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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蒙會員們厚愛，再度推選為第十四屆執行委員會主席，除繼續往屆之工作方針外，本人定再

悉心以赴，務使會務穩健進展外，亦探索可持續的發展空間，茲將年度工作報告如下：  

1.  獲贈資源，提昇服務質素

本會獲社會福利署及香港賽馬會撥款予屬下油麻地頤老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

心參與「長者中心設施改善計劃」暨「賽馬會智安健計劃」，分別獲396萬及274萬撥款上限，該計劃

指定以撥款百分之九十資助金額須用於環境改善工程，再配合具創意之服務予服務使用者，而有關金

額會因應兩所中心之實際面積與標準單位面積的差異而作下調。有關申請已獲社會福利署接納，擬定

之改善工程將分別於2015-16年度，為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開展；而油麻地頤老中心將會在

2017-18年度開展相關工程。

2.  關顧需要，助低收入長者

本會應民政事務局邀請，為租住私人樓宇低收入長者申請由關愛基金提供津貼之援助項目，推行工作

由會方屬下之油麻地頤老中心負責，主要協助長者申請及填寫申請事宜，然後中心再進行初步審核，

再向關愛基金作出申請，因中心約有會員1300多人，大部份居住區內私人舊式樓宇，故此服務回應急

切需要，亦舒緩了有需要長者的財務壓力。另因區內住宅多屬高樓齡之私人樓宇，而強制驗樓及驗窗

計劃亦於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實施，故協助會員申請上述計劃之相關資助和作出轉介、跟進等亦是迫

切的服務需要。

3.  執行指引，表達諮詢意見

就社會福利署舉辦，由社會福利署署長主持，邀請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董事會主席及總幹

事等參與之「制訂＜最佳執行指引＞初步建議業界諮詢會」，本人連同財務委員會副主席、總幹事應

邀出席，就福利界之各項管理事宜：包括人力資源、財務管理、機構管治及問責等範疇加深了解，會

上又讓各接受撥款機構表達意見。本人已就執行委員會關注事宜在會上反映及諮詢。

4.  善用資助，回應社會需求

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批核第一階段社會發展福利基金已順利完成各項推展項目，本會所申請培訓和專

業發展訓練之申請款額能全數使用，而在機構系統的提升方面則有小額餘款，除了檢討第一階段的

使用情況，會方亦派出總幹事及副總幹事共三位管理層員工出席社會福利署就第二階段基金申請之

簡報會，注意各項申請細節，善用基金資助，回應社會上之需求。

5. 保護環境，珍惜能源使用

本會屬下各個單位均重視及珍惜能源的使用，落實保護環境，同享地球珍貴資源，故本會已向環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會遞交進行節能項目申請，與員工、服務使用者及其他持份者共同保護環境，為珍惜共

享的資源出一分力，而申請計劃反應踴躍，本會之申請尚待處理。

6. 業務成效，具備高透明度

本會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屬下之會員機構，故樂意配合該會將會員機構出版的年報進行電子化工程，

除了為各會員機構妥善保存年報外，又可讓各界人士認識本會的服務和工作成果，現本會之電子化年

報已在社聯參考圖書館網站、社聯網站、惠施網站及本會之網站供社福界同工及公眾人士閱覽，務使

服務成效備有高透明度。

7. 持續交流，延伸服務理念

交流活動是推展服務理念不可或缺之動力，故會方在過去年度分別與中區獅子會、中國河南省洛陽市

殘疾人聯合會、河南新安縣殘疾人聯合會、鄭州市殘疾人聯合會、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河南金聲

聽力技術有限公司等進行交流，分享大家服務的理念和心得，彼此加以借鏡。

 在此，再次感謝各執行委員成員的無私協助，共同推動會務，又多謝各位顧問、有關政府部門、

撥款機構、善長們的慨贈，全體員工的努力及投入，使各項服務都有美好的成績，本會會繼續朝著應

有的目標進發，不負所託。

亞洲婦女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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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多謝會方給予本人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推薦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職，連同常務委員會各

