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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齡管事」培訓計劃由孕育到籌劃、成員招募、培訓、畢業，整個過程，

歷時兩年多。回憶當時倡導委員會(Advocacy Committee) 成員 Betty Fu, 
El izabeth Law , Patr ic ia Yeung和我，在一晚飯會議中，為新界崇德社
計劃未來的倡導(advocacy)計劃。一致同意要為職場婦女的 Empowerment
作重點。這是國際崇德社既定目標，為各階層婦女，做教育工作，移除上游

的障礙，改變社會上認為低收入的工作或無收入的工作，就應該是女性填

補的思維。樂齡管事的意念，由此誕生。

國際崇德社一百多年來，致力為婦女平權而努力。在63個國家有1200個分會
和27,000個會員，努力不懈，希望各地婦女界，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才華
和能力，讓他們和男性一樣，無障礙的展現他們的才華。研究中發現在香港

受過大專或大學教育的職業女性，40-60歲，由於個人或家庭理由和結構性
原因，離開工作崗位數年後，卻無法再被聘用，更別想回復從前的職銜，或

獲得任何像樣工作。社會偏向於對想回歸職場的職業女性，有一定程度的歧

視和懷疑，她們被接受的成功率偏低。

倡導委員會為改變這不公平的現象，與其繼續在原有的傳統職位競爭，只會

令這群婦女越來越感覺失敗和頹喪。為了倡導以創新思維去解決問題，於是

把現在零星不起眼的工作，結構性的重新組合和包裝，再重新把它定位和提

升，注入高質素的專業門檻，樂齡管事這工種，經倡導委員會在反覆推敲中

產生。

隨著人口老化，香港老年人口65歲以上的，佔總人口約19.6%。其中有很多
都是生活富裕而很活躍的夫婦或單身人士。他們受過高深教育，有退休但有

些仍然工作。經濟獨立，不希望依靠子女。在工作中，他們的公務有私人助

理，在家庭其實也需要合格的私人助理，讓他們可以在夕陽無限好的黃金歲

月，有得力的助理協助，合資格受過高級教育的樂齡管事，並非普通家務傭

林劉淑英女士

國際崇德社及國際崇德社基金會董事

新界崇德社倡導委員會聯席主席

工可比。如想這個工種不被人誤判，從業人員必須有學歷和培訓，因為她們不是

家務助理，而是家庭的管事。社會上既然有足夠的需求，只要培訓好適合的人

才，做好推廣的工作，便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回想當初研究課程要切合富裕群體的需要，委員們除了要求課程達到高標準，

審閱坊間現有的課程，發覺都只有家務助理或者基本會計等，程度比較基本而不

完全符合要求，要重新組合。我們在課程的結構上，提供很多意見，並提供業

界有名的朋友、崇德社會員等，作為義務講師。更令我們興奮的，在培訓課程推

出時，竟然轉眼間收到超過100人報名，而實際名額最多可以加至16位。申請人
大部份都是工作經驗豐富，有高等學歷的大學生、碩士或博士等。這表示我們的

方向第一步是走對了。倡導委員會的會員花了三天時間，會見、評分和選擇，

嚴謹地選出第一期學員。我參加其中一堂培訓課，學員們都很用心學習，互相演

繹在工作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加入如何應對的場景。更加領會到好的導師對她們

何等重要，我感到十分欣慰。

新界崇德社倡導委員會的工作，並未因結業而完成，現在從這裡作起點，要展開

後序的工作，而且為更重要的推廣工作。我們要和政府部門，有關招聘機構、社

福機構，大力推廣樂齡管事的理念。讓這工作可以落地生根，被社會各界認同，

也為快速老化的樂齡社會，提供一批又一批專業的生力軍，投入服務，解決樂齡

的煩惱，讓樂齡社群的夕陽時光更顯輝煌。

希望各待業的管事，了解新界崇德社的心意，香港社會，沒有把妳們拋在後

面，我們關心妳們，而且希望你們以一個專業及令社會尊重的形象，投入一個極

之需要妳們服務的群體。

新的職位、新的僱主，大家都需要互相包容和磨合，希望畢業同學抱著信心和耐

心，與同學們建立良好關係網絡，相互照應。在將來工作崗位上，樹立好的模

範，為後來的從業員開創新的里程碑。祝福妳們人生加添姿采，發熱發光！

在此感謝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的仝人在Kate Wong的帶領下，鼎力協助，培訓計
劃才能由開始培育，至培訓順利完成。過程的努力和付出，工作的專業，令人

