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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成立於 1915 年，由本港音樂及粵劇界前輩陳紹棠、錢廣仁、李善卿、何澤民等四位所倡
辦。初名「鐘聲劇團」，同人公餘之暇，研習音樂劇藝，並粉墨登場，演唱於省港澳等地，旨在移風
易俗及發揚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1919 年正名為「鐘聲慈善社」，並推舉當時本港著名紳商曾富
先生為首屆社長。除了致力於慈善救濟事業外，並以提倡體育、推行義務教育及發揚音樂戲劇藝術為
宗旨。百年以來，在同人努力耕耘和各界指導匡扶支持之下，善業日益發展，現在已成為少數超過百
年歷史的多元化非牟利慈善團體。

立社之初，創辦人之一陳紹棠先生因感於杜甫《遊龍門奉先寺》：「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詩句，
以晨鐘悠揚鏗鏘之聲，覺迷勸善，意義深遠，遂以「鐘聲」二字為本社之名。又傳說云：「孟嘗君門
下食客三千，府中列肴載飯，每逢用膳，擊鐘召食，因府中廣大而人眾之故。」故此，「鐘聲」又有
疏財仗義、博愛為懷之含義。而本社社徽就是一個銅鐘，鐘身飾以祥龍騰雲並圍繞「鐘聲」二字以表
其意。

陳紹棠先生 錢廣仁先生 李善卿先生 何澤民先生首屆社長
曾富 ( 兆榮 ) 先生

本社同人演出《五族共和》 1922 年本社同人於太平戲院補行正式成立典禮留影

「鐘聲慈善社」社名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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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監： 陳守仁博士

當然顧問： 李國倚先生

顧　　問： 葉志光先生 顏為善先生 鄧志偉先生 李燦光先生

周冠民醫生 蕭思敏先生 黃其就先生

社　長： 葉榮基先生

副社長： 徐　楠先生 陳耀輝先生

監　督： 黃其就先生

副監督： 嚴天就先生 陳榮業先生 夏偉光先生 李國華先生

總　務： 盧焯成先生 徐競玲女士

司　庫： 藍秀雲女士 羅美蓮女士

常務董事
司徒祿先生 李國華先生 林詩橋女士 胡天亮先生 胡澤文先生 夏偉光先生 徐　楠先生

徐競玲女士 許瑞良先生 郭鎮發先生 陳榮業先生 陳耀輝先生 黃其就先生 葉志光先生

葉榮基先生 劉震歐先生 劉錦萍女士 盧焯成先生 藍秀雲女士 羅美蓮女士 嚴天就先生

董　　事
伍忠義先生 朱希鎮先生 江仲有先生 何國材先生 何耀華先生 何珮珊女士 利炳輝先生

利僑峰先生 吳天賜先生 吳開明先生 李國倚先生 李雅麗女士 李燦光先生 周冠民醫生

周鴻年先生 幸　昶先生 邱金嫦女士 洪　亮先生 洪為民教授 胡　楓先生 徐發林醫生

馬清正先生 梁世明先生 許少萍醫生 許義良先生 陳守仁博士 陳亨利博士 陳金烈先生

陳鉅敏先生 陳榮貴先生 陳寶瑩女士 陳顥升先生 陳栢基先生 馮子敏醫生 馮元光博士

黃卓駿先生 黃景生先生 劉文傑先生 劉宗明先生 劉勝發先生 鄧兆華先生 鄧志偉先生

鄧英敏先生 黎邦成醫生 蕭思敏先生 龍慧怡女士 譚鏡琛先生 蘇永安先生 蘇廣雄先生

( 以上按筆劃序 )

 總監及顧問

 第 64 屆 (2021-2022 年 ) 董事會

 管治架構

周年社員大會

常務董事會 胡陳金枝中學
法團校董會

安老服務管理委員會 籌募委員會

P 2



年度概覽

P 3



鐘聲慈善社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宗旨
為區內長者提供多元化活動與服務，包括社交康
樂、健康教育、輔導、義工、護老者、有需要護
老者及隱蔽長者等社區支援服務，令長者透過群
體生活及社區參與，發揮潛能，肯定自我價值從
而享受積極豐盛的晚年。

鼓勵長者及社區人士積極參與，促進助人自助精
神，建立一個關懷長者的社區。凝聚社區力量關
愛長者，使其能安享健康、愉快、受尊重及有尊
嚴的豐盛晚年。支援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提
升他們照顧長者的能力及信心，從而促進長者留
在熟悉的社區安老。

服務主題
溫暖無限，疫境同行，關懷耆老，舒壓有法

服務目標
•	 培養及發展長者的興趣，學習新知識和技能，

善用餘暇，發揮潛能。
•	 擴闊長者社交圈子，促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

巧，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	 鼓勵長者關心社群，發揮互助共融的精神，服

務社會，肯定自我價值。
•	 運用社區資源，促進長者與家庭關係，凝聚及

共建和諧社區。

服務對象
60 歲或以上長者

會員人數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932 人

出席率統計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全年開放節數 全年出席人次 全年平均每節出席人次

228 節 12753 人 55 人
 

中心服務概況
關注獨老，減低孤獨感覺
新冠狀病毒疫情開始影響全港，本中心按社會福
利署指引於 2020 年農曆年假後只維持有限度服
務，職員與獨居長者、雙居長者及弱老保持緊密
聯繫，定期致電關心他們，讓他們能掌握防疫資
訊及支援他們緊急需要。

義工疫情送暖，齊心共同抗疫
因疫情影響，令到區內獨居長者及雙居長者精神
及情緒受到困擾，本中心與無國界義工及里程同
學會義工合作，舉辦『同心齊防疫』及『溫情探
訪活動』，招募青年義工，安排義工上門親自派
發口罩及搓手液予獨居長者及雙居長者，慰問他
們，送上防疫用品及慰問，讓 500 位受惠長者在
疫情中感受關懷愛護。

關懷老弱會員，加強寒冬送暖
疫情影響及嚴寒來臨，本中心關顧老弱會員，送
上禦寒物資，保暖的棉被及衣物，給予他們無限

▲ 2020 年 6 月 23 日，由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贊助
『糭香濃情顯關懷』活動，參加者高高興興收到愛心
糭子，場面熱鬧，開開心心慶祝端午節

▲ 2020 年 12 月 21 日愛心湯包贈送計劃 在銀杏館的贊
助下，贈予老友記愛心湯包，她們感謝善長及中心對
她們的關懷，令她們感到很窩心

▲ 2021 年 1 月 24 日 同心齊防疫─里程同學會義工探訪
獨居長者、雙老及體弱長者，關懷他們，送上愛心福
袋，受惠長者感到很溫暖

▲ 2021 年 1 月 30 日溫情探訪 ─無國界義工團探訪獨居
長者、雙老及體弱長者，送上愛心防疫包，使受惠長
者感到關懷溫暖之餘亦甚為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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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及愛心，亦與香港紅十字會合作，舉辦愛心
棉被送暖行動，將棉被贈予有需要的長者，受惠
長者 62 人，更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將百佳超
市 200 元現金劵及惠康超市 200 元現金劵送贈
於他們，受惠人數多達 691 人。於 21 年 1 月 -2
月期間，本社捐贈禦寒衣物，包括羽絨、厚褸、
毛衣、手套等贈予老弱會員，他們感到很開心及
溫暖。

提供認知障礙訓練、紓緩有需要護老者的壓力
為了加強長者對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照顧者的社
區照顧及支援服務的認識，本中心社工講解照顧
認知障礙症長者和老弱長者技巧，以及護老者減
壓方法。並邀請了護士、醫生等專業人士在網上
講解預防認知障礙症知識、照顧老弱長者技巧訓
練及認識社區資源講座。

本中心與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合作，安排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家人參加『怡情園藝冶療體
驗』、『護腦音樂治療體驗活動』及『樂聚家運
動體驗活動』，舒緩他們的壓力。

今年中心重點活動及動態
2020 年 9 月 23 日中建富通普樂慈善基金合作舉
辦『萬家普樂迎中秋』，送贈 700 份防疫福袋予
中心會員，共賀中秋，歡渡佳節。

2020 年 12 月 17 日及 12 月 21 日與聖雅各福群
會合作『百佳券計劃』及『點點心意顯關懷 ( 惠康
券計劃』贈送 191 張 200 元百佳超巿現金券

