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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香港教區簡介

成立和服務

國際四方福音會是一個世界性的基督教團體，於1923年在美國由愛薇 

(Aimee Semple McPherson) 女士所創立，總部設在加州洛杉磯。經過近一個

世紀的努力，現已發展至全世界超過140個國家和地區，除了在當地建立教會

宣揚耶穌基督的救恩外，亦透過興辦教育和提供社會服務，回應社會的需要，

實踐基督的信仰。

愛薇女士於1936年差派了李伊雲牧師夫婦來港建立教會，並開展服務社

會，包括開設孤兒院、學校和救濟的工作。初期美國總會差派宣教士來擔任

管理工作，期望日後由本地同工負責，成為自立的教會，有自己的會長，而

香港97回歸中國正好加速了香港四方會的自立過程。1996

年，香港教區修章後達成自立，選出了首任會長，由當時已

擔任區監督5年的李朗英牧師出任，至2012年11月榮休。

自2012年11月 由 袁 葉 華 牧 師 擔 任 會 長， 至2018年11月 

榮休。自2018年11月至今由張維邦牧師擔任為會長。

  目前，香港四方會已有7間教會、2間耆年中心、

1間 自 負 盈 虧 長 者 服 務 單 位、1間 標 準 中 學， 以 及1間 

設備完善的幼稚園。

會長：張維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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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及服務目標

本著基督的愛心關懷長者身心靈的需要， 

以致他們能活得更豐盛和有意義。

耆健無患
S 培養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與態度，促進長者身心靈健康 S

耆樂無窮
S 鼓勵長者善用餘暇，發展潛能，擴大社交圈子 S

耆智無限
S 提供教育機會，推動長者終身學習，與時並進 S

耆義無私
S 培養義工精神，服務社群 S

S 提高長者對自身權益的認知與關心，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關心社會 S

耆年無憂
S 關懷及協助長者面對生活或情緒困擾，提供輔導及轉介服務 S

S 關懷區內體弱、獨居、缺乏家人照顧的長者， 
及早識別並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S

S 支援護老者，舒緩面對的壓力 S

服務宗旨

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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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部部長報告
過去一年，整個香港都經歷了不少挑戰！社會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對

香港市民及長者都做成不少衝擊，感染冠狀病毒肺炎對患有長期病患的長者生

命構成極大威脅，我們自從2020年1月29日起持續支援兩間中心的長者會員

及有需要的護老者，推行「四方蜜滋傳情齊抗疫」，同工分別致電所有個案、護

老者及會員慰問、提供防疫資訊及評估需要 ； 發現大部分長者沒有口罩及酒精

搓手液，遂於2月4日開始派發口罩及搓手液予有需要支援的長者，初期由於口

罩供應嚴重不足，每位長者獲發每星期3個口罩，每周評估，及後改為每星期

每人4個口罩，每兩或三星期評估一次。此外，由2月27日起中心調撥內部資

源，以及得到各方善長捐贈，為有需要長者及護老者送上「四方抗疫福袋」，內

有生活所需物資，包括蔬菜、湯包等，還有防疫物品，例如口罩及搓手液，以

及防疫資訊 ； 把關懷和溫暖傳遞到有需要的弱勢社群，共同齊心對抗疫情。直

至3月31日，兩間中心送贈口罩及福袋( 對象 )合計339戶 (488人)，送出口罩

10,225個，四方抗疫福袋333個。感謝神的眷祐，在艱難的境況中都給我們

足夠的恩典和資源，讓我們可以有為長者提供適切支援的服侍機會。

疫症肆虐期間，我們依從社會福利署於2020年1月28發出的「社會福利署

資助福利服務及其轄下服務的特別安排」，兩間中心不對外開放但維持有限度服

務；首先，我們取消了所有原定於2020年1月29日至3月31日期間舉行的班、

組及活動，向已報名及繳費的參加者退回款項，此外，中心的偶到服務，包括

健身單車、報紙、按摩椅及棋樂無窮等活動暫停，並不對外開放。建生堂耆年

中心寶田分處亦由2月1日起至今關閉，同事改於建生堂耆年中心辦公或當值；

社工提供有限度個案及輔導服務，非緊急及必須的輔導服務以電話輔導或改

期約見。為了盡量減低疫情在社區擴散的風險，及回應政府公佈的特別上班安

排，由2020年1月29日起，除必須於中心當值的人員外，其他員工在獲得直

屬上司批准後，可選擇在家工作，按照「特殊情況在家工作指引」，在家執行由

直屬上司委派的職務。 同時，中心亦參考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發出的給公眾預

防2019冠狀病毒病的健康指引及相關指引，制定相應措施，以儘量減低感染和

傳播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風險。

雖然受到外圍環境變化的衝擊，我們仍堅持盡力為長者及護老者提供適切

的服務。隆亨堂耆年中心成功申請「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2019」，獲得50萬

元資助於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推行《友里可尋‧憶路有你 - 齊建

認知友善社區》項目。感謝同工發揮創意，在社會動盪之下，仍能順利推行大

部分的活動，協助了超過160名有需要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登記使用

「友里可尋」手機軟件，及完成了為「友里可尋大使」提供的培訓課程；「友里可

尋」手機軟件包含先進臉孔辨識功能，照顧者預先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登記，社

區人士如發現疑似迷路的長者，透過軟件上傳長者資料作分析，支援後台如發

現該長者為已登記之患者，會聯絡照顧者，減低長者走失風險。此外，我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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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與計劃的長者提供藍芽裝置和有定位追蹤功能的手錶，透過手機軟件發佈

