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葉美滴

一、中心主題
2016-2017年度的康福堂社會服務以「精神健康、攜手共創」為主題。希望藉著這個主
題喚醒社區人士關注身心靈的健康。
本年度承蒙不同的社區團體到中心協辦多元化的健康活動，提升社區人士對健康的認
知。不單是健康知識講座，也透過工作坊把健康信息更加立體化實踐出來。
因應康福堂兩間中心服務對象的特色，透過不同活動，我們把學童及長者建立相處的機
會，實踐長幼樂傳承，學習互相尊重及分享。
二、服務概況
1.

自由天地
偶到服務、閱報服務、閱刊服務、健身閣服務、電腦閣服務

2.

班組活動
2.1 健康：
一般：健體星期二、血壓服務(逢星期二、四)、血壓義工招募計劃、每月健康檢查、震動
運動、衛生署健康講座系列【包括：保健視力湯水等共13個主題講座】、營養健康講座【包
括：五色蔬菜、什麼是升糖指數】、醫生與你講座系列【 包括：失眠知多少、】、IVE健
康工作坊系列【包括：低鈉飲食知多啲、補鈣飲食工作坊、低脂飲食工作坊】、葛蘭素史克
藥廠講座系列【包括：口腔及假牙醫護理小知識】、流感疫苗注射、食物安全中心講座系列
【包括：食安講座二重奏】、雅培講座系列【包括：中風秘密大解構】、雅培運動系列【包
括：護心強肌運動帶操】、中醫講座系列【包括：新春消滯湯水，糖尿病食療湯水等13個講
座】、中醫義診、精神健康齊關注
班組： 太極班、集體舞班、健體星期二、民族舞班、讚美操班、國畫班、活力椅上操
班、椅上操大使培訓班、椅子舞班、健體廣場舞班、婦妍組
其他： 我的生命故事書、「投奔快樂」嘉年華、免費眼科檢查服務
2.2 教育：
長者： 沙田區社會服務簡介會
學生： 如何幫助孩子獲取「優良」成績、樂學坊功課輔導小組、信望愛學習支援服務
家長： 「真．溝通」家長小組、「同理」講清楚-了解子女情緒社區家長講座
2.3 義工：
長者：血壓義工組、
婦女：愛心糧倉義工組、婦妍義工組、健體義工組、手作肥皂&潤唇膏義工訓練班
其他：愛心券義工、播道會賣旗日2017義工
2.4 社交：
婦妍組
2.5 康樂︰
長者：恩愛喜相逢、椅上操指導員班
暑期：長幼樂傳承之書法工作坊、Amazing Power 大追蹤、Dan-Sing-Kid歌舞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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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雪花掛飾製作班、手作肥皂&潤唇膏製作班
學生：樂學坊X信望愛聖誕聯歡會
其他：耆趣之旅-迪士尼一天遊(與長者中心合辦)、花展X韓式烤肉旅行團
2.6 派發活動： 中秋有禮 I (月餅派發)、中秋有禮II(水果派發)、秋冬有禮(檸檬茶)、步步
糕昇賀新年(蛋糕)
3.

個別服務
諮詢服務、關愛基金、健康檢查、探訪、轉介服務、煤氣費優惠申請、輪椅借用、長者
奶粉售賣
4.

