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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命、熱愛生命 愛　回家

無償的動力IT長者 

ANGELA 的
       家

捐贈善款/物資



澳門明愛2012年8-9月捐款名單

佛弟子

墨盒回收：

　司法警察局

　身份證明局

　環源科技

　環源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經濟局

梁慧

捐款箱-創明坊

捐款箱-工商銀行

捐款箱-明愛托兒所

捐款箱-瑪嘉烈中心

捐款箱-工商銀行

捐款箱-明愛托兒所

捐款箱-聖瑪嘉烈中心

陳先生

眾善長

眾善長(透過永亨銀行捐款)

眾善長(透過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捐款)

郭先生

PANG TERESA

歐鳳潮

周先生

MARGARIDA PANG

張小姐

麥小姐,潘蘭

澳港貨柜碼頭聯合有限公司-安老耆青萬里逍遙遊

蕭焯經,蕭翼霆,鄭易珍

英小清

澳門晨光之友協會

CHENG KA IAN

CHAN WENG KUN

QUINTAL JUSTINIANO BENEDITO

LAM VIRGINIA FONG I

CHONG SOU VA

WONG I LAI

CHIANG FOK CHEONG

湯福如

永亨信用卡捐款者

鄒文慶,梁慧敏,鄒采寧,鄒卓諺

陳先生

尹小姐

梅子龍

凌劍然-捐款予明愛安老服務

太陽旅遊娛集團有限公司(陳明金先生)