委員將本屆常務工作肩負，為會務及服務對象發熱發光，茲將年度會務報告如下：

院舍服務方面：本會一直實踐護老愛老的安老服務工作，期望長者獲得適切的關顧，頤養天年。隨著

社會的發展，會方屬下三所安老院舍會提升專業化的服務，務求長者在身、心、靈獲得全面照顧，與

社區及家人保持緊密的聯繫，積極投入院舍的大家庭，活得更豐盛及多姿多彩。

院舍以《耆年璀璨樂傳承，共譜和諧創新章》為年度的主題，透過舉辦跨代家庭生活教育活動，讓住

院長者與家人及社區義工，共同參與此計劃，藉以鼓勵跨代同堂，讓不同年齡家庭成員或社區義工，

可持續關顧住院長者的需要。除了提倡老、中、青、幼跨代共融外，亦同時促進家庭及社區的和諧，

推動年青一代實踐敬老愛老，關懷長者的風氣。舉辦的活動中亦將院友豐富的人生經驗及充滿哲理智

慧的做人道理、持家之道、環保心得、育兒及子女教育經驗和廚藝心得等等，讓住院長者透過嘉年華

活動傳承或傳授上述各方面的寶貴經驗給家人、社區義工及青年後輩，藉此達致「老有所為」的活動

主題。三院於本年度合共舉辦1,892活動次數，院友及家屬參與人次共43,255。 

優化設備，改善環境：院舍內之中央物理治療室進行多個優化項目，包括為體弱長者加設天花起人吊

機系統，以協助院友進行位置轉移；以及添置現代化設施如電動手及腳單車，更能滿足及配合長者的

個別需要。由於院友的機能狀態普遍下降，需要使用電子起人吊機的院友日漸增加，三院更換了電子

起人吊機及沖涼便椅，為院友及職員提供更安全的設施。為保障升降機維修人員於升降機廂頂之工作

安全，陳昆棟頤養之家及何梁潔庭大樓升降機已安裝掣鎖裝置，以合乎法例之規定，確保院舍內可提

供一個既穩定又安全的服務環境。

持續改善，提升服務質素：本會致力提供優質的院舍服務。院舍服務去年度成立不同的跨專業、跨單位

工作小組，包括服務質素標準、感染控制、員工職安健、員工培訓、腦退化症服務及預防長者跌倒。

工作小組的目標是發揮協同的工作效應，達致持續改善服務的目的，增加本會與家人及社區的雙向溝

通。來年將繼續整合各院的年度計劃及推行有效的服務策略。本年度三院共收到72個讚許、2宗投訴及

5個重要意見，本會歡迎及鼓勵各方人士繼續反映意見，協助院舍持續改善，並以積極及正面的態度處

理意見及投訴。院舍的服務繼續本著「持續照顧」與「全人照顧」的服務理念，藉著各個工作小組向

長者家人和院友傳遞敬老愛老、關懷長者的訊息，讓長者「老有所依」、「老有所屬」、安享晚年。

關注腦退化症，添置防遊走系統：各院舍患有腦退化症的院友比率日增，本會積極申請社區資源增添

院方設備，非常感謝何東爵士慈善基金在2012年度撥款予陳昆棟頤養之家共$85,100.00，以添置防遊

走系統，避免患腦退化症的長者遊走迷失。本會會積極改善各項設施，並舉辦多元化的職業治療小

組，以提昇腦退化症院友的生活質素，關顧其不同的需要。

中心服務方面：油麻地頤老中心及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繼續為社區長者提供優質的社區支援服

務。油麻地頤老中心不但協助長者靈活運用地區資源以建立互助網絡互相支持，亦為護老者提供適切

協助以舒解照顧壓力，積極發揮了長者鄰舍中心的支援功能。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則推動會員

及學員發掘個人興趣，透過參與各項多元化興趣班組和活動以享受豐盛年華之餘，更鼓勵學員以追求

「自我實現」為人生目標。

   亞洲婦女協進會
常務委員會2012/13年度報告

 油麻地頤老中心仍然獲得地區長者及護老者的高度支持和愛戴！在2012-2013年度中，截至3月31

日為止，中心合共有1404位長者加入成為會員並接受各項服務。中心的會員人數不但再次以倍數超越

社會福利署對資助長者鄰舍中心(NEC)的基本要求(400名會員)，更年年創新高，成績令人振奮！

 在服務推行上，中心全年提供了366項班組及活動，其中187項是與地區上多所社會福利機構、地

區團體、學校及宗教組織共同推行，把「跨界別、跨年齡、跨機構」的合作理念徹底實踐起來。中心

全年為68位長者提供了個案輔導服務，改善了受助長者的生活情況。在「隱蔽長者」的發掘工作上，

中心與25個地區組織合作進行了24項推廣活動，配合「搜望大使」的積極探訪和慰問，全年共有57位

隱蔽長者接受了中心的支援及輔導服務。此外，中心積極為137位護老者提供了43項支援服務，大大舒

緩了護老者的照顧壓力。

 另一方面，中心獲得油尖旺區議會共$5,651.00的撥款，舉辦了“「愛心奉長者‧關懷護耆年」義

工酬謝暨分享會2013”活動，推動長者積極投身義工行列。總結而言，油麻地頤老中心持續為區內長

者及護老者提供多元化而具成效的支援服務，成績令人滿意。

 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繼續為滿足會員及學員的興趣和需要，積極籌辦多元化的興趣班組，

