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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居病床」到「家居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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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期三年的「家居護養服務」計劃於 2012 年 12 月 7 日正式啟動，當天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澳

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社會工作局黃艷梅副局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區榮智委

員、衛生局技術協調室曹國希主任及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事。

   達致幫助有長期照護需要而正等待或不願意入住安老院舍，和剛

離開醫院但需高度護理的長者，與及有相同需要的本澳居民，明愛倡

議 24 小時家居護養服務先導計劃，讓服務使用者即使是節日、假日

及晚間，也可得到適切的照顧與關懷。這項服務響應特區政府「原居

安老」的政策，目的是減輕家屬照料長者的壓力，並有助澳門社會建

構以人為本的護老照顧系統。

    陳伯與陳婆婆同住在一個私人樓宇的小單位內，彼此互相照顧，閒時兒孫回來探望，

生活無憂，可說是老友記理想的晚年生活。

副主任黃愛蓮

澳門基金會

    好景不常，陳婆婆近月出現失智的症狀，失禁、日夜顛倒、情緒不穩等，令到兩老的

生活起了莫大的變化。陳伯非常擔心，家人也沒法周全地協助照顧好陳婆婆。想過把陳婆

婆送進老人院，卻又不忍心兩老分開，遂向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申請「陪護服務」。

    接到陳伯家人的申請後，團隊馬上派出個人護理員到其家中照料陳婆婆，並由治療師

提供有關失智症的康復訓練。陳婆婆可在熟識的環境下得到照護，又有陳伯隨時陪伴在旁，

經過一段時間，情況已有明顯的改善。

明愛家居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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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

中
國銀行澳門分行三位代表，就早前舉辦的「開開心心

慈善行　2012 中銀與您同邁步」慈善活動，於 12 月

初向澳門明愛捐贈「紀念中國銀行成立 100 周年澳門幣」實

物單張 300 套、三連張 120 套、三十連張 150 套、發行盈餘

80 萬元，與及員工捐款 585,740 元和活動報名費 8,525 元。

潘志明總幹事在接受捐贈時，讚揚中銀澳門分行是次活動有

助澳門建設和諧和仁愛的社會。

捐贈

　
　
　
　
  

聖
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0 月初

舉行校慶慈善園遊會，為澳門

明愛籌得善款近二十萬元。該校學生

自治會多位代表月中在校長引領下把

善款送交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事感

謝學校發揚仁愛精神，關心本澳弱勢

群體的福祉。

校
慶
慈
善
園
遊
會

為
支援世界各地脆弱

無助的難民及呼籲

社會對難民的關愛，澳門

難民福利會於 12 月中在

高士德和中區舉行首次賣

旗活動。澳門明愛協助動

員學校、社團及社會服務

機構參與這次賣旗和進行

慈善義賣，共籌得善款約

109,000 元。善款將轉交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署，以援助亞洲、非洲等

地的難民。

難民福利會
賣旗日

紀念鈔百年

康復 士巴

熱
心人士鄭永輝先生關顧本澳殘疾人士及行動不便長者的生

活需要，向澳門明愛捐贈一輛復康巴士，12 月初由潘志明

總幹事接收。該復康巴士根據輪椅人士的需要作出改裝，包括調

整車箱座椅及擴闊車箱空間，並設置自動升降台方便輪椅使用者

上落。澳門明愛謹代表受惠人士感謝鄭先生的關懷和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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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基金會認同明愛從「家居病床」到「家居

康健」的服務理念，撥款資助家居護養服務先導計

劃的營運經費。為感謝其全力支持，明愛特以冠名

方式把這個項目命名為「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

服務」。此外，社會工作局和衛生局亦給予技術指

導和實質援助，令家居護養服務得以有序開展。

1.     基本個人照顧：如沐浴、洗頭、餵食等；

2.     特殊護理照顧：如傷口護理、胃喉餵食、糖尿病護理等；

3.     復康服務：如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提供家居環境安全改善建議等；

4.     社工服務：如個案輔導、義工關懷、小組活動等；

5.     在家訓練：健康教育及護理指導等 ;

6.     特別陪護服務及陪診計劃：由個人護理員提供的陪伴和照護服務。  

    

