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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我們相信「神就是光，神就是愛」
我們竭誠「服務社群，推廣福音」

宗旨

跟隨基督腳蹤，去到有需要的人那裡，
服務社群，推廣福音。

目標

本著聖經教訓，
重視每個人的需要和價值，
透過不同活動和適切服務，
接觸和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幫助他們培養正確價值觀，活出豐盛的生命。

使命、
	 宗旨、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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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管理委員會

主席:林志光先生

副主席:梁士培先生

秘書:張綺慧女士

司庫:李綺梅女士

委員:
吳洪長先生
張青霜先生
梁志誠先生
曾錦耀先生
蔡子執先生

董事會

主席:曾錦耀先生		

委員:
吳洪長先生
李綺梅女士
林少琼女士
洪國華博士
張綺慧女士
梁士培先生
陳毅強先生
鄭永生先生
蕭海暉女士
羅文彪先生

義務顧問:
謝曼霞女士

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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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架構圖

董事會
林志光先生(主席)

光愛敬老院 

•	 馬達加斯加
孤兒院助養
及助學計劃

•	 尼泊爾孤兒
院助養計劃

•	 中國學童助
學及家庭服
務計劃

葵芳長者
服務中心

easeZone
怡情天地

管理委員會
曾錦耀先生(主席)

葵芳長者
服務工作隊

福音事工部

荔灣家庭及社區
服務中心

(1.7.2012 終止服務)

光愛社區醫務中心
(1.7.2012 終止服務)

耆菁天地

國際慈善部 安老服務部 家庭及社區服務部 社區健康服務部

總辦事處
盧錦生先生 1.4.2012 - 31.12.2012
鄭永生先生 1.1.2013 - 31.3.2013

(總幹事)

行政部
張綺慧小姐(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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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檢討」:-成功其中一個重
要原素是懂得自我審視、檢討、改
進，我們不應怕會做錯事，因為這
是難免的，最可怕的是做錯事而不自
知，個人如是，一個機構亦然。作為
總幹事，內部審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工作。從行政到服務；從主管至前線
員工；從中心設施到服務使用者；從
政府及資助機構到義工團隊，一一努
力地去了解和檢視，以致能全面認知
情況，相信有助檢討革新和策劃定
標，祈盼機構前面有飛躍的進步。

 「更新」:-不經不覺光愛中
心已服務了三十個年頭， 在這數十
年間，有不少的同工、義工、教會和
熱心團體，身體力行，費財費力，付
出了無數的心血和汗水，讓光愛中心
從一棵小小的樹苗茁壯起來。

	 多年的服務難免會形成一個機
構自己的一種文化，優良的傳統應小
心保護，免得失落了；不良的文化，
應有策略而耐心地革除。
 日子久了，人便容易因循守
舊，失卻了起初的熱情。對於一個已
有三十年的機構來說，要去舊立新，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經常是吃
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我相信是很值得
的。只要仍有夢想，那怕剩下的只是
一點火種，冬去春來，相信會是一番
全新景象。

 「前征」:-若果只有願景而
沒有實幹地邁步前征，一切便變得毫
無意義的空談。當認定了目標和方
向，餘下最重要的便是上下一心地努
力前征。過去的日子，實在經歷過神
在我們身上無數的恩典，深信前面會
有祂的祝福和帶領，我們愛，因為神
先愛我們，願將一切的榮耀頌讚，全
歸給那位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檢討、更新、前征...
鄭永生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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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安老服務:
	
	 	 光愛敬老院	
	 	 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耆菁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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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愛敬老院
    光愛敬老院已踏入30週年。
年度主題是“敬老護老，活出彩
虹”，目標是使長者們感受被重
視，並透過各項活動讓他們活出
豐盛的晚年。

    今年得到李嘉誠基金的資助，
能聘請註冊物理治療師，每星期
到敬老院協助及教導長者做運
動，藉此增強他們活動的能力。
院友們都非常踴躍參予，並表示
運動對自己身體有顯著幫助！另
外，院舍亦添置了多部物理治療
器材，這些設備讓院友可做更多
強身健體的運動。
    
