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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韓山明及黎力基兩位牧師到達香港不久後就開始了社會服務

的行動。韓山明曾在 1850 年於沙頭角行醫。而黎力基與其夫人在

1862 開始了女子義學，關注女子接受教育的機會。巴色差會在內地

更是積極關心社會，先後在 1896 年開辦了「德濟醫院」和在 1907

年開辦「仁濟醫院」，在民國初年 ( 1912 年 ) 又在梅州開設「心光

盲女院」。凡此種種都為崇真會日後在社會服務方面樹立了良好的

榜樣。

 

服務社會

      在香港，1949 年崇真會開始救災濟貧的工作，因難民不

斷湧入，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 1957 年。這些賑災救貧的工

作，是臨時性的，在特定的架構內進行，直到 1960 崇真會

才正式開設了一個以關懷貧困人士的「慈善組織」，是現

今社會服務部的前身，也是我們今天慶祝五十周年的始點。 

     

     回顧這半世紀，崇真會在社會服務方面有不少進展，在

服務類型、方式方面的多元化，服務質素和服務管理方面的

專業化，服務對象群體的集中化，服務區域的擴大化等等都

是好的現象。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急劇變化，社會服

務也是與時並進。教會在這方面可以給予更大的支持，不要

以為有社會服務部就可代替教會本身對社會的關懷，教會可

以在不同方面協助及發展社會服務，例如在服務人員的福音

化，在靈性方面關心服務對象，在經濟、人力、地方上提供

支援，更好地以伙伴關係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在關心市民

生活的同時，也關心他們的靈性，使我們的服務更為全面，

整體地締造更豐盛的生命。

     我盼望在未來的日子，教會在社會服務方面更加具體

化，這是我們信仰的實踐，也是遵行愛鄰舍的教訓。願社

會服務部的事工蒙主賜福、保守。

      華人教會對社會服務方面起初並不太積極，這可能是懼

怕影響福音事工的偏差、或神學思想看法不同的影響。幸

好崇真會在巴色差會的支持與影響之下，很早踏上服務社

會的道路，至今已經五十年了。

王福義博士攝於香港郊野

王福義博士在 2005/06 年度幼兒聯校畢業禮頒發獎狀予畢業

的學生

王福義博士與主禮嘉賓攝於 2007 年的「和禧天地」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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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一算，在社會服務部事奉至今剛好二十年。還記得 1992 年，

不知何故被提名於老人服務管理委員會作為委員，開始參與社會服

務部，直到如今沒有停止。二十年來，擔任了不同崗位，由委員、

管委主席、執委、副部長、部長等，見證著社會服務部的成長。由

九二年八個單位至今天二十個單位，服務更多元化。能參與社會服

務部事奉是我的榮幸，也感恩被神使用，實在是主恩數之不盡。

 

王愛蘭女士在 2005 職員聖誕聯歡會致詞

王愛蘭  女士

執行委員會主席 用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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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生活在社會中，想當年對社會服務和社工的認識

也不多。正是如此，更引起我的興趣。我喜歡認識新事

物，接受新挑戰。起初擔任老人服務管理委員會委員，認

識老人服務，瞭解我們服務的水平，漸漸地找到發展的

方向。由委員再被選為副部長，職責也更多，更需要兼

顧其他服務包括幼兒、青少年、家庭服務等，這些也是

我不熟識的服務，更具挑戰性。這些年，服務趨向專題

及專業化，我們也開辦了社區褓母服務、妥安心服務、

輔 導 服 務 等。 能 與 社 區 同 步 進 展， 每 日 都 是 新 挑 戰。 

    

        參與總會社會服務部事奉，讓我認識很多其他堂會的弟

兄姊妹和教牧同工，成為事奉伙伴和戰友。每兩年改選後，

執委和各管委都會有新的委員加入，我便期待著認識新的弟

兄姊妹，建立團隊。二十年來，團隊中有不同恩賜的弟兄姊

妹，彼此配搭支持，實事求是，建造了忠心和愛心服事的根

基，帶領社會服務部穩步向前。 

    

     這些年，感謝神讓更多弟兄姊妹認識社會服務部，關心

我們的需要。我曾到訪所有崇真堂，介紹社會服務部的需

要。還記得 2000 年首次賣旗，我們整個崇真會出動，會長、

總牧、教牧同工、會友、校長、學生 ....，成績非凡，所籌

得款項是歷年之冠。近年我們看到社會的需求而開展了自負

盈虧的服務，例如臨床心理學家服務，深恩軒的家庭事工，

長者和禧天地，崇恩匯的輔導服務等，是沒有社會福利署資

助的項目，只能向社會和崇真會求取資源。每年的籌款成為

例行活動和迫切需要，籌款目標成為每年的挑戰。近年看見

堂會的支持有些疲累了，甚是擔憂，我們只有更熱切禱告和

分享，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的捐助和支持。

        我們期望崇真教會、學校、和服務單位能連結起來，彼

此支持，成為合作的伙伴和流通的管子，把福音和主的愛帶

到社區。這個模式漸漸發展，與堂會和學校的合作也漸漸增

多，我心裡只有感恩。感謝神的賜予、感謝神的看顧、感謝

神的揀選和每一個事奉的機會。醫院的工作雖然忙碌，能有

機會事奉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動力和喜樂的源頭。用心的

去服事，我樂在其中。    

       

      相對於服務，管理上的事奉模式較容易掌握。人事管理

是最大的挑戰。二十年中，社會服務的員工倍增，總幹事也

更換了四位。雖是如此，每一位都帶領著員工努力工作，不

斷進步。我們確立了人事手冊、人事機制、薪級表等等。還

記得九十年代末社會福利署推行一筆過撥款制度，整個社會

服務的財政面臨更大的未知數，是危機還是機遇？想當年我

們執行委員會多次與員工見面，介紹新的制度和對員工的影

響，感謝神我們安然平穩渡過，沒被標簽為「無良顧主」。

多年的努力，我們的管理和財務穩健，還註冊為有限公司，

在建制上與時並進。    

一 . 事奉的挑戰

三 . 事奉的團隊

四 . 長執會友的支持二 . 管理的挑戰

王愛蘭女士出席 2010 幼兒學校聯合畢業典禮





遠景
效主愛人，締造豐盛生命

使命
以信心邁向卓越

以盼望建設未來

以愛心關懷全人

核心價值
以主為基

以人為本

以心待人

以愛同行



歷史及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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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崇真會九龍城堂之婦女部率先開始救濟工

作及後並設有慈善部，而各堂亦紛紛步其後塵，

設立慈善部照顧各區貧苦大眾。當時香港處於

戰亂後不久，社會經濟情況欠佳，慈善部主要

為貧困孤寡派發糧食及金錢援助。 

鄒在恩先生出任崇真會慈善部部長，帶領本部

在 70 年代及 80 年代積極發展，相繼開辦的服

務包括幼兒中心、老人宿舍、老人中心及青少

年中心等，為本部的社會服務奠下鞏固的基礎。

慈善部訂定章程，讓工作能按著章程的目標展

開。而社會服務部之工作亦隨著社會的需要而

變化，已不再停留於援助性及補救性的工作，

而是邁向服務性及預防性。

救濟委員會建議區議會增

設慈善部，此乃崇真會社

會服務部之前身。當年資

金缺乏，幸獲瑞士巴色差

會資助展開救濟工作。

區會通過成立『香港崇真會救濟委員會』，專責會內救濟

工作。當時新界居民生活艱苦，醫療設備缺乏，巴色差會

派醫療人員來港展開醫療工作，幫助貧病者。醫療工作亦

成為本部日後服務的一環。

獲瑞士福音救濟會捐助，開辦助學金計劃，幫助因經濟情

況欠佳而影響接受教育機會的學生。

於深水埗開辦第二所托兒所 — 安康托兒所，讓雙職家長安

心工作。

香港經濟情況困難，許多婦女需要外出工作以

幫補家計，提供托兒服務急不容緩。本部獲德

國保護兒童會支持，在新蒲崗開辦第一所托兒

所 — 安強托兒所，招收 60 名兒童。

1949 年 1960年 1963年 1964年 1969年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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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慈善部章程，以發展崇

真會慈善福利工作為宗旨 ( 包括救濟、醫療及

托兒所等 )。

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為會員。

位於九龍白田邨的安仁托兒所投入服務。

位於順利邨的安寧托兒所於是年投入服務。

易名為『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船灣醫療所舉行開幕禮，由馬恩露牧師啟鑰。

醫療服務轄下各區診所分佈元朗、南華莆、船

灣、 西 貢、 粉 嶺、 葵 涌、 九 龍 城、 東 頭 村 及

十四鄉等，全年的求診人士達 20,570 人。

聘請具專業訓練的社工負責福利金及助學金工

作，以提高管理及服務質素，並且能同時提供

輔導服務。

香港政府實施新的醫療法例，本部有見診所未

能符合法例上的要求，而政府在新界各區亦逐

漸辦有診所，遂決定停止一切醫療服務。

越南難民潮湧進香港，難民被安置在極度擠逼及缺乏設施的

難民營內。本部在啟德難民營內為兒童提供康樂及輔導服

務，包括為隻身來港的兒童難民設立「孤兒活動組」及其他

兒童輔導小組。

1970年 1975年 1976年 1980年 1981年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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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991 華僑日報

