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服務管理董事會

黃華舜

一、本年度社會服務管理董事會成員
主席：黃華舜先生(總會執委會代表)
副主席：黎定女士(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秘書：黃國泉先生(康福堂社會服務)
司庫：焦德志先生(薦任董事)
董事：黎偉誠先生(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伍廣聰先生(福安堂長者中心)
簡冠達先生(美孚長者中心)
張國定牧師(薦任董事)
陳家明博士(薦任董事)
盧錦華MH太平紳士(薦任董事)
周賢明先生(當然董事)
常委會代表：盧錦華MH太平紳士(薦任董事)
賣旗籌款委員會代表：黃國泉先生、黎偉誠先生
行政小組成員：黃華舜先生(召集人)、盧錦華MH太平紳士、黎定女士、陳家明博士
義務法律顧問：柯廣輝律師
2016至17年度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席：黃華舜先生(社董會主席)
成員：盧錦華MH太平紳士(社董會代表)
郭恩榮先生(幼董會主席)
馮志明先生(幼董會代表)
社會服務辦事處職員名單
總主任：周賢明先生
行政主任：吳鍾麗嫺女士 (2016年10月到任)
幼兒服務督導主任：梁胡潔慧女士
策劃及發展主任：陳朝忠先生
幹事：劉劍方先生
二、會議
1. 本年度社董會共召開了四次會議。
2. 本年度社董會行政小組共召開2次會議。
3. 2017年1月21日社董會與四間長者中心所屬堂會代表進行交流分享會。
三、事工報告
1. 本年度與四間長者中心所屬堂會(包括康福堂、福安堂、播道書院道真堂及奇恩堂)代表
於2017年1月進行交流分享會，讓各堂現屆代表了解播道會社會服務的發展過程、現況及需
要，感恩了解到四堂對四間中心(包括康福堂長者中心、福安堂長者中心、興田邨道真堂愛禮
信長者中心及美孚長者中心)的服務發展均十分欣賞，而長者中心與堂會常有美好的配搭，讓
長者中心服務與堂會發展可同得益處。
2. 應社會福利署於2003年推行長者中心服務轉型，康福堂長者中心因而由獲八成資助
轉為非資助服務，四間長者中心所屬堂會因而建立「共同承擔、資源共用、彼此配搭」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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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支持康福堂繼續承擔長者服務。推行十多年，四堂均面對不同的情況，在執行共同承擔
上靠主面對不少的挑戰。我們經歷及見證神恩手拖帶，讓我們更同心走在一起。2017年初，
經共同商議，辦事處已擬備按「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共同承擔的數額，現正準備就
事工的備忘錄及機制執行細節再諮詢四堂，相信在2017年內可以完成任務。
3. 社董會繼續到訪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及康福堂兩間社會服務單位，了解服務
單位概況，又與中心職員、教會同工、中心諮詢委員會代表進行交流，讓董事們對中心的現
況及需要有更多掌握並在禱告中互相記念。
4. 2017年1月5日舉辦長者中心社工退修，讓社工思想主耶穌的生命榜樣，從而突破現有
的世俗框架，在中心透過服侍，見證上帝和彼此配搭。
5. 除社董會管理單位外，聯同幼兒學校、播道兒童之家，及部份本會慈惠部協調的非資
助單位於2017年3月11日舉行全港售旗日，目標籌款額為$200萬，當日約有5000位義工參與
賣旗。播道家內共有35間堂會，合共招募超過600位肢體參與賣旗；亦有33間堂會支持金旗
奉獻，合共籌得$44萬多金旗捐款。至截稿時，籌款總金額有$182萬，最後籌款金額尚待點
算。在過程中已看到各堂會彼此服侍、互相支持的美麗圖畫。
6. 農曆年間，本會轄下4間幼校進行「利是傳祝福」- 新春關愛長者大行動，共籌得港幣
12,550元，全數捐給本會長者服務。
7. 2016年11月播道會社關月，主題為「支持播道會賣旗日」，鼓勵弟兄姊妹透過不同途
徑關心及服侍社區，並協助本會本年3.11賣旗事工，共有27間堂會以不同形式參加社關月。
8. 2016年10月30日向社會福利署呈交《最佳執行指引》自我評估清單(第一組別) 及2015
至2016年度財政報告及核數報告。
9. 2017年1月13 日舉行周年聚餐，合共209位職員、董事、單位諮委及教會同工參加。
四、職員訓練
1. 2016年4月8日、5月6日及6月3日為長者中心社工舉行「長者工作專業培訓及督導工作
坊」。
2. 2016年7月20日為中心職員舉行「調解技巧與衝突處理」訓練。
3. 2016年8月18日為中心職員舉行「如何處理投訴(基礎篇)」訓練。
4. 2017年1月23日舉辦機構導向日，提供機構簡介予新入職同工及實習社工。
5. 2017年3月25 日為中心職員舉行職安健講座。
五、2016-17年度實習安排
實習社工：
A.明愛專上學院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邵可瑩女士、曾淨雯女士
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長者中心：余小萍女士、林秀嵐女士、陳詠恩女士、鍾林霖女士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叶菁雲女士、鄧偉力先生、黃安怡女士、李悅女士
B.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李泳嫻女士、盧嘉華先生、駱澤霖先生、陳可媚女士、
林詠琪女士、朱明希先生、陳嘉露女士
C.香港教育大學教育輔導文學碩士
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隋愛紅女士、周靄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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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
康福堂陳潘佩清紀念長者中心：蘇淑華女士、楊子霖女士
六、捐款及實物捐助
1. 機構及教會捐獻
名稱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金額(港幣)
125,000
50,000

