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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為一所宗教慈善團體，創於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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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堂」落成誌慶
敦煌道教文化

恭奉赤松黃大仙師，尊崇道、釋、儒三教，
並以黃大仙師寶訓「普濟勸善」為宗旨，
廣推善行。屬下辦有醫療、教育及安老扶幼
等服務。本園管轄的黃大仙祠，

機構事務

6- 7

東華三院戊戌年董事局成員訪園
監院出席電台訪問

2018 新 春 訪 園 人 次 創 新 高

終年香火鼎盛，慕道而來的善信及

宗教事務

中外遊客絡繹不絕。

8- 12

首屆「華南地區歷史民俗與非遺」研討會
我行我素非逍遙 自然無為適自在
黃大仙祠「五行佈局」 以小見大
2018粵東誠心進香團
馬來西亞沙巴州黃大仙廟奠基典禮
外事交誼組接待
長者誦經隊及宣道探訪展開
不犯太歲也要拜太歲
點燃聖燈 平安賜福

文化推廣
《道德經》第八章

嗇色園文化委員會成立
出席「香港非遺名錄展」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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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新設兒童齒科服務
川港人才交流計劃

社會服務

嗇色園
電話：(852) 2327 8141
傳真：(852) 2351 5640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村二號
網址：www.siksikyuen.org.hk

創新及科技局楊偉雄局長日前在黃大仙區議會主席
李德康太平紳士和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江潤珊太平紳士陪
同下，到訪本園黃大仙祠，由本園主席馬澤華先生率領眾
董事引領局長參觀園內的科技設施，如以電子感應方式參神
的太歲元辰殿環保上表、網上祈福、電子籤文查詢和太歲生
肖對照，以及本園研發的電子數籤機器等，從而了解本園
如何應用現代化科技於傳統參神中。

此外，楊局長又參觀了由本園斥資創辦的生物科技
流動實驗室（Mobile Lab）
，觀 看 車 內 先 進 的 儀 器 ， 同 時
了 解實驗室的運作，認識流動實驗車在周末及學校假期
舉辦不同的外展活動，將生物科技教育推廣至社區層面。
楊局長表示，科技應用與科普推廣同樣重要，政府會致力
與不同持份者合作，共建有利創科發展的生態環境。

八色舞薈 — 嗇色園學校現代舞培訓計劃
學前聯校教師考察團 向韓國首爾幼師取經
星空無國界「公眾傳播天文2018」國際學術會議
第二屆小學生物速查「100」
可藝中學步操樂團參與新春巡遊國際匯演
閱讀推廣在可譽 —《故事人物扮演比賽》
可風中學辯論隊捷報頻傳
可立小學戲劇社連續三年獲《評判推介演出獎》
可 銘 學 校 Hip Hop Dance 校 隊“ 跳 出 真 我 盡 展 所 長 ”
樂韻歌聲燃亮孩子心 可信學校合唱團的成長路

醫療服務

嗇色園網站

201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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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2018年6月

祠

到訪黃大仙
長
局
雄
偉
楊
局
技
創新及科

23-24
與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交流會面

健康檢查活動2018
道長代辦上表祈福

耆英鄰舍中心

29

義工嘉許禮 彰顯愛心
2018.03.13

25-28

芳姐的舞衣
園藝養心 抗壓減鬱
男女泌尿健康講座
社服快訊

活動預告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到訪可富

2018.03.22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羅 智 光 局 長 日 前 撥 冗 到 訪 嗇色園
主辦可富耆英鄰舍中心，探訪中心老友記及參觀
中心設施，由本園主席馬澤華先生、副主席兼社會服務
委員會主席黎澤森先生、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江潤珊
太平紳士、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李德康太平紳士及一眾社會
服務委員會委員親自接待，當日中心有近百名長者會員
歡迎局長光臨，羅局長逐一與中心會員握手問好，非常
親切。

為彰顯一班無私奉獻、以心傳心的義工，社會服務
委員會舉行「嗇色園人道社區關愛計劃2017義工周年大會
暨義工嘉許禮」，嘉許165名在探訪或電話慰問兩項服務
上超越目標次數100%之義工。嘉許禮承蒙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專員呂少英女士及本園主席
馬澤華先生蒞臨主禮；並得各支持機構的代表及400多位
參與人道關愛計劃的義工出席，氣氛熱鬧。

嗇色園黃大仙祠九龍壁綜合大樓

—

「悟道堂」落成誌慶
為配合園務發展，本園於
2015年在黃大祠內九龍壁花苑
位置籌建宗教綜合大樓，作宗教
管理、行政及 會 議 之 用 。 籌 備
2年多，大樓終於2018年年初
落成，並於2月9日舉行九龍壁
綜 合 大 樓 —「悟道堂」落成
啟用揭幕典禮，多位社會賢達、
各宗教代表及本園眾董事出席
參與典禮，陣容鼎盛。

出席「悟道堂」開幕典禮之嘉賓陣容鼎盛

當日之揭幕典禮簡單而隆重，本園有幸得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劉
江華太平紳士、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李德康先生, BBS, JP, MH、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先生, MH及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李子
建教授撥冗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於致辭環節時，劉江華局長
親賜訓辭，讚揚本園宗教及文化發展完善，並勉勵本園繼續積極
行善，造福社會。
九龍壁綜合大樓位於九龍壁花苑旁，花苑內的九龍壁乃按
照中國北京北海公園的實物仿製，石刻九龍，戲珠於波濤雲霧之
中，蟠踞於花苑之上，栩栩如生。石壁背後刻有由已故中國佛教
協會主席趙樸初先生獻寫的「九龍壁」三字及題詩一首。而為慶
祝大樓落成，本園更特意將九龍壁鬆上彩色，令石刻更顯鮮明，
增添花苑景緻。
本園當日特意安排主禮團在花苑主持大樓主揭幕儀式，分
別由劉江華局長手持毛筆，面向九龍壁前凌空揮毫，寫出一
個 「善」字；與此同時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面向
大樓，以寶劍作法。一息間，九龍壁後的九色龍珠升起，而蓋在

大樓上的一幅紅布亦徐徐垂下，一幅高8米、闊3米半的鍾馗塑像
陶瓷壁畫「引福歸堂」呈現眾賓客眼前，整個開幕儀式標誌著嗇
色園揭開新的一頁，升起的龍珠好比「卧龍飛天、照耀仙祠」。
隨後，主禮嘉賓團亦為「悟道堂」落成紀念碑及大樓的
「悟道堂」牌匾揭幕。馬澤華主席於致辭時提到，「悟道堂」牌
匾上之墨寶，乃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親自提筆，饒公書法剛
勁有力，令大樓蓬蓽生輝。今饒公雖已乘黃鶴，但相信饒教授所
留下的文化瑰寶，必將惠及千秋，百世尊崇，並與在場眾賓客一
同向饒老先生致以萬二分敬意。
九龍壁綜合大樓位於黃大仙祠主殿旁，佔地約4,000平方
呎、樓高三層；大樓設置有客廳、多用途會議室、宗教事務專屬
多用途室及行政辦公室等。外牆鑲嵌有一幅高約8米、闊3米半的
鍾馗塑像陶瓷壁畫，極具中國傳統特色；旁邊又鑲嵌三幅「道、
釋、儒」三教為題材的傳統青磚壁畫，突顯本園三教同源之特
色。

