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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創造無限可能
愛與正能量
樂善好獅

「好」平等
活學多媒體應用

李春曉 /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副院長

藝術‧創造無限可能
6月，迎來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第51屆院慶，在主保聖
類斯 • 公撒格紀念日當天，特意邀請氹仔嘉模聖母
堂的袁偉明神父舉行感恩祭，以彰顯主保一生的成
就及陸毅神父透過服務傳承耶穌基督的愛，出席嘉
賓包括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事、袁志海服務總監、
利瑪竇社會服務基金會主席傅南渡神父。
緊接著彌撒的院慶活動是聖類斯「活力先生」。10
位精靈的舍友在禮堂一眾嘉賓面前粉墨登場，他
們扮演不同的職業角色，分別有：飛機師、車手、
硬地滾球員、籃球員、書法家、音樂創作人、麵包
師傅、武術師傅、交通督導員和樓層主管，以影片
襯托舞台CATWALK的展示方式，維妙維肖，發揮
「活力先生」的生命力、動能及感染力，與大家分享殘疾人士的創意和積極人生態度，贏得現場觀眾高聲吶
喊、歡呼喝采。

「活力先生」首次亮相是聖類斯公撒格之家三年前的院慶，今次再度表演適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故院舍同
工刻意把防禦病患、衛生常識、正向思維、社會擔當等元素結合到演出內容，各人亦不負所託，在電腦特技
效果的輔助下，配以生動的舞步及肢體動作，代入自選角色，充份展現獨特個性和自我價值感。
這段期間，聖類斯公撒格之家刮起藝術風，從一開始的小丑隊、葡國土風舞蹈團，到近年嘗試透過戲劇、做
大偶、繪畫等不同的藝術培訓，讓聖類斯舍友的生活越來越充實。其中，大型壁畫的創作，更令聖類斯裡裡
外外的環境洋溢色彩，生機與活力充滿院舍每一角落。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是專門收納男性殘疾成人的復康住宿設施，舍友的年齡跨度大，近二百名舍友當中，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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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歲的小伙子，也有年過百歲的長者，一起共同生活，大家的興趣和需要縱有不同，然而，藝術可是近乎
人人得以參與和發揮的載體，不論是精神病康復者、智障人士、輪椅使用者，或是多重障礙人士，都可以藉
著藝術發掘潛能、展露才華。透過院舍同工及外聘展能藝術導師共同協作，每次作品和表演的展示，均予人
耳目一新的感覺。
大家走進氹仔卓家村時，不妨多留意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的外
牆壁畫。這幅壁畫會定時更換主題，為配合澳門明愛70周年誌
慶，舍友與工作人員現正同心合力，利用機構的特色服務作構
圖，更新壁畫內容，預計稍後將可如期完成作品，為院舍於金
秋來臨之際換上新裝。壁畫的製作不單有助提高舍友的手肌控
制能力，更可發揮他們的創造力，激發藝術鑒賞的氛圍，每當
完成一個主題創作，舍友們紛紛擺出滿懷自信的姿態，悠然自
得地拍照留念，更熱衷分享創作過程的點滴，不亦樂乎。
與此同時，將藝術作品產品化，亦是聖類斯公撒格之家推動舍
友走進社區的另一發展方向，拼拼豆、馬賽克、紙藤、手繩、
皮革等多元化的手作工藝品，可以因應不同舍友的能力讓大家
共同參與。近幾年，這些產品通過明愛慈善園遊會、嘉模巿
集、聖誕巿集、新年巿集等渠道銷售，而作品更可客製化，配
合客戶個性要求而調整，變成獨一無二的產品，由製作到銷售，舍友們均積極參與，達致自信、自立、自強
的正向人生。
陸毅神父早年開辦聖類斯公撒格之家，已一直想方設法
鼓勵舍友突破自身限制，如常人一樣到學校接受教育、
出社會尋找工作，閒時又組織義工帶舍友到路環遊玩，
體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感受生命之美。今天的聖類斯
公撒格之家，承傳了陸毅神父的創意與動力，在與舍友
同行的過程中，結合藝術手法不斷創新、嘗試，每每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因此，儘管走過半個世紀，聖類斯
公撒格之家仍滿載衝勁，尤如「活力先生」一樣，隨著
時代創出不同的形象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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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孝仁 / 駿居庭社工