信仰活動
共享主深恩、查經聚一聚、路得組、心靈綠洲、樂學坊小聚、老友記查經、恩慈組查
經、標竿人生小組
三、總結與展望
這個年度，中心經歷人事的變動，活動幹事及助理活動幹事均為新同工，大家對於機構
的文化、工作的核心價值、會員之間的相處，需要時間學習和適應。感謝天父的帶領，新同
工有願意學習的心志，也願意為神的原故，多走一里路。
未來一年，希望以服務不同年齡層的服務對象為工作目標，提升他們的身心靈健康之
外，讓他們有更多合作的平台，彼此配搭，發揮服務上的協同效應。
四、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沙田區議會
社會福利署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長者中心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禧福協會
衛生署社區聯絡部-我好叻社區推廣2016/2017
衛生署沙田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香港護士協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系
香港保健協會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勞工及福利局-成人教育基金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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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餉社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美國雅培藥廠
葛蘭素史克藥廠
沙角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關愛基金管理委員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分校)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本年度熱心義工/義務導師︰
潘淑賢 、潘淑清、鄧鳳屏、郭慧玲、吳金、周麗容、孔秀琼、張香蓮、張燕芳、
馮勵儀、李曼玲、陳淑芳、陳錦春、曾月星、周國林、吳蘭轉、曾文峰、潘美琼、
陳淑芳、劉蘊玲、張小雯、何月娟、梁偉強、陳駿陽、羅明明、趙蓓蓓、阮民聰、
張俊謙、胡萍、胡天行、余漢聰、伍梓恆、張俊禮、唐德玉、陳奕陽、葉錦崇、
黃婉恩、黃婉晴、鄭奇建、黃榮湛、陳肖紅、鄭君浩、謝碧華、梁鳳儀、洪燕卿、
蔡綺琪、伍梓豐、陳紫君、楊滿英、王坤松、陳麗萍、黃麗華、利冠渝、盧曉炫、
利悅華、羅子瑩、盧曉桐、劉泳瑜、孔秀瓊、何鳳才、余碩鳴、周灼瑩、劉橋敬、
鍾潔芳、梁玉蘭、徐根榮、馬麗明、陸翠珠、黎敏儀、葉歡、劉綺華、白悅晴、
鄺樣好、李秋娥、李桂蓮、李碧桃、沈觀成、郭豫健、曾嘉兒、黃巧嵐
五、服務統計
(1) 會員資料統計
(A) 會員人數共︰331人
男   52人
女 279人
(B)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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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統計
(A) 中心出席人次︰24,489人次
開放節數：546節
平均每節人次：44.9人次
(B) 2016-2017 年度服務內容及統計

六、執事會名單
主席：杜杏姬女士
副主席兼文書：劉國華先生
執事：黃金玉小姐、劉瑋琳女士、陳敏女士、黃友諾先生
七、職員名單
康健中心同工名單
中心總監： 何文勝先生
中心主任︰ 葉美滴女士
活動幹事： 文逸晞小姐(2016年6月15日離任)
姚亮勤先生(2016年8月24日到任)
助理活動幹事︰劉葦霖先生(2016年5月30日至8月29日︰短期合約
    8月30日正式聘任)
文員︰蔡觀明女士
   部份時間庶務員︰張佩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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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展X韓式燒烤旅行團

信望愛親子廸士尼遊

雪花掛飾製作班

精神健康携手共創講座

蘋果日報基金贊助~活力椅上
健身操推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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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恩福音堂成長中心

趙小堅

一、中心主題
中心本年度繼續以「服侍鄰舍」為主題，期望透過社區關懷和提供適切的服務給區內的
鄰舍，讓他們感受到基督的愛。本年度我們希望可以更「貼地」照顧區內雙職父母的需要，
因此，我們擴闊了課餘託管服務的範疇，特別安排了褓母接學童到中心補習，這服務不但可
更全面照顧他們的需要，還可讓低收入家庭的母親進入職場，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
二、服務概況
1. 兒童服務
1.1.興趣班
恆常班包括「樂恩小寶貝playgroup」、入學預備班、奧數班、幼兒油畫班、劍橋英語
和口風琴班。今年新增了創意繪畫班和珠心算班。暑假期間，中心亦開展了一些新的活動如
高達模型製作、兒童k-pop舞蹈班、「樂恩小天地」暑期託管服務，還有與數理學會合辦之
「2016科學此中尋」。我們也資助了部份低收入家庭的的學童，讓他們在暑假期間亦可參與
課餘活動。  
1.2 .功課輔導班
今年的課餘託管服務有新的改革，除了功課輔導外，亦加入了接送服務，希望能同時照
顧社區內雙職父母的需要。學員的人數亦比上學年增加。當中亦有不少低收入的家庭需要中
心的資助。為此，中心亦成立了「課餘託管資助計劃」，期望有更多人的參與，令我們可以
1.3.親子活動
為了促進兒童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中心推行了多個親子活動，有些活動更由機構資
助門票或午餐，邀請低收入家庭參與。活動包括：由迪士尼樂園贊助門票的「樂恩一家親—
迪士尼之旅」和由海洋公園暨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舉辦的遊樂日。此外，中心亦資助了學員參
與樂恩福音堂舉辦之「新春消閒下午營」，籍此讓中心參加者認識教會。
2.

