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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主席致辭 

疫情中有愛 

由 2020 年初全世界幾乎都籠罩在 COVID-19 （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中，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終於宣布 COVID-19 為全球大

流行疾病。 

人類歷史上傳染病如影隨形，所造成的死傷不計其數，遠遠超過任何其

他的天災與人禍。鼠疫（黑死病）、霍亂、瘧疾、天花、流行性感冒、SARS、

MERS、H1N1、伊波拉病毒都曾經引發讓人聞之色變的大瘟疫。 

新冠肺炎一來，飛機停飛，國際流動也大幅減少，旅遊社停業；學校停

課，酒樓限制用餐人數；政府部門暫停服務，政府津助非牟利機構(NGO)暫

停開放和服務；不同行業，受疫情影響，關閉或受限制營運。人們受限聚令

影響人與人的交往。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政府宣佈各項防疫措施包括：暫停各津助福利單

位開放，本會屬下的幼稚園要停課，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要暫停開放和服務，

學校社工因學校停課而有限度服務等等。 

在疫情期間，我們作為一間基督教受政府津助非牟利的社福機構，更要

見證上帝的愛，將上帝的愛與人分享，成為流通管子。 

我們仍然維持短期食物援助正常的服務，讓有需要幫助的家庭仍可得

著飽餐之糧。他們除了前來領取糧食外，我們也關顧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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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 家人失業或開工不足，引致擔憂和面對經濟的困難。2. 子女未能返

學，引致父母督促子女在家學習的磨擦和衝突。3. 擔心會感染疫病，但市

面上買不到合理價錢的口罩，等等。我們用實際行動募捐口罩，消毒洗手液

等防疫物資送給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投入有需要人士的關顧，成為疫症黑暗中的信仰亮光，傳遞安慰、

平安與盼望的信息給眾人。 我們不忘耶穌基督的教導： 

「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38. 這是誡命中

的第一、且是最大的。39.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40. 這兩條誡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廿二 37-40) 

耶穌基督的教導，使我們明白：疫情也促使我們認知到，原來人類是如

此地禍福與生命與共，提醒我們必須彼此相愛扶持，共度難關。這次疫情再

一次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人的軟弱，教導我們學習謙卑的功課；也讓我們體悟

生命的不確定性，而有勇氣思考與面對生死。在生活與行動被疫情大幅改變

與受限的情況下，讓我們看清楚甚麼才是最重要的事物，幫助我們重新調整

生活的重心與目標。 

即使在疫情背後都有神的愛 我們相信，上帝的本質與心意就是愛，祂

不僅不會用疫情和疾病懲罰我們，更會將疫病與患難轉化成愛與祝福，因這

些事背後都有上帝的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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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 麼、是逼迫

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 37. 然而靠著愛我

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八 35, 37)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主席 

楊梵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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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使命 

 

我們因著 神的愛，願意竭力服務人群；藉此榮耀我們的主基督！ 

 
 

董事會 

主席：  楊梵城博士 

副主席： 何陵基先生 

義務司庫： 劉國明先生 

董事： 陳慎禮牧師 

吳茂森先生 

王國雄牧師 

 

教育管理委員會 

主席：  劉國明先生 

副主席： 何陵基先生 

校董及委員： 楊梵城博士 

張小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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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董事會

總幹事

執行幹事

教育部

校監

滿樂幼稚園

社會服務部

浸信會青少
年綜合服務

學校社會

服務部

滿樂社會

服務中心

信望中心

旭晞中心

昕喜中心

關顧牧養部

關顧服務

財務及行政部

教育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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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服務報告 

青少年綜合服務 

服務宗旨 

本著基督之愛心及服務人群的精神，本服務致力協助兒童及青少年面對不

同的成長任務及其所帶來的困擾，並協助青少年去面前社會環境上所帶來

的衝擊與挑戰，發掘和培養潛能、建立健康的身心及良好的家庭和人際關係。 

 

服務對象 

區內介乎 6 至 24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包括健全及弱能人仕，以及區內之家

庭，並彈性地為年齡較少或較大的居民提供服務。 

 

中心設施 

本中心位於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之二、三及四樓，佔地逾萬呎。二樓

為中心之接待處、辦公室、兒童遊戲室及音樂室，三樓為多間多用途活動室、

會客室、烹飪室，四樓為青年自修室、活動室及跳舞室。 

 