用途               
津助社會服務辦事處運作開支
津助播道會社會服務

2. 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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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資捐贈
		 名稱
高格行有限公司
洄緻國際有限公司
膳心連基金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香港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賞義工行動
香港海洋公園暨蘋果日報慈善基金遊樂日
Box of Hope
香港中樂團
同仁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慈惠部
營養管家
新都公司
樂餉社
友營堂
DKSH
統計署
香港貿發局延展關懷行動
黃燕茵小姐
AGSM
ASML HK Ltd
Dr Kong
Shrimad Rajchandra Mission Dharampur (HK) Ltd

捐贈內容
243箱餅乾
5,872件毛衣
8 箱曲奇及180 盒芒果汁
1,125個月餅
1,200張樂園門票
400張樂園門票予本會義工
84張樂園門票
110份聖誕禮物
171張演奏會門票
20 包湯包
1,080份聖誕禮物包
200 包亞麻子
1,070 件賀年食品
273 箱食物及88箱清潔用品
1,200 份腳貼
5,000 份止痛貼及200盒面膜
9部平板電腦
香港禮物及贈品展之剩餘物資
1000 件上衣及長褲
一批文儀用品
一批辦公室傢俱
$500 現金劵
125份禮物包

謹此鳴謝以上機構、公司、基金、教會、善長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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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科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荃灣及葵青區、觀塘區、深水埗區、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政府產業署
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公益金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領展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匯豐銀行
恆生銀行
華人永遠墳場慈善基金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意贈慈善基金
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中樂團
香港保健協會
同仁堂
李錦記集團
李郭羅律師行
好易剪義工隊
Aesmedic
Box of Hope
Shrimad Rajchandra Mission Dharampur (HK) Ltd
播道會總會執行委員會
播道會各服務單位管理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
播道會各堂會
眼睛健康基金
各支持3.11賣旗日的堂會、機構、人士，恕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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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社會服務辦事處
經常費收支報告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
收入
社署資助
播道會總會資助社會服務辦事處
社會服務管理董事會會費收入
幼兒學校校董會會費收入
幼兒學校支付社會服務辦事處行政費用
長者鄰舍中心及教會額外資助社會服務辦事處
利息收入
奉獻及其他收入
公益金項目資助收入－Paving a Brighter Future
公益金設施資助計劃收入－改善學校工程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思前顧後圓滿計劃收入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樂在厚恩」中心設施優化工程收入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預防認知障礙－健體動腦齊實踐」計劃收入
匯豐社區節－耆椅活動嘉年華收入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收入－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收入
長者服務聯合奉獻收入
總收入

港 幣
691,699.78
125,000.00
12,000.00
8,000.00
800,000.00
30,000.00
80.79
218,889.96
651,456.52
415,450.00
94,669.00
187,050.00
139,072.30
89,691.00
122,320.00
66,700.00
430,000.00
4,082,079.35

