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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RRITORIES WOMEN & JUVENILES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新界婦孺福利會成立之初是從關心新界婦女及
其子女的起居照顧開始，以實際工作如舉辦義學及

婦女興趣班，育兒講座為農村婦孺提供支援服務。

  隨著香港社會發展，本會服務已趨向專業化，
在興辦學校、幼稚園為普羅大眾階層提供優質學術

及品行教育的同時，更帶領同學參與不同的交流活

動，擴濶視野，培養學生學習獨立思考和成為優秀

領袖人才。

  本會亦關心鄉郊地區長者的獨特需要，率先在
元朗洪水橋區為長者提供基本文娛康樂活動及個人

服務外，亦主動舉辦多項義工服務，社區參與和關

社教育，使長者提升個人能力感，改善社會對長者

的形象，促進社會共融和諧。

  將來本會仍會以家庭為工作核心，為香港家庭
每一位成員提供學習機會、德育培養、獨立思考訓

練，關懷弱勢社群以達致建立團結融和的香港社會。

理  念

簡  史

使  命

• 一九六五年首辦馬灣診療所，贈醫施藥，服務貧苦
大眾。 

• 一九六六年長洲婦孺福利中心成立，推動文娛康樂
活動；其後更於坪洲及洪水橋辦有兒童樂園（幼

兒學校）及幼稚園各一所。 

• 一九七三年於元朗首辦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及暫
託兒童服務，並陸續於各區開展學前教育服務。 

• 一九八一年蒙政府批准於大埔大元邨開辦第一間津
貼小學，名為「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該

校當時為新型標準小學，校舍設備完善，因管教嚴

謹，成績卓著及推動活動教學，甚得家長歡迎。 

• 首間老人中心亦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正式投入服
務，命名為「屈柏雨紀念老人中心」。 

• 二零一四年十月轉型為「柏雨長者鄰舍中心」，
繼續為元朗洪水橋市區及鄉郊提供社區照顧安老

服務。

• 二零一八年八月成立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
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於一九六五年成立，先在荃灣寶石大廈開辦非牟利幼稚園，後得新界政務
專員及鄉紳賢達推薦成立「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創辦初期其宗旨為新界婦孺謀福利，

推動文娛康樂活動，資助清貧兒童就學，調解婦女家庭糾紛，敬老扶幼，撫恤孤寡及貧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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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本會創辦人、歷任會長、主席以及執行委員會

成員多年來均努力凝聚更多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才

去提升服務質素以支援本會的未來計劃。去年十二

月十一日透過選舉產生之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正式就

職，成員人數更增加了三十三個百份點，共同肩負

起透過多元服務去惠澤社會之重大使命。

    隨著香港社會轉遷，我們專注於向基層家庭提

供優質服務。本會現設有長者鄰舍中心、融合教育

服務隊、幼兒學校及小學。

    本會之小學教育工作始於一九八一年創立新界

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創校38年間，秉承本會

創辦人梁省德BBS太平紳士之省德立人、關愛家庭

和服務社會之願景，以積極推行學生品德、學業與

課外活動並重為宗旨，辦學成績優良，頗獲各界好

評。繼往開來，為解決大埔區小學學額不足的問

題，本會新辦之基督教銘恩小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

二十九日正式成立，為該區提供優質的小學教育。

    本會屬下5所幼兒學校自二零一七年參與「免

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資助計劃」，教學設施、環境及

師資更臻完善，二零一九年一月，本會長發邨幼兒

學校率先通過教育局學校教育質素保證評估，並在

「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與學生支

援」3個範疇獲評為表現良好。

    社會服務方面，長者服務仍是本會的重點項

目。除繼續提昇服務質素外，亦努力不懈地發展

新服務以回應長者需要，鑒於患有認知障礙症的

長者人數上升，柏雨長者鄰舍中心已增聘社工人

手回應需要，為長者提供專門的訓練服務，減慢

病情惡化，舒緩患者及家屬的壓力，以達至長者

能夠在熟識的社區享受豐盛晚年。

    二零一八年是本會痛失創辦人及前會長、主席

梁省德BBS太平紳士領導的一年，隨著梁會長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息勞離世，本會仝人時刻緬懷梁省

德永遠名譽創會會長畢生待人以誠，謙恭有禮，熱

心公益，行善德昭之心，對社會貢獻良多，本會仝

人緊記承傳梁會長省德立人、關愛家庭及服務社會

的精神。

    本會能肩負起透過多元化服務惠澤社會之重大

使命，實有賴熱心人士包括義工、企業與政府各

方面的協力共創，本人謹代表新界婦孺福利會，感

謝執行委員會和各小組委員會的貢獻，並感謝各同

工的努力及各政府部門、合作伙伴、服務使用者及

家屬、義工和捐款善長的支持和鼓勵。社會迅速轉

變，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同工均會上下一心共同努

力，繼續有效回應社會所需，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士提供優質和適切的服務，將愛與關懷帶給社會，

共同造福社會。

黃關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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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治成員名單

永遠榮譽會長

貝敦唐琦女士（永遠榮譽會長）

梁省文女士（永遠榮譽副會長） 

名譽會長

李細燕太平紳士

李小萍博士

李煌添MH太平紳士
陳佩添先生

鄺啟濤博士MH

會長

李麥潔娉女士

執行委員會

黃關寶珠女士（主席）

賴李燕儀女士（副主席／名譽秘書）

胡陳素英女士（副主席）

林任賽華女士（副主席）

蔡李美辰女士（副主席）

顏何靄玲女士（副主席）

盧進賓先生（名譽司庫）

羅志平先生（義務財務顧問）

黃明中先生（委員）

鄭少傑先生（委員）

梁永善牧師（委員）

王麗英女士（委員）

陳志雄先生（委員） 
甘秀雲博士（委員）

朱景玄先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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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部辦學團體代表

