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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兆冰 /慈善資源部主任

JUN 2014

2014國際明愛慈善晚宴6月底於君怡酒店舉行，筵開17席，逾
200人參加，為國際明愛在世界各地的援助工作籌募善款。澳
門教區黎鴻昇主教領禱時呼籲市民關注中非糧食短缺及叙利
亞難民問題，並支持國際明愛消滅飢餓運動。澳門明愛潘志

捐贈善款 物資
/

明總幹事介紹國際明愛在叙利亞的工作，以及澳門明愛與餐廳合作的健康素食活動。晚宴籌得善款
約澳門幣116,000元，將撥捐國際明愛以支援中非糧食短缺及叙利亞難民。

健康 網 絡

樂人 生
人皆尋夢
衝出澳門自在遊

或透過明愛網站捐款
https://www.caritas.org.mo/zh-hant/donation/node (QR-Code:

歡迎各界善長捐贈善款、奶粉、食油、米或其他糧油食品物資。澳門明愛

A

會將收到的物資，送贈到有需要人士手上，

，明愛財務部捐款或捐贈物資；

讓有需要人士感受到您的關愛。

一、親臨岡頂前地一號

二、以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澳門明愛」）

或現金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120-1-00647-3 (港 幣)

註：各位善長捐款，如欲指定受惠的澳門

220-1-00654-7(澳門幣)

明愛轄下單位或用途，可在入數紙上

加以註明。

大豐銀行

)

「碌」出個未來
《五・拾・米》有感

輔導員曾經推行10節小組，學習如何有
效及健康地上網，學生們十分投入，對
問題有自己的反思；之後再設10節延伸
活動，培養他們上網以外的興趣，包括
社區遊戲、才藝表演、棋藝遊戲、團體
遊戲，學生反應熱烈，並有助發掘他們
的興趣和能力。

在學校擺設的攤位則運用簡單的遊戲，
如九宮格過三關，更直觀地讓學生認識
到沉迷上網會引發健康、學習、社交等
張麗山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組長

多方面的問題。簡單有趣的遊戲容易讓
學生記住預防網絡成癮的知識，再加上

為預防網絡成癮，澳門明愛青少年、社區及學校

動智能手機。應與同伴交談時，反而成為低頭

輔導服務五月中旬於祐漢公園舉行「健康網絡樂

族，投入自己的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沒有交

人生」綜合活動，內容包括攤位遊戲、舞台表演

流。

即場有學生輔導員為他們進行網絡成癮
自我評估問卷，加強他們對有關議題的
認知，是一個很好的宣導活動。

和展板區三部份，透過社區推廣，讓父母、青少
年及兒童掌握網絡沉溺的原因及防禦方法。

過去一年，明愛的學校輔導員在多間學校進行小
組討論、工作坊、講座、家長教育及攤位遊戲等

網絡的訊息，而《漏網之餘》則提醒參加者預防
網絡陷阱。

網絡成癮自我小評估
1.你是否覺得無時無刻都想著，生活被網絡所
佔據？
2.你覺得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網絡上才能獲得
滿足？

澳門明愛袁志海行政主任為大會致辭並與一眾嘉

3.你多次努力去控制或停止使用網際網絡，但

賓主持開幕儀式，接著推介明愛學校輔導服務新

總是失敗？

近出版關於健康使用互聯網的《衝破迷網》小冊

4.當要中止連線時，你是否覺得悶悶不樂、情

子。現場的專題講座，由同工以生動有趣的描

緒低落、易怒？

述，道出使用互聯網的正確態度。

5.你上網的時間是否往往比原先預期的要來得

澳門明愛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自2011年

6.為了上網，你甘願冒險得失重要的人際關

開始，推行預防網絡成癮綜合活動。三年來發現

係、工作或教育機會。

不少學生上網時間越來越長，沉迷於社交網絡、

7.你是否曾向家人或朋友說謊，以隱瞞你使用

線上遊戲或網上購物等直至深夜，導致白天上課

網絡的程度？

無精打采，更有甚者，在上課時間不慌不忙的滑

8.你上網是為了逃避問題或釋放一些感覺，諸
如無助、罪惡或焦慮、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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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