減：支出
(1) 員工薪津
員工薪金
強積金供款
小計

1,398,435.00
106,936.25
1,505,371.25

(2) 其他支出
郵費
聘請員工廣告費
核數費
印刷費
文具費
電腦器材(軟件及硬件)
小型購置及維修費
活動費
交通費
僱員賠償及其他保險費
雜項
社聯會員費 (兩年度費用)
銀行手續費
員工訓練
租倉費及辦事處租金
小計

2,349.40
1,440.00
10,000.00
20,358.30
1,860.60
5,496.00
9,361.00
35,800.03
3,551.70
10,623.48
6,715.12
9,400.00
3,551.00
53,206.30
10,801.00
184,513.93

(3) 公益金項目資助支出－Paving a Brighter Future
(4) 公益金設施資助計劃收入－改善學校工程
(5)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思前顧後圓滿計劃支出
(6)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樂在厚恩」中心設施優化工程支出
(7)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預防認知障礙－健體動腦齊實踐」計劃支出
(8) 匯豐社區節－耆椅活動嘉年華支出
(9)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支出－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10)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支出
(11) 長者服務聯合相關支出
總支出
本年度盈餘

651,456.52
415,450.00
94,669.00
187,050.00
139,072.30
89,691.00
122,320.00
66,700.00
430,000.00
3,886,294.00
195,785.35

轉撥「福利服務籌募專款」

195,7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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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校董會

