協助及關愛有需要的弱勢

社群。同時，希望更多人能參與或投入這個環保回收

行業，使人有工作之餘亦能在工作中為環境保護作出

貢獻，令我們下一代能在一個更加「綠色」的地方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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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 《聖經》箴言 13章11節



共 同 建 立
「高使用、少浪費」的綠色社區

香港堆填區快將飽和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政府近年更著力透過媒體廣告宣傳及計劃資助項

目提倡惜物減廢的意識，於社區推動源頭減廢項

目；現時地區上有不少的環保回收項目，只要大

家多花一點心思，我們所處身的地方便能邁向綠

色社區。

在過去我們服務社區的工作中，因著大眾

市民及地區團體對惜物減廢議題的關注，從而能

順利開展多項環保回收計劃及活動，包括：梨木

樹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等資助舉辦「梨木齊心愛地球」及「惜物減廢計

劃」，於地區舉辦環保大使訓練、環保工作坊、

以物易物及可用物品收集活動。兩年內成功減少

了3,000件物品送往堆填區，另外透過與地區團體
合作，合共訓練出超過70名環保回收大使，展開
各類型的回收項目，包括「美心剩餘麵包捐贈計

劃」、「長春社糧善關愛坊」等。在上述服務過

程中，讓我們萌生了更多環保回收項目發展的構

思，讓『惜物減廢』概念能散佈社區，繼而令香

港能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都市。

我們相信若要讓『惜物減廢』遍佈社區，必

須做好源頭減廢及分類，本中心與環保業界人士

商討源頭減廢對策時，瞭解到業內人士在人力資

源的需求殷切，適逢政府將設立十億元「回收基

金」推動業界發展，環保與就業的機遇因此而誕

生。與此同時，我們與業界人士共同制訂人力資

源之培訓計劃，讓準員工或受聘員工能得到系統

式及全面的培訓，例如：在9月份與「亞洲生物柴
油回收有限公司」合辦「環保回收助理－廢食油

回收」工作實習項目，為綜援受助的失業人士提

供工作實習機會，亦為實習生提供跟進及指導，

得到僱主的支持並貼身指導及跟進，讓實習生

能迅速融入工作環境。此外，令我們更值得高

興的是有部份學員將會被聘用，此消息在環

保與就業服務的發展道路上，為我們學員及僱

主均注入了強心針。

在得到各方的參與、支持及信任下，我們即

將與四間公司合力開展「環保回收助理基礎培訓

課程」，好為業界的人力資源提供專業的培訓，

寄望在惜物減廢的發展方向上各出上一分力，共

同建立「高使用、少浪費」的綠色社區。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助理服務幹事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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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行政幹事　林永賢

