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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胡陳金枝中學

校訓
謙 (Be modest) ：謙遜有禮，善待他人。
恭 (Be courteous)：恭敬長輩，愛護同儕。
勤 (Be diligent)：勤奮向上，積極進取。
慎 (Be prudent)：慎重言行，循規蹈矩。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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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學理念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秉承以善心興學，愛心育
才的服務宗旨。( 同心同德，提供專業教育，並
與家長彼此攜手合作，確保學生真正享受具實際
學習效益、自律自愛、且健康愉快的學校生活。)

學校管理架構
自 1997 年起參與學校管理新措施，除由校董會
管理和監察學校的運作外，教師亦組成行政委員
會，配合家長教師會與學生會積極參與，共同發
展學校的事務。本校更是「國際啟發潛能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聯盟」及「新加
坡教育局學習圈（Learning Circles）計劃」
成員學校，每年均安排美國、新加坡或其他地方
的師生交流活動，成效十分理想。

服務概況
本社草創之初，諸事未立，即先決舉辦義學，以
興學育才為急務，以後教育事業逐漸開展，由夜
學至日學，從小學而中學，1947 年於西環創辨
「鐘聲慈善社學校」，至 1989 年完成遷校屯門，
名為「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是一所分為
中一至中六級之全日制男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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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環保政策
本校繼續綠化校園並於五樓天台進行綠化，
推行有機耕種活動。利用太陽能及風力發電
供應整個天台綠化活動所需能源。另方面亦
藉天台綠化以減低有關課室的溫度以達至低
碳生活的要求。此外全校進行廢物分類，回
收等活動，並提倡「三省」﹕省紙、省電、
省水。另外亦嘗試進行「廚餘有機堆肥」計
劃以配合有機環保種植。

本學年工作計劃主題

「高瞻遠矚，同心同行」

本學年重點關注事項
1. 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
2. 培養積極正向價值觀
3. 推動多元學習活動，發展所長

本學年開設科目
中一至中三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中史、普通話、綜合科學、通識、體育、音樂、視藝、德育 / 公民
教育、科技與生活、設計與科技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英國語文
按班別 / 組別訂定教學語言 / 校本課程：普通電腦、數學

中四至中六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中史、通識、物理、化學、生物、體育、旅遊與款待、科技與生活、
視藝、地理、經濟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英國語文
按班別 / 組別訂定教學語言 / 校本課程：數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技

學校設施
全校課室、特別室及禮堂均有空調設備，校舍內更設有學生活動室、會見室、食物部、球場等。此
外，全校共有 5 間電腦室，多媒體學習中心（MMLC）、多媒體語言實驗室（MMLL）及電腦輔助設
計室，更有英語地帶教室和每個班房的電腦角等資訊科技設施。

另備有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設施如：斜道、暢通易達升降機、暢通易達洗手間及讀障軟件及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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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教育局所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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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服務概況
本院於 1991 年在青衣青衣邨投入服務，現提供 82 個長期護理宿位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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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跨科專業團隊的溝通合作，使院友得到適切的照顧。

劉梅軒安老院

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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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彼此關懷，互助互愛。

2020 年可謂是最艱辛的一年，面對著「新型冠狀病毒病」一波接一波在社區不斷擴散，更入侵社

區安老院舍，端賴院友及全體職員均心連心一起守護『梅軒』這個大家庭，齊心抗疫。

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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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彼此關懷，互助互愛。

