熒幕蓋字：

九龍東同行六十載；新思維用愛創未來。

司儀﹕

大家好！首先歡迎各位蒞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六十周年誌慶酒
會，我是今天的司儀黃桂林。今天真的十分開心，因為有超過 400
位嘉賓來到現場，見證機構六十周年這個大日子。在此亦要多謝沙
畫師馬穎章先生的精彩表演，以及聖傑靈女子中學管弦樂團的美妙
音樂伴奏，多謝一班老師同學的演出，這所學校亦是我們學校社會
工作部正在提供服務的學校。請大家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多謝他
們，以及歡迎大家。

司儀﹕

剛才大家看到的沙畫表演真的很有意思，它展現了基督教家庭服務
中心過去 60 年的發展。由 1954 年，長老會福利部為難民提供石屋
住宿和支援服務；到 1965 年遷入現址觀塘翠屏道 3 號，正式改名
為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一直在翠屏道 3 號大榕樹下提供服務；直
至 1998 年，完成了興建現在樓高 10 層的大廈，提供多元化服務，
至今在九龍東已有 60 年歷史。

司儀﹕

一棵榕樹對於 CFSC 的意義非常重大，亦可以說是六十周年的主題
設計，CFSC 以大樹做主要概念是寓意為有需要的人提供護蔭，而
大樹亦充滿著生生不息的活力，就好像機構在這 60 年裡與社區一
同成長，為更多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和服務。而利用圓形作為樹葉
亦代表 CFSC 的內部同事環環緊扣，齊心協力，以創新的思維發展
更多的優質服務。 今天是機構發展六十周年的大日子，有賴我們的
天父一直眷顧，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有請蒲錦昌牧師帶領
我們祈禱，有請蒲牧師。

蒲牧師﹕

請大家同心祈禱。創造天地萬有的主上帝，祢看每一個生命都是珍
貴的，祢更讓祢的愛子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
要服侍人。天父，我們今天滿心的感謝祢，祢讓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有 60 年的歷史，在香港能服務四周有需要的人，使有需要的得
到支持，使各種不同才能與恩賜的得著發揮，祢又讓我們從小小的
服務開始，到現在於九龍、香港等不同地方有多元化的服務。天父，
我們將過去所有一切的成就皆向祢獻上感恩，求上帝祢更使用我們
眾同工，使用我們的服務，能夠榮耀祢的聖名，成為更多人的幫助。
天父，亦當香港面對著尋找自己方向的時候，求上帝也幫忙我們每
一個人一起塑造一個仁愛、公義、和平、具參與性和可持續的社會，
使我們每一個人在社會中能夠得著我們的恩賜可以發揮，享受一個
耶穌基督所賜豐盛的生命。當我們今天相聚一起的時候，我們互相

