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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樂章
文/ 傳訊策劃 楊雅雯

壹月開始，庇道學校中庭

每日中午總傳來優美的

琴聲，那是阿強在彈鋼琴。

阿強現在是初二的學生，先天

失明的他在鋼琴方面卻有著極

高的造詣，十二三歲時開始對

彈琴感興趣，學了七八年，去

年考到了九級。問他為什麼喜

歡彈琴，他說：「就單純喜歡

鋼琴的聲音，它是所有聲音的

主角。」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點就在鋼

琴邊上，那時阿強正彈奏著名

的樂曲《致愛麗絲》，旁邊圍

著幾名吃完午餐回校的女生。

他告訴筆者在中庭演奏是因為

琴聲可以為所有人帶來舒服的

感覺，聯想到他說喜歡跟女生

聊天，在中庭演奏另一個原因

也就不言而喻了。

每天早上八點，阿強由媽媽送

到學校上課，除了一般的課程

之外，還得跟資源老師學習點

字和盲人專用的電腦軟件。透

過點字跟聽書，阿強多了一個

愛好—讀歷史，尤其是軍事和

戰爭史，最近唸的是關於二戰

的書籍，「你會看到國家間的

利益衝突、戰爭策略，然後會

發現現在的和平其實挺不穩定

的。」

現時共有11位融合生在庇道就

讀，張轉澄教務主任告訴筆

者，庇道自創校以來就開展融

合教育，近幾年融合生越來越
上 阿強享受著琴聲的舒泰

多，二十九年來，入

讀的融合生類別林林

總總，包括：讀寫障

礙、語言障礙、肢體殘

障、弱視、失明、過度

活躍、自閉症、思覺失

調……

在班上，融合生跟其他

同學一起上課，用的是

同一套教材，老師會特

別留意融合生的學習進

度。對失明的學生來

說，數學幾何圖形跟地

理圖象是難中之難，課

餘資源老師會用點字來

為他們補課。

阿強不太在意成績，心

裡自有一套打算。他準

備初中畢業後便去香港

發展，做跟音樂相關的

工作，平時偶爾會嘗試

用點字作詞，中英文都

有，本以為鋼琴老師會

是他的首選，但他卻說

想為卡通片配音，跟學

校社工提過這件事，父

母也都支持。

聊天的過程中發現，融

合生對自己的未來反而

有更明確的規劃。就讀

社會服務科的高三融合

生阿昇細訴著自己的夢

想：「第一是社工，第

二是設計師，再來是做

音樂。」

阿昇自幼便患上視覺神

經萎縮症，五六歲時已

知自己的視力將會退

化，十二三歲已接近全

盲。他堅持自己想做的

事，七歲開始學鋼琴，

十歲學畫畫，初中畢業

時得知庇道學校開設社

會服務科便轉學至庇

道，計劃高中畢業後到

大學進修社會工作。

談到夢想阿昇一直面露

笑容，略微激動：「我

可以給你彈彈我創作的

歌曲，還可以給你看看

我畫的畫，我很喜歡畫

房屋，以前還看得見時

常常到外面去畫建築。

」雖說現在接近全盲，

阿昇仍在想辦法畫畫，

「看不見是障礙，但不

至於不能畫畫。」

問他跟同學的相處，阿

昇這樣回答：「希望他

們能99%當我是正常的

學生，剩下的1%幫助

我。」一開始比較生

疏，雙方都不知如何溝

通，熟悉了之後發現同

學們都很好動，主動跟

你聊天、講笑話，帶你

去搭電梯。在課堂上，

不只融合生在學習，是

每個人，老師、其他學

生也在學習如何跟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人相處。

「雖然現在仍是摸著石

頭過河，但希望盡最大

的努力，為每一個生命

提供教育的機會。」張

轉澄教務主任說：「每

個孩子都需要學習，既

然來到這所學校尋求自

身進步與發展，就該用

關懷和愛心讓他們學有

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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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昇認真聽講
2 阿昇小時候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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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實習多啟發
文/ 傳訊策劃 楊雅雯