2020 年可謂是最艱辛的一年，面對著「新型冠狀病毒病」一波接一波在社區不斷擴散，更入侵社

區安老院舍，端賴院友及全體職員均心連心一起守護『梅軒』這個大家庭，齊心抗疫。

抗疫期間，除加強院舍清潔外，護理員每天為所有院友量度體溫，飯前由職員安排院友用搓手液潔

手。剛從醫院回到院舍的院友及到醫院覆診院友，返回院舍後要即時洗澡和更衣。另從醫院或外宿

以及新入住院友回到院舍後全部需原房隔離十四天，以防萬一。

職員方面，所有職員上班時戴上外科口罩及上班前自行量度體溫。由 8 月份開始，社署牌照處每月

均安排所有員工接受新冠病毒自願檢測，直至 12 月開始進行強制檢測，每次全體職員均積極參予。

為保障院友健康，由 2 月 3 日起院舍暫停家屬探訪，5 月中起實施有限度探訪，直至第三波疫情開

始，院舍按社署指示全面暫停探訪，在此期間，院舍提供視像通訊供家屬聯絡院友，讓院友可透過

視像對話與家人聊天，感受家人的關懷愛護。

院舍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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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舉行「認識新型冠狀病毒病」講座給職員參加，讓各職級職員了解一切預防措施。

7 月份安排全院噴灑抗病毒塗層，以及在樓上及樓下飯堂飯桌上加設分隔板。由於禁止外來義工到

院舍為院友剪髮，故安排由職員親自為院友剪髮，以保持儀容及整潔。

院友與家人可隔著玻璃門傾談 院友及家人可透過視像互相慰問傾訴

使用光觸媒抗菌塗層為院舍物資進行消毒 飯堂內在餐枱上安裝防護隔離板，避免飛沫傳播

3



安老服務

活動方面，院舍小組如感官小組、健腦小組、懷緬治療小組等照常舉行，但遵守衞生署建議人與人

之間保持 1.5 米距離。另外，舉行「花藝傳情」的活動，讓每間房院友一齊合作插花，製成的花

藝擺設為院舍增添生氣。

在 6 月份疫情漸漸緩和，職員曾帶院友外出到人煙稀少的公園呼吸新鮮空氣及散心，以減低院友長

期不能外出的負面情緒。

聖誕節期間，舉行聖誕市集活動，由職員預備一批各式各樣院友喜歡的零食讓院友在院舍內購買，

令院友未能外出亦可享受購物之樂趣。

小組聚會開放保持 1.5 米距離 舉辦巿集活動讓院友選購，一抒悶氣

護理方面，本年 11 月安排全院院友及職員注射流感針。12 月份由院舍的感染控制主任舉行二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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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診醫生為院友注射流感針 穿著防護裝備人員為院舍職員進行鼻咽拭子檢測

未來展望
在疫情下，各職員會緊守崗位，齊心抗疫，期望疫情完結，恢復家屬探訪，院友可早日再與家人相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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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服務概況
本中心成立於 1993 年，服務宗旨為關懷長者，為體弱及缺乏足夠照料的青衣區長者提供日間服務，

包括個人照顧、護理、餐膳、社交康娛活動、復康小巴接送及日間暫託服務，讓長者可安享充實愉

快的晚年。

蔡裕輝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工作回顧
回首過去的一年，中心平均會員人數略為減少，一來

受新冠肺炎影響，二來部份會員逐漸年邁需要入往護

理安老院或離世。受疫情影響下，不單所有探訪要暫

停，而會員之健康講座，呼應衞生署建議而暫停；中

心內之一些具高度交叉感染機會之小組或活動，亦隨

之安排暫停。其他的訓練、運動、節日慶祝等，則視

乎情況許可下而繼續。

經過一年之培訓及考核，前線員工之防疫感染知識有

所改善，但防疫意識仍需繼續努力。故此，來年仍會

繼續加強防疫感染之培訓及考核，以應付日後仍未減

退之疫情以及其他突然其來之疫症。

中心安排有物理治療服務，物理治療師評估會員的身

體狀況後，為每個會員提供個人的合適訓練及治療計

劃，以改善會員肢体的活動能力及減慢退化。另外，

中心亦安排有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師評估會員的

吞嚥能力，然後為會員設定合適之餐類及決定需否於

飲料中加入凝固粉，確保在飲食方面之安全。言語治

療師亦會定時為會員作口肌之評估及訓練，以改善會

員的吞嚥能力及減慢退化。

未來展望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老人日間護理中心在

社會間題上肩負一個重要角式。為使長者「老有所

依」，本中心在服務方面，鼓吹「以心為本」之服務

態度為目標，來年計劃之口號為「從心出發，由愛開

始」，並盡量改善及增加會員之舒適度，例如添購椅

背可後傾之高背椅，讓會員在午睡時及有需要時可躺

下休息。

另外，中心會繼續加強員工對防感染控制之培訓，並

定時作考核。中心來年會繼續提供相應的小組活動治

療，希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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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繼續安排健康講座，以提昇