及啟動協助尋找失蹤長者的系統，動員社區人士協尋長者。

我們在去年10月26日至12月1日舉行的「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活動受到

社會運動影響，大部分的公開銷售活動被迫取消，但靠著神的恩典、會員、同

工及教會弟兄姊妹的同心努力，我們共籌得 $177,237.40。

自從2014年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以來，兩間中心都需要面對地方嚴重不足

的挑戰！感謝社會福利署的鼎力相助，我們由2019年8月1日起租用屯門寶田邨

第5座2至9號一個1400多平方呎的單位開辦建生堂耆年中心寶田分處，為寶田

邨及鄰近的長者及護老者提供服務，亦有助解決中心地方不敷應用的問題；由於

單位原有的裝修間隔大部分都適合我們使用，為善用資源及盡快投入服務，我

們實行「先服務後裝修」—— 我們於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19日期間，

在寶田分處的處所內進行籌備工作，兩位社工和個人照顧工作員亦移至分處辦

公，我們亦於分處的活動室舉行小組及活動，並為長者提供震動治療機及舒緩

痛症服務 ； 分處由2019年10月21日起正式投入服務。為配合中心的活動及服

務需要，我們擬於冠狀病毒疫情稍緩後在寶田分處進行小型改善設施工程。

隆亨堂耆年中心地方不足的問題仍未能解決，我們期盼政府部門積極協助

我們解決此問題，我們亦會努力尋求舒緩的方法，包括彈性編排場地運用的時

間，借用附近機構的房間等等。

在機構管治方面，政府為鼓勵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透過改

善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機構管治及問責三個範疇，以不斷提升其管治水

平，因而製訂了《最佳執行指引》，於2014年7月正生效，我們已分別於2015

年10月、2016、2017、 2018及2019年的10月提交了自我評估報告，並已確定

機構有關政策及措施符合《最佳執行指引》中第一組指引的要求；此外，我們基

於良好管治的原則，會繼續積極考慮盡量採納《最佳執行指引》中第二組指引。

過去一年，兩間耆年中心雖然經歷不少變化和挑戰，藉著神的恩典，加上

政府部門、各慈善基金、義工組織、友好機構、善長、社區人士、

會員及教會弟兄姊妹的支持及協助，讓我們能夠克服種種困

難，實在萬分感恩！

祝福各位身心靈平安！

關國華先生

社會關懷部部長



社會服務2019-2020年度工作報告6

社
會
關
懷
部

教
育
部

社會關懷部組織結構圖

會長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
執行委員會

社會關懷部部長

建
生
堂
耆
年
中
心

隆
亨
堂
耆
年
中
心

中
央
行
政
部

自
負
盈
虧
長
者
服
務 

（
耆
健
坊
）

長者服務管理委員會

服務總監



社會服務2019-2020年度工作報告 7

長者服務管理委員會名單 ：（1/4/2019 - 31/3/2020）
主席：陳家有先生  

文書：黃凝芬小姐 (31/3/2020止)

司庫：趙善恩小姐

社會關懷部職員名單：（1/4/2019 - 31/3/2020）
部長：關國華先生 服務總監：萬雪容女士

中央行政部
行政主任：陳美美小姐 行政助理：周彩雲女士

兼職助理文員： 林佩文女士 (由12/3/2020) 
 陳靜妍女士 (30/4/2019止) 

 廖安琪小姐 (由23/5/2019至31/3/2020止) 

 李燕萍女士 (由24/10/2019至31/3/2020止) 

 劉達榮先生 (31/3/2020止)

隆亨堂耆年中心
中心主任 ： 劉可恩小姐

社工(護老者及地區支援服務) ： 張凱惠女士

社工(教育、發展及義工服務） ： 黃瑞蓮女士

社工(長者外展服務) ： 梁永道先生 (8/1/2020止) 
  黃曉彤女士 (由2/3/2020)

社工(個案及輔導服務) ： 陳邊秀女士

社工(認知障礙症服務) ： 侯淑敏小姐

文員 ： 姚雪婷女士

高級活動幹事 ： 馮佩珊女士

活動幹事 ： 莫蕙綸女士  
  陳卓軒先生 (由1/4/2019)

個人照顧工作員 ： 周淑芬女士（30/9/2019止） 

  周芷姍女士 (由2/10/2019)

職工 ： 余婉芳女士  

委員： 關國華部長、張維邦會長、李朗英牧師、  
 容曼莉牧師、梁錦榮先生、源兆文先生、 
 曾揚鉦先生 (31/8/2019止)、 
 黃柏林先生 (由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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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生堂耆年中心
中心主任 ： 陳桂芳女士

社工(護老者及地區支援服務) ：張凱盈小姐

社工(教育、發展及義工服務) ： 李淑華女士

社工(長者外展服務） ： 戚偉雄先生

社工(個案及輔導服務) ： 彭小妹女士

社工(認知障礙症服務) ： 馬源鉦先生（13/9/2019止）

半職社工 ： 馬源鉦先生 (由4/12/2019)

社工 ： 楊浚聞先生 (由1/4/2019至31/8/2019止)

半職社工 ： 楊浚聞先生 (由1/9/2019)

文員 ： 王美華女士

高級活動幹事 ： 梁晉寧小姐

活動幹事 ： 馮敏靜女士 
  盧燕薇女士 (由2/10/2019)

個人照顧工作員 ： 黃麗珠女士 

職工 ： 王秀琼女士

半職職工 ： 周裕芯女士 (6/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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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字（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會員資料分析—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共有會員1102人