　　本部門一向致力支援處於危機的家庭，並為他們提供情

緒輔導、以協助他們渡過困境。輔導服務包括專為家庭提供

情緒疏導、哀傷輔導、身心創傷後之深入輔導、為年幼孩子

提供遊戲輔導介入等，我們視「輔導」為與服務對象以心同

行之歷程，並非用高高在上的助人方式，我們重視與服務對

象一起重整其內心的經歷和體會，並以新的角度協助受助家

庭理解事情的意義及疏解其內心掙扎與鬱結，讓家庭成員重

新建構生命的意義，從而達致促進個人成長。

　　此外，本中心亦設立婚前輔導服務，是多年來建立良好

口碑的服務之一，輔導過程中讓婚前愛侶透過各項性格測試

促進對自己及伴侶之了解，也透過深入探討與分享交流，促

進雙方建立共同的婚姻目標，鞏固親密互信的溝通關係，讓

雙方坦誠面對自己及伴侶的強弱處，共同正視彼此衝突及發

掘成長的契機，近期加插了繪畫體驗環節，透過雙方一同繪

畫，從中交流雙方的感受與對生活的期望。我們得悉不少愛

侶也因婚前輔導增加對伴侶性格中的不同的面貌的認識，以

及更明白本源家庭對他們性格成長的影響，同時「立體」地

以九型人格理論分析自己及伴侶性格的特質及行為深層動

　　眼疾如近視、遠視、散光和老花與遺傳和環境因素有

密切關係。香港人多地少，居住環境狹窄，容易引發眼

睛問題。都市人經常使用電子器材，若缺乏眼睛保護知

識，眼疾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另外，長者普遍沒有定期

驗眼習慣，每當發現視力不清的時候，不少長者寧願選

擇在沒有驗眼的情況下，自行購買眼鏡。可是，配戴了不

合適的眼鏡容易令眼疾問題惡化，出現視網膜退化及青光

眼等問題。

　　現時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綜合眼科視光檢查服務本來就

不多，不少綜援家庭及低收入長者均無法負擔每年「綜合眼

科視光檢查」和更換眼鏡的費用。有見及此，部門在本年七

月增設視光服務，一方面期望透過公眾教育活動推廣護眼資

訊，提升社區人士對眼睛健康的關注；另一方面可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基本視光檢查及配製眼鏡。

　　機構有幸獲紀念劉庭煒先生及鄭露茜女士之捐贈，於總

部五樓增設『視健閣』及添置驗眼器材。本計劃除了為綜援

人士提供基本視力多項檢查外，低收入人士亦可經社工進行

入息及資產審查，以「慈惠價」接受視光服務。視光師定期

駐服務場地為合資格人士進行多項檢查，包括視力屈光檢

查、視覺功能評估（如色覺檢查及立體視覺測試）及眼睛內

外健康評估（如阿姆斯勒方格檢驗）等。

　　部門定期舉辦社區巡迴推廣活動及社區教育講座，讓社

區人士認識眼睛健康的重要性及提供視力健康資訊，包括日

常護眼知識及常見眼睛疾病等。此外，透過接觸社區人士，

發掘有需要及合資格者參與「愛心視光服務」眼鏡資助計

劃。如被視光師認為有需要配戴或更換眼鏡者，可獲資助配

製眼鏡壹副（個別有特別需要或度數較深之人士或需自行支

以心為本，從輔導中見契機
機，以致雙方學會彼此接納、放下執著，減少不必要的衝

突。

　　本部門亦致力推展社區互助精神，為面對逆境之家庭建

立社區互助網絡。現正組織及培訓家長義工隊為正經歷困難

的家庭提供支持，並擔當「同行者」的角色，與受聯繫的家

庭分享生活體驗，並為家庭打打氣和表達慰問。這些義工與

社工建立伙伴合作關係，更藉著服務實踐及參與培訓而得以

成長，彼此間能在生命旅途上並肩同行，一同經歷挑戰與發

掘契機。

　　無論是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以致需要尋求輔導，或是臨近

「囍事」，愛侶一同甜蜜地來尋求婚前輔導服務，我們也是

持一致目標：鞏固良好家庭關係，促進家庭及準婚人士發揮

正面之家庭功能，從而建立家人間互助支持及勉勵的家庭氣

氛，並讓家庭中每一位成員也能活得有價值、有尊嚴。我們

會堅守「以心為本」的態度，實踐以人為本的精神，與服務

對象一起在生命逆境中重拾力量和契機。

　　如有興趣參與上述各項服務，歡迎致電2423 5045 與彭
主任聯絡。

付差額）。計劃期望有助基層人士及早發現眼睛的問題及作

出跟進。

　　如對上述服務或資助計劃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619 
1903與本部門職員聯絡。

視健閣－
愛心視光服務及眼鏡資助計劃

「愛心視光服務」眼鏡資助計劃
服務對象：

1. 全港低收入家庭
2. 全港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家庭
     ( 註：以上人士需出示有關證明以供核實，由註冊社工進行資產及入息評
估。）