更長？

（5題或以上）
若你有5題或以上答「是」，而且每週上網時間超過40小時，你的上
網行為極可能已經失控，嚴重影響你的工作/學業、身體、情緒、家
庭或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均衡發展。所以，你應該考慮尋找專業人士
的意見，協助解決沉迷上網的問題。

理、網上交友等議題。

（4題）
你可視為網絡成癮的危險群，你有機會因沉迷上網而衍生問題，如
工作/學業和時間管理等，亦可能影響你的社交及與家人的關係。

用電腦的正確方法、《衝破迷網》宣揚不要沉溺

（統計自己有多少題目選擇「是」作為答案）

活動，教導學生認識及預防網絡成癮、時間管

（0-3題）
恭喜你，你上網的行為，並未有對你構成重大的影響。希望你能夠
保持這種行為。

攤位遊戲各具特色，《健康網絡樂人生》提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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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出個未來

人皆尋夢

鄭俊杰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職業治療師

楊雅雯 /傳訊策劃

相信大家平常都有參加不同類型的休閒運
動，但你有否聽過硬地滾球？6月上旬，澳門

泳君是庇道學校的應屆畢業生，畢業後將前赴葡萄牙天主教

明愛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的3位舍友到香港參加

大學修讀葡西語學士及教育碩士課程。兩年前得知教青局的

硬地滾球公開賽，10月份更會代表澳門到韓

「培養葡語教師及語言人才資助計劃」，泳君便開始自學葡

國參賽。

文，通過幾輪面試篩選，從一千人中脫穎而出，成為今年錄
取的20名學生之一。

硬地滾球是一種專門為肢體動作控制重度困
難的殘疾人士而設計的競賽運動，比賽方式

「用對方的母語與他溝通真的很有趣！」這是泳君學習外語

為分組別的個人或團體賽，參賽者用手或輔

的原動力。自習的過程有點悶、很易累，但每每想到跟不同
助器材將自己的球推到最接近目標球的地方為勝。硬地滾球運動不但可以提升殘疾人士肢體動作

陌生人交談時的喜悅，看到對方因為自己會說他的母語而歡

控制能力和協調能力，還可藉此結交更多能力相若的朋友，互相勉勵，為生命添加正向能量。

欣的表情，便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除了英文及葡文外，泳
君還會講流利的日語和普通話，及基礎的俄語。

不久前，剛從重慶集訓回來的參賽者阿雄就拿著手信跟筆者說：「剛開始時，不太適應，有時都
不開心，因為不懂玩法；但後來玩多了感到手靈活，朋友也多了，還可以常常去不同地方練習。

比起課堂上一板一眼的教學方式，泳君更喜歡與人面對面的

今次是我第一次搭飛機，之後希望多些出外練習。」

交流。學懂了基本的發音和拼寫外文的規則後，泳君便嘗試
在沒有字幕下觀看該種語言的電影，喜歡的電影就會重複看

另外兩位參賽者阿威和阿輝，他們在6月份香港公開賽回來後，都有希望提升自己生活品質的想

五六遍，「要注意的是電影中人物說話時的表情和語氣，看

法和熱情。其中阿威的家人也參與其中，熱切支持和鼓勵他。過去阿威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堅

字幕的話會分心，這樣便融入不了電影裡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決不要選用電動輪椅，經過了比賽後，肯定了自己，亦重燃他對生活品質的追求。

與故事情節。」
「令舍友對生活有所渴求，有想變得更好的冀盼」，是筆者一直以來的工作目標。可以說，他們
這一次玩硬地滾球，真的「碌」出個未來，「碌」出生活色彩。

課餘時，泳君會參與各類接待活動，把學到的東西運用在實
際的交流上。每次外遊，泳君也會努力學習當地的基本生活
會話，旅程中不斷與當地人交談，練習該國語言。

泳君設計的活動海報

除了語言能力，豐富的義工經驗亦是泳君的加分項。就讀庇道學校社會服務班的泳君，高三在黑沙
環天主教牧民中心進行社科實習。實習期間她學曉使用 Adobe Illustrate 跟 Photoshop 軟件，協助中
心設計活動海報與宣傳單張，並積極組織各類活動供會員參與。
泳君是個充滿能量的女孩。訪談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提到學習語言、與人溝通及去葡國時激動的神
情，整個人仿似閃爍生光的。現在泳君正與其他獲錄取的學生上葡語暑期課程，9月下旬將到葡國