 院舍服務30週年，我們舉辦了
院慶嘉年華，內容以健康生活為
主題，有精彩表演及攤位遊戲，
吸引了300多位區內人士參與。街
坊很早入塲，座位很快坐滿，院
友家屬亦來參加，不但投入且讚
賞節目表演精彩！當日氣氛熱閙
鬧而歡樂，成功推動敬老護老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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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份我們舉辦了兩次義工訓練，
在社區招募義工，由註冊護士教授伸
展運動及橡筋操，考試合格的義工會
在敬老院協助及教導長者運動，令社
區融洽有愛！

 我們舉辦了兩次送米行動，對象
是區內長者及院舍老人家，向他們表
達關心和尊敬。每次反應熱烈歡樂，
除了讓區內「老友記」及鄰里可以參
觀敬老院，同時收到小小心意的禮
物。
　
 敬老院在福音工作也得到神的祝
福，長者在晚年時能認識神的大愛，
心靈得着安慰和盼望。教會義工每星
期都來探訪長者，與他們傾談，一同
參加聖經小組，一同祈禱。6月份我
們有3位長者一同接受浸禮，現場氣
氛感動難忘，他們都表示十分開心。
其中的一位婆婆還表示，在她的人生
中，最開心就是這天！

 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努力，令
住院長者身心健康，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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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
也必臨到你。」約伯記二十二：21

 因著神的愛，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一直為葵芳區60歲以上的長者服務。隨
著人口老化，社會的需求不斷轉變，為
使長者的需要得到滿足，中心提供多元
化的社交康樂服務，例如「腦」力獎門
人，耆老「懷」樂歡聚小組等，讓他們
有更好的個人及社交發展。

 另外，中心亦致力發掘長者們的
才能，培養興趣，讓他們參與不同的學
習及興趣班，中文識字班、長者基礎普
通話班，書法班、懷舊金曲組、塑膠彩
畫班等等。去年透過李嘉誠基金的資
助，我們舉辦了平板電腦講座及課程，
讓他們能接觸新科技，使一群長者在晚
年時也能發揮所長，與時並進。

 康樂和教育活動以外，我們定期
舉辦的生日會和節日慶祝會，與長者們
一起歡度節慶。在於2013年1月，中心
獲「香港廸士尼樂園度假社區共享計劃
2013」資助，讓112位長者免費到香港
廸士尼樂園遊玩，同工、義工和「老友
記」們都歡度了快樂和精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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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躍而又積極參與活動的老友記
生活多姿彩，而獨居體弱的長者，其實
更需要大家的關懷。

 我們積極組織各界義工同心合
力，給予有需要及獨居的長者分享關懷
與祝福。義工隊伍包括香港神的教會、
半山區扶輪社、香港青年協會葵芳青年
空間等，於過去一年，共探訪百多位長
者。

 我們集合了各界捐贈的物資，由
義工們送到長者的居所，包括米、麵及
禦寒用品等的禮物。禮物平凡，可貴的
是那份心意。其中一次探訪，有義工發
現老友記的電飯煲壞了。他便很熱心地
購買了一個新的電飯煲送給老友記，使
他得到幫助。每次探訪活動後，很多老
友記會到中心多謝他們的禮物及關懷。
 在此代表長者們，感謝義工們的
探望。施比受更為有福，一群熱心的社
區人士的探訪，讓一群老友記感受人間
溫暖，天地有情。

 聖經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我們」，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服待有需要
的人，更盼望我們的前輩們能「老有所
為」，活出豐盛而有意義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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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菁天地
    

 耆菁天地致力為區內50歲或
以上退休人士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中心舉辦各類型課程及活動，促進
他們建立社交生活及保持身心健康。

 課程學習能鼓勵學員善用餘
暇、持續學習、發展所長，從而提
升個人技能及知識。許多學員均過
著退而不休的生活，人生可以繼續
精彩。

 去年中心舉辦了133個學習
及興趣課程，總參加人數達9195人
次。當中包括有中國書畫、書法、
西洋畫、國語唱歌、手工藝、二
胡、集體舞、花藝、粵曲、中英
文識字、普通話等等。透過不同類
型學習，不但培養學習興趣，更讓
大家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和連
繫。中心成了學員們的大家庭，也
是每天必到的好地方。每當有同學
生病或入院治療，大家都會關切地
問候和探望，為他送上祝福與慰
問！當學員病癒歸來，大家便為此
感恩與高興，大家已像家人一樣！