隆亨堂耆年中心工作報告

男女比例

男 
288人

女 
814人

年齡分佈 居住區域

70-79 歲 
469人 
42.6% 

80-89 歲 
308人 
27.9% 

90 歲以上 

59人 
5.4% 

60-69 歲 

266人 
24.1% 

景田苑 
131人 
11.9%

雲疊花園 
58人 
5.3% 

新翠邨 
221人 
20% 

其他 
322人 
29.2% 

隆亨邨 
370人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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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服務統計：
長者鄰舍中心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一年)

中心服務 

水平

一年內的平均會員人數。 400 1167.83

一年內的每節的平均出席人數。 60 67.13

一年內舉辦的小組、活動及計劃的總數： 200 210

a. (i)推廣長者「健康與積極樂頤年」、生理、心理及社交健
康； (ii)滿足長者的教育及發展需要；及 (iii)滿足長者
的社交及康樂需要。

120 127

b. 義工招募、發展及服務； 40 42

c. 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包括互助支援小組及培訓活動等； 40 41

一年內的義工總數。 100 142

一年內活躍輔導個案

a. 有議定計劃的活躍輔導個案的每月平均數目 80 111.58

b. 活躍輔導個案的流轉率 20% 22.07%

一年內服務的護老者總數。 140 145

為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提供的服務：

a. 每月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活躍個案的平均數目 35 38.92

b. 一年內處理的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個案的流轉率 20% 20.31%

一年內就服務推廣及／或建立策略夥伴關係而與地區持份者
舉辦的活動總數

12 89

一年內進行「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的總數 35 58

認知障礙症服務

a. 接受認知障礙症相關知識訓練人數 30 55

b. 認知障礙症公眾教育活動 10 12

c.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活動 6 6

d.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小組 3 12

e. 認知障礙症員工訓練節數 15 35.36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a.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小組 4 6

b. 有需要護老者訓練活動及項目 15 19

c.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100 135

d. i) 一年內有需要護老者數目 50 84

   ii) 一年內處理的有需要護老者流轉率 20% 20.24%

e. 一年內就辨識有需要護老者服務推廣而建立策略夥伴 
    關係或與地區持份者舉辦的活動總數

4 4

全年投訴個案次數：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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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隆亨堂耆年中心自1984年起為沙田區的長者提供服務，為配合香港人口

老化，中心亦經歷重大的改變，由一間本來只有百多位會員的長者活動中心，

轉型至長者鄰舍中心，增設更多適時的服務回應社會的需要。本年度中心慶祝

三十五周年成立，適逢建生堂耆年中心今年亦踏入三十周年，兩間耆年中心舉

行聯合活動「闔家感恩慶團年暨聯合周年慶祝午宴」一同慶祝。此外，中心亦

獲得由滙豐社區夥伴計劃2019年贊助「友里可尋‧憶路有你 - 齊建認知友善

社區」，透過應用新科技產品：協尋系統及智能定位手錶，以及連結區內的持份

者，包括社區領袖、地區團體、學校、機構等，鼓動社區人士由認識認知障礙

症開始，以實際友善行動支持，協助走失長者回家，建立認知友善社區。

中心十分重視長者的健康

情況，為了讓長者建立健康的

生活模式，中心定期舉行不同

活動，提供最新健康資訊。本

年度，中心舉行健康講座，包

括 ： 免墮「糖」衣陷阱講座、

普及健體運動、認識退化性關節炎講座、穴位

按摩講座等。此外，中心本年度舉行社區保健

服務，包括「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服務、自

助量血壓站、腳底按摩機服務、健康震動治療

機、老人科專科醫生診症服務，以及協助長者

申請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除了健康保健活動外，由匯豐社區夥伴計

劃贊助「憶路友里-共創認知友善社區」計劃亦

取得佳績，藉著不同活動連結區內的持份者，

計劃共有16個地區團體及學校參與「憶路友里

網」讓更多社區人士認識認知障礙症，另外91

間沙田區商戶成為「認知友善商戶」，我們為商

戶提供辨識認知障礙症患者，藉此支援照顧

者。此外，我們亦舉行標語創作比賽，向小學

生及公眾人士宣揚認知友善的訊息。

普及健體運動

護老防跌講座

嘉賓齊齊認識認知障礙症， 
共建認知友善社區！



社會服務2019-2020年度工作報告12

為鼓勵長者善用餘暇，擴大社

交圈子及眼光，中心本年度舉辦了

不同類型的社交康樂及節慶活動，

例如參觀消防學院暨西貢海鮮宴、

「走一趟巴基斯坦」旅遊講座、卡拉

OK茶座、四季生日會、參觀創新科

技嘉年華、長者同樂

日、大笑操、月餅送贈長者大行動、心晴影薈展

笑容@開心放暑假、端午愛心粽送贈、賜豪樂韻

在隆亨、聽‧唱‧玩‧樂茶會、新丁茶聚暨介紹平

安鐘服務、「伍樂樂」關懷探訪行動等活動，讓會

員有更多不同的新體驗，分享團體生活的樂趣。

本中心亦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

班組，讓長者能夠學習新知識，增

廣見聞，回應社會的變遷。在語文

學習方面，中心舉辦了英文班、普

通話班。另外，為鼓勵長者培養多

方面興趣，中心本年度亦舉行粵曲

班、書法研習班、歌唱 A、B班、

中心亦繼續喜獲匯豐社區夥伴計劃2019贊

助「友里可尋‧憶路有你 - 齊建認知友善社區計

劃」，藉「友里可尋」手機軟件包含先進臉孔辨識

功能，照顧者預先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登記，友

里可尋義工如發現正在迷路的長者，可上傳長

者資料作分析，支援後台如發現該長者為已登

記之患者，會聯絡照顧者減低長者走失風險。

此外，一些走失風險較高的認知障礙症長者，

計劃提供有定位功能程式的手錶，讓照顧者可以知道長者的去向，並透過管理

服務平台助家人監測長者的動向，減低照顧者的壓力。

認知障礙知多少暨關懷護老 

社區行動

耆藝樂無窮

隆亨FUN FUN FUN 
會員製作手工

護老JOY種拼景盆栽工作坊-
護老者用植物來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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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金星義工組成立