壁

的九龍

上色前

為慶祝大樓落成，本園更特意將九龍
壁鬆上彩色，增添花苑景緻

本園有幸得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蒞臨主持揭幕儀式

李監院於開幕典禮前，已為大樓上的 主禮團準備揭開紀念大樓落成之紀念石碑
「引福歸堂」壁畫進行開光灑淨儀式。

02 園務熱話

大樓牌匾「悟道堂」由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親自提筆，
書法剛勁有力，令大樓蓬蓽生輝。

典禮當日於大樓天台設有「香灰綠用工作坊」利
用本園黃大仙祠的香灰，配以植料，製作獨一無
二的環保再生多肉植物盆栽，別出心栽，且具環
保意味。

馬澤華主席於致辭時提到大樓落成之緣由，並表示本園緊貼時 宋惠德老先生慷慨捐出多件陶瓷珍品予本園作擺設，為大
代步伐，繼續為大眾提供嶄新的服務及支援。
樓增添不少韻味。圖中為現存放於大樓二樓宗教會客廳的
青花瓷香爐。

園務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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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道教文化
敦煌，是千古神秘而美麗的地方，也是我國古老
文化的象徵。她是古代連接東西方絲綢之路的重鎮，
是東西方文化交會地，令「四大文化」，即中國文
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古希臘文化，以及六大宗
教，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可以在
這裡匯合。
「千年一覺敦煌夢」敦煌藝術與文化講座
說到敦煌，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著名的莫高窟，一處由建
築、繪畫、雕塑組成的博大精深的綜合藝術殿，共有洞窟735
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
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莫高窟更於1961年被我國國
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現時與山西大同
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重慶大足石刻並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
眾所周知，莫高窟內的壁畫故事與佛教息息相關，原來內裡
也埋藏不少道教相關的足跡。據學者研究，窟內其中兩洞（莫高
窟第249窟和第285窟）是以道教為題材之壁畫，位於249窟頂部
北坡的壁畫是「東王公圖」，畫面呈梯形，中央的東王公坐在一
輛四龍雲中（東王公之頭部今已殘缺）。於前引導的有羽人、天
馬、烏獲（大力士）和人頭鳥身的禺彊（海神）開明（古神獸）
尾隨；於上並有白鶴翱翔。另與東王公相對者為南坡的西王母
圖，亦以梯形呈現。
此外是285窟的伏羲、女媧圖，據研究是屬於西魏的作品。
畫面的四周有天花飛旋，祥雲繚繞。伏羲一手持矩，一手拿墨
斗，胸前有圓輪，中間畫有金烏。女媧雙手擎規，而圓輪內有蟾
蜍。這金烏與蟾蜍分別象徵太陽和月亮。研究道教藝術的學者
王宜峨教授於《道像莊嚴》認為：「一些學者認為以上兩窟壁畫
只是表現民間神仙信仰，但筆者以為自道教創立以後，已將這古
代神仙納入道教神仙信仰體系中，故此也就可以視為道教壁畫作
品。」

本園向來信奉三教及注重文化發展，為了令普羅大眾亦有機
會接觸敦煌的藝術文化，本園於5月27日舉辦了絲綢之路「千年
一覺敦煌夢─敦煌藝術與文化」講座，由多年來研究「敦煌學」
的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顧問駱慧瑛博士帶領大家走入敦煌
的文化寶藏之中。隨後，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亦於
茶會中，向參與敦煌文化團的團友分享「敦煌與道教」內容。該
日亦有駱教授借出的敦煌藝術畫卷展覽，吸引不少首次接觸敦煌
藝術文化的公眾人士，十分難得！
01

02

01 西王母圖 (西魏)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頂部南披

(出自《道像莊嚴．壁畫水

陸畫版畫的神仙世界》)
02 伏羲(西魏)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東頂
(出自《道像莊嚴．壁畫水陸畫版畫的

至於敦煌遺書的發現，內容涉及了道教經典、齋醮文書、符
籙文書、論道文書、道士社會活動、道教文學等，故近幾十年間
「敦煌道教學」開始熾熱起來，其研究成果也不斷付梓面世，例
如：《東漢畫像石與道教發展：兼論敦煌壁畫中的道教圖像》
（俞美霞）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傳殘卷考釋》（王卡）、《敦
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王承文）等。
03

04 園務熱話

神仙世界》)
03 莫高窟第285窟 東披 伏羲、女媧 (西魏)
- 出自《敦煌．絲綢之路明珠，佛教文化寶藏》
04 俯 瞰 莫 高 窟 九 層 樓 ( 出 自 《 敦 煌 ． 絲 綢 之 路

05 敦煌著名景點「鳴沙山」，因人沿沙面滑

06 & 07

莫高窟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距今約
1,600多年，現存洞窟735個、壁畫4.5萬

落而產生鳴響而得名，被譽為自然奇觀。

明珠，佛教文化寶藏》)

平方米、泥質彩塑約2,400尊。
04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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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春訪園

東華三院戊戌年

董事局成員訪園

人次創新高

新春到黃大仙祠上香已成不少人新春指定動作，近年大仙祠新春訪園人數更漸次遞增，今年
年三十晚入祠人數 (由年三十晚晚上9時至初一早上7時)共錄得73,000人次，較往年的50,000
人次有明顯升幅。而年初一的入祠人數（由早上7時至下午6時30分)更錄得130,000人
次，祠內處處香火鼎盛，氣氛熱鬧歡樂。

雙方於九龍壁花苑合照留影

01

黃大仙祠新春更大搞新意，加入期間限定活動，希望善信入祠拜神
祈福外，亦可感受濃厚的節日氣氛。今個新春，本園機構傳訊組
舉行「新春吉祥三寶」活動，於年初一至年初七指定期間
大派限定福物，如「幸福如意結」，善信可抽領六種
不同顏色的如意結，各有不同幸運喻意；道長更
充當財神爺出場大派「大仙利是」，為善信
送上滿滿福氣，吸引大量善信排隊參
與，樂也融融。

東華三院戊戌年董事局成員在新一屆主席王賢誌先生的帶領下，於4月19日
到訪嗇色園黃大仙祠。本園董事局主席馬澤華先生OstJ,CPM率領一眾董事親自
接待。馬主席表示，東華三院與嗇色園多年來合作無間，在善業路上同心同行，
並感謝東華三院長久以來的支持。王賢誌主席亦欣賞本園的科技應用，緊握時代
脈搏同時不失傳統。當日雙方先後到大殿上香祈福，並前往太歲元辰殿參拜及參
觀，以及到訪剛落成的九龍壁綜合大樓「悟道堂」及九龍壁花苑。