敬佩，謹代表新界崇德社對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作衷心的感謝。

202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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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長者數目增加，當中不乏一些一直以來很活躍、高學歷及追

求生活質素的年青長者。這些年青長者可能仍然工作或已從原來工作崗位退

下來，在社會或其他事務繼續工作。他們需要有人協助處理生活上各項事

務，使他們可發揮其所長，繼續專注投入及貢獻社會，追尋自己的夢想，創

造更精采更豐盛的人生下半場。

新界崇德社倡導委員會建議舉辦這個具前瞻性、有意義、及關懷年青長者的

「樂齡管事訓練計劃」，而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很榮幸能夠參與這次「計

劃」，成為培訓伙伴，為學員提供專業培訓。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以「延續人力資源發展」為服務宗旨，致力為弱勢社群

提供專業、多元化的就業輔導及培訓服務。而安老服務業的培訓工作，亦本

是本處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參與這次計劃，本處可透過全方位培訓人才的方

針，為這個計劃提供100小時多元化的專業培訓，內容包括：健康護理、樂
齡科技、法律及稅務知識、財富管理、數碼銀行服務、資訊科技、禮賓服務

及個人形象等等。而講者陣容鼎盛，包括專科醫生、註冊中醫、註冊護士、

專業會計師、律師、資深保險、銀行及酒店從業員等。更感謝有數位新界崇

德社的會員披甲上陣，親自與各學員分享豐富經驗。我們希望為學員提供專

業到位的培訓，成就她們成為一名「樂齡管事」！在此，更祝賀各位「樂齡

管事」自我裝備，開創您們新的一頁，實現新夢想！

最後，本處特別多謝新界崇德社的贊助和支持，讓此計劃得以順利推行。另

外，亦感謝所有參與活動的導師、機構和學員，有你們支持，計劃才得以圓

滿。更多謝大家的參與及支持第一屆「樂齡管事」。期望「樂齡管事訓練計

劃」繼續推行，與不同需要的長者共同進發！

羅君美女士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主席

何韻施醫生 
新界祟德社會長

新界崇德社於1982年成立，是國際崇德社七個香港分社之一。國際祟德社
是由專業及行政人員組成的世界服務組織，旨在提高婦女地位。新界祟德

社的主要目標是服務香港社會，改善婦女在法律、政治、經濟、教育、健

康及專業上的地位。

新界崇德社透過支持及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項目，讓婦女及其家

庭可以受惠。我們曾舉辦項目包括：為新來港婦女提供熱線輔導服務，協

助她們適應香港生活；我們亦曾為在職婦女舉辦資訊科技、領袖才能等培

訓，協助提升她們工作能力及自信心。多年來，我們支持不同的婦女服務

計劃，目的是協助提升婦女的能力及地位，鼓勵她們認識自我價值，發揮

所長，達致不斷自我成長及進步。

除婦女之外，新界崇德社亦支持其他有需要人士，包括老人、兒童、青少

年、傷殘和弱勢社群。一直以來，我們與不同的地區團體合作，舉辦惠及

社會上不同人士的活動。例如:為長者安裝冷氣機、平安鐘等，或替長者進

行家居翻新，以提升其生活質素。我們亦曾為低收入家庭兒童、單親家庭、

行為問題的年青少女、殘疾兒童等，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締造關愛社會。

這次，很高興在新界崇德社倡導委員會提議下，舉辦「樂齡管事訓練計

劃」，這是一項嶄新的服務。我們透過培訓一群專業的「樂齡管事」，協

助社會上一些仍然活躍的年青長者，成為他們的私人助理，讓他們可以繼

續在社會上作出貢獻，活出精彩人生。我很榮幸曾參與教授其中一節課

堂，透過與「樂齡管事」學員的互動，感受到她們正面的工作態度及對學

習的熱誠。我深信，她們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樂齡管事」。我亦在此恭賀

各位學員順利畢業!