了31年， 義 工們 付出了

時間、 精力， 積極 投 入

參與 服務社群 。 金星義

工幹事會策劃及舉行了多

項 活動， 包括 金星義工

三十二週年聚餐暨第二十九屆幹事就職

典禮、金星義工中秋迎月樂融融、秋

季郊遊樂、金星義工幹事會選舉日等。中心義工參與的服務包括沙田區滅罪嘉

年華暨義工服務、西二分區社區關愛探訪、四方顯關懷等等。關懷部義工亦定

期探訪隆亨邨、新翠邨的獨居長者，並到醫院及上門探望關懷有需要的會員，

發揮互助精神，讓有需要的人感受到關心及暖意。本年度得到善長的贊助，舉

行了6次的愛心飯團，由義工免費派發飯盒予有需要的長者。

中心由專業社工提供個案輔導服務，為區內面對生活困難、疾

病或情緒困擾的長者及其家屬提供適合的服務，內容包括輔導、轉

介、評估及協助申請長期護理服務等，讓長者可得到合適的支援。

而長者外展服務社工主動發掘接觸社區內匱乏或有服務需要的隱蔽

長者，以個案形式跟進長者的情況，與長者建立關係，了解其服務

需要，讓長者能在充足的支援環境下安享晚年。

此外中心亦定期與沙田大圍區內不同長者服務單位進行協作會

議，交流個案服務心得及分享社區資源。每年亦會舉行聯合活動，邀請隱蔽長

者參加，希望透過活動讓他們互相認識，建立鄰舍友好關係。

在護老者提供支援服務方面，為了讓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時更得心應

手，壓力得以減輕或舒緩，中心提供支援服務包括 ： 協助區內有需要的護老者

中學同學與長者會員一起插花

絲絲暖意，會員學習 
用絲巾裝飾技巧

秋季樂悠遊

魅力舞蹈組、植物興

趣班、山水畫班、中

國工筆畫班、與你共

享攝影樂趣日、智能

手機班、手語班、二

胡初班及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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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關愛基金的護老者生活津貼、輪椅及復康用品借

用服務、邀請嘉賓為護老者講解不同長期病患的照顧

技巧、護老資源閣供護老者借閱書藉和認知障礙症的

教材套，以及每月舉辦閒情‧雅聚‧護老情，讓護老

者一起分享照顧心得。

另外為了支援受沉重照顧壓力之護老者，透過陪

診、代購物、護送等服務，讓護老者有獲得喘息的機

會。此外，社工亦定期舉行活動及小組，教授照顧長

者的技巧及減壓知識，例如護老音樂鬆弛小組、護老

減壓加油小組、始終愛你夫婦小組、護老技巧培訓- 

護老治療的抉擇講座、護老舒壓系列- 護老中醫減壓工作坊、護老鬆弛香薰按

摩工作坊等等。

2020年1月疫情來襲，中心迅

速回應長者需要，舉辦「四方蜜滋傳

情齊抗疫」，我們致電慰問中心所有

個案、護老者及會員，提供防疫資訊

及評估需要；發現大部分長者沒有口

罩及酒精搓手液，遂於2月開始派發

口罩及搓手液予有需要支援的長者，

初期由於口罩供應嚴重不足，每位長

者獲發每星期3個口罩，每周評估，

及後改為每星期每人5個口罩，每四星期評估一次。中心亦調撥內部資源，以及

得到各方善長捐贈，為有需要長者及護老者送上「四方抗疫福袋」，內有生活所

需物資，包括蔬菜、湯包等，還有防疫物品，例如口罩及搓手液，以及防疫資

訊，把關懷和溫暖傳遞到有需要的弱勢社群，共同齊心對抗疫情。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本年度中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有幸得到多

方面的善心人士及基金的贊助，讓長者及護老者得到多方面的關顧。

而派發防疫物資「四方蜜滋傳情齊抗疫」計劃延續至今，從未間斷，

可見本會員工在回應社會需要方面不遺餘力及靈活堅毅。在未來的日

子，中心繼續提供優質服務，讓沙田區長者晚年生活更為豐盛。

總  結

護老舒壓系列-  
鬆弛香薰按摩工作坊

疫情來襲，社區義工上門派發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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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字（2019 年 4 月1日至 2020 年 3 月 31日）
會員資料分析—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共有會員711人

建生堂耆年中心工作報告

70-79 歲 
327人 
46.1%

80-89 歲 
168人 
23.6%

60-69 歲 

188人 
26.4%

90 歲以上 
28人 
3.9%

建生邨 
202人 
28.4%

兆軒苑 

81人 
11.4%

寶怡 / 海麗 / 
盈豐花園 

33人 
4.6%

其他 

99人 
13.9%

寶田邨 

145人 
20.4%

良景邨 / 田景邨 /
新圍苑 / 兆隆苑 /

欣田邨 

65人 
9.2%

大興邨 

67人 
9.4%

屯門鄉村 
( 麒麟圍 / 新慶村 /
紫田村 / 寶塘下村 /
小坑村 / 礦山村 ) 