▲ 2021 年 1 月 29 日中心舉辦『護幼送暖』，中心主任
林志嫦女士陪同本社社長葉榮基先生、副監督陳榮業
先生、司庫藍秀雲女士及副總幹事陳潔雯女士將禦寒
衣物贈予順安善一堂安逸幼稚園的小朋友

▲ 2021 年 2 月 5 日『鐘聲敬老顯關懷』活動，社長葉榮
基先生、副司庫羅美蓮女士及常務董事劉錦萍女士探
訪 90 歲或以上的獨居長者，送上愛心福袋及敬老利是

▲ 2021 年 3 月 12 日與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舉辦『愛
關懷新春行動』，本社社長葉榮基先生、常務董事郭鎮發
先生、副總幹事陳潔雯女士及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義工將愛心福袋送予 700 位獨居長者、兩老及經濟
困難的老弱長者，主動關懷老友記的健康狀況和生活上
遇到的困難，與老友記交流、分享及聆聽他們生活點滴

▲ 2021 年 2 月 8 日，『喜氣洋洋慶團年』活動，承蒙中建
富通普樂慈善基金贊助，由中心義工將愛心福袋送予 700 
位長者會員

及 500 張 200 元惠康超巿現金券予有經濟困難
的老弱會員，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

2021 年 1 月 29 日中心舉辦『護幼送暖』，中心
主任林志嫦女士陪同本社社長葉榮基先生、副監
督陳榮業先生、司庫藍秀雲女士及副總幹事陳潔
雯女士將禦寒衣物送贈順安善一堂安逸幼稚園的
小朋友，讓他們在在寒冬中感受愛護和暖意。

2021 年 2 月 5 日 中 心 舉 辦『 鐘 聲 敬 老 顯 關 懷 
2021』，本社社長葉榮基先生、副司庫羅美蓮女
士及常務董事劉錦萍女士探訪 90 歲或以上的獨
居長者，送上愛心福袋及敬老利是，使她們在冬
日中感受溫暖及無限關懷。

2021 年 3 月 12 日與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合
辦『愛關懷新春行動』，本社社長葉榮基先生、
常務董事郭鎮發先生、副總幹事陳潔雯女士及周
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企業義工將愛心福袋送予
700 位獨居長者、雙老及經濟困難的老弱會員，
並主動關懷老友記的身體健康狀況和生活上遇到
的困難，與老友記交流、分享及聆聽老友記心聲。

全年與不同團體合辦健康教育講座，包括邀請衛
生署之外展護士主講『認識抑鬱症』、『遠離三
高』及『長者口腔健康』，並與長者安居服務協
會合辦『精明耆英我至醒』，以及與雅培合辦『手
握力測試』，讓長者了解自己的健康情況，在疫
情下，仍要注重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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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宗旨
中心本着關懷、愛護及尊敬長者的宗旨，配合社
區照顧的概念，為區內長者提供多元化活動與服
務，令長者透過群體生活及社區參與，發揮潛能，
肯定自我價值，從而享有積極豐盛的耆年。此外，
更為護老者提供支援服務，減輕護老者壓力，使
照顧弱老的工作更完善。

服務主題
雨後晴空．彩虹再現

服務目標
•	 培養及發展長者的興趣，學習新知識和技能，

善用餘暇，發揮潛能。
•	 擴闊長者社交圈子，促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

巧，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	 鼓勵長者關心社群，發揮互助共融的精神，服

務社會，肯定自我價值。
•	 運用社區資源，促進長者與家庭關係，凝聚及

共建和諧社區。

服務對象
60 歲或以上長者

會員人數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640 名長者會員

出席率統計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全年開放節數 全年出席人次 全年平均每節出席人次

181 節 2554 人 14 人

▲「智」藝欣賞組
完成了畫作，成功感滿滿

▲心靈療癒和諧粉彩人生
疫情下不能一齊吃端午粽，一齊畫隻粽過吓節也開心

中心服務概況
本年中心的服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減低服務
使用者的感染風險，社會福利署於本年度多次宣
佈，有關社署資助的長者鄰舍中心，只維持有限度
服務，以避免大量服務使用者相互接觸及感染。

今年中心重點活動及動態
近年社會上有不少不愉快事情發生，使長者的快
樂指數也大大降低。中心關懷長者的身心靈需
要，期望透過群體生活，多參與、多溝通和多學
習來招聚正能量，擺脫鬱鎖，積極和正面地安享
耆年生活。

鼓勵長者利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發掘更多個人
興趣，並藉網絡社交平台，讓他們紓緩情緒，以
及擴闊社交圈子，強化個人支援網絡。

藉多元化活動，讓會員認識正向思想和健康生活
模式的重要，提升身心靈的抗逆能力，過愉快豐
盛的生活。

每月定期活動
會友大會
每月舉行。社署指引中心需暫停開放之月份則改
以派「中心活動通訊」代替。

戶外活動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年度沒有舉行戶外旅行和
參觀活動。

節日活動
慶祝中心服務社區三十週年，本年度舉辦了「人
人有禮」活動，答謝會員的支持。除此之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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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又舉辦了「鐘聲歲晚關懷探訪」和「金枝年
宵」，藉活動營造節日歡樂氣氛，讓會員擺脫鬱
鎖，紓緩壓力。
 

社區支援
新冠疫情期間，中心兩次派發防疫物資，並預留口
罩和搓手液等物資供會員應急之用。年終，中心舉
辦了兩次送暖行動，為獨居長者送上禦寒物資。

健康、教育及社交活動
中心開辦「老友連線」，教授會員學習各種智能
軟件，協助他們透過科技與人交流，保持社交聯
繫。除恆常班組及講座外，中心亦舉辦了「衣食
住行想當年」、「活力健康操」和「開心健康智
識食」等活動。全年共舉辦 61 項健康、教育及
社交活動。

義工服務
中心「電話慰問組」義工定期致電關懷獨居長者，
並沒有因疫情影響而暫停，其他義工活動則只提
供有限度服務。全年共舉辦 7 項義工活動。

護老者服務 /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
本年度中心舉辦之護老者服務包括「護老自我關

懷小組」、「護老迎新春」、「繪植護老心」和「護
老同一天空小組」等。全年共舉辦 19 項護老者
小組和活動。

認知障礙症服務
中心舉辦之認知障礙症訓練小組和活動，包括
「智藝欣賞組」、「心靈療癒和諧粉彩人生」、
「智樂健腦學堂」和「園藝滿心靈」，全年共舉
辦 5 項認知障礙症訓練小組和活動。

輔導服務
輔導服務全年進行，不因疫情而停止；而「長者
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則按社會福利署指引，提
供有限度服務，疫情緩和後，中心則積極處理積
壓個案，務求服務使用者能盡快獲得適切服務。 

總結
中心本年度部份擬訂舉辦之服務均未能如期舉
行。回顧過去一年，中心共推行了 112 項活動，
其中健康教育及健康生活推廣活動、教育及發展
性服務和社交及康樂服務活動一共舉辦了 61 項，
義工發展及服務、護老者支援服務，分別為 7 項
和 13 項，而認知障礙症服務共 5 項，有需要護
老者活動則有 11 項。

▲ 活力健康操
齊齊做運動，舒展筋骨，有益身心

▲ 護老迎新春聚會
製作自己風格的揮春迎接新歲，預祝來年事事大吉大利 ▲ 金枝年宵

中心變身年宵巿場，營造新春歡樂氣氛

▲ 鐘聲歲晚關懷探訪 2021
老友記收到社長葉榮基先生、常務董事何耀華先生、胡
天亮先生的福袋與大利是，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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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宗旨
•	 致力維繫長者與社會的接觸，主動發掘危機長

者，助他們解決困境，建立有效的社區支援網
絡。

•	 鼓勵長者關注及參與社區服務，關心鄰里，發
揮潛能，共建和諧豐盛的晚年生活。

•	 倡導「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的精神，鼓勵長
者將學習的知識和技藝，回饋社區。