12



 上年度中心獲得李嘉誠基金會
「香港仁愛香港」計劃撥款資助港幣
三十萬元，推行「耆菁智Pad」服務計
劃，在區內推廣資訊科技，藉舉辦各
類電腦講座、工作坊及電腦課程，讓
退休人士有機會學習，掌握及應用最
新電腦科技和資訊。並且透過資助，
中心得以購買10部平板電腦供學員學
習及使用、更換了電腦室設備，並因
應推出不同類型的相關課程，讓參加
者獲益良多。
 
 學員學懂了網上閱報、社交網
絡的應用及收發電子郵件等，與朋
友、家人的溝通及益智的電子遊戲，
均豐富了退休的生活。回到家中與孫
兒的溝通也多了話題，增添家庭樂
趣。在此感謝基金會的支持，更感謝
投票支持我們計劃的朋友們，讓我們
能獲選並使計劃能順利推行！

 去年我們參與了「敬老護老愛
心券2012」籌款活動，籌得善款約
96,355元，用以資助中心服務的發展
及添置物資、設備等，讓服務使用者
享用更優質的服務。我們本著基督的
精神，繼續投入服務，讓生命發出光
彩，繼續活出精彩而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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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健康服務:
  

  怡情天地
  eas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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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

藥療輔導服務

 截至2013年6月30日，曾接
受個別藥療管理輔導的人數已達
106人，當中53人為今年度新收的
個案。其中，女性佔83人(78.3%)
，而男性則佔23人(21.7%)。

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 
個案年齡及性別人數統計表
年齡 男 女 總數 比率%

30-49 5 18 23 21.7%

50-59 1 1 2 1.9%

60-69 3 3 6 5.7%

70或以上 14 61 75 70.8%

總數 23 83 106 100%

怡晴天地(easeZone)
    

 過去一年，透過各個基金的資
助，easeZone繼續在情緒管理、社區健
康、生活及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為服務使用
者提供專業的支援。 
 中心的服務非常多元化，以下是其
中兩個具代表性的資助計劃：
 
•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

(香港公益金資助共 HK$1,225,010為期
三年 2011-2014年)

 
• 「伴你行」情緒病患者家屬支援計劃:-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CSHS及威
信工程有限公司資助共 HK$720,000為
期兩年 2011-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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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的分類
 就受助人須接受個別藥療管理輔導的
原因作分類的話，其中大部份人是因為對其
所服藥物的知識不足，其次是因為不懂如何
穩定血糖、飲食和營養的配合等。他們對自
己所服藥物的效果、其副作用、甚至服藥的
時間都不太清楚，以致在不當的時間服藥或
忘記服藥。我們會就受助人的教育程度及學
習能力去解釋藥物對其病情的幫助，亦會教
導受助人做好藥療管理的方法，例如協助受
助者將不同時段要服用的藥物分類；提供電
子藥盒用作提醒服藥。另外，我們發現除了
教授有關糖尿病藥物的知識外，若同時提供
受助者其他藥物的知識及注意的地方，對藥
療管理上有更大的幫助。

 除了教授藥療管理的技巧外，我們亦
教導受助人如何在家中自我檢查血糖及血
壓。病者若定期自我檢查血糖指數並遵從醫
生的指示服藥，相信對病情的控制有相當大
的幫助。另外，為更全面地協助參加者控制
病情，我們亦提供關於日常飲食的教育，使
他們「識飲識食」，以達至自我健康管理及
穩定血糖的目的。

 此外，由於得到一些血糖測試機供應
商的贊助，我們亦為參與計劃的人士，提供
免費血糖及血壓測試，使他們了解個人血糖
控制的情況。

轉介服務
 現時，所有的服務使用者都正接
受公營或私營醫療機構的定期覆診。有
部份個案，因身體的問題，我們會建議
到家庭醫生作檢查，有助患者盡快接受
適當的治療。及時的治療對長期病者相
當重要。適當地轉介有需要的病者到專
科門診或經由瑪嘉烈醫院的社康護士轉
介到有關的部門，能減少輪候的時間，
讓病者得到合適的檢查。曾轉介一位懷
疑患上腸癌的受助者到瑪嘉烈醫院求
診，其後確診並能及早做手術和跟進的
治療。