最後，謹代表新界崇德社多謝這次計劃的合作伙伴: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這次計劃能順利完成，實在功不可抹。我亦要感謝各位新界崇德社委員、

導師和學員的支持和鼓勵。就讓我們各界一同携手，為婦女、年青長者及

社會上其他有需要人士，一同創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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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很高興在新界崇德社倡導委員會提議下，舉辦「樂齡管事訓練計

劃」，這是一項嶄新的服務。我們透過培訓一群專業的「樂齡管事」，協

助社會上一些仍然活躍的年青長者，成為他們的私人助理，讓他們可以繼

續在社會上作出貢獻，活出精彩人生。我很榮幸曾參與教授其中一節課

堂，透過與「樂齡管事」學員的互動，感受到她們正面的工作態度及對學

習的熱誠。我深信，她們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樂齡管事」。我亦在此恭賀

各位學員順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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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計劃能順利完成，實在功不可抹。我亦要感謝各位新界崇德社委員、

導師和學員的支持和鼓勵。就讓我們各界一同携手，為婦女、年青長者及

社會上其他有需要人士，一同創造美好的明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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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玉女士

新界崇德社

2022 -24年度副會長兼課程導師

衷心祝賀「樂齡管事訓練計劃」所有學員完成計劃培訓，向成為一位稱職的

「樂齡管事」邁進成功一大步! 

由新界崇德社贊助，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策劃並執行的「樂齡管事訓練計

劃」，目標對象是擁有優質工作力而暫時退出職場的職業女性。計劃的宗旨

是培訓一群「管事」，以照顧有經濟及自我照顧能力的較年長人士，他們可

能已退休但仍活躍於社交生活，「樂齡管事」將成為他們的「助手」協助處

理日常生活的事務。透過是次計劃，我們為一群未來「管事」作出培訓及各

方面技能上的裝備。

本人很榮幸擔任該課程的講師之一，親身與學員們交流並分享積極正向溝通

的實用技巧和心態，希望對學員個人以及她們未來將接觸的人帶來價值。課

堂中我發現，這種積極心態其實早已植根於學員當中：她們展現了不斷學

習，不斷自我提升，還有寶貴的無私分享精神。還記得在課堂小休期間，其

中一位學員自發地帶領小組進行了一些伸展運動，其主動性和團隊精神令感

我非常感動。我相信任何與這些學員合作的單位都會認同她們的負責、專

注、並享受與她們一起工作，受到她們正面氛圍的感染。

在此，特別感謝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為是次計劃作出周詳準備及在培訓當中

緊密而細心的安排。新界崇德社的各社員皆為該計劃賦予女性知識、凝聚

力、及迎接未來的精神表示充分支持。

祝願學員們以女性的愛心、堅毅、與關心，在不久的將來帶來貼心的「樂齡

管事」服務！

新界
崇德
社

委員
及導
師分
享

...
新界
崇德
社

委員
及導
師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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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君女士

新界崇德社

前會長及倡導委員會委員

 

鍾孆誼  Rose Chung 

         . 1983年加入保險行業, 至今 39年 
. 2000年取得 CIAM資格 

       . 國際壽險百萬圓桌會終身會員 
     .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會員 

                   .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有限公司終身會員 
   . 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會員 