主席：朱景玄先生

委員：林任賽華女士

 顏何靄玲女士

 鄭少傑先生

 梁永善牧師

 黃關寶珠女士

 財務委員會代表（列席）

財務委員會

主席：盧進賓先生

委員：林任賽華女士

 黃明中先生

 羅志平先生

行政及人事委員會

主席：林任賽華女士

委員：賴李燕儀女士

 顏何靄玲女士

 盧進賓先生

 蔡李美辰女士

 朱景玄先生

 黃關寶珠女士

籌募委員會

主席：賴李燕儀女士

委員：林任賽華女士

 黃明中先生

 黃關寶珠女士

發展委員會

主席：甘秀雲博士

委員：蔡李美辰女士

 顏何靄玲女士

 王麗英女士

 賴李燕儀女士

 黃關寶珠女士

處理傳媒及投訴委員會

主席：顏何靄玲女士

委員：鄭少傑先生

 梁永善牧師

 陳志雄先生

 朱景玄先生

 黃關寶珠女士

幼兒學校校董會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席：蔡李美辰女士

委員：甘秀雲博士

 賴李燕儀女士

 王麗英女士

 陳志雄先生

 朱景玄先生

 胡陳素英女士

 黃關寶珠女士

 財務委員會代表（列席）

委員會及顧問

顧問
方長發先生

何志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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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RRITORIES WOMEN & JUVENILES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新界婦孺福利會
組織架構圖

新界婦孺福利會會員大會

執行委員會

幼兒學校校董會 小學法團校董會 社會服務部

元朗幼兒學校

上水幼兒學校

博康邨幼兒學校

長發邨幼兒學校

粉嶺幼兒學校

梁省德學校

基督教銘恩小學

柏雨長者鄰舍中心

幼兒學校融合服務

幼兒學校暫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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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師生統計
  2018-2019年度連同加輔組共開26班，學生
人數760人，全校教師共51名，職員共21名。全
體51名教師均持有學士學位，其中具碩士學位的
有13人。六年級參加2017/2019年度中學學位分
配中，全級人數103人，92%學生以首三志願獲派
中一學位。

學與教
  2018-2019年度至2020-2021年度的三年發展
計劃：

  （一）深化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優
化學生自主學習策略及透過學習日誌，推動學生自

主學習的精神。

  （二）建立正向校園氛圍，培養學生正向的人
生觀。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強項，肯定自己的能

力，實踐正向的行為。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各科均有參加教育
局、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協

作計劃，配合學校關注項目，提升學與教。學校聘

請了三位外籍英語教師，定期與原任英文老師協作

教學，旨在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每年以跨學科形式舉辦「聯課日」，今年主題
是「中華文化日」，學生除了可以穿上中華民族的

服裝參與各科的攤位遊戲外，還可以透過講座及製

作手工藝來體驗中華文化。

  創辦於一九八一年九月，以積極推行學生品德、學業與課外活動並重為宗旨，「忠孝勤誠」
為校訓，以「學生為本，一個也不放棄」為信念。

校園電視台

大阪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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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活動
  本校積極推行全方位活動，2018-2019年度共有64個
學術、服務、制服及體藝小組，部分活動更由校外專業人

士負責教導。

海外及內地交流
  參加「同根同心  廣州的自然保育可持續發展」三
天交流團；前往姊妹學校「廣州市花都區駿威小學」參與

STEM及藝術一天交流；舉辦「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
之旅」及探訪姊妹學校四天交流團。中樂團小組亦於二零

一九年七月及八月分別前往日本東京及大阪參加比賽。

海霸編程比賽

聯課活動—中華文化日

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

中國舞初級組及高級組榮獲優等獎出席頒獎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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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使命
  「信、望、愛」是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的
校訓，希望學生能銘記上帝創造的恩典；銘記父母養育的

恩典；銘記社會栽培的恩典，成為一個常常懷著感恩的心

的人。

師生統計
  2018-2019年度設有5班一年級，1班四年級及1班五年
級，學生人數約二百多名學生。教學團隊19人，包括外籍
英語老師及支援教師。全體教職員皆擁有學士學位，其中

具碩士學位的有7人。

  成立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是一所有時限小學，目的是解決大埔區小學學額不足的
問題。雖然只是營辦九年時間，學校仍堅持為孩子提供優質的教育，讓他們有機會在愉快的氣

氛下享受學習的樂趣。

學生於聯校運動日全力以赴作賽

英華小學學生到校為我校學生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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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本校特別整合各科課時，上午專注常規
科目，下午不設正規課堂，分別設立生命教