 另外，於長者中心開設健康諮詢
服務，能更有效讓長者獲取準確的健康
資訊，也成為了地區與醫療服務體系的
橋樑。光愛長者服務中心亦協助為有需
要的長者，電話預約醫院門診及提供免
費陪診服務，為「老友記」提供貼身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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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支援小組
 去年，在光愛葵芳長者服務中
心、光愛怡情天地及禮賢會沙田長者
鄰舍中心舉辦了4次糖尿病患者支援小
組。小組的目的是透過組員互動分享
藥療管理的經驗，彼此鼓勵，使能糾
正及增加病患者對其所服食藥物的認
知及服藥依從性，以達藥療治病的效
果。

 活動共有64人參加，出席率達
76%。由於出席達100%的參加者可獲免
費身體檢查，能有效鼓勵參與者如期
出席活動。他們全部都表示課程有助
他們更準時吃藥及明白如何同飲食配
合，讓血糖指數更穩定。

糖尿病醫療用品支援計劃
 截至2013年6月30日，接受糖尿
病醫療用品支援計劃的人數有83人。
全部服務使用者均表示此計劃能減輕
他們的經濟負擔和有助康復。

 為增加有需要人士對計劃的認
識，我們與醫療用品生產商協談，並
獲得支持。從2012年1月開始，在他們
公司的宣傳品上面加入我們服務單位
的聯絡資料，讓有需要的人士可直接
與我們聯絡。
 

 今年下葵涌普通科門診、南葵涌
普通科門診、仁濟醫院專科門診及戴麟
趾夫人普通科門診的糖尿病專科護士均
轉介有需要的人士參與我們的糖尿病醫
療用品支援計劃，使他們可以用較優惠
的價錢購買血糖測試機，減輕其經濟負
擔。我們亦會鼓勵受支援的服務使用者
接受個別藥療管理輔導及參加糖尿病患
者支援小組。

 透過怡情天地網站對消息和活動
的發放及宣傳，有效地讓糖尿病醫療用
品支援計劃得到推廣。不少參加者直接
來電查詢，使服務人次比去年增加了
2.5倍。

有關糖尿病的健康及用藥講座 
 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期間，共
舉辦了15次有關糖尿病的健康及用藥講
座，共有1590人次參加(詳細數據請參
考附表二)。所有與會者均同意講座能
增加他們對糖尿病的認識及明白藥物對
控制病情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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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11年7月至11月有關糖尿病健康及用藥講座
日期 講座題目 內容 出席人數

1. 7/8/2012 糖尿病管理要訣 甚麼是糖尿病?藥物治療、飲食治療及運動治療
怎樣可以減少併發症及控制病情藥療管理我做
到計劃簡介

140

2. 24/11/2012 糖尿病併發症的預防 糖尿病併發症之一	---	糖尿眼的種類及成因糖
尿眼的治療方法如何預防

140

3. 22/12/2012 糖尿病管理講座 甚麼是自我的藥療管理?血糖水平穩定的重要降
糖大使計劃簡介身體檢查

50

4. 29-31/3/2013 糖尿病藥療推廣活動 穩定血糖健康展覽血糖、血壓檢查中、西醫健
康咨詢

270

5. 11/4/2013 穩定血糖你要知講座 糖尿病併發症升醣食物你要知自我藥療管理小
貼士

40

6. 14/4/2013 降糖大使計劃講座 糖尿病新知自我藥療管理血糖、血壓檢查 30

7. 21/4/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150

8. 27/4/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80

9. 18/5/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140

10. 25/5/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80

11. 26/5/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140

12. 15/6/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100

13. 22/6/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30

14. 23/6/20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70

15. 30/6/13 糖尿病藥療輔導體驗講座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介紹血糖、血壓檢查個別
藥療咨詢

130

總出席人數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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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您行 - 情緒病患者家
屬支援計劃 
(2011年6月至2013年5月)