計劃內容：

1. 基本視力檢查
2. 眼鏡配製服務
3. 綜援家庭可享有18個月保養、維修及按需要更換鏡片服務
收費：

低收入家庭：$50
綜援人士： $500（社署提供每兩年上限500元之眼鏡實物資助，合資格人士

可憑單向社署申領此筆款項。）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聖經》詩篇  90篇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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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融和齊挽手   互助自助創新猷
４２周年紀念活動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主任  冼鳳慈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自1995年開始提供各類
「社區為本」的長者服務，包括長者地區中心和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在2008年，機構選定了以中風長者社區復康
為重點發展方向，動員不同義工去協助中風病患長者把握

復康期。直至2009年，長者地區中心試辦小規模的日間
復康項目，開展風中飛揚計劃、創立靈康操、組織展翅飛

揚中風長者自助組織等，並籌備設立一間非一般的日間復

康服務中心。

　　承蒙張慶華慈善基金全力支持和贊助中心裝修經費，

此間專為中風或肢體傷患人士而設的社區保健及復康服務

中心，已於2015年10月19日正式啟用和投入服務。此中
心的服務包含了日間照顧、復康訓練、患者康樂俱樂部、

患者及家人心靈關顧和互助平台等；並大力發展社區義工

培訓及服務，和為醫護及復康專業從業員提供訓練場所，

進行社區照顧的研究。中心將是一個結合不同力量的平

台，去幫助病患者完完全全地從病患中復康，重建社交生

活，看到生命的盼望。

　　為幫助區內貧困家庭盡早接受復康訓練服務，此中心

設有梁錫光復康援助金資助有經濟困難者使用服務。有關

使用中心服務或申請資助詳情，可向中心職員查詢。

　　為慶祝本機構成

立四十二周年，本機

構多個服務單位分別

舉行一連串慶祝活

動，而壓軸的大型嘉

年華會則在2015年11
月28日下午於葵涌和
宜合道總部的服務大樓的球場舉行。當天有多項會員才藝

表演、攤位遊戲，以及豐富大抽獎環節，使參加者樂而忘

返。

　　於當日下午五時，我們在總部服務大樓二樓禮堂舉行

第四十二屆年會，並由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擔

任年會主禮嘉賓。陳教授讚揚本機構多年在荃灣及葵青

區作出的貢獻，推出嶄新的服務計劃以配合坊眾之需要，

近年更以「社區融和」作為第五個服務綱領，透過多元化

的服務，建立互助互

愛的社區。除了陳教

授的賀詞外，本機構

董事會主席鄺保羅大

教亦於會上宣佈新一

屆管理委員會成員名

單，新加入董事會的

成員包括梁祖彬教授和陳玉琼女士，新加入管理委員會的

成員包括李炳中學彭君華校長和聖公會荊冕堂新主任牧師

鄭守定牧師；鄺大主教亦於會上向服務多年的鍾鏡南校長

和郭志芊牧師致謝，他倆將卸任管理委員會之工作。

　　年會過後，由本機構幼稚園幼兒園學童表演「童聲同

唱賀生辰」，並邀請到本機構兒童跆拳道班的學員為大家

表演跆拳道助興，他們天真可愛的笑容，為年會增添不少

歡樂的氣氛。

張慶華慈善基金張亨復康中心
服務目的：促進健康、凝聚關愛、心存安樂、積極回饋
服務對象： 傷患人士、長者和其照顧者；及有志增進健

康人士
服務內容：家居照顧及復康護理服務

日間復康及保健服務 (包括全日或半日復康
照顧服務，單元復康訓練)
患者及照顧者俱樂部 (包括心靈關顧，社交及
康樂活動，患者互助組織)
社區復康義工培訓及服務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上午9:00至下午5:00
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室
電話：2420 9131               
傳真：2420 9030
電郵：chrc@hk.skhlmc.org
網址：http://www.skhlmc.org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為傷患人士帶來全面復康希望