育課，透過繪本及體驗活動，發展學生的完

整人格；「啟夢者計劃(DreamStarter)」活
動，每組十多人，由學生作主導，帶領老師

一同實現夢想，帶動社會改變。學生透過下

午不同活動，應用學到的知識。另外星期五

更會提早放學，讓學生有時間參加興趣班，

或到圖書館閱讀，或回家休息。讓學生能真

正無負擔的享受週末，我們實行「星期五無

功課」政策。星期五沒有抄寫式功課，只希

望學生做「閱讀功課」，多借書與家長親子

閱讀，也可自行搜集資料，為下星期備課。

  同時，本校推出「我功課，我話事」計
劃，學生按默書分數而得到貼紙量，他們可

運用手中貼紙決定抄寫功課的份量。這計劃

既可減少操練式功課。亦可讓學生學會自我

學習，揀選自己合適的學習方法。學校亦不

會買補充練習，每節課堂也有做功課時間，

下午亦有廿分鐘做功課的導修堂，學生在校

已可完成大部分功課。

  大埔區特色是人情味濃厚，街坊關係密
切，希望善用優勢，加強學校與社區連結，

教導學生以知識回饋社會，盼他們通過服務

貢獻社區。令學校可與社區有很多連結，令

學生與區內人士有更多溝通。本校與「惜食

堂」合作推行學校社區計劃，開放校園派飯

給長者，讓家長及學生有機會從義務工作

中，認識回饋社會是不會受年齡所限，孩子

也有能力令社區變得更美好。

學生於開學禮時誠心禱告

學生於DreamStarter兒童夢想募資日，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夢想。

學生於旅行日展現笑臉學生於銘恩演藝班中展現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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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遊戲學習讓幼兒獲取知識

新界婦孺福利會元朗幼兒學校
學生統計
  本校收生對象為二至六歲（全日班），名額100名，本年
度收生人數為100名。

教學特色
  「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設計理念，從幼兒角度出發，
按幼兒需要和已有生活經驗、興趣及能力，並重視課程的全

面和均衡性。教師會透過選取來自幼兒生活化的主題，引導

幼兒發掘主題中有趣的議題和探索問題，帶領幼兒到相關社

區參觀及體驗學習，讓幼兒透過實踐中學習、生活中學習，

以配合幼兒好奇、好動的本性來延伸不同的學習活動以進行

建構學習，成為有意義的課程。

繪本教學 以情啓學
  藉著繪本內的故事情感連繫幼兒生活經驗，從愛與情出
發，讓幼兒感受愛，進而學會愛自己、愛家人、愛社區及愛

大自然。故事為幼兒創造豐富的想像空間，當故事情境與幼

兒生活經驗結合並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繼而延伸至一連串

富個人化意義的學習。幼兒按自己的構思和想像力實踐於活

動角內，從動手體驗中感受自己學習喜愛，促進他們學習的

知識、技能和態度。

以社區為教室 豐富生活經驗 
  「生活就是學習」因此環境是幼兒學習成長重要一環，
教師經常帶領他們走進會說話的學習情境進行實地考察，激

發學生主動學習、開放思維，培養主動探索及解難的精神。

遊戲學習
  將遊戲動機轉化成為學習動機，透過遊戲讓幼兒重現、
整合及歸納經驗，通過「遊戲」可讓幼兒在玩耍過程中，獲

取知識。進行遊戲教學時，教師為幼兒營造特定情境，幼兒

可按自己的興趣和生活經驗，透過模仿和扮演與同儕互動，

能讓幼兒激發思考、發展想像力、探索能力、與人相處的技

巧等，當進行自由遊戲時，更完全是由幼兒作主導，幼兒可

運用各種素材物料，如小樹枝、樹葉、紙張、小盒子、鐵罐

和膠樽等，用自己方法去建構自己學習，從而提升創意、溝

通能力與解難能力。

實地考察

幼稚園接力邀請比賽

幼兒喜愛學習，促進他們
學習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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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伙伴
大專院校
・本校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專業合作「

童心親親理財學堂」及「生物多樣化體驗計劃」，

為老師進行教師培訓，以多元互動學習加強兒童學

習動機及效果。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及浸會大學舉行「語常會英文發

展計劃」，提升教師教授英文的能力，及幼兒對學

習語文的興趣。

・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

中心」之「幼稚園互動遊戲教育計劃」，為本校教

師及家長提供有關遊戲教育方面的專業訓練、實用

技巧、培訓套件和成效評估，以協助學校培訓教師

和家長掌握以集體遊戲方式，有系統地加強學生學

習社交溝通技巧和促進其情緒發展。

・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邀請為學生進行

職前講座及介紹機構服務。

・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邀請進行「童心

親親理財學堂」計劃成效發佈會。

・獲北京師範大學邀請參與幼教專家到港訪校交流

計劃。

專業團體
・本校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作「小荳芽駐園社工」計

劃，社工每星期駐校兩天，了解幼兒、家長和教師

的情況，提供適切支援，並定期進行家長及兒童教

育活動。

・與慈慧幼苗中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管理）合作舉

辦家長小組。

・與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合辦為3-6歲幼兒進行足球
訓練計劃。

・獲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香港總會邀請，並由Ms 
SAIKO & Ms KARO指導幼
兒體驗森之積木遊戲。

・與北京大學及香港文教協

會合辦幼兒STEM體驗活
動日。

・與PLAYRIGHT合作，到荔
枝角公園進行Let’s Play自
由遊戲活動。

社區參與
・參與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舉行「百花齊放．潛能盡

現」之幼小塗鴉活動。

・參與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幼兒STEM環保遊戲日。

・參加多樂士舉辦「Let's Colour社區添色彩」漆油贊
助計劃。藉著是次贊助計劃活動機會，讓教師、家

長和學生合力為學校天台的一道日久失修的環保牆

壁翻新，一起以「畫出孩子玩樂世界」為主題去進

行壁畫創作，加添校園色彩及活力，促進親子之間

關係，並進一步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獎項／榮譽
・學生李豐沛參與元朗．天水圍優質學校展2018親子
填色比賽，並獲一等獎。