 光愛中心自2008年起得到公益金
的資助推行情緒健康服務。在服務中我
們發現，情緒病患者的家屬及社區人士
在照顧患者的時候，常面臨各方面的困
擾，引起身心壓力，甚至同時患上情緒
病。我們相信照顧者確實需要得到支援
和幫助。

 此外，有見近年社會上不時出現
因未能妥善處理精神情緒危機而引起悲
劇，我們發現家屬面對情緒危機事故
時，往往是首當其衝。患者家屬實在是
值得我們給予獨立的服務。為回應此需
要，我們於2011年6月開展了「伴您行 
- 情緒病患者家屬支援計劃」，為患者
家屬及相關人士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及情
緒支援。計劃中共有五個項目，以上為
其中部份重點項目：

沿途有您 -患者家屬支援小組

 小組旨在增加家屬對情緒病的了
解，並探討與患者適切的相處方式。透
過小組的互動，家屬能夠彼此分享感受
和經驗，讓大家在面對情緒病患時不再
孤單。

患者家屬的分享:
 
 (個案一):「因為自己是一個沒
耐性的人，而在小組得知情緒病的治
療期可以很長，所以讓自己有了足夠的
心理準備迎接日後的挑戰。我會放膽讓
患者有自處的空間，來讓他解決自己的
問題；我不會立刻為他挑起擔子，也不
會立時給予解決問題的回應，而是首先
回應他的感受。其實我們的關係一向很
好，只是他病後我的壓力很大。參加小
組後，我懂得如何抒發自己的壓力，令
關係變得更好，give and take之間可
以更平衡。」

 (個案二) 「我在小組中最大的
得著是明白情緒病患者的行為、悲觀、
哀傷、沮喪等困境；開始懂得要尊重患
者，細心聆聽他的心聲，多鼓勵，不批
評，可提醒，但不去幫作決定；學習到
與患者相處的態度應誠懇、耐心，必要
時提出問題，但不再指責了。參與小組
後，我對患者的角色關係由照顧者改變
成同行者，處理他的問題和行為由空泛
的安慰、批評、到明白他的痛苦感受、
肯定優點、回想過往的成績、提醒別要
求太高。之間的關係由緊張變成緩和正
常，由不理解到一起面對，共同勉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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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

 「精神健康急救訓練」乃
澳洲墨爾本大學精神科學系ORY-
GEN研究中心原創的訓練課程。
目的是訓練市民大眾，能為遇上
精神突發事故的人士提供即時援
助，以維護當事人及身邊人的安
全、防止當事人的精神問題進一
步惡化、促進精神問題的康復，
並紓緩當事人的痛苦和困擾。我
們舉辦了7個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
程。

 「伴您行」計劃已於2013
年5月完結。在此衷心感謝Care 
and Share Company及威信工程
有限公司的慷慨捐助，使光愛中
心能藉此申請社會福利署的「攜
手扶弱基金」的資助，實踐官、
商與機構的三方協作，令機構有
資源推展關顧患者家屬的服務。
在此亦感謝浸會大學社工系吳日
嵐教授和林智偉博士從構思到推
行階段的支持和指導，讓「伴您
行」計劃能具備更扎實的理論基
礎和實踐方案。最後，我們感激
曾參與計劃的每一位患者家屬和
關心情緒病患者的朋友，感謝大
家對我們的信任，讓我們伴您行。

服務統計
項目 舉辦次數 參與人數

1.
沿途有您 - 患者家屬
支援小組

6 54

2. 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 7 144

3.
晴常在 - 家屬情緒支
援服務

/ 369

4. 怡晴閣 -資源中心 / 124

5. 情緒健康教育講座 8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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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服務

 去於2012-13年度，光愛中心輔導
服務合共為175名受助人提供了986節輔
導服務。除了感謝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
基金及商界贊助人對服務的資助外，亦
感謝受助人、其家屬、家庭醫生及轉介
團體對我們服務的支持和肯定。

服務分析 - 個案數目
 175個受助人中，以女性受助人為
主，當中女性有125人(71.4%)，而男性
則有50人(28.6%)。至於年齡分佈，21歲
以下及51歲以上組別的受助人數較少，
而21至40歲的在職人士為主要的年齡群
組。
 