東華三院王賢誌主席（圖左一）為本園提字作紀念，
並與本園馬澤華主席合照留影。

02

黃大仙祠監院接受

03

02. 今個新春黃大仙祠錄得最高單日
訪園人次逾130,000
03. 「吉祥三寶迎新春」活動 - 許願卡

香港電台訪問
今年新春農曆初五（2月20日），本園監院李耀輝
（義覺）道長接受香港電台第一台之邀請，出席由張鳳
萍、劉銳紹共同主持之「中國點點點─對談中國」直播
清談節目訪問。節目中李監院與主持人漫談新春（年三
十晚）黃大仙祠「頭炷香」之盛況，提及善信於新春期
間向黃大仙師參拜祈福已成本土市民的風俗習慣，「頭
炷香」因而構成為「香港黃大仙信俗」中的一項主要內
容。談及國內不少廟宇爭取零時「頭一個」上香，李監
院則認為「各處鄉村各處例」，所謂「出門十里不同
道」，強調拜神「誠心」最重要。李監院還與主持人暢
談了香港道教與國家宮觀文化的異同問題，好讓聽眾了
解道教最新資訊。

李監院應邀（圖中）
出席「中國點點點 ─
對談中國」直播清談節
目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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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年三十晚祠內香客爭上「頭炷香」

節目重溫
http://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
ChinaOnTheDot/episode/488358
節目時段：3:45pm-4:30pm
「對談中國 」
主題：道教文化與中港道教交流

04. 「吉祥三寶迎新春」活動 - 派財神
05.「吉祥三寶迎新春」活動 - 六福如意結

04

05

06. 本園黃大仙祠新增Alipay(HK)
及WeChat Pay (HK) 電子捐款
07. 位於總辦事處門外的八達通捐款處
06

新設三種
電子捐款

07

黃大仙祠雖為傳統廟宇，但在科技及電
子應用方面向來不甘後人，今個新春，本園
新設了多款電子捐款平台，成為全港首個能
夠在on site環境下通過Alipay (HK) (支付寶
(香港))以及WeChat Pay (HK)平台進行電子
捐款的廟宇，讓廣大善信能更快捷、便利、
隨時隨地的表達善心，縮短傳統捐款方式的
輪候時間。
機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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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華南地區
歷史民俗與非遺」研討會
01

「黃大仙信俗」乃香港地區首個以神明信俗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信仰，
一直以來，本園通過各種形式活動傳遞當中的文化意義。除宣揚黃大仙信俗，本園亦致
力於推廣其他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項目。為促進華南地區非物質文化方面的交流與研
究，今年本園便與珠海學院合辦首屆「華南地區歷史民俗與非遺」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連兩日的研討會分別在珠海學院
及本園黃大仙祠進行，整個研討會分
六 組 主題，包括：「港澳台地區歷史與
非遺」、「華南地區神明信俗」、「博物
館與非遺展示」、「道教信仰與民俗」、
「工藝、表演藝術與非遺」、「華南地區
史」，以討論不同非遺項目與民俗地區歷
史、神明。會議期間亦就不同議題作出反
思，如以博物館作為非遺項目保育載體的
可行性、「博物館」概念的擴展與反思、
申遺項目對管理機構自主性的影響等等。
研討會開幕典禮於2018年3月9日在珠
海學院陳濟棠演講廳舉行，邀得來自
廣東、北京、天津、澳門、台灣、日本、
馬來西亞、英國與香港地區等多國學者及
博物館館長等匯聚一堂。主題演講以
「黃大仙信俗與博物館非遺展示」為題，
邀得本園監院李耀輝博士、中山大學宋俊華
教授及珠海學院危丁明博士就多方面探討
黃大仙信俗，亦就信俗項目與生態博物館
的關係方面作出討論。

02

我行我素非逍遙
自然無為適自在
01 宗教事務委員會主席黃植煒董事於開幕
典禮上致詞
02 張忠柟校長在開幕典禮致詞
03 聽眾專注聆聽學者發言
03

04 李監院在研討會上發言
05 本園董事與出席學者於開幕典禮上合照

珠海學院游子安教授於總結會議上
亦邀請多個地區的代表學者就地區民俗、
非遺與保育發言。於3月10日的閉幕
典 禮 上，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
心蕭國健教授及本園監院李耀輝博士代表
致辭。兩位皆認為，是次研討會意義非凡，
除加深了解其他非遺項目的保育情況外，
亦可更明白現時相關項目面臨的危與機，
才能加以反思，並就議題作出更完整的
論述及探討。

04

李監院認為，道教之義理中有崇尚「自然」、
「無為」的宗旨，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只有遵循「自然」法則，不強
求，不沉著於物慾，才能生活得逍遙自在。他又引
用「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即修行境界最高 的「至人」，
能夠達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脫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沒有
功名和事業；而道德修養臻於完美的「聖人」，從不去追求名譽和地
位。因此，李監院強調於繁忙的生活中，人若要提昇精神，不能只追求
「名」、「利」、「物質」，更要學會「放下」，去追隨精神上的
「逍遙自在」。

李監院應道聯會邀請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主講「認識道教
義理─生活逍遙自在」講座，
強調都市人不能只追求「名」、「利」、
「物質」，更要學會「放下」。

黃大仙祠「五行佈局」 以小見大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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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應香港道教聯合會邀請，
於本年3月28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主講「認識道教義理
─生活逍遙自在」。李監院表示，時下年青人時常
說要「生活逍遙自在」，其實並不知道「逍遙」的
真諦。他們口中的「逍遙」是於生活上的享樂，
沒有人的管束，我行我素。他指出，道家的
「逍遙自在」是要「無牽掛」、「無等待」，
並引用《莊子‧逍遙遊》內的典故，舉出大鵬的
飛翔仍然有所等待，要「乘風」高飛；這種要等待
「風」的飛行，正是一種有條件、有限制的現況，
談不上真正逍遙。

香港教育大學心靈教育中心於今年3月1日舉辦「香港宗教建築所展現的中華文化、
人文素養與靈性追尋」講座，邀請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擔
任主講，題目為「嗇色園黃大仙祠的建築藝術與文化」，向來
自全港的60多名中國歷史科或通識科之老師講授。李監院
特別提到本園「五行佈局」建築及於太歲元辰殿的「太上
守護：五行運轉護香江」的擺設，其實是一種「以小見
大」的文化意象表達。由「五行佈局」可見道教建築重
視陰陽、五行、八卦的調和配合，引申到虛則補之、
生克耗泄及道家「損有餘而補不足」之道，這亦是道
家建築的和諧觀，也是培養人類和諧心靈的展現。另
外，心靈教育中心透露，日後將會邀請不同宗教代表
撰寫其建築文化的課程，及編輯成教材，將來於初中試
行教授，並帶領學生作實地考察與參觀。

李監院分享本園建築的
藝術與文化

宗教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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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沙巴州

黃大仙廟奠基典禮
黃大仙師「普濟勸善」精神無遠弗
屆，世界各地多個地方均有供奉黃大仙師
的足跡。最近，馬來西亞沙巴州政府便計
劃於瓜拉班尤吉品嶼興建黃大仙廟，奉祀
黃大仙師。經多次諮詢本園，監院李耀輝
（義覺）道長擇定吉地，確定建廟事宜，
最後訂於2018年1月13日舉行奠基科儀。
科儀由李監院編定，並親率8位道長遠赴
當地設壇，祈求大仙福佑沙巴州。