開辦位於大埔廣福邨之福康老人中心，為區內

長者提供社交及康樂服務。

位於大埔廣福邨的廣福宿舍投入服務，為有自我照

顧能力的長者提供 154 個宿位，其中包括 84 個自行

煮食及 70 個提供膳食宿位。

鑑於本部的服務不斷發展，本部於是年進行修

章工作，以配合服務發展。當時的服務宗旨和

目標是著重依據崇真會之會章推行社會服務，

並鼓勵崇真會會友積極參與及推行社會服務。

期望透過各項服務如托兒所、助學金、醫療、

經濟援助、難民工作及輔導等幫助個人及家庭

解決緊急需要，啟發個人潛能，培育正確的人

生目標及健全品格，共同解決問題。

大部份越南難民已移居海外，港府亦設立禁閉

式難民營，本部遂停止難民工作，尚餘經費全

數捐贈香港紅十字會以用於難民工作。

由於受問題公屋影響，位於深水埗白田邨之安

仁幼兒中心需遷徙，並搬往大埔富善邨繼續營

辦服務。

崇真會區會為社會服務事工舉行步行籌款，參加者包括崇真會各堂

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區會並在各個堂會定下社會服務主日，

由本部委員到訪各堂會介紹社會服務部之工作，各堂亦將該主日之

投盤奉獻作社會服務事工的經費。

位於沙田博康邨之博康青少年中心正式投入服

務。為 6 至 24 歲之兒童、學生、在職青年及家長

提供發展性及教育性活動，會員約有 800 名。

為配合教育與照顧並重的宗旨，社會服務部獲社署批准將

轄下「托兒所」改為「幼兒中心」，當時四所中心共提供

477 個名額。

由於服務不斷拓展，並為配合崇真會之

註冊文件，本部再一次修改章程易名為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1982年 1986年 1988年 1991年 1993年1983年

為了改善服務環境，安康幼兒中心遷

入大埔道太子中心繼續提供服務，讓

幼兒在較佳的環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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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黃埔花園之安基幼兒中心投入服務，此為本部營辦的

第五所幼兒中心，共提供 112 個學額。

經過一連串的委員會會議及職員諮詢大會後，本部決定接

受社署建議的新津助模式 — 整筆撥款。在新津助制度下，

本部可靈活運用資助以配合服務的實際需要。

位於油塘的安怡幼兒中心正式開始運作，為油塘及官塘區

的居民提供服務。此亦為本部第六所營辦的幼兒中心。

於總辦事處開展家庭及婦女服務，為區內家長

提供預防性的小組活動，主題涵蓋子女管教、

婚姻及壓力處理等等。本服務亦提供偶到服

務，並設有一間佈置舒閒的「休閒天地」，適

合一家大小渡過一個舒適休閒的下午，以增進

親子及鄰里關係。

開辦位於粉嶺聯和墟的老人中心，是年為香港

崇真會成立 150 周年，為紀念這歷史時刻，該

中心命名為「150 周年福禧老人中心」。中心

於是年 3 月舉行感恩啟鑰禮，並於 9 月舉行開

幕典禮，邀得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太平紳士

主禮。

為慶祝崇真會成立 150 周年，本部在沙田新城

市廣場舉辦「關懷社會．服務社群」嘉年華，

當日參加活動的人數達千人，更喜獲沙田堂、

救恩堂、沙田崇真中學及沙田崇真學校協助攤

位遊戲。

安強幼兒中心遷往黃大仙鳳德邨繼續提供服務。

本部成為公益金會員，並且接

受公益金資助福康老人中心部

份經費。

崇真會為本部舉行籌款活動，

共籌得款項 $829,176.80。

香港經濟繁榮，政府亦已提供 9 年免費教育，

因此瑞士教會慈善部聯合會決定將助學金停

止，將資源轉投第三世界國家。

總辦事處獲獎券基金及崇真總會的資助進行翻新工

程，配合剛啟用的新會徽，令總辦事處煥然一新。

1993年 1995年 1997年 1999年 2000年1994年

區會舉辦步行籌款活動，作為本部的發展服務基金。在

各堂會、學校及服務單位的努力下，共籌得 24 萬元。

本部總辦事處由界限街搬遷至九龍灣

啟業邨，新辦事處無論在空間及設備

方面均有大大改善，其後本部於新址

舉行感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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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2003年2002年 2004年

獲社署批准，廣福宿舍轉型為安老院暨護理宿位，院內增

設護理部，為體弱長者提供院舍照顧服務。

再次成功競投社署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

顧服務」合約，繼續為大埔區內的體弱長

者提供全面的家居照顧及服務。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於大埔廣福

邨廣平樓開辦一所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為有需要的體弱長者提供日間護

理照顧服務，名額為 12 人。該服務亦

於同年購置一部復康巴士，以協助運

送體弱長者，提供更安全及舒適的護

送服務。

本部參加了社聯推行的「捐獻者權利約

章」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社

會服務機構主動及自發性地向捐獻者作

出承諾，按照約章上的規條，保障捐獻

者的權利，讓機構與捐獻者建立一個更

緊密及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為了讓本部職員得聞福音，本部首次舉辦職員福

音半日營，主題為「人生與盼望」，並邀得羅祖

澄總牧師主講。此後，每年 3 月本部均為職員舉

辦福音半日營，讓職員在繁忙的工作以外有機會

接觸福音訊息。

舉行首次賣旗籌款，獲千多名會友、學

生、團體義工及職員的支持，籌得過百

萬善款，該善款用作本部社會服務之發

展。

於深水埗堂舉辦「社會服務策略研討會」，以探討本部未

來的服務發展方向。當日崇真會總董會成員、社會服務部

執行委員、管理委員及主管級職員共 57 人出席，並釐定

「堂會教育服務共攜手  牧養輔導福音全關懷」的發展方

向。

本部舉行第二次全港賣旗籌款活動，得

到各堂會、學校、服務單位及社會各界

人士的支持，連同金旗善款，是次活動

共籌得 160 萬元。

新增幼兒家長教育及輔導服務，安排社工每星期定時

於各幼兒中心駐守，為幼兒及家長提供輔導及舉辦各

類型活動，使幼兒及其家長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及所

需的支援。

成功向社署申請在大埔區開辦「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服務的目的是為大埔區的體弱長者提供全面的家居

照顧服務，讓其能在熟識的家居環境中安老。

為慶祝崇真會成立 155 周年，本部在沙田大會堂舉辦「155

週年嘉年華」。當天活動非常成功，獲 30 多個單位負責

攤位活動及擔任演出，出席人數約有 7,000 人次。

博康青少年中心獲社署批准轉型為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服務對象由原來之青

少年伸延至其家庭。轉型後，中心的人手及資源均獲大大提升。為了配合不

同的服務需要，中心把人手分成四個小隊：兒童及家庭服務支援隊、青少年

成長發展支援隊、外展及社區服務支援隊、中心營運支援隊等。

除為小學提供支援服務外，沙田綜合服務中心開始為基

督教崇真中學提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由兩位社工駐校，

為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輔導、小組、活動及講座等等。



34 35

2005年 2006年

本部開設臨床心理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心理評估、心理治

療、危機介入、個案諮詢、督導、講座及培訓等，服務對

象包括不同年齡組別的人士。此服務初期附設於沙田綜合

服務中心，其後則遷往深恩軒。

本部舉行步行籌款，地點為馬鞍山公園。在崇真

會堂會及各中小學、幼稚園的全力協助下，是次

活動共籌得 55 萬元，有關款項用於發展自負盈虧

服務，包括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鄉郊長者服務、

親職教育及臨床心理服務。

本部在新界粉嶺開設一所自負盈虧的

活動中心 – 和禧天地，服務 50 至 59

歲的年青長者，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

活動及學習，使能成為積極、活躍的

新一代長者，亦為老化作好準備。

因應着教育統籌局推行幼兒教育改革，

本部轄下的五所幼兒中心轉型為幼兒學

校，並撥歸教統局管理，但仍保留社會

福利署資助之暫託、延長時間及兼收服

務。

開辦親職教育，服務對象主要為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的家長。

目的是透過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幫助家長掌握有關管教和培育

子女的知識和技巧。

廣福宿舍獲社署批准轉型為「可提供持續照

顧的護理安老宿位院舍」，為體弱的長者提

供全面的照顧及服務。為配合服務轉型，院

舍正式易名為「廣福頤養院」。

本部首次參與愛心券籌款活動，

以「全力以赴、賣到最好」為口

號，鼓勵職員及義工多加努力，

結果籌得善款 12 萬多。

本部首次參與由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計劃，

並 成 功 提 名 了 五 間 企 業 接 受 嘉

許，此標緻著本部與商界伙伴的

合作關係進一步拓展，俾能共建

一個關懷的社區。

本部舉行全港性賣旗籌款，在崇真會各堂

會、學校、本部執、管委員及各界人士之

鼎力支持下，共籌得約 136 萬元。善款用

以發展本部之自負盈虧服務，包括臨床心

理服務、長者中心服務及親職教育。

位於觀塘順利邨之安寧幼兒中心因區內人口老化，收生數字每年下

降，於 8 月正式停止服務。中心在區內服務了 24 年，獲得不少家長

的支持，亦曾為許多幼兒提供一個優良的成長環境。

為配合本部的發展，本部於 4 月開始名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

服務有限公司」。

五所幼兒學校假香港文化中心舉辦首次聯校幼兒畫展，畫展主題為

「四季童畫」，展出的幼兒畫作超過 140 幅，畫展十分成功。畫展

後本部將展品製作成畫冊，與家長及外界分享幼兒創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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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自 1960 年成立至 2010 年已度

過半個世紀，為了慶祝成立 50 周

年，機構舉辦了一系列的慶祝及宣

傳活動，包括感恩崇拜及聚餐、製

作周年紀念單張及紀念品、推出巴

士車身宣傳及創作會歌等等。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成功競投承辦沙

田崇真學校的「全方位輔導服務」，

為該校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探訪深恩軒，除瞭解

中心提供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運作情況

和成效外，亦與會員交流對該計劃的意見。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舉行「『星空之旅』