2020－2021 年度疫情下的工作及服務報告 

過去一年雖然服務受疫情影響，出席參與活動的會員大幅度減少，但實際上

中心推出的活動數量及節數並沒有顯著縮減，服務團隊發揮創意，同心協力，

透過網絡方式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令參加者在疫情下仍能分享多彩

多姿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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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及服務統計數字 

會員人數：927 

服務數字： 

活動 節數 參與活動人次 

指導和輔導 1,911 2,636 

支援活動 547 4,978 

發展和社交活動 586 4,868 

社區參與活動 39 1,456 

總數 3,083 1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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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模型同樂工作坊製作 – 高達擺 POST 

 

  

油畫藝術工作坊 – 組員細心學習畫油畫 

 

 

 
 
 

油畫藝術工作坊 – 組員的油畫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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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青少年無伴奏音樂的錄音情況 青少年學習舌唱(RAP)的練習情況 

 
 

 

 
 

  

青少年無伴奏音樂的練習情況 青少年為嘉年華的音樂表演練習 

 
  



 
12 

駐校社工服務 

服務宗旨 

除了家庭外，青少年的大部份時間都在學校中渡過，校園因此而成為影響他

們心性發展的重要體系。學校除了讓他們吸收知識，也是他們成長的地方。

駐校社工的工作是要配合校方政策，發展學生的個人潛質及協助在成長中

遇上困難的學生，讓他們於投身社會前有更好的裝備。 

服務目標 

 協助學生面對、克服困難及困擾 

 促使他們能如常愉快地成長、生活及做妥其角色任務 

我們的信念 

 相信輔導是助人的歷程 

 藉聆聽需要，與受助者協商解決方法 

 支援受助人達至助人自助更助他的目的 

2020-2021 年度疫情下的駐校服務工作及服務回顧： 

這一年可說是駐校服務非常艱辛的一年，因為疫情反覆，學校經常在停課與

復課之間。停課期，學生需以網絡作為學習媒介；就算在漸進式的恢復實體

課下，對他們仍是困難重重；當中更誘發他們許多情緒、學習、社交及家庭

衝突等問題。各駐校社工在疫情期間會努力以電話關心學生，並特別製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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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文憑試學生的慰問遊戲卡及送上防疫包；在復課後，更需要在課堂夾蓬之

間去接觸學生，並於課堂前或後，爭取機會以實體或網上推行小組或活動。 

在幼兒駐校服務方面，我們機構兩位駐幼稚園社工特別設計了一套「親

子互動遊戲卡」送給家長，以提供一個親子遊戲平台，讓家長們可以藉遊戲

卡幫助他們與孩童建立親子關係；另外，遊戲卡可以提高孩童對物件的認知，

同時亦可以訓練孩童的專注力。遊戲卡除了玩樂之外，卡內更提供了四方面

的資訊，包括孩子成長發展、社區資源、照顧身心靈及管教小貼士，藉以支

援家長們的需要。自始家長們開始慢慢建立了對社工的信任。 

有關各項服務內容細列如下： 

2020－2021 年度(學年)服務報告 

 
服務內容 總節數 總人次 

1.  
學生輔導活動 1,304 7,851 

2.  
家長教育 18 277 

3.  
老師培訓 8 86 

4.  
服務轉介 18 18 

5.  
疫情下的支援服務 33 668 

6.  
疫情下的物資轉贈 17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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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類別及數量 

個案類別 個案數目 佔總數的百分比 

學校相關問題 40 28.8% 

發展適應 9 6.5% 

情緒/精神健康 45 32.4% 

家庭問題 25 18% 

社會規範 2 1.4% 

性相關問題 2 1.4% 

朋輩關係 11 8% 

其他 (如: 身體健康) 5 3.6% 

總數 139 100% 

 

親子互動遊戲卡 (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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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聲分享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由小學升上中學，我有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適應，甚至是中一成績一落千丈。

在社工與學校的鼓勵下我參加了由學校社工舉辦的營會。令我印象最為深

刻的是營會未有著重於我們的成績，反倒是聚焦於我們的生命成長。我非常

接受和享受於這個營會，更因為這次的宿營，令我自覺沒有白過這個暑假，

反而是有豐富的得著！ 

在歷程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與駐校社工的對話。深信社工的輔導工作非常

重要，就是能夠貼切幫助到學生的成長。我記得駐校社工對我施以的輔導工

作非常特別，就是不停約我吃早餐。我把我的所有問題，都基於信任而告訴

了她，讓她來幫助我。小至關於成績、情感問題，大至升學和前途的需要，

我都能以信任接受她指導我解決。就算不能解決的，她也能給我非常有用的

建議。言談之間我的問題彷彿都有落腳之處。肯定的說，她給予的輔導、幫

助和建議，都是能夠貼身地幫助到我。 

ICQM G12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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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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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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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服務 

