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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主愛人

締造豐盛生命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真心

我的斜槓人生
愛的旅程：全母乳育養不足半公斤
的小生命
崇真有心人：劏房的日與夜
繪本中的生命教育
耆樂警訊—東莞行
舞動年華舞台劇
2017 幼兒學校參觀札記
同心『喜』步嘉年華
別待孩子一躍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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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斜槓人生
遺拾

耀

眼的射燈落在舞台的中央，台下的掌
聲如雷。「今天我很高興能以『多元
藝術學校』創辦人的身分，和大家分
享我的故事……這就是我的夢想。而你的夢想
又是什麼呢？」我站在台上，徐徐地道出追尋
夢想的歷程，勉勵台下的年輕人，為自己訂立
目標，堅持不懈，終有一天能把夢想實現。
回想三年前，我仿如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在
縱橫交錯的方向中，決定要走上實踐夢想的
路，於是毅然辭去固定的社工工作。有此決定
並非一時衝動，當中有過不少的掙扎、考慮與
籌劃……。
任職社工的工作生涯
中， 我 在 偶 然 的 機
會下接觸了戲
劇， 並 將 之
融入工作當
中， 發 覺 不
少的青少
年因參與
了戲劇而
有 了 改
變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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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這些經驗使我確信戲劇的力量，及其所帶
來的果效。惟當時社工運用戲劇手法進行服務
不甚普及，加上機構制度及其他制肘，難以在
服務上發揮戲劇教育。踏入工作的第五個年
頭，我遇到了瓶頸，加上個人喜歡多元化的工
作模式，於是萌生了辭職去追夢的念頭，夢想
把社工的理念融入戲劇當中，讓戲劇成為工作
上的主要部份。然而作為自由工作者，也意味
着收入的不穩定。辭去穩定的工作，能否應付
自己與家人的生活？我為此掙扎了良久。
為了達成夢想，我修讀了戲劇教育碩士課程來
裝備自己，為夢想踏前一步。在取得碩士學位
一年後，我決定了要踏上自由工作者之路。只
是要走上新的路向，我內心也期望得到家人的
支持。結果他們沒有阻止我去尋夢，只是父親
輕視我的能力，看扁我不會成功。不過，這反
而成為我前行的推動力，盼望透過行動及結果
去證明自己的能力，獲得父親的肯定。
成為自由工作者的首半年，工作量不多，一星
期只有三天的工作，每天也不過三、四小時，
而與戲劇相關的工作就更少。惟恐這樣的生活
狀態會持續下去，於是我在努力尋找工作機會
之餘，也參加了不同的工作坊或課程，增值自
己。這過程中，最令我意料之外的，是讓我
有了更多新的學習，如成為了國際認可大笑
瑜伽教師、認可催眠治療師等。而在參加性
格透視工作坊時，更結識了一位內地社福機
構的行政總裁，因而獲邀到內地培訓當地社
工，教授他們運用戲劇手法於服務當中。又在
偶然的機會下，我擔任了香港教育學院前社工
系的實習督導。漸漸地，我的名片上，在介紹
自己資歷一欄中增加了不少「Slash」，成為
了「斜槓」一族。

隨着人際網絡的廣闊，我工作的機會也漸漸增
加，不知不覺至今已成為了三年的自由工作
者。當中，我獲得不少寶貴而新鮮的經驗，享
受比以往更多元化、更大的彈性及自由度的工
作機遇。我又能把不同的元素，以致社工理念
結合予戲劇教育中。就如近期以戲劇為一所群
育學校的學生策劃了一系列對抗欺凌，建立和
諧校園的小組。當中有一位情緒容易被激動並
常大聲尖叫及動手推撞人的「壞孩子」，在劇
場中被安排擔任「老師」的角色後，他變得態
度認真，熟記台詞，主動提點同學，並學習好
好處理自己的情緒，把自己和「新的身分」結
合，並轉化到日常生活中。這些青年人的轉變，
成為了我在工作上的滿足，也正是讓我堅持下
去的強烈信念。
惟三年的自由工作者生涯，我不免遇有迷茫、
沮喪，想過放棄。這些日子，是我在社會穩定
的工作模式生態下，自主選擇了走上斜槓的工
作之路，享受工作中的自主及彈性？還是，這
不過是穩定工作模式的夾縫中，一些人想要在
工作中尋找更大的空間與發揮，可以走上的唯
一選擇？無論這種工作模式是否完全屬於出於
自主，還是在夾縫中的唯一可能，每當想起父
親輕視的表情，認為固定的工作才是生活的唯
一出路時，便成為了推動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我相信夢想需要一步一步地實踐出來的。如果
斜槓的工作模式是我走向夢想的出路，我甘願
在這種不穩定中堅持工作的自由與價值。願
我的夢想能在持續努力下，最終能熠熠閃亮，
就如那些站在舞台上的服務使用者般，綻放美
麗。