現代化工程竣工感恩典禮」，活動邀得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 服務 ) 蔣慶華先生

BBS 親臨主禮。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獲獎券基金

撥款，購置一部全新的十四座位復康

小巴，為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更舒適

及方便的接載服務。

教育局到安仁及安強幼兒學校進行質

素評核，結果兩校均順利通過評核，

證明學校的表現獲得客觀的肯定。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出版「你我成長的天空」小

冊子，將過去五年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

學 )」的經驗結集及整理，成為推行該服務的

一個里程碑。

深恩軒成功獲公益金資助推行為期

兩年的服務計劃，舉辦多項兒童、

青少年及家庭教育活動。

本部的五所幼兒學校以「神創造

天地」為主題，於香港中央圖書

館展覽廳舉辦聯校幼兒畫展。香港回歸祖國後，國內社會服務單位

與本港福利機構的交流漸趨頻密。本

部於 3 月舉辦了一個為期兩天的國內長

者服務交流團，目的地為深圳及廣州。

是次交流增加了同工們對內地長者服

務的瞭解。

成功申請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的資助，開辦一項名為

「妥安心 — 離院人士照顧服務」的社

會企業。妥安心是一個助人自助的企

業，為已受培訓的照顧員配對工作，

讓照顧員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成功競投營辦社署資助的「鄰里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該計劃於 10 月開

始推行，為深水埗區居民提供具彈性

的幼兒照顧服務計劃。

本部與崇真會傳道部合作，舉辦大埔區聖誕聯合佈道會暨聯歡會，主題為「誰為你

遮風擋雨」。佈道會共有 344 人出席，並有 23 人決志或慕道，成績令人鼓舞。

與崇真會深水埗堂合作，在深水埗區開辦

「深恩軒」，為區內弱勢社群提供多元化的

社會服務，透過實際行動關懷社區，體現耶

穌基督的大愛。深恩軒於 8 月 1 日開始正式

投入服務。
首次舉辦跨部門綜合匯演 — 「長幼才藝耀崇真」。當日出席者超過

700 人，由各單位的服務使用者施展渾身解數，為觀眾獻上不同的

表演項目，場面熱鬧，令人難忘。

安康及安基幼兒學校通過教育局的質素評核，讓學校的表現

獲得肯定。
安怡幼兒學校通過教育局的質素評核，至此本部的五所幼兒學校均已通過該評檢。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到訪深恩軒，瞭解中心的服務及「鄰里支援幼

兒照顧計劃」的推行情況，並與社區保姆及家長們交談。

2007年 2009年2008年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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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過去五十年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經歷了重大的改變，

市民大眾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及期望亦不斷提升。在無數的變幻

中，機構一直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盡心盡力服務香港市民。

序言

過去五十年香港的政治、

社會、經濟及文化經歷了

重大的改變，市民大眾對

社會服務的需求及期望亦

不斷提升。在無數的變幻  大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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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五十年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經歷了重大的改變，市民大眾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及期望亦不斷提升。

在無數的變幻中，機構一直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盡心盡力服務香港市民。與此同時，為了更緊貼社會步伐及

回應社區需要，機構亦進行多項的改革、重組及發展，祈能拓展多元化的服務，回應社會各階層的需要。

        所謂 「十年人事幾翻新」，五十年來，機構在行政、服務及財務方面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改變，在《大事回顧》中，

讓我們一起細味種種。

總辦事處遷新址

序言

     本機構總辦事處於 1993 年初從九龍界限街之舊址遷往九龍灣啟業邨現址，並於同年 8 月 21 日在新址舉行感恩崇

拜以感謝神的恩典。新址由社會福利署用以交換本機構安康幼兒中心舊址，署方並撥款港幣 35 萬元作裝修及添置傢

俬設備，使總辦事處無論在空間及設備方面均有所改善。 

     及後總辦事處於 1999 年獲獎券基金及總會的資助進行翻新工程，以配合剛設計及採用的新會徽，令總辦事處煥

然一新。

總辦事處的外觀

開展具前瞻性服務
     香港社會急速發展，市民大眾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亦隨之變化。在過去的日子，本機構透過調撥資源及籌款，開

辦了各類型自負盈虧的服務，以滿足不同社群的需要。茲列舉如下：

      隨著經濟及社會環境的轉變，香港的社會問題愈趨複雜，個人及

家庭承受的壓力不斷飆升，市民對心理評估、輔導及治療服務的需求

亦日益增加。有見及此，機構於 2005 年開設臨床心理服務，期望透

過有系統的心理評估及治療，幫助當事人化解心理困擾，使能有效地

處理問題。服務內容包括心理評估、心理治療、危機介入、個案諮詢、

督導、講座及培訓等。

      這些年間家庭角色不斷轉變，現代父母在管教子女上往往感到力

不從心。加上社會對年青一代的期望日漸提升，同時年青人面對的誘

惑卻不斷增加，為父母帶來不少的管教壓力。機構於 2005 年開辦親

職教育，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專題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等，協助幼

稚園、小學、中學及教會之家長掌握有效管教和培育子女的知識及技

巧，使能強化父母與子女的溝通、凝聚家庭力量。

      此外，該服務亦為多類型的對象，包括夫婦、長者、青少年及教

師等提供家庭生活教育講座，祈能透過多角度的介入，達致建立健康

及和諧家庭的目標。

      臨床心理服務

      親職教育

家長們參與「兒童權益計劃」

長者正向心理小組

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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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城市，職場人士面對的工作壓力極高，部份人士

選擇提早從職場退下來。離開職場以後，這群第三齡人士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安

排退休生活、為老化作好準備，以確保晚年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質素良好。然而，

受社署資助的長者活動中心只為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服務， 60 歲以下長者卻

被拒於門外。為了滿足這群受眾的需要，機構於 2006 年在粉嶺開辦「和禧天地」，

這是一個為 50-59 歲人士而設的多元化活動中心，為會員提供各類型的社交、康

樂、文化及發展性活動，讓第三齡人士展開其金色年華。

      和禧天地

會員參與歷奇活動

國內交流團

中心二胡班的學員在安老院舍表演

張建忠局長到訪深恩軒並接受家庭事工管理委員會主席李
威廉先生致送紀念品

深恩軒樂隊

兒童跆拳道班

家長活動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06 年進行的中期人口統計，全港十八區的住戶入息中位數的統計顯示，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

的地區，聚居了不少弱勢家庭，包括新移民、單親、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區內居民對社會服務的需求甚殷。有見及此，

機構於 2007 年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合作，在區內開辦一所家庭服務中心—深恩軒，致力為深水埗區的兒童、

青少年、家長及長者提供多元化服務，以加強他們的適應能力，協助他們鞏固家庭關係並投入社會。

       在營運初期，深恩軒以功課輔導和興趣班為介入點，

為區內有需要的兒童提供支援。其後，家長亦成為深恩

軒一個重要的服務對象。中心為家長舉辦多元化的活動，

包括電腦班、家庭旅行、節日親子活動、家庭探訪及專

題講座等；更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輔導及臨床心理服務，

以協助他們走出困境。

      深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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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投服務
      社會福利署於 2000 年初引入服務競投政策，本機構亦因應過去的服務經驗、財政狀況及發展需要等作周詳考慮，

並重點式參與部份競投項目，以下為各項成功透過競投而開辦的服務。

      2001 年社署在全港十八區開辦「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為 65 歲或以上、健康屬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長者提供家居照顧服

務，讓他們可居家安老。本機構成功競投於大埔區營辦該服務，並

成立跨專業的護理團隊，包括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及營養師等，為體弱長者提供全面的家居照顧服務。

       在 2003 年，因應居家安老長者的需要，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隊更在廣福邨內開辦一所小型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為有需要的長者

提供全面的日間照顧。這個家居照顧附以日間中心服務的模式甚獲長

者及其家人歡迎，它既可加強長者的護理及復康訓練，亦可拓闊體弱

長者的社交圈子，而護老者亦可以從照顧壓力舒一口氣！

       同年，服務隊購置了一部可容納輪椅的七座位復康小巴，

協助護送體弱長者往返日間中心及應診，此安排能體貼長者

及家人的需要。

      在 2008 年，機構再次成功競投營辦此服務，並在新合約

下獲獎劵基金撥款購置一部十四座位的復康小巴，使能更舒

適、有效地接載長者應診及參與活動。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於 2003 年啟用

職業治療師提供現實導向活動

復康小巴為長者提供舒適的護送服務

      社署於 2008 年以試驗模式推行是項計劃，為期三年，目的是

在常規的幼兒服務以外，為幼兒及家長提供較具彈性的日間幼兒

照顧服務，並同時促進社區的互助與關懷。機構於 2008 年向社署

提交計劃書並獲委托承辦為深水埗區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內容包括社區保姆照顧及中心託管服務，旨在減低幼兒因獨留在