照顧長者之知識及技巧，從而提昇服務質素。

中心提供「認知訓練」予長者會員，啟
發思考，延緩腦部退化

中心及兩部復康小巴均噴灑防病毒塗
層，保持會員、職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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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田家炳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服務概況
中心本年仍一直為地區長者致力服務，服務對象主要為油尖旺區體弱、健康欠佳及缺乏家人照顧之
長者，並提供日間護理服務，內容包括護理、復康運動、膳食、洗衣、個人衛生、文娛康樂、輔導、
接送等。中心現時為 45-50 位會員提供日間護理服務 。

工作回顧
因應新冠病毒 COVID-19 影響，會員及家屬在政府及社署
建議下，很多時會留家抗疫。回顧去年病毒高峰期曾發生四
次，引致中心日常運作大受影響，除小組人數受限制及要有
適當社交距離外，活動內容設計亦須非接觸性，甚或在社會
福利署建議下在某些時期暫停所有活動及小組，以策安全。

戶外活動 : 因受疫症影響暫停，戶內活動則在 10 月份疫情
緩和期間，中心社工在感染措施及社交適當距離
下曾舉辦會員生日會。

戶內小組 : 中心社工按社署建議，在限聚令及感染措施下開
辦小組，以維持個別會員之認知訓練。

節日方面 : 往年邀請之「愛心聯盟」及「愛心全達」及「開
心義工團」等義工在疫症下雖然未能到訪中心。
但團體對長者心理健康發展亦十分關顧 :「愛心
全達」曾分別送贈愛心粽給會員喜迎端午及送贈
聖誕禮物歡渡聖誕 ;「開心義工團」也在聖誕佳
節送贈聖誕禮包給會員感受節日氣氛。

復康運動 : 全年在感染措施及社交適當距離下繼續提供服
務。

餐膳服務 : 全年在感染措施及社交適當距離下繼續提供服
務。

專業服務 : 中心之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護士繼續負責
評估及訓練個別會員之需要；並向員工提供講座
或工作坊等，使員工定期得到技能上的培訓，提
高服務水平。

其　　他 : 為加強抗疫清潔，中心除日常環境清潔消毒外，
於 9 月份已為全中心及兩架復康小巴噴灑塗層消
毒，12 月份每一座位兩邊增設透明膠板作為預
防及隔離措施之用，長者對此表示感覺良好及安
全。

疫情和緩時，中心為長者舉行生日會
慶祝壽辰

每一座位兩邊均增設透明膠板作為預
防及隔離措施

未來展望
期望新冠疫苗能普及世界各地市民注射需要，讓各國經濟及活動重回正軌，香港市民重過正常生

活，盡快恢復中心運作，繼續為會員及同區長者提供日間護理服務需要，並舒緩家屬 / 護老者照顧

長者壓力。

6 月份疫情和緩時，「愛心全達」送贈愛心粽給長
者共渡端陽

在限聚令及防止感染措施下，舉行集體體操，增強
長者身體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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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概況
中心於 1981 年在觀塘順天邨成立，為本社首間長者中心，以敬老愛老的宗旨，配合社區照顧的概

