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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羊年，先祝各位
踏《松栢之聲
》讀者︰

◆ 吳鎧潁湏

會的發達，香港人的退
休生活較以往長，為好
好安排退休後的生活，
這群退休人士多以保持
健康為目標，可是單單
關注體魄上的健康是不
足夠的！根據世界衞生
組織的定義，健康是指
個人在生理、心理和社
交生活方面都處於良好
狀態；此外，避免令自
己與社會脫節，亦是有
助適應退休生活。事實
上，保持與社會接觸，
了解時下的新潮玩意，
成為「有趣 」的退休人



人正在物色人材，
構思中的餐飲業社企出發點
是以支持更多長者就業為前
題，他覺得這理念很有意思，
於是把握機會參與其事。將
自己五十年來在餐飲業累積
的經驗在這家社企發揮，令
他的工作新篇章別具義意。
屬於「年輕長者 」行列
的李家煥知道很多老友記退
休後或不習慣閒散生活而心
情欠佳，或有經濟需要而願
意工作，卻處處踫壁。他一
直參與銀杏館的策劃，期間
先後訓練四百位以上退休後
再投身職場的長者，他們來
自各行各業，其中不乏校長
和行政人員。

恭喜發財

保持「生、心、社」健康
成為「有趣」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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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當他提到眼見其他老友記
經短時間訓練和適應後有一個
◆ 姿 凝 中的銀杏館與 新開始，並擴闊視野和生活
李家煥暢談他的人生第二事 圈子，過着開心的新生活，
業，年屆七十的他態度嚴謹 他顯得充滿熱誠，相信這正
認真，予人極專業的印象。 是他現時工作的原動力！
現任宴
會服務經理的
李家煥熱愛工
作，從未有退
休想法的他回
想八年前剛在
國內完成酒店
顧問合約回
港，當時正值
六十二歲，湊
巧在報章得悉
• 李家煥全面投入支持長者就業的工作。
銀杏館的發起

關懷社區

在饒文 宗化 頤館

◆ 藍宇喬

士，實能與年青一輩容 嘗試發展多方面興趣，
易打開話題，甚至拉近 大家千期不要錯過分別
在 4 月及 5 月舉行的夏
彼此關係。
為鼓勵退休人士繼 威 夷 小 結 他 班
續與社會保持聯繫及生、 （ U K U L E L E ）及泰拳
心、社的發展，本年一 班。易於學習的夏威夷
月開始聖雅各福群會「創 小結他，可讓大家在較
齡．樂匯」已為 50 至 65 短時間內自彈自唱，享
歲的準退休及已退休人 受音樂帶來的成功感及
士舉辦不同課程，當中 樂趣；而透過拳擊及踢
更專門為女士推出「美． 腿等動作的泰拳班，幫
多一點 」計劃，包括針 助大家達至健身之效。
有興趣參加的準退
對退休人士肌膚而設的
專業化妝班和舒緩壓力 休及已退休人士，可致
及消除疲勞的香薰按摩 電 2596 2719 或親臨灣
班，有關課程均由專業 仔堅尼地道 100 號 9 樓
導師教授。此外，為鼓 聖雅各福群會「創齡．樂
勵男士女士持續運動及 匯」報名。

新春進步

人物掃描

發展事業新篇章
帶動長者就業記一功

短評

新春進步

李家煥

球，活力洋溢的樣子。
據太太表示，原來丈夫一
直有運動，打球和柔道一
直沒有因年紀大而停止。
《松栢之聲 》本著提
供關於退休生活多元化的
資訊外，更會介紹不同地
區、不同組織舉辦的活動。
在新一年開始，參與一些
對自己身體及心靈有幫助
的活動，落實執行一些對
健康有幫助的知識，把這
些好東西帶到生活裡。有
專家說過三周以上重複的
行為會成為習慣，三個月
以上重複的行為會成為穩
定的習慣，為著自己，為
著身邊愛你的家人，大家
要敢於去想，也敢於去為
自己開創，亦要敢於去落
實。新一年，總有新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

案 」只集中於福利服
務，面對人口老化社
會，政府應馬上成立
跨部門小組，涵蓋福
利 、 醫療 、 房屋 、
文康、教育和交通等
部門，以及有足夠的
公民參與平台，制訂
整合性的長者政策，
令政策及措施目標清
晰，彰顯效果。
特區政府歷年
施政報告均未能向市
民提出針對人口老齡
化政策的整體具體政
策及計劃日程，老齡
化政策中應優先處理
消除對老齡化的歧視
和標籤 ； 把長者需
要 、 經驗 、 意見 、
聲音及觀點納入主流。
香港人 ， 仍需
為爭取老齡化政策加
油啊！