「好」平等
「性別主流化」這個議題過去較少為人所關注，近年
由於被列作澳門特區政府婦女發展目標的短期措施，
故在新聞媒體上時有出現。針對男女的性別差異和
兩性身心的不同需要，駿居庭6月間舉辦「性別主流
化」小組活動，促進舍友對性別的認同，明白兩性之
間溝通的重要性，從而讓大家了解性別平等及釐清彼
此價值觀不同的衝突。
在小組的過程中，舍友積極討論性別刻板印象、兩性
角度和特質，深化對性問題的思考，當中特設互換性
別角色的環節，令舍友有機會體驗男女大不同，親身
感受對方的壓力，探索兩性待遇的不公平，驅使舍友自我反思。另一環節是大家一起拆解「好」字，這個中
文字由「女」加「子」而成，是平行並列而非上下組合，舍友指出「好」字蘊含男女平等、權益共同擁有、
相互尊重之意，當今世代實應摒棄重男輕女的觀念。

林海音 / 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培訓策劃

活學多媒體應用
現今社會服務設施利用社交媒體平台作活動推廣及宣傳的情況相當普遍，透過短片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吸引市
民關注並知悉有關訊息。為讓同工掌握製作短片的技巧，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5月中舉行兩場多媒體應用（影
片製作）工作坊，由青年導演徐欣羨小姐擔任導師，向50名學員傳授拍攝竅門和剪接軟件基本功。
工作坊自淺入深，內容包括介紹影片起源、短片類
型和各種鏡頭運用手法，學員分組即席實踐運鏡知
識，構思具「起、承、轉、合」故事元素的四格照
片，再聚首一起分享創作理念。隨後，各組學員進
一步熟習運鏡應用，並試行設計劇本，為30秒的短
片拍攝不同素材，利用剪接軟件將素材組合，配上
背景音樂和其他音效，更於影片加插文字說明等以
豐富視聽效果。
學員們施展渾身解數，分工合作，在短短一個下午
的時間自訂題材攝製短片，作品當中有幽默的，也滿有藝術味道的，各具特色。同工十分珍惜與徐導演交流
的機會，導演亦全情投入分享她對各組短片的意見，氣氛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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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詠雯 /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社工

愛與正能量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5月中舉行開幕12
周年紀念活動，以愛及正能量為主
題，一眾院友親自製作小蛋糕表達心
意，又與來賓、家屬和同工們玩遊
戲，共度歡樂時光。活動開始前，明
愛潘志明總幹事、袁志海服務總監在
明暉鄭姍姍院長等陪同下，特意到樓
層為員工加油、打氣，勉勵及感謝同
事這些年辛勤努力，行動有助提升團
隊的工作士氣。
另一邊廂，數十位家屬在禮堂陪伴著院友欣賞播放中的長者院內生活短片，到遊戲環節，所有參加者旋即動
起來，在音樂伴奏下各人手握紅線，齊心協力將一個又一個的愛心筒傳遞，歡笑聲響徹全場。院方早前推出
的正向標語創作比賽，共收到60多份院友、家屬及員工的作品，頒獎禮上，參賽者都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夠獲
選，當司儀宣佈得獎者的一刻，台上台下呼叫聲、掌聲不斷，好不熱鬧。慶祝會雖然落幕，然而所有獲獎作
品分別張貼於不同樓層的展示欄內，為每一位生活在明暉大家庭的老友記增添甜蜜的回憶，百分百傳遞愛與
關懷的正能量，令院舍瀰漫著包容和體諒的氛圍。

李健榮 / 青暉舍家舍社工

童玩遊藝會
澳門明愛與六‧ 一國際兒童節組織委員會6月初，在綠
楊花園休憩區舉行「2021六 ‧ 一國際兒童節」童玩遊
藝會，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向本澳市民推介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的條文內容。今屆遊藝會的主題是兒
童參與權，一眾嘉賓在啟動禮上合作把「親子同樂、
聆聽溝通、互動學習、表達意見、陪伴關心、彼此尊
重」等兒童權利及需要的咭紙，貼到舞台背板的生命
樹上，為活動揭開序幕。
遊藝會旨在推動家長優化與子女的溝通，多騰出閒暇
時間與他們一起進行遊戲，加強彼此的關係及互動，這樣對孩子的認知、情感、身體機能發展都有很好的幫
助。當天活動亦是為搭建親子連繫的平台，推廣兒童參與遊戲的權利及重要性，鼓勵親子之間融洽相處，締
造難忘的開心時刻，整體而言有效促進家庭成員的相互支持，助力兒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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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旋 / 澳門明愛發展主任