和性質不同的文化藝術推廣及交流體驗活動。中心全年成功推行了18項性質不同或程度不一的興趣課

程，累計共達100班。共有1115位會員及學員人次參與了全年的760課，出席上課者總數達8700人次。

中心各班組學員努力學習不同的興趣課程，他們求學的堅毅實在令人敬佩！有見及此，中心聯同油麻

地頤老中心於2012年8月15日，在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禮堂合辦了「班組匯演」活動，讓各班學員盡

展所學，與眾同樂！在眾多班組當中，歌唱班學員更再次突破地區局限，分別在2012年7月及2013年2

月，獲無綫電視翡翠台節目「開心老友記」邀請，為全港觀眾獻唱了多首國粵語金曲。

 中心全年共舉辦15項活動，既有節日慶祝、戶外旅行、生日聯歡及敬老大會，更多次到訪內地如

廣州遊學團、遊覽肇慶硯洲及廣寧寶錠山，又專程到訪潮州作演唱交流。藉著外訪活動，中心與內地

多個組織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礎，相信日後將有更多認識祖國發展的良機。此外，承接往年與「九龍崇

德社」的愉快合作經驗，中心本年度再獲「九龍崇德社」撥款$46,000.00資助，以舉辦「敬愛尊親共

扶持‧和諧家庭樂歡欣」計劃，並進一步推廣至九龍城、九龍塘及油尖旺區的中小學。透過「填

色」、「標語創作」及「徵文」比賽，讓兒童及青少年一代反思「孝順父母」、「敬愛尊親」及「互

相扶持」等傳統觀念。是項計劃的三項比賽得到35所小學及25所中學近3800位同學參加，得獎者於頒

獎禮上與350位社區長者分享他們對這些觀念的認同和信守，場面既壯觀又感人！

 總結而言，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在2012-2013年度，得到會員及學員積極參與多元化的班組

及活動作為支持和鼓勵，中心承諾會繼續以靈活的服務手法，回應及滿足會員及學員的服務需要，期

盼明年有更佳的服務成果！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各委員、家人、社區義工及善長的熱心支持，在未來的日子，將會繼續努

力，期望各方與我們攜手同心，共同為長者謀求更大的福祉。

  

主席：金余玉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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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多謝會方給予本人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推薦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職，連同常務委員會各