「富貴平安全家福 三羊開
泰永康樂」！
常言道：新年新希
望！這個新希望對許多人
來說，都是給自己有重新
開始，又或嘗試新東西的
一個時機。或許踏入花甲
的你總覺得生活中已有很
多體驗，有甚麼想試的未
試過？但就編者接觸的新
一代花甲人士，他們會好
好安排自己一至日的時
間，有家庭生活、有個
人活動和參與公益的時
間。對於參與的活動，除
了一般既有的興趣 ， 包
括：書法、運動、打球、
跳舞、畫畫等之外，還
不斷探索一些新玩意，不
知大家有沒有接觸到一些

老友記玩 Ukulele（夏威
夷小結他）、Kick Boxing
（泰拳 ）、紅酒品嚐，甚
至到韓國農耕體驗等等，
聽見的人可能會感到匪夷
所思，但我正想告訴大家
這些活動是專為踏入退休
之齡的朋友而設。
除了新鮮、刺激又
有趣味的活動外，新一年
要更學懂照顧自己身體，
曾有研究指出長者做運
動，在認知頭腦上十分認
同 ， 但落實執行力卻不
足。最近接觸一間腦退化
中心，當中有一位來自日
本的 75 歲長者，因照顧
問題由家人接來香港生
活 ， 本以為 7 5 歲老人
家，在活動能力上需要份
外小心和協助，誰知我所
見到的是他在中心打乒乓

特

◆ 謝文慧

首梁振英先生發 可持續的資金配套方 單，實令人擔憂。
政府今年又在
表二零一五年施 案，落實安排老年退
政報告。本年大部份 休保障時間表及路線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 」仍在試
政策只在現行政策中
圖
。
在「 居 家 安 老 驗階段中，再提出推
添補，反映政策割裂
並缺乏前瞻性；一個 為本 」政策方面，政 行「院舍住宿照顧服
負責任的政府不單只 府 一 如 以 往 沒 有 為 務券 」計劃，政府應
考慮其經濟因素，還 「 輕度受損長者 」有 繼續直接增加長期照
應有高瞻遠
矚 ， 從而引進
對老化有利的
措施 ， 制定整
全和長遠政策。
就老年退
休保障 ， 政府提
需 要 者 增 顧服務的資助名額，
出預留 500
億設立基 加家居支援服務名額 而非只著重以服務券
金，就周永新教授的 及質素，在質量均多 的形式推行，更不應
報告，政府今年仍只 年無法改善下，政府 以入息審查的形式，
繼續諮詢；其實老年 面對急升的老年人口 以負擔能力為標準，
退休保障是國際認受 如何協助其與護老者 將新增資源名額的選
的基本人權，應以不 繼續在社區安居，並 擇權只傾斜於能負擔
設資產審查為基礎去 防止因照顧不足加速 長者身上。
政府目前進行
訂定，並透過諮詢市 老化變弱，從而減少
民訂出共識去確立 輪候住宿照顧服務名 的「安老服務計劃方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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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祇要老友記有
志繼續工作，即使從未涉足
飲食行業，我們也會給予他
們機會，並在工作時間和工
種上配合。年長的『練習生』
在體力和學習能力較遜色，
但比起以往曾訓練有高領悟
力的展翅計劃年青人，老友
記猶如一張白紙，勝在肯用
心學，服務客人至誠，也珍
惜工作，這是他們的優勢。
現時集團有三百五十位員工，
年紀由六十多至七十九歲！」
今天坐鎮在饒宗頤文化
館店的李家煥不斷動腦筋，
領導這家開業一年多的餐廳，
並致力為拓展業務出謀獻策。

恭喜發財

為配合社企恊助更多長者入職
的策略出發，他除了參與訓
練和日常營運，也大力發展
婚禮宴會和大學 High Table
晚宴等大型到會服務，正用
得着他過往的寶貴經驗。他
每一環節都全情投入，也不
介意「落手落腳」。
這天午飯時間銀杏館高
朋滿座，我留意到侍應
Linda 主動整理餐桌，又體
貼地為我送上暖水。她細心
親切的服務讓我相信李家煥
的專業精神定必感染每位員
工 ， 整個團隊用心服務客
人，令他們喜歡重臨，而自
己的生活也過得更豐盛！

「美．多一點」課程系列 

專業化妝班
日期︰3月10日至4月21日   時間︰10:30-11:30
（逢星期三，共六堂）
內容︰基本底妝、日妝及晚妝。
費用︰$400
（自備化妝品及工具，中心亦可代購，費用 $100。）
香薰按摩班
日期︰3 月 23 日至 5 月 18 日   時間︰10:30-11:30
（逢星期一，共八堂）
內容︰頭、肩、頸按摩、不同香薰油的用途及舒 緩不同痛症方法。
費用︰$200

 新課程推介 

夏威夷小結他
日期︰3月19日至4月23日   時間︰10:30-12:00
（逢星期四，共六堂）
內容︰多種指法、掃法技巧及彈奏要訣等。
費用︰$250（自備樂器，中心亦可代購，費用約 $200。）
泰拳班
日期︰5 月 6 日至 6 月10 日   時間︰2:30-4:00
（逢星期三，共六堂）
內容︰拳擊、踢腳及簡單搏擊技巧等。
費用︰$280

《松栢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栢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