樂善好獅
為表達社會對失智症長者的關心和呵護，進一步營造澳門失
智症友善社區，澳門明愛與美高梅合作推出「樂善好獅旅行
團」。首團5月底出發，當天假美獅美高梅視博廣場舉行典
禮，由社會工作局韓衛局長、衛生局羅奕龍局長、旅遊局執
照及監察廳鍾卓業廳長、美高梅總裁、首席戰略以及財務官
馮金峰先生及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先生主持啟動儀式。
團友們之後欣賞現場表演的
「空中海洋Show」，又在
酒店享用午餐，再前往路氹
景點遊覽參觀，隨團導遊沿
途細說故事，引導團友尋找昔日的足跡與回憶，讓失智症患者在家屬、安老
服務工作人員及金獅義工隊成員陪同下愉快出行。「樂善好獅旅行團」共規
劃有37團，於5月至11月間舉辦，為期半年，預計參加人數達五百人。
今次計劃由明愛轄下社會創新項目健行旅行社承辦，該旅行社本年初成立，
主打「慢」遊澳門，至今已開拓了多條具特色的本地遊路線，走訪世遺或熱
門打卡景點，更可度身訂造行程，深受行動不便人士和長者歡迎。

陳智聰 /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社工

同心「護」行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5月底在氹仔花城公園旁，舉辦同心「護」行護老者服務推廣活動，一方面寓意與護
老者同行、扶持的信念，另一方面藉此向市民介紹護老相
關的社區資源，透過「減壓有道」、「護老服務話你知」
、「康暉知多D」及輔具展示、服務諮詢、服務展板等攤
位，喚起大眾對護老者的關注，冀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
支援。
當天的活動吸引不少市民入場參與，有的耐心聆聽舞台上
的講者解說護老資訊，認識如何面對照顧壓力，學習減壓
之道，有的熱衷請教物理治療師輔具的正確應用方法和注
意事項，有的則向諮詢站的工作人員查詢照護期間遇到的
困難及應對技巧。護老工作是一條漫長的路，康暉將會持
續籌辦不同的護老活動，陪伴社區內的護老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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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境禧 /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學生輔導員

阿心與我
「每次失落時都會想起和你的對話，」阿心在微信上說這句話，正值筆者對輔
導工作感到迷惘之際，其時內心相當觸動。
阿心是筆者在學校裡輔導過的男生，大家口中的「問題少年」，愛抽煙、愛說
髒話、愛自由、不愛讀書、不喜歡跟隨主流、討厭大道理、多愁善感的一個年
輕人。剛認識時他只有16歲，就讀初中一年級，因為曾經犯過事，被法院判處
入住教化院舍過半封閉式的生活，一年後在學校和院舍共同監督下，成績仍然
有多個科目不及格，未能升上中二。不久阿心離開院舍，也選擇了退學。
過了半年，阿心突然約筆者見面，說最近狀態不大好，方方面面都不順心，生
活甚是苦惱。在咖啡店裡，兩人仿似老朋友般閒聊著，從過去談到未來，阿心
懷念校園的生活，他不喜歡走被安排好的路，對事物總是充滿好奇，不喜歡受
規矩所束縛，鍾意獨特行事，但求生活得實實在在。
快10點鐘，阿心打開手機看了看時間，筆者留意到他手機的桌面上放了一張圖片，那是一隻手拿著一根燃燒
中的仙女棒，在昏暗的背影中閃爍著光芒。問他這圖片對他有什麼含意，阿沁說覺得它很美，小小的煙火也
能綻放出大不凡，就像人生的精彩與成就，不在乎作為有多大，重要的是身邊有人懂得欣賞。
那頓飯後，兩人的心情均很舒暢，唯對由開心時刻回到現實生活略感唏噓。在回家路上，筆者默默地回想剛
才的點滴，忽然之間萌生出一串景象，人生就如舞台劇，時而在台下寂靜地觀望，時而到台上熱烈地演出，
時而從生活中徹底抽離，時而喘口氣又再全情投入……。「成為別人生命裡一個有意義的過客」，這個念頭
於筆者腦海中不斷湧現，亦是輔導工作生涯的關鍵。

中華文化四季滙
明愛學校6月中假銀河百老匯舞台舉行「傳承中華文化四季匯」
，讓有特殊需要的中、小、幼學生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透過
詩詞結合四季更替的特徵作展現，於花木之間感受春、夏、秋、
冬的氣象，發揮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匯演由天主教澳門教區李斌生主教祝禱，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事
向借出場地的銀河娛樂集團和協作策劃活動的棋人娛樂製作團隊
致送紀念品以示感謝。接著，明愛學校張錫釗校長高歌《我的中
國心》拉開序幕，多個精彩表演亦逐一呈現，同學們分別以詩歌
朗誦、舞蹈來感悟四季，時而認真、時而鬼馬的演出，逗得台下
觀眾笑聲掌聲不斷。而一系列歌舞、空手道、扯鈴及獨輪車表演，有助學生提升自信，發揮演藝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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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珠 / 澳門明愛副服務總監