委員將本屆常務工作肩負，為會務及服務對象發熱發光，茲將年度會務報告如下：

院舍服務方面：本會一直實踐護老愛老的安老服務工作，期望長者獲得適切的關顧，頤養天年。隨著

社會的發展，會方屬下三所安老院舍會提升專業化的服務，務求長者在身、心、靈獲得全面照顧，與

社區及家人保持緊密的聯繫，積極投入院舍的大家庭，活得更豐盛及多姿多彩。

院舍以《耆年璀璨樂傳承，共譜和諧創新章》為年度的主題，透過舉辦跨代家庭生活教育活動，讓住

院長者與家人及社區義工，共同參與此計劃，藉以鼓勵跨代同堂，讓不同年齡家庭成員或社區義工，

可持續關顧住院長者的需要。除了提倡老、中、青、幼跨代共融外，亦同時促進家庭及社區的和諧，

推動年青一代實踐敬老愛老，關懷長者的風氣。舉辦的活動中亦將院友豐富的人生經驗及充滿哲理智

慧的做人道理、持家之道、環保心得、育兒及子女教育經驗和廚藝心得等等，讓住院長者透過嘉年華

活動傳承或傳授上述各方面的寶貴經驗給家人、社區義工及青年後輩，藉此達致「老有所為」的活動

主題。三院於本年度合共舉辦1,892活動次數，院友及家屬參與人次共43,255。 

優化設備，改善環境：院舍內之中央物理治療室進行多個優化項目，包括為體弱長者加設天花起人吊

機系統，以協助院友進行位置轉移；以及添置現代化設施如電動手及腳單車，更能滿足及配合長者的

個別需要。由於院友的機能狀態普遍下降，需要使用電子起人吊機的院友日漸增加，三院更換了電子

起人吊機及沖涼便椅，為院友及職員提供更安全的設施。為保障升降機維修人員於升降機廂頂之工作

安全，陳昆棟頤養之家及何梁潔庭大樓升降機已安裝掣鎖裝置，以合乎法例之規定，確保院舍內可提

供一個既穩定又安全的服務環境。

持續改善，提升服務質素：本會致力提供優質的院舍服務。院舍服務去年度成立不同的跨專業、跨單位

工作小組，包括服務質素標準、感染控制、員工職安健、員工培訓、腦退化症服務及預防長者跌倒。

工作小組的目標是發揮協同的工作效應，達致持續改善服務的目的，增加本會與家人及社區的雙向溝

通。來年將繼續整合各院的年度計劃及推行有效的服務策略。本年度三院共收到72個讚許、2宗投訴及

5個重要意見，本會歡迎及鼓勵各方人士繼續反映意見，協助院舍持續改善，並以積極及正面的態度處

理意見及投訴。院舍的服務繼續本著「持續照顧」與「全人照顧」的服務理念，藉著各個工作小組向

長者家人和院友傳遞敬老愛老、關懷長者的訊息，讓長者「老有所依」、「老有所屬」、安享晚年。

關注腦退化症，添置防遊走系統：各院舍患有腦退化症的院友比率日增，本會積極申請社區資源增添

院方設備，非常感謝何東爵士慈善基金在2012年度撥款予陳昆棟頤養之家共$85,100.00，以添置防遊

走系統，避免患腦退化症的長者遊走迷失。本會會積極改善各項設施，並舉辦多元化的職業治療小

組，以提昇腦退化症院友的生活質素，關顧其不同的需要。

中心服務方面：油麻地頤老中心及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繼續為社區長者提供優質的社區支援服

務。油麻地頤老中心不但協助長者靈活運用地區資源以建立互助網絡互相支持，亦為護老者提供適切

協助以舒解照顧壓力，積極發揮了長者鄰舍中心的支援功能。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則推動會員

及學員發掘個人興趣，透過參與各項多元化興趣班組和活動以享受豐盛年華之餘，更鼓勵學員以追求

「自我實現」為人生目標。

 油麻地頤老中心仍然獲得地區長者及護老者的高度支持和愛戴！在2012-2013年度中，截至3月31

日為止，中心合共有1404位長者加入成為會員並接受各項服務。中心的會員人數不但再次以倍數超越

社會福利署對資助長者鄰舍中心(NEC)的基本要求(400名會員)，更年年創新高，成績令人振奮！

 在服務推行上，中心全年提供了366項班組及活動，其中187項是與地區上多所社會福利機構、地

區團體、學校及宗教組織共同推行，把「跨界別、跨年齡、跨機構」的合作理念徹底實踐起來。中心

全年為68位長者提供了個案輔導服務，改善了受助長者的生活情況。在「隱蔽長者」的發掘工作上，

中心與25個地區組織合作進行了24項推廣活動，配合「搜望大使」的積極探訪和慰問，全年共有57位

隱蔽長者接受了中心的支援及輔導服務。此外，中心積極為137位護老者提供了43項支援服務，大大舒

緩了護老者的照顧壓力。

 另一方面，中心獲得油尖旺區議會共$5,651.00的撥款，舉辦了“「愛心奉長者‧關懷護耆年」義

工酬謝暨分享會2013”活動，推動長者積極投身義工行列。總結而言，油麻地頤老中心持續為區內長

者及護老者提供多元化而具成效的支援服務，成績令人滿意。

 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繼續為滿足會員及學員的興趣和需要，積極籌辦多元化的興趣班組，

和性質不同的文化藝術推廣及交流體驗活動。中心全年成功推行了18項性質不同或程度不一的興趣課

程，累計共達100班。共有1115位會員及學員人次參與了全年的760課，出席上課者總數達8700人次。

中心各班組學員努力學習不同的興趣課程，他們求學的堅毅實在令人敬佩！有見及此，中心聯同油麻

地頤老中心於2012年8月15日，在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禮堂合辦了「班組匯演」活動，讓各班學員盡