分享，亦享受上帝祢給我們各種的恩賜，求祢祝福我們每一位，成
為更多人的祝福，我們同心祈禱，奉基督耶穌的名祈求，誠心所願。
司儀﹕

多謝蒲牧師，接著我們有請董事會主席趙世存先生 BBS, MBE, JP 為
我們致辭，有請。

趙世存﹕

多謝司儀，多謝蒲牧師給我們的祝福。林鄭月娥司長、各位嘉賓，
多謝大家今天出席我們六十周年慶典的酒會，亦首先要再一次感謝
天父陪伴了我們 60 年，帶領我們由一個很卑微、很小的組織到現
在一個比較完善服務的機構。首先我要說一說我們的使命宣言，就
是以基督的精神將愛帶入有需要的家庭裡，然後推廣到社會，成為
一個有同情心、有公義的和諧社會。剛才司儀與沙畫大師也概括敘
述了本會的成長，我想補充一點，1954 年，長老會的宣道員文美
莉女士 Muriel Boone 來到這裡，最主要的目標是服侍從北方來的難
民，最初的工作地方在旺角洗衣街、通菜街一帶，直到後來配合政
府在觀塘的大力發展，所以將會址和服務範圍搬到觀塘，會址設在
翠屏道 3 號。除了在觀塘發展家庭服務外，在地區方面亦向九龍東
一直推廣下去，包括鯉魚門、調景嶺、黃大仙、牛頭角等，一直發
展。服務對象除了單元家庭，也有長者、復康等等，不經不覺經已
多年。到了 90 年代，大量的服務需求湧現，我們當時的兩層平房
會址實在無法可以擴充服務，董事會便決定重建。我還清楚記得那
個時間，從開始時把辦公室搬到社聯的中心，然後掘地打摏，因為
我本身是做工程的，對建築有多少認識，在 96、97 年，我每個星
期六也會到地盤監工，主持地盤會議，監察工作進度，然後收樓，
檢查牆磚和地板，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歷歷在前。重建完成後，就
變成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在觀塘的地標，除了讓我們能做更多服務
外，也令服務使用者認識本會，時常主動前來尋求幫助，這個也是
上主給我們的祝福。

趙世存﹕

隨著我們的發展，我們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其中，政府、社會福
利署是我們最大的合作伙伴，機構每年的營運接近 4 億元，有三分
二是政府資助，我們深深多謝林司長。除政府外，還有其他資助者，
例如慈善機構、馬會慈善基金、獎券基金，以及很多機構、家族、
私人慈善基金，均給予我們幫助，很多代表今天也在場，我深深的
感激你們。除了資金的幫助外，我們也需要很多專業的建議，不論
在法律、服務及醫療方面，我們十分慶幸得到很多顧問，其中很多
今天亦在場，這方面我要向他們致敬。我們的董事會受到協進會的
支持，每年派 6 位代表加入，他們不但在專業服務方面給予忠告，

亦在宣道、基督精神方面給予很多引導，非常重要，多謝協進會。
我們亦要在此多謝同工，因為長期以來發展太快，員工不足，流失
率大，這個行業工作並不容易，十分辛苦，以致很多時候人手短缺，
他們不畏勞苦，一直堅持下去，我代表董事局向各位員工致意。
趙世存﹕

「九龍東同行六十載」經已成為歷史，新口號用「新思維用愛創未
來」，我們會繼續做下去。今日好高興得到林司長的蒞臨，給予我
們鼓勵及致辭。林司長與我們並不陌生，有很多聯絡。其實在 2000
年時，我們第 46 屆周年大會，她已經是我們的主禮嘉賓，而 2012
年時，我們開展了一個單親中心的計劃，叫勵志中心，她也前來為
我們主持開幕。提起勵志中心，我想起 20 幾年前的一件事，當時
我在社聯擔任義務司庫，有一個單親家庭的競選，我是 5 位最後評
判之一，而其餘 4 位皆是女士，有 6 個家庭，他們各自講出自己如
何辛苦、日常的不幸，及如何在困難之中帶領自己的家庭去栽培子
女，我從未聽過那些苦況，在 4 小時的會面裡，我不停流淚，是我
一生人最痛苦的 4 小時，亦相當尷尬，如果當時有一個地洞，我便
會躲進去。後來完結後，其他 4 個社福界的領袖跟我說「Nic，我
知道你受不了這些情況，因為不曾經歷，你不要以為我們心腸硬，
只是我們的眼淚已流乾了，我們不能單純以愛心去工作，我們一定
要用堅忍、堅強的意志才可做到，要不然，我們早已放棄了」，這
正是我們社福界的精神，亦是本會服務的精神，以及我留在這裡做
義工 27 年的最主要原因。林司長，多謝你今天蒞臨，我向你保證，
亦向在座各位保證，本會會繼續自強不息、努力不懈，多謝各位！

司儀﹕

好多謝趙主席。機構服務可說是不斷發展，亦有賴不同界別人士的
支持。今天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一位見證著我們發展的嘉賓在百忙
之中蒞臨我們中間，剛才主席都有介紹，有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女士 GBS, JP 為我們致辭。