服務內容

發展階段

專業培訓

如對這項服務有任何查詢或有意使用此服務者，可致電 2843 7006

或親臨澳門馬場東大馬路 336 號四樓與「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同事聯絡。

    每個個案均會由專職人員上門，為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實況進行專業

評估，再訂定介入方案與家人協商後，方始落實執行和提供服務。

   三年的家居護養服務先導計劃幅蓋全澳各區，分四個階段逐步拓展。現時是第一階段，服務區域以

馬場、黑沙環及祐漢等周邊地區為主，首支護養隊得黑沙環明暉護養院借出場地作為辦公室及支援站。

   第二年上半段和下半段將分別增設第二支和第三支護養隊，以服務高士德、下環等地區和筷子基、

青州等地區。至於第三年，將設置第四支護養隊，把服務擴充到氹仔和路環等離島地區。

   確保員工具備足夠的信心和能力，以應付 24 小時全

天候家居護養服務的工作挑戰，團隊中所有護理同工，都

參與了由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和香港醫療管理學會合辦，

長達 80 小時的安老服務前線人員訓練課程。經過來自香

港的資深護理人員的嚴格培訓，在授課、實踐及考試後，「澳門基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的參與同工均

表現良好，並獲頒合格證書。



澳
門天主教教區與澳門明愛關係密切，透過多元的聯繫共同關心社會，為本澳、

內地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澳門明愛的行政管理獨立自主，在澳門教區

的信仰和價值支持下開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回應弱勢群體所需。

   2012 年 10 月間，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走訪澳門多個堂區，與堂區神父就明愛

近期和未來發展、社會關注議題，以及與教區合作等事宜分享交流。拜會的司鐸分別

有：望廈聖方濟各堂鍾志堅神父、主教座堂劉炎新神父、聖若瑟修院劉哲明神父、聖

老楞佐堂袁偉明神父、氹仔嘉模聖母堂李順宗神父、花地瑪聖母堂何知行神父、路環

聖方濟各堂萬勵文神父、聖若瑟勞工主保堂馬嘉道神父和聖安多尼堂陳寶存神父。

   總幹事介紹明愛社會服務的發展概況，特別是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計劃、澳門基

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復康巴士服務、義務工作等，並期望堂區可以協助明糧坊向

貧困家庭派發食物和推廣宣傳，在遇到需要援助的個案時將其轉介予明愛，而明愛的

復康巴士亦可接載行動不便的教友和區內居民前往教堂及看病，透過多方面加強明愛

與教區彼此之間的合作。

   副主教鍾志堅神父建議明愛的義工協助堂區進行短期性、項目性的工作，劉炎新

神父就明糧坊的發展及明愛學院的籌辦提出意見，負責教區財務的劉哲明神父則關心

明愛的內地兒童助學及外地援助等事工，李順宗神父讚揚生命熱線電話輔導服務並期

望明愛把此服務推廣至在澳外籍人士及土生葡人，馬嘉道神父指出北區賭博問題嚴重

及希望明愛的社工多關注社區問題。

   澳門天主教教區和澳門明愛長期發揮著輔助政府施政的歷史任務，明愛更敢於扮

演先導角色，推出創新服務，讓社會中最弱勢或未受關注的群體得以受惠。總幹事感

謝堂區神父抽出寶貴時間，耐心聆聽並悉心指導明愛的工作，日後將繼續拜訪其他堂

區神父，積極拓展合作空間，為澳門及各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所需支援。

伯大尼安老院的「聖誕同歡樂
繽紛」，有澳門少年飛鷹、
Cheer Lockers 及翁氏魔術協會
的表演助興。

明愛學校應澳門威斯汀
度假酒店之邀，一眾學
生興奮地到酒店與其員
工一起參與慶祝活動。

明愛家庭服務部得到善長
的贊助，舉辦「聖誕同樂
夜 2012」與受助家庭共度
節慶。 明愛生命熱線於舉辦了

2012 年聖誕聯歡暨義工嘉
許典禮。

明愛五間長者中心合辦的

「聖誕同歡樂滿盈 2012」，

邀請到新聲舞動文娛協會演

唱多首經典歌曲。

聖瑪嘉烈中心舉辦聖誕藝術展繽

紛聖誕慶祝活動，並特備時裝表

演項目。

  04

總

慈
善
資
源
部
主
任
杜
兆
冰

望廈聖方濟各堂鍾志堅神父

聖老楞佐堂袁偉明神父及周安智神父

聖若瑟勞工主保堂馬嘉道神父

主教座堂劉炎新神父

嘉模聖母堂李順宗神父

路環聖方濟各堂萬勵文神父 聖安多尼堂陳寶存神父

聖若瑟修院劉哲明神父

花地瑪聖母堂何知行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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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山兒童中心舉辦「聖誕樂悠
遊」活動，在永亨銀行義工隊的
協助下，帶領舍友到銀河渡假村
欣賞聖誕裝飾。