2018年

粵東誠心進香團
到 寺 廟 進 香 祈 福 乃 中 國 人 的 傳 統 習 俗，尤以廣東潮汕一
帶特別隆重及講究。為 讓 大 家 感 受 及 認 識 當 地 的 拜 神 習 俗 及
風 土 人 情 ， 本園與黃金池太平紳士、黃大仙區李東江議員辦事
處及黃大仙龍趣居民協進會聯合籌辦「粵東進香團」，於今年
3月16至19日，帶領一眾嗇色園經生及黃大仙區居民前往潮汕參
神祈福。

在奠基典禮上，監院於致辭中提及，
嗇色園黃大仙祠最初以竹棚搭建而成，
四周一片荒蕪，及後幸得各界及善信支
持，遂發展至現今規模，藉此鼓勵「沙巴
州黃大仙廟建廟委員會」，並期盼於廟宇
落成後，獲得神明恩澤，令沙巴州成為
「馬來西亞之珠」。隨著沙巴州興建黃大
仙廟，本園亦希望「普濟勸善」的宗旨能
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讓仙師
恩澤遍及四方，廣推善行。

01

01. 主科李耀輝監院為壇場灑淨蕩穢
02. 本園經師與拿督彭育明等全體嘉賓大合照

02

02

「粵東進香團」已舉辦多年，廣受黃大仙區居民歡迎，行程
前往潮州、汕頭等地之宮觀寺廟，如供奉玄天上帝的玄武山、
供奉釋迦牟尼的黃光山佛光寺、供奉黃大仙的峽山黃大仙祠、
供奉佛母的紫蓮山佛母寺，以及供奉安濟聖王的青龍古廟等等，
共到訪12間廟宇，期間團隊喜獲當地的統戰部、宗教事務部門的
領導及各廟寺代表等熱情款待。
此行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帶領近70位乾道經生，
引領眾朝聖團員，列隊進入多個寺廟進行上香。每到廟宇，眾經
生由「鳴鑼開道」及頭牌的引領下，入廟進行簡短的「朝神科
儀」及誦經禮拜，接著團員便上香叩拜。而當地各廟宇亦喜於宗
教儀式完成後，為大家送上糖水作祝福，各團員藉此機會亦可品嚐
到多道潮汕獨有美食。各寺廟住持及高功法師均親自接待，與李
監院及眾經生交流，廟方亦向團友詳述廟宇特色，加深大家對潮
汕參神文化的認識。

03

04

外事交誼組接待
01. 眾經生由「鳴鑼開道」及頭牌的
引領下進行入廟宇
02. 佛母寺
03. 團員跟隨在經生後一同誦經禮拜
04. 眾人在玄武山前合照
05. 團員誠心祈福，廟宇內香火不絕
06. 監院在黃光山佛光寺內上香
05

今屆外事交誼組成立以來，接待了
多個友好及學術團體，包括2月28日接待
了泓 澄 仙 觀 及 東 西 區 各 界 嘉 賓 、 3 月 2 1
日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碩士研究
生，4月14日樹仁大學「旅遊與文化學」
及「工商人類學」的師生，以及5月12日
香港道教同學會等，期望可以增進了解，
增進道誼；也讓學生可加深對黃大仙信俗
文化的認識。

06

長者誦經隊及宣道探訪展開
為弘揚仙師「普濟勸善」寶訓，致力把黃大仙信仰推廣到本地各階層，乃至海內外同道，
宗教事務委員會於2007年增設宣道弘法組，自2010年開辦「長者誦經班」，由本園經生及
經懺文化班女學員，到本園屬下長者中心教導長者誦唱本園經文，反應熱烈。今年之「長者
誦經班」更擴展到嗇色園屬下的護理安老院舍，年內將探訪每間院舍三次，希望可以加強
親切慰問院友，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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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色 舞薈

本園主席馬澤華先生及本園
副主席兼教育服務委員會主
席陳燦輝先生代表向CCDC
董事會副主席文潔華教授
(圖中)致送感謝狀

—

03

嗇色園學校現代舞培訓計劃
04

去年計劃的成功，讓本園決定本學年繼續推行現代舞培訓
計劃—《嗇色園八色舞薈計劃》。 除了學生，今年更特別讓有
興趣的教職員加入，以期擴大計劃的成效，最後共有160名學
生及16名教職員參予本學年的現代舞培訓計劃。
《八色舞薈計劃》以顏色為主題，八間參與學校各以黑、
白、紅、橙、黃、綠、藍及紫其中一個顏色作為創作出發
點。顏色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元素，當中亦蘊藏著無
數文化意義，例如在中國的傳統中，白色是喪色，而
在西方國家白色往往代表純潔；顏色亦與感情有不
可分割的關係。

本園董事與《八色舞薈計劃》全體師生大合照

05

06

整個計劃從一系列的基礎舞蹈訓練開始，讓大
部份第一次接受舞蹈訓練的學員逐步克服不同的困
難，並學習空間、形態、節奏及情感等舞蹈元素，
培養身體的協調性、音樂感、自信心及與隊員之間的
默契。學員掌握肢體的表達後，便開始參與編舞，根
據主題顏色，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靈感，發揮天馬行空的
想像力，領略創作過程的樂趣和可能性。

去年教育委員會打破常規，邀請專業舞團
「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合作，引入學校一向甚
少接觸的現代舞藝術，開展《嗇色園舞躍無極計
劃》，為轄屬八間中、小學共140名學生提供有
系統的現代舞培訓課程，並以中國「八卦」作為
舞蹈的創作主題，成功融合舞蹈教育與中國文化
學習。 而在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的結業演出，
專業的舞台製作加上同學們的高水平演出，效果
更讓人驚嘆不已。
02

01

07

經過半年努力，全體學員帶著充滿期待的心情，踏上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成為舞台上主角；在結業
演出中，與台下1,300多名觀眾分享成果。兩場成功
的結業演出，除了讓台上每一名表演者都迸發出
耀眼的光芒，亦讓各參加學員感受到無比的興奮
及滿足。事實上，當觀眾紛紛散去的同時，舞台
上布幕後的全體學員及導師們仍然情緒高漲、澎
湃，激動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復。
從學員在活動後撰寫的感想，讓人深切
感受到整個計劃的價值。在嚴謹及系統化的培
訓過程中，學員除擴闊了舞蹈藝術視野，亦加深
了對自己的認識、提升了自信心及接受挑戰的能
力；從團隊合作中學懂自我控制及與伙伴互相支持。
他們亦由對現代舞完全陌生，到真心喜歡上舞蹈帶來
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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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可立中學 - Party in the blue moon (藍色) ｜ 02. 可譽中學暨小學 - 林中妖人 (橙色) ｜
03. 可立小學 - 黃語錄 (黃色) ｜ 04. 可信學校 - 紫荊花 (紫色) ｜ 05. 可風中學 - Pulse (紅色) ｜
06. 可道中學 - 紙上談情 (白色) ｜ 07. 可銘學校 - 苗森綠曲 (綠色) ｜
08. 可藝中學 - 黑耀光茫 (黑色) ｜ 09. 教職員 - 心裡的彩虹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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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聯校教師考察團
向韓國首爾幼教取經
教育工作者需要與時並進，除了承傳前輩的
寶貴經驗，也要持續學習，不斷提高教學水平。
本園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除鼓勵他們透過進修以
提升個人專業能力及深化專業知識外，10多年前
已經開始組織教師境外考察團，期望老師透過考察
交流及觀摩，對其他地區的教育制度有所認識及
體驗，從反思中更新個人教育理念及擴闊視野，
藉此維持學習型的教師團隊。