•	 預早識別患認知障礙症長者，協助轉介或提供
適切服務，減輕護老者壓力。

今年工作主題
眾志成城齊抗疫．發揮互助精神．展現人生光彩

服務目標
•	 為護老者及有需要護老者提供資源諮詢、支援

及輔導服務，關顧不同需要，讓有需要人士得
到適切協助。

•	 培養及發展長者的興趣，擴闊其社交圈子，學
習新知識和技能，善用餘暇，發揮潛能。

•	 鼓勵長者關心社群，參與義工服務，發揮互助
共融的精神，服務社會，肯定自我價值。

•	 加強與地區伙伴的聯繫，促進長者與不同背景
人士了解交流，凝聚及共建和諧社區。

•	 與時俱進，倡導長者持續學習，擴闊視野，實
踐老有所學。

服務對象
•	 年滿 60 歲或以上之長者
•	 照顧長者之人士
•	 有興趣成為義工的社區人士

會員人數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841 名長者會員

出席率統計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全年開放節數 全年出席人次 全年平均每節出席人次

251 節 7143 人 28 人

中心服務概況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及配合社署防疫措施，中
心只維持有限度服務，以減少人群聚集及社區傳
播的風險。為與會員保持聯繫，中心主要透過線
上形式進行活動，定期致電慰問會員近況，以作
出適切跟進。

今年中心重點活動及動態
受 疫 情 影 響， 中 心 發 展 線 上 活 動 服 務， 增 設
Whatsapp 通訊服務，中心每月定期在群組發放
每月活動通訊及宣傳，包括：護老湯水 ( 線上版 )、
健康資訊 ( 線上版 )、智力樂園 ( 線上版 ) 及中醫
視像問診服務，讓長者可在疫情下以新的模式參
與中心活動及發放各類型的資訊，令長者及會員
等與中心繼續保持聯繫及接收相關資訊，同時鼓
勵長者善用資訊科技。

在疫情下，中心獲不少社區團體及善長捐贈防疫
物資，包括：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濕紙巾等。
中心與相關團體合作，包括：嗣漢天師志工、頤
和園 ( 紅磡 ) 護老中心、建設健康九龍城、多多
慈事幹、耀陽行動及愛．夢想慈善基金等，並與
本中心義工一同探訪獨居、雙老長者及有需要的
家庭，送上防疫物資及關懷祝福，讓他們在疫情
下不用為防疫物資擔憂，減輕精神上的壓力。

每月定期活動
1.	 健康教育及社交康樂

因應疫情及遵守防疫措施，中心上半年暫停
人群聚集活動，包括班組、生日會、旅行、
講座、偶到服務等，改以視像或網上形式進
行活動及小組，例如中醫視像問診服務。及
至疫情放緩，中心復辦活動，如：健康專題
活動及部份班組，而人數會因應場地實際情
況而作出調整，以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減低
傳播風險。

 安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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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義工服務
中心積極發展義工服務，鼓勵長者投身義務工
作，發揮潛能，實踐「老有所為」精神。義工
不時參與中心「服務諮詢委員會」，提供寶貴
的意見，以提升中心的服務質素及作監察之
用。
a. 義工聚會及培訓

中心定期舉辦義工聚會，讓義工聚首一
堂，分享彼此生活點滴，達致經驗傳承和
互相支援，落實助人自助精神。以迎合服
務需要，中心會舉辦技巧培訓工作坊，加
強義工的聆聽及溝通技巧，提升義工自信
心及解難能力。

b. 關懷探訪
疫情下，獨居及雙老會員精神及情緒受到
困擾，中心安排義工上門探訪及增加電話
慰問，以減低孤獨無力感，有需要時社工
會作出轉介，安排適切服務。中心亦聯合
不同外間團體進行送暖行動，派發防疫物
資和禦寒衣物予有需要長者，讓他們感受
到人間溫情。

3.  護老者支援服務
a. 護老者專題講座 / 活動

中心定期舉辦講座及活動讓護老者參與，
提升他們的護老知識、技巧以及健康知
識，配合他們的身心需要，增強他們作為
護老者的信心和角色。中心亦因應護老者
的需要舉辦主題聚會，讓護老者認識社區
資源及專題，除了可讓他們積極裝備自己
外，亦能透過聚會與同路人分享感受，建
立支援網絡。

b. 運動健康操
中心定期舉辦「護老鬆一鬆」及護老者運
動工作坊，讓他們可透過運動舒展身心，
適時減壓之餘亦可提升護老者關注自身的
健康。

c. 復康用品借用
中心提供不同的復康用品供護老者借用，
包括輪椅、助行架、柺杖等，協助他們照
顧家中的長者，讓照顧壓力得以紓緩。

d. 護老者關愛探訪
疫情下護老者的照顧壓力大增，有見及
此，中心增加義工致電慰問的次數及關愛
探訪，派發防疫物資，讓護老者保持與社
區的聯繫，感受社區人士的關懷。

4.  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a. 支援小組 / 活動

中心每月舉辦「智 NET 腦友記」活動，
讓會員透過數獨、找不同及數理推斷等
遊戲，保持腦筋靈活，通過活動讓會員
明白健腦的重要性，推廣大眾提升大腦
健康的關注。中心同時舉辦健腦活動及
訓練，如：棒棒操、健腦手指操及腦友
記大挑戰等，讓參加者透過各種健腦活
動，保持大腦健康及腦部協調，預防及延
緩其退化。另外，中心亦與「東華三院柏
閱服務站」合作舉辦「巨形飛行棋」工作
坊，讓參加者可透過藝術創作，保持大腦
健康，提升記憶力，預防認知障礙症。 

b. 簡單的認知評估
中心與其他專業團體如：聖雅各福群會及
樂善堂等合辦認知檢測服務，為長者提供
簡單的認知檢測，有需要時轉介長者接受
中心或其他機構的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c. 公眾教育
定期舉辦與認知障礙症相關的專題講座，
提升會員及護老者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及
關注。

5.  輔導服務及隱蔽長者支援服務
在疫情下中心加強與輔導個案及隱蔽長者個案
的聯繫，包括增設義工電話慰問、增加社工上
門探訪的次數，了解他們的需要，務求提供適
切的服務予他們，加強情緒支援及舒減他們的
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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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參與「迎春『摺』福」摺紙工作坊，透過活動讓
護老者一同分享新年趣事以及照顧感受，並將創作的揮
春燈籠帶回家，粉飾家居

▲ 護老者參與「香薰自助按摩工作坊」，透過活動認識香
薰減壓的知識，並學習利用香薰油進行按摩，照顧身心
靈需要

▲ 社區團體在疫情嚴峻下仍心繫長者，除捐贈一系列防疫
物資外，更親自探訪他們，並聯同中心義工一起探訪有
需要的長者，送上關懷和溫暖

▲ 長者參與由東華三院柏悅長者優質照顧服務站協辦的
「巨形飛行棋」工作坊，透過藝術創作，訓練他的腦部
協調，預防認知障礙症

▲ 疫情下社交活動減少，中心透過義工致電關顧有需要的
長者及護老者，讓他們可與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同時可
了解他們的需要，讓社工提供適切的服務予他們

▲ 本社社長葉榮基先生、副監督陳榮業先生、常務董事林
詩橋女士及中心義工，趁著歲晚時節，探訪長者，送上
豐富的福袋，讓他們感受關懷

▲ 在疫情下，中心遵守防疫措施，舉辦健康或護老專題講
座，讓參加者提升健康及護老常識，裝備自己。

▲ 外間團體探望中心長者，與長者們一起伸展筋骨和動動
腦筋，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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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務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鐘 聲 慈 善 社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鐘 聲 慈 善 社
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鐘 聲 慈 善 社
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

會員人數 932 640 841

義工人數 107 100 102

護老者人數 163 199 80

輔導個案數目 82 229 80

隱蔽長者個案數目 87 45 35

申請長期護理服務人次 37 61 28

健康教育及生活推廣 /
社交康樂服務 /
教育及發展性活動人次

4081 2000 12616

義工發展性服務人次 3547 235 2214

護老者服務人次 2139 213 3142

認知障礙服務人次 10 76 652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人數 63 68 37

支援有需要護老者服務人次 68 76 94 

 安老服務

▲ 在疫情和緩時，老中青義工進行「攜手探訪展關懷」在
區內長者獻上關懷慰問

▲ 本社與仁善福來慈善總社聯合活動 - 愛心送暖行動交接
活動儀式 

▲ 透過鐘聲學院水墨畫班，學員發展個人興趣，從終身學
習中提升能力，增強自我認同，保持活力

▲ 端午愛心抗疫活動─長者會員參加中醫抗疫講座，學習
中醫防疫方法兼獲贈防疫包，均表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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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劉梅軒安老院