・學生陳洛瑤參與佛教榮茵學校「創校三十周年」幼

稚園親子徽號設計大賽，並獲優異獎。

・參加佛教陳榮根學校「幼稚園3人足球比賽」，並獲
第四名。

・參加佛教陳榮根學校「幼稚園接力邀請比賽」，並

獲第四名。

・參加元朗優質教育嘉年華2018表演。

幼稚園3人足球比賽

參加多樂士舉辦「Lets Colour 社區添色彩」
油漆贊助計劃

與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合辦為
3-6歲幼兒進行足球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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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生統計
  本校收生對象為二至六歲（全日班），名額100
名，本年度收生人數為100名。

教學特色
  本校課程以繪本教學、專題教學及主題教學三
者並行，配以戶外學習及多感官探索的元素，培養

幼兒主動學習的精神。本校尤其著重幼兒的品德教

育，以綠色生活的元素為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

健康的人生觀，學習互相尊重的態度，以促進幼兒

全人發展。

協作伙伴
・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

展」2018-2019計劃之種子學校，校長及種子老
師參與其總結分享會，把成果向業界發佈。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語文

專業發展課程」，提昇教師推行語文課程的技巧

及能力，達致增加幼兒學習語文的興趣。

・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由二零一九年二月至

二零二二年一月期間提供駐校社工服務，以支援

學前兒童、其家長、照顧者以及教職員的需要。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教師培訓，進行三節講

座，包括「做個正面老師工作坊」、「感覺統合

面面觀」及「藝術成長課」。

・參與「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兒童啟蒙老師

訓練項目，提昇老師教導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知

識和技巧，建立親子共讀的良好習慣。

・參與「DADs Network網絡」舉辦「與爸爸有個
約會」校園計劃，推動父職文化，提昇親子的

溝通，增加爸爸與孩子獨處的優質時間。

・參與「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舉辦的「親

親祖父母︰幼兒生命成長課程」，推動關懷、

尊敬及孝順長輩的文化，提昇幼兒與家中長者

互動的機會。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二年

全日制）實習學員學校體驗。

・參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幼兒、長者及社

會服務系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二年級實習學員

學校體驗。

・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

憑課程一年級實習學員學校體驗。

新界婦孺福利會上水幼兒學校

正向教育總結分享會

種植

14



NEW TERRITORIES WOMEN & JUVENILES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社區參與
・參與衞生署「開心果月」及口腔健康教育組之「陽光笑容新

一代」學校護齒計劃。

・參與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陽光笑容小樂園」參觀活動。

・參與第二十五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2018/19戲棚粵劇齊齊賞」及
「2018/19學校文化日計劃」粵劇全接觸活動。

・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

獎項／榮譽
・獲頒2018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榮譽獎項。

・獲頒2018-2019年度「齊惜福賽馬會綠色生活教育計劃」惜
福學校銀獎及惜福老師金獎。

・獲嘉許為香港教育大學舉辦之兒童繪畫比賽的「最積極參與

幼稚園」。

・參加由香港婦聯舉辦的「傳“城＂二十四孝中華孝道文化親

子填色比賽」獲優異獎。

・參加由以勒基金舉辦的「Easy Easy好小事」活動，幼兒把所
作的好事記錄下來，共有2位學生的作品入圍並印刷於2018-
2019年度「好事日記」內。

・獲頒「2019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北區及大埔區選拔賽優
異獎。

・參加由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舉辦的「第十三屆

校運會暨幼稚園競技比賽」獲團體優異獎。

・參加由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舉辦的「運動會暨北區

幼稚園競技比賽」獲優異獎。

・參加由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舉辦的「幼稚園4x25米
接力賽」，並獲男女子混合組殿軍、女子組優異獎及男子

組優異獎。

・參加由沙頭角中心小學舉辦的「幼稚園接力邀請賽」，並獲

季軍、殿軍、第五名及第六名。

關愛校園

快樂小蜜蜂 外出清潔公園垃圾

上水幼兒學校幼兒表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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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新界婦孺福利會博康邨幼兒學校
學生統計
  本校收生對象為二至六歲（全日班），名額95
名，本年度收生人數為95名。

教學特色
  本校採用「專題研習」教學法，以幼兒主導學
習的模式，讓幼兒透過觀察、討論、訪問、實驗、

記錄、推測、聯想、互相協作等方式下尋求答案，

從中提升幼兒的語言運用、社交能力、科學思維、

解難能力、創意思維等方面的發展。各班也會透過

不同的戶外參觀活動，進行實地考察及探索，藉以

滿足幼兒的好奇心及疑問，引發他們對主題有更深

入的探究。此外，教師明白展示幼兒學習成果的重

要性，各班也會舉行專題研習分享會，幼兒能參與

的展覽工作及親身向出席之家長講解及分享探索

活動內容、過程及學習成果，提昇幼兒對自我的肯

定，以及向成人表現自己的信心。

協作伙伴
・參與香港專業學院（沙田）分校「童心親親理財

計劃」，讓教師在推行「理財」主題時有更豐富

的教學資源及內容，並參與其發佈會，把成果向

業界發佈。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舉辦「語文專

業發展課程」，提昇教師推行語文課程的技巧及

能力，達致增加幼兒學習語文的興趣。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作「小荳芽駐園社工」計

劃，社工每星期駐校兩天，了解幼兒、家長和教

師的情況，提供適切支援，並定期進行家長及兒

童教育活動。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教師培訓，進行三節講

座，包括「做個正面老師工作坊」、「感覺統合

面面觀」及「藝術成長課」。

・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幼

兒教育中心合作「綠路童心  生物多樣性」計
劃，為老師進行教師培訓，以多元互動學習加強

幼兒學習動機及效果。

「童心親親理財計劃」成效發佈會

2018沙田節閉幕禮「愛沙田」親子遊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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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基地防火宣傳話劇