CHENG HIO PENG-捐款予明愛復康巴士服務

吳在權先生

利瑪竇/粵華/聖保祿中學學生會,陳瑞祺永援中學喜樂一族

韓墀

李先生

李梦婷,文華珊,禇景禧

鄺惠芝-捐贈予明愛安老及弱智兒童服務

潘耀權

郭先生

李竑陞

CHONG SOU VA

WONG I HAI

CHIANG FOK CHEONG

WONG WA FUK

CHOI KUN CHEONG

CHAN PENG TIM

LEI FONG CHOI ALIAS LEE FONG THEW

LAM VIRGINIA FONG I

 4,010.00 

 319.00 

 165.00 

 3,541.60 

 2,178.50 

 377.00 

 2,400.00 

 664.50 

 25,881.70 

 140.63 

 32.63 

 3,335.08 

 1,597.00 

 1,705.00 

 800.00 

 10,125.60 

 3,979.00 

35127.41

 3,500.00 

 515.75 

 900.00 

 1,000.00 

 400.00 

 1,031.50 

 103.15 

 10,000.00 

 500.00 

 380.00 

1,600.00 

300.00 

 500.00 

 500.00 

 500.00 

 100.00 

 300.00 

 100.00 

 3,000.00 

 1,950.00 

 2,000.00 

 800.00 

 360.00 

 103.20 

 1,031.50 

 168,000.00 

 2,063.00 

 30,000.00 

 10,000.00 

 3,094.50 

 1,000.00 

 132.30 

 10,000.00 

 5,157.50 

 3,500.00 

 4,867.73 

 100.00 

 300.00 

 100.00 

 50.00 

 100.00 

 35.00 

 200.00 

 300.00 

 366,854.78 小計

四校音樂會
                      
　　由粵華中學學生會、聖保祿學校學生會、利瑪竇中學學生會、

陳瑞琪永援中學喜樂一族主辦的“Rock Summer” 音樂會，7月中假

粵華中學千禧館舉行。是次音樂會在本地音樂組合Blacksheep大力

支持下，為多間學校的學生提供現場演出的平台，以及一展所長和

互相觀摩的機會。此外，參與學生為發揚愛德精神，把活動所得的

盈餘現金澳門幣一萬元於9月捐贈澳門明愛，以支持明愛慈善事業

的發展，燃點希望之光。

ANGELA 的「家」
Pat & Ophelia

　　當大家緩步沿著圍牆走過望廈的聖方濟各安老院，可有

想到院舍內有數十位老人家用心來見證本澳超過半個世紀的

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

　　眼前八十多歲的Angela婆婆，自幼雙目失明，但從她的笑

容，我感受到她樂天的性格，這可能與她年青時的職業有關。

　　Angela婆婆童年時，在香港接受了當年澳門還未有的盲人特

殊教育。擁有一身好本領的她，會彈琴及懂盲人凸字，緣份之下

來到澳門路環聖母聖心學校，擔任全校各級的音樂老師二十多年。

及後，由於學校在服務上需要作出調整，Angela婆婆這時亦上了年紀

，遂被安排入住聖方濟各安老院。

　　轉眼間，Angela婆婆已在聖方濟各安老院住了三十多年。Angela

婆婆說，雖然她眼睛看不到，但自理能力還是蠻強，在未因病切

除雙腿時，她及同樓層的二十多名失明老友記都是自己整理床

舖，定期清潔窗戶和編織冷衫。因為，這裡是不少老友記生

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家」。

　　聖方濟各安老院前身是一所育嬰堂，嘉諾撒仁愛

修女會於1907年創立。當時本澳居民生活艱難，育

嬰堂以收養棄嬰為主，其中不少是殘障孤兒。五十

年代住在育嬰堂的孩子，都是在仁愛修女會修女的

關愛下長大，由於資源困乏，她們還協助修女照料

一些新來的嬰兒，彼此關顧，並肩同行。

　　後來，因應社會狀況的改善，育嬰堂轉型為安老

院，收容無依無靠的女性長者，並繼續照顧那幾十位

在育嬰堂長大的失明女士。由於嘉諾撒仁愛修女會修女

們年紀老邁，澳門明愛在1988年接手管理聖方濟各安老

院，致力提升服務質素，讓院內的老友記得以安享晚年。

　　



 

　　

　　聖方濟各安老院於五十年代由意大利籍工程師夏剛志(Oseo Acconci)負

責建築設計，多處地方見證著歲月的變遷，非常值得保留。

　　進入花園，穿過幾排青綠的葵樹，那裡有一口水井曾經養活了安

老院內的所有人，雖然現在水井外面長了青苔及鐵銹，但井水仍然用

作潤澤花園裡的花草植物，並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而被遺忘。

　　聖方濟各的廚房有別於一般的廚房，不僅規模龐大，更是由磚塊堆

砌而成，當年使用油渣生火煮食，現在澳門可能幾乎看不到這種廚房了。

　　再繼續走到教堂旁的小花園，裏面幾張不太起眼的石凳，原來已經有二百

多年的歷史。

　　聖方濟各安老院還有很多的「寶貝」，留待大家去發掘和細味。當然，最

大的「寶貝」是住在裏面的老友記，看著她們樂觀滿足的笑容，你也會感受到

生命的動力。

　　

　　目前，聖方濟各安老院共有近七十名長者，當中約三分之一是失明人士。蘇玉蓮院長指出，

由於住了較多失明的院友，所以當有視障長者需要院護服務時，社工局都會傾向安排她們入住

聖方濟各安老院。鑑於院舍鄰近社區，不少行動自如的院友都可以自行外出，接觸社會。

　　為了讓長者掌握社會的發展，院舍每天都會讀報給她們聽，教她們唱歌，並會

安排長者定期出外活動，有參觀澳門景點，有到內地作短程旅遊，亦會參與公益

活動。記得Angela婆婆幾年前還領著老友記們彈琴、唱歌，為慈善社團表演呢！

　　院長表示，聖方濟各安老院即將在社工局的資助下，進行大規模的修葺工程

，工程完成後，該院將可增加四十多個服務名額。另外，因應患上失智症長者人

口有增加趨勢，聖方濟各安老院未來將會加強員工的相關培訓，並在地下層設

置獨立的生活區，以開展長者失智症專用服務。

安老院的「寶貝」
黃妙茹

　　

　　張校長表示，學校除了設立語文、數概、常識、健康、

體育、美勞、音樂等學科外，更有生活技能、感知肌能、實

用技能等訓練，並在今年銳意開展職業訓練，同時亦重視德

育培訓，透過公民、社交、倫理等科目培育愛德。他更特別

表揚在禮貌周主動與人打招呼的勇班趙同學。

　　之後，家長還與老師、助教、治療師等進行分班交流，

家長一致肯定老師的教學效能，並為學校的發展提供不少意

見。

明愛學校

明愛幼稚園

家校協作

視藝培訓

　　明愛學校為了加強家校合作，10月初舉行家長會，有近百名家長與師生出席。新任校長張錫釗在會上指出，學校以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學理念，幫助學生啟發潛能，使他們能自信、自主、自立，以便將來融入社會。