愛‧傳承
—精品式的社區服務
澳門社工學院1977年成立，標誌著社工培訓本地化的新里程，同時促使澳門明愛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
藉一批又一批社工學院畢業生的加入，逐步走上社區服務多元發展之路。明愛各項社區服務的開設，與當時
整體的社會及經濟狀況息息相關，部分項目規模或小，卻具有獨特的任務和使命，可謂精品式的多線走向，
讓不同需要的組群也得到關顧。
揉合治療與預防的危機支援服務
「毋須獨自承受，讓我為你分憂！
」這是生命熱線其中一個深入民心
的宣傳口號。當初澳門經濟開始起
飛，城巿急速發展，人們的生活壓
力增加，容易出現情緒困擾，經過
遠赴台灣考察，明愛1984年設立生
命線輔導中心（2001年易名為生命
熱線），此為本地首創以電話輔導
方式讓生活上遇到困難的市民可以得到情緒疏導及支援。
時至今日，生命熱線已拓展成24小時全天候由專人接聽來電的服務，近年更新增網上輔導、外語熱線等項
目。為進一步加強精神健康的社區預防及教育工作，明愛2014年開辦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透過多元的推
廣活動和預防自殺策略宣揚珍惜生命的訊息。
2013年，明愛與社會工作局合作推出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求助專線，為危機個案進行風險評估及即時出
勤提供支援。2017年開展的男士避靜服務，讓家暴個案中施虐、被虐男士有短期住宿和反思及疏理情緒的空
間，補足了相關服務的空白。
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
露宿者及更生人士可說是社會上的小眾，卻也是需要
特別關心的組群。明愛1994年利用兩層貨櫃在青洲收
容所街設置露宿者中心，令流落街頭的無家者有安身
之所，其後得到特區政府支持在原址興建一幢六層高
的新宿舍，該大樓2006年落成，並命名為駿居庭，及
至今年初再搬遷往環境設備更趨完善的青洲坊新址。
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會往往困難重重，亦可能成為露
宿者一員，因此，1998年明愛開辦善導宿舍，為有需
明愛通訊 第151期
07

要的更生人士提供過渡性的住宿服務及支援計劃，協助他們重返社會，展開新的生活。
創新思維回應貧窮問題
澳門明愛的扶貧工作，一直以經濟及生活物資援助結合輔
導服務為主軸。回歸前後，澳門面對治安惡劣和經濟衰
退，高失業率令貧窮問題突顯，明愛遂於2000年創立協力
社，提升失業人士的職業技能和競爭力以重新尋找工作，
及後再增設以工代賑的社區就業輔導計劃，對象是有工作
能力的社工局援助金受益人。此外，明愛又先後營運心願
亭、豐衣閣、福攸坊等項目，以促進不同弱勢組群的職訓
和就業機會。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是明愛2011年開拓回應近貧個案
生活所需的社服設施，透過申領及派發食物這個平台，連結數以千計的低收入家庭，緩解他們食物開支的經
濟壓力，更在接觸過程中了解他們的潛在困難和需要，從而開展不同的專案增值計劃，如健康促進、理財學
習、社交及溝通技巧提升等，以便及早介入，避免貧窮問題惡化。
建構文化推廣與社區融和
成立於2003年的明愛圖書館，向以推廣本澳的閱讀風氣為己
任，其定位是促進圖書館和地區居民相結合，與讀者共同搭
建學習型社區。2005年，明愛在台山區設立何黎婉華庇道演
藝劇院，為青少年及非牟利團體提供現代化的表演場所。
因應經濟快速成長而引入的數以萬計外地僱員在澳所引伸的
問題和需要，明愛2009年啟動外地勞工服務計劃，通過生活
適應導向、普法教育、職業技能培訓、節慶及休閒活動、個
案跟進、多元共融宣教等工作，有效促使外僱人員融入本地
工作和生活文化。2016年，明愛在社工局的支持下開設迎雁
軒，此舉令外勞服務的覆蓋範圍和人手資源獲得擴充，更多
外僱可以受惠並得到適切支援。
澳門教區於2009年把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交託明愛管理，
讓明愛在人口密集的北區增設服務平台，舉辦具特色的專項
活動，強化區內成員的互助網絡。望廈明愛活動中心2012年
起運作，提供不同的活動和課程給巿民參加，並外借場地予
區內文康團體使用（中心去年底租約期滿停運）。
環境保護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2018年開始，明愛
受環境保護局委託營運分別位於石排灣、青洲及祐漢的環保
加FUN站，期為推動環保出一分力。展望將來，明愛冀持續
開展多元化的社區工作，編織更全面的服務網，讓愛與關懷
常存社會上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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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錦玲 / 環寶坊活動協調員