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上帝。 《聖經》詩篇 42篇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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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榮幸能邀請資深培訓導師葉

萬壽先生擔任嘉賓講者主持是次講座，

並透過深入淺出及生動的方法與實例，

以MBTI十六種性格評估分析協助各位同
工掌握如何引進「以人為本」的概念及

態度於顧客服務實踐中，並引領參加者

反思如何在面對限制下發揮個人長處，

提昇顧客服務的成效。

講座亦設分組討論，分享如何提昇對了解服務使用

者需要之敏感度，以致更適切地回應其真正需要。

50多名參與的職員來自不同部門之前線同工，同時
亦有行政部與管理層同工參與，參加者反應十分正面和

踴躍，能獲得豐富且深入的啟發，亦有助建立同工之間

的團隊精神。

優質之旅
「顧客服務，從了解自己開始」職員培訓講座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  彭安瑜

自由講
實習生及員工心聲 

「環保回收工作體驗」之實習生心聲：陳先生

我很高興能夠成為第一批參與此工作實習計劃的學

員。記得計劃開始前，所有實習生均需上一個六小時的

培訓課程，掌握行業概況、實習公司的營運理念及回收

廢食油的技巧及注意事項。作為一個基層人士，香港的

環保問題和我的生活聯繫不大，更沒有想過在環保回收

行業找工作。我只是抱一試的心態，畢竟以往任職倉務

員，但最終因體力問題被逼停工，對自己的體力能否應

付仍存疑問，加上對行業不熟悉，不知道是否適合自

己。

不過，

第一天實習

過後，我的

想法很快被

改變。我發

現雖然回收

工作對體力

有一定的要

求，但流程尚算簡單，而且在過程中聽到同行司機分享

以往的工作狀況及經驗，感覺自己有能力應付。同時，

司機亦分享了很多廢食油回收對市民的重要性，是我從

來都不知道，亦相信一般市民大眾未曾認識，使我發現

這個工作有另一層意義。

隨後一個月的工作實習，不但對回收的工序越來越

熟悉，對自己的工作表現亦越來越有信心，加上同行司

機的鼓勵，促使我由十一月起正式加入回收廢食油的行

　本機構服務多元化，遍

及不同年齡組別的服務對象，

若要達致實踐理想的顧客服務

態度，必需機構同工上下一

心，以及以「以人為本」的態

度，適切地回應顧客的要求，

以達致掌握他們真正的需要。

「顧客服務」的實踐沒有指定

的方式及步驟，尤其面對不同

年齡及對象類別的組群，如要發揮得宜，必須先掌握和

認識自己強弱處，方能發揮前線同工最佳的狀態。

有見及此，本機構已於2015年9月25日下午舉辦「顧
客服務，從了解自己開始」職員培訓講座，藉以促進職

員反思個人性格如何影響顧客服務態度，讓參加者更掌

握如何發揮自己長處，達致有效溝通及優質顧客服務。

列。我希望這個新開始可以

帶領我走向人生的新一頁，

亦希望呼籲正在尋找工作的

待業人士，如果你未找到工

作方向，不妨考慮一同投身

這個別具意義的行業。

員工回應：

高級活動工作員姜漢文

香港現時回收不少廢

物，已接近飽和及出現過量

的情況，最終回收後仍送往

堆填區。廢食油回收在香港

卻是另一番景象，香港不止

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全港所產

生的廢食油，透過轉化可成

為環保「生物柴油」，並用於車輛或機器上。現時香港

食肆超過兩萬間，廢食油的產量龐大，回收量卻只得兩

三成，回收廢食油的工作機會自然增多。

與此同時，廢食油回收亦能帶動回收工人建立其社

區關係網絡，回收工人除定期外出「收油」外，亦會不

斷尋找未進行廢食油回收的食肆洽談，邀請食肆參與廢

食油回收計劃及協商回收時間表；整個回收流程建基於

食肆負責人對回收工人的信任及工作態度，而廢食油回

收工作著重地區為本，須與不同的食肆負責人合作及溝

通，因而回收工入能藉此建立及擴闊其社區關係網絡，

這份職業不但有實質的金錢回報，更能深化工作人員與

社區的關係，這種人情味濃厚的工作性質在當今彌足珍

貴。

優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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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聖經》歷代志上 16章34節