鍾孆誼女士

新界崇德社會員

我們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通過我們組織的遊戲和講座，所有學員都非

常投入地學習財務規劃和保險的基礎知識。學員的反應遠遠超出我們預

期。我們很榮幸能夠成為樂齡管事訓練計劃的其中一員。希望透過有趣

和互動的演講方式，能夠為學員帶來新的學習方向，並藉此令她們有一

個美好的將來！恭喜！ 

我有幸於本年五月會見20多位報讀「樂齡管事訓練計劃」的申請人，因而有

若干感想。

   申請人整體質素甚佳而課程名額有限，故篩選工作並不容易。尤其是其中

   不少申請人具備高學歷並擁有豐富工作經驗。

   所有申請人都表示盼望學習新技能，更好裝備自己。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

  中若干申請人於工作期間不斷進修，她們充分體現了「終身學習」的精神。

   面試期間，有申請人提及自身曾經歷的不幸，或是照顧家庭及年邁雙親遇

  上的困難，令人敬佩的是他們不僅勇敢地克服厄運及挑戰，並願意學習新 

   技能，接受新挑戰，為自己人生開新篇。

謹在此祝賀「樂齡管事訓練計劃」畢業學員早日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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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社群，倡導提升婦女權益和能力，是國際崇德社一貫的宗旨。香港

人口老化，長者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有見這方面的需要，並期望為高

學歷但暫離職場的婦女開設一新工作途徑，新界崇德社倡導委員會構思

了樂齡管事訓練計劃。經與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協商後，樂齡管事訓練

計劃終於落成。

報名參加計劃的人數超乎想像，報名者的學歷和工作經驗亦相當的高，

其中不少是擁有大學和碩士學位。報名者經過面試和嚴格挑選後，最後

被接納的學員有16位。我雖然沒有親身參與訓練課程，但透過視像觀

察，我也能感受到學員的熱情和投入。

在此，我祝福待聘的樂齡管事可早日獲聘，可學以致用，服務有需要的

樂齡人士。

新界
崇德
社

委員
及導
師分
享

...
傅金女女士

新界崇德社前會長及倡導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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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心聲

. . .

更多分享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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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秀 慧互動學習 樂在其中

曾參加過不同的課程，所以我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情參加這個樂齡管事訓練課

程，完成訓練後，我深深體會這是一個好珍貴的體驗。

沒想到要做好管事這份工作，是需要具備這麼廣闊的專業知識。同學們在課堂

上和導師們的互動，令每一日上課都變得歡樂和提升實用性。大家無私分享跟

長者相處的生活經驗、微技巧，亦增強我的自信心。最大的得著是自己變得多

點轉換角度去思考，提升耐性和能夠溝通時加點幽默感。多謝新界崇德社、羅

君美女士、中心的黃姑娘和張姑娘、導師們和及同學們令我學懂學習。

期望這計劃可以延續下去，既能培養更多專業樂齡管事去服務有需要的人，更

可以幫助自己成長及照顧年紀漸長年的家人！助人自助！

學生 心聲

. . .

余 美 秀分組學習 深刻體驗

很高興有機會成為首屆樂齡管事學員，課程方面非常多元化，包括有輕鬆有

趣花藝、體適能、樂齡科技，實用方面有資訊科技、禮賓服務、健康護理、

財務管理等等，我從中得到很多啟發及領會。

其中最難忘，是在禮賓服務課堂上，分組學習設計籌備宴會，由主題，人物，

地點，交通，場地，食物，每個環節流程等，由零開始，再整合到盡善盡美，

過程大家都積極投入，再加上導師的專業意見，真的獲益良多。

同時最開心是認識到來自不同行業的同學，大家有不同專長及人生閱歷，不

時互相分享交流彼此經驗，帶來新的角度及觀點，引發新思維。

最後，經過今次課程，相信大家對樂齡服務，會有更進一步了解，希望我們

永遠堅守信念，繼續多方面學習，為樂齡事業努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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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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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燕 霞專業知識 獲益良多