明愛創明坊於十六浦索菲
特餐廳舉行聖誕聯歡暨季
度生日會。

十
二月份的澳門，是屬於聖誕節的。街頭的亮麗裝飾，以至店舖播放

音樂，都散發著濃濃的聖誕氣氛。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澳門明

愛轄下各服務單位均舉辦慶祝活動，與服務使用者和他們的家人共度歡樂

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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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環明暉護養院安排了弦樂義工

為院友演奏，而院友們則演唱一曲

“上海灘” 以作回謝。

    為了增添節日氣氛，明愛員工悉心佈置各服務單位，更有穿上聖誕服

飾，積極籌備節慶活動。機構上下籠罩著愉悅之情，為寒冷的聖誕節注入

暖流，每個畫面，每張笑臉，都是我們最樂意和最希望看見的。

   以下是部份中心、院舍慶祝聖誕的點滴片段，就讓大家把這普世的愛

傳揚開去，以包容、關懷之心，為有需要的人燃亮希望之光。

明
愛慈善園遊會經已舉辦了四十多年，可說是澳門每年

一度的慈善盛事。今屆園遊會以「賢朋共聚•展愛育

群」為主題，於 2012 年 11 月 3 至 4 日假南灣湖水上活動中

心舉行。

01 澳門明愛慈善園遊會  

   開幕

02 紙雕攤位

03 素描攤位

04 狐狸彩繪面的小朋友

05 園遊會壓軸大抽獎

互愛、和諧、關懷

活動新亮點
   今年園遊會設有八十多個攤位，逾九十間機構參與，亮

點是新增的「文創藝術區」。當區引入了本地藝術創意團體，

多名設計師義賣其精心創作的產品，又有長者即席揮毫繪畫

國畫，藝術學院學生現場為遊人面部彩繪、肖像素描，更有

社團作陶藝、刻瓷、微彫、手工剪紙等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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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天的園遊會中，大會亦安排了一個接一個的舞台節

目，讓市民大眾極盡視聽之娛。今屆邀請到四十多支隊伍參

與現場表演，歌唱、舞蹈、魔術，節目內容豐富，由明愛五

間復康服務單位組成的 CATWALK 團隊也在台上一展風華。

    澳門明愛轄下共有近四十個服務單位，服務範疇遍及安老，復康、家庭及幼兒、青少年及社區、教

育、熱線輔導、露宿者支援、社會重返、外地勞工、短期食物補助、家居護養及無障礙旅遊等各個領域。

   因此，在政府的津助之外，澳門明愛需要社會各界和市民大眾的廣泛支持，捐贈善款，以持續並優

化為弱勢社群提供的多元服務，共建互愛、和諧、關懷的社會氛圍。

    園遊會的參與攤位，來自不同的學校、社團及政府部門，

還有各行各業的義務工作者不辭勞苦，無私、默默地付出，

令今屆明愛慈善園遊會籌得近澳門幣六百萬元的善款，以支

持澳門明愛來年的服務經費。

   澳門電台承傳去年的參與，除了在現場設置攤位，同時為園遊會製作兩小時

的特備節目，於首晚全程直播。



  11

澳
門明愛於 12 月首個周末，舉行兩天以「真誠

相待 愛育明天」為主題的賣旗活動，地點包

括中區、紅街市、北區及青洲，同時亦在玫瑰聖母堂

及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進行慈善義賣。參與今次賣

旗的義工超過 800 人次，分別是本機構的服務使用者

及來自各學校和社團，活動整體共籌得善款約澳門幣

216,000 元，將用作支援澳門明愛來年的社會服務經

費。

明
愛
賣
旗
日

永
利澳門的義工隊在 12 月上旬到

訪伯大尼安老院，派發禮物之餘，

還與院友大玩遊戲，表演唱歌及功夫。

而院友也唱歌助慶，更有院友為義工繪

畫肖像，場面溫馨熱鬧，大家在歡笑聲

中渡過一個愉快的上午。

2012 年 12 月 31 日除夕夜，澳門明愛舉行員工

周年聚餐活動，當晚除了需值班的人員之外，

出席的同事共有 500 多人。潘志明總幹事感謝員工

過去一年所付出的努力，並冀望明愛來年可為更多

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席間，總幹事向工作滿十

年、滿十五年、滿二十年等 25 名員工頒發長期服

務年資獎。

明愛員工周年聚餐

熱
心
探
訪

Carita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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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路環九澳的聖路濟亞中心創立至今三十多