九月開始在康暉日間護理

中心實習的阿碩，第一

項任務是協助策劃康暉成立15

週年的系列慶祝活動，並主動

要求擔任「康暉溫情十五載」

會慶聚餐的司儀。喜歡嘗試新

鮮事物的他，兩年前學習舞

獅，農曆新年的前幾天更安排

自己的獅隊到中心表演，「長

者們好鐘意熱鬧，看到他們開

心，自己都會覺得好滿足。」

社會服務科的老師大多由明愛

的專業同事兼職擔任，上課之

餘，更充當學生顧問，為他們

提供個人或小組輔導，亦會帶

領學生參加明愛各單位舉辦的

大型活動，和遠赴外地參訪社

服機構與社會企業。採訪中，

陳艷堅導師不止一次表示：「

若我們唸書時有這樣的機會，

肯定開心死了！」

阿鴻從小立志做個演員，是明

糧坊的實習生，半年的實習期

裡，他把興趣和社會服務結合

在一起。明糧坊工作內容主要

是點貨和分發食物，不到一個

禮拜阿鴻就熟悉整個工作流

程，他開始在常規的中秋與聖

誕活動中加入表演元素並演出

話劇，3月份的活動亦會嘗試做

主持。此外，阿鴻也是明糧坊

的宣傳短片和澳門禁毒微電影

《堂口故事三》的演員。 

目前高三就讀社會服務科的學

生共有18名，實習目的是培育

學生服務社會的精神，即使學

生將來並不從事社會服務行

業，但課程中所教的社會心理

學、保護自我與環境、輔助服

務、社會資源及社會福利知識

和輔導方法與技巧等，對學生

都是相當實用的。

「雖然有大半年的時間需要早

上上課，下午實習，比修讀其

他科的人累，但是收到服務對

象送上的感謝卡和小禮物，真

的很感動！」阿鴻笑著說，「

這比什麼都可貴。」

社會服務科是庇道學校2011學年起開辦的職業教育課程，以回應本澳社會服務人資短缺的問

題，今年五六月間將迎來第一批畢業生。修讀該科的學生除了高中基本科目和社會服務相關

科目之外，亦需於高三完成在社會服務單位實習1200小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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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的動力 文/聖方濟各安老院院長 蘇玉蓮

在安老院工作的同工亦應如這故事中的建

築工一樣，努力發掘及賦予工作的意

義。照顧院友時，多一分心意，多一分體諒，院

友及家屬們都會感受得到，願意與工作人員溝

通，配合各項護理照顧。

2月下旬，聖方濟各安老院收到院友張婆婆家屬

的感謝信，就安老院同工們十多年對她母親的細

心照顧表示謝意，院舍舉辦的旅行、聚餐、生日

會以及魔術表演更給予母親許多難忘的回憶，此

外，亦特別感謝同工們在其母親兩次病危時，喚

醒其求生意志，與及無微不至的照顧。

聖方濟各安老院成立的這些年，我們都很珍惜與

長者一起生活的每一刻，身心的勞累在所難免，

然而盡心工作時見到長者面上的笑容，正是我們

服務的最大動力。

樂也融融
文/聖路濟亞中心社工 何淑寧

今年1月，聖路濟亞中心為迎接馬年

舉行「新年樂也融融慶祝會」，

與過往不同，是次活動邀請到服務使用者

擔任司儀。康復者阿儀在同工的鼓勵下，

嘗試與同工對稿及練習。起初，阿儀總是

說：「我都係唔得架啦！我唔做啦！」到

最後她改口為：「下次活動我都想繼續做

司儀呀！」活動進行中，阿儀一直都保持

笑容，表現非常流暢，甚至無需看司儀稿

提詞。是次活動更邀得舍友家人出席，一

同參與，全場氣氛熱烈，樂也融融。

「有個建築工人每天都氣呼呼在砌磚塊，直到有一天知道自己建造的是一所教堂，他頓悟到人生

的意義，即使每天汗如雨下，他仍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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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麗人生
文/ 傳訊策劃 楊雅雯

