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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得好•食得妙

「精緻軟餐 Happy Meal」

放大鏡

前線

相信一衆院舍服務的同工都會認同，飲食對院友非常重要，
亦是其生活的一大生趣。院友對任何的餐牌調動亦瞭如指掌，尤
其關注其喜愛的菜式。若因身體機能退化或病癒後遺症而導致吞
嚥困難，長者在飲食方面所得到的享受便似乎無可避免地降低。

督印陸何錦環 ∣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 ∣ 電話25745201 ∣ 網頁www.sjs.org.hk/tc/publication/index.php

聖雅各福群會會訊

曾有研究顯示，吞嚥困難會增加長者營養不良的
風險，食慾退減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營養不良更有
可能增加一些併發症的出現機率，包括抵抗力下降、
傷口癒合時間增加，入住醫院的時間延長等，徒然增
加醫療負擔。 隨着醫學的進步，人均壽命延長，近
年入住院舍長者的平均年齡有上升的趨勢，因咀嚼和
吞嚥能力下降而進食質感改變餐的需求亦見增長。在
我們努力改進正餐質素的同時，關顧質感改變餐膳亦
愈見重要。
回顧我們平日收到的個案轉介或查詢，不少長

06/2015

者都出現食量欠佳，或經常吐渣而導致營養不足的
問題。他們為什麼願意進食糊餐？相信是糊餐的賣相

會院舍膳食服務團隊首創「精緻軟餐Happy Meal」，
由2013年起為需進食特碎餐及糊餐的院友提供一個

本着聖雅各福群會「敢想敢創」的精神，

賣相吸引且含濃縮營養的膳食選擇，期間更由中文大

團隊獲得了“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的資助，

學老人科教授協助評估院友營養狀況。雅明灣畔護養

於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間，把計

院是先導計劃的推行地點，再與其他院舍進食糊餐的

劃推廣至會外8所院舍，讓更多長者更有尊嚴

長者作比較。結果顯示，「精緻軟餐Happy Meal」能

地享受到營養濃縮且賣相吸引的軟餐，以改善

協助院友維持體重，增加食量，並同時減少營養補充

他們的健康和生活質素。見到各參加院舍及廚

品及通便藥之使用。院友普遍歡迎 「精緻軟餐Happy

師願意為患有吞嚥困難的院友投放心思和努力

Meal」，減少了拒餐的次數。家屬們及團隊均對此成

協助，我們都感受到同工對服務使用者的關愛

果感到鼓舞，希望將其發揚光大，惠及更多長者。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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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吸引，且予人能力欠佳的印象吧！有見及此，本

2

食得好•食得妙「精緻軟餐 Happy Meal」
衆所周知，老人服務現正面對着人手短缺的挑戰。投身此行業的，相信都是
一群有心人，致力為長者們提供最適切的服務。為協助業界更有效實施提供精緻
軟餐予吞嚥困難長者，提升院友的生活質素，讓他們安享晚年，我們的營養師團
隊正努力與言語治療師及老人科專科醫生合作，努力把「精緻軟餐」計劃提升至
更高階段，務求能滿足其安全，營養和方便的專業指標，為業界作直接的食品餐
款提供。

聖雅各福群會會訊

為更廣泛地觀摩和招募區域其他先進國家
的經驗和意見，營養師團隊更於本年5月份參
加了日本橫濱的學術交流會，與各業界和學者
分享我們Happy Meal先導計劃的成果呢！相信
一款安全，高營養又方便的餐款，將對業界帶
來更多啓發和幫助。

如對此計劃有興趣或查詢，歡迎電郵info.dietetics@sjs.org.hk與我們聯絡。
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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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藍屋」—
城市定向保育籌款賽2 015
保育․原來可以好好玩！
出走，不一定要遠遊，也不一定要理由。
能讓你我重新認識身邊的一切，便已足夠。

放假去旅行已經成為不少香港人的「指定動作」。是因為

集合了社區發展服務同事及導賞員們多年帶領社區文化遊

清一色倒模出來的商場和連鎖店、打造出來的旅遊熱點和地標
已經吸引不到你嗎？其實出走，不一定要遠遊，本土也有很多
有趣但被遺忘了的地方。「出走藍屋」誠邀您，9 月 20 日和我
們一同去發掘這些埋藏在都市中的寶藏吧！

