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AUG 2014

大豐銀行

220-1-00654-7(澳門幣)

120-1-00647-3 (港  幣)

捐
贈
善
款/

物
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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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將
收
到
的
物
資
，
送
贈
到
有
需
要
人
士
手
上
，

讓
有
需
要
人
士
感
受
到
您
的
關
愛
。

一
、
親
臨
岡
頂
前
地
一
號  

，
明
愛
財
務
部
捐
款
或
捐
贈
物
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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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
各
位
善
長
捐
款
，
如
欲
指
定
受
惠
的
澳
門

明
愛
轄
下
單
位
或
用
途
，
可
在
入
數
紙
上

加
以
註
明
。

或透過明愛網站捐款

https://www.caritas.org.mo/zh-hant/donation/node  (QR-Code:                    )          

伴我綠悠遊
銀髮探訪相扶持 燃亮生命之光

「智」在有你

家居照護
成就愛



01

COVER STORY

楊雅雯 /傳訊策劃

「等陣！」幾分鐘後何太打開了門，伴著爽朗的笑聲：「我剛

在幫何生吸痰。」

何生是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7月份的個案。何太告訴筆

者，5月初丈夫因氣喘到醫院急診，發現呼吸衰竭、病情變差轉

入深切治療室，因病況不穩定，6月時做氣管切開手術。「之前

沒想過治療會這麼麻煩，本以為取出異物後能馬上縫合，然而

一等就是幾個月，10月份覆診後才可確定能不能封口。」何太

苦笑。

醫生本不建議出院，但轉入四人內科病房的何生因為病友太

吵，每晚都睡不著，最後醫生勉強同意了。由於兩個兒子整日

忙於生計，何太擔心自己不識照顧丈夫，便依循愛心之友職員

的建議聯絡明愛，當日下午家居護養服務的社工及護士便上門

家訪，評估病情和服務需要。

一連三天，護士朱姑娘上門為何生提供吸痰、清洗氣切傷口和

更換氣切內套管、更換氣切外套管外固定的繩子，並有個人護

理員協助給他洗澡。三日後何太已基本掌握照顧方法及技巧，

但對更換氣切管外固定的繩子仍沒有信心，因此每逢周五，朱

姑娘都會上門協助。

自7月起，何太每一天都從早上4、5點開始，幫丈夫吸痰、煮早

餐、準備一天的藥、買菜以及不定時更換氣切管。「剛開始的

時候很辛苦，嚴重的時候半小時、一小時就得吸一次痰，離開

超過半小時就不行了，不能睡覺，壓力很大。」何太說。

平時家裡只有兩位老人在家，由於何生靠氣切管呼吸，對家中

環境衛生要求很高，一有灰塵便容易咳嗽、出痰，何太還得身

家居照護成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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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清潔一職，往往分身乏術。「幸好朱姑娘經