展所學，與眾同樂！在眾多班組當中，歌唱班學員更再次突破地區局限，分別在2012年7月及2013年2

月，獲無綫電視翡翠台節目「開心老友記」邀請，為全港觀眾獻唱了多首國粵語金曲。

 中心全年共舉辦15項活動，既有節日慶祝、戶外旅行、生日聯歡及敬老大會，更多次到訪內地如

廣州遊學團、遊覽肇慶硯洲及廣寧寶錠山，又專程到訪潮州作演唱交流。藉著外訪活動，中心與內地

多個組織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礎，相信日後將有更多認識祖國發展的良機。此外，承接往年與「九龍崇

德社」的愉快合作經驗，中心本年度再獲「九龍崇德社」撥款$46,000.00資助，以舉辦「敬愛尊親共

扶持‧和諧家庭樂歡欣」計劃，並進一步推廣至九龍城、九龍塘及油尖旺區的中小學。透過「填

色」、「標語創作」及「徵文」比賽，讓兒童及青少年一代反思「孝順父母」、「敬愛尊親」及「互

相扶持」等傳統觀念。是項計劃的三項比賽得到35所小學及25所中學近3800位同學參加，得獎者於頒

獎禮上與350位社區長者分享他們對這些觀念的認同和信守，場面既壯觀又感人！

 總結而言，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在2012-2013年度，得到會員及學員積極參與多元化的班組

及活動作為支持和鼓勵，中心承諾會繼續以靈活的服務手法，回應及滿足會員及學員的服務需要，期

盼明年有更佳的服務成果！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各委員、家人、社區義工及善長的熱心支持，在未來的日子，將會繼續努

力，期望各方與我們攜手同心，共同為長者謀求更大的福祉。

亞 洲 婦 女 協 進 會 年 報
2012-2013



 為能實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讓長者能夠安享晚年，本委員會便因應時代的需要，由初

期營運院舍的開支是獲得政府百分百津貼，而改變為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社會福利政策，政府要求營辨

者承諾提供優質服務，但另一方面只向我們提供既定的津助款額，加上近年通貨膨脹及社會訴求提升，

服務使用者要求高水準專業服務及完善的監管制度等，經營院舍服務已是不容易的事宜，但會方仍堅守

一貫宗旨，採取審慎理財策略，務求在有限之資源下，仍能提供適切的服務。

 為了提升及增強經費的來源，會方每年均舉辦多項籌款活動，例如千人歲晚敬老宴，慈善小賣部及

慈善賣物會，再配合如能申請及獲批由社會福利署監管下的九龍分區賣旗，希望藉此增加資源，以應付

兩個中心和三間院舍未來發展需要。此外亦在本會網頁內設置捐款平台，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延伸愛心，

繼續支持我們發展安老服務，讓我們繼續服務社群的意願。

 為提升經濟效益，本委員會已採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加強購物採用的報價制度，藉以降低成本和

增加營運效率；定期檢討服務單位財政狀況，以確保資源可以用得其所和適當時作出調節等。有關本

年度核數師報告之摘要已刊登在本年報內，供大家參閱。

 最後本人多謝執行委員會及各財務委員會成員的信賴和支持，使財務委員會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並對李式帷會計師和他的工作團隊悉心協助和提供寶貴專業意見，謹此致以衷心謝意。

   亞洲婦女協進會
財務委員會2012/13年度報告 主席：關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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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婦女協進會
人事委員會2012/13年度報告

  本會深明員工是實踐服務理念的寶貴資產，亦是創造服務成果及持續發展的關鍵，故本會致力

加強人力資源的培訓，尤注重員工才能和盡責表現，建立專業的服務團隊，務求切合服務使用者和

社會的需要，為長者提供優質的服務。

1. 加強員工培訓，深化知識及技巧：人事委員會定期為員工提供及資助參與各項培訓發展的課程，擴

闊員工的思維和深化專業知識及技巧，以提昇員工的工作效率和服務質素。本會透過社會福利發展基

金的撥款，為前線的各級員工安排不同的培訓：在基本的工作技巧、專業技術及管理方面等，提昇團

隊的工作水平，加強員工的培訓，使所有員工可各司其職，為長者做到最好的照顧，發揮本會敬老、

愛老、護老的宗旨。本年度共舉辦50次有關技能、專業、安全、團隊合作、個人EQ修養等等的員工

培訓，總數共1,229出席人次。

2. 增強職安健意識，減少工作意外：人事委員會為確保各院舍及中心內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環境，