的經驗、並「香港故事館」的當值員、灣仔街坊等的意見，我
們精選了逾15個「唔講你唔知」的Checkpoints。我們希望參加
者除了親身由藍屋出走，穿梭灣仔、銅鑼灣的大街小巷，發掘
隱身於高樓大廈的防空洞、墳場、石牆樹、土地廟，重新認識
我城外，亦都能夠體現藍屋作為全港首個「留屋留人」保育活
化計劃背後的重要意義，讓保育從傳統固有的觀念中走出來。

「出走藍屋」為聖雅各褔群會「We嘩藍屋」✽首個以城市定
向形式舉辦的籌款比賽，旨在吸引不同界別的機構和市民以隊
制形式參與。透過四出搜尋 Checkpoints 並完成指定挑戰動作，
參加者不僅有機會重新以另一個角度認識香港心臟地帶 — 灣仔
區，亦有機會在鬧市中完成不同有趣好玩的遊戲。是次活動的
善款在扣除成本後，將用於推動本土文化保育及社區參與，並
支持「We嘩藍屋」活化計劃。

「出走藍屋」於7 月 3 日開始接受公眾報名，歡迎大家踴躍
參與；活動另歡迎公司及團體贊助，支持社會公益之餘亦可作
為團隊發展日。請於2015年7月初瀏覽本會網頁www.sjs.org.hk/
sobh，電郵sobh@sjs.org.hk或致電2835 4372查詢及報名。
✽

註：聖雅各褔群會一直致力積極推動社區發展服務，更因著與地區居
民的密切關係，於2010年9月連同社區文化關注、香港文化遺產
基金會、藍屋居民權益小組正式獲選為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夥
伴計劃」的伙伴團體，以全港首創「留屋留人」的方式為灣仔的
藍屋建築群進行保育活化工作，取名為「We 嘩藍屋」。

聖雅各福群會會訊

報導

特選

以下是節錄5/2015 至6/2015期間，本會舉行的活動和服務推廣，獲得傳媒廣泛報導：

東方日報 2015-5-12

手工藝設計師證書課程
助建立個人品牌

晴報 2015-5-8

概況

會務

中英夾雜教幼兒
愈催谷愈壞事

專 愛

題
本會樂寧兒童發展中心言語師
言謝
心
治療吳珏琳指，常見家長中英夾雜教孩子說話，過去有兩至
三成求助個案更出現言語發展遲緩。「例如家長說『呢個係
Bus』，孩子學了中文結構、英文單字，但兩種語言只學得
半桶水。」幼童易因此混淆中英文句子結構，說話詞彙匱
前 後
乏，未能清楚表達意思。她強調學語言應學整個語言系統。

呼前線應
放大鏡

樂 寧 兒 童 發 展 中 心 成立於二零零五年底，致力於為在
學習上有特別需要的兒童提供適切及時的專業訓練及治療，
以提昇他們的學習能力，促進語言、社交及身心發展的技
巧，使兒童能盡快融入主流教育。
三
相成

輔

近年自家製作的手工藝越來越受到市場歡
迎。為此，本會延續教育中心舉辦「手工藝設
計師證書課程」，面向對手工藝感興趣者，讓
其掌握手工藝操作、培養審美能力及發展個人
風格。經理及課程策劃人劉遠章表示：「若想
成為出色的手工藝設計師，應同時具備技術和
理念，若僅有其中一項，可能會成為工匠，建立品牌或淪為空談。」課
程內容結合文化創意產業概論、工藝美術歷史與設計原理、手作工藝製作
技術、色彩與造型學綜合運用、創意的培育與實踐及品牌管理與推廣等元
素，約96個課時；學員可獲頒發相關證書。查詢：2117 5813

「聖雅各福群會延續教育中心」 是本會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服務
單位，提供一系列不同的教育課程，包括本地專業培訓課程、社區中心活
動及兒童課程等。