念，為區內長者提供多元化服務，令長者可透過群體生活，發揮潛能，肯定長者的自我形象和價值。

中心積極參與社區協作服務，與政府部門、地區團體群策群力，奠下良好及持久的社區關係，每年

均多次舉辦社區活動，深受本區街坊及長者歡迎，在本年底會員人數已接近 1,000 名。

工作回顧
今年中心服務主題以「愛健康、惜地球、長者

健康生活」為重點，就長者不同需要，中心服

務分為五大方向為長者提供全面服務︰

中心蒙房署順天邨屋邨管理委員會贊助推展健

康推廣計劃，舉行「鄰舍互守望、健康齊參與」

活動，聯繫區內團體舉行連串的社區健康活動

及探訪長者等，在本年初於順利社區會堂舉辦

「嘉許暨綜藝會」，為活動作總結，受惠社區

人士達 4,052 人。

中心並與地區義工團體携手推行一連串「關懷

探訪」計劃，縱使疫情嚴峻，中心仍與外界機

構保持緊密聯絡、透過多次合作，探訪獨居及

行動不便的長者送上愛心福袋，並保持與區內

獨居長者的聯繫，使他們在疫情下仍然備受關

注。

由於大型敬老活動陸續取消，中心在傳統節日

送上敬老福袋或問候祝福，如給中心獨居、雙

居長者，在節日時改為以敬送福袋活動，電話

聯絡及慰問他們，邀請他們分批到中心取，遇

上行動不便者，安排義工送上來自外來合作友

好團體捐贈的敬老福袋等。

中心今年繼續與民政事務處合辦的「寒冬送

暖」計劃，送出 300 份食物福袋、並得到紅十

字會及本社副社長徐楠先生，合共捐贈 60 張

棉被、100 件外套、100 條頸巾給中心老弱長

者。同事及義工們並將有關物資送給區內的獨

居無依長者，彷如雪中送炭。

中心附近地區長者人口漸趨老化，獨居及雙居

長者住戶不斷增多，中心會為有需要街坊長者

進行轉介服務，如申請入住安老院、社區服務

以及關愛牙科服務，在疫情下又將各類疫情資

訊集中由資訊科技大使轉發予長者，給他們掌

握四順區最新防疫資訊，齊心抗疫。

『鄰舍互守望、健康齊參與』社區計劃嘉許禮暨綜
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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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贈防疫包，均表示獲益良多

義工探訪獨居長者、兩老及體弱長者，送上愛心福
袋，受惠長者感到社區人士關懷溫暖

未來展望
來年將延續地區合作，結合數十年來區內友好團體合作，將更多服務推廣到社區中，並結合來自不

同年齡區域、跨年代的義工做到最好，從不鬆懈。來年也配合長者需要，向地區申請基金及資源，

推動義工為長者服務發光發熱，再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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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概況
中心於 1990 年投入服務，至今已 30 載，現有會員人數約 700 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為觀塘區之

長者提供健康、教育、社交康樂、護老者支援服務、個案輔導、長期護理需要之申請、評估及各項

適切轉介。此外，中心亦會主動尋找隱蔽長者，為有需要之長者提供支援服務。透過多元化之服務，

讓長者於社區中樂享耆年。 

工作回顧
近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令長者們

的快樂指數大大減低，甚致影響精神健康。中

心關心他們的身心靈需要，故此，中心本年度

重點是期望長者能透過群體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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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年度活動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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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舒緩

情緒，以及擴闊社交圈子，強化個人支援網絡。

2. 藉著多元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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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愉快豐盛的生活。

中心服務本區達 30 年，為答謝會員的支持，

我們舉辦了「人人有禮」活動，送贈他們心意

禮物以傳達敬意。年中，我們又舉辦了多項聯

誼及交流活動，包括：「攜手探訪展關懷」、

「福包傳暖意」及「耆青運動樂」，透過活動，

增進了老、中、青的交流共融。此外，中心亦

開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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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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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社會福利署宣佈：

中心只作維持有限度服務，以避免大量服務使

用者相互接觸及感染。故此，中心本年度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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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項，而義工發展及服務活動、護老者支援服務

活動，分別為 11 項和 14 項。 有關認知障礙

症 5 項，和需要的護老者活動 11 項。

未來展望
回應社區需求，來年我們會繼續關注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護老者，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訓練和支援。