後記：
「斜槓」源自於英文的「Slash」，
其概念出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瑪希艾波赫（Marci Alboher) 的暢
銷書《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壓力
下的職場求生術》( One Person/
Multiple Careers：A New Model
for Work/Life Success)。「斜槓青
年」，是指年輕人不再滿足「專一
職業」的生活模式，而選擇擁有多
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這些年
輕人在自我介紹中會使用「斜槓」
來顯示不同的身份或職業，例如
「姓名，職業 / 職業 / 職業」。
作 者： 周 煐 傑， 筆 名 遺 拾。 獲 得
應用劇場及戲劇教育碩士 (Griffith
University)，為資深戲劇教育培訓
師，資深註冊社工，超過 10 年教
授戲劇經驗。現為順德一心社會工
作服務機構督導 ( 負責論壇劇場項
目 )，以及多間社福機構戲劇導師
及公司培訓戲劇師。其他認可專
業資格包括性格透視 ® 認可培訓
師 (Level 1) (CLS)、註冊人生教練
(IICS - CLC)、註冊行為表現分析
師 (TTI - CPBA) 、註冊激勵因子
分 析師 (TTI - CPMA)、認 可 催 眠
治療師、解夢分析師 (St.James)、
及 屋、 樹、 人 性 格 分 析 師 (Psy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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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生命的誕生，一般需在母體
內孕育 37 周以上，出生時約
重 3 公斤；少於 37 周出生的

被定義為不足月嬰兒。小逴姿出生時僅
23 周零 3 天，體重 460 克，只有巴掌般
大，彷似一隻沒有毛的小鳥。根據以往
紀錄，這類極度不足月嬰兒的存活率接
近零。嬰兒不單需要依賴儀器呼吸，也

全母乳育養
不足半公斤
的小生命

旅程

要由臍靜脈輸入營養液維持生命。
小逴姿的出生，挑戰著新生嬰兒醫護科技的極限。可以說，要成功救活這麼細小的女嬰，
實在需要一個奇蹟……

療部探班。他們感謝醫護團隊的努力外，也
為病房內其他父母打氣。最近一次再見到小

整個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因著這位新來的小顧客而忙碌。父母初見女兒時，看到那弱小身

逴姿，她已經上幼稚園了，媽媽更驕傲地分

軀，接駁了無數喉管與儀器，不難想像心情是如何的惶恐與震撼。母親也是醫護人員，自

享了一張科科 A 的成績表，又送上這位開心

然明白愛女性命懸於一線。傷心憂慮過後，她選擇了用最積極的方式來輔助愛女求生，為

可人兒漂亮的近照。

嬰兒的消化道提供最周全的保護而開始了全母乳育養的旅程。一開始，為使高危的小逴姿
能嘗試進食，父母及醫護人員每隔兩三小時就以母乳濕潤她的口腔，以保護口腔黏膜及刺
激唾腺分泌。之後以幼小喉管放入小逴姿的胃中，逐小量小量地輸入母乳。小逴姿就這樣
一點一滴地吸收、凝聚、成長。母親每天努力地為女兒的食糧作最好的準備，以人工方法
按時泵出母乳，以確保持續有乳汁分泌，並且多過足夠，以貯備成長需求量增加時，也有
足量的母乳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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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持良好的關係，經常回到新生兒深切治