家而發生意外的情況。本計劃的社工需要為參與的社區保姆提供

全面的培訓，再為有需要的家庭配對合適的保姆，讓幼兒得到適

切的照顧，亦藉此推廣鄰里層面的互助精神。

     社會企業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通過企業家的思維，利用商業

策略達致社會目標。行政長官在 2007 年的施政報告內鼓勵推動社

會企業，在香港建立新的關懷文化。本機構於 2009 年成功申請民

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的撥款，開辦一項為離

院人士提供照顧服務的社會企業，名為「妥安心 — 離院人士照

顧服務」，該企業一方面為低學歷、低技術人士提供培訓及就業

機會，另方面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一站式的家居照顧服務，以減低

病人重複入院的機會，同時亦希望減低本港醫療服務的壓力。妥

安心由專業的護理團隊提供服務，服務且甚具彈性，能因應客戶

的需要而提供不同類別及不同時段的照顧服務。妥安心亦為客戶

提供轉介服務，讓有需要的客戶可接受心理輔導、物理治療、職

業治療及營養師服務。

     於 2009 年 10 月，深恩軒舉辦了全港首屆的優秀社區保姆選

舉，共嘉許了十位優秀保姆。同年 11 月 23 日，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先生到訪深恩軒，實地了解此計劃的推行情况，並與社區保姆

及服務使用者交流意見。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開辦社會企業

曾俊華司長探訪深恩軒

張建宗局長到訪深恩軒

第一屆優秀社區保姆選舉

為體弱人士提供穩妥的照顧服務

企業的護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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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除提供中心為本的服務外，亦一直致力為各類

型的學校提供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早於 2002 年 9 月，中心已為筲箕

灣崇真學校提供小學全方位輔導服務，該服務以專業社工駐校形式提

供服務。 此外，中心亦於 2008 年成功競投承辦沙田崇真學校的「全

方位輔導服務」，為該校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包括個案輔導、學

生成長課、成長小組、親子活動及家長支援等。

      中心於 2006 年首次投得「共創成長路 ~ 第二層培育活動」，為明愛沙田馬登基金中學提供服務，為期一年。有

了這年的服務經驗，中心進而於 2007 年投得聖母無玷聖心書院的「共創成長路 ~ 第二層培育活動」，為期三年。

      教育局於 2004 年開始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 ( 小學 )」，以提升小學生的抗逆力，

中心亦成功投得沙田官立小學下午校的「成長的天空 ( 小學 ) 服務」。 此後，中心繼

往開來每年也成功競投得多個「成長的天空 ( 小學 ) 服務」的服務合約。至 2010 年，

中心全年共為九間小學提供此服務，成績令人鼓舞。

      學校服務

為學校舉辦親子活動

挑戰日營 — 信心大考驗

為教師舉辦工作坊

愛心之旅 — 小學生義工探訪長者

學生舉辦長者服務日 歷奇挑戰營 — 遠足訓練

      2008 年 5 月 10 日本機構舉辦跨部門綜合匯演「長幼才藝耀崇真」，

我們藉著是次的匯演架建了一個平台，讓來自各個單位的服務使用者

一展所長。

      匯演在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舉行，當日出席的嘉賓、觀眾及表演

者超過七百人，場面非常熱鬧。我們一共安排了十七項的表演節目，

表演者分別來自幼兒學校、長者中心、家庭及綜合服務中心，大家

也施展渾身解數，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為了讓各項表演更具趣味性

及連貫性，是次匯演以故事形式串連所有的表演節目，讓觀眾耳目一

新。

      長幼才藝耀崇真

機構層面聯合活動
       作為一所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的機構，各部門的同工日常皆專注於其

服務範疇上。自 90 年代起，機構藉著舉辦多項聯合活動，讓來自長者、

家庭、青少年及幼兒服務的同工可以彼此合作，既提升互相效力的協同效

應，亦進一步鞏固同工的團隊精神。

       為慶祝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成立 150 周年，機構於 1997 年 11 月 1 日假

沙田大會堂廣場舉辦「關懷社會  服務社群」嘉年華。大家的努力下，活

動辦得非常成功，當日共有數千人出席，場面鼎盛。

       2002 年崇真會成立 155 週年，為了慶祝這個重要的日子，機構於 11

月 16 日假沙田大會堂廣場及新城市廣場舉行「155 週年嘉年華暨『崇真情

真』頒獎禮」，當日獲 30 多個服務單位、堂會及學校參與助慶表演和攤位

活動，出席人數超過七千人。

幼兒舞蹈表演

長者大合唱

嘉年華開幕禮

各單位的同事壓軸大合唱

長者表演非洲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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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活動
      為了貼近社會的步伐及回應社會上各階層的需要，本機構致力發展各類型具前瞻性的服務。該些服務部份未獲

政府資助，故機構必須透過籌款活動，以籌募各項服務的發展經費。在本會屬下各學校、堂會、委員、服務使用者

及職員的鼎力支持下，各項籌款活動的成績理想，在此再次感謝多年來支持本機構籌款活動的團體及人士，以下我

們細數歷年的籌款活動：

      從上述數字可見，賣旗活動確能為本

機構帶來可觀的善款。惜舉辦賣旗活動的

機會需要由社署抽籤決定，故為確保足夠

資源維持非政府資助的各項服務，機構亦

嘗試舉辦其他形式的籌款活動。

      賣旗籌款

2001 年 4 月 14 日首次舉行賣旗籌款，共

籌得 $1,557,835.50。

2006 年 5 月 31 日舉行第三次賣旗籌款，

籌得 $1,357,210.80。 2008 年 12 月 27 日舉辦的賣旗活動籌得 $ 

1,304,121.90

2002 年 6 月 1 日舉行第二次賣

旗活動，連同金旗及其他籌款項

目，共籌得 $1,797,056.60。

      為籌募社會服務經費，崇真會總會分別於 1988 及 1995

年舉行步行籌款。籌得善款超過港幣廿萬元。機構亦於

2000 年，在大埔海濱公園舉辦步行籌款，藉著各堂會、學

校及服務單位的努力，共籌得港幣約八十三萬元。其後機

構再於 2005 年在馬鞍山公園舉行步行籌款，活動籌得港幣

五十五萬元。

       機構於 2005 年開始參與「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活動，旨在為

非政府資助的長者服務籌募經費。機構首次參與該活動時籌得善款

十二萬多，其後每年的善款收益均有顯著的增長，及至 2010 年，善

款收益已達港幣五十七萬元。機構更於 2007 年獲「敬老護老愛心券」

的主辦機構頒發「最佳進步獎」冠軍及「最高籌款獎」季軍。其後

機構亦於 2009 及 2010 年蟬聯「最高籌款獎」季軍。本會屬下的崇

真小學暨幼稚園及救恩學校在銷售愛心券方面表現極為出色，兩校

分別於 2009 年獲頒「學校最高籌款獎」第一及第二名、2010 年的第

一名及第三名。

      步行籌款

      敬老護老愛心券

1988 年舉辦的首次步行籌款活動

1995 步行籌款活動

2005 愛心步行開步禮

長者義工售賣愛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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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支持深恩軒的服務，回應深水埗區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的需

要，機構嘗試舉行了多項的籌款活動。包括於 2008 年的農曆新年

期間舉辦「愛『深』利是」籌款活動，目的在鼓勵青少年捐獻部份

新年利是以回饋社會，該次活動共籌得港幣二萬多元，用以發展深

恩軒的服務，支援弱勢家庭的需要。於 2010 年機構再次藉著農曆

新年期間舉辦「愛心利是」籌款活動，以發展家庭服務事工，結果

籌得港幣二十六萬元。

      深恩軒於 2008 年 3 月落成後，隨即舉行房間命名籌款活動，藉此籌募中心的

營運經費。該活動以房間的面積釐定命名所需善款，感謝會友的積極回應及支持，

該活動共籌得港幣八萬一千元正。

      總括而言，上述各大大小小的籌款活動能達

致理想的成果實有賴崇真會各堂會、學校、本機

構各服務單位及社區人士的鼎力支持。在未來的

日子，期望各界繼續支持本機構的籌款事工，讓

更多沒接受政府資助的服務能得以繼續發展。

      愛「深」利是、愛心利是

      房間命名籌款活動

「愛心利是」的捐封

筲箕灣堂何沛玲姊妹捐款將面談

室命名為「暢言室」

屯門堂八位會友捐款將活動室命

名為「何李成果師母紀念室」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本機構一直認為幼兒教育及發展與學習之基礎，為使幼兒及其家長得到更多學習

機會和支援，機構早於 2002 開始安排社工每星期派駐幼兒學校一天，為幼兒及家長

提供服務。服務範圍涵蓋學習適應、親子溝通、子女管教、夫婦關係等，服務形式

包括小組、講座、親子活動和個人輔導等，此安排可說是業界的先驅。

       本機構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於 2004 年展開了新的一頁。是年本會假深水埗區開

辦了一所直資中學 – 基督教崇真中學，並由本機構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服務範

圍包括個案輔導、小組、活動及家長工作等。這是本機構首次提供駐中學的社工服

務，亦標誌着機構服務發展的一個新里程。

提升專注力小組

領袖生接受培訓 家長參與講座活動

感官全接觸

      在 2008 年，機構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進一步拓展到小學，為沙田崇真學校提供全方位輔導服務。至此，本機構

的駐校社工服務已涵蓋中、小學及幼兒學校。

學生與智障人士一同合作演奏 學生義工與長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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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義博士出席在 2008「長幼才藝耀崇真」綜藝表演中提名