青少年服務
一年一度的DSE中文科應試講座，今年以「還看今朝：中文四卷攻略」為題，吸引了不
同地區的家長、老師及學生共一百多人來參加。他們都回應正面，表示獲益良多。講座之
後，我們也開始招募中學生會員，並計劃成立溫習小組，期望能陪伴他們一起成長。
3.

成人及家長服務
為了舒緩在職人士的工作壓力，中心本年度舉辦了一些與生理、心理有關之工餘活動，
例如：優油畫班和保健按摩講座。我們也舉辦了「小一選校攻略講座」，支援家長的需要。
4.

  外展服務
4.1 義人館義工服務
本年度中心的義工隊與樂恩堂教友一同探訪了欣穎護老院長者2次。另外，亦到協康會海
富中心舉辦了一次「共融」服務。
4.2. 社區探訪
中心義工及教會的弟兄姊妹定期出隊探訪鄰近將拆卸的大廈居民，以了解及關心鄰舍的
需要，當中包括了久居於大角咀區的長者、南亞裔家庭、新來港家庭、低收入家庭、單身漢
等等。如有需要，會協助他們聯絡相關之政府或福利機構尋求支援。每逢節日，也會到區內
探訪居民及小商舖店主、店員，並送上禮物，讓他們感受到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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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動員活動
5.1  籌款活動
中心步行籌款於2017年1月1日主日下午舉行，除了為中心籌募營運費用之外，更重要是
讓教會弟兄姊妹及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和義工，了解中心的服務理念及所推行的服務。今年的
籌款活動更著意貼合我們的主題：服侍社區，參加者都帶著使命在區內步行，包括到小商店
買一些物資再派給區內一些無家者、或帶一些禮物給區內服侍我們的工作人員。在步行籌款
的同時，也可讓大家從多角度認識大角咀區。
5.2  播道會全港賣旗日
集合了中心會員和教會弟兄姊妹合共約一百二十名義工，一起參與播道會的全港賣旗
日，大家都十分落力，希望略盡綿力，成為其他人的祝福。
三、檢討和來年展望
來年我們會繼續提供服務予奧運區家庭及大角咀區低收入家庭，運用資助及減免機制，
讓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家庭成員享有同等優質的服務。期望中心的課餘託管服務和興趣班能
接觸到更多鄰舍，能更有效地幫助社區內的學童。
另一方面，為了擴闊接觸面和更有效地使用中心的地方，我們將與教會的外展事工小組
緊密合作，陸續開展中學生部和「樂齡」專區，盼望區內不同年階的鄰舍都可以享用中心的
服務。
    最後，我們期望來年我們的社區服侍文化，不單在實務上持續忠心的參與，而且能在社會
服務與福音進一步整合，服侍生命，廣傳福音，使我們更能心手合一地活出上主給我們在大
角咀的託付。
四、總結
感謝上帝在過去一年的恩領，讓中心的服務順利開拓。經過幾年的摸索，我們明白到上
帝帶我們來到大角咀，就是要讓我們有機會服侍不同階層的鄰舍，不論是低收入家庭或中產
家庭，他們同樣面對工作的壓力，小朋友讀書的壓力和生活的張力。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
會繼續以「服侍社區、心志不老」的精神去服侍區內有需要的人，讓他們感受到上帝的愛。
五、鳴謝
1. 播道總會慈惠部「扶苗共長學童資助計劃」資助課託學童，及各堂會及肢體對扶貧項
目的資助。
2. 香港廸士尼樂園渡假區「2017社區共享計劃」送贈門票，讓社區弱勢及基層社羣能免
費享用樂園設施。
3. 香港海洋公園暨蘋果日報慈善基金送贈門票。
七、服務統計
1. 會員資料統計(2016-2017年度)
會員人數共：417人
男：156人
女：261人
中心出席人次：4129
開放節數：510
平均每節人數：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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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2017年度服務內容及統計(例如：包括舉辦的小組、活動及計劃)

八、管理委員會名單
主席：劉翠瑩姊妹
副主席：劉李靜妍姊妹
文書：余美萍姊妹
財政：李綺文姊妹
教會同工代表：何沛禮牧師
教會執事代表：張家駒弟兄
九、職員名單
助理中心主任：李碧茵女士 (2016年11月離任)
項目主任：趙小堅女士(2016年11月到任)
幹事助理：張慧韻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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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恩福音堂成長中心
Balance Sheet As of Mar 2017
東亞銀行支票戶口
東亞銀行儲蓄戶口
Total 銀行
零用現金
Total 現金