02

星空無國界－

今年復活節假期間，本園轄下六個學前教育
機構的校長及老師，合共73人前赴韓國首爾，
進行為期5日的教育考察交流，期間分別訪問了
當地兩所幼稚園（Kyesang Kindergarten 及 Yiruni
K i n d e r g a r t e n ）， 及 負 責 推 動 幼 兒 教 育 工 作 的
政府機構 Seou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Promotion Center，以及一些兒童遊樂設施。

01

「公眾傳播天文2018(CAP2018)」

國際學術會議

01

今年3月，本園轄下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派出天文代
表團，出席在日本福岡舉行的國際天文聯合會學術會議，亦順道應
邀參與鹿兒島大學的天文教育會議，藉此與世界各地的天文組織加
強交流，及了解天文教育的最新國際趨勢。兩個會議合共有53個國
家接近500位從事天文研究、教育及媒體的工作者出席，舉行了約
200場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及超過100項展覽及報告活動。

韓國的教育成就在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近年亦成為研究及考察的熱門對象。
韓國教育實施「6.3.3.4」基本學制，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
儘管學前教育不是義務性質，但韓國政府自90年代以來，加快了學前教育發展的
步伐，致力於提高幼教的品質。是次考察團的目標，是了解首爾幼兒教育體制及課程
發展、當地政府所提供的兒童配套設施，以及比較港韓兩地學前教育機構的特點。
今日的香港教育強調「有效學習」，透過考察交流所得經驗可資借鑑之處實多，相信
本園各校亦會結合校本情況，將今次考察所得的寶貴知識加以實踐及應用。

可觀中心是參與今次會議的唯一香港機構，所以代表團亦肩負
了介紹香港天文教育的責任；當然，各成員亦借此機會與其他地
區的代表分享本園在天文教育方面的成果及心得，例如中國星空
研究、國際太空站凌月觀測、光污染普查、學界及公眾天文推廣
活動等等。

另外，考察團亦遊覽了景福宮、仁寺洞、國立民俗博物館及國立中央博物館等，
以及在韓國文化體驗教室中參與韓服體驗及泡菜DIY，行程充實多姿，亦讓老師對
韓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及藝術有初步的認識。

04

同一個世界、同一片星空

02
03

03

04

不單日間出席繁忙的會議，晚上各地參加者亦繼續參與在
公園廣場舉行的路邊天文觀星活動，與當地市民一同觀星；
此時此刻美麗的星空彷彿成為了共通語言，打破語言及文化上的
差異，促成各地人士的近距離接觸。

05

主辦單位還準備了新型的流動天文設備，利用科技展示星體
之美，而同場亦有參加者身穿古裝，帶著超過二百年歷史的古董
望遠鏡，即場來一次「古今Crossover」。

一個星圖的文化交流

01 與會近500天文工作者
01 考察團在 Seou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motion Center 前留影
02 聽取有關首爾教育情況的介紹
03 Kyesang Kindergarten 老師為學生講故事
04 Yiruni Kindergarten 的環境佈置
05 Kyesang Kindergarten 學生上自選課

16 教育服務

02 會議期間正值櫻花
盛開時
03 大會的流動天文車及
望遠鏡
04 代表團分享傳統星圖
05 宇宙中心工場內的組
裝前的H-Ⅱ火箭

05

今年會議的主題之一乃「文化遺跡的保育」， 現時全球通用
西方「88星座」，傳統的星空漸被遺忘，可觀中心代表團特別
帶同以中國傳統星官繪成中西對照的星圖，與各地愛好傳統星圖
的工作者深入交流心得。由於有著相近的文化背景，這些星圖特
別受到來自亞洲地區參加者的關注及喜愛。
此行代表團更前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機構種子島宇宙中心
考察，參觀火箭工場、控制中心及大型火箭發射場等，除了展
板及模型，更有大型火箭實物展出，機會難得。參與是次會議
及考察，代表團獲益良多，加強了對外的交流和聯繫，有助繼續
推進可觀中心的工作。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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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藝中學步操樂團

第二屆
全港小學生物速查

參與 新春巡遊國際匯演

01

2018年4月7日，本園轄下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
文館與長春社再度合作，舉辦第二屆「走過自然天地－
全港小學生物速查「100」。活動特別為小學生組織，
乃一場以「生物速查」為主題的野外定向比賽，配合
小學常識科課程，目標是拓闊學生對大自然的興趣及
認知，喚起他們對自然保育的關注。透過參與今次的
比賽，同學可以認識香港郊野的生物多樣性，發展共通
能力、學會學習。
是次比賽有150名小學生參加，活動當日，同學
首先參與在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舉行的工作坊，
學習辨認植物的技巧，及在可觀中心的生態徑實習
所學；下午所有參賽隊伍前往城門郊野公園進行比賽。

比賽最後由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以破記錄的71分
奪得冠軍，亞軍及季軍則分別由般咸道官立小學的
69分及九龍靈光小學的66分奪得。當中20隊成功辨認
到三十種或以上動植物物種而獲頒「球蘭」獎、
4隊成功辨認到五十種或以上動植物物種而獲
頒「裳鳳蝶」獎，更有1隊成功辨認到七十種或以上
動植物物種而獲頒最高級別的「領角鴞」獎。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1995年開辦，為全港
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自然科學、地理、物理、
生態、環境及天文等課程。中心內設有自然教育徑、
蝴蝶園及生態池、全電腦操控的0.5米口徑光學
望遠鏡、數碼立體星象館及射電望遠鏡等。

比賽以「奪分式野外定向」形式進行，各參賽隊伍
利用大會給予的物資進行比賽，包括載有植物、雀鳥、
蝴蝶及蜘蛛資料的圖鑑。參與學生施展渾身解數，透過
團體合作克服種種於野外辨認物種的困難，務求在指定
時間內成功辨認最多的動植物物種。

02

03

01

今年大年初一（2月16日），可藝中學步操樂團獲邀
跟香港醫療輔助隊AMS樂隊合作，一同參與香港旅遊
發展局舉辦的新春國際匯演之夜的熱身派對。新春國際
匯演是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尖沙咀的各主要街道
的巡遊路線兩旁，擠滿逾10萬名市民及旅客，全為了
欣賞來自本地及世界各地的不同花車及演藝隊伍的精彩
表演。

一開始，可藝步操樂團與AMS樂隊先一同演奏
《Scotland the Brave》，以規律的音樂和整齊
的隊型為表演揭開序幕。接下來便是各自演出的
環節，除了演奏一般傳統行進樂曲外，可藝步操樂
團亦演奏了一些膾炙人口的經典樂曲，例如交響樂
《新世界》的其中一個章節及改編自日本的流行
樂 曲 ：《 情 熱 大 陸 》 和 《 給 自 己 的 信 》 。 在 主 要 表
演區表演時，可藝步操樂團改為演奏一系列以拉丁
風味及爵士樂編排的音樂，例如：《 El Cumbanchero 》、
《Sing Sing Sing》、《Rock Around the Clock》，
以熱情澎湃的節奏，將氣氛推至最高，現場觀眾歡呼
喝采聲此起彼落，有如置身於嘉年華會之中。