硬地滾球（BOCCIA）
原本是古希臘的一種投擲遊
戲，1984年獲列入殘奧的比賽項
目，1989年國際腦性麻痺運動休
閒協會（CPISRA）成立並制訂硬
地滾球相關的比賽規則及競賽制
度，2013年由國際硬地滾球運動
協會（BISFed）接手統籌硬地滾
球相關事務。目前，全世界有超
過50個國家參與硬地滾球運動。

升讀大學，展開她追尋夢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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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拾・米》有感
楊雅雯 /傳訊策劃

惜食‧共膳
黃德麒 /庇道學校學生輔導處副主任

5月中旬，庇道學校跟生命熱線合
作舉辦「惜食‧共膳」父母親節晚
會，邀請家長到校與學生及老師

明愛6月初一行30餘人前往香港參訪樂施會，

們，在學校的大堂進行別開生面的

體驗《五・拾・米》貧窮教育劇場，藉一個生

燒烤活動，促進親子關係。燒烤過

於貧困家庭女孩的故事，探索低收入家庭和在

程中學生與家長及老師共同分享食

職貧窮人士的處境，思考貧窮的成因和改變貧

物，讓學生領悟感恩之心，感謝父

窮狀況的方法，啟發個人與團體就這國際關注

母教養並珍惜食物資源。晚會的高

議題採取積極的行動回應。

潮是學生透過預先錄製的影片，向
現場的家長吐心聲，同時又向父母

劇場上半段直觀地展示繁華都市背後一個貧困

獻花表達謝意，場面溫馨，親情洋

家庭的現狀：五十呎的板間房內（五），佈滿

溢整個校園。

拾荒而來的雜物（拾），家人每天為著生計奔
波與憂慮（米）。「距離」兩個字在劇中處處
可見：現實與理想、努力與收穫、繁榮與貧

參加者上台，扮演女孩及女孩在學校的朋友，

窮，家庭成員和同齡夥伴日漸的冷漠與生疏。

通過揣摩不同角色，啟迪參加者換位思考，善
待身邊的人，從自身出發，逐步改變社會的不

傷健一家親
李春曉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社工

公義。
6月21日是聖類斯主保瞻禮，亦是聖類斯
現今澳門每年博彩稅收高達數以千億元計，人
均月收入中位數達15,000元，人均GDP排行亞
洲第一、全球第四，樓價持續上揚，通漲高
企，即使政府每年有現金分享，但低收入家庭

公撒格之家創辦紀念日。2004年剛加入
聖類斯這個大家庭時，第一次看到舍友
們每天努力練習，表演當日把近兩個月
的汗水換成連串的掌聲與歡呼聲。

在澳門中區、北區隨處可見，生活艱苦。這群

參加者隨後分小組進行互動討論，三位導師引
領大家往兩個方向去思考公平：為何有些人窮
一生之力去追求別人唾手可得的東西？大家可
以如何共同努力令每個人都得到平等的權利和
機會？
女孩的在校生活是劇場下半段的主題。導師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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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然有工作，收入水平高於最低維生指數，

十年過去，今天的創辦紀念日依然有舍

但往往入不敷出，又不符合資格領取政府的經

友的落力演出及連串的喝采聲，不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多了一個由舍友們擔任主唱、吉他