在新常態下，我們亦會協助會員提升網絡應用能力，以科技突破環境的界限，使他們安坐家中，亦

可參與活動，以及和親友聯繫。疫情影響下，長者心靈會少不免會受影響，故此，來年我們會重點

關注他們心靈健康，加強慰問和探訪工作，務使長者在逆境下仍感受到暖意。

在疫情和緩時，老中青義工進行「攜手探訪展關懷」
為區內長者獻上關懷慰問

長者會員透過「智」趣粉彩齊齊畫，塗寫心情，紓
緩情緒

「寒冬送暖」活動，由義工送贈禦寒物資、禮物包
予區內長者，使長者們不因氣候寒冷或限聚令而感
到與社區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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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概況
本中心 1996 年成立，致力為土瓜灣及紅磡區

長者提供各類型的社區支援服務，包括健康、

教育、社交康樂、護老者支援、認知障礙症、

義工發展、輔導服務及隱蔽長者服務等；今年

因疫情關係，中心活動需要作出應變及調整，

服務數量及人次較往年少。然而，中心為使長

者在家中仍能與中心保持聯絡及參與活動，首

次推出網上平台活動，出乎意料地受歡迎，可

算是疫情下的點點鼓勵。現時中心會員人數近

860 人。

工作回顧
過去一年，中心受疫情影響，大部分實體活動

需要暫停，面對疫情挑戰，中心不敢怠慢，反

而力求創新，與長者並肩同行。在 2、3 月疫

情嚴峻時，全港一罩難求，中心不時收到長者

查詢及求助，急切需求防疫用品，幸獲不少善

心團體回應，捐贈不同防疫物資予中心。當義

工將這些物資送到長者手中時，長者的眼神和

笑容總是充滿感激之情。

及至疫情稍為緩和，中心嘗試恢復部分班組及

小組活動，並實施嚴謹的防控措施，凡進入中

心者，必須量度體溫、佩戴口罩及填妥健康申

報表，務求減低社區傳播的感染風險。

面對疫情帶來的轉變，中心的社交康樂、護老

者服務及義工服務都相應作出調整。中心迎合

長者所需，推出「智 NET 腦友記」、「健康資

訊」、「護老湯水」等線上活動，讓長者在疫

情的限制下，仍能與中心保持互動交流及腦筋

靈活。

在護老者方面，許多社區上門護理或日間暫託

服務暫停，弱老留在家中的時間增加，讓護老

者壓力大增及難以抽取時間參與實體活動。有

見及此，中心結合義工服務，安排義工電話慰

問、探訪及協助派發防疫物資；職員則增加家

訪次數，定時關懷及提供適切的諮詢服務，協

助他們舒減壓力。

未來展望
中心來年會繼續舉辦及參與多元化的活動，鼓

勵長者多參與社區活動及義務工作，以望回饋

及服務社會。同時，為配合中心認知障礙症服

務及減輕因疫情帶來的影響，中心計劃於來年

推廣 IT 資訊的活動，由 IT 大使教授更多的長

者學習數碼科技，擴闊他們的社交網絡及提升

自信心。另外，因著數碼科技帶來的便利，期

望可為有需要的認知障礙症長者、護老者提供

訓練及支援 ( 例如感官系統、記憶力訓練、線

上支援系統 )，以舒解護老者照顧壓力，也讓

長者活得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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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舒展身心，亦可提升記憶力

中心長者齊做體操，一起伸展筋骨

「仁善福來慈善總社」送贈 280 件羽絨予中心有需
要長者，寒冬送暖

疫情下社交活動減少，中心義工致電長者及護老
者，讓他們與中心保持聯繫，同時了解他們的需要，
讓社工能提供適時適切的服務予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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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劉崑珠社會服務中心