服務宗旨
以尊敬及關懷為本，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住宿及
起居照顧，使其得以安享豐盛和諧的晚年。

服務目標
按長者的健康狀況及自理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
照顧，在完善舒適的環境下，安享豐盛而有尊嚴
的晚年。

服務對象
• 為體弱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提供服務
• 為社會福利署評核為身體機能中度至嚴重受

損之長者，適當入住護理安老院
• 健康欠佳，或有身體機能殘疾，以致需要別

人照顧起居及協助進行日常活動
• 精神狀態適合過群體生活

院務概況
本院於一九九一年在青衣島青衣邨投入服務，現
提供八十二個長期護理宿位及一個安老部宿位，
主要為體弱及有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服
務。本院專業團隊包括 : 護士、社工、物理治療
師、言語治療師、保健員、護理員等，以及瑪嘉
烈醫院的老人科專科醫生及葵涌醫院的精神科專
科醫生到院為院友診治，透過跨專業團隊的溝通
合作，使院友得到適切的照顧。

服務概況
本年度以『梅軒是我家』為年度主題，期望院友
及各職員在這個大家庭內，能互相關懷愛護，互
助互愛。院舍面對著「新型冠狀病毒病」一波接
一波在社區不斷抗散，院友及各職員均心連心一
起守護『梅軒』這個大家庭，齊心抗疫。院舍已
按安老院牌照事務處指示制訂院舍內如有住客或
職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的緊急應變計劃。

a.  護理服務
 24 小時護士及保健員當值，照顧長者身、

心、社、靈的需要，讓他們享受舒適、愜意、
被尊重及獨立自主的晚年生活

 根據「最新院舍藥物管理指南 2018」嚴格
執行藥物管理，建立一套安全及有效的藥物
管理系統，定期檢討、監察及修訂流程，加
強藥物管理，確保用藥安全

 嚴格執行感染控制措施，設立防感染控制主
任統籌院內感染控制事宜。定期舉行演習，
為員工提供培訓及考核，落實執行感染控制
措施，防止傳染病爆發

 定期接受衛生署巡察及評核，完善院內感染
控制措施

 積極推行疫苗注射，如季節性流感疫苗、肺
炎球菌疫苗、新冠肺炎疫苗，增強長者免疫
力，防止傳染病爆發

 預防壓瘡：監察長者皮膚狀況，使用減壓用
品，教導照顧員正確之皮膚護理技巧，減低
皮膚感染及損傷

 傷口護理： 每星期作傷口評估、紀錄及跟
進。如長者傷口情況轉差轉介社康護士跟
進。如需要使用特殊敷料，本院提供試用及
代購服務

 定期進行約束物品使用評估，減少使用約束
物品

b.  醫療服務
 西醫服務：註冊醫生會以外展形式，每星期

到訪院舍提供醫療服務，包括臨床診症、安
排醫療化驗、填寫院友常規健康評估健康檢
查、專科轉介

 老齡精神科醫生服務：由葵涌醫院派出老齡
精神科醫生及護士為長者提供定期外展專科
評估、治療及復康服務

 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由瑪嘉烈醫院派出老人
科專科醫生及護士為長者提供外展專科診症
及健康評估

 牙科服務：本院參與由博愛醫院主辦之「長
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為長者提供免費實
地口腔檢查、跟進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活動

 灰甲治療服務：為患有足部趾甲問題之長者
提供治療及護理

 長者健康教育：本院參與衛生署長者健康服
務，定期為長者提供醫療教育講座，提升長
者保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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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復康服務
物理治療

	 為長者提供步行、坐姿及站立平衡訓練，用
以提升長者的身體活動能力及功能

	 專業評估及器材介紹、教導正確的使用方
法、代購所需器材。代購項目包括： 輪椅、
枴杖、助行器、治療儀器、復康用品等

	 痛症紓緩治療，因應病原的不同，物理治療
師會應用不同的手法以鬆弛緊張的肌肉，矯
正關節的活動障礙等

	 胸肺物理治療以增強及保持胸肺功能
	 運動治療以提升肌肉力量、身體協調能力、

關節活動幅度和增強心肺功能
	 步行及平衡訓練 ; 跌倒風險評估及預防計劃
	 員工扶抱及照顧院友的技巧訓練
	 言語治療師提供到訪服務、進行臨床評估
	 為有需要之長者作吞嚥評估及訓練
	 定期覆檢長者復康進度

d.  飲食營養
	 由護士按長者喜好，配合健康飲食原則設計

餐單
	 結合中醫「治未病」之理念，為長者提供保

健食療，如袪濕湯、涼茶、清補涼湯等
	 為長者進行營養評估及建議，如建議體重減

輕者飲用各類營養奶

e.  社工及福利工作員服務
	 舉辦各類小組活動和訓練，特別是針對認知

障癡症的治療小組，以維持患者的退化程度
和增添生活樂趣。

	 為院友提供輔導服務，以關注長者的情緒需
要。

	 與院友和家屬保持緊密聯繫，了解長者和家
屬的需要，以提供協助。

	 舉辦花藝傳情小組，讓院友發揮合作精神，
一起佈置安居和增添新鮮感。

	 利用電子媒體給予院友與家屬視像服務
	 跨部門合作定期與院友編寫個人照顧計劃，

了解他們的需要 .
	 為院友申請各項政府資助及轉介個案

節慶活動
	 為院友舉辦各類節慶活動，包括生日會，聖

誕市集、新年年宵及團年飯等，與院友度佳
節，透過遊戲和美食，增添節日喜慶。

會議活動
	 每月舉辦友誼小組，以促進院友間的和諧共

處和了解院舍的最新發展。
	 舉行房間會議，了解房友之間相處之道及房

間問題。

f.  員工培訓
	 由院舍的感染控制主任舉行感染控制培訓給

各職級職員參與，加強職員對感染控制的認
識。

	 由護士舉行急救演習及傳染病爆發演習，主
要培訓及提升員工急救知識及傳染病爆發時
的應變能力。

	 關注預防虐老議題，安排由臨床心理學家到
院舍舉辦關注虐老講座給員工參與。

	 定期進行工作考核以確保護理質素，當中包
括考核護士及保健員的預備藥物、派發藥
物、傷口護理、管飼及注射技巧。至於護理
員方面，則考核他們的扶抱、轉身、沖涼、
換片、餵食、使用吊機安全的技巧。各項考
核旨在改進及提升各職員護理質素。

g.  增添服務及新添設備
	 2020 年 7 月安排全院噴灑抗病毒塗層
	 在一樓及地下飯堂飯桌上加設分隔板

h.  「安老院舍服務質素小組」計劃
參與由社會福利署舉行「安老院舍服務質素
小組」計劃，提升院舍服務質素。

安老服務統計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項目 總參與人次

認知障礙症小組服務 2706
小組活動 1515
節慶活動 301
會議活動 282
早操 5168
物理治療運動 12271
步行運動 3640
職員培訓活動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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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認知障癡症組員在自理能力訓練做洗面動作

▲ 廚師弄了精緻盤菜，院友向各位拜年

▲ 舉辦聖誕市集予院友購買食物

▲ 院友全神貫注畫畫

▲ 剪灰甲服務

▲ 院友及家屬可透過視像互相傾訴及慰問

▲ 「花藝傳情」，院友一起插花，為院舍增添生氣

▲ 院舍噴灑抗病毒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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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蔡裕輝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本中心是鐘聲慈善社擴展安老服務而設的首間護
理中心，於 1993 年 3 月 5 日投入服務。開辦費
由政府獎券基金撥款資助及各界善長慷慨捐贈
外，承蒙蔡裕輝先生樂助善款，故以其命名「蔡
裕輝老人日間護理中心」，以彰盛德。服務宗旨
以尊敬及關懷長者為本，提供日間起居照顧及護
理服務，惠澤區內老人。

服務名額
中心設有 44 個社署服務名額及 4 個日間暫託服
務名額 : 主要為健康欠佳及缺乏家人照顧之長者
提供日間護理服務，以減輕家人負擔。中心平均
會員人數為 40 人。

主要服務
中心服務包括個人照顧、護理、物理治療、言語
治療、訓練小組、健康講座、餐膳、社交康娛活
動、復康小巴接送及日間暫託服務，讓長者得到
合適照顧，可安享晚年。