每位嬰兒均是父母的心頭肉，都值得全心全

錢月碧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資深新生嬰兒科護士

意的呵護。母乳為嬰兒提供最安全可靠的營
養，而來自成人免疫系統的抗體，更默默守
護嬰幼兒不受周圍環境細菌的侵害，使之逐
步建立健全的抵抗力，向均衡飲食的健康模
式邁進。繁忙的香港生活，令母親不甚容易

無疑，小逴姿向死神挑戰的成長路仍然漫長而難險。尤幸父親默默支持陪伴，母親不辭勞

安排餵哺母乳，故需要伴侶及家人全力的支

苦，差不多每天都會到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用溫柔的聲音軟語呢喃，又經常擁抱嬰兒在

援，並且一同付出很多的時間、精力與心思；

胸膛上，藉著柔軟肌膚接觸，用體溫、呼吸和心跳向嬰兒傳遞愛的鼓勵。可是母親周遭的

惟換來的是母嬰的健康和一個以愛維繫，互

生活環境，尤其是病房，都充斥著各類細菌。母乳因帶著針對這些病菌的抗體，就仿如小

相支持的家。但願小逴姿的經歷可以為正在

小軍隊般，支援幼嬰抵抗環境內細菌病毒的侵害。這場持久戰經過了七個月，從出生後的

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內滿懷憂慮的新手父

第 222 日，小逴姿終於可以回家了，出院時體重更達 3.54 公斤。之後，父母與醫護人員

母，加添鼓勵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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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的日與夜

崇 真
有 心 人

人

階段難免遇上各樣的挑戰，
或面對種種的需要。部份難

處能透過個人的努力或親友的支援得
以處理，部份或需要透過社區資源或
專業人士的協助方能過渡。
現時香港有四百多間社會服務機構，
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各式各樣的服
務。不經不覺，本機構已成立近六十
年，由最初只營運一所由教會開辦的
托兒所，至今天，我們成為一間擁有
二十個服務單位的機構。
這些年來，本機構矢志用心的服務，
期望從管理層到前線員工皆為「有心
人」，與服務受眾「生命路同行」。
我們相信：有心的服務 ─ 是盡心竭力
的、是以人為本的、是願意多行一步
的、更是不離不棄的！
今年，本機構訂定了以「崇真有心人 ●
生命路同行」為服務路向。作為「崇
真有心人」，我們定必認真聆聽服務
使用者的需要，提供適時及貼心的服
務。無論人生在陰或晴的境遇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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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報導指香港的劏房租金冠絕亞洲，每呎租金比傳統
豪宅更高，一個不足一百平方呎的劏房單位，租金動輒
要 三、 四 千 元。 何 解 如 此 高 昂 的 租 金 仍 有 家 庭 進 住？

生路漫長，我們在每個成長

們都樂意與服務使用者結伴同行，在

深

恩軒位處深水埗的南昌東分區，

困窘的是狹窄的居住環境、薄弱的鄰舍支援網絡、不利的經濟條件等

正是區內劏房最集中的區域，是

為夫婦倆帶來了不少磨擦。無奈以鵬哥任職散工的收入，只能負擔起

不少新移民家庭落戶之處。年過

這個位處唐六樓的劏房單位。他們深明劏房只是一個臨時居所，一家

半百的鵬哥（化名）從事飲食業，任散工的
他早年在內地娶妻並育有一女兒。2012 年
太太與女兒獲發單程證來港，自始他們便租
住了一個面積相比家鄉的睡房更小的劏房單
位，開展其一家團聚的新生活。
記得首次家訪鵬哥是某星期六下午，其女兒
正在床上畫畫消閒。這一張多功能的「碌架
床」，日間是兒童的遊戲與溫習室；晚飯時
頓變為了梳化，一家坐著進膳和看電視；入
夜後再變為床舖，讓一家三口得以安寢。居
住環境的巨變為母親及女兒帶來很大的衝
擊，而母親的適應對比年幼的女兒更困難，
因為新移民這身份讓她感到自卑感，怕被人
歧視，所以初來港時她甚少外出與人接觸，
大多以長途電話向家鄉的親友傾訴。最叫人