林鄭月娥﹕ 趙主席、烈東、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剛才趙主席的一番說話真的
令我非常感動，亦明白為何多年來這麼多義務工作的朋友在我們的
社福界服務，每位也服務了幾十年，我想也是出於那份關懷及感動
之心。今天我非常高興能夠出席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六十周年誌
慶，跟來自社會各界的朋友一同見證與分享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於
過去 60 年在服務上的成就。不少社福機構皆是為本港弱勢社群提
供服務的先鋒，事實上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創立於 1954 年，比香
港社會福利署成立的年份，即 1958 年，還要早 4 年，是全港最早
開辦家庭服務的機構之一，亦是特區政府的重要社區伙伴，不過我

不知道每年有 4 億元撥款這麼厲害，這些都是郭烈東於過去 11 年
努力爭取服務的成果。自從創立以來，中心一直致力支援及促進家
庭的功能，60 年來，逐步發展成今天這所具規模的非牟利社會福
利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自 60 年代起紥根於九龍東，其後的
服務範圍逐步擴展到港九新界各區，近年因應社會和市民在服務需
求的轉變，中心亦積極推動服務改革，用新口號內的「新思維」，
推出了多項嶄新及多元化的服務，務求做到與時並進。現在中心獲
社會福利署津助的服務單位多達 30 幾個，受津助的服務範圍包括
差不多整個社會福利的行業，有綜合家庭服務、長者照顧服務、康
復服務、幼兒學前服務、青少年服務、社區發展、婦女庇護中心和
臨床心理服務等，此外，中心亦提供中西醫療健康服務、僱員輔導
及職場培訓等等非社會福利署津助的服務，絕對稱得上是一所提供
全方位家庭服務的機構。
林鄭月娥﹕ 去年我有機會參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另一個很有創意的項目－
全港市區首個園藝治療花園－心靈綠洲，我非常欣賞這個以園藝為
初期腦退化症患者、抑鬱病的患者、情緒困擾的人士和智障人士提
供輔助治療及靜修服務的設施，而心靈綠洲其實亦是地盡其用，於
天橋底設立。憑著創新、積極的服務態度，以及良好的服務質素，
當然也有千多位員工的不斷努力，中心近年多次獲邀參與營辦社會
福利署推出的項目，其中包括精神健康綜合社會服務中心、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和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等，我知道最近中心成功爭取
另一些服務，我在這裡先賣關子，留待往後中心自行宣佈。此外，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轄下有兩個服務單位，樂力長者日間訓練中心
及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更成功獲批參與政府在去年推出的第
一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為居住在黃大仙及觀塘區正
等候護理服務的長者提供適時的社區照顧服務，我希望藉著這次機
會，代表特區政府感謝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一直以來對於社會福利
項目給予很大支持與配合，我亦衷心感謝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所有
的成員，包括董事局的成員，60 年來為支援本港的家庭及弱勢社
群作出的貢獻，最後，我在此衷心祝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成立六
十周年，亦期望中心在往後的日子繼續上下一心，引入更多新思
維，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多優質服務，並在此祝在座每一位身體健
康，家庭幸福快樂，多謝大家！
司儀﹕

很多謝林司長的分享，請留步。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於過去 60 年
能展開不同的服務，是有賴一班全力支持我們的友好，包括服務顧
問委員會的委員、贊助團體及熱心人士，藉此機會我們特別邀請林

司長為我們頒贈紀念狀予他們。我們馬上邀請獲得感謝狀的人士與
機構到台上。
司儀﹕

首先有請盧展民教授，盧教授本身是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牙科公共衞
生講座教授，亦是六十周年誌慶的名譽顧問，為我們的服務提供了
許多專業意見。

司儀﹕

接著是蘇平翬牙醫，作為一位私人執業的醫生，蘇醫生熱心參與很
多牙科公益事業，除了是 CFSC 牙科服務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外，還
提供了很多專業意見予我們。多謝！