首先多謝新界崇德社及 EDS合辦今次 "樂齡管事訓練計劃 " 及各位重量級嘉

賓導師，他們專業編排各項課題、細心教導，亦耐心回答我們提問，分享注

意事項等等。而每個課題能緊貼服務對象需要，令我最深刻是由何醫生分享

有關長者醫學知識。另外，羅小姐分享有關稅務知識也令我獲益良多，希望

可以學以致用去協助我的服務對象 。 

畢業啦！第一屆訓練計劃快將結束，心裏總有點不捨。回顧由開始大家並不相

識到現在互相合作和提點，有時在休息時間同學會教大家做簡單伸展運動，

場面温馨又健康。感恩能夠參與其中一份子！願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學生 心聲

. . .

譚潔玲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 也會為你開一扇窗

當初的機緣巧合，和經過過五關斬六將，到現在完成了整個訓練，要多謝新

界崇德社和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制定了這個非常豐富和多元化的訓練課

程。將來能否以此為職業，現在也言之過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是最

大的得益者。

整個訓練計劃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認識精神健康」的課堂，當中嘉賓的分

享了她和兒子的經歷，讓我緊記要珍惜當下和常懷感恩心。當上帝為你關了一

扇門，同時會幫你開一扇窗。這個疫情，除了帶走左我兩個重要的家人，亦令

我決定離開我工作了24年的公司，離開我的comfort  zone；但如果不是已辭
職，我也不會有機會參加這個計劃。

參加這課程還有一個意外收穫，就是認識了15位來自不同行業、背景和故事

的學員，讓我們有機會在課堂上討論，互相分享和學習，希望這一份友誼能

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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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婧同我們都是小天使

我覺得「樂齡管事」是一個極具「自利利他」意義的課程，課程涵蓋了有關

照顧長者多方面所需的知識。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銀行服務及網上

理財」的課堂。

對於一個持續有作投資和經常自行管理網上理財的我，自信不是一個門外漢。

然而，這個計劃邀請了銀行主管來講解現時最新的銀行服務，令我對銀行服

務獲悉更深入和最新的認識，乃至啟發了原來可用一些更方便和快捷的應用

程式，作處理和管理個人銀行事務。

此外，我會以教導伸展運動的岑老師給我們的寄語:「你們要化作一個小天使，

並且內心要常存一顆天使的心來關愛長者」作為座右銘。回想自己當初報讀

這個課程，是源於想進一步加深對長者服務的認識。但最終意想不到，我除

了獲得知識外，還結識了一班既能幹又心善的同學。她們雖然來自不同背景，

但各自都擁有不同的才華和技能，這正正增潤了課程的內容，令我獲益良多！

學生 心聲

. . .

高 玉 仙課程充實 助人助己

樂齡管事訓練計劃課程完結了，心情有點不捨，不捨精彩充實的課堂、不捨

積極親和的負責人、不捨融洽投入的學員。最初對《計劃》只抱試試心態；

心想，不論助人助己總會有得著吧。但經歷認真和嚴謹的簡介會、面試和課

堂後，結論是《有驚喜》！

精彩充實的課堂讓我們更認識長者各方面的需要和限制，多一分了解社會和

自身家庭的問題，完成課程後期望能夠助人助己，更會將這個有意義的計劃

推介給朋友。

朋友親身的經歷 :一位有學識、有經濟能力、社交能力活躍的退休長者，因

不懂得網上理財而不放心去外國與子孫團聚。朋友運用網上理財服務，替她

處理好物業、保險、銀行和各樣資產的財務安排後，從此那位長者的生活變

得更快樂和平安。所以，相信樂齡管事一定會幫助不少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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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心聲

. . .