有些人天生就是向著陽

光的。」這是社工對

阿雄的第一個評價。

阿雄2001年入住聖類斯公撒格

之家，一開始便給人開朗與積

極的印象。雖然行動不便，說

話有點困難，但是一有外出或

公益活動都是第一個舉手參加

的，「這樣才不會覺得自己很

沒用，而是個有價值的人。」

阿雄這樣說。

前兩年，聖類斯公撒格之家開

始教舍友製作馬賽克盆栽，用

來當紀念品送贈給善長，阿雄

也是第一個響應參與的，一直

幫忙做到現在。阿雄亦同時參

加明愛生活用品供應站的職業

訓練，在那裡接受清潔及理貨

員培訓。

很容易會看出阿雄跟其他人

的不同，「他不會先想做不

做到，而是想先去試一下。」

社工趙嘉琪說：「當然他也有

時下年輕人喜歡新鮮事物的個

性，新的東西很容易引致他分

心，但當他玩完後還是會回來

完成自己的任務。」

今年1月中旬，阿雄的故事被

帶到了香港。明愛獲邀參加香

港職業訓練局舉辦的「敬業樂

業・亮麗人生」數碼攝影比賽

頒獎典禮，明愛共有三張參展

照片，其中一張照片的主角就

是他，另兩張則是來自聖瑪嘉

烈中心的阿媚和聖路濟亞的中

心的阿賢。

阿媚自去年11月底來到明愛生

活用品供應站參加職業訓練，

平時的工作是清潔、收銀和理

貨。她是職訓中心出名的「問

題少女」，個性活潑，常常提

出諸如「什麼時候辦生日會」

、「什麼時候出去玩」等問

題，有時還會跟大家分享她與

母親的故事，是中心的八卦分

子。

有別於阿媚，阿賢的性格比

較沉靜，剛入院舍時有點抑

鬱傾向。社工試著請阿賢做義

工，在院舍做些洗衣、晾衣的

工作，透過服務幫她找到存在

感，久而久之，阿賢則養成了

一個新的習慣，工作時、做活

動時都會叫社工給她拍照，之

後放在壁佈板展示。

在阿雄、阿媚、阿賢三人心

中，工作之於他們，不單代

表著生存的意義，也彰顯他們

是社會上有用、有貢獻的一份

子。看他們專注工作的眼神，

正是敬業樂業的最佳體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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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流
伴寒夜