本中心備有護士、社工及護理員等，為經統一評
估機制評估屬中度及嚴重缺損的長者提供全時間
照顧及部份時間照顧服務，並設有物理治療服務
及言語治療服務。此外，亦提供相應的治療小組
和活動，藉以減慢認知障礙症患者之腦退化及
可改善其日常生活之素質。中心亦有安排健康講
座，以提昇照顧長者之知識及技巧，從而提昇服
務質素。同時，中心設有 2 部專屬車輛，接送有
需要長者往返中心及住所。

中心亦會加強員工對防感染控制之培訓，並定時
作考核。

中心資訊
通訊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海樓地下 118-123 號
電話號碼：24360077/24360048
傳真號碼：24360222
電　　郵：cyf@chungsing.org.hk

▲ 會員生日會

▲ 噴灑消毒塗層

▲ 認知小組

▲ 慶祝聖誕

▲ 喜氣洋洋迎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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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田家炳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本中心為鐘聲慈善社第二間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於 1995 年 12 月投入服務。承蒙永遠榮譽社長
田家炳博士 , 大紫荊勳賢 , MBE 鼎力支持，慷慨
捐助善款資助本中心作開辦經費，而田家炳博士
名下之田家炳基金會一直持續支持本中心發展服
務。中心員工一向秉持「安老有其所，社會齊照
顧」理念推動服務，服務油尖旺區長者已達 26
年。

服務名額
中心設有 44 個社會福利署服務名額及 4 個日間
暫託服務名額，主要為健康欠佳及缺乏家人照顧
之長者提供日間護理服務，以減輕家人負擔。

服務對象需年滿 60 歲或以上及居住油尖旺區，
並經統一評估機制屬中度及嚴重缺損的長者可輪
候申請。另備有暫託服務名額只供本區長者臨時
需要而提供適切服務。

主要服務
本中心備有護士、社工及護理員等，為經統一評
估機制評估屬中度及嚴重缺損的長者提供全時間
照顧及部份時間照顧服務，並提供專業護理服務
及社交活動，另有物理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為長
者提供復康運動及口肌訓練活動等，亦會經常舉
辦各類活動，包括社交、康樂、教育及發展性活
動。此外，中心設有 2 部專屬車輛，接送有需要
的長者往返住所及中心，提供適切的便利服務。

中心亦會加強員工對防感染控制之培訓，並定時
作考核。

中心資訊
通訊地址：九龍油麻地東莞街 12 號
　　　　　駿發花園第 3 座地下
電話號碼：2783 0022
傳真號碼：2782 2002
電　　郵：tkp@chungsing.org.hk

▲ 中心每季為中心長者會員慶祝生日

▲「愛心全達」團體到中心，送贈“愛心糭”給長者共渡
端陽

▲「開心義工團」送贈聖誕禮物給長者共渡佳節

▲座位兩邊增設透明膠板作為預防及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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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顏劉崑珠社會服務中心

服務宗旨
本中心秉承鐘聲慈善社「行善育才、造福社群」
的創立宗旨，致力向區內中老年人士提供健康、
康樂、教育、義務工作等服務。自 2005 年起，
接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推行終身教
育服務。鼓勵長者能於社區安老，發展晚年興趣
及發揮潛能，從而享有積極豐盛的晚年生活。

服務目標
•	 培養及發展長者的興趣，學習新知識和技能，

善用餘暇，發揮潛能。
•	 擴闊長者社交圈子，促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

巧，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	 鼓勵長者關心社群，發揮互助共融的精神，服

務社會，肯定自我價值。
•	 運用社區資源，促進長者與家庭關係，凝聚及

共建和諧社區。

服務對象
年滿 45 歲或以上的中、老年人士

會員人數
687 人 ( 截至 31/3/2021)

中心概況
顏劉崑珠社會服務中心是鐘聲慈善社第二間長者
活動中心，於 1986 年投入服務，紮根於深水埗
區已超過三十年，於 2003 年 4 月 1 日轉型為非
牟利長者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區內的中老年人
士，服務內容包括退休人士支援、獨居長者探訪、
護老者支援、健康檢測及推廣、長者教育、義工
服務發展等等，致力為區內的中老年人士營造一
個豐富多彩的晚年，增強長者於地區上的支援網
絡。

服務回顧暨「新知無限」終身學習計劃
2017 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開辦為期三年之「自在樂逍遙」終身學習計劃，
全年服務近 30,000 人次。2020 年 4 月起再次
獲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資助為期三年的「新知無
限」終身學習計劃，並於 2020 年 4 月 1 日正式
展開。適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城嚴陣以
待，按照政府發出指示對抗疫情。於疫情高峰時
社會福利署發出指引，社會服務單位只提供有限
度的必須服務，中心亦受影響，未能如過往般提
供服務予長者。為儘量減輕服務暫停對長者的影
響，中心除嚴格遵照防疫措施標準外，亦發掘創
新的手法以繼續提供以下多元化的活動給社區人
士。

《鐘聲學院》
鐘聲學院所舉辦的課程多元化，涉及文化藝術、

資訊科技、醫療保健、語言體育及通識教育等不
同領域。各班組學員能學以致用，將平日學習所
得，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同時
亦參與中心及社區上不同活動。由於學院內有超
過一半的課程需要使用康文署體育館進行，在疫
情嚴峻時，所有教學場地均暫停開放，對學院開
辦課程的衝擊尤深。加上鄰近的荔枝角體育館被
徵作檢疫中心，令場地不足的困境雪上加霜。在
種種挑戰下，中心透過小班教學、加強防疫設備、
維持社交距離等等防疫措施在中心復辦部份課
程，讓一眾會員能繼續參與學習。2021 年 3 月
後，所有課程基本上已全部順利恢復。

《義路同行》
中心設有「交通安全隊」及「耆樂警訊」兩隊長
者義工制服團隊，隊員透過協助舉辦不同活動如
防騙講座及滅罪資訊工作坊，進行街頭防騙宣傳
活動，向社區人士宣揚滅罪資訊，將平日學習所
得回饋社會。另外，交通安全隊亦透過定期的步
操練習，建立義工團隊精神，並學習交通安全知
識，將所得貢獻社區。除此之外，中心設有健康
大使義工隊，義工們定期接受培訓，每星期為中
心會員進行基本健康檢查，讓會員能掌握自身的
健康情況，提昇預防疾病的意識。中心還設有廚
藝義工隊，聚集義工們發揮手藝創意，自行設計
菜式及購買食材，每星期齊集中心製作精美下午
茶點，與中心會員們一同分享，樂也融融。

 《黃金歲月》
中心定期有不同的專業團隊到訪中心提供講座及
工作坊。例如邀請衞生署外展護士及香港老年學
會定期向中老年人士分享老化面對的身心問題，
透過講座、活動讓退休人士聯繫，建立新的社交
網絡，互相支援，共享黃金晚年。

《數碼新世代》
為鼓勵長者學習新知識，使用科技提升生活質
素，中心設有電腦閣供會員使用。又透過電腦數
碼媒體課程及推廣活動，提昇學員應用資訊科技
的能力，協助長者將科技應用融入生活，例如教
導長者使用網上登記領取各項政府津貼，讓會員
與時並進，達至「退而不休、數碼共融」的目標。

《歷奇新天地》
中心提供一連串的體驗活動，令參加者增廣見
聞，擴闊人際網絡。本年度，中心職員與會員一
起登上大帽山山頂及獅子山山頂等香港地點，透
過不同的活動體驗讓會員聚首一堂，增加參加者
與社會之聯繫，尤其在疫情影響下，難得的相聚
能減少疏離感，增強快樂感。

《「腦」有所安》
隨著本港老齡人口不斷增加，患有認知障礙症之
長者數目亦隨之增加，更有年輕化的趨勢。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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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徵狀不明顯，容易因為延誤診治而致病情加
深。中心定期提供社區教育、初期評估，提供跟
進及轉介服務。協助患者及家人積極面對病患，
減慢退化，消除焦慮。

 《生命之旅》
透過不同的活動協助長者認識死亡，積極面對及
自主計劃人生最後的階段，減少疑慮及不安。例
如生死教育活動，學員可認識生命的正面意義，
活在當下。另外 , 透過不同的工作坊了解身後事
的不同處理方式，消除對未來的迷茫不安，為開
展人生新一頁作出準備。

《有償環保》
在中心設立環保交換站，鼓勵廢物回收，透過實
際的獎賞回饋，鼓勵社區人士愛護環境。中心亦
會舉辦講座，教育大眾認識環保工作。另外，會
定期舉辦工作坊，教育參加者如何自製洗潔精及
善用廢物，善用資源，為環保作出貢獻。