個案年齡及性別人數統計表
(2012-2013年度)

男 女 總數 比率	%(n=175)

21歲以下 9 9 18 10.3

21-30 10 31 41 23.4

31-40 18 39 57 32.6

41-50 9 32 41 23.4

51歲以上 4 14 18 10.3

總數 50 125 175 100

 

2012-2013年度 個案年齡及性別分佈圖

服務分析 - 求助原因分類

 受助個案以「其他」一類求助原因的
人數為最多，合共52人（佔29.7%）。受助人
主要因人際關係、職場壓力及個人成長等問
題而求助，而他們通常出現失眠、情緒低落
及行為問題等早期情緒病症狀。他們一般不
需要接受藥物治療，醫生或會按需要處方安
眠藥或鎮靜劑。
 一般以言，他們能夠透過專業輔導得
到協助，從而疏導情緒，減少成長的障礙，
提升抗逆能力。我們相信透過及早介入，可
以幫助受助人減低患上情緒病的機會。

 此外，因焦慮症類別(包括廣泛焦慮
症、廣泛焦慮症 + 抑鬱症、社交焦慮症、驚
恐症、強迫症等) 而求助的共有55人(31.5%)
，當中以廣泛焦慮症(GAD) 佔大多數，而亦
有部份受助人出現焦慮症與抑鬱症的混合
症狀。此外，患抑鬱症的受助人亦佔33名
（18.9%），以女性受助人為主，當中主要涉
及人際關係及婚姻家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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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焦慮症
廣泛焦慮症 + 

抑鬱症

驚恐症

社交焦慮症

強迫症

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

適應障礙

抑鬱症

躁鬱症

精神分裂症及

思覺失調等

家庭及婚姻

其他

求助原因分類求助原因分類圖

求助原因分類

求助原因 男 女 人數 比率 %(N=175)

精神及情緒疾患

廣泛焦慮症 9 24 33 18.9

廣泛焦慮症 + 抑鬱症 1 2 3 1.7

驚恐症 1 6 7 4.0

社交焦慮症 2 2 4 2.3

強迫症 4 3 7 4.0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0 1 1 0.6

適應障礙 1 0 1 0.6

抑鬱症 9 36 45 25.7

躁鬱症 1 1 2 1.1

精神分裂症及思覺失調等 0 3 3 1.7

非精神及情緒疾患

家庭及婚姻 4 13 17 9.7

其他 18 34 52 29.7

總數 50 125 1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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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受助人均來自家庭醫生的轉
介，佔75人（42.9%）。一般市民對醫生
有較高的信任，故經由醫生提議受助人接
受心理輔導，能提升受助人的求助動機。
此外，有部份病人是因身體不適，如肚
瀉、皮膚問題而到診所求診，而其中有部
份病人的病症是與情緒病有關，再由醫生
鼓勵接受輔導服務。

個案來源  人數及比例分配表
人數 比率 %(N=175)

自行申請 87 49.7

家庭醫生 75 42.9

其他機構/
團體轉介

13 7.4

總數 175 100

 

自行申請

家庭醫生

其他機構/
團體轉介

個案來源

服務分析 - 個案來源

 輔導服務的受助個案主要來自自
行申請和機構轉介。

 自行申請的受助者有87人，個
案約佔全部的49.7%。這類受助者的求
助原因較為多元化，常涉及個人成長、
感情、婚姻、家庭和職場生涯等多個層
面。隨著情緒健康資訊的普及，情緒病
患的負面標籤漸趨減低，社會大眾較以
往容易接受情緒病，較願意主動求助。
另一方面從前線經驗所見，在網上尋找
輔導服務的人數持續增加，他們通常首
先會透過互聯網搜尋服務，或到討論區
向網友請教。互聯網的發展實在有助服
務的推廣和聯繫，光愛中心亦積極關注
如何透過資訊科技發展服務。

 除此以外，有部份受助人是透過
一系列的個人成長、藝術治療、音樂治
療等工作坊，開始了解自己的需要，並
嘗試讓自己有更深探索的空間，希望透
過專業輔導，讓自己更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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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義工發展計劃
  