服務宗旨 

為區內弱勢人士及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及關顧服務，以協助其解決在生

活開支上遇到的短暫困難。 

 

服務對象 

• 居住於黃大仙、將軍澳或西貢區； 

• 低收入人士及家庭：符合社署規定的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或 

• 因突發事件需緊急救濟的人士及家庭，包括面對傷病、家暴、家庭經濟

支柱離世等； 

• 非領取綜援人士 

 

服務範圍 

1. 天糧網 (黃大仙/西貢)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政府津助〉 

天糧網 (黃大仙/西貢)為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自 2009

年起，本機構與其他機構以聯營方式開展此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隨着服

務需求及政府將服務區域重組，於 2018 年 8 月 1 日起，由本機構為首，

伙拍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及西貢區社區中心，繼續以聯營方式開

展「天糧網 (黃大仙/西貢)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於黃大仙、將軍澳

及西貢區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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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影響，經濟下滑，本港不少家

庭亦受到衝擊，開工不足和失業的情況加劇，引致申請天糧網(黃大仙

/西貢)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的數字急劇上升。雖然在疫情威脅下，天糧

網(黃大仙/西貢)的服務並未因此而放緩，反而在服務團隊的齊心協力

下，做足防疫措施，堅持繼續維持服務，以紓解受助家庭的困窘。 

服務內容 數目 

累計個案數目： 3,937 

累計服務使用者數目 (人次)： 12,112 

累計派發餐次： 635,831 

 

2. 美靈糧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自行籌募經費〉 

由於天糧網(黃大仙/西貢)為短期服務，部份服務使用者身處於長期低

收入的情況，而未能解決貧窮問題，故本機構透過善長、公司等捐贈成

立美靈糧的服務，讓這群有需要的人士可以繼續獲得適切的協助。 

服務內容 數目 

累計個案數目： 240 

累計服務使用者數目 (人次)： 720 

累計派發餐次： 2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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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界／個人贊助及支持的服務  

本機構得到一些公司的贊助及義工服務，讓低收入的兒童可以到戶外

活動，增廣見聞。另有公司團體／個人捐贈月餅、日用品、文具、玩具、

食品等，使低收入的家庭得到物質上的支援。另外還有熱心的善長捐出

金錢及獻出寶貴的時間，支持機構的扶貧服務，如功課輔導、興趣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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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服務 

我們的關顧服務在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期間，透過電話、個別面見、家

訪及小組分享，服務了 449 位清貧受眾，858 位長者。 

因疫情緣故，2020 年 4 月至 7 月初關顧服暫停實體活動，只能用電話

和 WhatsApp 聯絡和關心服務使用者。 

2020 年 7 月中至 2021 年 2 月底所進行的服務內容： 

i) 「長者服務」：個別在中心約見，關心長者生活和健康，派發防疫包，

超市現金劵，物資。探訪有需要的長者。 

ii) 「婦女服務」：個別在中心約見，開 Zoom 組和實體小組，關心婦女和

家庭的生活和健康，派發防疫包，物資。探訪有需要的家庭。 

iii) 「短期食物援助家庭」：個別在中心約見，關心他們家庭的生活和健康。

探訪有需要的家庭。 

2021 年 3 月所進行的服務內容： 

i) 「長者服務」：個別在中心約見，關心長者生活和健康，派發防疫包，

超市現金劵，物資。開實體小組(有限人數)，探訪有需要的長者。 

ii) 「婦女服務」：個別在中心約見，開實體小組(有限人數)，關心婦女和

家庭的生活和健康，派發防疫包，物資。探訪有需要的家庭。 

iii) 「短期食物援助家庭」：個別在中心約見，關心他們家庭的生活和健康。

探訪有需要的家庭。派發物資給予暫停領取食物的家庭。 



 
22 

iv) 「安排義工」：每月二次在星期六下午個別約見兒童、婦女和長者。 

總結： 

2020-2021 年度雖然疫情嚴重，引致生活受影響，開工不足，社交距離有限

制，和有很多活動暫停；但本會關顧服務實踐耶穌的教導：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廿五：40 