　　明愛幼稚園為了提高教師們幼兒藝術創作的教學技巧，

於8月底舉行一連兩日的校本培訓，邀請到台灣的幼兒藝術專

家和說故事技巧培訓專家分別主講視學藝術的基本概念及繪

本的多元教學，引導教師體驗創作的重要性。

　　首天的視覺藝術工作坊，內容包括幼兒視覺藝術與創意

學習、簡易人物立體造形、幼兒集體創作實務、合作式聯繪

畫等。而第二天的繪本工作坊，課程圍繞四個主題，分別是

繪本與兒童、親子共讀有妙方、「聲」「韻」魅力說故事、

繪本與教學。

　　導師認為親子共讀是孩子成長重要的一環，建議多鼓勵

家長營造良好閱讀環境，選擇適當的圖書，從小培養孩子的

閱讀習慣。兩天的學習老師們獲益良多，擴闊思維的同時，

還啟發了很多創意點子，把學到的技巧融入教學之中。



      

      　「綻放希望」

　　　　 繽紛嘉年華：

  9月2日於塔石廣場舉行，透過舞台

表演及攤位遊戲，宣揚熱愛生命的訊

息，絕望、失望，總有希望，命運

縱然崎嶇，但永不放棄，人生才

活得精彩和更有意義。

      

         「珍惜生命」

             公眾專題講座：

讓參加者建立正向心態，勇於面對

逆境，三個專題分別是「尋解導向」

闡述解決問題的技巧，「心‧不再痛」

簡介創傷後壓力症對人的影響，「窮

途‧不是末路」展析克服和防止

自殺的方法；

　　  「為生命打氣」：

在全澳十個公共休憇區，讓家長

與子女合力給汽球充氣，寓意為生

命加油、喝采；

「Smile•笑」攝影比賽 

 　　　　暨作品展覽：

 通過參賽者的鏡頭，捕捉日常生

活中的歡欣與喜悅，向社會展現

生命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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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命、熱愛生命 生命熱線服務主任黎妙玲

　　每年的9月10日是「世界預防自

殺日」，旨在喚起全球各個國家和

地區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宣揚重視

生命的正面訊息。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3年訂立這個日子，首個口號是 

“自殺一個都太多”。

　　隨著澳門經濟急速發展，社會

衍生出不少的問題和挑戰，自殺或

企圖自殺的個案數字近年也有上升

趨勢，引起政府當局、民間團體以

及市民大眾的廣泛關注。

　　澳門明愛受社會工作局的委託

，主辦2012年本澳的「世界預防自殺

日」系列活動。配合世界衛生組織

今年的口號“强化保護因子及灌輸

希望”，我們以“珍惜生命、熱愛

生命”作為整個系列活動的推廣主

題。

　　系列活動於7月至9月舉行，協作

單位踴躍參與，共同推動社會不同

階層人士的積極投入，達至對熱愛

生命的認同。紫色是今次系列活動

的主色調，大會以此設計各項宣傳

物品，包括單張、海報、汽球及名

為「包紥傷口」（內附藥水膠布）

的心型紀念盒。

　　7月中的啟動禮為系列活動揭開序幕，隨後一個

多月，主辦單位舉辦四個推廣活動，包括：

活動預告

合家同暢賀中秋

　　明愛婦女中心與家庭服務部9月合辦「合家同暢賀中

秋」活動，預祝中秋佳節。婦女中心會員及熱心人士為

家庭服務部一百五十個貧困家庭送上禮品包，致以祝福

、問候。活動現場又安排精彩節目表演，包括懷舊金曲

、結他演奏、魔術表演、武術表演等，讓出席家庭度過

溫馨又歡欣的節日。

創意用具D.I.Y.