地區義工發展計劃

 義工發展計劃於2013年啟動，旨
在邀請教會、大專院校等地區團體成為
機構附屬義工團隊。地區義工團隊能夠
具體了解社區上各階層的需要，在機構
的支援下能夠靈活機動地自行組織地區
慈惠服務，與大眾分享愛與關懷，發揮
「愛鄰如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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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全港已建立多隊地區義工
團隊，亦已積極地舉辦了大大小小、不
同類型的活動，為各個地區樹立一個，
鄰里互通、守望相助的精神。

已成立的義工隊伍:

將軍澳區: 愛鄰如己義工團隊

大埔區: 大埔義工服務團隊

西北區: 西北區愛鄰如己義工團隊

荔灣區: 荔灣義工團隊

上水區: Fun享愛義工團隊

大圍區: 大圍義工團隊

同行之友愛鄰社: 葵芳LYNCSNT2

同行之友愛鄰社: 東九龍第一隊

沙田區: 傳輝義工團隊

筲箕灣區: 筲箕灣義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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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and, USA
Maryland, USA
London, UK
Los Angeles, USA
Boston, USA
Melbourne, Australia
Honduras
Botswana
Toronto, Canada
Calgary, Canada
Fiji
Atlanta, USA
Nepal
San Francisco, USA
New Jersey, USA
San Dieg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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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 Town,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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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地區、項目及資金分配

基金不設行政費，收益全數支援各地工作0%

受惠人數及家庭

各地捐款及籌款收益

大型宣傳及籌款活動

受惠地區
捐款分配

CAD236,909.73

所得捐款

CAD303,381.55

 國際慈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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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單位
	 	 服務統計

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會員人數  : 288名 (男) : 708名 (女) 
  合共 : 996人
會員到中心總人次 : 44792 人次 
開 放 節 數 : 536 節
(平均每節人數 : 84人)

小組服務 小組數目 聚會次數 出席人次

教育及發展
小組

12 61 589

興趣小組 13 92 1387

社交小組 5 18 209

服務小組 2 22 228

開放式小組 16 195 5352

其他-
會員月會

3 36 2460

特別活動 活動次數 出席人次

聯誼活動 49 2161

旅行/宿營 6 588

參觀 2 227

比賽 3 47

教育性活動 15 578

訓練 2 24

文化活動 10 479

健康活動 35 1733

其他 18 541

總數: 140 6378

個人服務 接受服務人次

寫讀信文件 394

健康護理 455

剪髮服務 338

探訪 197

陪送/轉介 78

諮詢服務 499

短期個案 326

午膳服務 3521

護葵網復康器材借用服務 365

其他(代訂營養奶粉、按摩椅服
務、電腦借用等服務)

5343

總數: 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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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菁天地

學員人數：488人	(男128	:女360)

學員年齡分佈:	142人	(50-59歲)	:	346人	(60歲以上)

班組及活動 活動次數 出席人次

課程及學習班/ 133 9195

課程及學習聚會 / 709

電腦課程及工作坊 136 1428

課程及學習班聚會 / 176

電腦講座 25 282

特別活動 31 1554

個人服務人次 / 2182 

中心總出席人次 19320

中心總開放節數 533

平均每節出席人數 36
	

院舍長者總數
(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

類別

性別         安老部 護理部

男 2 19

女 4 51

服務單位(2013年1月1日)

董事局辦事處
葵涌荔景山路272號荔灣花園地下上層7號舖
電話：2427 1003

傳真：2481 3028

 
光愛中心總辦事處
新界葵涌葵昌路56號貿易之都1203室
電話：2427 7122
傳真：3914 6054

光愛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新界葵芳邨葵明樓地下C翼 
電話：2422 8526

傳真：2481 8863

光愛敬老院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耀樓地下2至11號
電話：2458 9797

傳真：2463 1192

耆菁天地
新界葵芳邨葵信樓地下1號及4號
電話：2427 9824
傳真：2757 6416

 
怡晴天地 easeZone
新界葵涌葵昌路56號貿易之都1203及1205室
電話：2428 9010
傳真：3914 6054

光愛敬老院各職級
員工人數

職級 人數 

院長 1

保健員 6

護理員 8

工友  2

廚師 2

文員 1

總數: 20

光愛敬老院

29
服務單位、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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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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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慈善」基金財政報告： 