星島日報

China Daily 2015-6-8

心
退休人士韓遊團
起義

愛

Investing in the underprivileged

重拾自我煥發青春

最

報

H U B B A L a b 創 齡 ‧ 樂 匯 是一個富挑戰性及具啟
發性的體驗平台，透過不同體驗及學習活動，讓退休人
士停下來，重新思考退休生活安排，為自己選取日後
會務
況
生活路向、定下可行的人生目標；在自我肯定中發揮所
長，繼續貢獻社會。

概

愛心

言謝
商業團體

大家樂集團
惠氏(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葉志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惠安(香港)有限公司
禧辰有限公司
東日旅遊有限公司
合聯(開根記)水電工程公司
鴻利運輸
有璋工程有限公司
中原電器行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AXA安盛
超卓管理公司–禮頓山
尖沙咀凱悅酒店
快驗保有限公司
索尼香港

Green Ladies Shop 於2008年成立，致力推動時裝重用，同時聘用
中年婦女擔任銷售員，發揮她們所長；是香港首間以寄賣模式營運的環
保社企。

於2015年4月-5月期間，承蒙各捐款人士及義務工作者給予經濟上、物質上和人力上的支持和鼓勵，本會謹代表所有受惠人士致以衷心感謝。
﹝排名不分先後；如贊助活動為長期性合作，除了贊助團體/人指定要求，鳴謝方式請以活動之開始月份和結束月份才致以鳴謝。﹞

金至尊珠寶(香港)有限公司
美特耐(香港)有限公司
GardenEast Management Limited
Kingfisher Asia Limited
Professional Removal Co.
Viacom International Media
Networks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CLSA Limited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Hong Kong) Limited
Google

放大鏡

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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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去年起，為準退休及退休人士舉辦多個南韓
感受 前線
拉闊假期體驗團，為他們開拓退休圈子，反思退休大
計。參加者須經面試訓練，之後展開一連七天密集式的
生活體驗，包括每天五小時助韓農落田耕種、文化交
流、製作發酵豆及泡菜 等，更會住民宿，為當地人煮
中國餐等。有退休校長及財務管理師經過體驗後，重燃
特選
導
青春，成功擴大社交圈。校長笑說，「好似返去二十至
三十嵗時一樣，這種感覺好熟悉，就是年輕的我。」

06/2015

Green Ladies, one of SEs founded by St. James'
Settlement in 2008, is Hong Kong’s first ecobusiness operated on a consignment model.
For every item sold, its consigner would earn a
30 percent share. Besides advocating for ethical
consumption, Green Ladies also hires middle aged
women who used to work at large chain stores
but were laid off when they grew older. “From our
standpoint,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talents is all
we want,” Wendy Cheung (senior service manager)
said, adding the staff is paid marketing rate wages.

學校
拔萃女書院
獅子會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學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家長教師會
迦密愛禮信中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海壩街官立小學

非牟利及義工團體
索手･香港
香港遊樂場協會
香港公益金
李嘉誠基金會
綠色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煤氣溫馨義工隊
S.Y. Yee Medical Foundation