王福義博士在 2005 步行籌款中致詞

    口述：王福義博士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會長  

資料整理：林潤香女士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中心主任

      王福義博士於 1984 年擔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的副

會長，其後更於 1992 年成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

務部的部長。

      王博士又指出近年社會服務部與崇真會堂會之合作

愈趨緊密，以往可能因為教會對社會服務認識不多，故

雙方合作的機會較少。近年的情況則大有不同，教會

可以善用社會服務的單位開設分堂，亦可以為社會服務

的籌款工作提供龐大的支援。與此同時，社會服務亦成

為教會福音工作的禾場，這對雙方的發展均有正面的價

值。 

      王博士囑咐社會服務部能針對香港人口老化、家庭

問題、貧富懸殊、社會急促的發展等情況，更主動的

提供適切的服務。與此同時，王博士提醒社會服務部

不應只固守在現時的服務範疇內，應該積極地探討社

會的發展和需要，以策略性發展專業的服務。此外，

社會服務部亦應該繼續加強與堂會之間的合作，以壯

大社會服務的事工，使能榮神益人。 

      見証著崇真會社會服務部過去二十多年的成長，

王博士認為現時的服務與以往分別很大。王博士憶述

早於六十年代，崇真會已獲德國保護兒童會支持在香

港開辦託兒服務。當時，崇真會提供的社會服務主要

是難民工作、為清貧家庭的兒童提供獎助學金及青少

年服務。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王博士認為現時的社

會服務較多元化，不但有青少年、家庭、長者及幼兒

服務，近年還開辦社會企業，以另一個模式服務社會

上有需要的人。此外，現時的服務津助模式亦漸趨多

樣化，包括由政府津助、教會資助，亦有自負盈虧的

單位，更有一些透過競投而成功營辦的服務。近年，

王博士喜見社會服務部專業化的發展，無論在行政管

理、服務監控及督導水平方面均大大提升，這不但有

助提升機構之形象、讓社區人士對崇真會之服務更具

信心，亦令服務使用者得益。

   口述：練日新先生  前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部長

資料整理：鄭坤兒女士  廣福頤養院院長

      練日新先生是崇真會的資深會友及本會社會服務

部的前部長，練先生年少時已加入本會並參予事奉工

作。要了解本會社會服務的發展，練先生是我們必須

走訪的對象。訪問在練先生府上進行，訪問當日令筆

者最印象深刻的是練先生家中珍藏了很多有關崇真會

的書籍和年刊，最早年份遠至 1950 年代，這些珍貴的

資料讓我們能追本溯源，尋找機構早期社會服務的面

貌。

      練先生憶述，1950 年代崇真會藉着提供醫療服務

傳揚福音，由外國傳教士及本地熱心敎友担任有關工

作。練先生尤記得當年在粉嶺崇謙堂村搭建鐵皮屋作

為臨時醫療所，為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超過 20 年，亦

播下了福音的種子。在訪問當天，練先生還帶領專訪

小組重遊粉嶺崇謙堂醫療所的舊址，雖然當日的醫療

所已荒廢多年，但卻印記着崇真會社會服務在萌芽階

段的足跡！

      隨着教會事工的發展，崇真會的執長、會友皆察

覺到大眾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崇真會於 1969 年在船灣

成立了第一所青年服務中心。除了進行福音事工外，

中心亦舉辦聯合夏令營，為青少年提供課餘及閒暇活

動。自始，本會的社會服務逐漸增加，並繼續透過

服務傳揚福音，以雙軌並行推動福音與社會服務的事

工。 

       練先生本身是一位非常資深的社會服務管理人

員，對社會服務的管理及發展具真知灼見。在担任社

會服務部部長的期間，練先生貢獻自己的專長，致力

推動機構的社會服務發展。回想當年，練先生感到最

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協助機構總辦事處的搬遷申請及安

排，於 1993 年 3 月總辦事處終於由界限街的舊址遷到

九龍灣啟業邨，開始擁有一個完全獨立的辦公室。   

       練先生憶述，1980 年代中期，機構的社會服務範

疇和單位有豐碩的發展，包括有幼兒服務、青少年服

務及長者服務，這使他感到欣慰，同時印証了機構努

力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讓更多人士透過服務得聞福

音。

       最後，練先生寄語我們，機構的社會服務發展必

須要配合社會需要，並建議致力推動家庭服務及關注

青少年吸毒問題。此外，隨着人口老化，長者服務不

足的問題亦需關注。我們必緊記練先生的提點，繼續

發揚機構的服務宗旨，推動社會服務及福音工作！

練日新先生與岳母萬佩貞女士合照

練日新先生 ( 左二 )、萬佩貞女士 ( 左三 ) 與專訪小組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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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漢思牧師是瑞士人，但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廣

東話，因為他早於 1968 年已來香港展開福音工作，

其後於 1982 年擔任巴色差會駐港會長。於 2003-2005

年，陸牧師更出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義

務總幹事一職，由此可見陸牧師情繫崇真會已超過

四十年 ! 

      陸牧師回想，在六十及七十年代的香港，許多家

庭都過著窮困的日子，巴色差會派遣同工何慕義姑娘

及寛濟民姑娘先後來港展開免費醫療服務，讓貧病者

得到醫治。於七十年代後期，巴色差會同工谷素梅姑

娘成為區慈善部副部長，積極推動本會社會服務的發

展。當時許多幼兒缺乏適當的照顧，崇真會藉著幼兒

服務接觸及幫助有需要的家庭。陸牧師喜見崇真會社

會服務部陸續在全港不同地區開辦托兒所，為貧困家

庭提供切實的支援，這實在令他深受感動。 

      在參與社會服務部工作的過程中，陸牧師看見很

多同工願意花心思及愛心去服務社群，令他感到很欣

慰。但當一些同工要離開機構的時候，陸牧師又會感

到依依不捨。然而，同工們有新的發展，亦能夠在不

同的崗位繼續服務有需要的人士，陸牧師亦為他們送

上誠摯的祝福！此外，令陸牧師很感興趣的是參與一

年一度的幼兒學校畢業禮，看見幼兒在崇真會的培育

下成長，並在畢業表演中展現出無限創意及活力，這

些點滴片段都令陸牧師印象難忘！ 

      陸牧師認為近年本會的社會服務已一步一步邁向

專業化，同工的質素不斷提升，讓服務的質與量都明

顯地跨進了一大步 ! 在擔任義務總幹事的兩年，令陸

牧師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複雜的行政事宜，幸得總辦

事處同工的協助，工作才能順利完成。最後，陸牧師

期望社會服務部未來能發掘多些資源，及能考慮不同

的服務方向及發展多些創新的計劃，並能繼續緊密地

與教會合作。

    口述：陸漢思牧師  前巴色差會駐港會長及前基督教

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資料整理：雷秀珊女士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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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漢思牧師在 2005 年職員聖誕聯歡會中分享訊息

陸漢思牧師在安仁幼兒中心開幕禮中領禱

   Miss Rosmarie Gläsle
Ex-Vice Chairperson of the Tsung Tsin Mission 

Welfare & Relief Committee

    Time flies and man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of Tsung Tsin Mission Social 

Service Division. 

     Later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subsidize construction 

work in child care centres. As TTM nurseries had a good 

reputation, they were able to open two more subsidized 

nurseries.  With work expanded and subvention gained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ubsidy from 

overseas could then be stopped.  

      It was in the year of 1972 as Sister Marta Conzelmann 

left Hong Kong and Sister Elisabeth Hammer had to take 

over the tot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linic work that I 

was asked by the TTM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Nursery 

work. During that time, a very common slogan in Hong 

Kong was: "The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of our society." To 

make this slogan implemented, the Government worked 

out the Child Care Ordinance which established proper 

standards for child care centres. NGOs running child care 

centers had to meet the licensing requirements while the 

Government ran no more nursery then but played the 

role of funder. With a higher standard s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nce, more and better qualified staff was 

required. Since more training for child care worker was 

offered meanwhile, the TTM made us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her non-trained child care staff gained the required 

Miss Rosmarie Gläsle with child care staff

Miss Rosmarie Gläsle in an activity in On Ning Child Care 

Centre

     Besides nursery work, welfare work done by the 

TTM was gradually improved too with well trained staff 

employed. Later, the TTM succeeded in renting rooms 

to have her own office which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present social service head office. For me, the time had 

come that I had to return to Germany. I was very happy 

that the work of the TTM Social Service Division was by 

that time in the hands of locally trained staff. But to talk 

about the welfare work done by the TTM, the name of Mr 

Tsau Tsor Yan must be mentioned. He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Social Service Division in the 1980's and without 

his professional guide the work would not have expanded 

     A small tree planted by the TTM 50 years ago had 

now become a very strong tree rooted in the soil of Hong 

Kong. This was because the blessing of God was with the 

TTM and I pray to God that he will bless the work in the 

future. God be with the TTM. 