常打電話過來慰問，告訴我照顧不來的時候可

以打電話到明愛，24小時、無論假日與否，他

們都會派人過來幫忙。」何太感激地望一望朱

姑娘，說：「像是之前腳痛、感冒的時候，多

虧她的幫忙才能熬過那幾天。如果沒有接觸到

這項服務，真的不敢想象現在的日子會是怎

樣。」

將專業的護養支援服務帶入家中，銜接醫院及

社區護老服務，是家居護養服務的宗旨。何太

告訴筆者，這一兩個月帶丈夫去醫院覆診時，

都跟其他家屬推薦家居護養服務，當醫院的醫

生瞭解家中有護士支援後，也會放心讓病者出

院。

此次採訪感受最深的是何太對朱姑娘的信任，

採訪過程中會時不時地跟朱姑娘分享家中的趣

事、傾訴自身的壓力，或許家居護養服務的同

工們帶給服務使用者的，除了基本的護理知識

外，更多、更重要的是心理安慰與陪伴。

在很多人眼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

幫別人換藥、鼻飼、注射胰島素、更換

鼻胃管、更換尿管等是一種厭惡性的工

作，但這些卻讓我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價

值。

在家居護養服務工作的一年半中，印象

最深刻的是一位83歲的老太太，與老伴

同住。某日因腹痛入院發現腸腫瘤需立

即做人工肛手術，由於床位緊張，當天

醫院通知下午出院，且之後連續三天是

公眾假期。面對突然的轉變及臨時出院

要求，兩位老人感覺徬徨不知所措。

在醫院的轉介下，家居護養服務與老太

太家人接觸，出院當天立即上門服務，

為老太太更換人工肛袋、處理腹部傷

口、床上擦浴以及教家屬如何更換人工

肛袋。由於兒子要輪班工作，與上班時

間有衝突時，護士及個人護理員便會上

門提供服務。三個月後確診案主腫瘤是

良性，已做手術關閉人工肛。

老太太及其家人很感謝家居護養服務的

幫助，感謝社會有這麼一個機構。護士

工作能很直接地幫助他人，病人跟家屬

的認同及微笑就是對護士工作最大的鼓

勵，雖然平凡，但當中卻見偉大。

朱惠茵 /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護士

平凡中見偉大



崗頂明愛老人中心與會員、社區長者不經不覺結伴同行三十

載，中心的長者義工隊也成立多年，其服務之一是每月為那

些因患病、突發事故或年邁行動不便而沒有回到中心的會員

進行家訪慰問。

銀髮探訪相扶持
梁金好 /崗頂明愛老人中心主任

近年獨居長者增多，為此中心三年前開始參加

由社會工作局主辦的「獨居長者連網支援計

劃」，義工出動探訪次數相應增加，探訪日偶

爾會下大雨或猛烈陽光，但義工們從沒怨言，

反而更加積極，原因何在？或許透過以下對義

工及被訪長者的訪問，可以找到答案。

羅婆婆今年68歲，加入義工探訪小組4年多。

「將心比心，代入被訪老友記的角色，明白他

們的心情，這樣就能讓彼此深入了解，成為知

心好友，找朋友聊天，這是多麼開心的事啊。

參加中心的義工培訓及探訪活動後，發覺自己

的耐性、愛心以及社交能力都有提升，甚有得

著。希望將來自己年老不便回中心時，也有後

繼的義工來探望自己。」羅婆婆說。

被訪者陳伯，今年已96歲，住在醫院後街半山

腰上的唐樓，以往每天風雨不改，至少花上1

小時步行四條斜坡來回中心，3年半前因腳痛

等健康問題，只可在家人陪同下偶然到中心

來。這些年中心一直安排義工上門探訪陳伯，

每次預約探訪時間，他總是歡欣地回覆：「好

呀！幾時嚟呀？好掛住你哋同中心一班老友記

呀，最衰自己隻腳唔聽話，其實班義工都好辛

苦，唔得閒或安排唔到就唔好嚟啦。」

陳伯表示即使每次義工探訪只是閒話家常及簡

單慰問，但可以見到老友記及姑娘已經很開心

了，感覺好有人情味。每次探訪中心都會帶一

些小禮物或節慶物品，好似自己從沒與中心分

開過一樣，彼此關係好像家人，真的感受到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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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和被關懷。

羅婆婆及陳伯的心聲，正好展示長者義工探訪

工作的深層意義！長者們希望這類的探訪維持

下去，中心也願意致力發展銀髮義工的力量，

令更多住在社區的獨居長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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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今年30多歲，來澳生活4年，兩年前大病一場，住院半年，後因神經