安老服務

服務概況
本中心創於 1986 年，一直為區內之長者提供

切合其需要之服務。2003 年起中心為配合社會

發展，轉型為非牟利社會服務中心，繼續為社

區有需要人士提供全面之服務。2020 年 4 月

起，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開辦為

期三年之「新知無限」終身學習計劃，現有會

員近 700 名。

工作回顧
踏入「新知無限」終身學習計劃的第一年，該

計劃為全港準退休及剛退休的中老年人士提供

適切服務、多元化學習課程以推廣終身學習風

氣外，亦呼應社區需求，增加對「認知障礙症」

及「生死教育」的資訊介紹，使學員早日得到

支援協助，從而可更自主積極地計劃人生。惟

適逢新冠狀肺炎肆虐，因應法例及政府場地關

閉，使該計劃難以順利開展。期間有 2 段時間

疫情稍為收斂，中心一度恢復活動。但其後疫

情再次活躍，尤其是中心周邊 5 分鐘腳程範圍

以內確診頻生，為慎重計，中心目前只提供有

限度服務予有需要人士。

在疫情稍見和緩、中心一度恢復活動的 97 天

裡，期間合共提供：

鐘聲學院：29 個課程，168 堂，共 1815 人次；

36 項其他活動，參加者達 3,235 人次。

特色活動：「歷奇新天地」和十多位會員登上

東九龍的最高峰—飛鵝山。

因受疫情影響，本港經濟下滑，中心參加由賽

馬會贊助的「齊惜福食物援助計劃」，提供即

食飯盒予受疫情影響的有需要人士或家庭，平

均每天提供飯盒超過 30 份。( 此服務在疫情嚴

重時仍提供 ) 此外，亦有社區人士不時捐贈一

些節令食物，如糭、月餅和防疫用品予有需要

的會員。

未來展望
由於疫情影響及員工不足，活動減少，以致會

員人數漸漸流失，希望疫情減退後，隨著中心

恢復正常服務，能夠吸引更多區內居民參加，

讓會員人數重登巔峰。然而仍需參照社區環境

變遷，如疫情在來年仍繼續在深水埗區蔓延擴

散，將會嚴重影響中心日後開展服務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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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增強自我認同，保持活力

疫情期間，中心會員仍得到社區支援，如和興白花
油藥廠有限公司捐贈防疫用品，與會員共渡難關

蒙香港賽馬會贊助的飯盒援助計劃，讓中心與受疫
情影的人士或家庭逆境同行，共同抗疫

歷奇新天地帶領學員增廣見聞，登上飛鵝山顛，讓
廣闊景色盡洗疫情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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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楊勵賢閱覽中心

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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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近年持續修葺翻新、更新設備，並為學子提供更理想的自修研習環境，中心更安裝數套電腦設
備及打造無線上網環境，便利學子利用有關器材完成功課或瀏覽參考資料。

本年度因受學校停課影響，今年學生來中心自修人數相較往年考試高峰期間顯著下降，期望來年疫
情轉緩，可讓更多學子得以享用本中心服務。

青少年活動中心

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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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救護機構鐘聲救護支隊、鐘
聲拯溺會及社屬香港童軍東九龍第二十八旅，以進行各項集訓活動。

香港童軍東九龍地域第二十八旅

旅團概況
本旅團乃社屬青少年制服團體，於 1990 年成立，現旅部附設本社青少年活動中心，旅團一貫遵照
童軍總會抱負、使命、價值觀以及培育良好公民之宗旨，致力訓練青少年使其享受童軍生活之樂
趣。

旅團每星期均定期集會訓練，活動多姿多彩， 如：野外露營、攀山、遠足、單車訓練、手工藝桅作、
野戰訓練，軍訓、水上活動、射擊、箭藝、繩結、先鋒工程、領導才能訓練及海外交流等。而本旅
團除著重團員技能訓練外，更鼓勵團員積極考取童軍總會及地域主辦之各項專業獎章，如本年度又
有多位童軍團領袖考獲獎章，他們將會把在木章訓練中學到之技能傳授給團員，使本旅童軍訓練與
活動更多姿多彩，達到童軍總會抱負、使命、價值觀以及培育良好公民之目的。

過去一年，本港疫情持續，不少童軍訓練、活動需要延期或取消，而在社區限聚令及不鼓勵學童外
出的情形下，本旅各類集會訓練服務暫停已久，期待來年可逐步恢復旅務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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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拯溺救護服務