人最大願望是獲配公屋單位，早日達成「上樓」夢。
深恩軒服務深水埗區至今十年，見証著社區的變化，更深明居住在劏套
板間房家庭的困境。鵬哥來港多年，生活一直被冗長的工時所佔據，他
對社區資源不太認識，更遑論接觸社會服務。深恩軒藉着推行關愛基金
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認識鵬哥，他偶然在住所樓下看到宣傳海報，輾轉
間來到深恩軒。
從接觸社工的傾談，讓鵬哥認識到深恩軒所提供的各種支援服務。深恩
軒亦積極把握這次的機遇，把鵬哥的家庭從劏房帶進社區。社工們組織
義工，探訪鵬哥及區內的劏房家庭，亦邀他們參與中心所舉辦的家庭活
動，藉此建立他們與社區的連繫。中心又定時寄發通訊或主動致電聯絡
鵬哥，讓他們掌握區內的最新資訊及資源。今天，鵬哥女兒的活動場景
不再單單是「碌架床」，而是中心及社區內的閒暇或發展性及資源活動；
鵬太除了與鄉間親友閒談生活外，中心的同工及家長也成為她的分享對
象；鵬哥一家更常在假日享受深恩軒安排的各項家庭活動。
社區的需要隨著各項社經情況不斷變
化，鵬哥只是眾多深水埗基層家庭掙

困難之處發掘及打造希望，在開懷的

扎求存的一個小故事。深恩軒矢志堅

日子共同細味生活點滴。

守在服務的最前線，尋找每一個需要

每個生命能閃耀發光，就是我們服務
的喜樂與滿足！

支援的家庭。
深恩軒中心主任 曹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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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中
的生命教育

信所有孩子也愛聽故事，故事
中的角色及情節最能引發他們

耆樂之星深圳及東莞
文化探索之旅

的 共 鳴 及 學 習 動 機。「 繪 本 」

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的讀物，色
彩豐富的插畫能為故事內容提供無限的想

長

像空間及延伸討論。
去年本校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繪
本中的生命教育」計劃，又喜獲香港教育
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的講師擔任計劃的顧
問，就課程內容編排、延伸活動設計，以
及教師的教學表現等方面提供專業意見。