委縮，視力逐漸衰退，無法繼續工作，頓時失去經濟能力。

因著非永久居民的身份，阿明無法申請社會保障基金的殘疾金，只能靠積

蓄過著節儉的生活。偶然的情況下阿明看到明糧坊的宣傳單張，了解服務

內容後便嘗試申請服務。因應阿明的境況，明糧坊除了在食物部分提供10

星期的支援外，還協助他申請「特別生活津貼」，以解燃眉之急。

這段日子以來，阿明主動參與本澳視障人士團體，生活圈子逐漸擴大，也

能慢慢適應視障造成的不便，積極地為重投社會工作做著準備。但因視力

問題，雖然多次寄出履歷，卻未有任何回音。阿明反映澳門的僱主不願聘

用殘疾人士，希望政府能著力鼓勵本地僱主，讓與他有相同境況的人，也

能依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回饋社會。

有一日，阿明突然跑到明糧坊辦公室，告知太太及女兒獲批到澳門來。然

而目前的他只能依靠積蓄生活，又擔心太太的內地學歷不被承認，加上對

澳門環境不熟悉，無法找到相關的工作。正所謂「大人不吃，小朋友都要

吃」，阿明的經濟壓力頓時又變大了。

了解情況後，工作員表示其太太和女兒也符合申請明糧坊服務的條件，藉

此減輕食物上的開支，同時鼓勵阿明帶太太認識澳門的社區環境，盡快適

應、融入澳門的生活，更協助阿明太太在勞工局登記，並積極投寄應徵履

歷。兩個禮拜後，阿明太太已成功找到工作，女兒亦入讀幼稚園，家庭經

濟逐漸得到改善。

燃亮生命之光
莫麗珊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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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有你

Q 晚上起床，要接孫放學

讓患者看看身邊的人，告訴他

現已夜深，孫仔已在休息，你

也該睡覺了；隨後可安排更多

日間活動及導向活動給患者。

Q 將坐廁誤以為電飯煲

先詢問患者那是什麼？理解後

再解釋用途；將坐廁和洗手間

以鮮明顏色標誌，附圖指示。

Q 隨地吐痰

了解患者的背景及性格，在吐

痰時若能以紙巾/承載物處理則

加以肯定，失敗也不能反應太

大，這會令患者誤以為此法可

引起關注而變本加厲。

Q 懷疑別人偷取自己的財物

理解他被偷取東西後所引發的

負面情緒，再以同理心的態度

與患者一同尋找，慢慢轉移患

者的憂心，此後每樣物品都擺

放在固定的位置。

Q 吃飯後又表示沒吃

遠離餐桌，分散其注意力；吃

飯前請患者簽名或做一些標記

註明已吃飯。

Q 不願意洗澡

盡量由熟悉的照顧者協助，找

出不願意洗澡的原因，滿足其

要求的時間、環境，給予隱私

空間。

Q 經常無故拍打檯面

放上防滑墊，觀察拍檯原因，

舒緩情緒後委派工作或遊戲以

分散其注意力，如摺衣服、砌

圖。

Q 隨處大小便

安排如廁訓練，固定入廁時間

及地點，並用顯眼圖示標誌洗

手間位置。

Q 日夜時間顛倒

了解患者生活及睡眠情況，多

安排白天規律活動，減少刺

激，嚴重者尋求醫生協助，以

藥物適當調節睡眠。

Q 誤睡其他人的床

勿責怪患者，於床頭貼患者本

人照片、擺放患者熟悉的物

品，選購同一圖案的床上用品

以便更換。

Q 有遊走的行為出現

安排患者參加活動，分散其注

意力，集中患者活動範圍；在

大門上掛上響鈴或把大門重新

粉飾成與屋內其他牆身類似的

顏色，混淆患者。

Q 經常說要去洗手間

詢問原因，了解失智者飲水和

排尿情況，請醫生評估院友前

列腺、肛門及大腸功能，必要

時進行心理諮詢。

Q 表示自己要上學/上班

順應患者要求，看反應轉移話

題，分散其注意力。

總而言之，處理時需遵循以下

兩項指引：一是了解患者的動

機多於禁止他/她的行為；二是

建立良好的關係，增強安心的

感覺。

照顧失智症患者殊不簡單，除

了有相關的指示之外，更需要

極大的耐性和包容。

失智症患者的行為及情緒問題，往往對家

庭成員及鄰舍造成困擾，為此澳門明愛明

暉護養院徵集護老者對失智症患者的照顧

經驗，並輯錄成小冊子，以供廣大市民索

閱及分享。以下是部分護老者應對失智症

患者行為問題的實務智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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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命運的桎梏
澳門明愛7月中旬透過澳門青年交響樂協會，