環保樂繽FUN
為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推動把環保理念結合到日常生活當中，環保加FUN站（青洲）6月中旬聯同明愛區內
三個服務單位包括生命熱線、駿居庭和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以及澳門街總青洲社區中心，於青洲坊蓮
花廣場共同舉辦「環保樂繽FUN」攤位活動。
當日雖受到天雨所影響，惟活動最終也能吸引約1,200
人次入場參與。現場設置5個主題攤位，分別為：辨
別可收或不可收的回收物、認識1至6號回收標籤的塑
膠製品、學習乾淨回收步驟、如何選擇綠色生活、什
麼是家居廚餘回收計劃。活動還有自由工作者即席使
用環保再造紙作人像繪畫，深受小朋友和家長歡迎。
遊戲道具大多由收集回來的紙皮、塑膠樽、報紙、鋁
罐等可回收物製成，以免造成浪費。不少市民表示，
透過是次活動學到很多有關環保的知識，紀念品亦相
當實用且具環保意義，日後在家會嘗試與小朋友一起收集回收物，愛護地球。位於青洲、石排灣、祐漢的環
保加FUN站每逢週末都會舉行不同類型的活動，如環保工作坊、環保電影分享，而青洲站和祐漢站更會每月
舉辦一次乾淨回收街站，讓回收工作走進社區、踏入家庭，將環保理念融入生活日常。

葉梓殷 / 迎雁軒活動協調員

健康關注日
健康是人生之本。過往經驗顯示，有在澳的外地僱員
因健康問題求助迎雁軒，他們收入不多，生病時往往
為了省錢而不求醫，惟疾病預防知識薄弱，導致問題
進一步惡化需入院治理，結果是要負擔高昂的醫療費
用。有見及此，迎雁軒與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合作，6月
間舉辦「健康關注日2021」，藉此加強外僱自我健康
管理的意識。
活動當日由護校老師帶領數十名學生，為出席的外僱
進行身體評估、健康教育及健康諮詢。身體評估包括
身體質量指數（BMI）、脂肪比例、腰圍、血糖、血
壓脈搏及身高體重，隨後舉行講座讓參加者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學習食物營養標籤和乳房自我檢查等知
識，為配合當局的防疫措施，講座共分八個場次，有近200位越南、菲律賓、印尼及尼泊爾籍外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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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惠惠、陳金靈 / 明愛托兒所副主任、包剪揼托兒所副主任

心懷感恩 祝福成長
包剪揼托兒所及明愛托兒所6月中旬，分別於同日上、下午假何黎婉華庇道演藝劇院舉行「2020-2021托年感
恩禮」，與家長共同見證二百多名幼兒保育出托，分享他/她們成長路上的喜悅。
感恩禮當天，會場以大自然為佈置主題，四周擺
滿可愛的動物和植物圖案，入場之處則展示著幼
兒藝術作品、親子勞作及活動照片供家長與子
女觀賞、合照，而場內又播放幼兒托育點滴的短
片，在輕快音樂的襯托下倍覺親切溫馨。
明愛潘志明總幹事的致辭為感恩禮拉開序幕，各
班組的幼兒穿上不同服飾，有的打功夫、有的扮
演小動物、有的指揮交通，維妙維肖。幼兒肢體
動作雖然簡單，但天真的臉蛋、活潑的笑容加上
迷人的裝扮，全場樂得呵呵大笑，家長們的手機更咔嚓咔嚓拍過不停，準確捕捉每個精彩的畫面。
兩間托兒所平日活動內容豐富，學習生活常識、體驗栽種植物、餵飼小魚小龜，一個又一個的小任務就是要
培育幼兒的愛心及責任感。謹此透過感恩禮，祝福每位幼兒健康成長，邁進人生新里程。

張麗婷 /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點綴生命
每個人慶祝生日的方式各不一樣，小孩子會由家長安排慶生，年輕人則愛與朋友共度歡樂時光，至於長者，
大多是家人親友陪同飯聚。然而，行動不便及在院舍生活的長輩可以怎樣開心地過生日？恩暉長者綜合服務
中心5月下旬舉行一場別致的生日會，讓長臥在床的老友記也感受到身邊人的關心和疼愛。
活動那天陽光明媚，六樓每個當月生日的長者所住房間
都佈置得美輪美奐，七彩繽紛的氣球和奪目耀眼的裝
飾掛滿天花版及牆身四周，室內又播放著輕快的生日歌
曲。工作人員逐一向躺在床上的長者送上生日蛋糕、賀
卡和禮物時，個個均笑逐顏開，有的不停道謝，有的跟
著音樂拍打節奏，有的用眼神表達欣喜之情。簡單的
生日會卻別具心思，味覺、聽覺、視覺及觸覺等刺激給
長者帶來親切的慰問和滿滿的祝福，平凡之中驟見不平
凡，為生命點綴璀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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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瑞嫺 / 青洲老人中心社工