(14,606.00)
338,817.30
324,211.30
1,849.80
1,849.80
326,061.10

Total Assets
教會貸款
Total 長期負債
應付未付
Total綜合貸方／應計項目

Profit & Loss from Apr 2016－ Mar 2017

(93,770.00)
(93,770.00)
(2,500.00)
(2,500.00)

Total Liablilities

(96,270.00)

Net Assets

229,791.10

會費收入
Total 會費收入
活動收入－步行籌款
Total 活動收入－步行籌款
活動收入－興趣班
活動收入－一般活動
活動收入－功輔班
活動收入－其他
Total 活動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捐款收入
捐款收入－教會會友
Total 其他收入

470.00
470.00
142,020.00
142,020.00
78,452.00
4,920.00
70,410.00
25,795.00
179,577.00
21.70
28,825.00
430,010.00
458,856.70
780,923.70

Total Income

學童資助計劃
累積結餘
目前結餘
Total Equity

37,800.00
102,330.40
89,660.70
229,791.10

薪酬－員工 (扣除僱員供款)
強積金－員工 (僱員供款)
Total 薪酬－員工
強積金－員工 (僱主供款)
Total 強積金－員工 (僱主供款)
郵費
核數費
電話費及傳真費
網頁寄存及伺服器服務費
Total 行政費用
印刷費
購置文具用品費
購置小型物品費
購置報紙及刊物費
Total 貯存及裝備支出
活動支出－其他
活動支出－興趣班
活動支出－一般活動
活動支出－功輔班
Total 活動支出
運輸及交通費
Total 運輸及交通支出
保險費－僱員賠償
Total 保險支出
銀行利息及手續費
員工培訓支出
雜項支出
員工醫療津貼支出
Total 雜項支出

(446,367.80)
(10,962.20)
(457,330.00)
(30,371.70)
(30,371.70)
(8,074.00)
(2,620.00)
(2,058.00)
(776.00)
(13,528.00)
(26,090.30)
(797.60)
(498.50)
(2,227.00)
(29,613.40)
(974.10)
(85,716.50)
(10,788.80)
(46,794.80)
(144,274.20)
(1,352.00)
(1,352.00)
(3,425.00)
(3,425.00)
(1,247.60)
(2,000.00)
(2,057.20)
(6,064.00)
(11,368.80)

Total Expense

(691,263.10)

Profit / (Loss)

89,6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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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安堂社會服務中心

譚震宇

一、服務概覽
1. 長者探訪
本年度中心有幸繼續與房屋署合作及資助，合辦「家家友情之順安探訪」，是此活動亦
是中心每年的重點服務之一。
活動過程中我們有幸邀得馬老師為大家進行教導及分享，如何與長者溝通及更深入了解
長者，讓大家獲益良多。這一次幸得40多位義工，包括教會牧者、同工、各教會肢體以及迦
密學校的家長和學生，百忙抽空探訪長者，才能成功在主日的一個下午探訪161戶於順安邨內
的長者，並透過探訪邀請他們參加教會佈道會及日後的活動，實難能可貴。
2.

課餘託管班
於平日的下午時段，中心舉辦「課餘託管班」，透過專業導師指導學業功課，對象為邨
內學童，其中我們會為有經濟困難的學童提供資助。此項服務亦是中心重點服務之一，藉此
服務邨內學童學習成長、減輕家長教育子女負擔及透過此橋樑接觸邨內家庭進行探訪及傳揚
福音。2016-2017年度，課餘託管班平均每月有17名學生。
3.