展望
過去一年面對嚴峻疫情，中心需面對各式各樣艱
鉅的挑戰，中心本著以服務使用者為本的精神，
竭力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務求減少對長者生
活影響之餘，亦希望可使有需要長者在困境中得
到支援。展望來年度社會恢復正常，本中心將繼
續秉持『善聲丕著』的精神，為本區長者的福祉
服務。

▲ 義工在寒冬下協助中心舉行派發寒衣活動，在嚴冬中
為長者送上暖意

▲ 透過舉行資訊科技相關講座，讓長者學習新知、與時
並進

▲ 交通安全隊隊監及隊員在疫情嚴峻時為本區長者送上
防疫物資，解決燃眉之急

▲ 「歷奇新天地」帶一眾長者登上飛鳳山，舒展身心同
時建立社交網絡

▲ 「鐘聲學院」學員之畫作於港鐵站展出

▲ 「義路同行」老師與同學攜手演出，為長者帶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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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醫療救護服務

鐘聲慈善社楊勵賢閱覽中心

本中心自 1994 年服務至今，中心地方寬敞，可
容納 120 人，環境寧靜，設有空氣調節及茶水供
應，並備有各科參考書及辭典供會員索閱。

本年度疫情放緩，仍受限聚令及學校停課影響，
本年度使用人次大為減少，社會人士在公眾場所
仍需要保持社交距離，以減低感染風險。

鐘聲慈善社青少年活動中心

中心於 2003 年於觀塘和樂邨開設，以解決區內
缺乏青少年活動場所之所需。中心除為區內青少
年提供活動場地外，亦作支援本社轄屬各青少年
服務單位，包括：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鐘聲慈善社
支隊及社屬香港童軍東九龍第二十八旅，以進行
各項集訓活動。

鐘聲慈善社診療所

本診所為港島居民服務半世紀，遵照醫務衛生條
例辦理，經常響應政府當局推行各項衛生、健康
及醫療常識宣傳活動，預防疾病。

疫情期間，本診所仍然保持開放，為區內居民提
供醫護診治服務，遇有領取綜援人士求診可獲減
免藥費，其每年不敷經費，仍由社方撥款支付。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鐘聲慈善社支隊

聖約翰救傷隊鐘聲男救護支隊於於1948 年成立，
而鐘聲護士支隊則成立於 1949 年，兩隊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正式合併為鐘聲慈善社支隊，本年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救傷隊大部份的活動、服
務和訓練均告暫停。自 2020 年年中開始，本隊
已使用 Zoom Meeting 進行訓練工作，維持隊
務不至完全停擺。支隊現時共 42 人。

支隊編制如下： 
主　管：李雅麗助理監督
副主管：何珮珊高級救護主任
隊　醫：2 人
隊護士：1 人
會　長：1 人
高級副會長：1 人
副會長：1 人
隊　員：34 人
全隊共：42 人

本支隊隊員們均經過聖約翰救護機構嚴格訓練，
恆常參與救護車、馬場、運動賽事等場合作常規
當值，及在各類大型活動中提供急救服務，保障
大眾安全。

加入本救傷隊，除可獲得趨時急救常識和訓練，
包括護病學、心肺復甦法、去纖法，每年參與覆
試，並可以優惠學費學習院前創傷課程、救護車
裝備訓練及傷口處理訓練等。

鐘聲拯溺會

鐘聲拯溺會隸屬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半世紀以
來，秉持服務社群、拯溺扶危及提倡水上運動的
宗旨，培訓拯溺界人才。目前本會服務受到疫情
影響，大部份訓練及當值活動均告暫停，期望來
年可恢復運作，為社區提供更完善的拯溺救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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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辦學宗旨和定位
本校秉承鐘聲慈善社興學育才、服務社群的辦學
宗旨，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質教育服務，使學生在
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衡發展，建立正確
的人生觀，發揮個人的潛能，培養學生熱愛母校、
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精神，並以校訓「謙、恭、
勤、慎」為立身處世的座右銘。

本校「全人教育」的定位： 鑑於本校是一所「母
語教學」的中學，主要是收取第二及第三組別的
學生，故本校全體教職同工必須以關愛精神及不
離不棄的態度，致力提供環境和機會，讓這些較
弱勢的學生發揮本身的潛能，並使到他們在品德
修養和學業進取方面，得以持續增值，其成效深
受家長、社會人士、甚至教育統籌局所認同。

本學年重點關注事項
1.   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
在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及提升學習效能方面，學
校從科本學與教建立常規，有系統地加強對同學
的照顧，初中 ( 中一至中三 ) 數學及電腦科分中
英文組上課，高中 ( 中四至中六 ) 數學、通識、
電腦及企業科分中英文組上課。學生按其中、英、
數、通能力分組上課，加強照顧學習差異。個別
學生訂定 IEP 或 PEP，NVDA 讀屏軟件應用，
以協作教學支援個別學生成長和學習需要。校本
教師啟導計劃，有助新入職教師與啟導教師，互
相交流分享，學校利用參與九龍倉「學校起動計
劃」，透過香港教育大學的專業支援計劃，聚焦
新入職和合約老師培訓，同時運用「一堂好課評
課」的要素在年資尚淺老師課堂，藉以實踐和深
化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教學技巧，同時，學校
利用「學校起動計劃 - 優質教育發展計劃」，積
極培訓學校中層管理，為學校發展設立人才庫。
其中以 STEM 模式發展科學科課程領導，透過老
師與其他友校進行備課、觀課、評課，優化校本
科學課程及提升老師掌握課程能力，參與老師獲
益良多。另外，今年參加教育局課後支援計劃，
讓學校發展主任與學校課程領導和教師建立專業
夥伴協作關係，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利用共同備

課及安排觀課支援中一及中二中史科、生活與社
會科、數學科及科學科的學與教策略發展及教學
效能提升。另外校外協作機構包括參加由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舉辦的 SSP 及 USP，「學校支援計劃：
非華語中學生的中文教與學」計劃將提供以下服
務：到校服務、課程及教材支援、教師交流平臺
等。由「勵行會」（社福機構）安排大學老師到
校為非華語同學進行課後支援。校內課程方面，
統整初中非華語課程，配合第二語言課程架構，
強化語文運用的學習及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為
提升老師在課程管理能力，學校第二年參與教育
大學 QEF 之「SECI 知識創造模型強化學校課程
管理能力」計劃，首先在英文科、中文科、數學
科、通識教育科、地理科和化學科推行和實踐，
總結學校優良教學特質，QEF 以書冊出版把寶貴
經驗承傳給前線老師。

在推展電子學習和鞏固學習成效方面，疫情停
課下，各科各組大幅度運用 Zoom 及 Google 
Classroom 進行電子學習，科目採用電子材料大
增，透過影片及 YouTube Channel，教師自製影
片，並運用不同的軟件和學習平台及網上收發功
課等技能，為學生提供教學。例如影片放於反轉
課室中使用、網上習作及 Google Form 小測。
同學主動性比往年顯著提升，從香港教育大學以
網上 Zoom 觀課所見，教師均按學科特性，利用
不同提問技巧，強化學生參與，並使用預錄短片
有效促進孩子自主學習。各科已習慣使用不同的
電子平台作教學或收集數據，並作分析及跟進。
半天上課影響下， Zoom 補習亦在下午運作起
來，以補償高中半天課的教時不足，希望能幫助
部份同學打好學習基礎。為加強高中、英文學習
氛圍，英文科於過去一年，在法團校董會支持下，

▲ 本校學生籌備小學無人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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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高中網上 Zoom 及面授 IELTS 雅思班及初中
Cambridge 應考班，讓同學從國際英語考試中
獲取應用英語機會，並考獲相關升學資格，增加
不同渠道升學機會，同學參與情況正面積極，整
體進展良好。