濟援助，難以改變現狀。

是多了一眾與舍友一同努力排練的同

手、鼓手的樂隊，在完全沒有其他配樂及和聲下完完整

事，既有社工、活動協調員、亦有治療

整地彈奏及獻唱了兩首歌曲，與過往只是跟着音樂帶獻

師及治療師助理，沒有職員與舍友之

唱有很大的分別，可以感受到舍友下了不少苦功，同事

分，只有一個充滿互助互愛的團隊。今

們亦花了不少心思和時間與舍友排練。這次突破性的演

年的創辦紀念日除小丑隊之外，亦有懷

出，更證明了每個殘疾人士都擁有不同的潛能，只是有

舊舞團一同負責招呼嘉賓及參加者。

待發掘。

九十後的筆者，在三小時的互動劇場中得到深
刻的體會，期望政府、民間機構及商界作出承
擔，一起訂定切實可行的策略，攜手開拓扶貧
之路，讓貧窮得以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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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出澳門自在遊
何健琳 /聖瑪嘉烈中心院長

走訪順德社會服務
鄭月嬋 /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主任

澳門明愛復康服務4個單位月前合辦「衝出澳門自

的特色人文風情以及野生動物。同樣來自聖瑪嘉

在遊」，在工作員的帶領下，20位智障人士和精

烈中心的阿媚覺得這樣的體驗很有趣，「坐在火

神康復者前往台灣旅行，目的是讓殘障人士體驗

車上，沿途看到很多動物，有大象、老虎、豹、

乘坐飛機，同時感受異地文化。

牛、斑馬，以前都沒試過。」

澳門明愛的家庭、安老及復康服務

同工積極交流對服務發展的看法，尤其是在開拓創新意念、

主管同工，在袁志海行政主任的引

營造社區網絡、發揮協同效應等雙方均深受啟發。

領下，一行7人於5月中前赴順德參
訪星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得到朱
月霞總監和一眾星宇同工的熱情款
待。當天共走訪了7個服務單位，

隨團有18位殘障人士是首次搭乘飛機，他們等待

包括容桂伍威權庇護工場、容桂馮

飛機起飛時均流露興奮和緊張的心情。「起飛

派普敬老院、古壇逢簡村社區營造

了，好緊張呀！要出發了，這是我第一次搭飛

項目、杏壇鎮職工服務中心、杏壇

機！原來飛機上是可以睇電視的，我比較容易緊

鎮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順德區威權

張，這剛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聖類斯公撒格

康復服務中心及順德區殘疾人家屬

之家的阿祿分享時激動地告訴工作員。「在高空

資源中心。座談會上，兩個機構的

上，可以看到天空中的雲，地上的人和物也都變
得很小很小，真的很有趣。」

嬰兒用品回收義售

到達當日便前往士林夜市品嚐地道的小吃及感受
當地夜市文化。分享時大家紛紛表示對台灣的美

何應勤 /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主任

食念念不忘，食物都很新奇，樣樣都想試，更有
住客說夜市是一個令他「感到非常幸福的地方，

澳門明愛家庭、兒青及社區服務14個單

提供培訓，學習陪月知識並配對相關的工作機會。陪

台灣人也很熱情，充滿了人情味。」

位共20名同工，5月中旬赴港交流，參

月服務是一項發展性的事工，借鑒「綠色小腳板」的

訪的項目包括「上門學習支援計劃」、

實踐經驗，中心正探討在澳開拓回收及義售二手嬰兒

「光房計劃」、「綠色小腳板」及「有

用品市場的可行性。

四天的行程中，除了參觀中正紀念堂、台北101
、漁人碼頭及淡水老街等富台灣特色和歷史色彩

台灣之旅為住客帶來許多首次的體驗，如搭乘飛

營飯堂」。四個項目都是為低收入家團

的著名景點，更安排到鶯歌老街、巧克力共和國

機、到與自身語言不同的地方、品嚐不同口味的

與及因應環境變遷而開設的創新服務和

體驗陶藝DIY和自製巧克力。來自聖瑪嘉烈中心的

食物、與野生動物的近距離接觸、陶藝DIY與自製

社會企業，「綠色小腳板」的業務重點

住客阿英說「第一次製作陶瓷，感覺很新鮮，可

巧克力等。中心住客們表示很想再來一次，「很

是回收二手嬰兒用品並加以出售，目的

惜因為太貴沒能買回來，但這確是一個難忘的經

感謝主，創造了這個美麗的台灣；很感謝明愛聖

是為年輕或單親媽媽充權，達致回饋社

驗。」

類斯，我有機會能參加；很感謝工作人員，耐心

會、自力更生。

地照顧我緊張的情緒，我身心都深感滿足！」阿
六福村主題樂園亦是此行參觀的地方之一，住客
們搭乘火車穿梭於各大主題村間，體驗世界各地
07

祿說。

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自2011年開展陪
月員服務，為有意投身陪月工作的婦女
08