司儀﹕

接著是馮淑文女士，馮女士是社會福利署觀塘區助理福利專員，她
是政府官方代表監察我們 CFSC 的服務質素，全靠她，我們當然越
做越好。多謝！

司儀﹕

接著是張光宇醫生，張醫生 2008 年開始加入成為我們日間社區康
復中心的協調委員會成員，亦是九龍中聯網總監，多謝他的支持。

司儀﹕

接著有請方乃權博士，方博士是 CFSC 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的
顧問委員會委員，亦是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碩士副教授，多謝
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及鼓勵。

司儀﹕

接著是溫成顯先生，溫先生是 CFSC 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的顧
問委員會委員，亦是基督教聯合醫院職業治療部的部門經理，多謝
他對我們的支持及鼓勵。

司儀﹕

接著是鄺秀芝女士，她在本會趣樂幼稚園及德田幼稚園校董會成立
時已加入成為校董，一直擔任校董會副主席至今，多謝！

司儀﹕

接著是黃榮添先生，黃先生在 2010 年開始加入成為本會趣樂幼稚
園及德田幼稚園校董會成員，一直為我們提供許多教育的意見，是
一位資深教育工作者，多謝！

司儀﹕

接著是蘇麗珍女士，在觀塘區工作、生活、做服務的同事對她一定
十分熟悉，因為她正是現任觀塘區議會副主席，一直以來為我們的
服務提供專業的意見。

司儀﹕

接著是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梁榮能教授，他是 CFSC 與醫管

局及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三方協作的牛頭角中醫教研中心管理
委員會的委員，為我們提供很多有關中醫服務的意見，多謝！
司儀﹕

另一位也同樣重要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教學助理官可祈博士，有請官
博士。此外有 4 位委員今天未能出席，包括謝萬里醫生、謝達之博
士、曾耀榮醫生和顏文珊女士，在此有請吳鳳亮博士代表他們領
獎，多謝吳博士！

司儀﹕

接下來將要頒發紀念狀予贊助團體與熱心人士，首先有請香港公益
金，公益金是 CFSC 多年來的合作伙伴，除了每年的資助外，近年
亦資助了我們一個園藝治療項目「心靈綠洲」，以及為殘疾人士家
屬提供支援服務的「同行關顧現晚晴」－照顧者支援計劃，多謝香
港公益金！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賽馬會，賽馬會亦是我們的長期合作伙伴，多年來支
持 CFSC 的服務與青少年服務等等，近年 CFSC 的總部大樓逾千萬的
大廈優化工程也是靠他們的支持，多謝！

司儀﹕

接著有請高錕慈善基金的代表，高錕慈善基金撥出善款為經濟困難
而無法接受認知障礙症訓練的長者提供協助，多謝！

司儀﹕

接著是中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中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活力家
庭坊和生命御廚計劃，以支援單親家庭的健康成長，計劃令數以百
計的家庭及兒童受惠，多謝！

司儀﹕

接著是顧資銀行有限公司，他們在 2010 年支持我們開拓一個為退
休專業人士而設的「輔助專業人員計劃」，至今有 123 位人士參與
這項服務，多謝！

司儀﹕

接著是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基金會以「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為
宗旨，連續３年支持我們的「輔助專業人員計劃」，以及一項名為
「有緣樂聚」的園藝治療服務，多謝他們的熱心參與。

司儀﹕

接著有請相信愛基金，他們資助天水圍社區服務處的部分營運經
費，以及特別支援兒童發展方面的事工，多謝他們的一直以來的參
與。

司儀﹕

接著有請李威華律師，他為觀塘重建社區服務隊提供法律服務，為
熱線社工及區內市民提供專業意見，多謝李威華律師！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東區崇德社，由 2005 年起資助許多活動，包括快樂
小天使計劃、婦女友善健康之都、生命園丁計劃等等，多謝他們的
熱烈參與。

司儀﹕

接著有請蘇豪香港扶輪社的代表，由 2011 年開始支持本會的活力
家庭坊和小白兔信箱服務，一些大型的親子活動他們亦會參與，出
錢出力。

司儀﹕

接著有請仁美清叙慈善機構有限公司的代表，由今年起，他們與港
九藥房總商會公司合力捐出過百萬予活力家庭坊舉行「生命小舵
手」計劃，十分多謝他們對本會服務的熱情參與。