社區參與
・獲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邀請出席「2018沙田節元
宵晚會暨沙田節日燈飾閉幕典禮」表演嘉賓。

・參與由賽馬會乙明青年空間舉辦之「2018沙田節關愛
社區嘉年華」兒童表演。

・參與香港傷健協會舉辦之「2018沙田節閉幕禮‧『愛
沙田』‧親子遊藝節」表演。

・參加由康文署舉辦之文化藝術活動，前往「香港非物質

文化中心」進行學校文化日計劃2018-2019「粵劇賞面
派對」活動。

・出席沙田區防火委員會沙田區防火安全推廣計劃「童真

基地防火宣傳話劇」。

獎項／榮譽
・參加由東華三院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

校夥伴協作中心及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協辦之

「2019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並獲得優異獎。

・參加慈航學校之「幼稚園競技障礙邀請賽」，獲亞軍。

・參加救世軍田家炳學校之「幼小運動會」，獲優異獎。

2018-2019 小學運動會

2018-2019「粵劇賞面派對」活動

2018-2019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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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新界婦孺福利會長發邨幼兒學校
學生統計
  本校收生對象為二至六歲（全日班），名額105名，
本年度收生人數為105名。

教學特色
  本校課程設計配合機構的課程發展理念，以全人發展
為方針，再配合本年度計劃優化遊戲為本的教學策略，培

養幼兒品德發展及促進學習能力，繼續輔以「繪本」、「

遊戲」和「環境創設」等策略融入教學活動。各級均透過

多元學習模式、課室環境創設，引發幼兒探索、表達、創

作、合作，從而中獲得知識，培養主動學習、聽說和協作

能力。

協作伙伴
  本學年，學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
學校夥伴協作中心「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計

劃(2018-2019)，共同以「正向六大層面」為基礎，透過
「學習正向、活出正向、教授正向、融入正向」，讓幼

兒、家長及老師一同以互讚互賞，並樂於以正面情緒迎

接挑戰。

  計劃導師運用多元化的活動，如：工作坊、講座、
交流活動等來提升幼兒教師的正向能量，又引導家長運

用正面的教育方法教導子女。同時，家長透過觀課不單

能夠了解到幼兒在校學習情況外，還試用欣賞和鼓勵的

字句和說話去表達他們觀課時看到孩子的表現，給予幼

兒正面支持。

  本校嘗試將正向教育滲入課程，以「愛與樂：愛人愛
己．樂於學習」為本年度課程發展核心。每個學習主題再

配以繪本、社會遊戲等誘發幼兒學習知識、技能和態度，

使幼兒從生活中實踐關愛自己、家人、朋友及社區等，並

養成分享和感恩的情操。經過一年，我們的幼兒對周遭的

事物充滿好奇心，投入學習，還會主動感謝幫助過他們的

人。學校已將“正向種子＂播種到幼兒身上，逐步孕育他

們能懷著“喜樂＂、“積極＂、“愛＂、“勇氣＂的能量

迎接每一天。

藉著正向教育教師培訓，不單促進同工彼此
的溝通，強化我們的合作精神，更提升全校
同工的正向能量！

幼兒喜愛與同伴進行不同遊戲學習

戶外學習中，幼兒透過訪問、
觀察、記錄深化學習

家長和幼兒十分投入參與各項聖誕親子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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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參與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舉辦的關愛共融校園體驗

活動，讓幼兒學習與聽障人士溝通和相處。

・參加香港壁球總會主辦的「喜．動壁球幼兒體驗

計劃」壁球體驗活動。

・參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童心親親

理財學堂」計劃成效發佈會，由教師、幼兒和家

長將正確理財的訊息與業界分享。 

・參加葵青區議會道路安全小組舉辦的「葵青區

馬路小天使」活動嘉許及宣誓儀式，並由三位

幼兒代表承諾擔當「馬路小天使」，推廣道路

安全知識。

獎項／榮譽
・K3幼兒參加東華三院舉辦的「2019全港英文歌唱
比賽」獲優異獎。

・K3幼兒李文晴參加仁濟醫院趙曾學蘊小學舉辦的
「荃葵青區幼兒才藝比賽」獲優異獎。

K3幼兒參加2019全港幼兒英語歌唱比賽獲優異獎

家長與幼兒合作到校向同學們演繹故事 家長與幼兒一起投入參與Circle Painting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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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新界婦孺福利會粉嶺幼兒學校
學生統計
  本校收生對象為二至六歲（全日班），
名額109名，本年度收生人數為109名。

教學特色
  本校課程以主題配以繪本教學，「兒童
為本」是本校設計課程方針，並且結合「遊

戲」為策略，在課程實踐上，學校採用5E
教學（包括︰環境、經驗、探索、表達、賦

權）設計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以促進幼兒全

面發展。

協作伙伴
・參與香港專業學院（沙田）分校「童心親

親理財計劃」，讓教師在推行「理財」主

題時有更豐富的教學資源及內容。另外計

劃負責人亦派員到校觀看推行「童心親親

理財計劃」的進展及與校長、主任及教師

進行訪談交流，並參與其發佈會，把成果

向業界發佈。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舉辦「

語文專業發展課程」，提昇教師推行語文

課程的技巧及能力，達致增加幼兒學習語

文的興趣。

・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由二零一九年

二月至二零二二年一月期間提供駐校社工

服務，以支援學前兒童、其家長、照顧者

以及教職員的需要。

・與基督教勵行會合作推行教育活動「好鄰

舍」學習計劃，提升幼兒關注社區並學習

身體力行推行環保生活。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教師培訓，進行三

節講座，包括「做個正面老師工作坊」、

「感覺統合面面觀」及「藝術成長課」。

紙屋設計意念多，真是創意無限

色彩繽粉迎聖誕

粵劇初體驗，造形造手真特別

20



NEW TERRITORIES WOMEN & JUVENILES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社區參與
・參與景盛苑「聖誕嘉年華2018」兒童表演。