在疫情中我們仍然關懷服務使用者：不論長者，婦女和兒童，他/她們

透過本會關顧服務得到生活所需，防疫物資和心靈上的愛心關顧，讓他/她

們帶著主耶穌給予盼望去面對疫情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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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剪影 

 

長者生命健體操 

 

 

長者生命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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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生命婦女小組 

 

 

豐盛生命婦女小組 Zoom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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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服務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期間，我們仍然堅守崗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了

以下服務： 

美靈糧 

「美靈糧」是美差會的扶貧服務內其中一項主要計劃。此計劃旨在為有困難

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的個人和家庭，提供短暫的食物援助服務，服務對象包括

失業者、低收入者、新來港人士、露宿者；以及遭遇突然轉變，面臨即時經

濟困難的個人或家庭。 

疫症肆虐期間，很多社福服務都受影響而被迫暫停，但我們仍堅持繼續

為有需要的人士給予食物援助。在 2019 冠狀病毒 (COVID-19) 爆發期間，

不少市民失去了工作，相關家庭立即面臨經濟困難，向我們求助的個案亦急

劇上升，按統計數據顯示，由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6 月短短 7 個月內，

接受政府資助的食援助的案件數量迅速增加了 138%；而「美靈糧」的服務

需求也隨著上升。 

面對龐大的服務需要，我們實在無法獨力應付，幸而我們得到許多熱心

人士和團體的大力支持。我們十分感謝許多慈善信託、企業、教會、組織和

個人的慷慨捐助，使我們能夠在困難時期繼續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讓

他們體驗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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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在疫情下，我們做了以下的工作來維持服務： 

1. 以電子媒體及網絡模式維持服務 

2. 刊印鼓勵卡片，給予香港文憑試考生及幼稚園學生。 

香港文憑試考生仍需在 2020 年 3 月參加公開考試，我們的駐校同事發

揮他們的創意，並按本會臨床心理學家羅澤全先生的建議，合作製作了一系

列的卡片去鼓勵學生，藉以與他們保持聯繫。而且，我們發現很多家長不知

道該如何向他們的幼兒表達愛和關心，尤其當他們在新冠疫情下需要長期

一起留在家中。我們的駐校同事再次與臨床心理學家合作，製作了另一系列

的鼓勵卡片，藉以支援家長並給予指引，讓家長更能合宜地教育孩子。我們

分發了大約 300 套卡片予學生，反應非常正面。 

鼓勵咭 (DSE 學生) 親子互動遊戲卡 (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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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服務 

我們透過電話、個別面見、家訪及小組分享，服務了 449 位清貧受眾，858

位長者。除了耐心聆聽他們因疫情所引起的不安、關注及需要之外，我們也

和他們分享防疫物資，例如：口罩、手部消毒液，以及食物。一間慈善基金

贊助超市購物劵，在困境中，給清貧長者送上關愛及支持。 

我們也關顧一群長期病患者在疫情期間的生活。透過電話、個別面見、

家訪來了解他們的需要。由於他們的身體狀況所限，我們未有為他們提供小

組服務。然而，我們也和他們分享防疫物資，例如：口罩、手部消毒液，以

及營養奶粉。 

 

防疫物資轉贈及防疫教育 

由 2020 年 2 月至 9 月，在各方善長的慷慨解囊及鼎力支持下，我們為以下

人士分享了口罩 257,550 個，消毒搓手液 10,552 枝： 

低收入人士 21,995 

  

弱勢兒童及青少年 1,660 
少數族裔 1,200 
癌症病人 900 

 

我們的同工也教導服務受眾如何正確

佩帶口罩及使用消毒搓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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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柱火柱式遷移 

2020/2021 年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和感恩的年頭。在 2020 年，我們

有一位同工的父親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因此我們的同工亦因而受感染，所

以我們有九位同工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而需要被送往竹篙灣隔離中心隔離

檢疫十四天，而鳳德中心也因此需要被關閉停止服務，並作全面消毒。 

這個情況實在使我們陷於兩難之間，在需要關閉鳳德中心時，又要維持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這實在是一個挑戰。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在一夜