司儀﹕

接著有請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的代表，剛才提及，今年他們與
仁美清叙合力支持本會活力家庭坊的「生命小舵手」計劃，十分多
謝他們。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的代表，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多
年來參與 CFSC 的籌款活動，更特別善用其電台為本會宣傳，十分
多謝他們。

司儀﹕

接著有請奇華餅家，奇華餅家多年來贊助本會各長者服務單位的團
年飯，得到老字號品牌每年的關心，令長者倍覺溫暖，多謝奇華餅
家。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應用科學系的代表，他們多年來
積極參與長者社區支援服務，為維持長者健康作出很大貢獻，多
謝！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他們一直以來積極參與長者社區支
援服務，為長者提供專業的藥物諮詢服務，多謝！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校友會，校友會一直以來與我們的
長者社區支援服務攜手同心，出錢出力，多謝他們送上愛心與關懷。

司儀﹕

接著有請明儀合唱團音樂總監費明儀女士 SBS, BBS，他們連續 26

年為我們的全港長者大合唱比賽擔任大會顧問及首席評判，提供不
少寶貴意見，令活動得以持續進步。
司儀﹕

接著是小寶慈善基金，小寶慈善基金一直大力支持我們的復康服
務，而且提供不少就業機會，聘用我們的殘疾學員，十分多謝他們。

司儀﹕

接著有請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他們為本會青少年精神健康推廣
及治療中心擔任顧問工作，十分感謝。

司儀﹕

接著有請 Alchemist Creations Company Limited，Alchemist 與我們的
綜合職業服務合作一項名為 Warm the World 的計劃，把毛冷結合
由殘疾人士製造的皮扣，成為溫暖的頸巾。稍後每位來賓離開的時
候也會收這份 Warm the World 的頸巾紀念品。

司儀﹕

十分多謝林司長、趙主席、郭生，請移步到台下繼續欣賞我們的精
彩表演。剛才大家看到的精美皮革相架，全是由我們的復康學員親
手用心製作。

司儀﹕

踏入六十周年，機構舉行了一連串社區慶祝活動，現在請大家欣賞
精彩的剪輯片段。

熒幕蓋字﹕ 六十周年誌慶活動花絮
長者﹕

嘩！

同事﹕

60 歲了！

長者﹕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女孩﹕

60 歲了！

熒幕蓋字﹕ 60 周年啟動禮 2014.1.7；
專業人員退修 2013.10.26；
正能量青年選舉頒獎禮 2014.7.5；
女孩﹕

回顧過去 60 年

同事﹕

我們不斷與時並進

長者﹕

憑著基督的愛

女士﹕

協助服務對象

同事﹕

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家庭

熒幕蓋字﹕ 探訪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社會服務部 2014.9.3-6；
同行創未來－精神健康研討會 2014.9.18-19；
「新認知．愛腦力」體驗日 2014.9.27；
同事﹕

同時我們會與其他團體攜手合作

同事﹕

共同建設友善社區

同事﹕

以及一個公平的社會

同事﹕

我們亦會

同事﹕

推動綠色生活

熒幕蓋字﹕ 「凝聚社區．敢創未來」嘉年華 2014.10.12；
用愛創未來－全港長者大合唱比賽(決賽) 2014.10.25；
感恩崇拜 2014.10.31；
「小舵手計劃－特殊學習需要及早識別」支援計劃啟動禮
2014.10.25；
同事﹕