讓護老者的心聲看得見
「你上班都有下班的時候，我呢？一年365日無
休止地照顧著她，沒有放工、放假，也沒有任
何休息時間！」偶爾便聽到有護老者這樣埋怨。
由澳門明愛安老服務部籌拍、余志雲先生執導
的護老者微電影《那日》，6月上旬進行開鏡
儀式。當天出席嘉賓有明愛服務總監袁志海
先生、副服務總監鄭月嬋女士、導演余志雲先
生，以及劇中的主要演員梁嘉慧小姐、岑芷欣
小姐、趙瑞英女士和李迪心小妹妹。
《那日》是講述一名單親女兒獨力照顧患有失智症的母親，由於母親的失智程度日益加深，已嚴重至完全忘
記了女兒的階段，以為女兒只是同住的好友。隨著認知功能及自理能力退化，母親開始出現一些難以理解的
行為，而女兒在日常照顧上逐漸累積了許多壓抑的情緒和無法舒解的壓力，內心堅持著對母親不離不棄的
愛，但同時卻有很多掙扎、沮喪和委屈，縱使親如丈夫亦未能得到他的諒解。如此，還有誰能夠明白她呢？
微電影安排於安老服務部稍後的護老者嘉許禮活動中首映，冀透過影片讓護老者的心聲可以被看見，使他們
的內心世界及需要得到社會的明白和尊重，亦期望市民大眾多關注護老者的境況，進而引發對支援照顧者等
相關議題的討論與反思。

許家傑 / 滙暉長者中心社工

快樂‧眾
不經不覺，佩戴口罩已經成為生活習慣，口罩之下，難得
見到往日那嘴角揚起、露齒的歡欣笑臉。滙暉長者中心5月
舉辦快樂「眾」笑容照片募集比賽，收集快富樓老友記過
去和當下美麗的回憶和笑臉，然後把照片在中心張貼出來
供會員一起投票，選出他們最喜愛的一個又一個笑容。
嘉許禮上，劉婆婆熱衷地分享她的開心秘訣：「笑容就像
靈丹妙藥，是沒有任何副作用的天然配方，笑可以令自己
心情舒暢，病痛都少多呢！」笑容是人與人之間共通的語
言，可以改變大家一整天的心情，期待老友記以「笑」感
染身邊人，發放多一點正能量，開心快樂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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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飛鳴 / 青暉舍社工

青春期的挑戰
第七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會議5月底在網上舉行，大會主題是「相護相連：青少年性與
生殖健康新趨勢」，來自內地、台灣、香港及澳門相關領域的學者、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及醫護同工，
藉此分享實務經驗、臨床個案與研究成果。筆者有幸獲邀代表澳門明愛，在會上以「探討澳門青少年院舍舍
友青春期之發展及挑戰」為題作文章發表。
青暉舍的舍友與其他年青人的成長路一樣，都有遇
上性疑惑的時候，他們當中也經常出現性衝動、對
性知識一知半解、兩性價值觀探索及同輩之間熱衷
性話題等狀況。就此，筆者定期在家舍舉辦性教育
小組，或個別面談與舍友說性，以協助他們培養正
確的性觀念，並與學校和家長溝通協調，提供適合
的成長環境及教育方案，增強舍友對性的自我保護
意識，避免觸犯相關法律。
在青年院舍推行性教育工作，亦可稱為愛的教育，
院舍承擔了舍友父母的部份角色，將教育融入生活，讓舍友懂得如何愛自己、愛別人，陪同他們一起克服來
自青春期的挑戰。

莫京喬 / 慈善資源部活動策劃

善德行樂‧愛心滿盈
澳門明愛2021年度慈善餐會5月底假澳門美高梅宴會廳
舉行，主題是「善德行樂‧愛心滿盈」。潘志明總幹事
致辭時多謝社會各界的熱心支持，自新冠疫情以來，感
恩善長們持續捐助，得以予本澳的貧困戶和有需要人士
送上關懷與慰問，機構亦有為印度及尼泊爾等疫情較嚴
重的地區緊急募集善款，透過國際明愛以支援當地的醫
療和抗疫等人道救援工作。
餐會上潘總幹事宣佈推出「愛‧好藝 Art is Love」藝術
計劃，內含四個藝術發展方向：共創、共賞、共融及共
銘，邀請支持藝術的善長和明愛的服務使用者一起，把
藝術的色彩帶給全澳社區，現場拍賣的畫作得到一眾善長踴躍競投。出席晚宴的嘉賓計有中央人民政府駐澳
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社工部陳鍵先生、社會工作局韓衛局長、懲教管理局程况明局長、社會保障基金陳
寶雲副主席、市政署管理委員會關詩敏委員。宴會筵開32席，300多人參與，共籌得善款逾澳門幣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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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英 / 聖方濟各安老院社工