繽紛
五六月

步上成功路

郭健聰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學生輔導員

母親節
聯歡

伯大尼
安老院

黑沙環明
暉護養院

阿星是一位11歲的重讀生，就讀小五，個子不

阿星向輔導員表示由於要熬夜溫習，感到讀書是

高，在班上不是顯眼的小孩，面對學校所教授的

一件苦差事。而班主任觀察到阿星的表現每況愈

聖瑪利亞
安老院

知識，阿星每次均感到像新相識的朋友。

下，認為他未夠盡力；聯絡星媽時，感覺星媽十

5月上旬，聖瑪利亞安老

母親節當日，澳門明愛

伯 大 尼 安 老 院 6 月 中 旬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於父

分緊張，有時甚至不接電話或不作回覆，像是在

院舉辦「開心五月天」

為轄下700多位服務使

舉行「父親節開心同歡 親節當日，舉辦曲奇餅

逃避班主任。

母親節慶祝活動。三位

用者舉辦「頌親恩獻關

會」，各樓層的院友一 及蛋糕製作活動。雖然

院友表演的小趣劇，道

懷」活動。潘志明總幹

同唱歌、跳舞，更與社 過 程 中 院 友 不 斷 地 表

出跟長者講解新科技

事致辭感謝社會熱心人

工合作表演話劇。話劇 示麵粉製作過程十分繁

時需多些耐心，不能只

士長期關心弱勢社群，

的主題是戒煙，透過院 複，但當成品出現並品

說「你不會懂！」就了

並慷慨贊助明愛活動。

友間的對話及院友家屬 嚐時，他們都很有成就

事，風趣的動作、幽默

除義工獻唱外，更有中

的探訪，宣傳吸煙的禍 感，笑說明暉可以開小

阿星家裡有三個成員：爸爸、媽媽和妹妹。星媽
工作時間穩定，家庭事務及教養子女由她負責。
星爸是商人，每天與阿星相處時間不多，大部份

每個人都想成功、每個人都會有壓力。個別輔導

時間回到家都會見到阿星在溫習或做作業，比較

阿星時，他表示自己已盡了力，測驗前幾天熟記

疏離。星妹與阿星相差四歲，就讀小二，與阿星

的內容，到測驗時就忘掉了。阿星感覺老師針對

感情不錯。

他，母親不了解他，但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家長及

的對答，逗得現場院友

心長者表演唱歌及舞

害及戒煙的好處，對白 賣部，販售手作的曲奇

老師的期望。

笑得合不攏嘴。出席的

蹈，最後獻上自製心意

全由院友自行創作，即 跟蛋糕。

家屬為數頗多，更與院

咭及花束贈予善長，以

興發揮，引得現場觀眾

針對阿星長期睡眠不足，輔導員約見星媽。傾談

友一起合唱《愛‧回

表謝意。

捧腹大笑。

時，星媽講述督促阿星學習的過程，又表達擔心

家》，場面溫馨。

阿星的未來，以及對班主任來電感到壓力，覺得
自己用了很多時間和心力，但得到的結果卻未如
理想，不知如何與班主任合作，自從星妹出世
後，對阿星的照顧時間減少，甚至有時候分身不
暇。