19人 
2.7%

男女比例

年齡分佈 居住區域

男 
206人

女 
5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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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服務統計：
長者鄰舍中心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一年)

中心服務 

水平

一年內的平均會員人數。 400 711

一年內的每節的平均出席人數。 60 80.41

一年內舉辦的小組、活動及計劃的總數： 200 248

a. (i) 推廣長者「健康與積極樂頤年」、生理、心理及社交健
康；(ii)滿足長者的教育及發展需要；及(iii)滿足長者
的社交及康樂需要。

120 152

b. 義工招募、發展及服務； 40 52

c. 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包括互助支援小組及培訓活動等； 40 44

一年內的義工總數。 100 197

一年內活躍輔導個案

a. 有議定計劃的活躍輔導個案的每月平均數目 80 150.42

b. 活躍輔導個案的流轉率 20% 25.23%

一年內服務的護老者總數。 140 159

為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提供的服務：

a. 每月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活躍個案的平均數目 35 49

b. 一年內處理的隱蔽或需要照顧的長者個案的流轉率 20% 25.37%

一年內就服務推廣及／或建立策略夥伴關係而與地區持份者
舉辦的活動總數

12 95

一年內進行「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的總數 35 70

認知障礙症服務

a. 接受認知障礙症相關知識訓練人數 30 1602

b. 認知障礙症公眾教育活動 10 12

c.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活動 6 8

d.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小組 3 6

e. 認知障礙症員工訓練節數 15 42.375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a.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小組 4 5

b. 有需要護老者訓練活動及項目 15 15

c.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100 165

d. i) 一年內有需要護老者數目 50 63

   ii) 一年內處理的有需要護老者流轉率 20% 20.63%

e. 一年內就辨識有需要護老者服務推廣而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或與地區持份者舉辦的活動總數

4 4

全年投訴個案次數：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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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中心的長者會員十

分關注健 康， 對健 康

活動反 應 踴 躍， 為了

讓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

模 式 及 態 度， 中心定

期為長者提供健 康資

訊及服務，包括 ： 健康講座、太極養

生操、保健操六十式、伸展鬆一鬆、

舞動腦、Bingo 格仔紙、健康檢查、血

糖測試、骨質密度測試、長者健體運

動、護心強肌運動帶操、季節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計劃等，並獲屯門區議會撥

款舉辦「耆智健康嘉年華」及「耆智健康同樂日」，內容有健康展覽、遊戲及健康

檢查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中心於30/1/2020起不對外開放，但維持

有限度服務，當時全城搶購口罩、防疫及日用品，不少長者感到不安及缺乏物

資，因此我們於2-3月期間已打出超過1000個關懷電話，我們亦向有需要支援

長者送贈口罩及消毒搓手液。期間發現不少長者受疫情影響減少外出，飲食營

養都受影響，我們逐於2月尾開始推行「四方密滋傳情齊抗疫」向有需要長者送

上福袋以作支援，包括︰防疫物資、新鮮蔬菜、湯包、麵等。

中心亦十分關注長者健康生活的發展，積極教育會員預防各種長期病患。

有見不少長者忽略肌肉健康以及肌肉減少症的危機，中心喜獲「滙豐社區夥伴

計劃2018」撥款，推行「肌不可失」計劃，透過肌力評估、健康教育、阻力運

動訓練、運動班以及獎勵計劃，鼓勵長者以吸收優質蛋白及做適當運動，改善

肌力，從以減少跌倒及骨折危機，以提升晚年的活動能力，計劃十分成功，共

200名長者完成計劃，並一起舉行畢業典禮慶祝，見證成果。

隨著人口老化，「認知障礙症」患者數目不斷增加，有見及此，中心為提高

社區人士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及認識，中心舉辦認知能力評估、認知友善好友

分享會、認識腦朋友、每月進行街展推廣，並為認知障礙症人士提供上門認知

訓練活動，同時亦在中心舉辦耆知樂及健腦小組，為認知障礙症人士提供訓練。

職員正為區內長者及 
護老者講解認知障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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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定期舉辦康樂活

動，鼓勵長者善用餘暇，

擴 大 社 交 圈 子， 聯 誼 歡

聚，分享團體生活樂趣，

活動包括﹕相聚時光、歡

樂茶座-卡拉OK、金色年

華、「棋」樂無窮、耆智長洲遊、戲曲星

光遊、尋找菠蘿的秘密、耆智生日會/

迎新禧系列、歡樂端陽愛心糉、耆智開

心迎聖誕、迎新會、綠化講座等等。

今年是喜慶的一年，中心成立30年

了，隆亨堂耆年中心成立35年，兩中心

一起舉行「闔府感恩慶團年」大肆慶祝，

很榮幸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安老服務)

陳德義先生及本會會長蒞臨主禮，各政

府部門官員、社會賢達及友好機構代表

賞面光臨，與各會員及家屬歡聚團年，

場面非常熱鬧，共延開50席，600多

人出席。當日不單有美食，還有豐富的

節目—別出心裁開展儀式，引領全場氣

氛；長者精彩表演，歡呼聲不絕；紀念短片回顧，充滿溫馨和感恩；不少善長及

愛心機構捐贈禮物，使抽獎禮物十分豐富，而每人都獲贈福袋，滿載而歸！

中心為長者舉辦不同類型的班組，

讓他們能夠終身學習，與時並進；中心定

期舉行的教育或發展性班組活動包括識字

班、老人基礎中文識字班、耆智普通話、

耆智齊學普通話、耆智輕鬆普通話、耆

智開心普通話、耆智挑戰 ABC、耆智舞蹈

班、耆智歡樂舞蹈班、四方之聲、卡拉OK小組、每日

一TALK、聖言書法班(楷書)等 ； 中心與晨輝長者學苑

合辦之「IT電腦好多Fun」很受長者歡迎，共舉行了5

期，參與人數共119人。

參觀西九龍既戲曲中心， 
裡面我地熟悉既粵曲同藝人， 

特別睇得投入

我地既聖誕攤位遊戲，無論小朋友、 
長者、照顧者參考都一樣咁開心， 

締造社區和諧氣氛。 

呢個唔係扮蒜， 
而真係新春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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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分長幼，兩代攜手 
一起創作粉彩畫