・參與衞生署「開心果月」及口腔健康教育組之「陽

光笑容新一代」學校護齒計劃。

・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學校文化日」之一舊飯

團《吱吱喳喳動物嘉年華》音樂劇及《粤劇全接
觸》活動。

獎項／榮譽
・基督教勵行會「家『+』家紙皮屋設計比賽」冠軍。

・「2019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舉辦的「第十三屆

校運會暨幼稚園競技比賽」季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校運會幼稚園接力

賽」優異獎。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歌唱比賽」優異獎。

2019全港英語歌唱比賽

運動場上盡全力，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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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新界婦孺福利會社會服務部
柏雨長者鄰舍中心

自在自主  樂活社區
  本年度柏雨長者鄰舍中心以「自在自主  樂活
社區」為主題，提倡長者擁抱健康的生活模式，積極

參加中心各式各樣的活動，發揮個人潛能、培育新興

趣、建立社交及貢獻力量服務社區，實踐樂活自主，

自在人生。

  中心於本年度順利遷址到洪福邨內，並重新連結
洪水橋區內的居民及長者會員。本年度平均會員人數

超過580人，當中大部份為洪福邨內居住的長者。

  中心鼓勵長者善用餘暇、發展所長。中心提供多
元化而全面性的活動，全年參加人數超過12550人次。
常設活動方面，有多個不同主題的活動讓會員自由參

與，包括活力健康操、卡拉OK、數碼達人、滾球教競
場等；興趣班組方面，中心本年度共開辦24項課程，
主題包括水墨畫、舒筋太極、品詞抄詩、智能手機、

地壼球、捲紙花藝等等不同類型，讓長者從學習中發

展潛能，提昇自我形象，增加自信心，並回應長者學

習新興趣、掌握新鮮事的需求，成就精彩晚年。

水墨體驗坊

長幼共融

健康達人嘉年華

體適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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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木球會參觀

長幼共融

隨沙畫我心

  本年度中心繼續與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合作舉辦『
長者學苑』課程，促進跨代共融之餘，也推動長者與青

年互相學習， 與時並進。

守護隱長  關顧弱老
  為更有力地支援隱蔽長者，中心發動『柏雨關愛大
使』計劃，大力推動社區團體，包括鄉村代表、區議

員及屋苑管理公司等，加入成為柏雨關愛大使，協助中

心發放隱蔽長者服務的資訊及轉介有服務需要的長者予

中心跟進。中心亦響應社會福利署推行『冬日太陽大行

動』，透過義工的力量，向社區有需要的長者送贈關愛

禦寒物資。

  中心獲得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計劃資助，舉辦
柏雨鄰舍關愛大使。計劃期間共探訪了294位獨居或雙老
家庭，又舉辦以『友鄰互助、關愛長者』為題的鄰里互

助嘉年華，獲社區積極響應，共有602人次參與。

  中心亦透過定期在村內設置諮詢站，並在各村公所
舉辦鄉里站活動和送暖大行動等，接觸洪水橋區內有潛

在支援需要的鄉郊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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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護老同行—物業管理人員訓練

認知友善社區宣傳

長幼樂校園

加強支援建設認知友善社區
  本年度社會福利署增撥人手及資源予中心開辦認知
障礙支援服務，為早期認知障礙患者提供服務，舉辦持

續性的小組及活動，預防及延緩認知退化。中心更獲得

「李國賢基金」撥款舉辦『健腦之星小組』，以專門設

計的認知訓練活動，為長者提供適切的訓練。

  而為了提升社會大眾對認知障礙的認識，並推廣共
建認知友善社區，中心聯同元朗區內其他安老服務機構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舉辦『元朗認知友善嘉年華』。此活

動由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辦事處贊助，亦成功向區內

居民傳遞關顧認知障礙症的訊息。

地壼球競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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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為義工發展
  本年度中心加強對義工培訓及提供更多服務機會，鞏固義
工的信念及提昇技巧，從而提高義工服務質素，更提昇自信心

和對中心的歸屬感。全年新登記義工人數有77人，活躍於本中
心的義工人數超過150人，成效理想。

護老者行山

護老者全家幅拍攝

護老者小組

  隨著高齡長者人口增
加，長者及護老者面對的壓

力及服務需求亦相對提高，

中心將持續提供多元而優質

的服務，計劃連繫區內其他

服務機構、地區組織、居民

團體及政府機關合作，共

構一個全方位立體的互助空

間，讓中心能迅速回應需

要，透過小組、活動及持續

的支援服務，給予長者適切

的關懷及協助， 達至「居家
安老」的目標。

義工鄉村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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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新界婦孺福利會
融合服務