校為高班撰寫的「生氣湯」繪本教學作

計劃按生命教育的四個向度：人與自己、

品，更獲專業評審團評定為「優秀作品」。

他們、環境及上帝，購置相關的優質繪本，

並於 18.3.2017 香港教育大學的「學與教

之後教師根據同學的進度選取合適的繪本

的轉型—運用繪本和電子資源促進幼兒全

講故事，繼而配合多元的延伸活動例如討

面發展」繪本繽紛嘉年華會暨優秀繪本教

論、遊戲、音樂活動等，引發及加深幼兒

學活動創作頒獎禮上頒獎。本校更獲邀運

的學習。幼兒對閱讀繪本顯得尤其投入，

用學術海報來展示及分享計劃的成效，讓

樂見計劃能提升幼兒對閱讀的興趣。繪本

業界彼此觀摩，教師們彼此學習及互相交

的內容富有教育意味，亦有助培育幼兒的

流，有助提升彼此的教學效益。而是次獲

良好品格，以及積極和正面的價值觀。

獎，更令教學團隊深受鼓舞，裨能更積極

是項計劃成效理想，獲邀參加香港教育大
學舉辦的「繪本教學活動創作」比賽。本

善用繪本推動幼兒的「生命教育」。
安康幼兒學校主任 伍雅莉

者雖年事已高，然而他們在擔任鄰
里守望的工作上卻不遺餘力。大埔
警區為表揚耆樂警訊會員過去積極參與社區宣
傳服務，在 6-7/4/2017 舉辦了「耆樂警訊深圳及東莞文
化探索之旅」。本中心的 21 位耆樂警訊會員獲邀參加，
當天各長者會員與同事穿上耆樂警訊的制服，戴上太陽
帽，浩浩蕩蕩地踏上旅程。
是次文化探索之旅，由四位耆樂警訊的會長及四位大埔
警區警長隨行，他們放下了日常工作要擔負的工作及角
色，在旅程中談笑風生，令長者倍感親切。整個旅程安
排順暢，長者尤其喜歡參觀寮步豆醬廠的安排，他們在
當中認識到醬料的製作及發酵過程，又注意到豆醬發酵
過程所產生的豆香味竟是如此濃郁呢！而長者在糕點博
物館內，把玩著舊式的石磨時，昔日農村生活的回憶仿
如活靈活現地浮現於眼前。
中心獲邀安排耆樂警訊會員參與是次境外文化交流活
動，對會員而言有著莫大的裨益，他們每位穿著制服時
顯得份外的精神抖擻，而整個行程所表現出的守時、有
紀律及配合團體安排的態度，甚為值得讚賞。加上是次
活動共三間社福機構的耆樂警訊長者獲邀參加，令長者
間的相互交流更為豐富。整個旅程，在愉快又順暢的安
排下完成，不但帶給長者一個美好的回憶，也加強長者
在社區上的連繫及歸屬感呢 !
福康頤樂天地社工 羅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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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傳 真

「

只要相信夢定能
飛。」劇中的這句歌
詞，正正是一眾參與
「夢想年華舞台劇」台
前幕後青少年的心聲。
籌備超過一年，以四位
青少年追尋夢想為主題
的「夢想年華舞台劇」
已 順 利 於 15-16.4.2017
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
院進行兩場公演。舞台
劇叫好又叫座，入座率
逾九成半，兩場共接待
了五百多位觀眾，與一
眾青少年經歷一段發夢
的「旅程」。
在籌備的過程中，六十
多位青少年按其興趣及
專長參與各個製作組
別，包括演員、後台道
具佈景、服裝及化妝、

夢 想 年 華 舞 台 劇

在

春光明媚的早上，幼兒教育督
導主任帶領五所幼兒學校的校
長及教師懷著輕鬆愉快的心
情，到深圳參觀三所幼稚園，目的是了
解內地幼兒教育的發展及交流彼此的教
學心得。
舞蹈、音樂及歌唱，然後各組自行預備及排練。及至公演前不足一
個月的首次總綵排，仍發現多個環節需作出改進，而各組亦需加強
溝通及協作，例如音樂和演員的動作未能配合、主要的佈景需要趕
工製作等，此情況，不免令大家擔心演出的成效。幸好各台前幕後
的參加者知道不足之處後，能採取積極及「加把勁」的態度，立志
把大家的「夢」做得有聲有色。蒙主保守，各項安排進展猛然順利，
而整個團隊也因這段同行的經歷，加深了彼此間的情誼。
到了排練及演出的那三天，各人朝十晚十的擠在蔣震劇院一起拼
搏，目的只為能在舞台上展示我們的夢。有成員表示從未想過可以
超越學校禮堂，踏上一個具規模的劇院舞台；又有成員表示要完成
一件大事，要懂得如何跟別人好好協作。最後一場公演落幕，觀眾
掌聲雷動，眾參加者的心情激動。這一刻，有的成員感動落淚，有
的更相擁痛哭。他們的眼淚是辛勞的淚，也是被認同及讚賞的喜悅
之淚。
儘管劇場的燈已關上，青少年心中的夢想仍在燃燒，期待在不久的
將來，我們再一次「夢」飛翔。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梁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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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參觀所選取的學校是由香港幼兒服
務界富經驗的營運者開辦，以香港的教