中心長者義工表現熱心，發揮老有所為及服務社群的精神，

中心透過「傑出義工獎勵計劃」勉勵義工，共有61名長者義工獲

獎，其中30人更獲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狀，中心長者義工時

數合共3,166小時，成績斐然，值得敬佩；長者義工參與義工服務

及訓練包括義工創意手作坊、綠化行動義工服務、耆智探訪安老

院及義工訓練、耆智探訪獨居長者及義工訓練、旅行義工訓練、

剪髮服務、敬老護老愛心劵慈善籌款活動、寒冬暖笠笠等。

今 年中心 喜 獲老有所

為活動計劃資助「四方遊藝

團」義工服務，參與義工表

現傑出，透過桌上遊戲及

藝術活動向長者及年輕人推

廣認知障礙症及長幼共融

概念。

長者義工除了積極參與

義工服務外，亦透過不同

渠道推廣義工精神，希望

能感染更多社區人士參與義

此外，中心亦透過教育講座或活動幫助

會員掌握社會資訊及與社會保持聯繫。本年

舉辦的活動包括會員諮詢茶聚、恩慈家教育

講座及信實家教育講座—安老服務錦囊、長

者抑鬱我要知、認識壓力及鬆弛方法、認知

障礙症社區支援服務、義工分享會、精明耆

英我至醒、安老按揭計劃、長者道路安全伴

你行等。

即使在20年初時遇上新冠病毒，我們

仍能快迅應變將部份班組，如書法班、英文

班、在家齊動腦等班組，改為線上學習，

讓長者以資訊科支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持續學習，亦讓中心服務能持續輸

出，而會員反應亦熱烈，我們亦會以預約方式安排長者到中心學習資訊科技以

及利用網上平台和我們保持連繫。

我地一齊出去長洲透透氣， 
大家都覺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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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者 的 心 靈 健

康是我們十分重視的

範疇，中心會定期舉

行心靈加油站及藝術

治療等關顧心靈的小

組、講座、茶座、節

日聯歡會、探訪等活動，有助長

者保持健康正面的心態。

面對疫情肆虐，中心除了提供恆常

的長者及護老者支援服務外，亦積極為

區內的長者及護老者提供防疫物資派發

及衛生教育活動， 攜手對 抗 疫症。 此

外，中心亦為長者及護老者舉辦各類型

的網上小組及講座，例如 ： 護老者網上

工作坊系列，讓他們即使留在家中，亦

持續學習及與社區連繫接觸，減少負面

情緒。 當然， 中心亦不遺 餘力推行恆

工服務，因此，中心今年推薦資深

義工參選由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義工嘉

許計劃，很高興中心義工蕭如恆先生

及譚雁群女士獲得嘉許，他們樂於

助人的精神，十分值得表揚。

中心一直與社區團體及友好機構

單位保持良好伙伴合作關係，既有共

融活動，亦有不少專為長者而設的活

動，攜手推動關愛文化。本年合作

舉辦的活動包括 ： 青年空間義工服務、康恩園義工中秋探訪、有營月餅義工服

務、薑黃染體驗工作坊、楊玉光慈善基金義工表演、白普理幼兒園義工服務、

路德會建生幼稚園義工服務、佳寶幼稚園義工服務、聖誕送暖義工服務、愛心

水仙花義工服務、博仁會迎新春義工服務、歡樂義工團義工服務、愛心之旅義

工服務、齊放義彩義工服務、循理會義工服務、傳情齊抗疫( 扶老慈善基金 )、

傳情齊抗疫( 海關義工服務)等。

幼稚園師生一齊嚟同我地賀新年， 
受到小朋友天真活潑感染， 
我地每位長者都暖在心頭

老友記揮手高呼【世界由我做】

我地既長者學習和諧粉彩， 
既能安撫情緒又可享受創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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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服務，其中包括 ： 個案輔導、轉

介、協助長者申請長期護理服務、

陪診及代購等服務，務求讓長者及

護老者得到足夠的支援，繼續在社

區中頤享晚年。 

另外，中心的外展服務社工透

過外展手法，主動接觸社區內匱乏

或有服務需要的隱蔽長者，以個案

形式跟進長者的情況，與長者建立

關係，了解其服務需要， 並作出合適

的協助及介入，務使長者能在充足的支援環境下安享晚年。為了增加服務在社

區的滲透率，我們一方面訂期於社區

設置街站，讓區內居民認識本中心

服務；另一方面則持續舉辦護老同行

大廈計劃2020，讓寶田邨、欣田邨

及海麗花園等的物業管理人員了解中

心的服務範疇，有需要時亦可向合

適的長者居民轉介中心服務，以確中

心可接觸到潛在的服務使用者，為

他們提供所需的支援。

一班熱身既專業廚師教我地做健康月餅，
亦為長者扭氣球，愛心伴隨大家慶中秋

學習資訊科技，令長者與社會接軌

我們致力與不同的社區機構及團體合作，從而使服務得以優

化，其中我們有幸得到不少基金贊助，如何東爵士基金、滙豐社區

夥伴計劃、老有所為等，使中心有更多資源去推行預防及延緩慢性

病的教育和活動，真正能顧及到社區上不同長者的需要。此外，中

心於19-20年度獲屯門區議會贊助共13項班組及活動，中心在資

源充裕下，可提供更多元化活動配合長者需要。

另外，中心在屯門寶田邨增設分處，分處能解決中心地方不足

問題，亦可以兼顧到居於寶田及鄰近服務範圍內長者的需要，分處

能加強對該地區的支援及服務， 讓更多長者能享優質晚年生活。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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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排名不分先後，恕未能盡錄）