在配合不同學科知識以豐富「全方位學習」方
面，圖書館推動書介及各推廣閱讀的活動，並透
過閱讀比賽鼓勵學生閱讀超越一個數目後，學生
可用得獎的書券在書局中購買書籍取閱，促進閱
讀氛圍。STEM 統籌委員會成立後，成員均參與
了不同形式的 STEM 講座及工作坊，加強專業交
流，優化校內工作及活動，學校採用「三層架構
推行模式」，以推行 STEM 活動，初中電腦科課
程全面更新，以 STEM 教育為主導的初中電腦
科課程架構，進行第一層全班式教學，例如：中
二三級進行智能家居發展計劃及中二制作氣墊船
設計比賽，跨科合作籌備中二三級 STEM 全級比
賽，充分發揮同學創意、解難、合作、動手做的
能力。針對照顧學習差異，透過第二層校本抽離
式訓練配合校外支援，透過 STEM 培訓及比賽，
盡展學生的學習潛能。例子有中四級已組成 8 人 
Robomaster 隊伍參與由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所
贊助的培訓及比賽，為下學年做好準備。還有，
中二三同學參與 LEGO 創意設計和解難比賽，獲
得優異獎。

在建立同學自學習慣方面，疫情期間，各科以無
線網絡教學，同學亦可於校內外下載學習材料及
觀看「反轉課室」來備課，加強自主學習成效，
部分同學已培養出自主學習的習慣，習慣以看
「反轉課室」作為課前的預習，但自主學習的整

體氛圍尚待培養，學校須系統地加強自主學習的
氛圍，因疫情停課下，老師及同學均熟習「電子
學習」的模式，電子學習已提供自主學習的發展
土壤，只待我們進一步灌溉。

在提升應試能力方面，各級有系統的補課安排，
能提升同學對學習的信心及公開試成績，亦有助
提升學習氣氛。有系統的拔尖、補底及精研的課
程，按著學生的不同需要而作出合適的教學安
排。疫情半天上課期間，以 Zoom 繼續進行拔尖
及補底。文憑考試表現平穩，個別同學表現突出，
故今年同學獲得大學錄取數目提升。

2.     培養積極正向價值觀
在培養積極正向價值觀方面，學校以培育「有善
心、有愛心」的鐘聲人推動全校參與模式進行「愛
心卷」的募捐，但慈善嘉年華「‘物’施予人」
的募捐及慈善嘉年華活動暫停一年，透過活動推
行和鼓勵不同形式義工服務，包括扶青義工團、
傷健共融等活動，鼓勵學生運用自身資源回饋社
會。此外，學校亦以不同形式組成多角度校本環

▲ 本校參與 STEM 比賽得獎學生接受電台訪問

▲ 本校中二三級同學進行智能家居發展計劃

▲ 2021 本校學生岳俊辰升讀理工大學（金融科技與人工
智能 )，並拿取了十萬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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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教育課程，鼓勵學生把概念融入生活中，例如：
化學科和電腦科同學以「紙包飲品盒回收再利用
之研究」和「健康飲食 APP」兩主題入圍「創新
能源」設計比賽，發揚環保精神。

為了優化價值教育，提升同學的品德素養，學校
積極提供機會讓同學表達對他人的關愛，傳揚
「熱愛生命」信息。學校推動「健健校園」、「好
心情計劃」活動和講座，讓學生體驗正面價值觀
和獲得正面資訊。師生之間互贈「感謝」卡和「讚
賞」卡，並卡登記成「I Can Do It」積分，以表
示祝福、感恩或欣賞之情，營造正面文化

各組別不同活動推行相關價值教育，包括生命教
育周、迎新周、捐血日、社會服務、敬師日等，
讓同學學懂感恩及包容。班級經營的班相，讓師
生合照張貼於班房壁報板或流動壁報板上供師生
閱覽，讓同學感受師生關愛和欣賞之情。班級經
營的格蘭披治活動促進學生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學會接納及尊重。

全校「 I can do it 」獎勵計劃、「Super Class」
計劃、「班際秩序及清潔比賽」、「守時比賽」
等計劃鼓勵同學提升生活技能和建構品德修養。
校園內不同的空間展現同學不同成就的照片、作
品或獎盃；老師在課室壁報張貼同學佳作和獎
狀，刻意地讓參與師生分享及展示所學所得，傳
遞正向價值觀。當中的「I can do it 獎勵計劃」
和「Super Class 班級獎勵計劃」，其重點是聯
合不同組別共同合作推動，透過不同角度鼓勵全
人發展以達至培養學生的積極正向價值觀，效果

十分理想；各級鑽石獎的同學有機會免費參加「海
洋公園一日遊」或獲贈書券。各組努力地以不同
活動全面滲透及培養學生品德，例如訓導組透過
「領袖生」計劃， 有效鼓勵同學樂於服務他人的
精神。學校繼續為特殊教育需要 (AD/HD, ASD 
和 ID) 同學開設社交技巧小組，提升生活技能，
改善人際關係之餘，在全校參與模式下帶出接納
及相互尊重正面文化。

3.     推動多元學習活動，發展所長
各組積極培訓同學，讓他們發揮及展示才能，
如擔任典禮司儀、早會主持，參與領袖培訓計
劃、校外比賽等，同學積極及投入參與不同科
組活動，如中一的制服團隊、中二的扶青團、
Robomaster 團隊訓練、lego 精英訓練、中英文
話劇訓練、中一劇團表演「時事論壇」、「閱讀
講座」、輔導《情緒自選台》網上互動劇場、壓
花字母燈製作班、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等，拓寬
視野有系統地發展體藝潛能，為緊張繁重的學業
減壓，亦繼續獲得多個校外獎項。

師生透過參與「學校起動計劃」活動獲得寶貴的
學習機會，包括：「趁墟做老闆」BigBig 網上營
銷比賽、「職場體驗計劃」及英語聯校培訓等，
提供優良學習機會，與他校同學共展創意，提升
學習能力及自信，如「學校起動計劃」English 
WeCan、兩文三語比賽、中電智能都會創新能源
比賽、中學組創意機械人大賽等等。

各科組如中文科、英文科、經商科、化學科、科
學科、生物科、數學科、視藝科、設技科、體育

▲ 首屆 RoboMaster 香港站活動於去年 7 月開展，不同團隊需利用編程自行組裝參賽機械人，並學習運用機械人基礎、程
序設計、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控制原理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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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家政科、輔導組等均組織同學參與校外比賽，
獲得不少佳績，成績有目共睹。同學亦獲頒高中
上遊獎學金、兩文三語獎學金、「學校起動」計
劃獎學金。各科組協助同學參與不同的獎勵計劃
及選舉提名，鼓勵同學不斷追求卓越，為同儕樹
立良好的學習對象， 並成功增加人生閱歷，擴闊
視野。

此外，跨學科參觀及實習活動，如英文科和圖書
館合辦「Read & Win 閱讀計劃；「趁墟做老闆」
BigBig 網上營銷計劃」聯合企管、企會、ICT、
數學來應用相關知識；視藝、音樂、戲劇、生社
共同舉辦「初中音樂劇」，包括《玩轉舞台無疆
界！》( 中一級聯課活動日 )、《恐懼鬥 Zoom》
音樂劇、《熱鬥獅子球》聯校音樂劇、《炎炎夏
日的故事》、《香港城市發展與海港》戶外探索，
過程中學生可用手做佈景設計、化妝、髮型、後
台管理、音效管理；通識和商業則舉辦《香港『基
層醫療』發展》探索和《香港存款保障計劃 - 理
財教育工作坊》；中史和科生合辦「民初服裝展」，
讓同學體驗清末民初衣服文化；「八爪魚計劃」
以舞台戲劇中不同工種來運用視藝、設技、戲劇、
數學各科知識；中史、科生及視藝科合辦中二「『傳
. 創』非遺教育計劃 - 廣彩製作技藝」及中三級「傳
創非遺 - 木傢俱技藝製作」，教授學生面譜、皮
影戲、油紙傘製作及木傢俱技藝，從而讓學生體
驗中國傳統工藝和文化；音樂、公民和藝術合辦
「我愛我校園壁畫創作比賽。數理及設技已跨科
合作籌備中二三級 STEM 全級比賽。

▲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比賽

輔導組與 SEN 組合辦「暑期桌上遊戲小組」、
各成長小組合辦『I Can Do It』我做得到獎勵計
劃、訓輔合辦「網絡陽光計劃」和「暑期目標實
踐計劃」，輔導組和科生合作舉辦「內衣與女性
關係」、中史和德育及公民科合作推行「國家憲
法日」、「基本法」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一系
列活動、德育及公民科合作參與「連屯門人都不
知道的 23 事之區內深度遊短片」和「主題活動
攝影比賽」。公民教育組與圖書館、德育及公民
教育科、通識教育科、視覺藝術科、電腦科、家
長教師合作、中文科、歷史推行跨組活動如「學
友社」十大新聞選舉、慈善花卉義賣、有機農耕
及「一人一花」移苗及 培植活動、環保手工藝等。