文/ 傳訊策劃 楊雅雯

駿居庭前身是澳門露宿者中心，開辦於

1994年，是明愛為關顧露宿人士的生活

及居住條件而成立的社會設施，服務範圍包括

短期住宿和外展工作，現時中心有41人入住，

年齡介乎五六十歲，曾接觸最年輕的個案僅22

歲。

2月中的一個晚上，跟著駿居庭的社工來到十六

浦附近進行外展探訪。瑟縮於天橋底下的他，

面對颼颼寒風，忙著拉被、披衣、搓手取暖，

身下僅有幾張薄薄的紙皮，頭上枕著一個黑塑

料袋，裡面似乎是拾荒而來的物資，旁邊有一

攤污物，散發著惡臭。看到社工走近，把頭埋

進胸口，不發一言。社工甘家豪解釋，該名露

宿者長期居停於此，幾年來都接受明愛提供的

物質，但從未跟同工們說過話，對於入住駿居

庭的勸說，始終不為所動。

駿居庭社工會定期外展，勸喻露宿者接受幫

助，至於不願入住的，社工則會定期出外送

暖，派發禦寒物資及熱食，觀察他們的身體狀

況，在嚴寒的日子中，甚至會一天出勤兩次，

目前外展服務正跟進約10名街頭露宿者，他們

中間有不少因迫遷、賭博等原因而流離失所。

出於對住宿者尊嚴的考量，2006年澳門露宿者

中心改名為駿居庭，喻意為「馬匹停靠休息的

地方」，以供露宿者短暫居留，通常每次入住

最長為期半年。葉志靈中心主任解釋，「這能

更好體現駿居庭的宗旨，輔助入住者回復正常

的生活及重新融入社會。」

中心會為入住者提供輔導服務，協助他們訂立

人生目標和重投社會的計劃，亦會幫助他們申

請經濟援助、申請公屋和尋找工作。這些年舍

友的心態逐漸改變，以往很多人入住後就不想

離開，現時近九成均可成功重投社會，但亦有

部分因無法習慣外間生活、失業、再賭博等重

回中心。

去年8月起，駿居庭開始接手管理社工局的避寒

及避暑中心，至今年2月底，避寒及避暑中心

開放時間已超過40天，入住總數亦超過1,000

人次。本澳露宿者問題日趨嚴峻，亟需社會正

視，希望外界能對露宿者有更多的接納與包

容，倘若發現露宿者，可向駿居庭提供消息，

以便社工跟進。



去年12月起，青暉舍正式開

展小家舍管理模式，4至6

個年青人組成一個家舍，自行訂

定規則，一同生活。這一項新的

管理模式，建基於青暉舍翻新的

居住環境之上。

為了給年青舍友營造安全、溫暖

的環境，注入有「愛」、有「

家」的感覺，青暉舍2012年開始

組織「院舍活化」活動，讓舍友

選購他們喜歡的卡通人物牆貼與

掛畫，依自己的喜好裝扮家舍。

此舉不但打造煥然一新的景象，

帶出朝氣和活力，更能使大家互

相認識，拉近之間的距離。

隨後青暉舍開始分階段進行裝修

翻新工程。

設施方面，昔日平台的魚池變為

舍友每天運動的籃球及羽毛球

場，讓他們有場地釋放精力；飯

堂搖身一變成為院舍的大禮堂，

為舍友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和遊

戲提供了場地；昔日的視聽室也

演變為多用途會議室及漫畫圖書

閣，引導舍友發展不同的興趣；

同時也使用新的泥土種植和綠化

環境，培養年青人愛護大自然、

珍惜花草樹木的品德。

家舍方面，為了讓年青舍友學習

自理和有舒適的住宿空間，裝修

期間為舍友添置新的傢具，並運

用善長捐贈的二手傢俬，重新擺

設分配使用，又教導他們珍惜資

源循環再用及關注環保。此外，

院舍積極推動舍友的身心平衡

發展，利用院舍的空間發展足球

機、桌球、籃球、羽毛球、乒乓

球、單車、沙包、健身等體育和

運動項目，並組織了一隊青年籃

球隊，跟其他青少年服務機構對

賽；院舍亦增設Band房以培養舍

友的音樂天分，教授爵士鼓及其

他樂器，讓青年人學習一技之

長；院舍又新增塗鴉牆，聘請導

師教授舍友塗鴉創作，為院舍生

活加添藝術元素。

在舍友、同工的共同參與下，青

暉舍不斷地優化和革新，在服務

顧問的指導下，成功引入新的家

舍管理系統，向舍友宣揚正向思

維，推廣少責罰、多讚賞的教化

模式，並在工作團隊中落實以「

言行身教」、「以身作則」的模

範，減低舍友出現負面的想法及

情緒，致力營造正向、友愛的生

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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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有道
文/青暉舍主任 潘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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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路‧寸草心
文/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學生輔導員 麥詩慧