2017 幼 兒 學 校 參 觀 札 記
材為教學藍本，由老師以雙語或三語教導及照顧幼兒。參觀後，教師們均感獲
益良多。首先，參觀的學校有著寬敞的校園空間，經過精心設計並分為不同的
活動區域。在課堂中，幼兒會主動地選擇喜歡的活動區與同儕一起遊戲，好些
同學更主動與我們眾訪客攀談呢！學校環境的優勢，使教師可按幼兒發展的需
要，設計既受幼兒歡迎又具學習意義的校園。
其次，學校採用「樂育」為教育方針，目標是促進幼兒「玩出知識、玩出技能、
玩出創意、玩出智慧」。這等應用「遊戲」促進幼兒的全人發展，教師們甚表
認同。在我們的經驗中，寓「遊戲」於學習最能加深幼兒的思考及學習效能。
我們喜見內地幼兒教育持有相同的信念，在彼此交流應用遊戲於教學中的分享，
令彼此在教學上都有所得益。
此外，學校具備資源聘請了來
自不同國籍的教師，使校園處
處流露著多元文化的運用及配
搭。 一 直 以 來， 香 港 以 中 西
文化匯聚見稱，如今得以見證
內地的幼兒教育能兼容及融和
不同文化的特色，實在令人振
奮。深信建基在彼此尊重、配
搭及多元化基礎上的教育，定
必能讓幼兒獲得更豐富的學
習。
課程主任 黃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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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真
焦 點

「

同心喜步」嘉年華是本年度機構

個地點的參加者同樣感受到當日崇真一家的氣

用手持的「同心儲值卡」換取汽球、製作小手

的大型籌款活動，旨在為機構內

氛。

工、與精美的巨型風箏合照、觀賞陶笛表演及

的非政府津助服務，包括綜合家

庭服務、輔導服務及臨床心理服務等項
目籌募經費。活動已於 19.2.2017 假大
埔海濱公園舉行，獲 1700 位得來自崇

起步禮於下午三時開始，首先由來自安強幼兒
學校的一班精靈活潑的學生以舞蹈展開序幕，
接著由來自福康頤樂天地的長者，氣勢糾壯地

參與攤位遊戲。這等安排不但令整個步行籌款
活動生色不少，也讓一眾「崇真有心人」享受
到一個既有意義又愉快的下午。

表演太極功夫扇，將現場氣氛推向熾熱。其後，

是次步行籌款得以順利完成，實在有賴各位「崇

崇真會會長廖文健大律師、社會服務部部長王

真有心人」出錢出力，他們藉著行動學效耶穌

愛蘭女士、是次步行籌款委員會主席馮少雄博

的施予與關懷，支援我們藉服務服侍有需要的

士，以及崇真會副總牧姚健偉牧師為大會主持

群體，見證上帝的恩典與愛憐。使我們更為感

起步儀式，手持「同心儲值卡」為各項服務愛

恩的，是當天的天色一直有點陰暗，惟蒙主的

心充值。當愛心大門徐徐打開之際，一眾嘉賓

眷顧，使天雨在整項活動完結後的半個小時才

鑑於參加者非常踴躍，大會為了讓參加

便帶領會眾穿過大門，開始整個步行籌款的旅

嘩啦嘩啦的傾下呢！

者有秩序地起步，特別商借大埔救恩書

程。

真會各堂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的參
加者，包括幼兒、青少年、家長及長者
等「崇真有心人」的鼎力支持，氣氛熱
鬧，總計是次活動共籌得善款逾七十五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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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

院禮堂作為另一個活動啟動地點，並應
用 FACEBOOK 直播功能將大埔海濱公
園起步禮的現場盛況作網上直播，讓兩

大會為了增加路上的氣氛及趣味，沿途設置了
「愛心充值站」，所有的「崇真有心人」可運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謝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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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青 草 地

別待孩子一躍而下(一)
又再有孩子跳樓自殺！
每次聽到接二連三的學童自殺個案，心裡總是唏噓不已，既感嘆何以這
些孩子在人生旅途剛剛起步的階段則背負著他們不能承載的軛困，為他
們的輕生而痛心、惋惜，又為他們的父母往後一輩子所要經驗的悲痛和
自責而哀慟。要協助孩子走出困境，及預防他們以輕生處理難題，除了
採用有效的預防及處理方法外，我們必須先澄清坊間對自殺流傳的一些
誤解及自殺的警號。
坊間流傳著以下 4 種對自殺的誤解……
迷思 1： 說自殺的人不會真的去自殺？！
實情： 絕大部分的自殺人士事發前都曾明言或暗示尋死的念頭。
迷思 2： 一個人決意尋死的話，是無法阻止的？！
實情： 即使是極度抑鬱的人，對自殺都充滿著非常複雜和矛盾的感
受，在求存和尋死的兩極間徘徊。想自殺的人往往不是真的想
死，而是渴望終止心靈痛苦。