邀得來自加拿大的著名小提琴家殷兆基(Adrian 

Anantawan)於庇道學校禮堂舉行分享會，庇道學

校及庇道分校的師生、創明坊學員、學校輔導服

務以及本澳的復康團體等合共250人出席。

「身體的殘缺阻止不了對藝術的執着和熱愛」是

加拿大「無手」小提琴家殷兆基的信念。他出生

時右手肘下面只有半截手臂，沒有手掌，但從小

熱愛音樂，9歲開始學小提琴，15歲獲全額獎學

金入讀柯蒂斯(Curtis)音樂學院，後於耶魯大學

修讀音樂碩士學位。殷兆基出色的小提琴演奏令

他在國際上獲得多個獎項，紐約時報更稱他為「

古典音樂界一顆升起的星星」。

分享會上，殷兆基表演首本名曲，與出席者分享

單臂學習小提琴的奮鬥故事以及生活點滴。現年

28歲的他致力於音樂教育，發展出一套方法幫助

特殊兒童用音樂表達藝術與發揮創造力，鼓勵他

們積極面對人生。

觸動身、心、靈
明愛家庭服務部7月舉辦「觸動身、心、靈」系列

活動周，讓參加者互相分享減壓經驗，擴闊社交

網絡，增強他們面對壓力時的應對技巧。活動包

括對自己情緒的認識、運動與減壓、心靈大釋放

及忘憂之旅等四部份，除了講座、運動日和野外

郊遊之外，還帶領參加者體驗按摩放鬆的樂趣。

讓每日處於繁忙和緊張壓力狀態下的參加者，放

下日常繁重的工作，將壓力和煩惱全踢走，為迎

接未來生活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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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綠悠遊
黃珮琦 /家庭服務部主任

對婦女來說，變成單親家庭是一個重大的打

擊，生活上的改變為她們留下負向的感受和傷

痛的回憶。而植物的生長充滿變數，卻可為人

們帶來冀盼。「伴我綠悠遊——治療性園藝試

驗計劃」正s是運用植物的這項特性，讓單親

家長重新體驗生命的喜悅，促進其身心的平衡

和健康，同時透過活動發掘家長自身所具備的

能力，增強她們對自我的認同。

在共同參與的過程中，工作員深深感到植物跟

家長們一起擔憂，亦一同歡樂。曾有家長反

映，每當遇到困難時，看著從活動帶回來的植

物，頓時輕鬆得多。有84%參加者的壓力指數

較參與活動之前減少，92%的家長表示參加小

組後心情變好。活動後更有10多位家長自發參

與延續小組，擴大種植園地，親力親為的去挖

掘和搬運泥土，營運至今。

另一個特色服務「共建親子情系列活動」分為

四個部份，有工作坊、小組、體驗之旅及分享

會，期望讓家長從活動中體驗有效的溝通方

法，從而促進家庭和諧，優化親子互動關係。

從過往的活動中，工作員察覺到不少家長喜歡

參加不同的工作坊或講座，希望透過技巧的學

習以便處理親子關係上的疑難，但往往成效不

彰。而此活動除技巧的學習之外，還教導家長

認清自身親子關係存在的改善需要和空間，正

視親子之間出現的問題，並強調以身作則的重

要性。

因應社會經濟及民生的變化，澳門五個單親網

絡互助服務2013年開始推展6項特色服務，其

中的上述兩個項目由澳門明愛推行。

澳門明愛8月底參加「單親網絡互助服務——特色服務分享會」，席間把「伴我綠悠遊——治療性園

藝試驗計劃」及「共建親子情系列活動」兩個具創意的項目，向本澳社服界同工推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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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庇道學校（分校）在教育暨青年局教育