所以嚴格執行職業安全訓練局所推行的職安法例，改進工作環境的安全，增加保護院友的設施等，讓

院內生活及工作的人士享有一個安全及健康的環境。本會的物理治療部及其他專職的同事組成專責小

組，負責計劃、訓練、推廣及實行各方面的職安措施確保執行順利。本年度共舉行25次相關職安健培

訓。

3. 面對挑戰，重視人手短缺：本港人口不斷老化，安老服務需求大增，醫護人員供不應求，現時本港

安老業界人手短缺。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至七月期間，訪問了一百七十三名安

老院舍的員工，調查關於人手不足的問題，結果顯示問題十分嚴重除人手不足及流失率高外，主要成

因是安老服務難以吸引新生代入行，有鑒於此，人事委員會非常重視人力資源的發展，繼續推動支助

員工的進修課程及保薦護士課程等，提升本會人力資源的穩定性。

4. 肯定員工努力，共同分享成果：本委員會重申員工是實踐和推行服務理念的重心，所以會方誠意與

員工分享服務的成果，本年度獲表揚及得到長期服務獎的員工共有19名，其中3名獲頒發十五年服務

金牌、4名獲頒發十年服務金牌及12名獲頒發五年服務金牌，另外向61位全年沒有申請病假的員工頒

發額外假期的獎勵。再次衷心多謝獲獎的員工。

  隋著人口結構、經濟環境的變遷、都挑戰著人力資源的發展和規劃，人事委員會需在培育及招攬

人才方面，與時並進，建立具有效率及有成效的長期計劃、以便有足夠人手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希望繼續得到會方支持，為長者服務力臻完美做到最理想。最後，我感謝本會執行委員會及人事委員

會的成員和敬業樂業的各級員工的支持，使工作能順利進展。

主席：劉文鳳

亞 洲 婦 女 協 進 會 年 報
2012-2013



亞洲婦女協進會
發展委員會2012/13年度報告

  發展委員會因應長者身心不斷轉弱的需要，希望能為長者提供一站式及多元化的服務，再配合政

府「持續照顧」的政策，照顧長者的多方面需要，使長者置身於愜意及健康的生活環境中，優化長者

的生活質素服務，現將工作報告如下：

1. 陳昆棟頤養之家、何梁潔庭頤養之家及本會頤養之家更換電動醫院牀

獲社會福利署撥款予陳昆棟頤養之家及何梁潔庭頤養之家更換電動醫院牀，此舉除了讓住院長者得到

更佳照顧外，亦加強了在本會工作的員工在職安健保障。陳昆棟頤養之家共更換95張，何梁潔庭頤養

之家共更換60張，另會方亦自行撥款$226,000予本會頤養之家更換20張電動醫院牀，為三院體弱及

長期臥床的院友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質素。

2. 何梁潔庭大樓廚房更換雪櫃
何梁潔庭大樓在1998年開始為長者提供服務，而膳食安排佔服務內容中重要的份額，鑑於大樓廚房的

雪櫃已使用16年，日久損耗，需要更換，以保持運作，有關更換工程已在本年度完成。

3. 陳昆棟頤養之家及何梁潔庭頤養之家更換地板
兩院的地板已使用十多年，出現多處破損及不平的情況，為了改善院舍的環境，兩院於二零一三年三

月已更換全新的地板，陳昆棟頤養之家更換了一樓的地板而何梁潔庭頤養之家更換了三樓的地板，其

他樓層會陸續分批更換，讓院友獲得更佳的居住環境。

4. 升降機增置不銹鋼水閘防水工程
為確保能維持院舍的服務運作不受任何天氣的影響，本會於地下及天台升降機的門口位置，加裝不銹

鋼防水檔板工程，防止因颱風及暴雨期間所產生的水浸意外，以免影響升降機服務。

5. 增設空氣淨化系統
為了改善三院的空氣質素，本會全數撥款$56,355資助各安老服務單位增設空氣淨化系統，在三院各

樓層的飯堂添置空氣淨化機，除了淨化不良氣味，其功能亦可抑制空氣中的細菌，減少滋生，從而

提昇院舍的空氣質素，為住院長者締造理想的居所。

  本人在此衷心感謝曾協助本委員會工作的義務顧問、委員及職員，歡迎各界人士續積極提出意

見，為長者共建更舒適及安全的院舍及活動環境。

主席：秦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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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婦女協進會
第十四屆執行委員會組織架構表