本會衷心感謝以下個人及團體於過去一年對本會服務的支持，使我們能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

個人

各個人義工

各義務導師

各捐款人士

各送贈物資人士

政府部門

社會福利署

食物環境衛生署

勞工及福利局

衛生署沙田區長者外展隊伍

衛生署屯門區長者外展隊伍

創新科技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民政事務總署(沙田區)

田心消防局

沙田耆樂警訊

機電工程署

新界南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

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科

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

沙田西二分區委員會

沙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寶田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香港電台

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寶田邨及欣田邨服務單位聯席會議

社會福利署-安老事務委員會

屯門區安老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

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

學校

中文大學眼科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香港理工大學

博愛醫院陳楷長者學苑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

香港女青年會隆亨幼兒學校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屯輝長者學苑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保良局志豪小學

Monash University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建生浸信會白普理幼兒園

佳寶幼稚園第二分校(建生邨)

路德會建生幼稚園

基金

香港公益金

關愛基金

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商業機構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護你站

蓮花健康素食

香港銀行公會

香港保健協會

香港金融管理局

銀杏館

香港傳染病預防動力

隆亨市集建華(街市)管理有限公司

唯聽香港聽覺及言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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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興(寶田)護老中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牛奶有限公司

認知友善商戶

龍亨美而廉快餐店、BOA IS、亨利鞋業、
童 樂 服 飾 玩 具、 隆亨 床 上 用 品、 G T H、 
金鸞文具公司、興業錶行、漢鋒影視沖印
中心、啟仁中醫中藥行、隆亨花園餐廳、 
富記、鴻昌文具公司、金莎服裝、南泰源、
榮基牛雜、Saiga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 
八方社、地球文具公司、嘉琪時裝、通美電業
公司、幸福行百貨、翠田坊、車公廟單車店、 
裕興肉食公司、 原味香、 以勒音樂中心、
和 暉 茶 餐 廳、 3 28 茶 餐 廳、 魏 劉 佳 牙 科
醫 生、 香 港 仔 財 記 魚 蛋 粉、 陳 建 輝 醫 生
醫務所、新興雜誌士多、裕發打冷小廚、 
惜食、仲生美食、寶泰車仔麵、冠興凍肉、
AP MART、港隆雜貨、OUTLET、鈫興草
堂、彩虹內衣、Lok Yi Salon、海天堂、김치、 
I Vege、農場蛋、V仔記、來利工程、JC Fruit、
正隆行、順發蔬菜、忠記豆腐、領鮮、 達江
漁業、開運 鮮魚、新界農 夫、樂園魚蛋、
德聯冰鮮、曾記荳品、S MART  FOOD、
一九九、裕利鮮菓、OUTLET、龍亨配匙、 
D' Nai l、隆亨中西藥行、中記鮮果、健康農
場、紅卿菜檔、1024、英記粉麵、大成牛肉、 
新界佬、隆亨菜檔、杰斯和牛、黑鷹冰鮮、黑
鷹水產、祥利鮮魚、秋記、金鑽皇、細記菜檔、 
堅料快訊、太和燒臘、厚興瑜記、隆亨鹵水、 
美味屋、包點料理、泰屋、秘密花園、鴻昌泰 
辦館、錦發五金

非牟利團體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香港華商慈善基金

香港沙田工商業聯合會

香港浸信會醫院區樹洪健康中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協康會高能力自閉症青少年成長支援服務

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

國際四方福音會隆亨堂

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

勵恆社

潘國山議員辦事處

許銳宇議員辦事處

李世鴻議員辦事處

田心村鄉公所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沙田）

Handson Hong Kong Limited

明愛蘇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唐狗會

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

歡樂義工團

4S養生站

博愛醫院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

環保協進會

藝聊

生命熱線

紀律部隊義工隊(海關小組)

扶老慈善基金義工團

博仁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康恩園中途宿舍

點滴是生命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屯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樂喜聚 

公共營養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蘇嘉雯議員辦事處

青松護理安老院

四方福音會建生堂

正言匯社

基督少年軍

屯門獅子會

劉鑾雄慈善基金

新鴻基慈善基金

玉清慈善基金

古天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我願意捐助港幣   元支持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長者服

務，為長者獻上關懷。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Elderly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 H.K. District Limited by making a 
donation of $    

姓名 Name:        先生Mr /女士 Ms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傳真 Fax: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劃線支票 By Cheque

 銀行名稱 Bank Name:               

 支票號碼 Cheque No.:               

 抬頭請寫「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Payable to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 HK District Limited ”

 直接存入戶口 Direct Bank-in Donation to

 中國銀行 BOC : 012-351-0-0020658

請選擇捐款用途：  

 長者服務發展  隆亨堂耆年中心 

 Elderly Service Development  Lung Hang Church Elderly Centre

 耆健坊  建生堂耆年中心 
 Healthy Aged Square  Kin Sang Church Elderly Centre

備註 Note

1. 請填妥本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銀行存款收據寄回新界沙田隆亨邨社區中心201室。如直接將捐款
存入本會戶口，可把表格及銀行存款收據傳真致2997 5817至本會。

 Please mail the completed form, together with your cheque or pay-in-slip, to Rm 201, Lung 
Hang Estate Community Centre, Shatin, N.T. Donations with bank pay-in-slips can also be 
sent to us by fax 2997 5817.