資源中心子瞻廊舉辦「庇蔭花間•道踏錦途」師生

藝術作品展，展出100多件以「花」為主題的藝術

作品，寓意「藝術是人類精神之花」。教青局教育

資源中心主任梁燕萍、庇道學校校長潘志明出席並

主持開幕禮。

是次展覽有分校將近150名師生參與，包括：素

描、拼貼、木顏色畫、時裝插畫、服裝作品、立體

藝術創作、環保創作、黏土創作及混合媒材等，當

中不少作品以紙、筷子等簡單物料創作而成，希望

藉此向外宣揚環保信息。最具特色的展品為學校老

師耗費三年工餘時間所製作的古琴，模仿宋代仲尼

名琴玉玲瓏，雖構造簡單，實承載上自神農、下自

明清的華夏精粹。

告別校園時
黃德麒 /庇道學校學生生活輔助處主任

庇道學校畢業典禮7月初於何黎婉華庇道演

藝劇院舉行，邀得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

教育暨青年局青年廳袁凱清廳長擔任主禮

嘉賓。隨著「告別校園時」的音樂緩緩響

起，所有應屆畢業生在一眾嘉賓的帶領

下，神采飛揚地進入會場，情景令老師和

家長們甚為感觸。

隨後潘志明校長致辭，勉勵應屆畢業生努

力去走人生下一段路，各畢業生逐一上台

從主禮嘉賓手上接過畢業證書，流露出激

動又興奮的心情。典禮尾聲播放了應屆畢

業生的短片，包括小學、初中及高中生的感言，向學校

及老師們表達深切的祝福。畢業生代表致謝辭後，由高

中帶領初中及小學畢業生，一起到台上大合唱，場面溫

馨感人。

黃桂釗 /庇道學校（分校）老師

庇蔭花間•道踏
錦途



為促進社會關注雙職家庭對兒童成長的影

響，澳門明愛今年舉辦「孩子的呼喚」短

片及攝影比賽，截止收件日期為10月10

日，而頒獎禮將安排於11月初的明愛園遊

會中進行。

澳門社會近年急速發展，隨着輪班工作的

雙職家庭增多，不少雙職家長受到現實生

活的制約，較易忽略陪伴及教育下一代。

明愛在社會服務過程中發現，很多青少年

問題源自缺少家長的關愛和陪同，有些雙

職父母忙於工作，甚或為了個人娛樂，疏

於親子溝通，和孩子見面的時間也沒有，

孩子在家中無人陪伴，因而在街頭遊蕩，

情況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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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呼喚

同樂減壓傳溫馨
葉志靈 /駿居庭主任

為幫助員工釋放及處理壓力，維繫員工身

心健康，澳門明愛7月上旬舉辦「2014明

愛員工減壓同樂日」，出席者近200人。

活動由職安健操開始，在專業治療師帶領

下，員工舒展筋骨，大會並呼籲同事在日

常工作繁忙時，都不要忘記多做運動。接

下來是近期大熱的瑜伽工作坊，過程中導

師細心教導同工減壓瑜伽法，透過瑜伽運

動釋放心靈上的煩惱，增加面對壓力的正

能量。最後的競技比賽，以多姿多彩的團

隊遊戲考驗員工之間的默契，其中「火車

動力向前行」和「安全著陸」遊戲把當日

的活動氣氛推上頂峰。

明愛期望員工在閒時好好放鬆自己，培養正向積

極的心態面對生活與工作。

何應勤 /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主任

明愛在跟進問題個案之餘，期望通過是次比賽向社

會發出訊息，呼籲更多家長關心子女，鼓勵市民深

入思考家庭關係的改變對下一代成長的影響，繼而

尋求可行及積極的家庭維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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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深情
張正賢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學生輔導員