　　無論小組活動的道具以至復康訓練的輔具，都需要

因應服務對象的生活環境、習慣及需求而選購，有時候

想尋找合適的用具並不容易。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9月

邀請台灣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講師來澳分享，講解

老化時身體及心理功能的改變與活動的關係，介紹創新

思考與活動設計的理念，並引領參加者利用生活中的回

收物，製作多款實用、精美，專為服務對象而設計的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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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生態郊遊樂

　　明愛婦女中心月前舉辦「環保生態郊遊樂」活動，當

日天朗氣清，午膳過後，一行四十多人乘車到路環蓮花口

岸附近環境保護局的路氹城生態保護區。團員在導賞員引

領下，參觀多個景區，期間在觀鳥屋，用望遠鏡眺望濕地

公園內白鷺及小鳥。沿途是一條頗長的石仔路，未經開發

，路邊種有植物觀賞。

社會工作與法律  

　　從事社會服務的人員在工作上經常會遇到一些涉及法律

的問題，但對當中的概念和程序未必清楚瞭解，高志慈社會

研究中心於8月舉辦了一場「社會服務機構法律專題講座」

，以提高社會服務同工對法律的認識，從而保障工作人員和

服務使用者的權益。法務局的專家深入淺出地講解禁治產、

遺產和監護權等概念，為與會者在工作上遇到的法律問題提

供相應的指引。

濠江海上夜遊行

　　青暉舍於8月舉行年度院舍旅行活動，當晚由粵

通碼頭乘船出發，遊覽濠江璀璨夜景。院舍同工與舍

友們一起，猶如家人般出海觀光，樂也融融，品嚐自

助美食，暢所欲言。除欣賞迷人夜景外，同工及舍友

亦一展歌藝，盡顯才華，大家在歌聲和歡笑聲中渡過

難忘的晚上。

　　今年的9月10日適逢是澳門教師日，下午在天主

教學校聯會的教師日活動中，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

事和社會工作局區志強廳長聯袂，向2,500名老師宣

揚生命的可貴，全場更高舉燃點的燭光，宣示為珍

惜生命而努力，許諾把熱愛生命的訊息，帶到學校

、班級和同學裡去。場面壯觀，令人感動。

　　當天晚上，大會於綜藝館舉行「世界預防自殺

日」紀念晚會，除了多項出色的表演外，最感人的

是庇道學校的視障高中學生謝旭昇在與澳門心理學

會陳思恆小姐的對談中，道出他逆境人生的心路歷

程，超越自己，從不言棄。八時正，晚會響應世界

衛生組織的呼籲，進行燭光燃點儀式，與會人士一

同亮起生命的光輝，為自殺而死的人及自殺未遂的

倖存者和家屬送上祝福與關懷。

燃點每一燭光



安老院舍的開拓 許淑群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在面對社會持續發展時的重要課題

。有些國家預測至2030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會接近三成，澳門情況雖未至

如此嚴重，但老年人口亦日趨增多。按當局的本澳人口預測，2031年老

年人口佔全澳居民的比例，將由目前7%逐步上升至19%。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的統計資料，本澳現時約有四