苦澀的淚水從阿安的眼眶滑落，他望著

我，好像有無數的話要說，不安與焦

慮，充斥著面談室每個角落。「我想，我真的

錯了。」望著眼前的他，我不敢相信這句話竟

是從性格倔強的阿安口中說出。

阿安身形略胖，不修篇幅，言談舉止粗鄙，經

常聚眾生事，於校內風評不佳，以「混世魔

王」形容他最貼切不過。

跟隨母親移民到澳門的他，難以適應急劇轉變

的環境，平日乖巧用功的他頓覺一籌莫展，語

言不通令阿安的成績逐漸走向下坡，同時性情

變得乖張，經常流連街頭、網吧等地方，最後

更因成績低落而被學校勒令開除。

但這樣反而令阿安愈見頹廢，日夜生活顛倒，

動輒對母親指責斥罵。當中變化之大，使平日

孝順有禮的阿安也覺得詫異，每當想到此處，

他都歸咎於自己倒霉，同時也怪責當日母親移

民的決定，結果令母子關係更差，情況愈演愈

烈。

然而母親對阿安的關切從未停止，一線轉機也

源自於此。轉入我校後，阿安仍未見進取，最

後更因校外犯事而被警方起訴。母親情急之下

主動找我，跟我訴說事情始末，紅紅的眼眸、

疲憊的身軀，告訴我她已多晚整夜無眠。談及

阿安卻少有責備，反將責任歸咎於自己教兒不

善。

我主動約見阿安，為其分析當前的問題與處

境，阿安也默默點頭。作為他的一位同行者，

我深信他本性不壞，畢竟是一時被蒙蔽，慢慢

誘導必會有所改變。

轉眼間，阿安已升高中，現在的他雖仍要面對

被起訴的問題，不同的是，他因母親的關愛而

重踏正途，在阿安發生事故的時候，母親的不

離不棄，使處於困境的他感到親情的可貴。

打駡與冷嘲熱諷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認真聆聽

孩子的心聲，很多時反而可以把問題防範于未

然。有人說：｢家，是遮風擋雨的避難港；母

親，是溫暖床褥中的棉被。在成長的路上，雙

親的支持和關懷，當中辛勞所流下的汗水，將

成為子女日後茁壯成長的養分，大海航行中的

指引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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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馬拉松
之旅

文/明愛學校閱讀推廣員 伍麗儀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職業治療師 沈樂庭

澳門明愛兩個服務單位1月份組團赴港，參與由

香港東華三院舉辦的「奔向共融—香港賽馬

會特殊馬拉松2014」，出席的智障運動員及伴跑員

共有2,500人。聖類斯公撒格之家是第一次參加這項

賽事，而明愛學校已是第四次參與。兩個團隊都是參

加「共融跑」，每位參賽者有老師作伴跑員，二人一

組於70分鐘內完成3公里賽程，健兒們與伙伴互相合

作、互相扶持，明愛的隊員均可順利跑畢全程並獲得

紀念獎牌。

迎春
接福
賀馬年

文/聖瑪利亞安老院社工 楊慧敏

為了讓長者們共享新

春佳節的歡樂，澳

門明愛安老服務部2月中旬

在聖保祿學校禮堂舉辦「迎

春接福賀馬年」團拜活動，

邀請聖瑪利亞安老院、黑沙

環明暉護養院、伯大尼安老

院、聖方濟各安老院、匯暉

長者中心、崗頂明愛老人中

心、青洲老人中心、康暉長

者日間護理中心、黑沙環天

主教牧民中心耆康樂園及長

者健康委員會，共600多名

老友記一同參與。活動安排

多項精彩表演及大抽獎，醒

獅隊、小丑隊和花式跳繩隊

在台上載歌載舞，還有澳門

歌手到場獻唱。為表達對長

者們的關愛，眾嘉賓更向在

場老友記派發新春禮品及紅

包，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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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愛無限
文/ 生命熱線 郭小玲

阿霞有一個很疼錫她的丈

夫，結婚十年，感情依然

恩愛。不幸地，由於一場突如其

來的意外，原本幸福快樂的生活

就起了變化。

那晚，阿霞的丈夫飯後如常帶著

小狗外出散步，期間突然暈倒街

上，由途人召救護車送往醫院。

得知消息後阿霞急忙趕到醫院了

解情況，經醫生診斷，阿霞丈夫

是因心肌梗塞以致暈倒，由於心

臟曾經停頓過，導致腦部缺氧，

可能會因此變成植物人，突如其

來的噩耗令阿霞難以承受。

阿霞在澳門沒有親人，朋友又不

多，唯一能依靠的人就是丈夫，

此事發生後，實在不知道能找誰

傾訴，於是致電生命熱線求助，

希望能舒解心中的悲痛。

這段時間，阿霞每天到醫院探視

和照顧丈夫，從不間斷，盼望著

奇蹟的出現，相信丈夫終有一天

會甦醒過來。阿霞對丈夫這份不

離不棄的愛，旁人也為之傷神。

日子一天天過去，丈夫仍昏迷不

醒，令阿霞感到絕望無助。這段

日子裡，生命熱線一直充當阿霞

的聆聽者，陪伴、關心與支持

她，讓她的情緒得到撫慰，慢慢

地走出陰霾，重新振作，積極面

對生命。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路途縱

然崎嶇曲折，甚至遇到逆境，也

不要輕言放棄，嘗試找身邊的人

幫忙，堅守信念，相信自己能

力，定可跨越屏障，邁向美好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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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春樂悠遊　
崗頂老人中心1月中帶領會員及其家