由於檸檬含有大量活性成份，在日常生活中可用來清潔各種家居產品，例如：

‧銀器： 使銀器之餐具、戒指、耳環、手鐲、頸鏈、紀念章等物品恢復光亮，可將銀器放
入檸檬汁浸泡，然後再用熱水沖洗及毛巾擦乾；

‧霉斑：檸檬可阻止霉斑的形成，可用檸檬定期清潔常出現霉菌的地方；

‧瓷磚污垢： 為清除瓷磚接縫處的污垢，可將小蘇打與檸檬汁以1:1比例混合，將其製成
膏狀，然後塗抹在接縫處。幾分鐘後，用廢棄的牙刷刷洗，及大量水沖洗乾

淨；

‧油污污垢： 用百潔布的粗糙面蘸上檸檬汁後擦拭地面、抽油煙機、廚房工作枱和廚具上
的油污，油漬及污垢便會清除；

‧爐頭油垢： 將檸檬皮加水煮滾15分鐘，待水涼後裝入噴壼，用來噴往需要清潔的油垢爐
頭上，約1-2分鐘後，用布輕輕擦拭便可清除油垢；洗手盆、浴缸水垢：撒
有鹽的檸檬片清洗洗手盆、浴缸，水垢會慢慢消失；

‧熨斗的污漬： 將檸檬切開，並在上面撒上少許鹽，後塗擦熨斗底部。然後快速用濕潤的
百潔布擦拭乾淨，再用軟乾布擦乾；

‧洗掉農藥、殺蟲劑及毒素： 把1茶匙檸檬汁均勻噴在水果和蔬菜上，可以洗掉農藥和殺
蟲劑和毒素；

‧腥味：用檸檬皮擦一擦菜刀便可清除刀上腥味；

‧微波爐異味： 要快速去除微波爐內部異味及進行消毒，只需將一個檸檬的檸檬汁倒入一
杯水中，然後放入微波爐微波1-2分鐘。產生的水蒸氣可起消毒作用，接
著再用抹布擦乾內部即可；

‧螞蟻經常出沒： 放置檸檬片或滴幾滴檸檬汁在螞蟻經常出沒的地方，會令螞蟻主動離
開；

‧漂白衣物： 用檸檬水配上小蘇打，把衣物浸泡在裡面，既能達到漂白劑的效果，又不會
損傷衣物；

‧使木製或皮製傢俱光亮： 用檸檬汁蘸軟布擦拭木製或皮製傢俱，可使傢俱更為光亮。如
若恢復竹器之原有色彩可用暖鹽水清潔；

‧衣服上的油漬： 滴幾滴檸檬汁或白醋在衣服上的油漬處，然後再擦拭污處，油漬便會立
即消失；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

家居環保清潔小學堂：

檸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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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細察那完全人，觀看那正直人，因為和平人有好結局。     《聖經》詩篇 37篇37節



2015年10月號季刊有關「共融館」

開幕的報導中，其中頒予感謝旗的相

片描述有誤，受頒感謝旗的應為珠海

學院校長張忠柟教授，而非聖公會主

愛小學鍾鏡南校長。特此更正。

更 正 啓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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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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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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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老圍中藥園 新界荃灣老圍村二坡圳 3488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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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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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融生活文化館 新界葵涌屏麗徑3-21號葵豐樓地下G2號舖 2427 2223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  
青衣教育中心 / 融藝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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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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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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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室 2420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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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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