萬四千名60歲以上的長者，以長者人口5%有高度護理的需要作估算，即

有二千多位長者是需要照護服務。目前本澳的護老床位包括私營及政府

資助共有一千四百多個，總體上老人護理服務存在一定壓力。社會工作

局表示，計劃於兩至三年間增建四間安老院舍，合共提供約七百個院舍

床位。

　　國際傳教證道會的許約翰牧師夫婦，多年來一直希望為本澳貧困長

者興辦護老院，目的是為父母及祖父母輩的長者提供適當的護理照顧，

使他們有尊嚴地度過晚年生活。然而，資金不足是興建護老院的最大障

礙。許約翰牧師向《時代月報》透露，有意選址大炮台斜巷興建一所護

老院，計劃購買該處一幅兩萬平方呎的土地，但費用龐大，期望向社會

各界籌募善款買地。至於營運資金，國際傳教證道會相信政府及熱心人

士會給予支持，並冀盼政府協助教會興建護老院及日後的運作，護老院

建成後將可提供兩百個床位。

　　2012年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長者「原居安老」的政策。特區

政府、民間團體及熱心人士一直關注本澳長者的生活及福利，現時輪候

安老院舍的人數頗多，平均輪候時間約為十二個月。因此，除了政府需

加快興建安老院舍外，社會團體積極開辦安老院舍，亦應予以支持，以

紓緩政府的負擔及改善長者輪候安老院舍的境況。

　　「年紀大了，無用喇！」中心的長者們經常這樣說。

　　就是針對這種想法，耆康中心一向致力舉辦不同的活

動及興趣課程，鼓勵長者發揮才能，提升自信心和自我形

象，為晚年生活增添姿彩。很多長者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學

東西，但若找到合適方法，讓他們慢慢學習，定必有所作

為。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位於氹仔，會員的文化水平普

遍較高，因此中心數年前開展「耆樂電腦班」。初期只有

幾位未接觸過電腦的長者參與，跟隨義務導師玩電腦遊戲

及學習基本打字，漸漸可以用電腦寫文章，再學習在文章

內加入插圖。這看似簡單的步驟，對從未接觸過電腦的長

者，卻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隨著科技的發展，上網不應只是年青人的專利。好學

的長者，要求中心加強電腦的功能，學習上網的技巧。今

天，他們可以在互聯網上檢視及發送電郵，透過電腦與遠

方的親友見面交談，自由地在網絡世界裡搜尋自己有興趣

的資訉，更把這些資訊與老友們分享，從而吸引到其他長

者嘗試使用電腦。

　　今年參加電腦班的學員增加至十多人，中心亦由六部

電腦增添至十部。學員期望中心可添置新的軟件及開辦高

階電腦班，以提高他們的學習趣味。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主任林淑芬
青洲老人中心主任杜潔容