常務委員會
主席

金余玉荷

財務委員會
主席

關盧玉　

人事委員會
主席

劉文鳳

發展委員會
主席

秦美玲

副主席

徐蔡慕慈
副主席

麥淑芳
副主席

陳佩儀
副主席

霍靖琳
副秘書

陳陳秀瑛
劉文鳳

秘書處
秘書

陳佩儀

執委

陳陳秀瑛
凌可兒
麥淑芳
陳佩儀
林文芳                                     
楊大華
梁麗萍
劉靜芬
鍾月香 

陳葉味玲

執委

張林佩瑩
凌可兒
林文芳

張鍾麗裳

執委

徐蔡慕慈
陳詠娸
劉靜芬

執委

陳葆琛
梁麗萍
吳雪儀

張鍾麗裳
霍亦敏

執行委員會
主席

霍曾秀英

副主席

秦美玲
副主席

劉文鳳
副主席

關盧玉琼
副主席

金余玉荷

委員: 洪許美珍、郭孔英、薛開冰、吳瑞姬、顧如玉、
 孔淑華、鍾美詩、溫毓清、梁陳秀珍

張林佩瑩  凌可兒  關盧玉　  簡吳瑞華

副召集人

徐蔡慕慈
秘書

劉文鳳

永遠會長委員會
召集人

陳陳秀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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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婦女協進會職員名單：  (1/4/2012 – 31/3/2013)