西醫診療所

服務概況
本診所為港島居民服務六十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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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疫情期間，本診所仍然保持開放，為區內居民提供有限度醫護診治服務，診所遇有領取綜援人

士求診可獲減免藥費，其每年不敷經費，仍由社方撥款支付。

鐘聲拯溺會

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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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歷年各類比賽中，囊括多項錦標，於拯溺界久享盛名。本會在歷任會長及

各拯溺界先驅的帶領下，經常派員輔助拯溺總會，在政府轄下泳池或海灘當值。

目前本會獲派駐守港島區大浪灣泳灘；又常應各社會團體之邀請提供救生服務，及舉辦有益身心的

水上運動、培育新學員，更經常鼓勵學員考取各類拯溺獎章及參加各項拯溺比賽，研習最新的救生

技術，以求學以致用，保障泳者安全。惟本年受到疫情影響，大部份訓練及當值活動均告暫停，期

望來年可恢復服務，為社區更完善的拯溺救護服務。

聖約翰救傷隊鐘聲慈善社支隊

服務概況
聖約翰救護機構鐘聲男救護支隊於於 1948 年成立，而鐘聲社護士支隊則成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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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救傷隊大部份的

活動、工作和訓練均告暫停。幸好在年中，本隊開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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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編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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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合共提供約救傷服務 623.5 小時，

訓練時數 45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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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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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敬老慶團年

敬老慶團年及鳴謝

本社於 1 月 11 日 ( 星期六 ) 中午，假九龍灣百樂金宴國際宴會廳舉行〈鐘聲慈善社敬老慶團年〉，

招待本社轄屬各安老服務單位長者，與本社首長董事嘉賓聚首一堂，共敘團年歡宴。本社安老服務

單位長者擔任多項才藝表演，鄧英敏董事、何國材董事高歌助興，大會款以豐富午膳、禮物包及抽

獎節目，與眾嘉賓及數百位長者同度開心愉快的團年日。

鳴 謝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贊助本社發展善業

本社為政府認可非牟利慈善團體，每年均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鼎力支持，撥款津貼服務經

費，使本社善業得以繼續發展，造福社群，良深銘感！仁風義舉，感激之餘，謹代表本社董事同人

及受惠巿民敬致衷心謝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贊助本社開辦中老年人士終身學習計劃，助其不息自強，積極開拓第

二人生，學員按其興趣參加學習課程，既可以自我增值，展現才華，亦可參予義工服務，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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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服務單位通訊表

社會服務統籌處
九龍觀塘和樂邨新安樓底層 4 號      電話：2793 3478      傳真：2763 5536

 

胡陳金枝中學
新界屯門兆麟街 20 號      電話：2452 4688     傳真：2458 8130

鐘聲慈善社診療所
香港灣仔洛克道 379 號福基大廈 2 樓 C    電話：2575 3891     傳真：2575 3891

劉梅軒安老院
新界青衣島青衣邨宜逸樓地下及 2 樓    電話：2433 9881    傳真：2436 2672

蔡裕輝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新界青衣島長安邨安海樓地下 118-123 號    電話：2436 0077    傳真：2436 0222

田家炳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九龍油麻地東莞街駿發花園第 3 座地下    電話：2783 0022    傳真：2782 2002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地下 15-17 號    電話：2790 1578     傳真：2372 9493

顏劉崑珠社會服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和平樓平台 315 號    電話：2361 2865    傳真：2708 8624

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觀塘和樂邨新安樓底層 3 號     電話：2389 4642    傳真：2304 8640

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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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勵賢閱覽中心
九龍彩雲邨啟輝樓地下 113-116 號    電話：2796 9830    傳真：2763 5536

青少年活動中心
九龍觀塘和樂邨新安樓底層 5 號     電話：2763 5536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鐘聲慈善社支隊、社屬香港童軍東九龍第 28 旅、
鐘聲拯溺會 ( 以上會部附設本社青少年活動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