間決定撤離，往新蒲崗的旭晞中心繼續服務。 

但話得說回來，要在一夜之間撤離，談何容易。雖然是二個星期，但要

將二個星期量的食物在一夜間搬離，實在不簡單。更加上部分需用的文件，

更是百上加斤。我們除了要向上主感恩之外，也要多謝各同工的辛勞。他們

毫不計較地，沒有僱用搬運公司，只是赤手空拳地，在一日間，成功地撤離

了。我們搬走了大量的米、油、數十種罐頭、乾麵、食物券、熱食券等不一

而足。因陳永佳執行幹事以往在越南難民營的經驗，要在短時間內重組服務

及大量物資的擺放，也可派上用場。 

在新蒲崗旭晞中心，雖然是小小的地方，我們可以有執拾食物的空間，

派發空間及小小的辦公長桌。然而，那些放置罐頭食物的箱柱及中間的走道，

卻又成了我們安靜的空間，可以用作線上會議及活動之用。 

所以要向上主感恩，並向各勞苦擔重擔的同工言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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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柱火柱式的遷移：現代體現版 

 

齊心協力，無分彼此 

 

排除萬難，繼續服務 

 

 

 

 

外在的困境，冷卻不了內裏的熱心 

(一) (個案服務) 

 

外在的困境，冷卻不了內裏的熱心 

(二) (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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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 滿樂幼稚園 

服務宗旨 

以基督博愛精神，提供全人教育。以兒童為中心，啟發兒童多元智能及發展

個人潛能。讓兒童滿心快樂、自信、自主及有效地學習。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學校設施 

學校有 5 個註冊課室、戶外遊戲場地、禮堂、圖書角、電腦角……。 

 

2020－2021 年度學校活動 

月份  班級  活動  
2020 
9 月 

K1 幼兒班親子遊戲日 
K1/K2/K3 中秋節慶祝會  
K3 申請小一入學家長會(自行分配學位)(網上實時) 

11 月  

K1/K2/K3 「親子閱讀樂滿 fun」親子閱讀計劃(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5
月) 

K1/K2/K3 親子聖誕裝飾設計活動 
K1/K2/K3 流感疫苗到校接種(第一劑) 
K1/K2/K3 一人一花計劃 ─ 石竹種植活動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 

12 月 K1/K2/K3 流感疫苗到校接種(第二劑) 
2021 年 
1 月 

K1/K2/K3 家長電話會談 
K3 申請小一入學家長會(統一派位)(網上實時) 

2 月 K1/K2/K3 「陽光笑容新一代」家校護齒活動(2 月至 5 月) 

3 月 
K1/K2/K3 生日會  
K1/K2/K3 繽紛尋蛋樂 

4 月 K1/K2/K3 開心果月 
5 月 K1/K2/K3 生日會 
6 月 K1/K2/K3 「親親機械人」親子設計活動 

7 月  
K1/K2/K3 夏日紛紛樂 
K1/K2/K3 生日會暨散學禮 
K3 第 56 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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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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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校園  

       
 
 
 
 

 
 
 

 
 
 
 

跟朋友一起玩遊戲，真開心

 

我們一起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快來聽聽我們唱歌，很動聽啊！ 

我們在玩模擬燒烤遊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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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兒真美麗！ 

 

找找看，我很快就找到 8 條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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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職員活動 

職員退修日 

除著新冠肺炎的疫情逐漸緩和，機構需要為重啟服務作出準備。藉此轉折時

間，舉辦機構退修日，除了可以檢視及重定服務之方向外，更重要的是凝聚

同工，讓大家不單了解工作的意義，而且重拾服務的初心。是次退修日於

2020 年 5 月 9 日在鳳德中心舉行，共有 33 位同工出席。內容包括：張錦棠

牧師分享「機構使命 – 做人的工作」；心理學家羅澤全先生分享「跨代貧窮 

– 生命的突破」；以及執行幹事陳永佳先生分享「如何實踐優質服務」；另外

總幹事張小華女士闡述未來機構發展方向；活動中亦安排小組分享，讓職員

交流意見。退修日當日同工投入參與，氣氛融和，大家都十分滿意整個活動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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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培訓 

日期 培訓項目 講者/導師 出席人數 

24/04/2020 – 19/06/2020 生死教育 陳永佳 18 

16/09/2020 – 23/09/2020 新同工導向 陳永佳 10 

04/01/2021 – 11/01/2021 新同工導向 陳永佳 8 

12/01/2021 桌遊輔導啟導訓練 學校社工 9 

23/01/2021 五常法 黎鴻昇 12 

30/01/2021 五常法 黎鴻昇 12 

08/02/2021 五常法 黎鴻昇 35 

22/02/2021 – 29/03/2021 
家長工作培訓 –  

烹飪介入 
陳永佳 8 

02/03/2021 
「對不必要問題的

奇妙回應」訓練 
羅澤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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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收入 