屬赴內地參加「迎新春樂悠遊」一

日遊，一行33人一同前往中山傳統墟市黃

圃墟買年貨及蘇果，下午前往順德順峰山

公園及南國絲都以瞭解順德的絲綢歷史。

長者們非但不覺行程緊湊，反而感到開

心、愜意。

喜迎金馬賀新春

與家人共聚團年，對中國人來說份

外有意義，為此黑沙環明暉護養

院在1月下旬，一連兩日舉辦「喜迎金馬

賀新春」團年活動，並以圍餐方式，讓家

屬與院友一同參與，喻意團團圓圓。是次

活動得到院友及其家人的踴躍支持，參與

人數超過110人。

歲晚共享團年　

為了與長者會員們一同迎接農曆新

年，1月下旬崗頂老人中心舉辦「

歲晚共享團年飯」活動，邀請80餘位長者

歡聚一堂，期間有歌舞表演及團體遊戲，

更設有抽獎活動和禮包發放。喜慶的氣氛

更延展至獨居及體弱會員的探訪行動中，

義工們朋友般的慰問與中心準備的禮包，

正好為長者送上節日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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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花絮

CARITAS
ACTIVITIES

年
初
一 

財
神
到

滙暉長者中心於大年初一舉辦「新年齊聚

會」活動，由職員聯同義工及「財神爺」

，向筷子基快富樓每一戶長者恭賀新年，派送賀

年糖果，讓每一樓層都洋溢新春歡樂氣氛。長

者們與義工齊齊玩遊戲，紛紛嚷著要與財神爺合

照，歡笑聲遍佈各樓層和各住戶屋企。

歲晚團年迎新歲

一月中旬，青洲老人中心的會員連同飯

堂、獨居連網及家援服務的老友記，

共140多人於舉行一年一度的團年聚餐活

動。當日除傳統的節目表演外，更有會員與

青年義工跳舞助興，袁志海行政主任致詞時

以茶代酒，祝願明愛的長者服務愈做愈好。

傳承春節習俗

明愛托兒所為鼓勵孩子們認識中國的文化

和傳統，於春節前向幼兒展示各種傳統

賀年食品，並教導幼兒傳統過年習俗。從最感

興趣的利是出發，告知幼兒利是乃長輩對孩子

的祝福，並讓幼兒明白「與人分享」的樂趣，

將利是錢捐贈有需要的人，以送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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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筆劃順序排名）

捐款名單
2014年01-02月

鳴謝善長

Acknowledgements

金額(MOP) 金額(MOP)