意見收集
過去一年，我們承接上屆中心管委託付，多次為檢討中心服務進行會議，並安排委員到
各團契了解對中心過去十年的服務意見。
二、檢討
1. 困難
缺乏中心主任或執行幹事。現時只由會友及教會同工推動中心事務。對於保持一致及穩
定的服務仍十分困難。
三、來年展望
1. 改善
雖然各團契對於中心有不同的建議與展望，經過中心管委會商討後，我們決定試行「
優化」中心服務。透過更新中心門外平面宣傳品，向居民展示有關教會及中心最新資訊及團
契、祟拜時間，亦將現時中心現有服務改善及完善。期盼於兩年時間內完成並再為中心服務
檢討。
未來一年，中心將以優化服務為首要工作，並會配合教會事工發展，以加強使用中心地
方，減少空置時間，並加強與課託班之合作，提升傳播福音機會及構思中心行政工作。盼望
大家繼續為中心的事工代禱，藉著社會服務彰顯耶穌基督的關懷與愛。
四、中心督導
陳華昌牧師
五、管理委員會名單
顧問：陳華昌牧師
➢ 部長：許頌賢執事
➢ 部員：林志成弟兄、鄧少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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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安堂社會服務中心
資產負債表截至2017年3月31日
負 債
應付順安堂
順安堂教會上年度累計資助
上年度累計不敷
本年度盈餘

資 產
269,837.75 匯豐往來
246,952.29 零用現金
(430,099.30)
35,504.10
122,194.84

120,692.34
1,502.50

122,194.84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收支報告
進 項
奉獻收入
長者探訪活動報銷收入

共

進

支 項
93,711.40 中心及士多房租金
12,768.90 水電費
電話費
上網費
食物及雜項
暑期、義工及社區活動支出
銀行費用
中心維修及裝修
功課輔導導師費支出
減：功課輔導學費收入
106,480.30 共 支
盈 餘
106,480.30

35,612.00
5,356.80
957.00
1,956.00
6,211.00
11,483.40
840.00
8,560.00
248,180.00
(248,180.00)
70,976.20
35,504.10
106,4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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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福教育中心

區逸軒

一、中心主題
「播道會屬下的靈福堂藉著基督的愛，透過社區關懷，於社區內開辦教育中心，運用
補習及教學的方法，提供適切的服務給區內的兒童及青少年。並藉此建立福音據點，接觸他
們，傳揚基督的愛，提供全人的關懷。」（靈福教育中心校董會章程）
靈福教育中心為80多名學童提供非牟利的功課輔導及興趣班等服務，除了希望令他們
能應付日常的功課及學業，在學習上有長進外，我們還希望陪伴他們成長。因此鼓勵他們參
與教會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生活過得較充實之餘，並藉此傳揚基督的大愛，讓他們認識
主。例如有6名學生參加基督少年軍，有10名學生參加「靈福兒童天地」，還有6名初中生參
與中學生小組等，並有部分學生間中出席主日學。這群屬靈小幼苗能否站立得穩，茁壯成長
實非易事，盼藉禱告神的恩典助其成長。
本中心透過參與總會慈惠部舉辦的「扶苗共長學童資助計劃」，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
童提供援助，讓我們接觸到不少基層家庭，增加服事他們的機會。本年初，其中一家庭主動
邀請本中心同工到他們的新居聚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另外本中心為一個遭遇突發事故的
家庭提供學費減免，讓其兒女可繼續參加功輔服務。盼望 神大大使用本中心的服務，讓有
需要人士得蒙幫助及祝福！
二、服務概況
1. 中、小學生功課輔導服務：本中心一直著重師生比例，每名導師同時最多只教導六名
學生，並設各學科的專科補習課程。務求令每名學生得到適切充足的學業指導及支援。
2. 「德育及通識成長課」: 逢週三下午進行，以專題、聖經故事、福音電影等幫助孩童建
立良好品格和認識聖經真理。
3. 暑期多元智能課程：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共渡六週愉快充實假期並聽聞主福
音。期間共有十多名學生參與堂會之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27分隊舉辦的夏令營，令他們對福音
及生命的價值有所反思。
4. 多元興趣班：英語會話班、電子琴班。
5. 家長英語及廣東話學習班：去年3-5月份曾舉辦家長英語學習班，家長反應良好，並介
紹她們的朋友來，當中有內地來港定居的人士反映想學習廣東話，因此本中心於本年4月份起
逢週五上午開辦新一期學習班，盼能讓她們更能接觸教會。
6. 愛心資助計劃：本學年給予19位來自清貧家庭之學生校外功課輔導之資助（10位由靈
福堂之慈惠奉獻及教育中心發展專款撥款資助，其餘9位由總會慈惠部透過「扶苗共長」學童
資助計劃撥款資助）。
三、檢討和來年展望
感謝恩主的保守，本年度的運作大致暢順，並感謝弟兄姊妹為本中心作出捐獻。
預期來年度租金大幅上升，以致支出增加。此外中心還要繼續招聘合適的導師，讓教學
更有成效。盼望主繼續為本中心供應所需。
四、總結
縱然管教孩童愈來愈不容易，但是我們相信是神親自帶領他們來教會的。因此我們也要
竭力盡用神所賜的為主作工，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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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鳴謝
1.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慈惠部」推動「扶苗共長學童資助計劃」。
2. 「公益金2016-17設施資助計劃」資助本中心更換影印機、冷氣機及工作檯等設備。
六、服務統計
學生人數共84人 (2017年3月份)