學生輔導員在幼稚園的工作，是一

場生命成長接力賽的其中一棒，與

學校的工作夥伴並肩合作，將孩子

健康、順利地送往下一個學習階

段。而孩子們天真爛漫的笑容，則

是工作中最大的推動力。

從事幼稚園學生輔導員以來，最大

的心得便是要善用不同的「心」面

對工作：對孩子要有「愛心」，對

家長要有「耐心」，對同事要有「

誠心」，對工作要有「熱心」，只

要做一個有「心」人，對人對事都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果效。

對孩子愛心

孩子一般不會主動向輔導員表達自

己的困擾，甚至不明白自己的真正

需要。作為輔導員則需要時刻留意

孩子們的細微動作，他們的情緒會

不經意地表露在表情、神態、語言

及動作之中。察覺到他們有情緒

後，需以輕聲細語向孩子表露關

心，個別傾談去紓緩孩子的情緒，

了解他們的感受及需要。

對家長耐心

幼稚園的家長比較關注孩子身上出

現的問題，著重於解決問題本身，

往往會忽略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

歷的生理及心理的變化因素。輔

導員需要耐心用不同方式與家長溝

通，提供專業資訊，如家長個案輔

導、家長講座、親子工作坊、親子

義工及讀書會等，讓家長多了解孩

子的真正需要。

對同事誠心

以真誠的工作態度在學校與不同的

專業人員合作，誠意建立的關係能

維持和工作夥伴之間的良好互動。

同事間關係融洽、和睦，相互信

任、支持，會讓人心情輕鬆愉快，

有利於輔導工作的進行。

對工作熱心

熱誠的工作態度有助促進家校合作

及推動家長教育工作，輔導員可擔

任學校、家長、孩子三方的橋樑，

時刻與學校、家長保持默契，共同

協助處理孩子所遇到的困擾。

輔導工作需要的是一顆真愛、寬

容、無私的心。當然，這顆心𥚃還

要有彼此的尊重、關愛與責任。從

工作中獲得肯定，伴隨著孩子單純

的笑容，就是輔導員工作的最大愉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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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環保賀中秋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8月分別舉辦系列活動慶祝中秋，其

中「環保花燈設計比賽」以創意和環保為主題，近40位長

者利用環保材料製作出美輪美奐的花燈作品；「創意蔬果

拼盤設計比賽」則以4人一組共9組，發揮創新意念和想像

力，將蔬果拼出美麗及有趣的圖案。以中秋節為主題的攤

位遊戲則分兩天舉行，老友記踴躍參與。

暢遊科學館
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7月中舉辦暢遊科學館活動，

由義工隊協助，與13位服務使用者及家屬，組成24人的隊

伍到科學館觀賞。是次活動為體弱而較少出門的服務使用

者提供社交及康樂機會，添加生活樂趣，同時增進護老者

之間的認識，彼此分享照護經驗，紓緩照顧壓力。

防騙話劇賀會慶
為慶祝中心成立31週年，加強會員對中心的歸屬感及凝聚

力，青洲老人中心8月底舉行聯歡聚會，有中心及飯堂會

員、家援服務使用者和獨居連網長者共百多人參與。不少老

友記落力演出，排演了一場具有教育意義的防騙話劇以警戒

與會者。除了聚餐外，中心休憩區更設有多個攤位遊戲，10

多名婦女義工協助擔當主持，教導長者健康訊息。

卡拉OK大賽
每年暑假，聖路濟亞中心都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歌唱大賽，

今年大賽的地點在聖類斯公撒格之家舉行。與過往不同，

這次大賽邀請到服務使用者阿儀擔任活動評審之一。今年

參賽者共有10名，各人為了得獎，都使出渾身解數，整個

比賽相當緊湊及精彩，康復者簡惠萍、龍華燕、葉啓綿分

別奪得冠亞季軍，何少賢則獲最佳台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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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TAS
ACTIVITIES   活動