情
繫
崇
真

 A Small Tree Planted By TTM 50 Years 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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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要有夢想，而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範疇亦

不應只局限於政府資助服務，當社工觀察到社會的新

需要，便應當扮演「倡導者」的角色，嘗試開拓資源，

以填補服務的空隙。」許綺文女士以她一貫溫婉的聲

調道出社工的一股熱誠和社會服務的方向。

      許女士自幼在崇真會長大，於求學時期曽任職崇

真會慈善部兼職員工，畢業後隨即加入慈善部任助理

幼兒服務監督，在主席鄒在恩先生及服務監督谷素梅

姑娘 (Miss Rosmarie Glasle) 領導下，開辦了安寧及安

基兩所幼兒中心，並成功向政府申請重置安強、安康

及安仁幼兒中心。當時，機構的幼兒中心除照顧幼兒

外，亦致力關顧幼兒的家庭，如設立「玩具圖書館」、

定期舉辦家長講座，為弱能兒童舉辦家庭宿營及家長

互助小組。此外，為了增加資源及改善設施，部門經

常主動申請不同基金的資助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

包括德國保護兒童會 (Kindernothilfe Duisburg) 及巴色

差會 (Basel Mission) 等。

      

      許女士在崇真會社會服務部服務達十二年之久，

亦是她社工生涯的首份工作。懷緬昔日，機構給予同

工很多的學習機會，由於機構規模小、員工不多，從

管理、財務、服務發展如裝修、單位平面圖之設計均

有機會參與，確實獲益良多。

      展望未來，許女士期望崇真會各堂兄姊能積極參

與及支持社會服務部的工作，並為各項事工代禱，讓

社區中的「小弟兄」得到關懷和照顧。許女士認為現

今的社會服務發展有危亦有機，危者是因為特區政府

缺乏長遠福利規劃、加上資源限制、及申辦新服務方

面已引入的競投機制，令機構在發展資助服務上有一

定的困難。至於機遇方面，許女士認為社會上不同階

層有不同的需要，許多服務的缺口仍有待新服務的發

展。許女士建議機構可嘗試開拓自負盈虧的服務，例

如在銀髮市場及心靈健康服務方面，讓機構在現時政

策的限制下仍可持續發展，作鹽作光，榮神益人。

    口述：許綺文女士  執行委員會委員

資料整理：黃慧嫻女士  總辦事處服務督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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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綺文女士 ( 右四 ) 與職員攝於安仁幼兒學校

許綺文女士在本機構五十周年聚餐獲頒「委員

長期服務獎」

      「崇真通」 — 以這個稱號來形容曾福全先生真沒

有半點誇張。 

      自香港回歸後，國內社會服務單位與本港福利機

構的交流漸趨頻繁，透過曾先生的悉心安排，內地的

宗教及社會服務單位曾多次到訪崇真會及本部的服務

單位，讓兩地同工得以互相交流。憑藉曾先生與內地

各部門的聯繫，本部於 1997 年暑假期間首次舉辦內

地交流團，並喜獲曾先生擔任交流團的領隊，帶領博

康青少年中心的同工及學生會員探訪廣東省梅縣的學

校。於 2008 年 3 月，曾先生再次帶領本部長者服務

同工與廣州相關單位進行交流活動，讓同工們擴闊視

野、獲益良多。

      曾先生見証了崇真會各階段的事工發展，深感現

今營辦社會服務必須與時並進。過去社會服務部籌辦

的多項募捐、探訪、福音事工，均獲崇真會各堂會及

學校的鼎力支持，讓活動得以順利推行。曾先生期望

在未來的日子，社會服務部與崇真會各堂會能建立更

緊密的聯繫，以配合各項事工之發展。曾先生認為差

會早期來華除了宣揚基督的愛，亦憑著有限的資源為

社會上的基層家庭提供不同的服務，盼望本會各肢體

亦能克盡本份，協助社會服務這個「大家庭」不斷發

展，一起邁向新世代。

    口述：曾福全先生  前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執行幹事

資料整理：黃文英女士  總辦事處行政主任

      曾先生自 1991 年起加入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擔任執

行幹事一職，至 2008 年榮休，服務崇真會幾近廿載。

曾先生諳熟本會的歷史，並以友善及真摰的態度在會

內及會外建立了良好的人際網絡。憑藉他對會務的投

入及事事親力親為的工作態度，曾先生無需翻閱檔案

或文件，已能將本會的發展如數家珍般訴說一遍。訪

問當日，曾先生作了充分準備，為本特刋搜羅了早期

差會在香港提供社會服務的照片，當中包括本部營辦

首間托兒所的照片。對曾先生來說，這些發黃的照片

仿如他親生子女兒時的舊照，彌足珍貴。 

      談及差會早期在本港提供的社會服務，曾先生最

難忘那次在難民營的義工服務。眾所周知當時難民營

的衛生環境甚差，義工們正為小孩派發洗頭粉之際，

部份孩子並未守秩序，甚至彼此推撞。眼見本該是天

真無邪的小孩在難民營內卻有此暴力行為，曾先生慨

嘆不已。儘管如此，曾先生十分欣賞當年在資源貧乏

下默默提供服務的一群義工。

      談及崇真會的福音工作，曾先生必定會提及內地

的客家教會，過往曾先生曾到訪過百間內地的客家教

會，在內地的福音事工留下佳美的服事足跡。曾先生

在 2008 年榮休後擔任崇真會副會長，此後曾先生在本

會的事奉及內地福音事工的參與仍絡繹不絕。透過不

同形式的交流團，曾先生與瑞士差會、內地客家教會

以及海外的「崇真人」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及深厚的情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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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福全先生 ( 左 ) 與陸漢思牧師攝於 2005 年

職員聖誕聯歡會 

曾福全先生 ( 前排右三 ) 於 2008 年帶領長者服務職員 

到內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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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要選出陪伴崇真會一起成長的人物，莊玉如

女士可謂當之無愧！ 因她自十歲起便開始活躍於西貢

崇真堂，在 1988 年莊女士被邀擔任本部老人服務管理

委員會委員。雖然她謙稱自己對社會服務不太認識，

但莊女士卻願意花上很多精神及時間邊做邊學，更曾

擔任本部管理委員達八屆之久，這份投入實在難能可

貴。

      回想起昔日的社會服務部，最令莊女士印象深刻

的是托兒所服務，因為當時社會上有很多小朋友缺乏

照顧，本會提供的托兒服務正好能滿足當時貧困家庭

的需要。此外，莊女士亦曾跟隨醫療隊的工作人員到

偏遠的村落探訪有需要的家庭，莊女士認為落區探訪

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在擔任社會服務部委員的眾多難忘片段中，莊女

士對當年參與籌款活動的情況歷歷在目。尤記得當年

在宣傳步行籌款時曾遇到不少困難，最初教友們的反

應並不理想，但莊女士很希望動員更多教友參與，於

是她不辭勞苦走遍各堂會宣傳。此外，賣旗籌款同樣

令莊女士印象難忘，為了說服長者上街賣旗，莊女士

花上不少唇舌耐心地向長者解釋賣旗對社會服務發展

的重要性！積極的參與當然犧牲了不少的時間，但莊

女士認為相當值得。不但如此，莊女士自己亦十分樂

意上街賣旗，因為她認為身體力行比空談勝百倍。故

每每在賣旗日，她一大清早已站在西貢市賣旗，雖然

在別人眼中會覺得辛苦，但莊女士卻能樂在其中。

      莊女士認為過往社會服務部的資源實在有限，但

現在很多服務都已漸上軌道，這實在令她感到欣慰。

莊女士表示她生於西貢，長於西貢，故她一直有個心

願，希望崇真會的社會服務有一天可以拓展至西貢，

造福西貢區的居民。

   口述：張偉忠先生  長者服務管理委員會委員

資料整理：蕭富嫦女士  安康幼兒學校主任

    口述：莊玉如女士  前長者服務管理委員會委員

資料整理：雷秀珊女士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張偉忠先生是總會的司數、物業小組召集人及崇

真會美善幼稚園的聯校校監。張先生的雙親也是崇真

會會友及執事，張先生年少時已隨父母參加九龍城堂

( 即現時的旺角堂 ) 的聚會。 

      張先生憶述，1960 年代香港經濟仍未起飛，社會

生活環境欠佳，巴色差會派遣醫療人員來港，為貧

病者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與此同時，崇真會亦本著

基督的愛及對社會的承擔，開始推動救濟工作，為有

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張先生的家庭也是其中的受惠

者。這項事工最初由一班婦女推行，除派發糧食油米

及日用品外，亦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較令張先生難忘

的是後來以「現金米券」代替實物，受助者可以拿着

「現金米券」到指定的商號換取糧食。其實，教會當

時的資源亦有限，幸得巴色差會撥款資助，救濟工作

才可以延續。 

       張先生投身社會後，家庭經濟得以改善，張爸爸

一向鼓勵子女盡己所能回饋社會。秉承父親的教導，

張先生積極參與教會的事奉，由早期管理青少年中心

的運作，至 1999 年出任社會服務部青年服務委員會委

員及 2002 年任長者服務委員會委員至今。   

       回顧過去，張先生認為社會服務部近二十年表現

積極進取，期間競投開辦多項的服務，亦調撥資源創

辦自負盈虧的服務。張先生同意社會服務機構必須審

慎理財，但又提醒機構需要與時並進，例如需定期更

新屬下單位的設施、改善管理文化、注入新思維及創

意，藉此提升服務質素，使服務使用者及員工都受益。

此外，香港人口漸趨老化，長者服務需求大增，機構

應投放更多資源服務長者，以適切回應社會的需要。   

       張先生又建議機構多關懷員工，這有助培養員工

的歸屬感、凝聚團隊，提升士氣，使我們的服務更穩

定的發展。張先生祝願社會服務部有更美好的發展，

可以開拓更多更新穎的服務，成為服務使用者的祝

福，榮神益人。

張偉忠先生和太太攝於以色列

張偉忠先生 ( 右二 ) 出席和禧天地開幕禮

莊玉如女士與會長王福義博士合照

1995 年差會駐港同工何慕義姑娘榮休，與莊玉如女士合照

莊
玉
如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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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的蔡志輝仍是一個年青小伙子，亦是中心的活躍份子。現時，蔡先生已育有一名 7 歲大的女兒，父