IT長者 邁向30週年

　　青洲老人中心成立於1983年，當初由聖保祿診所借出

場地，1992年獲社會工作司(即現時的社會工作局)提供現址

以服務區內長者。

　　今年的會慶以邁向30週年為主題，並出版紀念特刊，

展示中心的歷史和多年來的重點發展，藉此感謝會員們長

期的支持和愛戴。

　　8月底會慶當日，假中心休憩區進行健康教育攤位遊戲

，增強長者的健康意識，晚上於酒樓舉行聚餐，老友記的

多項才藝表演，與在場人士分享喜悅，增添熱鬧氣氛。最

讓老友記興奮的，是出席嘉賓之中，包括三位前中心主任

，一時寒喧聚舊，樂也融融。



愛　回家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
學生輔導員歐陽展達

　　某天下午，一位滿面通紅、意識迷糊的父親來到學校

，聲稱要找在本校就讀的兒子。輔導員勸喻該名父親先回

家，學校亦隨即緊急找來有關學生瞭解情況，這便是我與

這對兄妹相遇的開始。

　　帶著無奈、驚恐與憤怒，兄妹倆向我道出案父近半個

月以來心情極差，每天借酒消愁，常常情緒失控而令他們

無法安睡。前天晚上更在酒醉的情況下以刀傷害了案母，

輔導員當即判斷這對兄妹的安全受到威脅，故聯絡案母，

並安排他們到親戚家中暫住幾天，同時向案母提供婦女庇

護宿舍及社工局等社會資源的資料。

　　翌日，輔導員相約案母商討輔助的方向及後續的生活

安排，出乎意料的是，案母與案父一起出現，只因案母選

擇了相信丈夫誠摯的道歉及保證。在會談過程中，瞭解到

原本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案父，由於身體出現問題而失去

工作能力，因而開始借酒麻醉、逃避。

　　但案母對丈夫卻抱有極大的包容，對家庭也有強烈的

牽絆，輔導員明白他們夫妻雙方的感情後，認為短時間內

難以動搖案母的意志。及後得知政府當局也在跟進這個家

庭個案，旋即作出聯繫，共同向案母灌輸應有的危機意識

，以及應急的自我保護技巧和措施，長遠則希望轉介案父

接受戒酒治療服務。如是，案家出現了短暫的平靜。

　　某個晚上，案母突然致電輔導員，表示案父再次酗酒

失控，她已經報警處理，但警方告知尚未找到局方的社工

，故非常擔心當晚的住宿安置。輔導員認為案母當時非常

恐懼、無助及擔憂，且未知會否有其他社工的介入，遂決

定到場支援，並告知案母相關的社會輔助資源，協助平伏

案母及一對子女的情緒。

　　社工局的社工聯絡庇護中心，成功協助案母及一對子

女解決暫時居住及安全問題。至於學校方面，經協調後，

校方也為兩兄妹提供中午膳食及校巴接送服務，避免他們

在社區中遇到案父。

　　家人走後，案父進一步放棄自己，身體因此急劇變差

，導致經常出入醫院急症室。輔導員遂建議案母藉案父留

院的機會，尋求精神科醫生協助，以處理案父的情緒問題

。此舉成功令案父進入山頂醫院精神科，更在社工局的協

助下轉介到戒酒院舍接受輔導服務。

　　案父最後自己離開院舍，家人透露他又再次接觸酒精

。幸好他明白到酒精對身體健康及與家人關係的破壞性，

並找到一份能力可負擔的工作，已有四個月的時間沒有再

情緒失控，酗酒的情況有所改善。長遠來說，輔導員希望

能轉介案父至適切的服務。

　　在協助這家庭個案的過程中，真心感受到這一家人相

互間的愛護與包容，這份愛是無可置疑的。諷刺的是，這

種無條件的愛往往成了意外的源頭。

　　澳門尚未有正式的家暴法規及相關的戒毒/戒酒法令，

目前只能依賴個人決心接受輔導服務，而家人之間善意的

包容及體諒，或可能釀成家暴的結局，這是我們最不願意

看到的。期待未來相關法規的出台，有效減少這些不幸事

件的發生，讓青少年在健康的環境下成長。

　　9月8日，一個平凡天，卻是快富樓長者戶滿心歡喜及熱

切期盼的日子，因為這天是滙暉長者中心成立一周歲。

　　為了慶祝這個大日子的到臨，中心安排了兩個環節慶祝

，第一部份是填色比賽，作品內容以中心服務為題，目的是

增加長者認識中心。比賽日，各參賽者表現認真，用心將圖

片一絲不苟的填滿艷麗色彩，在義工嘉賓的協助下，共選出

九幅入圍作品。

　　第二個慶祝活動是組織長者戶到酒樓聯誼，當天共有二

百多人出席。席間，除有長者自組歌舞助慶演出外，亦有遊

戲及抽獎與眾人同樂，大家都玩得非常投入與開心。活動中

，更有長者以個人及小組方式給中心送贈紀念品，以感謝中

心對長者的關顧及為長者打造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

開心一周歲 

運動和靜養 

 滙暉長者中心主任鄭月嬋

 義工簡志銳

　　今年七月，本人在滙暉長者中心開始教授長者太極拳和

坐式八段錦。

　　由於年齡和記憶關係，長者常在學習太極上遇到不少困

難，譬如新學習的動作，下一堂可能會忘記。所以需要耐心

地解釋動作要點，鼓勵他們：「別人做到的，你也一樣做得

到！」

　　本人教授的坐式八段錦主要是為那些行動不便的長者而

設計，以八段錦的動作針對長者的能力作出若干修改。

　　由初學到積極投入練習，學員們逐漸理解動作的要求且

不斷進步。有時候長者因保健等理由缺席，為此，本人開始

在星期日為缺席的學員補課，讓他們追上進度。

　　隨著時間的過去和每天持續的練習，學員的身體起了「

質」的變化。他們開心地告知自從練習太極拳後，能夠熟睡

，身體精神了，胃口開始變好了，連走路的步伐也變得爽而

有力。

　　練習坐式八段錦後，開始進行靜養十分鐘的散功，最後

還要放鬆身體和做點舒展運動，在放鬆身體動作上有困難的

長者則需要由助教、中心職員和本人輔助。通過運動、靜養

、鬆身，長者們都覺得身心非常舒暢，掌心也是紅潤的。

　　有被肩周炎纏繞多年的長者告知，透過運動，肩部開始

活動自如，亦有頸部不適的長者練習這運動後，頸部轉動時

的疼痛感減少及靈活了不少。可見持之以恆的運動，有助改

善身體素質及加強活動能力，各位長者，努力、加油！



無償的動力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協調員莫麗珊

　　由澳門明愛承辦的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自2011年9月投入運作，至今已有一年多

的時間。回想剛開始服務的時候，平均每周需要包裝、分派的食物數量由數百至數千份

，單靠明糧坊的員工力量實在難以應付，究竟當時是怎樣去解決這個難題？

　　本服務營運以來，多得傳媒的廣泛報導，讓服務能深入社區，為大眾所認識，更驅

使有志參與義工服務的人士接觸我們。除了個人義工外，也有學校、團體、企業的支持

，在服務背後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好像千對手般，協助處理每周數百至過千數量的食