鳴謝名單
感謝各界捐款支持「同心喜步」2017 步行籌款，籌款為港幣一千
元或以上者的名錄如下 ( 排名不分先後 ) ﹕
張慕言
周麗華
梁心柔
連靜之
廖鳳英
單穎深
伍靈晞
余敏芝
林浚銘
黃 顥
蘇慧敏
鍾玉如
周志偉
張鳳容
杜首南
梁志芳
梁家衡
崔慧儀
莊軒朗
黃偉龍
梁慧詩
楊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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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談及自殺
2. 尋求自殺的途徑
3. 滿腦子都是關於死亡
4. 對將來失去希望
5. 憎惡自己
6. 著意安排所有事
7. 不尋常的道別
8. 自我孤立
9. 自殘
10. 突如其來的平靜和歡愉
參考資料
http://www.helpguide.org/articles/suicide-prevention/suicide-prevention-helpingsomeone-who-is-suicidal.htm
金句：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約翰一書 4 章 10 節

林穎雯
林少芳
黃麗敏
吳貴歡
林銘棠
劉駿靈
鄧秀賢
姚健偉
黃文慧
鍾秀慧
符燕珍
關仟榆
徐敖翎
李兆樑
葉燕玲
林少英
楊允盈
區國年
何順鑽
王景文
伍麗華

黃海萍
謝尚樺
李伊僑
葉尚熹
歐陽倫
何秀儀
沈淑賢
容志偉
陳麗妍
張麗珍
丁少霞
邱靜儀
溫木好
賴昊瓏
黃愷晴
何應光
張樂謙
巫頌婷
黎大志
譚活幹
鄭惠君

最高個人籌款獎

鄒潔梅
林少琼
恩澤組
林偉德
楊 丹
陳佩玲
林靄均
邵麗紋
李頌欣
梁翠霞
黃思行
蕭寅平
朱永生
佘妙容
謝羨怡
黃守持
李國華
周玉蘭
廖栢珧
袁靜宜
馮少玲

柏世鈞
曾結靈
林鏡鎏
邱佩蓮
劉燕琼
余 懿
顏沛悠
廖敬霓
吳僑光
徐明明
羅秀清
黃𨥤儒
邱潔瑩
王愛蘭
周惠芳
鄧傑銘
袁皓政
李淑芬
朱志堅
張可晴
葉英娥

趙澄曦
林雋希
陳結紅
張學如
馮穎彤
李威廉
關汶焯
黃鈉筵
李秀英
楊棉高
曾曦彤
胡玉珍
趙澄曦
李瑞玲
姚麗珊
周文傑
葉柏青夫婦
黃偉倫夫婦
Lai To Sang
Kwan Wai Kin
Sum Wai Yin

最高團體籌款獎

最高參與比例獎

冠軍

何秀儀女士

堂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亞軍

林偉德先生

學校

崇真書院

季軍

許綺文女士

社會服務單位

安強幼兒學校

安強幼兒學校   

捐款表

原來有迹可尋：10 個有關自殺的警號
事實上，大部分的自殺事件都有徵兆，關鍵在於身邊的人能否察覺得到，
並及時作出適當的介入和提供情緒支援，以阻止悲劇的上演。

鄭祖榮
羅傑明
李妙屏
劉國榮
曾綺華
張光明
胡建鋒
黎佩文
林燕群
許綺文
蔡艷珊
王頌賢
陳金玉
梁美芬
楊少芬
張睿殷
張志明
周瑞蘭
周燕鏞
張淑芳
胡以琳
吳懋蘭