希望我們的工作

同事﹕

能夠與更多的

同事﹕

群體合作，共同

長者﹕

用愛

女孩﹕

創未來

司儀﹕

真的非常難得！現在有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總幹事郭烈東先生

JP 為我們致謝辭，有請。
郭烈東﹕

林司長、各位董事、各位來賓，多謝今天大家的蒞臨，我在此代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逐一多謝大家。當然，第一位是多謝林司長今
天抽空來到支持、肯定我們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工作，事實上我
相信香港所有社福機構如果需要邀請主禮嘉賓的話，第一個也是很
想邀請林司長，所以我們有幸邀請她來到這裡，實在是十分光榮，
請大家給予掌聲多謝她。雖然我們在非牟利機構工作，比較少機會
遇見高官，但是我在 2000 年時有幸見識當時是社會福利署署長的
林司長的魄力與毅力，當時我在舊機構聖雅各福群會是負責中西區
的長者服務，亦有提供露宿者服務，其實當時政府仍未撥款，只是
做單身服務，署長剛上任便覺得露宿者是一個大問題，於是署長有
次在半夜 12 時左右，跟我們在中西區街道走到尖沙咀維多利亞公
園，仍然不肯離開，還跟我們在灣仔的兩橦大樓的後樓梯從 16、
17 樓走到地下，逐層視察有誰住在樓梯角落，終於我們在凌晨 3
時多才回到中心喝一口茶，接著她獨自乘計程車回家。那時讓我這
個社工對整個社會福利署的文化完全改觀，林司長確實領導了整個
社會福利界的改革，我們要十分感謝她。

郭烈東﹕

我們當然要多謝社會福利署，剛才主席提及我們有三分二的資源來
自社會福利署，我們要感謝的並非只是金錢資助，而是社會福利署
的同事跟我們有很多交流和給予很多支持。我們亦要多謝馬會和公
益金，因為除了社會福利署外，這兩個機構均給予我們很多穩定的
資源，馬會早前給予我們千多萬於總部大樓地下進行裝修，當時我
們估計很難得到馬會的支持，但是最後馬會願意資助我們，我們以
為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我們主席是馬會會員，第二，因為我們
的大樓名為「賽馬會大樓」，但是馬會後來解說並非如此，我們在
此十分感謝賽馬會；亦很感謝公益金，因為公益金在我們所獲得的
資助中，是透明度比較高，我大概能推測它會支持甚麼類型的計
劃，有甚麼計劃犧牲的機會較高，這兩個也是我們很重要的資助來
源。

郭烈東﹕

我們要多謝今日在座很多私人機構、家族基金的支持，他們所資助
的善款固然重要，但他們亦時常會組織義工到來做服務，還把商界
的思維與概念跟我們討論、溝通和交流，讓我們獲益不少，多謝這
些基金朋友。剛才逐人邀請上台接受感謝狀的還有一些我們的專業
知識朋友，他們十分願意付出時間，我曾經問其中有一位朋友，
「你
們這麼繁忙，為甚麼仍願意為我們付出時間呢」
，他說「我願意說，

你又願意嘗試，願意做，為甚麼我不幫忙呢，只要真的能幫得上忙
我便會來幫忙」，我希望這可以代表我們服務單位的精神，同心服
務社區。在我們在當中，應該有 40 至 50 位朋友是輔助專業人員，
他們是一些退休的專業人士，總共有 123 位，去到我們最前線的單
位提供服務，他們專業、有知識，為我們提供很大的幫忙，謝謝你
們！
郭烈東﹕

其實有很多義工朋友都需要感謝，但今天的場地未能安排這麼多義
工到來，我們每年有一個「義工嘉許禮」，屆時向他們致謝。我亦
想以個人身份多謝一些人，首先是董事會，他們每次看見我也會說
「辛苦了，阿東」，我們的主席更厲害，他有一個習慣，他給我很
多工作，但當我未能完成時，他就會說「不要緊張！不要緊張！慢
慢來，先辦妥緊要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其實很緊張，因為我會凌
晨 3 時收到他的電郵，所以我需要繼續努力工作；我當然亦要多謝
我的同事，這個主題口號是大家跟董事一同創作出來，創作完後，
第一句沒有甚麼問題，但是第二句就十分艱難了，同事問「郭生，
甚麼是新思維呀？我們的未來是怎樣的？如何創未來呢」，我真的
沒有答案，有些東西當我說是新思維時，或許有朋友會認為是舊思
維，甚麼是新，甚麼是舊，我確實不太清楚，未來是怎麼樣更是沒
有人知道，但是在整個過程裡，我們有一個小組一起討論，究竟
CFSC 將來應該如何向前走時，我們最低限度可以綜合出有 4 個大
方向、10 個服務是我們希望做的，最後我們發現，只要你的態度
能與時並進，能跟新社會接軌，那便是一個新思維最需要的態度，
我們就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郭烈東﹕