不一樣就是棒
6月中旬，聖方濟各安老院一眾院友應「澳電CEM—
青年走進社區服務計劃」的邀請，在青年義工的陪伴
和協助下浩浩蕩蕩地出行，遊覽了龍環葡韻、澳電路
環發電廠和九澳七苦聖母小堂。
行程的首站為龍環葡韻，時值盛夏，充滿青春活力
的義工與俏皮可愛的長者結伴同遊，他們有的撐傘賞
荷、有的吃雪糕消暑、有的在樹下聊天乘涼，荷塘映
襯，兩代人很快熱絡起來。接著是澳電路環發電廠探
索之旅，由內到外了解電廠設施及發電基本知識，大
家你一言我一語，分享對澳門基建歷史發展的見解和
記憶。最後一站去到路環人氣打卡熱點「七苦聖母小堂」，在青山碧海、風景絕佳的環境下，優悠地享用下
午茶點。在旅途中，長者們熱衷訴說自己的閱歷和體驗，年青人則向長輩介紹現今世代的發展，相互的交流
彷彿為對方打開了一道新的大門，擴闊了彼此的眼界和視野。今次活動不單可讓行動不便的院友飽覽路氹的
景點，更連繫了年紀不同、能力不同、心態不同的兩代人，不一樣就是棒。

黃珮琦 / 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家添愛•樂南區
為響應聯合國的國際家庭日，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
聯同南區多個家庭及社區服務設施，合作開展為期四個月的2021幸福家庭月「家添愛‧樂南區」系列活動，
藉此向社區宣揚維繫幸福和諧家庭的重要性。
整個系列活動包含三個部分，其中兩個於6月舉行，首先是
「回憶走遍樂南區」網上活動，鼓勵居民與親朋好友在區
內的地標、景點或讓他們滿載回憶的地方拍攝相片，透過
眾人肢體動作呈現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訊息，共收集到225份
作品；另一是「讓愛走動樂南區」推廣活動，在五個不同
地點宣傳南區的家庭及社區服務，期間並進行問卷調查，
藉此了解居民對社會服務的認識程度。
第三項活動是「一輩子的愛」工作坊，訂於7至9月間舉
辦，三個主題分別為「婚」甘同味、家長加加分和「耆」妙旅程，針對夫婦間、親子間、跨代間的關係，透
過短講、互動體驗及交流分享令參加者掌握有效溝通的技巧和方法，達致家庭成員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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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2021年5-6月捐款名單
（按姓名筆劃排序）

ANA MARIA DA SILVA
AUNTIE BERNIE AND TAKU YIM-菲律賓家傭
CHAN IN SAM-本地兒童
CHAN KA IAN
CHAN KEI CHENG
CHAN SU IN

300.00
5,000.00
200.00
1,500.00
500.00
2,000.00

TAM MEI IOK
UK ONLINE GIVING FOUNDATION
VONG CHOI U
WONG LAI PUI
ZHAO YONGSHI
大時代顧問有限公司

10.00
13,128.99

馬鳳梅

5,157.50

國才裝修公司

500.00

600.00

張才勝

5,157.50

2,000.00

梁貞潔

1,000.00

200.00
12,000.00

梁娥

3,000.00

梁祝麗-外勞支援服務

10,000.00

CHAN UN MEI

100.00

古綺崧-青年及教育

100.00

梁積權

50.00

CHAN YUK MEI

900.00

永亨信用卡持卡者

2,000.00

眾善長

14,203.00

CHAO WAI MAN

100.00

石排灣公立小學職員

1,000.00

眾善長(BNU)

4,380.00

CHEANG SUT IENG

100.00

佛弟子

2,200.00

眾善長(BOC)

34,845.26

CHEONG CHOI WONG-本地兒童

100.00

利瑪竇中學高三文A

1,000.00

眾善長(ICBC)

10,730.00

CHEONG NGAI HONG

160.00

利豐超巿-膠袋徵收

3,000.00

眾善長(MPSA)

12,563.00
46,611.00

CHOI ALVES MIO IONG-內地兒童
CHONG SOU VA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3,000.00

吳少萍

100.00

眾善長(OCBC)

450.00

吳浩峰

100.00

眾善長-內地兒童

300.00

16,000.00

眾善長-本地兒童

5,650.00

7,510.06

李兆威-獨居老人

FANNY

500.00

李建新

500.00

眾善長捐款(TFB)