七、第五屆校董會成員名單（2016-2018年）
主席：蔡唐可兒女士
校監：區敏耀牧師
司庫：盧姚燕玲女士
教育中心主任：區劉嘉安女士
常務校董 ：區逸軒先生
八、職員名單
中心主任：區劉嘉安女士
行政主任：區逸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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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福教育中心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7/3/31
Assets
上商支票戶口
上商儲蓄戶口
現金結存
應收未收(由堂會支持之學生資助)
應收未收(播道會慈惠部學生資助)
應收未收(公益金設備資助)
靈福堂與教育中心來往戶口
按金(租用影印機)
Total Assets
Liabilities
應付未付(核數費用)
預收學費
Total Liabilities

收支報告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
Income
學費收入
音樂事工學費收入
學生資助(堂會慈惠奉獻)
學生資助(由"中心發展專款"轉撥)
學生資助(播道會慈惠部)
公益金設備資助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Total Income

17,269.66
404,323.58
200.00
3,000.00
11,232.50
19,900.00
64,996.48
4,000.00
524,922.22

Expenses

同工及導師費用

2,500.00
1,000.00
3,500.00

Net Assets

521,422.22

Equity
Historical Balancing Account
Current Earnings
靈福教育中心發展專款
Total Equity

497,659.00
10,539.61
13,223.61
521,422.22

薪金
音樂事工導師費
同工及導師強積金供款
保險
Total 同工及導師費用

813,321.00
7,607.25
39,288.65
5,045.70
865,262.60

對靈福堂奉獻(屋宇開支)
差餉
Total 屋宇開支

306,957.18
19,700.00
326,657.18

屋宇開支

行政費用

靈福堂與教育中心來往戶口
2011年堂會預備自立前，按2010/4/18特
別信徒大會之建議，教育中心按使用比例
64,996.48
攤分當年堂會按金，即$158,528x41%=
$64,996.48
(註：堂會已於2017/03/31前清還借款$100,000)
靈福教育中心發展專款
上年度結餘(2016/3/31)
支出：學生資助(2015年9月份起由教育中
心資助2名學生)
發展專款結餘

1,140,784.50
11,182.50
33,540.00
8,362.00
30,676.50
19,900.00
516.00
38.27
1,244,999.77

印刷及影印費
文具
教材
宣傳費用(印製傳單，派傳單員)
傢具及器材
銀行及其他專業費用
清潔費用
Total 行政費用

7,933.63
2,636.20
3,756.30
5,287.50
19,900.00
2,900.00
7,323.75
49,737.38

暑期學生資助(由教育中心支付)
Total 其他支出
Total Expenses

5,974.00
5,974.00
1,247,631.16

其他支出
21,585.61
(8,362.00)
13,223.61

Operating Surplus

(2,631.39)

Other Income
教育中心奉獻收入
Total Other Income

13,171.00
13,171.00

Net Surplus/(Deficit)

10,5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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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平 樓 自 修 中 心