ALORINO NORUEGA,JOAO LIBHNO&FAMILY,
FR.LANCELOT RODRIGUES

3,000.00

ARTUR MOC 10,000.00

BWH CREDIT CARD HOLDERS 1,450.00

CHAN KA U 400.00

CHAN MAN CHON 400.00

CHAN PENG TIM 42.00

CHAN TAT HONG 100.00

CHEANG I PENG 2,000.00

CHEE KIT MAN 505.00

CHONG SOU VA 300.00

GAD 850.00

HO YIN YIN 500.00

IP WAIN 500.00

LAM VIRGINIA FONG I 500.00

LAM WAI IENG -內地兒童 1,000.00

LAO CHI TEC 200.00

LEI FONG CHOI ALIAS LEE FONG THEW 200.00

LEI IOK IO 100.00

LEI POU MENG-內地兒童 500.00

MARGARIDA PANG 400.00

MR.ANTONIO-安老服務 1,500.00

NG LAI SAN-內地兒童 300.00

SI WAI MENG-內地兒童 50.00

SI WAI NG -內地兒童 50.00

TERESINHA DAVID 1,000.00

尹宅 500.00

可晴 200.00

2,000.00

何太 500.00

余小姐 2,000.00

余靜汶 300.00

佛弟子 2,560.00

吳宅 1,500.00

吳春梅 500.00

吳麗珊-內地兒童 900.00

李先生 618.90

李敏慧,杜秀梅 100.00

明愛捐款箱 169,536.46

明愛婦女中心 3,200.00

林雅雯 2,500.00

林麗虹-內地兒童 1,800.00

芬芬之友 2,562.40

青年中樂團 7,500.00

科研資訊有限公司 280.00

胡嘉欣 500.00

唐太 2,500.00

高玉玲 1,000.00

高凱明 200.00

區宅 4,000.00

崔陳景芬-安老服務 2,063.00

晨光之友 2,400.00

梁芷潼,梁健偉,黃淑燕 1,000.00

梁敏忠 500.00

梁群好 200.00

梁諾瑋,梁諾韜 1,000.00

郭先生 3,000.00

郭安 1,000.00

陳小珠 5,157.50

陳天悅-聖瑪嘉烈中心 3,300.00

陳永源,陳小玲 5,157.50

陳建國 2,000.00

陳珍莉,陳曉澄 5,157.50

黄曼玲-明糧坊 1,000.00

創世紀學會 5,157.50

勞寶珊 1,280.00

善長 81,062.44

善長-內地兒童 10,103.15

善長-本地兒童 6,206.30

善長-安老服務 8,489.00

馮金棉 1,000.00

黃杏梨 200.00

黃銳廉 3,000.00

敬老總會 800.00

楊凱傑 1,000.00

葉先生 200.00

賈宅 500.00

鄒子介 5,000.00

鄒采寧,鄒卓諺 2,000.00

聞心莉 1,000.00

歐順景 1,130.00

潘宅及霍宅 1,000.00

蔡小姐 10,000.00

鄭黃古周郭律師事務所 1,000.00

謝潤洪,廖燕玲-內地兒童 3,090.00

韓太 2,500.00

韓永賢 3,000.00

鴻偉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禮記酒家 3,000.00

羅潤娥-復康服務 3,000.00

蘇小妹妹 200.00

小計 421,958.65

先慈,傅惠蘭

（只刊登未曾公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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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慈善餐會
文/ 慈善資源部主任 杜兆冰

以「心懷謙善 愛澤千

里」為主題的澳門

明愛2014年度慈善餐會，2

月下旬於澳門旅遊塔舉行，

筵開21席，逾200人參與，

席間設有競投環節及節目表

演。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

檢察長代表檢察長辦公室鄭

幸捷副主任、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盧長水主任、社會保

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葉炳

權主席、社會工作局黃艷梅

副局長及一眾社會賢達出席

了餐會。潘志明總幹事致詞

時表示，明愛今年計劃為貧

困家庭提供傢具支援，餐

會除了為澳門明愛社會服務

及正在籌辦的「澳門明愛學

院」籌募經費外，還藉此讓

善長加深了解明愛各項社會

服務及未來發展。餐會共籌

得澳門幣935,000元。

62週年慈善聚餐
文/ 慈善資源部主任 杜兆冰

澳門明愛六十二週年

慈善聚餐1月底於萬

豪軒酒家舉行，讓支持澳門

明愛工作的善長們聚首，與

明愛轄下服務單位員工及

服務使用者共慶團年，齊迎

新歲。聚餐筵開92席，逾

1,100人參加。席間安排有

豐富的表演節目，包括澳門

理工學院長者書院中樂演

奏、澳門魔術藝術家協會魔

術表演、澳門演藝人協會歌

星獻唱，以及幸運大抽獎，

滿場歡欣喜慶。潘志明總幹

事、袁志海行政主任與服務

單位主管在祝酒時，向善長

們致謝及送上祝願。當晚籌

得善款逾澳門幣24萬元，將

作為支持澳門明愛來年的社

會服務經費，為更多有需要

人士提供適切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