其他團體
香港銀行公會
荃灣區議會

個別人士
朱鳳儀
李漢權
蔣嘉誠
曹芷瑩
張稀童
陳玥蓉
張藯藍
羅倩婷
陳妙加
鄧肇隆
梁俊康
何猗婷
馬君婷

蕭嘉穎
周思晴
羅澤銳
吳珮榆
曾嶸峰
曾詠欣
馬進文
盧妍君
陳穎姿
侯嘉琪
莫愷淇
陳楚淳
朱倚汶
郭健愉
李沅翹
凌宝怡
馬貴頤
麥鎂婷
吳美樺

蘇惜雷
何思慧
李宛桐
余逞
張家靜
蔡潔莉
陳婉嫻
梁曉彤
李心柔
陳樂琳
黃婷筠
梁皓銓
溫惠珊
鄺葉仲
曾凱彤
董佩洋
陳曉燕
柯玉姍
蔡子楓

蕭婷
朱麗霞
連詠詩
吳冠華
關俊文
周妙思
許藹羣
馮冠峰
區永彤
鄭俊德
錢敏希
莊樂賢
邱詠浵
關潔冰
阮英冬
李順玲
陳佩娟
招美玉
蕭惠萍

陸東先生
陳耀輝律師
葉錦成教授
蔡啟仁教授
Chau Ying Tung
Issac Lau
Mr. Stephen Luk
Woo Siu Hung
Harry Poon
Kenneth Tsz Kin CHAU
CHAN Suet Ha
NG Nim Tung
Rana Partap Singh
PUN Wai Chee
LEUNG Wai Chun
Alison
Wong Man Wai Joey
Au Kit Yan Hayes
Yuen Hung Yick

Chou Kwok Wai
Gan Yew Teng Gary
Chan Choi Wan
Kwok Kar Fai
Chan Wai Hung
Wong Leung Sum
Wong Man Wai
Wong Wai Han
Chan Wong Wang
Coffeliano Lee
Wan Hung Yick
Calvin Djana Samsudin
Chan Pui Ki Veronica
Lai Ka Hung
Cheng Man Wah
Poon Wing Tze
Lo Lok Ting Karen
Tse Hiu Wan
Chan Oi Yi Nicole

Leung Suet Ying
Wong Cheuk Yan Cheryl
Ng Shui Yu Shirley
Kong Tze Shen
Po Man Chi
Chan Chung Him
Leung Man Shun
Chau Pak Lim
Laurent Dubois
Frank Grasic
Terry Wong
Li Hon Man Herman
Chris Davis-Pipe
Louis Pimentel
Wong Sau Man Sammi
Sham Wai Wah Polina
Ng Chung Yan
Chen Yi Chinki
Cheng Mei King Heidi

6

Lam Choi Lai
Tsang Ho Yin
Anastasia Vuong
Yim Yee Huen
Susanne Osterholm
Shum Lik Kan
Yip Yuen Ting
Patrick Groth
Mark Firth
Daisy Daplas
Mice Cheng
Sieh Fuk Loong
Lize Tung
SK Tung
Katherine Cole Tung
Shireen Tung

概況

會務

「八達通睿苗共融計劃」 關愛少數族裔學童 促進社會共融
本會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八達通）攜手舉辦「八達通睿苗共融計劃」於5月23日舉行了2014-2015年度的結
業禮，至此為期三年、由利希慎基金全力贊助的企業公益項目圓滿結束。

愛心

言謝

聖雅各福群會庇護工場與朗豪酒店
攜手「升級再造」
前線
大鏡

放

自2011年開始，本會庇護工場開展「升級再造」計劃，
善用回收的棄置物料，經由本地設計師重新改造，製作成新
穎獨特的新產品。 2014年香港旺角朗豪酒店加入「升級再
造」行列，捐贈酒塞及其它剩餘物料予工場製作產品。
今年3月28日至4月22日期間，朗豪酒店舉辦「綠活愛地
球月」，其紀念品店“LIFE!”搖身一變，成為「升級再造」
期間限定商店，展示並售賣一系列由庇護工場復康會員製作
的產品，包括以棄置膠樽或文件夾改造成的喇叭，以及牆紙
銀包、布碎飾物、地毯手提電腦套、酒塞原子筆、雞蛋蠟燭
等，收益用作支持工場會員的訓練津貼。展售期間，先後舉
辦了兩場「升級再造」工作坊，讓傳媒朋友及市民大眾齊齊
DIY，反應熱烈，會員更即場示範製作產品，贏得不少讚譽！