女兩同是中心的會員，女兒亦熱愛參與中心的興趣課程及功課輔導班。可以說，中心見證了蔡先生與其女兒兩

代人的成長。回顧過去，最令蔡先生難忘的片段是帶女兒參與中心舉辦的歷奇活動，將自己的興趣與女兒分享。

蔡先生也懷念年青時去露營的日子，他還記得一次露營時在嚴寒的天氣下洗碗，手也凍得僵硬了。蔡先生認為

參與中心的活動讓他擴闊了社交圈子、增添了自信心，亦學習到策劃和帶領活動的技巧。

      陳婆婆加入福禧長者中心已有 12 年多了，初時只隨意報名參加了旅行及興趣班。但因著中心職員及會員對

她的關懷，感覺尤如家人一般。記得當年陳婆婆不幸患上『沙士』，留院時很掛念中心的老友記，當她康復出

院後，各人都高興得流下開心的眼淚。小時候陳婆婆沒機會上學，但在中心她學懂寫自己的名字，還會用電腦

玩網上遊戲呢！有時她也會走堂，所以有『逃學威龍』之稱號。最近，她更加入花棒隊，亦會出外表演，她的

親友和兒女更到場支持。陳婆婆覺得自己越來越開朗及自信，還當義工去服務有需要的人。

      中心就像她的第二個家，若不回去，總感若有所失，那份情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

      蔡先生祝願本部服務蒸蒸日上，能為不同年代的年青人及家庭提供一個成長的天地。

  口述：葉英娥女士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總會職員

資料整理：雷秀珊女士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口述：蔡志輝先生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會員

資料整理：賴民鳳女士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口述：陳房帶婆婆  福禧長者中心會員

資料整理：李兆婷女士  前福禧長者中心社工

      葉英娥女士自 1977 年起開始在崇真會工作，當

年她任職於崇真會醫療所，負責為醫療所擔任翻譯及

家訪等工作。其後醫療所的服務因著政府條例的改變

而結束，葉女士遂便轉職到崇真會荃葵堂擔任教會幹

事，並服務了十七個年頭，及後因健康問題，需要離

職休養。1998 年葉女士重回崇真會總會擔任執行幹

事的秘書，其後轉任總會會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崇

真會資深員工。葉女士在崇真會能勝任不同的工作崗

位，全因為她擁有滿腔熱誠積極學習及願意跟從和服

事！ 

      每當憶起昔日工作的點滴時，葉女士總是回味無

窮。葉女士分享當年在醫療所服務的時候，經常需

要到偏遠的地區探訪，山路雖然崎嶇難行，但每想到

能幫助病人的時候，即使再辛苦葉女士也認為極具價

值。另外，葉女士也很懷念任職教會幹事的階段，當

年她著力發展自修室服務，一方面希望鼓勵青少年用

功讀書，另一方面希望讓青少年認識主。為了幫助學

生，葉女士也自學會計，沒想到這樣亦有助她應用在

日後的工作上！

       葉女士記得當年差會安排她在暑假體驗不同的工

作，令她印象較深刻的是協助紅十字會服務越南難

民，為兒童及青少年舉辦教育活動，指導他們衛生常

識。在接觸過程中，葉女士發現兒童難民無論吃飯或

休息時均習慣蹲在地上，原來是為了遇事時能盡快逃

生； 吃飯時他們又會收起竹支，這樣是為了製造武器

以作自衛。葉女士體會到兒童難民因自小生活在戰爭

中而缺乏安全感，這令葉女士有不少反思。此外，在

工作中葉女士也曾因中西文化的差異而與宣教士有不

同意見，但想到為著服務使用者的利益，葉女士便能

以平常心去面對。

       最後，葉女士認為現時社會服務的發展越趨專業

化，她認為專業雖好，但亦需要留意會否因而狹窄了

自己的視野及工作範疇。此外，葉女士期望社會服務

部能與教會緊密合作，一同在神的帶領下服務有需要

的社群，繼續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

葉英娥女士 ( 右 ) 與前差會駐港宣教士顧

裨眷姑娘攝於瑞士

葉英娥女士 ( 前中 ) 與崇真會好友攝於前差會駐港宣教士谷素

梅姑娘家中

蔡志輝先生 ( 左一 ) 及女兒 ( 左二 ) 與中心職員攝於中心

陳房帶婆婆 ( 右一 ) 參加中心旅行

蔡志輝 先生 

陳房帶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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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綜   兩代成長的天地

陳婆婆的第二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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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賜予強健的身體，可以繼續參與中心的活動和當義工。

      蘇婆婆 57 歲時，因尚年輕，未符合加入中心成為會員的資格，因而當上中心的義工。當她年屆 60 隨即成

為會員，迄今已 20 多年。期間有三件令她最難忘的事：第一是參與「全港摩登耆英問答比賽」，中心勇奪冠

軍寶座，興奮的心情至今仍記憶猶新。第二是當義工時曾家訪一位行動不便的伯伯，他教導長者朋友節儉要有

度，每餐要吃新鮮的餸菜，蘇婆婆緊記至今。最後是上街售賣「愛心劵」，不用三小時她便賣出了十多本，真

的樂透了！

      黃美卿是第一位於沙田綜合服務中心退休的職員。她在 1988 年加入中心，擔任職工，至 2006 年退休時共

服務了 18 年。她熱愛工作，故在職期間從未取過病假。在這 18 年當中，最令她開心的是和同事相處融洽，同

事們都很親切，沒有架子。此外，看到青少年經社工輔導後由壞轉好，也是最令她感到開心的。

       1989 年 10 月 1 日是葉惠卿在廣福宿舍 ( 現已轉型為廣福頤養院 ) 工作的首日，職位是護理員。

      惠卿在 2009 年退休，回顧在院舍工作期間有歡樂亦有傷感的片段，但她總是抱着為長者服務的心態，讓他

們晚年能在院舍安居。在近 20 年的院舍工作裡，有一位院友令她留下深刻印象。那位伯伯自首日入住便由惠

卿負責照顧，有一天伯伯在午飯後突然身體不適，由她送往醫院求診。可惜經搶救後返魂乏術，當時惠卿在停

屍間為伯伯蓋上白布後才離開。由伯伯入住院舍至離世，都是由她陪同着，惠卿相信這是一份緣份。

      總結多年的工作經驗，惠卿認為院舍工作雖然辛苦，但只要能付

出真摯的心意，除了院友能得到合適的照顧外，作為工作員的一份子

亦會感到很滿足。

      18 年來中心的服務已有很大的轉變，例如當年只於中心內提供服務，現在已

走出中心，到學校及社區進行外展工作。美卿希望機構繼續擴大服務層面，為更

多年青人服務。

      中心是她的第二個家，這二十年來中心擴闊了她的視野，還讓

她學懂了放鬆和不執著。她衷心祝願崇真會繼續服務社群五十年又

五十年，服務進步再進步，將快樂帶到社區的每個角落。

    口述：蘇艷芳婆婆  福康長者中心會員

資料整理：陳秀德先生  福康長者中心中心主任

    口述：黃美卿女士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退休職工

資料整理：賴民鳳女士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口述：葉惠卿女士  廣福頤養院退休護理員

資料整理：鄭坤兒女士  廣福頤養院院長

蘇艷芳婆婆協助售賣愛心券籌款

這是黃美卿服務多年的紀念品

葉惠卿女士 ( 後排右一 ) 協助帶領院友暢遊海

洋公園

蘇艷芳 婆婆 黃美卿 女士 

葉惠卿 女士 
      玉梅在 1987 年入職廣福宿舍（現稱廣福頤養院），職位是二級工人，負責院舍的清潔及陪診工作。當年的

院友很健壯，只有少部份較體弱的院友需要協助及護理。最有趣的一次是她負責帶十多位院友乘的士到醫院覆

診（當時尚未有院車接送服務），過程就像去旅行般浩浩蕩蕩出發。其後，隨着院友的年紀漸長及身體轉弱，

同工們的工作量亦相應增多。

      玉梅在退休時申請了機構名額的安老宿位，並於 2007 年 7 月入

住廣福頤養院。熟悉的環境、友善的面孔及真誠的關懷，令她住得

開心，而家人亦很放心。玉梅感謝機構既給予工作機會又提供院舍

照顧服務，她表示將繼續參與院舍的義工服務，並祝願機構服務更

進一步！

    口述：李玉梅女士  廣福頤養院前二級工人及現時院友

資料整理：鄭坤兒女士  廣福頤養院院長
李玉梅婆婆 ( 前排右二 ) 榮休歡送會

李玉梅 女士 

樂在福康這個家 沙綜 18 年 

由始至休 從工友到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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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太（葉麗紅）於 1993 年入職總辦事處的半職職工。余太記得，1996 年總辦事處由界限街搬遷至九龍灣

現址時，由於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資源有限，所以員工每花一分一亳都要計算清楚，以免浪費。裝修工程完成後，

新辦公室需要打蠟，余太遂邀請其他單位的職工予以協助，結果在二人合力之下，足足花了一整天時間方能完

成整個打蠟工作，雖付出了汗水，但省下了金錢，委實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早期的總辦事處為邨內的婦女提供小組活動，每每在活動進行時，

余太需要協助照顧婦女們帶來的孩子。活潑的小朋友在辦公室內四處走

動，笑聲響遍了，好不熱鬧。後來機構逐步發展，行政工作亦漸趨繁重，

總辦事處也因此不再提供直接服務了。

      余太於 2010 年退休，她祝賀機構業務蒸蒸日上、繼續發揚光大！

        陳婆婆祝願本部未來發展得愈來愈好，繼續提供優質的服務。

       79 歲的陳蓮婆婆昔日是一位酒樓雜工，與孫兒相依為命。中風後，陳婆婆的活動及自理能力受到影響，陳

婆婆當時感到徬徨無助。經醫務社工轉介後，陳婆婆於 2001 年開始接受本部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讓她得到適切的照顧。加入崇真會的大家庭後，陳婆婆最為難忘的是在 2004 年參加服務隊舉辦的「護老情真 

• 點滴在心」攝影比賽，並獲得季軍，這是陳婆婆人生中首次獲獎，故她對該獎杯珍而重之，以留作紀念 ! 