高 玉 仙課程充實 助人助己

樂齡管事訓練計劃課程完結了，心情有點不捨，不捨精彩充實的課堂、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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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親身的經歷 :一位有學識、有經濟能力、社交能力活躍的退休長者，因

不懂得網上理財而不放心去外國與子孫團聚。朋友運用網上理財服務，替她

處理好物業、保險、銀行和各樣資產的財務安排後，從此那位長者的生活變

得更快樂和平安。所以，相信樂齡管事一定會幫助不少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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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佩欣為自己揭開新一章

回想起第一眼看到這個計劃的宣傳資料，就被它的理念及課程內容深深吸

引。因為課程涵蓋範圍十分多元化及實用，加上現今社會有經濟能力的銀髮

一族越來越多，這計劃正好切合他們的需要。

整個課程期間，我都抱着非常期待的心情。因為每一課堂都可以從導師中學

習到不同領域的知識及技巧，這不僅對管事的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對我

們處理日常生活事務都有很大的裨益。

除此之外，最大的得著就是認識到一班好老師好同學。老師們都是擁有豐富

歷練的人士，令我獲益良多。同學們則來自不同的專業和背景，大家都有很

真誠的互動。在課堂上積極參與，亦樂意分享，令我深深感受到大家都是一

群志同道合的有心人。

在此，我衷心感謝新界崇德社及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贊助及籌辦這個十分

有意義的計劃。完成課程並不表示終結，相反，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章節的開

始。我會繼續努力裝備自己，希望能夠學以致用，服務長者。

學生 心聲

. . .

難忘體驗學習

很榮幸成為第一屆樂齡管事畢業生。這個課程令有著性格相似的我們走在一

起，一同學習不同範疇的知識。大家都懷着熱衷學習的態度去上課，並在過

程中積極參與。各人亦經常分享做義工的經驗。我相信彼此之間的交流能夠

幫助我將來投入管事工作。

此外，這課程邀請了不同專業人士及有經驗的導師教導我們。我在過程中的

確獲益不少。記得在一次理財和保險課程裡，講者安排了一個理財桌上遊戲。

雖然那是個遊戲，但大家都很認真及投入比賽。這個體驗不但加深了我的投

資概念，也讓我了解到一些投資經驗和心得。與此同時，其他體驗如：籌備

宴會的活動、伸展運動、餐桌禮儀等等都裝備了我成為一個稱職的管事，服

務有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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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心聲

. . .

伍 綺 薇樂齡管事幫到手 生活安心樂無憂

時間過得很快，為期兩個多月的「樂齡管事計劃」課程已經完滿結束。除了

依依不捨之外，心存感恩，因為收穫實在太多了。 

首先，非常感謝新界崇德社和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為我們帶來這個難能可

貴，獨一無二的計劃。其實，參加課程前出現了不少阻滯，幾經努力才得以

完成所有課程。所以，我份外珍惜這次學習的機會。

衷心感謝專業的導師團隊，我學習到很多不同範疇，非常實用的生活貼士，

它們肯定有助提升生活質素。本來已經正面樂觀的我，現在的心態更加積

極，對很多事物感興趣，亦體會到沒有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我打算繼續學習，豐富自己的知識。期望我們這班首屆畢業生之後可以學以

致用，服務有需要人士：

樂齡管事幫到手，生活安心樂無憂

祝各位身心健康，活出精彩！

學生 心聲

. . .

嚴玉珍上課時總有新發現

好高興可以參加這個「樂齡管事訓練計劃」。「樂齡管事」是一個非常廣泛的

課題，機構很用心，將課程分開不同範疇：有個人形象、禮賓、資訊科技、

醫護、銀行服務及財務。通過100小時培訓，將一個這樣大的範圍整合一起。

上課時總有新發現。上禮賓服務課的時候，知道有學員曾經是酒店餐飲管理

人員；上伸展運動時，又有學員是體適能教練；上健康護理課的時候，也有

學員修讀過職業治療及物理治療助理……令我發現每位同學都有值得學習的

地方。雖然自己在金融機構工作多年，但在財務管理課程中，亦吸收不少新

知識。

這個課程的學員有不同背景，各有專長，正好配合將來不同服務使用者的需

要。相信我們能提供優質服務，另這些退休人士生活得更精彩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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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秋嬋「非一般」的課程