項目 金額(HK$) 

政府撥款 (89.17%) 58,456,533 

社區活動收入 (8.31%) 5,446,515 

學費及學校活動收入 (0.007%) 4,310 

會費收入 (0.014%) 9,115 

其他收入 (2.03%) 1,327,655 

投資收入 (0.48%) 315,163 

總收入 
65,559,291 

 
  

收入 (01/04/2020-31/03/2021)

政府撥款 (89.17%) 社區活動收入 (8.31%)

學費及學校活動收入 (0.007%) 會費收入 (0.014%)

其他收入 (2.03%) 投資收入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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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項目 金額(HK$) 

社區活動及教育營運開支 (69.1%) 38,972,679 

活動服務費用 (29.11%) 16,415,765 

行政費 (1.79%) 1,009,729 

總開支 56,398,173 

 

 

整筆撥款儲備的預算用途：員工薪酬，職員培訓 

非定影員工的公積金儲備的用途：為服務滿十年或以上的非定影員工提供

一筆過的額外強積金供款 

  

支出 (01/04/2020-31/3/2021)

社區活動及教育營運開支 (69.1%) 活動服務費用 (29.11%) 行政費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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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慈善基金 /商業公司 /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以馬內利機構有限公司 香港電子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松峰慈善基金 金龍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勁寶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吉早喵餅店 
百成堂集團 香港旭日扶輪社 
荃灣扶輪社 大埔扶輪社 
新界扶輪社 夏禮文律師行 
頤和園 柏麗灣婦女組織 
欣溢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德利發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童軍總會慈雲山區會 
逐家歸主協會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愛青年中心 
將軍澳居民 鳳德邨街坊 
Amgen Hong Kong Limited  Caring Charity Fund 
Citibank Feeding Hong Kong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 Hong Kong &Macao, China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Goldman Sachs (Asia) L.L.C. Keswick Foundation Limited 
Mannings POKAWA GIC Trading 
The Shamdasani Foundation Yimaluili Institution Ltd. 

 

政府及相關部門 (排名不分先後) 

教育局 民政事務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區議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教會 (排名不分先後)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鑽石山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啟福堂 
American Baptist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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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及熱心人士 (排名不分先後) 

張師齊 蔡玉 許潤銀 高杏森 
李清秀 李光銳 李禮賢 梁芷凌 
盧亦佳 顏子豪 魏立群 戴艷紅 
談鳳儀 譚景豐及朋友 湯志雄 黃海明 
黃笑映 任瑞雲 主知名 CHEUNG Yu Ha 
CHONG Lai Wa LAM Chi Biu LEUNG Shuk Mei Alicia 
Lijuan LUO Andrea MA NG Kam Joanne TSANG 
Eddie WONG WU Po Chu Sarah Kim YAM Casa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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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四樓 
電話：2322 0171 傳真：2726 0083 
網址：http://www.abmsbc.org.hk  
電郵：abmssca@gmail.com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浸信會鳳德青少年綜合服務 
地址：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二至三樓 
電話：2322 0993 傳真：2322 8963 
網址：http://www.abmsbc.org.hk  
電郵：abmssca@gmail.com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旭晞中心 
地址：九龍新蒲崗太子道 698 號寶光中心 7 樓 705 室 
電話：2320 0191 傳真：2320 0320 
網址：http://www.abmsbc.org.hk  
電郵：abmssca@gmail.com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昕喜中心 
地址：新界將軍澳毓雅里 9 號慧安商場 1 樓 B166 舖 
電話：2392 5998 傳真：2392 5068 
網址：http://www.abmsbc.org.hk  
電郵：abmssca@gmail.com 

http://www.abmsbc.org.hk/
mailto:abmssca@gmail.com
http://www.abmsbc.org.hk/
mailto:abmssca@gmail.com
http://www.abmsbc.org.hk/
mailto:abmssca@gmail.com
http://www.abmsbc.org.hk/
mailto:abmssc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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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信望中心 
地址：九龍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 G06 室 
電話：3572 0611 
網址：http://www.abmsbc.org.hk  
電郵：abmssca@gmail.com 
 
滿樂幼稚園 
地址： 新界荃灣滿樂大廈 
電話：2417 0231 傳真：2498 6164 
網址：http://www.abmsbc.org.hk 
電郵：abmssca@gmail.com  
 

http://www.abmsbc.org.hk/
mailto:abmssca@gmail.com
http://www.abmsbc.org.hk/
mailto:abmssc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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