李偉敏

和平樓自修中心(下稱「自修中心」)位於李鄭屋邨和平樓，於1986年開始服務，最初由
和平堂負責營運，至2010年3月由活基堂接手，由於活基堂的聚會在2016年10月移歸活泉母
堂，並於2017年3月31日結束，自修中心從2016年6月開始重組自修室管理委員會，在過渡期
協助自修中心運作，並於2017年4月1日起正式由活泉堂管理。
自修中心提供了一個寧靜寬敞的地方給年輕人溫習，亦有休息室可以討論功課、小休
進餐，令我們招聚到一些同學聯群結隊來溫習，彼此鼓勵、互相切磋。除了為他們提供參考
書外，也預備了一些棋類、益智的紙牌和卡板遊戲，鼓勵他們建立身心健康的學習氣氛和友
誼。他們很滿意自修中心的運作，有些會員在中學畢業後仍繼續使用自修中心的服務，亦會
到來找傳道同工、幹事和自修中心管理員交談。
本年度曾用不同方法來協助會員的學業及關顧他們靈性的需要，計有
1. 2016年7月9日欲舉辦放榜前分享會，唯未有同學參加。
2. 現正製作新一學年的宣傳品，八月底寄往附近學校，並經Facebook、WhatsApp公開
發放。
3. 2016年8月起Facebook的頁面已由「群組」改為「專頁」：「#播道會和平樓自修中
心」，只需按「讚」便可追蹤資訊，節省加入群組的審批，同時可享有Facebook自動推介功
能予合適的人。
4. 於12月舉行儲印花、換禮物推廣活動，藉「陪您預備心情，歡度佳節、奮勇跨年!」為
名，鼓勵較不恆常使用自修中心的會員(尤其教會中學團的團友會員)，多在自修中心出入，使
得恆常會員可以與團友會員有多些碰面的機會，盼能助彼此建立一些親切感，有助將來進一
步發展福音工作。這活動招聚到一些會員持續前來，唯因中學團團友的年級、學科，以致居
住地點皆不同，故未能招聚到團友會員與其他會員認識。
5. 2017年2月19日舉行「如何作答數學多項選擇題」講座，有六人參加。
6. 3月將本年度考DSE的會員姓名分給活泉堂的弟兄姊妹，兩人一組，每組四名會員，每
星期最少為會員禱告兩次。
7. 2017年3月起在休息室提供免費小食讓會員可舒緩緊張心情。
過往一年自修中心運作暢順，在協助會員溫習方面，已能達到目的。但在傳福音方面，
則未如人意。由於自修中心鄰近佛教大雄中學，有很多會員就讀該校，他們有些從未聽聞福
音，希望來年能在這方面努力，請代禱求神給我們智慧和機會。活泉堂的青少年事工已在星
期日移師自修中心進行，期望能讓更多本堂或友堂的中學生到自修中心溫習，使未信會員能
接觸基督徒，當我們舉行傳福音活動時，他們會樂意參加。
服務概況 :
一. 服務對象 :
小五學生或以上及進修者
二. 開放時間 :
逢星期一至五 :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時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主日及公眾假期暫停
公開考試期間星期一至五加時為早上十時半至晚上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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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內容 :
休息室提供參考書籍，益智或信仰讀物，青少年雜誌，報紙，電腦，棋類
四. 會員資料 :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
會員人數 : 161人
五. 服務資料統計 :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
本自修室使用總人次 : 2,994人，每日平均使用人次19.2人，12個月共開放295日
六. 自修室管理委員會 :
A. 2016年4月至6月:
主席 : 李偉敏弟兄
文書 : 歐陽妙如姊妹
委員 : 夏偉華弟兄、林江輝弟兄、鄭清源弟兄、何淑華姊妹、周宛蔚姑娘
B. 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
主席 : 梁念生弟兄
委員 : 周宛蔚姑娘、劉梓濠弟兄
七. 職員名單 :
歐陽妙如姊妹、譚麗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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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C.- Wo Ping Study Centr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year ended 2016
(1 Jan to 31 December 2016)

Income
1/1/2016-31/12/2016
Grant/Donations from Agency
254,427.47
Government Sudsidy : (a)Rent
100,488.00
(b)Rates
13,127.00
11,475.00
(c) Government Rent (if any)
Membership Fee (if any) (see note (1) at annex to Appendix IIIa)
1,840.00
Other Income (Please specify)
(a) Sundry Donation
Total Income (A) 381,357.47
Expenditure (see note(2) at annex to Appendix IIIa)
Rent
100,488.00
Rates
13,127.00
Government Rent (if any)
11,475.00
Salaries for Study Room Staff ( Please show breakdown of annual
salary of each staff member )
(a) Clerk
160,335.00
(b) Work man
(c) Part Time staff
61,365.00
Water
Electricity (Please state if air-conditioning is provided, Yes*/No*)
Telephone
Other (Please Specify)
(a) Medical Benefit
(b) Provident Fund (MPF)
(c) Repair & Maintanence
(d) Printing
(e) Insurance
(f) Accounting
(g) Postage
(h) Internet
(i) Miscellaneous
Total Expenditure (B)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C )
=(A)-(B)
Accumulated Surplus/(Deficit)
brought forward from previous year(D)
Accumulated Surplus/(Deficit)
carried forward to next year (E)
=(C)+(D)