2. 一百元或以上捐款可獲本會發出捐款收據，並可申請扣減稅項。 

Donation receipts wil l be issued to donations of $100 or above, and donations of $100 or 

above are tax deductible.

  收據抬頭 Please issue a receipt to:                

 本會謹向閣下保證，閣下提供之所有資料只作本會內部紀錄及發出捐款收據之用，如有任何查詢或欲更改閣下之個

人資料，歡迎致電 2697 3209與本會聯絡 。
 We would l ike to assure that al l information gathered wil l be treated in strictest confidence, and for issue of 

donation receipt and internal use only. For access to or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by telephone 2697 3209.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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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護老運動

中心生日會壽星會員鬼馬打扮

中學同學親身送贈年花予中心會員

可愛的唐狗探訪長者及護老者

幼稚園小朋友贈送水果給中心會員

隆亨堂耆年中心
活動剪影
隆亨堂耆年中心
活動剪影

「四方蜜滋傳情齊抗疫」為有需要長者 

送上口罩及福袋，齊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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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義工幹事

金星義工齊齊製作賀年食品油角

齊齊學習大笑操，做個輕鬆快活人!

關懷護老社區行動，讓區內物業管理人士 
了解長者及護老者的需要

義工努力售賣愛心劵，幫助中心籌款



27社會服務2019-2020年度工作報告社會服務2019-2020年度工作報告

友里可尋-認知友善社區講座

友里可尋鬆一鬆，讓照顧者與 
認知障礙症長者享受愉快日營活動

友里可尋義工學習使用手機軟件

隆亨堂耆年中心主辦 
「友里可尋•憶路有你- 
齊建認知友善社區」活動剪影

隆亨堂耆年中心主辦 
「友里可尋•憶路有你- 
齊建認知友善社區」活動剪影

友里可尋手機軟件利用先進臉孔辨識功能協助走失的長者

「此計劃由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2019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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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聯合周年慶祝午宴闔家感恩慶團年

活動剪影



長者鄰舍中心

培養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與態度，促進長者身心靈健康

提供教育機會，推動長者
終身學習，與時並進

培養義工精神，服務社群、提高長者對自身權益
的認知與關心，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關心社會

鼓勵長者善用餘暇，發展潛
能，擴大社交圈子

關懷長者面對生活或情緒困
擾，提供輔導及轉介服務、
關懷區內體弱、獨居、缺乏
家人照顧的長者，及早識別
並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支
援護老者，舒緩面對的壓力

服務內容

健康教育及推廣健康生活模式 個案及輔導服務

教育及個人發展活動 關懷會員活動

發放社區資訊及轉介服務 護老者支援服務

義工發展及義工服務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社交及康樂活動 外展及社區網絡工作

興趣小組 社區及公眾教育活動

認知障礙症服務 偶到服務

 

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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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闔家感恩慶團年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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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學習急救護理班， 

個個都好認真實習架!

外傭在照顧長者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一定要掌握安全護理技巧。

肌不可失！大家一齊做負重阻力運動， 
保持肌力及活動能力。

我地係後台準備演出啦!

建生堂耆年中心
活動剪影
建生堂耆年中心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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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戶服務，令長者不受 

活動能力及距離皆可以 

接受認知訓練。

耆知樂長者正透過遊戲訓練手眼協調。

教練同各位長者用拉力帶練肌肉， 
大家都認真練習。

義工同我們長者一起製作新春裝飾物， 

歡歡喜喜過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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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嚟教我地如何舞動健康，

舞出笑聲，大家都健康又 

開心地跳起舞來！

認知訓練，不單能提升認知及記憶力， 
更加令參加者歡愉。

織織復織織，我地認真咁研究點編織 
更多愛心同溫暖比其他朋友。

職員正為區內長者進行認知障礙症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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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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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金儲備的運用

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
截至2020年3月31日，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有$312.55虧損，這是由

於社署撥予機構之公積金資助少於機構應獲得的，因此，社署會於2020/2021

財政年度增撥有關虧損。

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
截至2020年3月31日，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有$368,312.31。會繼

續用於2010年2月1日之前入職，而服務滿10年或15年的員工，提供薪金的

10%或15%的供款。經長者服務管理委員會於2020年9月23日會議上一致通

過撥出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其中$104,270，於2021年4月1日向仍在職之

非定影員工派發一次性的額外公積金供款，派發金額之原則與薪金、服務年資

及經審議的百份比掛鉤，此項派發只適用於非定影員工，惟不適用於2010年1

月31日或之前入職的非定影員工。

整筆撥款儲備的運用
機構自2010年2月起接受整筆撥款，至2020年3月31日，機構的整筆撥

款儲備（持有帳戶）有$2,084,511.51，此筆儲備來自社會福利署的特別額外撥

款，其指定用途為讓機構可以履行對員工的合約承諾，在機構的整筆撥款資助

服務出現財政赤字時，將會動用此筆儲備以履行對員工的合約承諾。此外，至

2020年3月31日，機構的整筆撥款儲備的結餘是$337,144.42，此儲備的用途

為在整筆撥款資助服務出現財政赤字時履行對員工的合約承諾及維持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