歡欣中秋樂
澳門明愛單親網絡互助服務8月下旬舉行「歡欣中秋樂」

活動，組織單親家庭參觀旅遊學院，包括教學大樓、設有

環保設施的餐廳、中西餐教學廚房以及極具田園風味的植

物種植場。活動當日更教導參與家庭製作冰皮月餅，並設

有月餅分享和猜燈謎，讓參與家庭感受中秋佳節氣氛的同

時，享受戶外大自然環境，增加與家人溝通相處的機會。

夢幻無障礙之旅
有賴善長捐助，主教山兒童中心7月上旬組織8名服務使用

者及其家屬同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其中6名輪椅使用者均為

首次來到迪士尼兒童夢幻世界。當準備排隊與熟悉的卡通

人物握手拍照時，他們顯得雀躍萬分，喜悅的心情洋溢臉

上。回程中大家意猶未盡，熱切期待下次的無障礙旅程。



CHAN CHI KIN 515.75
CHAN MAN CHON-明糧坊 200.00
CHAN WAI MAN 200.00
CHAN YUK MEI 500.00
CHIANG CHI LONG 206.30
CHOI LAI PAN 1,000.00
CHONG SOU VA 150.00
CHU IEONG PO 100.00
FONG IN LONG 100.00
FONG KA WAI 100.00
HANS KNURR 3,300.00
HE SHAN-內地兒童 100.00
IEONG CHON 526.07
IEONG NGA CHI 500.00
IP ANNIE 1,000.00
LAM VIRGINIA FONG I 2,000.00
LAU IH KUAN 10,000.00
LEI FONG CHOI ALIAS LEE FONG THEW 206.30
LEI KA HOU -內地兒童 100.00
LEONG TERESA 1,000.00
LEONG WENG SAN -內地兒童 2,500.00
LEONG WENG SAN -本地兒童 100.00
LOUIE M. VILLA PANDO 825.20
MARGARIDA PANG 400.00
NG LAI SAN-內地兒童 300.00
NG SING CHUNG 515.75
NG SIO CHEONG 1,031.00
POLLY CHENG 10,315.00
WONG CHI PAN 1,031.50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棋趣小組 2,125.00
可晴 200.00
朱濃金-家居護養 300.00
何仲華 500.00
何卓軒 1,400.00
余小姐 2,063.00
佛弟子 2,590.00
吳宅 1,000.00
呂姑娘 3,500.00
李秀英 200.00
身份證明局 2,940.00
阮秀雯-安老服務 20,630.00
林宅 500.00

科研資訊有限公司 409.00
捐款箱 166,744.14
捐款箱-COME BUY 58,395.12
高恩賜,高秀芳 2,000.00
培道中學競社 322.00
康伯英-兒童助養 200.00
張宅 5,000.00
梁展輝 100.00
梁麗芳-兒童助養 20.00
梁繼忠 4,000.00
梅健明 500.00
陳迦玄 840.00
陳敏儀 1,000.00
勞寶珊 1,280.00
善長 148,404.31
善長-內地兒童 5,717.73
善長-本地兒童 553.15
善長-安老服務 2,000.00
善長-復康服務 300.00
曾庭國 50.00
越洋行有限公司 15,000.00
馮小蓮 206.30
黃銳廉-安老服務 3,000.00
黃麗麗-高雄氣爆 1,000.00
楊華芳 10,000.00
鄒子介-本地兒童 10,000.00
趙英家屬陳惠珍 1,500.00
劉潤添-伊拉克 500.00
德蘭 20,000.00
膠袋徵收捐款 661.00
鄧守榮 1,000.00
鄭伯伯 1,000.00
鄭鈴兒 18,000.00
鄭寶兒 18,000.00
霍宅,潘宅,林宅,莫宅,李宅 500.00
鮑燕卿-兒童助養 200.00
環遊旅程林淑賢 2,000.00
鍾康盛 1,000.00
羅玉珍,袁喜慧-安老服務 100,000.00
關先生 800.00

小計 678,9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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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EMENTS

（按筆劃順序排名，只刊登未曾公開款項）

2014年7-8月
捐款名單

鳴謝

金額(MOP) 金額(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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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社會關顧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學習需

要，澳門明愛於8月底召開記者發佈會，宣佈

即將推出「智慧卓『閱』」學生書桌捐贈計

劃，為初小至高中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200套

書桌和座椅，鼓勵他們用功讀書，改善學習

環境。

明愛去年開展「快『糕』長大」送贈蛋糕項

目計劃，家訪過程中發現許多參與計劃的家

庭因生活困難，孩子們每天只能坐在一張小

摺枱前讀書寫字，很少有家庭能提供合適的

地方讓子女溫習功課和安放書本，特此構思

「智慧卓『閱』」 學生書桌捐贈計劃。桌椅

預計可於10月下旬開始贈予合資格的家庭，

義工們將會上門為受惠兒童安裝書桌。

金曲粵韻慈善夜

明愛婦女中心每年一度的籌款活動「2014金

曲粵韻慈善晚會」8月中旬舉行，筵開44席，

透過售賣餐券和歌唱籌募，共得到澳門幣

218,400元的善款。晚會已連續八年舉辦，與

往年不同，今年除唱粵曲及懷舊金曲外，特

增設歌畫表演，邀請歌手及畫家一邊唱歌一

邊作畫。現場還設有抽獎活動，隨著台上精

彩的表演，善款數字不斷攀升，抽獎環節更

將當晚氣氛推至高潮，晚會在一片歡樂聲中

圓滿結束。

劉曉晴 /福悠坊社企策劃

「智慧卓『閱』」書桌捐贈

羅穎詩 /明愛婦女中心活動協調員

明愛特此感謝來自新加坡的善長們及Raffles 

Institution(Singapore) Veterans' Soccer Club 為此計

劃捐款澳門幣6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