  除個人訓練及輔導服務外，去年更舉辦融合服
務親子活動「Running Kids 奔跑吧孩子！」，透
過具挑戰性活動，讓家長與子女一起完成各任務站

(Checkpoint)，收集「愛和欣賞成就非凡之路」的
標語，透過彼此溝通、合作，建立共同經驗，當中

讓幼兒展示能力，令家長更多認識孩子，啟發他們

以孩子的特質來施教。

  為增強家長在家協助孩子，增進彼此溝通、合
作及建立共同經驗，服務隊在各幼兒學校推動「親

子教材／玩具借用服務」，讓融合服務家長能借用

融合服務玩具、教具、教學軟件及參考書。

  本會8隊融合服務隊，為轄下5間幼兒學校的特殊學習需要幼兒，以個案管理模式，循個案
工作、個人專案工作提供個人訓練及輔導服務，讓特殊學習需要幼兒在早期能獲得專業支援及介
入，協助他們能回歸主流學校學習和生活。

心意咭作背景參加者大合照

親子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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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提昇同工專業知識與技巧，優化服務
質素，鞏固融合服務團隊工作；全體同工參加本會

幼兒學校教師發展日，由社工帶領認識「正向思

考」及「感覺統合」專題。亦鼓勵同工進修提升專

業知識與技巧，優化服務質素。過去一年，融合服

務工作員參加了多個不同類型的進修課程、專題講

座，提昇專業知識，包括身心導向ADHD綜合協調
訓練工作坊、善用桌上遊戲對懷疑有學習需要兒童

進行支援、專注力及社交訓練証書課程、自閉症兒

童家居訓練、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傳情達意：高

能力自閉症兒童社交溝通訓練、感覺訊息處理困難

支援策略、認識及支援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童、認識

及支援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學童、提升孩子自我

管理、提升學前兒童高階思維及語言組織能力工作

坊、「誘傾、有講」幼兒語言教學實務工作坊、幼

兒體育幼師深造課程、幼兒體育特教証書課程、特

殊學習困難兒童的多元動作訓練工作坊、心理投射

繪圖分析証書課程及情緒繪畫治療法。

專業交流
・獲邀到香港教育大學向幼兒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及

幼兒教育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學員介紹本會融合

服務運作特式。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全日制8
位學員分別到5間幼兒學校融合服務隊進行駐校實
務體驗。

心意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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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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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謹代表受惠的服務使用者，向下列支持本會的善長及公司／機構致以衷心謝意。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
上水消防局

大埔民政事務處

大埔區議會

元朗大會堂

元朗民政事務處

元朗區議會

北區民政事務處

北區區議會

民政事務總署

安老事務委員會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分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津貼科

洪福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署

香港消防處

香港電台電視部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社區畫廊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教育局

祥華社區會堂

勞工及福利局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葵青民政事務處

葵青區議會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衛生署

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事務科

醫療輔助隊

基金
中電社區節約能源基金

李國賢長者基金

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長者學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鳳凰慈善基金會

優質教育基金

繽紛體育基金

非牟利機構／團體
宗教教育中心

東華三院馬孔令琦兒童發展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木球會

香港世界宣明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

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慈慧幼苗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總辦事處

香港傷健協會

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

校園齊惜福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香港總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銘恩中心

基督教銘恩堂聯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社區營養部

惜食堂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嗇色園

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司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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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孔慶傑先生

孔繁翹女士

尹志良先生

方浩琳女士

王彥翌先生

王道平先生

王曉君女士

王鎵琪先生

王麗英女士

付 云女士
左桂芬女士

甘秀雲博士

甘淑儀女士

石芷寧女士

石鎧瀠女士

伍兆軒先生

朱玉英女士

朱景玄先生

朱 雲女士
江頴儀女士
江 霞女士
何卓康先生

何浠稦先生

何素欣女士

何詩韵女士

何慧怡女士

何麗儀女士

吳妙彩女士

呂亞寧女士

李小萍博士

李婉琪女士

李梅芳女士

李盛白先生

李細燕太平紳士

李麥潔娉女士

李詠賢女士

李詠嬣女士

李煌添太平紳士

李詩晴女士

李慧芳女士

李慧儀女士

李樂慈女士

李穎嘉女士

李麗貞女士

李麗媚女士

李蘭芳女士

肖敏慧女士

辛豐年先生

周俊仁先生

周詠欣女士

周嘉兒女士

周耀德、張翠珊伉儷

招銀英女士

易小莉女士

林任賽華女士

林秀珍女士

林秀香女士

林津銘先生

林國舜先生

林嘉儀女士

林麗恩女士

邱昭旭先生

邱翠眉女士

洪佩恩女士

胡美瑩女士

胡陳素英女士

范慧美女士

凌燕芳女士

唐文春先生

容健芳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滾動的書有限公司(Rolling Books Ltd.)
DADs Network網絡
UNGOOGOO故事館

公司
多樂士漆油

美利飲食有限公司

悅湖涼茶素食

嘉濤

AMBI-FX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院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北京師範大學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光明英來學校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迦密柏雨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香港教育大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慈航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