「八達通睿苗共融計劃」於2012年推出，是專為本港基層少數族裔及新來港學童而設的資助計劃，旨在讓
學童透過參與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幫助他們開拓視野、增強信心，並建立朋輩間的友誼和網絡。該計劃同時為
學童們提供了跨種族和跨文化的平台，讓他們寓學習於遊戲和樂趣中，透過彼此的交流和了解，達到和諧及共
融。該計劃自推出以來，共有29間學校逾720位少數族裔和新來港學童參加。
結業禮當日的來賓逾二百多人，包括學童、老師、家長以及來自主辦機構的嘉賓和義工團隊。參與計劃的
學童們在典禮上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節目，展現他們過去一年的努力成果。
在「八達通睿苗共融計劃」的資助下，路德會沙崙學校的中提琴班終於憑著過去三年的努力，晉身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中提琴三級考試。而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亦再創佳績，贏得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舉辦的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女子組季軍，當中年僅十歲的尼泊爾裔學童Limbu Sneha更再度獲選為賽事中
最有價值球員，並連續第二年入選香港青少年女子足球代表隊接受專業訓練，成為隊陣中首位少數族裔成員。
本會八達通攜手舉辦的「八達通睿苗共融計劃」於5月23日舉行了2014-2015年度的結業禮。

九龍慈惠中心東亞培賢社
九龍慈惠中心獲得東亞銀行的慷慨資助及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
基金的配對，自2014年9月起開始舉辦為期兩年的「東亞培賢社」計
劃。該計劃旨在培育深水埗區基層兒童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
的發展。

課後支援服務的情景。

東亞銀行的義工帶著孩子們一同遊歷香港。

捐
款
方
法

※
※
※
※

計劃中的課後支援服務為小學學童提供一星期五天，下午五時至
九時的照顧，深受家長歡迎。因計劃對象主要為單親或雙職家庭，家
長要維持生計而需長時間工作，未能為孩子提供適切照顧。也有部分
照顧者為祖父母，他們面對管教困難，也希望
得到協助。孩子們除了有導師作家課指導外，
亦能享用晚膳，更可以透過小組活動和體育運
動來培養品格和學習與人相處。東亞銀行的義
工會擔任孩子們的友師，帶他們遊歷不同的地
方，過往曾舉辦港島區電車遊和赤柱遊玩，一
起探索香港名勝。

「感恩山水」
蔡啟仁創意書法水墨畫
慈善義賣
承蒙蔡啟仁教授支持，本會及香港聖公會聖雅各堂合辦「感恩山
水」蔡啟仁創意書法水墨畫慈善義賣，籌募服務拓展及發展經費。慈善
義賣在2015年4月10-19日於聖雅各堂地下李國寶社區禮堂舉行，為期十
天；期間共展出接近100幅畫作。各畫作均以蔡啟仁教授之獨特嶄新的
書法藝術為骨幹，並以聖經金言、勵志心語等字句，巧妙地融入山河大
川、園林美景、林木亭台、船艇房舍等。畫作高雅清逸，大獲好評。慈
善義賣能圓滿結束，實有賴蔡啟仁教授及各義工的鼎力支持，更感激各
善長慷慨解囊！盼望透過畫作可帶給大家積極的人生寄盼，在生活中常
存感恩！

計劃又提供一系列的學術和藝術活動，讓
基層兒童獲得更多發展機會。今年4月至7月期
間，「東亞培賢社」分別舉辦了初小英標班及高小英文閱讀班；而在
藝術方面則舉辦了繪畫及手工藝課程。就讀小一的燦輝就參加了英標
班和藝術課。他在課堂上透過玩遊戲學習英語，增加對英文學習的信
心。他平日主要由嫲嫲照顧，但嫲嫲年紀大，照顧他很辛苦，故特別
學習繪製心意卡來祝願她身體健康。在未來的日子，「東亞培賢社」
將會舉辦更多全方位的活動，按孩子的所長來培育賢能。

網上捐款https://edonation.sjs.org.hk/donation-form.php
寄遞以劃線支票捐助，抬頭「聖雅各褔群會」
直接將捐款存入聖雅各褔群會於匯豐銀行之銀行戶口：002-5-224247
信用卡一次過或每月轉賬捐款，表格可於
http://www.sjs.org.hk/tc/donation/donation.php下載
※ 攜同右邊條碼，於任何7-ELEVEN商店以現金捐款
(最低金額為$100)，完成後請保留交易紀錄

請將支票／銀行入數紙／網上轉賬紀錄／
信用卡捐款表格／7-ELEVEN交易紀錄寄回
灣仔石水渠街85號聖雅各福群會行政部，
以便發出收據。（查詢：2574-5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