▲ 「八爪魚計劃」以舞台戲劇中不同工種來運用視藝、設
技、戲劇、數學各科知識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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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服務

學習經歷表現

學術成就

第三屆新界西區「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3A 于千安 決賽 ( 初中組 ) 銅獎

2A 潘芯菲 決賽 ( 初中組 ) 優異獎

1B 黃曉梅   2C 黃映深
最佳中文文章 ( 初中組 )

優異獎3A 張鈺琪   3B 林雅軒
4A 黎家雯

2021 HKMA Business Simulation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6A 鄺好兒 6B 陳儀、許心儀、
殷嘉欣、陳煜堃、關文軒、劉瑞鴻 Merit

2021 網上趁墟做老闆
6A 鄺好兒 6B 陳儀、胡巧、
許心儀、殷嘉欣、陳煜堃、

關文軒、劉瑞鴻
最佳網店優異獎

藝術成就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0/21 (English)

2A 葉朗程   2B 馬杜男 傑出演員獎
3B 賴美婷 傑出合作獎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0/21 
( 粵語 )

1C 庾梓潼   3A 黃庭婷
傑出演員獎3A 于千安 3A 張國豐

3A 李曉楓

1C 庾梓潼   2A 馮倩兒
2A 林嘉怡   2A 梁樂妍 
2C 馬菲婉  2C 黃映深
3A 黃庭婷   3A 于千安
3A 張國豐   3A 李曉楓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連屯門人都不知道的 23 事之區內深度遊」
短片比賽

3A 黃庭婷、黃栩浠、于千安
優異獎

2B 羅詩晴

「主題活動攝影比賽」
3A 黃庭婷、黃栩浠、于千安

優異獎
2B 羅詩晴

其他成就

Robomaster 2020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 ‧
香港站

4A 林友楨   4A 黃震宇 團隊表現大躍進
4B 鄺恩穎   4B 吳達欽 最佳團體精神大獎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21 6B 謝彩琪 獎狀

香港女童軍新界地方協會
Tech Girls Project「消毒機械人」設計比賽

1A 張倬瑤   1A 葉芷晴 一等獎

1A 何奕彤   1A 黃姝霏雅 二等獎

2020 上游獎學金 5A 周科成   5C 蕭詠祺 證書及獎學金

2020-2021 待人有禮好少年 1B 文曉藍   5A 朱偉靜 選舉獎狀

2020-21 學年融和獎學金
4A 亞美娜   5B 關文軒

證書及獎學金6A 陳麗娜   6A 陳麗思
6B 范小花   6B 楊永希

尤德爵士獎學金 (2020-2021) 6B 陳靖珩   6B 謝彩琪 證書及獎學金

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20-2021) 3A 于千安   4B 梁美娜 獎狀

2020-2021 學年
屯門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1B 何欣雅   1B 文曉藍 品行獎

3B 陳海欣 體藝獎

4A 曾媛 學業獎

6B 謝彩琪   6C 洪巧欣 服務獎

鐘聲慈善社獎學金 20-21

6A 吳雅祺   6A 沈少板

獎學金6B 陳靖珩   6B 張曉晶
6C 聞芊潼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6A 吳雅祺 $100,000 -
$160,000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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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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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教育服務 醫療救護服務 社會服務 中央行政
( 社會服務統籌處 )

劉梅軒安老院

蔡裕輝老人
日間護理中心

方王換娣
長者鄰舍中心

胡陳金枝
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童軍東九龍
地域第二十八旅

籌募委員會安老服務管理委員會

胡陳金枝中學 鐘聲慈善社診療所

鐘聲拯溺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鐘聲慈善社支隊

田家炳老人
日間護理中心

陳守仁
長者鄰舍中心

青少年活動中心

楊勵賢閱覽中心

顏劉崑珠
社會服務中心

常務董事會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法團校董會

總幹事



社會服務統籌處
地址：九龍觀塘和樂邨新安樓底層 4 號
電話：2793 3478
傳真：2763 5536
網址：www.chungsing.org.hk
電郵：csbshq@chungsing.org.hk

總 幹 事： 陳潔雯女士
行政主任： 朱慧儀女士
會計主任： 馮美珠女士

胡陳金枝中學
地址：新界屯門兆麟街 20 號
電話：2452 4688
傳真：2458 8130
網址：www.csbs.edu.hk
電郵：info@csbs.edu.hk

署任校長： 劉德銘先生

劉梅軒安老院
地址：新界青衣青衣邨宜逸樓地下 A、B 翼

及 2 字樓 A、B、C 翼
電話：2433 9881
傳真：2436 2672
電郵：lmh@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廖紫菁院長

蔡裕輝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海樓地下 118-123 號
電話：2436 0077
傳真：2436 0222
電郵：cyf@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關素儀女士

田家炳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地址：九龍油麻地東莞街 12 號

駿發花園第 3 座地下
電話：2783 0022
傳真：2782 2002
電郵：tkp@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甘惠嬋女士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九龍觀塘順天邨

天瑤樓地下 15-17 號及
天琴樓地庫 L202-209 號

電話：2790 1578
傳真：2372 9493
電郵：fwwt@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林志嫦女士

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九龍觀塘和樂邨新安樓底層 3 號
電話：2389 4642
傳真：2304 8640
電郵：abh@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張玉英女士

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九龍紅磡榮光街 52 號

榮輝大廈地下商場 9-13、27 號
電話：2333 0773
傳真：2333 0375
電郵：tsl@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謝秋月女士

顏劉崑珠社會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

和平樓平台 315 號
電話：2361 2865
傳真：2708 8624
電郵：glkc@chungsing.org.hk

中心主任： 容思敏女士

鐘聲慈善社診療所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379 號

福基大廈 2 樓 C 座
電話：2575 3891
傳真：2575 3891

應診醫生： 馮建鏗醫生

楊勵賢閱覽中心
地址：九龍黃大仙彩雲邨

啟輝樓地下 113-116 號
電話：2796 9830

中央行政及服務單位

P27



周年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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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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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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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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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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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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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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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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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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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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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資助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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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　謝

本社向下列各機構及熱心人士致衷心謝意，全賴他們的慷慨捐贈及多方面的協助，使本社在過往一
年的會務得以順利推行。

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教育局 社會福利署 民政事務總署

扶貧委員會 政府獎券基金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觀塘區議會

公司、團體及個人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羅氏慈善基金 葛量洪獎學基金

尤德爵士基金 玉清慈善基金 中建富通普樂慈善基金

田家炳基金會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古天樂慈善基金

許道城獎學基金 許瑞良獎學基金 許善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九龍樂善堂 西北扶輪社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東九龍獅子會 會德豐有限公司 仁善福來慈善總社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頤和園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無國界義工 香港華夏醫藥學會 里程同學會義工團

銀杏館 齊惜福 青至佛舍

九龍城區居民聯會 土瓜灣居民服務聯會 建設健康九龍城協會

龍虎山嗣漢天師香港志工協會 系統性血管炎互助小組 威創企業有限公司

Ralph Lauren 觀塘區議員鄭景陽先生

捐獻者
( 捐款或捐贈物品價值 HK$1,000 或以上 )( 按筆劃序 )

順興糧食有限公司 福永行貿易有限公司  興德慈善有限公司 何元涴女士

李國華先生 林詩橋女士 林麗音女士 胡逸煒先生

夏偉光先生 徐競玲女士 許瑞良先生 陳守仁博士 

陳榮業先生 陳耀輝先生 葉志光先生 葉榮基先生

劉錦萍女士  黎蒨婷女士 盧焯成先生 藍秀雲女士

羅美蓮女士 嚴天就先生 Christmas Street 
Intl(HK) Co Ltd KAY CHONG SAN

SIU HOI TUNG

本社感激去年各參與義工，與及支持各單位工作及服務的所有義工朋友。本社服務得以順利拓展，
實有賴以上各機構及人士之支持及貢獻，本社謹此深表謝意，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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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觀塘和樂邨新安樓底層 4 號 csbshq@chungsing.org.hk

請登入鐘聲慈善社 Facebook
請瀏覽鐘聲慈善社網頁：
www.chungsing.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