當晚晚上6時，參與熱身派對的各個表演隊伍，
陸續由尖沙咀文化中心起步，途經廣東道、海防道再
經梳士巴利道返回文化中心，沿路設有多個表演區，
為市民和旅客送上精彩表演。

台灣著名作家杏林子曾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它
存在的本身，生命中的甘甜、汗水、起跌和聚散均
是樂章中的小點、小音符，一章又一章譜寫出生命這
首永恆的樂曲。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的步操樂團自
2001年成立至今，參與了大大小小的演出及比賽，
導師及隊員們把每次的經歷視為生命的樂章，他們
努力練習仿如一個個跳動的音符，跳出生命中有待
發掘的悠揚旋律。今次珍貴的表演機會擴闊了可藝
步操樂團每一位成員的眼界，在他們的生命樂章中
填寫了特別悠揚的音符。

02

01 同學在「流動激賞站」尋找「野生哺乳類動物」
02 參賽同學全神貫注辨認更多植物
03 參賽隊伍準備就緒，只待大會響號示意比賽開始
04 出發前大合照
05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隊伍勇奪冠軍
04 05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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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巡遊隊伍出發

03 現場觀眾的掌聲及歡呼聲，給予樂團極大鼓舞

02 兩旁觀眾向表演隊伍報以熱烈歡呼聲

04 沿途有不少定點表演位置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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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在可譽－

可風中學辯論隊捷報頻傳

《故事人物扮演比賽》
為推廣閱讀，本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
譽小學每年在「世界閱讀日」期間，都會
安排連串活動，將學校布置成一座巨型
圖書館，讓師生齊齊化身成書本中的
人物，分享閱讀的心得。其中大家最期待
的「故事人物扮演大賽」
，今年以「Mr. Wally
是誰」遊戲掀開序幕。一群滿有童的
老師，自發地集體扮演 Mr. Wally，30多
位老師穿上一式一樣的紅間條上衣拍照，
再以Emoji將面孔遮蓋，讓孩子們猜出
誰是誰。
活動當日，一眾Mr. Wally 空巢而出，
浩浩蕩蕩地穿梭校園。學生們拿著比賽單
張，對著Wally老師們左比右對，期望能揭
開Emoji後的真面目。
02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英文辯論隊上
一學年在兩個主要校際辯論比賽中得到優
異成績，包括「香港中學英文辯論比賽」
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校際英文辯論
比賽」，三個不同年級的隊員總共取得九
個不同的獎項，包括三個總冠軍、一個亞
軍、三個總決賽最佳辯論員以及兩個地區
決賽冠軍。

「故事人物扮演大賽」的水準一年比
一年高，帶來的驚喜也一年比一年多。
台上，學生們穿著不同的戲服，扮演不
同的「書中人」，白雪公主、小紅帽、
日本娃娃、星球戰士、Harry Potter....還有
比加超、恐龍，總之，你想像得到及想像
不到的，都可以在舞台上找得到。台下
歡呼聲、掌聲此起彼落。讓大家喝采的，
不單單是孩子們讓人目不暇給的衣著
打扮，而是他們充滿自信的表現。小小
人兒，對著一大群觀眾，一點也沒有
怯場，而是充份發揮所扮演故事人物的
特質，公主們的羞怯內向、恐龍的笨拙、
小仙子的靈巧、坦克的橫衝直撞、星球
戰士的冷酷，都活靈活現於舞台上。

熊梓諾同學雄辯滔滔，勇奪最佳辯論員

多熱鬧的活動，總有落幕的一刻，
但閱讀這習慣，卻只有開始，沒有結束。
可譽這幾年來一直透過不同的活動，提高
學生閱讀課外書藉的興趣；相信孩子若能
養成閱讀的習慣，定會終身受用。

中二辯論隊初試啼聲，勇奪香港中學英文辯論比賽總
冠軍

比賽獲勝固然高興，但各位辯論員
並沒有因此驕傲自滿，仍然懷著謙卑的
心，繼續努力改進自己，並且從對手身上
學習，追求更好。其實，辯論隊的路途並
非一帆風順，同學們也經歷過屢戰屢敗的
階段，但憑藉對辯論活動的喜愛，即使
遇到再多的難關都一一闖過，終達到今
日的成就。在決賽中獲得最佳辯論員的
熊梓諾同學表示，辯論雖然是一種十分
耗時的課外活動，但從中卻能培養耐性，
明白到只有堅持方能踏上成功之路，而
辯論隊正正是靠著不怕挫敗、不屈不撓
的精神，才能夠嚐到成功的滋味。

可風中學英文辯論隊取得佳績，成果豐盛美滿
01

01 我是誰？誰是我？
03

可立小學戲劇社
連續三年獲《評判推介演出獎》

02 請稍等一會兒，剛才看到的
坦克跑到那兒？原來已
變身成一個小男孩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2001年成立戲劇社，2002年起每年參加學界最重要的一項
戲劇活動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學生表現逐年進步，其後更連續三年獲最高
殊榮「評判推介演出獎」。可立小學戲劇社表演出色，屢獲邀請在香港不同的大型
舞台上演出。本學年劇社以劇目《瘋神榜之西伯侯蟄伏》從555隊參賽隊伍中脫穎
而出，獲得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5個傑出演員獎及最高殊榮「評判推介演出
獎」，在激烈的競爭下獲得佳績，實在令人鼓舞。

04

05

近年可立小學戲劇社多以中國歷史故事作題材，繼早前的《大儒東方朔》、《新楊
家將》至今年的《瘋神榜之西伯侯蟄伏》均以古代故事作背景，祈望同步提升同學對
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
在台上投入演出

03 色彩繽紛的花兒怎的不見了，
原來轉瞬間已化身成漂亮的
花仙子
04 Emoji 後的真我

一眾小演員在化妝間準備演出

對自己化妝後感到滿意

05 曲終人未散，下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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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人才
交流計劃
今年1月25日本園醫療服務委員會，接待「川港人才交流
計劃」2018年第一期醫療管理研修交流團，一行40人團隊，主要
是來自四川的醫護專業人員，包括中醫師及骨傷治療人員。本園
副主席兼醫療服務委員會主席盧燊河先生、副主席梁理中董事
及茹志昭董事親自帶領團隊參觀本園物理治療中心，互相交流兩地
的醫療文化及不同的物理治療手法。

四川醫療服務發展迅速，國內醫院購買不少先進儀器及
致力培訓新一代醫護人員，提供多元化優質訓練，讓每位醫護
人員認識到不同的專業範疇知識。當日團隊在本園物理治療
中心了解各種治療方法，包括針灸治療，本園物理治療師更讓
學員試用聲波震動儀及貼上運動貼布示範。
「川港人才交流計劃」乃香港公共行政學院與四川省港澳
辦簽署的合作框架協定其中一部份，由香港賽馬會贊助，內容
覆蓋「應急醫療管理」
、
「青少年交流」、及「公共行政與社會
福利」等主題，為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後的慈善捐助項目
的最後一部分，讓四川青年從專業知識、公共行政、業務管理
各方面開拓眼界，提升管理水準，加強兩地人才交流，促進
川港全面合作。