    口述：葉麗紅女士  總辦事處退休職工

資料整理：林淑華女士  總辦事處行政助理

    口述：陳蓮婆婆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服務使用者

資料整理：林潤香女士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中心主任

葉麗紅女士 ( 前排中 ) 攝於總辦事處

陳蓮婆婆於攝影比賽中喜獲季軍

葉麗紅 女士 

陳蓮 婆婆 
      1976 年，本人受聘在九龍白田村安仁托兒所 ( 現稱幼兒學校 ) 為幼兒工作員，至 2001 年因移民美國而離職，

在崇真會共服務了 25 年。記得有次在上課期間，天空忽然出現了一道彩虹，我立即領小朋友出外觀看這「奇

景」，當時的情況至今還記憶猶新。回顧這 25 年，能與不同的同事一起工作、服事幼兒、互相分享及共同承擔，

都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每當我回港探親時都會返「娘家」安仁幼兒學校探望同事，一同回味過往的美好時光。

      最後，我希望神繼續帶領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的同事，努力工作，服務社會，榮神益人！

    撰文：萬懿慈女士  安仁幼兒學校前幼兒工作員

萬懿慈女士 ( 右一 ) 攝於白田安仁托兒所開幕禮

萬懿慈 女士 

      旭程兩歲時，我們把他送到安強幼兒學校就讀，因該校既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又靠近我們家。後來，我們

曾經考慮把他轉往另一所更有名氣的幼稚園，以便將來能夠升讀心儀的小學。然而，幾經考慮後我們還是讓旭

程留下來，孩子也就開開心心地完成了四年的學前教育。在學時，旭程遇到很多用心的老師，因著她們的關愛

和教導，旭程熱愛上學，並享受各種不同學習模式帶來的樂趣。作為父母的，完全感受到孩子成長的喜悅，亦

無悔當初沒有轉校的抉擇。

        願天父上帝的恩惠、慈愛、常與您們並所愛的孩子同在 !!!

    撰文：韓曄女士  2008 年安強幼兒學校畢業生沈旭程母親

旭程和媽媽攝於學校門口

韓曄 女士 

在崇真的光輝歲月 

那一個抉擇 精明的管家 

第一個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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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動。本人在福康長者中心服務已接近二十年，見證着昔日主要提供康樂活動的中心今天已發展成為一個

多元化的服務單位，今天中心的服務涵蓋健老服務、弱老服務和年青會員服務，中心的長足發展委實叫本人感

動。

      敢動。開創新服務需要敢和肯，本人與中心同事敢於嘗試、敢

於創新，群策群力發掘社區林林總總的資源及申請大大小小的基

金，從而豐富中心的資源。自零八年機構推出「傑出服務獎勵計劃」

以來，中心更兩度獲頒「傑出服務獎」，本人認為這都是中心「敢

動」的成果。

      回想過去二十年，本人深深體會到神對中心的祝福和保守，亦

祝願機構社會服務部飛越更多個 50 載，靠著主的帶領，在做好服

務之餘，能將福音廣傳，讓讚美聲跨千萬里。

       光陰似箭，2010 年的我已是一個小六學生了。年幼時我在安仁幼兒中心度過

四年學習的歲月，從害怕上學到捨不得離開學校；期間除了學到書本上的知識，

還學會了守紀律、尊敬師長、與人分享和自我照顧，對學業和生活的態度也自此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老師們親切的笑臉和嬸嬸們悉心的照顧，皆令我記憶猶新，

實在是滿心感謝。撰文時我剛剛接到小六上學期的成績表，很高興告訴大家我考

取了全級第一名，希望以這個好消息回報校長及老師們的教導，亦希望更多的人

像我一樣能接受良好的學前教育。

    撰文：陳秀德先生  福康長者中心中心主任

    撰文：鄧尚欣同學  2004 年安仁幼兒中心畢業生

陳秀德主任與會員攝於中心於 1999 舉辦的粵劇之家

聯歡演唱會

在幼兒中心畢業禮上的尚欣

感動、敢動

是你使我蛻變成長

陳秀德 先生 

鄧尚欣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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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感恩崇拜 50 周年聚餐

       本機構自 1960 年成立至 2010 年已度過半個世紀，為了慶祝成立 50 周年，機構舉辦了一

系列慶祝及宣傳活動，讓我們一起重溫這些美好的活動片段。 

       機構的 50 周年聚餐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假香港童

軍中心舉行，當晚獲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蒞

臨主禮，並獲社會福利界、崇真會堂會、學校和本機構

之友好及合作伙伴親臨祝賀，令場面生色不少。

       當晚活動內容非常豐富，甫開始，會場內的大螢

幕即播放崇真會社會服務五十年來的發展片段，當中

選取了許多極具歷史價值的珍貴相片，令人回味萬分。

部長王愛蘭女士代表機構致歡迎詞，會長王福義博士

分享本機構成立的點滴，主禮嘉賓梁智鴻醫生致賀詞，

鼓勵本機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又頒發傑出服務獎。

本機構亦藉此盛會，向多年來盡心盡力的管理委員頒發

長期服務獎，以表謝意。

       頒發連串的獎項後，主禮嘉賓梁醫生、本會會長及社會服務部部長一同主持簡單而隆重的典禮儀式，在全場來賓齊

聲倒數下一起拉動彩杆為 50 周年生日蛋糕燃點蠋光，象徵本機構將會繼續發熱發光，將温暖及愛心傳送到社會每個角

落，照亮每個有需要人士。在生日歌聲中，總幹事潘少鳳女士陪同各執行委員會委員到台上向來賓祝酒。

       在晚宴期間，大會更安排了多項精彩的表演節目助慶，

包括長者非洲鼓樂表演、幼兒獻唱讚美詩歌、青少年及幼

兒之跆拳道，還有青少年的連場勁舞。壓軸項目乃是本機

構一眾職員獻唱專為慶祝 50 周年而創作的機構會歌 — 「崇

真的心」，為整晚活動掀起高潮。

       2010 年 10 月 28 日是一個值得歡喜快樂的日

子，因為熱切期待的「五十周年感恩崇拜」終於

來臨。崇拜在香港童軍中心的集會堂舉行，與眾

管理委員會委員、社福界代表、社團領袖、教牧

同工、服務使用者及同事們聚首一堂，見證崇真

會社會服務部成立五十周年並獻上感恩的祭。

     「同頌主恩」是感恩崇拜的主題，周燕鏞女士首先讀出宣召經文「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

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你的名！ ( 詩 9：1-2)」。

接著會眾頌唱「耶和華所定的日子」及「頌讚祢 Hallelujah」，以回應「同頌主恩」的主題。

會眾澎湃的歌聲響徹會場，令人非常感動。其後由陸漢思牧師證道，陸牧師句句箴言、字字

誅機的教導，給予會眾莫大的鼓勵。主席王愛蘭女士繼而帶領會眾思想這 50 年來，上帝一直

的帶領及保守，讓崇真會社會服務部能秉承基督的愛心去服務社群，當中所成就的服務實在

是神奇妙的作為。當天大會還安排了幼兒學校的小朋友唱出「祢的右手必扶持我」，而長者

詩班則以口琴伴奏，唱出「動力信望愛」，長、幼的歌聲均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最後，崇拜在巴色差會駐港會長白德培牧師的「祝福」下完滿結束。在未來的日子，社

會服務部將繼續秉持基督的愛，在社會作鹽作光，盡心服務社群。

周燕鏞女士誦讀宣召經文

陸漢思牧師證道

台上嘉賓與會眾一起頌唱詩歌 長者獻唱「動力信望愛」

會長王福義博士致送紀念品予 

梁智鴻醫生

潘少鳳總幹事與一眾嘉賓向來賓祝酒

幼兒學校的小朋友為大家獻唱「頌讚祢 Hallelujah !」

梁智鴻醫生頒授委員長期服務獎

予李威廉先生

會眾對詩班的獻唱報以熱烈的掌聲

簡單而隆重的慶祝儀式象徵本機構繼續發熱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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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慶祝活動花絮 50 周年慶祝活動花絮

「崇真 50 獻真心」
讓小朋友參與機構 50 周年徽號拼圖遊戲，從中

加深對機構徽號的認識。

「同心同慶五十載」
各級幼兒合作拼砌出「50」字樣，學校再將充

滿天真爛漫笑容的照片製作成易拉架，並擺放

於學校門外，以表達對本機構的祝賀。

「50 周年展板巡禮」
家長與幼兒可透過展板內容，認識機構的 

歷史及 50 年來的發展。

「愛心樹 ~ 祝福獻給您」
學校向每位幼兒派發一張心形咭，鼓勵親子合

作，將圖畫及祝福語寫在咭上，並掛於愛心樹

上，為本機構帶來無限祝福。

「愛家樂悠遊，齊賀崇真 50 載」
在職員及港鐵義工的協助下，體弱長者與家人

一起暢遊海洋公園，並為機構送上祝賀。

安怡幼兒學校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福康 / 福禧長者中心 
/ 和禧天地

安基幼兒學校

「福康顯真情」 
超過 60 位老友記以行動支持，熱烈參與活動， 

同心分享機構成立 50 周年的喜悅。

「50 周年機構歷史考考你」
問答遊戲加深了會員們對機構的認識及 

對機構的歸屬感

「詩歌唱頌五十載」
透過詩歌齊齊為機構 50 周年歡呼喝采。



76 77

50 周年宣傳活動 50 周年宣傳活動

設計 50 周年 
徽號及風褸 創作會歌

印製海報

推出巴士車身宣傳

製作周年紀念單張、
輕便風扇及襟章

崇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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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及服務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