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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

主席的話

2014-2015
行政架構

主席
李區錦萍女士

副主席
黃馮玉棠女士

義務秘書

在過去一年，我們的重點工作是利用由凱瑟克基金贊助，為期三

李慧芳女士

年的多專業介入模式，為舍員提供臨床心理評估，因應個別女孩的經
歷，受到的創傷，提供適切的專業輔導，令她們在個人成長，自我形

義務法律顧問

董事局

義務核數師

象，自信心都能提升，積極面對將來；同時亦利用不同方法去幫助她

義務司庫
梁永權先生

們減低或消除負面情緒和行為。我們十分欣慰這些努力並沒有白費。

董事局成員

行政總監

在三位學者的研究報告中，肯定了專業介入模式的成效。隨著

謝建泉醫生

贊助的終止，董事局成員一致贊成要繼續這計劃，至於贊助來源則要

嚴中明女士

靠大家繼續努力了。

高德耀先生

會計

行政人員

社工

另一個積極籌備的項目─「延愛之家」也在沙田排頭村成立

查錫我先生

了。得到凱瑟克基金的贊助，我們可以提供26個宿位給有需要的在學

葉嘉雯女士

少女，延續關愛精神，這個家，除了是一個安全的居所，也提供輔導
給有需要的少女和訓練她們獨立生活。

何桂萍修女

宿舍家長

謹代表董事局全體成員，我們的女孩子，感謝每一位支持「關

蔣棟樑先生

庶務員
義務法律顧問
嚴鍾奉蘭律師

愛之家」的朋友。有您們和我們同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正如何
修女說「延愛之家」是她的夢想，現在夢想不是成真了嗎？

義務核數師
鄭康祺先生

李區錦萍女士
行政總監
何桂萍修女

服務概況
2014-2015年度服務人數統計
關愛之家於本年度共為48位舍員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統計資料如下：

重點服務
I. 多專業介入工作模式 (由凱瑟克基金贊助)

II. 建立分舍 － 「延愛之家」

「延愛之家」的面貎及設施

隨著社會及家庭問題變得複雜化，入

的研究團隊為服務進行研究調查。以

住家舍的青少年所面對的家庭問題和心

追踪性研究的方式，檢討其介入手法

理創傷亦日趨嚴重。在近年工作經驗

的成效。

中，我們發現不少入住個案均有受虐經

本年度是計劃接受贊助的最後一

驗，有些轉介個案在入住時甚至已患有

年，家舍從此計劃中歸納到不少實務

情緒問題。因此，單靠過往一般住宿訓

經驗和智慧。因著不同專業共同介入

練模式已難以為她們提供適切的援助。

個案，社工、宿舍家長、臨床心理學

為回應舍員的獨特需要，關愛之家

家和輔導員之間亦有大量專業交流，

關愛之家過往一直為十四至十八歲

開展新服務，於沙田排頭村設立分舍，

於二零一二年開始建立「多專業介入模

讓我們更全面地看顧舍員的需要，並

在學青少女提供為期一年住宿服務。按

命名為「延愛之家」，意旨「延續關愛

式」，在家舍現有運作中引入臨床心理

建立合適的治療目標。而研究初步成

近年經驗，不少舍員在十八歲之後仍未

之家的精神」，服務十八至二十四歲在

學家及輔導員，為所有舍員提供臨床心

果亦顯示多專業介入模式對舍員的心

能尋找到合適住宿服務，然而她們仍然

學青少女，為她們提供為期兩年住宿服

理評估和十五節專業輔導的服務，治療

理發展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在學，加上現時住宅租金昂貴、公屋輪

務，以協助她們繼續學業、裝備自己，

舍員在家庭問題及受虐事件所受到的創

候需時、劏房單位存在不少危險。令她

邁向自立的生活。

傷經驗。在計劃期間，本舍亦邀請浸會

們難以擁有穩定的住宿環境繼續學業。

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李健賢博士以及他

有見及此，關愛之家自二零一四年六月

籌募經費

家舍活動
一如以往，關愛之家於過去一年為舍員舉辦共65項不同性質的活動，

家舍向來沒有受社會福利署或公益金資助，營運經費全仰賴社會大眾

以培育舍員品格、提升自信，以及提升她們處理情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支持。本年度家舍透過步行籌款、聖誕慈善晚會、聖堂募捐等活動以籌募

此外，家舍特別關顧舍員因家庭問題所引起的心理創傷，因此亦為舍員舉

家舍經費。關愛之家感激眾多熱心人士的參予和贊助，使家舍能夠繼續服

辦不同性質的治療活動，透過音樂、美術或戲劇作媒介，達至治療目的。

務有需要的女童。

發展性活動(教育及培訓): 共15項
康樂及文化活動: 共30項
義工服務: 共8項
治療小組: 共6項
其他: 共6項

「相信愛基金」贊助「飛。嘗心願」活動

關愛十五週年步行籌款 - 於大埔海濱公園進行

「信興啪著60個夢想」義工活動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贊助春茗活動

「紫紅計劃」預防家暴治療活動

「維多利亞崇德社」及「香港崇德II社」
贊助「夢想成真大行動」

關愛之家聖誕慈善籌款晚會

特別鳴謝
本年度關愛之家得到各界人士、商號及慈善機構的贊助及捐款，並積極
向家舍提供意見，以支持我們提供完善的服務。
我們衷心感謝下列機構/人士給予本家舍的資助及支持(排名不分先後):

陳婉珍博士
凱瑟克基金
香港海港扶輪社
尖沙咀扶輪社
香港崇德II社
維多利亞崇德社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
相信愛基金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黄廷芳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鄭鄭會計師事務所
20+ 義工團體

此外，眾多義工亦為舍員籌辦多元化的活動，讓舍員有機會探索世
界，擴濶視野。關愛之家董事會謹此向各單位致深切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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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回條 Donation Reply Slip
我願意支持「關愛之家」，並
我定期每月捐款 I wish to make a monthly donation of :
HK$5,000
HK$1,000
HK$500
HK$300
其他 HK$______
我願意一次捐款 I wish to make a one–off donation :
HK$5,000
HK$1,000
HK$500
HK$300

其他 HK$______

捐款方法 Monthly Payment Methods
按月捐款存入中信銀行(國際)戶口:696-1-26142600
Monthly Payment Methods: 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Account No. 696-1-26142600
支票抬頭 : 關愛之家
Cheque : Payable to "Home Care For Girls"
個人/機構資料 Personal / Institution Particulars
姓名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Mobile :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
請將回條，連同存款單 / 支票寄: 香港新界青衣長青邨青葵樓207-214室
Please fill in the reply with pay in slip / cheque if any, and mail to “Home Care for Girls”
Unit 207-214, 2/F., Ching Kwai House, Cheung Ching Estate, Tsing Yi, N.T., H.K.
For enquiries, please call :23377692
Fax:23366741
All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are tax deductible.
捐款HK$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除稅項。
All information received will be treated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and is for internal use
only .
個人/機構資料僅供內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