物包裝、派發、場內秩序等事工，分擔機構同工不少的工作和壓力。

　　還有部份義工幫手將食物包一袋一袋地運送到行動不便或體弱的服務對象家中，並

與他們閒談，了解其需要，以拉近社會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協助服務開展的義工共約150名，他們來自不同行業和背景，為了有效組織他們及保

持穩定的參與，明糧坊於2012年初推出「讓愛拓展」義工計劃，透過專業培訓、定期聚會

和服務實踐，加強義工間的緊密聯繫及對服務的認識，更有系統地協助落實本服務各個

增值項目。

　　明糧坊希望多吸納不同行業有興趣的人士參與，去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我們亦非常感激曾參與本服務的義工，因著你們的支持，讓服務從一小步而跨出一大步

，令社區每個角落延續「愛」的種子，建構關愛共融的社會。

歡迎參與明糧坊義工行列，有興趣人士可到明糧坊4個服務站申請成為義工啦！

中區服務站：岡頂前地一號A                                          電話：28937596

北區服務站：黑沙環祐漢新村第二街祐添大廈二號地下              電話：28412595

北區服務分站：涌河新街裕華大廈第二座地下E                            電話：28453587

離島區服務站：氹仔廣東大馬路11號凱旋居地下G鋪                    電話：28820042

　　菲律賓總領事館月前舉辦“POLO Appreciation Night＂

，以表揚及感謝為在澳的菲律賓勞工提供協助丶支持和關

愛的團體。澳門明愛外地勞工服務計劃有幸獲邀出席，並

在活動中得到總領事致送紀念座予以表揚。

　　目前在澳工作的外勞，主要來自中國內地丶菲律賓丶

越南及印尼。根據澳門治安警察局2012年9月的統計，本澳

的外地僱員有109,038人，佔整體人口的比例似乎較想像中

為多。雖然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會接觸到外勞，但大家甚

少認真去了解這群長期離鄉別井、往外謀生的人。

　　本計劃現時的主要服務對象是菲律賓人及印尼人，以

下是筆者觀察到兩者之間的文化異同。

　　菲律賓人是一個熱情的民族，就算只是第一次見面，

很快便會與對方熟落起來。他們個性好動、不造作，十分

喜愛團體活動尤其戶外活動，往往扮演帶動氣氛的角色。

菲律賓人聰敏、善良，喜歡與人分享開心快樂，較少提及

不愉快的事。

　　他們對音樂、舞蹈等表演藝術有濃厚興趣，每當有演

出的機會，菲律賓人都會踴躍報名參加。信仰方面，他們

大部分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個星期日都會到教堂參與彌

撒和禱告。在澳的菲律賓人，主要從事酒店業丶博彩業及

家傭工作。

　　印尼人的個性則比較慢熱，但熟落後便體會到他們也

十分健談。印尼人同鄉之間有著深厚的情誼，彼此互相扶

持、互相照顧，時常以姊妹相稱。他們是回教徒，非常注

重信仰禮節，例如在Ramadan的月份，於日出至日落時段

會進行節食。

　　印尼人珍惜自我增值，相對地不太熱衷參與戶外團體

活動，這可能與他們如何來澳門工作有關。因為印尼人離

鄉前，大多需向朋友借錢才能得到來澳的機會，抵澳後又

須支付另一筆昂貴的中介費，這可能等於他們好幾個月至

一年的工資。

　　偶爾，外勞們會抱怨工作上的不愉快或不公平，他們

認為自己努力工作，但僱主總是不滿意，甚至不喜歡他們

。無論是菲律賓人，抑或印尼人，都非常看重與僱主之間

的相處和關係，對他們來說，只是想每天辛勞過後，能夠

得到僱主的關心、肯定，一句簡單的讚賞。

　　外勞有助紓緩澳門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為本澳的社

會和經濟發展作出不少貢獻，大家只要平等看待，他們定

可更好地融入在這日益進步的都市工作、生活。

族裔共融 外地勞工服務計劃協調員葉平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