在阿星及星媽的同意下，輔導員向班主任反映阿
星及星媽的心情。繼後班主任安排阿星參加小組
班主任發現阿星學業成績不理想，經常像熬夜後

學習輔導，就著他的生活作息，以及面對壓力所

回校，上課不夠精神，偶爾還會欠交作業。為

產生的問題，教導阿星應對的方法。此外，輔導

此，班主任要求阿星留在學校完成作業，並且責

員協助星媽正向處理自己的壓力跟情緒，調整對

成他上課不得睡覺。另一方面，班主任多次約見

阿星的教養方式，最後阿星的上課情況逐漸得到

星媽，討論阿星課堂及學業表現，通常在班主任

改善，整個人也變得開朗起來。

聯絡星媽後三兩天，阿星的表現都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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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TAS
ACTIVITIES

活動
失智症社區推廣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5月中旬，藉開幕五週年之慶，舉辦了
一系列認識和接納失智症患者的推廣項目，包括「智慧錦

殘疾公約引介會

囊」徵集失智症患者照顧經驗，舉辦「智想聽」長者專場
講座、「智樂園」工作坊及以認知活動為主題的多項活
動。「智慧錦囊」失智症患者照顧經驗的徵集活動，收到

社會工作局5月底於澳門理工學院舉辦「《殘疾人權利公

近150份稿件，院方從中選出28個應對失智症患者常見行

約》公職人員引介會」，以提升公職人員對《公約》的關

為問題的方法，印製成宣傳小冊，供巿民免費索閱。

注與認知，澳門明愛袁志海行政主任應邀擔任講者，透過
簡報向與會者分享民間機構在社區及學校推廣《公約》的
實況，並期望特區政府加大《公約》在澳門的執行和推廣
力度，讓本澳殘疾社群享有跟其他人一樣的平等權力。

「鯨」彩無限
耆康樂園會慶

每年夏季，聖路濟亞中心都會帶領院友到外觀光，豐富院
友生活。適逢橫琴新近開設大型娛樂設施，中心今年遂安
排院友去橫琴的海洋王國遊玩。剛進入海洋館，院友們就

澳門明愛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耆康樂園6月下旬舉行31週

被色彩繽紛的熱帶魚吸引住，形狀各異的深海魚、巨型鯨

年會慶聚餐，會員的才藝在會慶中充分展示，體現「老有

鯊以及色彩繽紛的水母都令院友們讚歎不已。隨後去了海

所學、老有所為」的精神面貌。老友記和嘉賓在欣賞精彩

豚灣觀看海豚表演，可愛的海豚和飼養員一起玩遊戲，海

表演之餘，亦一起回顧耆康樂園的成長歷程、發展點滴，

豚俏皮的動作逗得院友笑個不停。

以及開心難忘的片段。中心在未來的日子裡，會不斷開拓
更多元化的服務，為北區長者建造更美好豐盛的晚年。

托育活動添姿趣
長者義工遊香港
為表揚和嘉許長者積極參與社會，鼓勵長者投入義務工
作，實踐「老有所為」的生活理念，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6月中旬組織22名長者義工前往香港志蓮淨院，參觀南蓮
園池及志蓮護理安老院。安老院職員向長者義工介紹該院
設施，而長者則回饋分享做義務工作的心得。

11

為提高幼兒的參與度，發展幼兒身心，明愛托兒所5、6
月份以「美學」與「創思」為主題，設計托育活動。「快
樂的小鳥」，讓幼兒聆聽樂器的聲音，自由參與模仿小鳥
飛翔的美妙姿態，從聆聽和模仿中增強幼兒美感的發展。
「字條活動」則透過簡單的字條，啟發幼兒思考，認識數
字、顏色和長短，學習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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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綠色畢業活動

2014年5-6月

李佩詩 /明愛幼稚園校長

為了向幼兒推廣本澳的世遺文化

自然共融的美。舞蹈興趣班同學以 Happy Day 舞蹈歡迎參加

及愛護大自然的觀念，明愛幼稚

畢業禮的嘉賓和家長，各年級的表演包括有泡泡愛唱歌、天空

園6月下旬組織幼高班的學生與

魔法師、Beautiful World 和 Aloha 夏威夷草裙舞。畢業禮上播

家長進行親子世遺遊及畢業聚餐

放畢業生嬰幼時期與穿著畢業袍對比的相片，感動全場觀眾。

活動，160人分四組參觀東望洋燈
塔、鄭家大屋、龍環葡韻等世遺
景點。聚餐時導師向各畢業生頒
發「圖書室小義工」獎狀和紀念
品，嘉許學生們協助圖書室整理
書籍。
而明愛幼稚園今年畢業禮以「大
自然狂想曲」為主題，教導幼兒
以簡單的歌舞表演來展示人與大