到最後，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機構，有些事情確實要倚靠上主帶
領，記得一年前林司長答應擔任我們的主禮嘉賓時，我們十分雀
躍，這真是 CFSC 的很大光榮，但是到 8 月時，我們開始有點憂心，
擔心林司長隨時通知我們未能出席，當時亦有另一個憂心，我們為
甚麼會選擇一間將軍澳的酒店，我們應該選擇一間位於中環的，當
時同事提供了 4、5 個地方供選擇，我們最後認為因為機構跟九龍
東一同成長，而這裡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最後選擇這裡。直到
今天，我很慶幸我們並不是在中環舉行酒會，這些皆不是我們能預
計到的，要信靠上主為我們作出的安排。最後，我要多謝大家，我
們的目標、態度是與社區同行，需要很多人的支持，今天這麼多人
來到現場，給予我們足夠信心及支持，多謝大家蒞臨，多謝大家！

司儀﹕

多謝郭生，請留步。六十年來，我們因應社會的改變與市民的需要

開展服務，包括長者、青少年、家庭、復康、僱員培訓服務等等，
現時有超過 60 多個服務單位，為市民大眾提供服務，而員工亦超
過 1,000 人。未來機構將會以 10 個核心服務作為發展方向，在六
十周年這個大日子，我們特別進行一個象徵機構未來發展的啟動儀
式，現在再次邀請主禮嘉賓到台上為我們主持儀式，有請林司長、
主席趙世存先生、副主席關銳煊教授和義務司庫李日誠牧師，我們
會派發代表機構 10 個核心服務的種子予主禮嘉賓，今天正是播種
的日子，10 個核心服務包括兒童及家庭服務、青年服務、長者照
顧服務、殘疾人士綜合服務、精神健康服務、長者社區服務、殘疾
人士發展及共融、醫療健康服務、社區發展服務、環保及綠色生活。
主禮嘉賓會把 10 顆種子栽種到代表社區的土壤上，將來希望這 10
顆種子發亮發光，茁壯成長。
司儀﹕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數 1、2、3，將 10 顆種子放下栽種，未來我
們一眾同事會跟大家繼續伙伴合作，以我們的努力及新思維令這
10 顆種子茁壯成長，成為社區的福蔭，用愛祝福香港，正如我們
的六十周年口號一樣，
「九龍東同行六十載，新思維用愛創未來」。

司儀﹕

請大家繼續留步，有請一眾董事會委會到台上合照，有請潘敏琦法
官、邱可珍女士、蒲錦昌牧師、翁傳鏗牧師、曾福全先生、鄭榮科
先生、陳永佳先生、王澤堂牧師、劉俊泉先生。台上的嘉賓全都為
機構作出很大貢獻，接著有請六十周年誌慶名譽顧問盧展民教授，
以及前董事局委員，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楊寶坤 JP、香港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前任會長李炳光牧師、救世軍榮休總指揮曾慶敏上校、前基
督教服務處行政總裁吳水麗 JP、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 JP、
醫院管理局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醫生、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簡祺標牧師、崇真會陸漢思牧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呂慶
棠牧師。合照過後，有請主禮嘉賓移步到蛋糕前，請林司長、趙主
席為我們主持切蛋糕儀式，請在場朋友一同舉杯，慶祝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六十周年，Happy Birthday！生日快樂！

司儀﹕

在六十周年的大日子，我們認定了往後的發展方向，「九龍東同行
六十載，新思維用愛創未來」。今天的酒會經已接近尾聲，再次感
謝大家的蒞臨與支持，期望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一方面拓展服務、
回應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與時並進，不斷創新，為香港及市民大
眾共建更美好的明天。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