114.00
10,594.00
3,142.00
280.00
11,085.00
662.07
598.90
1,800.00
1,700.00
110.50
2,546.00
1,935.00
381,35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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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堂白普理閱覽資源中心

葉貴平

一、前言
景福堂植根屯門社區，其中一項是以閱覽室服務區內的學生和居民；這項服務的見證已
有24年之久！每年堂會在經常費中撥款20萬多元支持中心。感恩中心有忠心和穏定的職工殷
勤服侍，且有滿腔熱誠和友善的會員義務協助，使中心能夠順利運作，又能保持一個寜靜和
整潔的讀書環境！而中心特別的設計，是在每天晚上6時至8時休息室/茶水室的開放，經常有
多位同學使用電視或談論功課等等……彼此交換學習心得，減輕一下讀書的壓力，增加會員
的歸屬感。
在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期，自修室已於3月1日至31日加開早上服務時間，由每日早上10
時至中午1時，但必需要有會員協助當值才能繼續使用加開的服務。今年只有兩三位會員樂意
承擔，因而有幾天無會員承担而取消幾天加開服務時間，而仍然認同加開的時段也是同學的
需要。
二、現狀
本中心忠心的職員，加上義工穩定的協助，中心運作已和以往般如常順暢運作。
會員在自修室認真和專心讀書已有美好風氣，並要值得一讚是會員在使用地方上的自律
性，不用太嚴厲管理仍可以在正常的運作中進行服務。
過去幾年，自修室會員在公開考試中屢見佳績，成績卓越。見到他們畢業後也回來探
班，這份感情和關係，叫人心裡滿足！
今年發現會員使用自修室人數有明顯的下降，期望可以在宣傳上多加努力，鼓勵同學回
自修室學習。
景福堂是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駐校教會，現已有12名該校學生成為自修室會員。
三、結語
我們希望自修室會員有美好的前途；更盼望各會員，能認識愛世人甚至為人而死的主耶
穌基督，一生有主同行。然而，我們亦會持定營辦一個有好口碑的自修室，繼續以往的優良
傳統，維持着寧靜和整潔的閱覽室，使本自修室依然是本區溫習的最好去處，並且是滿有人
情味的地方。祝願各位會員身心靈愉快！
四、服務概況
1. 服務對象
中一至大專及自修生
2.

開放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時至十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3.

服務內容
3.1 提供最新的參考書籍、課外讀物及科學、地理、時事及英語雜誌。
3.2 特設休閒區於每日的下午六時至八時開放茶水室供會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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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員資料(2016年4月-2017年3月)
4.1 會員人數：147人
4.2 會員：
中一：3人
中二：9人
中三：2人
中四：9人
中五：17人
中六：57人
大專：30人
自修生及其他：20人

5.

服務資料統計：（2016年4月-2017年3月）
使用總人次：2,848人
每日平均使用人次：11人
開放共：259日

六、中心管理
中心由本堂堂主任葉貴平牧師負責中心一切對內對外的行政。
七、員工名單
中心幹事：魏芷苓女士
中心助理幹事：黃秀珍女士
中心庶務幹事：王慧娟女士

景福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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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堂白普理閱覽資源中心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收支表
收 入
經常費撥款
政府資助租金
政府資助差餉
會費收入

年度合計 支 出
194,244.55 租金
105,600.00
租金
7,580.00
差餉
5,880.00 小計

薪金

文員
部份時間文員
小計

行政

總收入
合計

水費
電費
電話費
公積金／強積金
器材／傢俱
清潔／維修／雜項
文具／印刷
醫療／勞工／公眾保險
小計
313,304.55 總支出
盈餘／赤字
313,304.55 合計

年度合計
105,600.00
7,580.00
113,180.00
126,243.00
9,765.00
136,008.00
557.70
30,249.00
5,218.00
6,312.15
4,359.00
11,383.70
(7.50)
6,044.50
64,116.55
313,304.55
0.00
313,304.55

99
B11.indd 3

17年6月13日 上午1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