耀基創藝幼稚園

45



NEW TERRITORIES WOMEN & JUVENILES WELFARE ASSOCIATION LIMITED

2018-2019

徐博雅先生

徐麗情女士

翁倩儀女士

袁軒妮女士

高嘉慧女士

高劍劍先生

區志偉先生

張少琼女士

張巧欣女士

張守華先生

張其鎂夫人

張春燕女士

張翠珊女士

張 穎女士
張麗玲女士

張麗珍女士

曹雪菊女士

梁欣欣女士

梁省德遺產執行人

梁美蓮女士

梁恩年女士

梁健平先生

梁雪微女士

梁雅惠女士

梁順景先生

梁靖曦女士

梁慧君女士

梁曉欣女士

梁韻玲女士

章可麗女士

符傳慧女士

莊偉健先生

陳世琪先生

陳玉瑜女士

陳志雄先生

陳思敏女士

陳秋丰先生

陳美好女士

陳浠琳女士

陳釗棋先生

陳彩群女士

陳淑芬女士

陳凱琪女士

陳善如女士

陳嘉鈴女士

陳嘉寶女士

陳德強先生

陳樂思女士

陳顏芳女士

麥家慧女士

彭凱欣女士

曾玉媚女士

曾玲嘉女士

曾美雅女士

曾翠琪女士

植凱晴女士

覃佩君女士

馮昊翬先生

馮穎敏女士

馮露貞女士

黃文基先生

黃平沙先生

黃明中先生

黃金霞女士

黃素麗女士

黃茵亭女士

黃啟亮先生

黃雅雪女士

黃關寶珠女士

黃麗娥女士

楊小鳳女士

楊煒珊女士

楊慶寶先生

廖師雲先生

廖靜雯女士

趙嘉慧女士

劉佩穎女士

劉淑玲女士

劉麗英女士

潘伯僖先生

潘慧敏女士

練文紅女士

蔡子威先生

蔡李美辰女士

蔡紅紅女士

鄧日堅先生

鄧俊輝先生

鄧瑞艷女士

鄧毅良先生

鄭少傑先生

鄭梓恩先生

黎嘉寶女士

盧進賓先生

賴李燕儀女士

錢愛玲女士

謝春藍女士

本會對於隱名的支持者及各曾經向本會提供支援與協助的人士均同樣致以衷心感謝。由於篇幅所限，恕未能盡錄芳名，敬請見諒。

（鳴謝名單按筆劃及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謝曼琪女士

謝潔儀女士

鍾宛潁女士

鍾承恩先生

鍾淑琪女士

簡愛欣女士

顏何靄玲女士

魏華珍女士

羅志平先生

羅珮兒女士

羅珮慈女士

譚綺琪女士

譚艷芬女士

蘇月媚女士

蘇慶華先生

蘇靜清女士

Mr Chan King To, Ronald 
Mr Chu Kin Wa
Mrs Iain-Imelda Bruce
Mr Lai Ho Yin, Simon
Ms Lai Yee June
Mr Lam Kwong Yu
Ms Lam Siu Mei, Tersa
Mr Lau Hing Fai, Billy
Ms Pong Mei Yee, Kitty
Ms Tang Grace
Ms Tsang Wing San
Mr Tse Ka Wo
Mr Wong, Oscar
Mr Yam Po Yin, Edmund
Mr Yip K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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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婦孺福利會

總辦事處及各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總辦事處
地址: 新界元朗體育路4號元朗大會堂四樓401室
電話: (852) 2477 0104
傳真: (852) 2479 4533
電郵: ntwjwa@ntwjwa.org.hk   

新界婦孺福利會社會服務部柏雨長者鄰舍中心
地址: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福邨洪盛樓地下1號
電話: (852) 2443 1533
傳真: (852) 2470 5263  
電郵: pu@ntwjwa.org.hk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地址: 新界大埔大元邨
電話: (852) 2664 1223
傳真: (852) 2665 1012
電郵: info@taipolst.edu.hk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地址: 新界大埔大元邨（第一小學）
電話: (852)2668 6112
傳真: (852)2668 6512
電郵: info@taipocrgps.edu.hk

新界婦孺福利會長發邨幼兒學校
地址: 新界青衣長發邨長發社區中心五樓
電話: (852) 2433 8184
傳真: (852) 2433 8991
電郵: cf_cg@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福利會博康邨幼兒學校
地址: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安樓地下
電話: (852) 2649 9006
傳真: (852) 2649 0022
電郵: ph_cg@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福利會粉嶺幼兒學校
地址: 新界粉嶺景盛苑俊景閣地下B、C翼
電話: (852) 2682 0877
傳真: (852) 2682 0552
電郵: fl_cg@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福利會上水幼兒學校
地址: 上水龍運路2號北區社區中心五樓
電話: (852) 2672 5710
傳真: (852) 2672 5725
電郵: ss_cg@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福利會元朗幼兒學校
地址: 新界元朗體育路4號元朗大會堂四樓409室
電話: (852) 2944 3443
傳真: (852) 2449 4789
電郵: yl_cg@ntwjwac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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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樂意捐助港幣                        元^，以支持新界婦孺福利會的各項服務。

以下是本人的捐款方法（請於適當空格內加上“ √ ＂）

             現金
請直接存入本會匯豐銀行戶口(018-089557-001)，並將存款收條的正本連同此表格一併寄回本會總辦事
處，以便發出正式收據。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並連同此表格一併寄回本會總辦事處，以便發出正式收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捐款者資料

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填寫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   
^港幣一佰元或以上的捐款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請將不適用的刪除。

請閣下將填妥表格連同捐款支票或銀行存款收據（如適用）寄回以下地址：

香港新界元朗體育路4 號元朗大會堂四樓401室
新界婦孺福利會總辦事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資料聲明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本機構）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處理及儲存閣下個人資料。所有個人資料（姓名、

地址、電話、電郵、傳真）將會絕對保密，並僅用於發出收據及相關跟進事宜上。未經閣下同意，本機構並不會向第三方披露閣

下任何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亦不會用於宣傳／推廣或收集意見等用途上。如有疑問，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852) 2477 0104向本機
構總辦事處職員查詢。

感謝閣下的慷概捐款！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

捐款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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