年，而部份舍友已居住了十數年，早把中心當

成自己的家。藉著 12月 13日主保瞻禮日這喜慶時刻，

中心在「家」與服務使用者及家屬舉行慶祝會。當天

送給到場來賓的紀念品，都是由服務使用者自行悉心

製作。慶祝會的助慶節目，除了舍友的表演外，還有

特備的員工 Fashion Show，令人耳目一新，不禁掌聲

雷動。

聖路濟亞中心主保瞻禮

康暉十四周年會慶

長委會年度總結

2012 年 11 月 18 日，是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成

立十四周年的大日子。當天的會慶聚餐由三位最

年長的會員與嘉賓一起切壽包以拉開序幕，接著是頒

發嘉許狀，感謝年內為中心默默耕耘的義工。會場播

放著「康暉中心生活點滴」的影片，讓長者們緬懷一

段段美好時光。

明
愛長者健康委員會的使命是透過長者身體力行，

發揮銀髮力量，展現耆年生活的光芒，籌辦的活

動包括學習交流、社會參與、出版長者之聲刊物、健康

專題探訪等。長委會今年的週年慶暨總結會於 12 月中

舉行，藉此強化委員們的凝聚力，並表揚委員的傑出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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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明愛 1992 年在青洲老人中心創辦「家務助理服務」，為當時全澳貧困人士提供

送膳、陪診及家居清潔。及後當局投入資源，並於 2005 年把家務助理服務與獨居

長者支援服務合併為「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增加了專業的護理和復康訓練元素，回應

社會需求。

跨
境
安
老
研
討
會

澳
門明愛聯同香港復康會、伸手助人協

會、香港老年學會和香港理工大學護

理學院耆年護理中心，於 2012 年 10 月中合

辦「跨境安老研討會」，共同探討港澳兩地

長者跨境養老的可行性。會議上，粵、港、

澳同工討論如何透過跨境協作，提供持續優

質的院舍護理照顧。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事

亦以「澳門跨境安老的現況與反思」為題，

分享本澳對長者的醫療和社會保障政策。參

加者隨後前往深圳和肇慶，實地了解香港賽

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及香港賽馬會伸手助

人肇慶護老頤養院的服務情況。

   多年來，青洲家援服務隊維持每個工作日送膳到戶，一壺熱湯、一碗米飯，都充滿著

工作人員的心意。為顧及服務使用者的健康，盡量選擇新鮮和高營養價值的食材，並特別

為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及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士提供戒餐服務。

   現時，本澳共有五支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隊伍。家援服務成立二十周年的慶祝典禮於

2012 年 11 月中舉行，為隆重其事，五個團隊早前聯合製作紀念特刊，並舉辦特刊封頁設

計比賽，經評審後，公開組和學生組的冠軍作品分別刊印於紀念特刊的封面及封底。

高
志慈修女 100 年前出生於義大利，其後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並於澳門

開始服務社群。高修女一生致力教育事業，開辦了聖母聖心學校，七十年

代更創立本澳首間訓練專業社工的澳門社工學院。

   2012 年 11 月 13 日是高修女誕辰一百周年的日子，社工學院前師生聚首於庇

道學校，為高修女舉行祈禱會，感謝她畢生無私的奉獻。師生們分享高修女對大

家的正向影響，藉此互相勉勵，希望將高修女仁愛之心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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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慈修女誕辰百周年祈禱會

為
提升本澳前線同工照護殘疾人士及長者的知識和技巧，進而有效優化復康及安老設施的服務質素，

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於 2012 年 11 至 12 月間分別與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合辦三十小時的「復康服

務前線工作人員培訓課程」，並與香港醫療管理學會合辦長達八十小時的「安老服務前線工作人員訓練

課程」。兩個課程均是理論與實務並重，內容包括個人衛生、傷口處理、扶抱技巧及感染控制等多方面，

學員們需經考試合格後始獲頒發結業證書。

前線人員在職培訓

高
志慈社會研究中心於 11 月下旬開辦「心理戲劇治療法專業培訓課程」，在香港導

師麥建維先生的引領下，參加者透過劇場遊戲、個案分享、小組協作，親身體驗心

理戲劇如何協助律動舒緩，發展思想、情感、觸覺及直覺四大本能，從而增強自我認識的

能力，對個人成長產生輔導與啟迪作用。

　　　　  心理戲劇治療

家 

由
十多個本澳民間社

團組成的「社服專

業 你我共建」籌委會，

於 2012 年底出版其系列

火相傳薪

文集的第四集，凝聚社會服務界的實務智

慧和寶貴經驗，以作薪火相傳。在今期文

集，澳門明愛亦有兩篇文章被編委會接納

付載，分別是明愛家庭服務部的《「明糧

坊」食物援助服務新路向》及黑沙環天主

教牧民中心的《「陪月服務」中年婦女就

業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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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服務二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