參加樂齡管事訓練計劃﹐有幸成為第一屆畢業生是我今年做最佳決定。最令

我驚喜是課程內容實用和多元化，超過20位不同專業範疇導師授課；加上學

員間經常互動交流，令我獲益良多。

其中高家玉導師(Laura)啟發我更有信心保持正向思維面對人生種種歷練。她
鼓勵大家善用身體語言、措詞、引導談話等溝通技巧，令對方留下良好印象。

回想當初看見宣傳海報，被其嶄新角度以「非一般」的長者為服務對象所吸

引。有感身為資深照顧者，加上近年積極參與社區護老活動，期望持續提升

有關知識和技能，給予自己一個轉換事業跑道的好機會。燃亮自己，照耀他

人。

在此再次感謝新界崇德社、EDS，導師和同學，讓我整個學習過程十分充實
和多姿多采。

學生 心聲

. . .

李雅湄多元化學習之旅

感謝樂齡管事訓練計劃，我由一開始時略帶害羞的參與課堂，至課程結束時

的依依不捨，我與同學們參與了一段充實而愉快的學習之旅。

在這總共一百小時的課堂，我有很多難忘的片段，包括:

第一堂的溝通課，經導師指導後，我更了解如何能作出好的自我介紹，故此

能在第二次練習時說出更有自信、清晰及有個人風格的自我介紹。

另一堂有關健康生活的課堂，我與同學透過Zoom平台一同做長者健康個案研
習及口頭報告，雖然與同學不能面對面討論，但也能利用科技順利在線上溝

通協作，更獲得導師對我們的口頭報告內容有正面評價。

現在課程完結了，學員已裝備了更多服務樂齡人士的知識及正向心態，故此

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的工作挑戰。

藉著這個機會我感謝新界崇德社和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亦祝福導師及同學

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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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為期兩個多月的「樂齡管事計劃」課程已經完滿結束。除了

依依不捨之外，心存感恩，因為收穫實在太多了。 

首先，非常感謝新界崇德社和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為我們帶來這個難能可

貴，獨一無二的計劃。其實，參加課程前出現了不少阻滯，幾經努力才得以

完成所有課程。所以，我份外珍惜這次學習的機會。

衷心感謝專業的導師團隊，我學習到很多不同範疇，非常實用的生活貼士，

它們肯定有助提升生活質素。本來已經正面樂觀的我，現在的心態更加積

極，對很多事物感興趣，亦體會到沒有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我打算繼續學習，豐富自己的知識。期望我們這班首屆畢業生之後可以學以

致用，服務有需要人士：

樂齡管事幫到手，生活安心樂無憂

祝各位身心健康，活出精彩！

李 芝 蘭美好回憶 珍藏心中

時光荏苒，轉眼間已完成為期100小時的「樂齡管事訓練」課程。縱觀整個過

程，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點滴。沒想到於百多名參與者中，只揀選十六名合適

人士修讀。能參與在其中，確是難能可貴。

十幾位專業導師加上一班來自不同領域及擁有相當資歷和照護長者經驗的同

學，都讓我印象深刻。大家於思考邏輯上的互相交流，活力跟熱情，形成了

一種師生從彼此互相尊重中，以開放形式展開對話，讓整個課程都染上歡樂

的色彩。 除温故知新外，從大家無私的分享中也增廣了不少見聞。 跟大家

相處的時光我會好好珍藏在心中，也藉此機會感謝新界崇德社及主辦這課程

的團隊悉心照料，使我們於疫情彌漫下能舒適地完成整個實體課程。

活躍老化、高齡友善，人生如蠟燭，即使有心，也要點燃，方能成就幸福!