郭恩榮

一、本年度幼兒學校董事會成員(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
主席：郭恩榮先生(寶雅幼兒學校)
司庫：文景智先生(委任校董)
秘書：周賢明先生(執行校董)
董事：馮志明先生(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雷偉聰先生(茵怡幼兒學校)
江偉林先生(天恩幼兒學校)
黃華舜先生(總會執委會代表)
蘇綺湄校長(校長代表)
陳黔開牧師(委任校董)
沈曾燕青女士(委任校董)
義務法律顧問：符致鍇律師
顧問：陳姿華博士、盧偉成校長、黃佩麗女士
二、會議
1. 2015年至16年度幼董會共召開了四次會議及一次特別會議；2016年至17年度第四次
會議亦將於5月份召開。
2. 2016年5月7日舉行一次聚焦會議，主題：免費幼稚園政策對本會幼兒教育的挑戰。是
次聚焦會議邀到陳姿華博士(幼兒教育師訓講師/本會顧問)、黃佩麗女士(友會幼兒服務協調主
任)和盧偉成校長(播道書院總校長)擔任分享嘉賓。
3. 備悉「2016至17年度辦事處支援幼兒學校周年計劃」及「播道會幼兒教育發展建議
書」。
4. 通過：「教育局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及執行細節」重點分析文件中的建議，包
括：
 –維持以參考公務員薪酬表而訂立的本會「幼兒學校薪酬表」；
 –2017/18年度「幼兒學校薪酬表」；
 –過渡安排方面及新增校長津貼；
 –幼兒學校新薪酬政策下五年財務估算及相關的估算基礎。
5. 通過於2017年4月起四間幼兒學校推行「工作滿十年員工強積金僱主供款額至10%政
策」。
6. 通過設立運用累積整筆撥款儲備和累積公積金撥款儲備的機制；同意於2016-2017年
度，將不會動用累積整筆撥款儲備和不會動用累積公積金撥款儲備；以及三項公佈兩種儲備
的方法。
三、事工簡報
1. 本會各幼兒學校繼續以「非牟利幼稚園/幼兒中心」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2. 教育局將於2017年至18學年起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因應政策上的改革，校
董會自2016年5月7日舉行特別聚焦會議，初步了解免費幼稚園政策對本會幼兒教育的挑戰。
之後透過不同渠道了解政策最新進展，收集各持份者的意見，並在不同政策層面為長全日幼
兒教育的持續發展發聲及獻策。直至2016年5月於幼董會上通過本會「播道會幼兒教育發展
建議書」，就異象與使命、管理架構、文化承傳、服務需要與提供、人力資源、薪酬機制、
過渡期安排及表現評估制度訂立具體獻議；並於2016年8月幼董會上通過本會2017至18年度
起的人力資源管理具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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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應教育局「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制度要求，本會於2016年9月向教育局遞交「
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申請表」；於2017年2月至3月期間遞交各項資助申請表及學費調整申請
書。同時，本會亦不時透過不同媒介，向各持分者收集各持分者的意見，及適時交待相關的
進展。
4. 幼兒學校聯校畢業典禮已於2016年7月8日假鄉議局大樓舉行，當日邀得教育局總課程
發展主任(幼稚園及小學)潘陳淑吟女士擔任主禮嘉賓，為畢業生致勉辭及主持授憑儀式。去年
度畢業禮的主題是「聖靈果子樂之園」，共有131名畢業生、家長和嘉賓共超過500人出席。
5. 2016年8月5日假播道書院舉行幼兒學校年會，主題為：使命與實踐--讓我們從「做」
中「學」。當日上午邀請到黃佩麗女士(本會幼董會顧問)和盧偉成校長(播道書院總校長暨本
會幼董會顧問)擔任主講嘉賓，出席包括兩位校董代表及86名幼校職員。而下午則由駐校社工
負責帶領團隊建立活動。
6. 教育局於2016年2月22日至25日到訪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進行外評，並於4月下旬接獲
教育局撰寫的書面報告，順利通過及獲外評隊讚賞。另於2017年1月10日至13日到訪茵怡幼
兒學校進行外評，亦順利通過及獲外評隊讚賞。
7. 四間幼兒學校分別於2016年12月10日、17日及23日舉行聖誕聯歡，校董會成員分別
到各校參與活動及給予支持。
8. 2017年2月24日，四間幼兒學校於廸士尼樂園舉行聯校畢業旅行，約有120名畢業生及
其家人參加。
9. 4間幼校於農曆年間參與辦事處主辦的「利是傳祝福」，共籌得港幣$????元支持本會
3月11日的賣旗籌款活動。
四、基金及資源
1. 寶雅幼兒學校與李錦記集團於2016年6月18日合辦「李錦記親子煮食樂」活動。
2. Box of Hope 捐贈110盒聖誕禮物並已全數轉贈幼兒學校。
3. 獲慈惠部捐贈1,080份聖誕禮物包並已轉贈予各幼兒學校及中心。
4. 高格行有限公司共捐出243 箱餅乾，並已轉贈予幼兒學校、中心及友好機構。
5. 洄盈織造廠有限公司向本會捐贈2,278件毛製品並已全數轉贈幼兒學校及中心。
6. 獲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申請社區共享計劃贈送免費入場券給兩間幼兒學校。
7. Shrimad Rajchandra Mission Dharampur (HK) Ltd 於2017年3月23日到訪茵怡幼兒學
校並贈送125份禮物予學校學生。
五、職員訓練
1. 2016年8月5日假播道書院舉行幼兒學校年會，主題為：使命與實踐--讓我們從「做」
中「學」。當日上午邀請到黃佩麗女士(本會幼董會顧問)和盧偉成校長(播道書院總校長暨本
會幼董會顧問)擔任主講嘉賓，出席包括2位校董代表及86名幼校職員。而下午則由駐校社工
負責帶領團隊建立活動。
2. 2016年8月5日下午假播道書院舉行幼兒學校新職員導向訓練，共有28名新同事參加。
3. 2016年11月5日在茵怡幼兒學校舉行聯校幼兒學校防貪講座，邀請到廉政公署防貪處
職員講解剛推出的「幼稚園防貪指引」。
4. 2017年3月25日假天恩幼兒學校舉行「幼兒學校校本課程交流」，以分享會形式舉
行，各校老師介紹其校本課程內容。除四間學校全體教職員外，亦有兩名校董會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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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教育局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
社會福利署家庭及兒童服務科，復康服務科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元朗區、黃大仙及西貢區辦事處
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公益金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播道書院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
香港迪士尼樂園
李錦記集團
高格行有限公司
洄緻國際有限公司
Box of Hope
Shrimad Rajchandra Mission Dharampur (HK) Ltd
播道會寶雅福音堂、厚恩堂、茵怡堂、天恩堂
播道會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播道會寶雅幼兒學校、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茵怡幼兒學校、天恩幼兒學校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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