上年度餘款：        HK$ 126,482.05

助養 / 助學捐款：    
 馬達加斯加孤兒院助養/助學計劃 HK$ 147,530.00
 尼泊爾孤兒院助養計劃   HK$ 127,250.00
 中國學童助學及家庭服務計劃  HK$ 110,900.00  HK$ 385,680.00

「國際慈善」基金：       HK$  24,727.30

其它收益：        HK$       0.72
                                                                            
    (A)     HK$ 536,890.07

撥款往：
 馬達加斯加孤兒院   HK$ 58,239.75
 尼泊爾孤兒院    HK$ 77,625.00
 中國學童助學及家庭服務  HK$ 80,866.00  HK$ 216,730.75
                                                                               
    (B)      HK$ 216,730.75

本年度餘款 (A - B)： HK＄320,159.32

「讓孩子繼續笑」基金財政報告： 

上年度餘款：       HK$  473,968.92

「讓孩子繼續笑」基金捐款：     HK$  959,464.98
其它收益：       HK$  101,778.74
                                                                                
        (A)    HK$1,535,212.64

撥款往：
 馬達加斯加      HK$  350,055.27
 南非       HK$  101,400.00
                                                                                
    (B)        HK$  451,455.27

本年度餘款 (A - B)： HK＄1,083,7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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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籌款活動收入（2012-2013）

公開籌款項目 善款收入

愛心步行日2012
（2012年10月23日青衣海濱公園走廊）

HK$ 459,369.50 

敬老護老愛心2012（耆菁天地） HK$  96,355.00 

敬老護老愛心2012（光愛敬老院） HK$  40,260.00 

光愛慈善馬拉松2013（2013年3月24日灣仔運動場） HK$ 284,184.00 

註：上述善款收入未計算相關的活動開支

受資助服務簡報
資助機構 資助計劃／服務單位 資助金額

香港公益金 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HK$  213,110

香港公益金 光愛敬老院 HK$  903,060 

香港公益金 easeZone 藥療管理我做到計劃（3年） HK$1,225,010  

勞工及福利局
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長者基礎普通話課程 HK$   18,660 
耆菁天地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
弱基金(六輪)

easeZone
「伴你行」──情緒病患者家屬支援計
劃（2年）

HK$  360,000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
弱基金(七輪)

easeZone Share with you - 心情對話 （2年） HK$  354,000

李嘉誠基金會
集思公益計劃

easeZone 為您健康加油 HK$  300,000 

easeZone 與情緒樂章的約會 HK$  200,000

easeZone 一家一‧關心家人健康大行動 HK$  100,000 

easeZone 網上精準搜尋，紓解面對情緒困擾人 HK$   50,000 

光愛敬老院 動起來!敬老護老愛社區 HK$  200,000 

耆菁天地 耆菁智「PAD」 HK$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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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U-Max Limite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五洲琴行有限公司

仁愛堂牙科外展隊

屯門醫院老人科外展隊

半山區扶輪社

市川洋行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李嘉誠基金會

林士德體育館

社會福利署

長者安居協會

青山醫院外展隊

威信工程有限公司

屋宇署公眾教育及宣傳小組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食物環境衛生署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公益金

香港廸士尼樂園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青年協會葵芳青年空間

香港宣教會大興白普理老人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消防處

香港神的教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警民關係組

峰力聽力中心有限公司

荃灣葵青地政處

偉豐機電冷氣工程公司

健絡通藥業有限公司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勞工及福利局

愛心全達慈善基金

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

新域劇團

葛蘭素史克公司

葵芳邨內眾互助委員會

葵青民政事務處

葵青區議會

葵青劇院

瑪嘉烈醫院社康護理部

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職業安全健康局

羅拔臣律師事務所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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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辦事處: 葵涌荔景山路272號荔灣花園地下上層7號舖

電話：2427 7122  傳真：3914 6054  電郵：LLHHO@LLHOME.ORG  網址：WWW.LLHOME.ORG

光愛中心為右列
機構之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