學生 心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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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吳炳蓮向第一班無限的第一次致敬

很幸運能夠成為樂齡管事第一班學員，課程內容非常豐富，導師們非常尊業

和充滿經驗。與同學們開放式的互相交流，由第一堂開始已經獲益良多。當

中亦產生了我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認真學電腦；

第一次在堂上學習插花；

第一次學習如何教導別人做運動，老師不斷讚揚我們是天使；

第一次聽西醫教導的醫療課堂；

第一次學習中醫調理；

還有投資心得可以從遊戲中領悟；

律師講解資產注意事項；

銀行服務 /報稅 /保險等等。

希望這個課程能夠繼續開班，因為每當我分享給朋友，大多反應也很想參

與。祝願樂齡管事成為永續課程，所有學員都可以學以致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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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舒眉課堂中給自己的反思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便畢業，實在不捨。我在課堂中學習到很多知識，

於同學之間亦得著很多。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界別，大家都樂於分享和互相

學習，每一位同學都是我的學習對象。

在眾多的課程裡，其中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伸展運動堂，導師岑sir分享
了他努力進修的經驗，他堅定學習的精神，令我對自己人生有很大的反思。

回想自己一直以來有很多理想、想學東學西……可是，往往止於空談，沒

有付諸實行。聽到老師的分享後，令我頓時領悟到：「學無前後，達者為

先」。最重要是自己的決心和實踐。我現在已作好準備，訂下進修計

劃，令自己人生更添色彩！

參加這個計劃後，從多元化的課程內容，我學習到不同知識，令我更有信

心服務樂齡人士及擔任管家工作。最後祝願各位生活如意！

學生 心聲

. . .

焦文心人生必修課

記得面試時曾被問到：預計自己在完成培訓課後有何不同？

今天，我畢業了，除了預期的護老知識與技巧有增長之外，個人的眼界、思

維、心態、對老化的關注度亦有所提昇。

人總會老，學習老年照護是人生的必修課。課堂內，我不時預見未來的自

己，而最深刻是徐醫師的一句忠言：「他日要還﹗」經常縈迴腦海，儆醒自

己要愛惜健康。

有幸參與首屆的「樂齡管事」訓練，衷心感謝新界崇德社和香港職業發展

服務處的安排，還有導師團隊的專業指導與同學們的互動啟發，確實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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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堂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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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單位

計劃

簡介

於一九八二年成立，是國際崇德社七個香港分社之一。國際祟德

社是由專業及行政人員組成的世界服務組織，旨在提高婦女地

位。新界祟德社的主要目標是服務香港社會，改善婦女在法律、

政治、經濟、教育、健康及專業上的地位；透過支持及積極參與

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項目，讓婦女及其家庭可以受惠。其他受惠

的有需要人士，包括老人、兒童、青少年、傷殘和弱勢社群。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是一間非牟利及稅務條例第88條認可的慈

善機構。致力為弱勢社群提供專業、多元化的就業輔導及培訓

服務。本處成立前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屬下的職業輔導

社，在2002年中註冊成為獨立機構，並於2003年4月起接管社

聯職業輔導社的工作及服務單位。社聯職業輔導社有四十多年為

弱勢社群提供服務的經驗，主要為受感化青年、新來港人士、年

長僱員等提供職業輔導及培訓服務。

「管事」是指照顧特定人士或舉辦特定活動的人物，角色類似

「管家」。「樂齡管事訓練計劃」目的是培訓一群「管事」，以

照顧有經濟及自我照顧能力的較年長人士，他們仍活躍於社交生

活，退而不休。「樂齡管事」可成為他們的「助手」，協助他們

處理日常生活的事務。

課程內容包括：健康護理、樂齡科技、法律及稅務知識、財富管

理、數碼銀行服務、資訊科技、禮賓服務及個人形象等等。而講

者陣容鼎盛，包括專科醫生、註冊中醫、註冊護士、專業會計師、

律師、資深保險、銀行及酒店從業員等。透過100小時的重點培

訓，協助學員與時並進提升相關技能，晉身成為「樂齡管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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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3165 1600
地址: 黃大仙下邨(二區)龍盛樓地下       
網址: http://hkeds.org     
       

網址: http://www.zonta-nt.org.hk
電郵: info@zonta-n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