各項籌款獎項如下﹕

迷思 3： 打算自殺的人都不願尋求協助？！
實情： 過半數的自殺人士事發前六個月內都曾向身邊的人表達自己情
緒備受困擾並考慮自殺。
迷思 4： 談及自殺的話題只會誘發自殺的念頭？！
實情： 以開放和正面的態度討論自殺的念頭，猶如為對方提供一扇
門，協助他們走出絕望的困境。

李秀華
羅婉卿
葉偉卿
王信興
劉政昊
陳玉珍
高惠珍
伍偉業
盧婉賢
郭 宇
溫梓翹
甯豪輝
湯志光
李麗娟
劉玉薇
馬美蘭
周北浩
王福義
章宗興
黃恩霖
馬容嬌
林文照

Thank
You!

TTM
GREENS

( 請用正楷，並在適用方格以

表示 )

本人樂意支持 貴機構之社會服務，並 □ 是次
□ 每月

捐助港幣 $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支票號碼 :
( 抬頭請註明「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或 The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Social Service)
□ 直接將款項存入本機構戶口 - 匯豐銀行：018 - 129924 - 004 或 中國銀行：012 - 875 - 0 - 047998 - 1
□ 以右方的條碼到 7 - 11 便利店捐款
如欲索取收據，請填妥以下資料，連同存款單據 ( 直接將款項存入本機構銀行戶者適用 )
或交易紀錄 ( 透過 7 - 11 便利店捐款者適用 ) 寄回本機構地址或傳真至 2331 3277。
姓名

先生 / 太太 / 小姐

電話

地址

* 任何捐款 $100 以上憑收據可申請扣減稅項

注意 •你的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
事項 •本機構將會運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發出捐款單據、通訊、籌募本機構經費及收集意見之用途。
•如你不願意收到本機構的通訊，請致電 2331 2877 通知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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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服務單位
單位

地址

電話

電郵

安康幼兒學校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70 號太子中心 2 字樓 C 室

2779 6861

oh@ttmssd.org

安基幼兒學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 5 期青樺苑第 9 座平台

2764 7050

oi@ttmssd.org

安強幼兒學校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 5 樓

2321 0580

ok@ttmssd.org

安仁幼兒學校

新界大埔富善邨 ( 明雅苑停車場側 )

2661 2866

oy@ttmssd.org

安怡幼兒學校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盛樓地下

2727 6468

oe@ttmssd.org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地下 130 - 131 室

2657 5522

eh@ttmssd.org

福康頤樂天地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平台 207 - 209 室

2651 4082

fh@ttmssd.org

福禧頤樂天地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 1 樓 130 室

2677 4111

jb@ttmssd.org

和禧天地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地下 71 號

2677 4511

fl@ttmssd.org

廣福頤養院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3 樓

2653 0636

kf@ttmssd.org

妥安心 - 家居照顧服務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 101 - 103 室

3590 9270

hcv@ttmssd.org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達樓地下 20 - 30 號

2647 7337

st@ttmssd.org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家庭及青少年服務支援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邨雲雀樓地下 33 號

2647 7335

st@ttmssd.org

深恩軒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 17 - 19 號深崇閣 2 樓

2776 7600

fg@ttmssd.org

葦田成長中心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 32 - 36 號帝權商業大樓 11 樓 1102 室

9036 9017

rf@ttmssd.org

崇恩匯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 32 - 36 號帝權商業大樓 11 樓 1101 室

2547 9300

gp@ttmssd.org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 2 - 7 號

2331 2877

ssw@ttmssd.org

臨床心理服務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 17 - 19 號深崇閣 2 樓

2776 7600

cp@ttmssd.org

教育心理服務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 2-7 號

2331 2877

ep@ttmssd.org

督印人：潘少鳳 / 編輯小組：杜雪茘、陳秀德、林少芳、張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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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 2 - 7 號
電話：2331 2877
傳真：2331 3277

締造豐盛生命
G2-7, Kai Yue House,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電郵：ssd@ttmssd.org
網址：www.ttmss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