安老照護課程結業
羅琨瑜 /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助理主任

由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及香港醫療管理

本期學員共有32人，結業禮上澳門明愛袁志海行政主

學會聯合舉辦的第三屆「安老服務照護

任及香港醫療管理學會闕港子創會主席給畢業學員頒

人員培訓課程」，5月下旬於庇道學校禮

發證書，當中更特地設立成績優異獎，以示鼓勵。

堂舉行結業禮。
今期的課程於3月至5月進行，透過專業
化護理知識與技巧的傳授，提升並優化
安老服務前線人員的工作能力和態度，
進而有效地改善本澳安老設施的服務質
素與水平。課程總時數為80小時，內容
豐富，包括長者疾病的護理方法、個人
衛生及傷口處理技巧、扶抱技巧、環境
衛生及感染控制等專業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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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EMENTS

捐款名單

（按筆劃順序排名，只刊登未曾公開款項）

金額(MOP)
金額(MOP)
AMANTE GOMES BRIGIDA
BATALHA DA SILVA PAULO JOSE-本地兒童
CHAN KA U
CHAN MAN CHON-明糧坊
CHAN PENG TIM
CHAN WAI MAN
CHAN YUK MEI
CHEE KIT MAN
CHEONG LAI SAN
CHONG SOU VA
CTM輕鬆「善」影活動
FOK WAI MAN
GAD
IEONG IO SAN DAVID
JESSICA NG
KAN NGAN KUAI
LAM VIRGINIA FONG I
LAO UN KUONG
LEE IO FAI-本地兒童
LEE KIN MAN
LEI IOK IO
LEONG TERESA
LEONG WENG SAN-內地兒童
MARGARIDA PANG
MARC TAN-書桌捐贈計劃
NG DO ROSARIO, SIO WAN
NG KIN VENG
PANG TERESA
U WENG SIN-安老服務
U WENG SIN-復康服務
VALERY GARRETT
VANESSA CHILIME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毛錦添
可晴
朱燕萍

1,000.00
1,986.67
400.00
400.00
46.00
400.00
500.00
380.00
2,000.00
300.00
26,128.47
100.00
600.00
500.00
150.00
15,000.00
2,000.00
120.00
200.00
300.00
30.00
2,000.00
200.00
400.00
80,000.00
2,000.00
2,000.00
515.75
300.00
300.00
75.60
1,000.00
27,513.60
3,740.00
100.00
260.00

金額(MOP)
金額(MOP)
何梁淑嫻
佛弟子
吳宅
岑欣媚
李佩芯,羅曉琳,梁巧霞
杜少冰
明愛捐款箱
林婉嬈
徐承康
馬家驊
區女士
梁兆英
梅瑞秋-內地兒童
眾善長
符女士
陳振邦,陳定邦,劉宏智
善長-內地兒童
善長-本地兒童
曾桂良
湯福如
郵電職工福利會
黃小姐
黃先生
聖瑪沙利羅學校
鄒采寧
鄔先生
嫣美容護膚中心
甄玫瑰,鍾和,何彩萍 - 復康服務
澳門大學榮譽學院學生會
澳門協青體育會
澳門威勝體育會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慈善值理會-家居護養
霍宅
顏其志-家居護養

500.00
2,560.00
3,500.00
200.20
600.00
300.00
70,315.59
500.00
1,500.00
1,031.50
100.00
43,771.10
200.00
23,763.67
500.00
3,000.00
8,240.95
12,726.30
1,000.00
1,000.00
1,500.00
4,000.00
500.00
10,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700.00
2,070.00
150,000.00
103,000.00
20,630.00
1,000.00
500.00

小計

647,1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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