總幹事             :  譚玉蘭
副總幹事(院舍服務)  :  簡杏而
副總幹事(中心服務)  :  石孟強 
院舍經理           :  楊淑娟  李月嬋  葉寶寶  
事務經理  :  李文蕙(5/11/2012開始)  林月琴(8/8/2012止)
中心主任        :  何偉康  
社工  :  馮婉菁  鄭美玉  陳麗琪  曾秀穎  李沛儀(2/5/2012開始)  
福利工作員     :  歐鳳琼  關惠儀
中心幹事         :  楊美琪  陳苑渝(1/6/2012開始)  鄭美玲(20/5/2012止)  
活動幹事  :  曾夢茹(2/5/2012開始)  陳美芝(15/6/2012開始)  馬源軒(1/2/2013開始)   
活動助理         :  黃寶欣  黃立宜  馬源軒(31/1/2013止)  
助理文書主任       :  陳德蕊  陳　敏  林少芳  鍾思慧  
會計文員  :  何柱佳  葉慕英
行政助理  :  陳慧心
文書助理/助理文員    :  鄧清華  黃小娟(4/6/2012開始)
物理治療師    :  李佳蓮  黎靄怡(23/4/2012開始) 梁顯雯(20/9/2012開始)   
物理治療助理       :  梁瑞儀  麥錦霞  
職業治療師  : 鄭潔心
職業治療助理  :  歐美儀(2/4/2012開始)  吳慧敏(9/4/2012止)
註冊護士  : 廖詠心
登記護士            : 何活麗  胡群香  熊懿娜  沈愛玲  何彥筠  郭詩雅  郭慧明  簡　琳  鍾淑薇  何淑霞  
   陳玉蘭  鄧嫦馨  溫曉薇  林翠萍  黎瑞兒  尹癸秋  陳慧敏  潘蘊瑤  陳美鳳  黃麗昭  
   耿泳紅  徐桂珍  盧樂恩(5/12/2012開始)  溫金燕(28/1/2013開始)  
   謝燕平(5/3/2013開始)  何慕貞(3/4/2012止)  李美珠(6/1/2013止)    
   黃月雲(31/3/2013止)   李沛誼(14/5/2012至14/11/2012止)   
登記護士學生   :  盧樂恩(31/10/2012止)
保健員             :  葉麗群  梁嘉豪  鍾詠欣  阮世姬  左雁華  郭淑惠  劉燕霞  陳秀英  李文蘭
    鄭金鳳(13/5/2012開始)  趙齊愛(11/6/2012開始)  畢艷風(21/6/2012開始)
    林健儀(8/10/2012開始)  劉倩婷(8/10/2012開始)  朱　茜(28/1/2013開始)
    曾家萍(11/3/2013開始)
起居照顧員        : 何紫芬  王國光  霍惠芬  麥麗芳  呂碧娥  葉文娟  羅愛娥  曹玉愛  黃玉英  劉桂芳  
   羅巧雲  胡玲秀  鄭玉鳳  馮志芳  何玉琼  張淑香  何鳳萍  陳善光  盧妙碧  李素玉  
   陳煥玲  鄧紅琴  張穗群  潘麗彬  陳玉群  龔美玲  高細銀  陳愛蘭  李慧儀  梁婉貞  
   廖麗霞  朱　磊  陳綺雯  羅艷群  關樂萍  李培紅  李育賢  陳惠琼  廖彩萍  周潔貞  
   陳燕貞  陳美霞  周潔芳  陳鳳如  郭燕珍  盧愛玲  黃小方  吳淑卿  何燕美  鍾惠珠  
   陳翠蟬  陳潔玉  陳惠屏  黎秀英  俞李清  段冬燕  麥佩珍  袁玉英  賴曉京  陳亞芳  
   歐陽木蓮  成慕詩(1/4/2012開始)  孫佩玲(2/5/2012開始)  曾令笑(2/5/2012開始)  
   丘秀萍(14/5/2012開始)  張秀珍(14/5/2012開始)  廖巧笑(5/6/2012開始)    
   張水濃(17/9/2012開始)  雷笑群(3/10/2012開始)  曹惠蓮(3/10/2012開始)    
   吳朝輝(6/11/2012開始)  周鳳雲(29/11/2012開始)  羅蘭好(14/1/2013開始)   
   張玉蘭(14/1/2013開始)  劉笑槐(30/4/2012止)  陳漢珠(18/5/2012止)  
   鄭佩玲(2/8/2012止)  鄧惠秋(23/8/2012止)  朱偉儀(31/8/2012止)  葉少玲(9/10/2012止)    
   陳秋霞(11/10/2012止)  李歡娣(15/11/2012止)  朱思英(1/12/2012止)    
   廖春梅(31/12/2012止)  張玉蘭(31/12/2012退休)  何善文(14/2/2013止)   
   鮑雪芳(24/2/2013止)  陳清芳(1/4/2012至17/2/2013止)   
護老助理員/院務助理 : 鄭秀香(2/4/2012開始)  李碧玉(15/6/2012開始)
二級工人/事務員    :  張見好  蘇錫吟  何麗琼  賴秀玲  許媚愛  譚順意  蘇銳吟  馬銀葉  鍾石鳳  劉鳳英  
   麥秀蘭  郭麗芬  陳惜珍  容慧儀  郭麗英  陳麗嫦  曾蓮興  郭麗珍  朱秀華  葉桂峰  
   黎悅愛  許惠儀  馮惠好  許翠友  張玉英  譚玉珍  蔡麗慈(25/6/2012開始)  
   蘇銳鑾(2/1/2013開始)  丘秀萍(13/5/2012止)    
廚師               :  廖玉蓮  陳漢冰  曹玉蘭  蕭建麗  陳漢開  吳二娣  張彩蘭  歐陽鳳金
   李歡娣(1/12/2012開始)  葉潤蓮(31/10/2012止)
廚務助理  :  李淑貞  吳凱燕(31/3/2013退休)
司機           :  梁基華  鍾勝釗  關漢山(6/3/2013開始)  林有光(10/11/2012止)
廣場管理員       :  阮嘉龍  康小基(31/3/2013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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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婦女協進會屬下服務單位

1.     亞洲婦女協進會中央行政部

電話：2337 3897     傳真：2337 2714

地址：九龍塘禧福道三號地下

電郵地址：ca@awl.org.hk

網址：http://www.awl.org.hk

2.     陳昆棟頤養之家護理安老院

電話：2336 6255     傳真：2338 8593

地址：九龍塘禧福道三號

電郵地址：ckt@awl.org.hk

3.     何梁潔庭頤養之家護理院

電話：2337 6603     傳真：2337 2204

地址：九龍塘禧福道三號

電郵地址：hlkt@awl.org.hk

4.     亞洲婦女協進會頤養之家（自負盈虧）

電話：2337 6617     傳真：2337 2250

地址：九龍塘禧福道三號

電郵地址：sfh@awl.org.hk

5.     何梁潔庭自負盈虧活動中心

電話：2337 6674     傳真：2337 2750

地址：九龍塘禧福道三號

電郵地址：hlktec@awl.org.hk

6.     油麻地頤老中心

電話：2384 8465     傳真：2385 3804

地址：油麻地眾坊街六十號梁顯利社區中心4字樓

電郵地址：ymt@awl.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