芳姐 的
舞衣
芳姐（右四）身穿「我的舞衣」與一班「天使們」
和本園董事及社會服務同事合照。

每個人都擁有想夢的權利，可惜並非人人均擁有實現夢想的能力。
嗇色園主辦可平耆英鄰舍中心的長者會員馬惠芳（芳姐），一直渴望
穿著自己設計的舞衣跳舞。直至有天「天使」降臨，將芳姐手繪的舞衣
設計圖化成一件真舞衣，讓她多年來的美夢終可成真。
這群「天使」乃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服裝學系的學生，因參與
學系轄下「綾緻康健服裝中心」舉辦的「展才設計」，讓他們有機會
接觸社區人士，通過交流，發揮創意。這班天使分別是劉詩穎、蘇媚怡
及譚寶瑩，「芳姐很健談，不單為我們提供設計藍圖，還在製作過程中
一直給予意見和支持。」

「川港人才交流計劃」2018年第一期醫療管理研修交流團到本園醫療服務單位進交流

團隊在本園物理治療中心了解各種治療方法

與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

交流會面

盧燊河副主席（右三）、梁理中董事（右二）、茹志昭董事（右一）親自接待理大康
復治療科學系系主任曾永康教授（圖中）、物理治療臨床導師蘇俊龍博士（左三）。
本園出席代表還有高級物理治療師兼主管黃思達先生（左二）及高級行政主任許寶珊
女士（左一）。

現時本港物理治療服務的需求日漸大增，為促進
服務發展，本園近年多積極與學界及業界交流。今年
2月22日，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曾永康教授兼
系主任、物理治療臨床導師蘇俊龍博士及行政主任
姚紀恩女士回訪本園物理治療中心及各醫療單位，本園
副主席兼醫療服務委員會主席盧燊河董事、醫療服務委員
會副主席梁理中董事及物理治療中心及眼科服務檢討專組
組長茹志昭董事親自接待來訪嘉賓，雙方希望透過是次
交流增進彼此了解，日後會有更多發展去服務社區大眾。

芳姐自接觸舞蹈，更成了人生最大樂趣，「我好享受跳舞帶來
的動感，令我的生活增添不少色彩，以舞會友，讓我認識更多不同
的人。」跳舞不單讓芳姐提升自信，更擴闊了她的生活圈子，在這份
動力下，更讓芳姐很想有一件自己專屬的舞衣，讓她在人生舞台上
繼續「編編」起舞。「天使」們亦受芳姐對舞蹈的熱誠所感動，落力
為她造出最好的舞衣。
2018年4月6日，可平耆英鄰舍中心參與了「展才設計2018嘉獎禮」，
當天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擔任主禮嘉賓，用行動表達
傷健一家，共融關愛，更突顯計劃意義。芳姐亦在場與眾人分享她設計
背後的故事，透過學生與社區人士的合作，不單讓社區人士夢想成真，
對於學生們，除了可學以致用，能夠幫助社區人士，亦為他們帶來心靈的
滿足。「天使」們亦期望芳姐穿上的，不僅是一件普通的裙，而是包含著
她們的祝福和芳姐對跳舞的熱忱的一件「我的舞衣」。

本園社會服務耆英中心小組主席梁錦和董事（右一）、社會
服務秘書吳少英女士（左二）及耆英中心高級項目主任雷少雄
先生（左一）亦有出席嘉獎禮，並與香港理工大學綾緻康健
服裝中心總監吳秀芳博士（右二）合照留念

雙方希望透過是次交流增進彼此了解，為社區大眾提供更
好服務

24 醫療服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為「展才設計2018嘉獎禮」的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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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

園藝養心 抗壓減鬱
人每天面對不同問題，累積不少負面
情緒或壓力，如沒得到抒發或舒緩，隨時
影響身心健康，本園主辦可榮、可康
及可泰耆英鄰舍中心於去年開始推出「園
藝養心」試驗計劃，透過園藝治療促進
參加者身心社靈的健康，讓他們在栽種
過程中，體會生命奧妙，以促進人際
關係，抗壓減鬱。
園藝活動主題相當豐富，包括種植
組合盆栽，如十二卷、網紋草、合果芋、
文竹、袖珍椰子、臭草；亦有立體乾花花
束、餐巾花、瓶插，以至押花手工等等。
過程中，參加者由換盆、翻土、播種、
澆水開始學習，並從照顧種子發芽、給
予營養、照顧生長、到開花結果的過程
中，感覺和接觸到生命的過程。接著組員
可透過自行設計和創意發揮，得到自信
與情緒宣洩的機會。

計劃推行至今已有一年，4間鄰舍
中心於2018年3月15日在嗇色園黃大仙祠
鳳 鳴 樓 禮 堂 舉 行 了「 園 藝 養 心 計 劃
分享會」，向本園社會服務同工、服務
使用者、義工及家屬分享計劃的內容及
成果。參加者均認為活動增加與別人
接觸的機會，擴闊生活圈子；而園藝
過程則為他們舒緩情緒，減輕壓力、
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各中心在活動前後
均透過「園藝治療福祉效益量表」
量度組員的自我效能感、福祉感及情緒
方面的轉變，問卷的總分由小組前的
507分升至小組後的690分，結果顯示，
計劃對長者的身、心、社交方面均有正面
影響，令人鼓舞。

新年活動花絮

每年新春，本園社會服務單位均會為中心或院舍長者舉辦節日
慶祝活動，讓各位老友記一同歡度新春，感受濃濃的節日氣氛，
除了享用健康的應節美食外，當然不少得勁歌熱舞等餘慶節目，
為大家帶來難忘回憶，就讓我們一起重溫當日溫馨又熱鬧的場面啦。

「金犬報喜迎新春」

「耀才新春樂團圓」

2018.03.01

分享會當天，組員將親手種植的盆栽交予嘉賓，由嘉賓
將盆栽移種到黃大仙祠從心苑，寓意傳承正能量，讓更
多社區人士認識園藝活動建構正能量，養心怡情

2018.03.03

嗇色園懷傲運動天地善長司徒碧珠女士支持及贊助
『金犬報喜迎新春』春茗活動，筵開九席，長者團團
圓圓，聚首一堂送雞迎犬，各人歡度一個下午的時光。

可健耆英地區中心、可榮、可泰、可康耆英鄰舍中心獲邀出席
由麥羅武慈善基金/耀才證券合辦的「耀才新春樂團圓」，與一班
年逾70歲的長者一起歡度新春。現場除多款美味佳餚外，更有一
系列精彩表演，包括「明歌知欽」及由多位嘉賓為長者獻唱經典
懷舊金曲。本園可榮中心更特意為是次活動編排應節劇目，由話劇
班及舞蹈班同學演出歌舞劇「元宵佳耆」，令現場氣氛更添熾熱。