5,741.75

FOK CHON WAI

100.00

李家

500.00

陳立炳

1,000.00

FONG SIO KUN

150.00

李頌華

10,000.00

陳晴晴

20.00

IEONG SOI PAN

600.00

李熙熚

10,000.00

陳琪宗

900.00

善長(HSBC)

541.54

IEONG WAI KIT-重建
IONG IENG CHUN
KE YE

200.00

李燃崧

5,000.00

3,000.00

周安堯

100.00

善長-內地兒童

30.95

150.00

林美玲

100.00

善長-本地兒童

1,030.95

KELLY CHIANG

100.00

林國寶

1,000.00

善長-重建

KK

100.00

林富富

1,000.00

善長捐款

50.69
16,634.00

KOU WAI HONG-本地兒童

100.00

林揖光

9,900.00

馮若瑟

3,000.00

LAM BOBO

500.00

林粟子

2,000.00

黃愛儀

2,000.00

2,000.00

林頌濰

100.00

黃嘉興

20.00

林龍龍

500.00

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

LAM VIRGINIA FONG I
LAO HIO IAN
LAO IM FONG

100.00

LAU CHI MENG

6,000.00

LEE HOU MENG

300.00

LEI CHI IAN

的士善長-捐款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胡雪均

1,000.00
500,000.00

520.00
3,845.00

聖瑪沙利羅學校-難民

10,000.00

鄒子介-食物

5,000.00

10.00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慈善步行捐款
廖善長-助養

150,000.00

10.00

胡綺珊

50.00

LEI IOK IO

200.00

唐展唯

10,000.00

廖寶榮

300.00

LEONG KEI HONG

900.00

捐款箱

24.00

劉晉皓

398.00

LEONG SI NGAI

1,200.00

捐款箱-ANYONE TEA

LEONG TERESA

3,000.00

捐款箱-文化廣埸

LEONG WANG KUAN

2,000.00

捐款箱-好的

LESLIE LAM WENG CHI
LIANG LIRONG
M.J.C.H.

600.00

捐款箱-明愛圖書館

100.00

捐款箱-東亞銀行(氹仔)

10,000.00

捐款箱-東望洋餅店

MAK DAVID

40.00

NG CHI HOU

700.00

捐款箱-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

900.00
1,000.00

PANG MARGARIDA
PUN IAN

捐款箱-教友迎新

104.60

劉艷芳

100.00

14,925.95

黎嘉碧

8,335.00
94.72
1,845.08
210.00

澳門大學學生會扶輪青年服務團
翰林教育暨研究協會
謝孟穎
鍾宅
羅佩儀

捐款箱-善導宿舍

1,520.00

羅潔連

捐款箱-源興小食

1,223.11

譚嘉欣-婚禮卡捐款

PUN SU PENG

200.00

捐款箱-聖方濟各安老院

900.00

泰豐超級巿埸

小計：

劉錦池-內地兒童

777.65

40.51

SHAO WENJIN
TAI MEI PO

2,670.95

2,400.00

14,659.24
5,000.00

500.00
2,900.00
500.00
1,000.00
60.00
100.00
50.00
1,366.00

嚴寶群

22,718.00

蘇慕潔-緬甸外勞洗腎

10,000.00

2,300.00

1,113,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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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00010000078903900000（澳門幣）
011910040000044491800000（港 幣）
（人民幣）
0119100200002605151

73-41-00037-2（澳門幣）
73-41-00036-1（港 幣）

下列銀行有明愛專用入數紙
華僑永亨銀行

滙業銀行

305286-101（澳門幣）
305286-100（港 幣）

02016000393-1（澳門幣）

國際銀行
10212-100237-7（澳門幣）
或透過中銀e網和中銀e道、大豐銀行網上通、 華僑永亨銀行
網上理財及工銀澳門電子銀行捐款 A隱藏此文字以排版
或透過明愛網站捐款
https://www.caritas.org.mo/donation(QR-Code:

)

歡迎各界善長捐贈善款、奶粉、食油、白米或其它糧油食品物資，

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澳門明愛會將收到的物資，送贈到有需要人士手上，

中國工商銀行

讓有需要人士感受到您的關愛。

220-1-00654-7（澳門幣）
120-1-00647-3（港 幣）

一、親臨岡頂前地一號A，明愛財務部捐款或捐贈物資；

01-012-078618-8（澳門幣）
00-112-384463-2（港 幣）
01-88-10-110548（人民幣）

二、以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澳門明愛﹂︶

大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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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協助﹁好的福悠快綫﹂服務，當義工司機

接載行動不便人士；

二、協助﹁飽點接力計劃﹂；

三、協助﹁上落出行服務﹂；

四、協助其他明愛服務。

中國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