園藝養心組員向參加者分享在小組活動的得著
善長司徒碧珠女士派利是予各長者，個個笑口常開
長者話劇演出頗具神韻

「五福臨門賀新春」
2018.03.06

活動由可蔭護理安老院舉辦，由幾頭精神
奕奕的活潑小獅隊為活動揭開序幕，加上院友
和『 樂 之 泉 』 樂 團 的 精 彩 演 出 ， 眾 嘉 賓 、
院友、家屬及員工全情投入，埸面溫馨熱鬧。
活動亦有賴一班盡心服務的義工，包括消防
義工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社會福利署義工
等，逐一接送院友到活動場地。同時亦感謝
善長黎驍敏女士、陳礎光先生贊助抽獎禮物和
到場支持，讓院友盡興而回、滿載而歸。

一眾嘉賓與參加者合照留念

男女泌尿健康講座
泌尿系統包括腎臟、輸尿管、膀胱及尿道，負責將人體內的廢棄物排出體外，倘因泌
尿器官疾病而影響人體排毒功能，便構成健康威脅。為提高大眾對泌尿健康的認識，嗇色
園社區學院於2018年4月11日舉辦「關注前列腺健康—男女泌尿健康講座」，邀得香港
前列腺基金會創辦人及主席、泌尿外科專科黃國田醫生擔任主講，包括講解男女泌尿健康
的醫學常識、泌尿問題的病理成因及現行的醫療方法。

『樂之泉』樂團與一眾嘉賓及員工盡情投入

「愛生命．長者有明天」計劃分享會
2018.03.09

參加者踴躍發問

黃醫生表示，不論男女，隨年紀增長便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泌尿問題，如小便無力、
尿頻或夜尿增加等情況，不少市民對前列腺健康認知不足，導致許多早期的前列腺疾病未
能及時得到診治。事實上，大部分求診個案如及早識別並進行適切的治療，可大大提升治
療的成效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講座吸引逾200人參與，參加者踴躍發問，亦得黃醫生
逐一細心解答，並表示可為有需要人士安排相關免費檢查，讓長者們更掌握身體情況。
黃國田醫生深入淺出為參加者分享泌尿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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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蔭院友的精彩表演

可聚耆英地區中心於2011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開展為期兩年的「流金頌社區計劃－愛生命．長者有明天」，
成功從加拿大引進「適應性懷緬治療」並發展為具本土特色的治
療模式。計劃期內，中心曾為逾千名居於黃大仙及深水埗區長者
進行心理健康評估，成功治療及跟進248名出現輕度至中度抑鬱
症狀者；當中超過七成參加者從懷緬中成功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從而啟發自身的解困能力，重建個人自信，紓緩抑鬱情緒，成效
理想。在分享會上，兩位參加者現身說法，在參加小組治療後，
她們成功從自身及借鑑別人經驗中尋找解難的方法，改變看待問題
的態度。她們更認為計劃提供整理人生的機會，從回顧中得到別人
的認同，重拾個人自信。

兩位參加者現身
分享她們參與計劃
後的得著

計劃分享會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廖錦霞女士及嗇色園主席馬澤華先生,
OStJ, CPM擔任主禮嘉賓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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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健康講座系列

「好．好聚」
2018.03.20

由本園與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合辦的「2017-18年度嗇色暖意獻耆年」之「好．好聚」
活動，聚集逾240位長者、護老者及協辦機構代表聚首
一堂，並邀得嗇色園人道社區關愛計劃「關愛大使」
朱咪咪女士、影視紅星甘國衛先生及甘太（朱壁汶
女士）專誠蒞臨獻唱，為參與活動的長者帶來停不了的

歡樂。隨著「好．好聚」活動圓滿舉行，「嗇色暖意獻
耆年」正式劃上完美句號，承蒙地區人士多年來身體力行
關心長者，為社區添上濃情「暖」意。未來，本園將與
社署繼續合作，推出嶄新主題計劃，回應社區人士需要。

都市 人常 談養 生， 除了 吃得
健康 ，也 要配
合運動。八段錦乃我國
古代發明的健身
方法，由八種肢體動作
組成，內容包括
肢體運動和氣息調理。
本園與香港中文
大學 中醫 學院 舉行 第二 場中
醫健 康講 座，
由香 港中 文大 學中 醫學 院助
理講 師畢 龍騰
博士 與大 家分 享「 養生 功
— 八段 錦」 ，
歡迎有興趣人士參加，費用
全免。
「中醫保健養生功 — 八段
錦」
日期：2018年6月16日(星期 )
六
時間：上午10:30-11:30
地點：黃大仙祠鳳鳴樓禮堂
查詢：2329 8260 (醫療服務
統籌處)

一眾嘉賓將本計劃歷年內容珍而重之放入寶箱內，留待日後共同回味

「耆開得勝健樂行」
2018.04.08

活動由耆開得勝關懷基金贊助，於馬鞍山烏溪沙
青年新村舉行，可澤、可泰及可康耆英鄰舍中心各中
心合共派出300位會員參加，陣容鼎盛。影視紅星胡
楓先生及羅蘭小姐到場為長者獻唱名曲，並分享保持
身心健康的心得，兩人談笑風生，逗得眾長者笑逐顏
開。大會亦安排豐富節目，包括中、西醫義診、「青
田音樂之家」歌唱表演、藥物知識介紹、健康短講及
被動式運動體驗等等，透過不同的活動，鼓勵長者勤
做運動，保持身心健康，齊齊健老不怕老。

星光熠熠賀紀慶暨義工嘉許禮
2018.03.22

可聚耆英地區中心亦藉著17周年紀慶舉行「星光
熠熠賀紀慶暨義工嘉許禮」，特意嘉許一班默默耕耘
的中心義工，無私奉獻，支援中心服務，令一眾有需
要的服務使用者得到更多關懷，體現「助人自助，
人 道 關 愛 」的 精 神 。 當 晚 晚 宴 上 ， 除 了 有 長 者 表 演 外 ，
紀利華木球會義工亦悉心安排連場歌舞表演助慶，
嘉賓及義工更以舞台將歡樂帶到圍席，並向參加者
逐一致謝。本園期望新一年度有更多愛心義工加入我們的
團隊，為長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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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紅星甘太（朱壁汶女士）與咪咪姐合唱

健康檢查活動2018
一年一度的嗇色園健康檢查日又來了，今年的主題為「愛健康
常檢查」，檢查項目包括血糖檢測、膽固醇檢測、血壓及BMI量度、
關節痛症檢查、基本口腔檢查、中醫問症、耳穴保健、視力普查
及身體脂肪檢測等，費用全免。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定期
做檢查，愛惜身體，你我都可以做到！
「愛健康 常檢查」2018健康檢查活動
日期：2018年9月28至29日
查詢：2329 8260 (醫療服務統籌處)

道長代辦上表祈福
鑒於 不少 善信 因身 處海 外或 公務 繁
重， 未能 到太 歲元 辰殿 上表 祈福 ，
本園 決定 大開 放便 之門 ，安 排道 長
代辦上表祈福拜太歲儀式，使各
信眾皆得星君太歲庇佑，平安健
康、順利如意。上表儀式期間，
道 長 會 親 書 善 信 之 姓 名 於「 祈 福
星燈 」上 ，以 作祈 福。 善信 可決 定
將其 懸掛 於本 園第 二參 神平 台， 或
帶回家中懸掛，保佑平安。報名表格
可於本園總辦事處索取。本園稍後亦
會上載網站，供善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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