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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一直以来服务社区的

精神，本院分别于2017年2月和4月，开设了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和圣安德烈疗养

院（女皇镇）。接着这两项开设计划，圣安

德烈疗养院旗下共有三家疗养院，包括了第

一家为300名患有精神障碍和失智症的住宿

者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圣安德烈疗养院（万

国）。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和圣安德烈疗养

院（女皇镇）分别拥有255和297个床位，提

供综合乐龄疗养服务，包括失智症护理、基

础护理以及居家护理。新设的两所疗养院采

用以住宿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致力实现卫

生部所打造的愿景 -“提升健康、优化服务、

美化生活”。通过参与圣安德烈疗养院的社

交和养生活动，帮助住宿者掌握自身健康，

最终目的在于为住宿者打造丰富并有意义生

活、提供令其印象深刻的家庭式服务。

乐龄服务更进一步：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

德申）和圣安德烈疗

养院（女皇镇）为社

区提供关怀服务

容量255床位的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于2017年2月开始运营。

容量297床位的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于2017年4月开始运营。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和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分别与善

牧堂和救主堂合作，共同为住宿者服务。在圣安德烈疗养院不断涉

足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感谢上帝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资源、指导和

力量。

圣 公 会 社 区 服 务 简 讯



2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执行总监陈临发先生在2017年2月18的日开放日带领出席者参观设备，并介绍疗养院所提供的服务。

圣安德烈疗养院 
(亨德申)：融入
社区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开放日

致力于融入社区的圣安德烈疗养院（亨

德申），于2017年2月18日举办疗养院

开放日，邀请同在亨德申道路的其他机

构参观本院各项设施以及同址的圣安德

烈乐龄服务中心（亨德申）。于2017年

5月29日底开始营业，圣安德烈乐龄服

务（亨德申）服务包括日间护理、失智

症日间护理、社区康复、基础护理以及

年底将推出的居家护理。

拉丁马士单选区国会议员陈振泉先

生到访

2017年4月15日，拉丁马士单选区国会

议员陈振泉先生率领拉丁马士社区委

员会的领袖及成员莅临圣安德烈疗养院 

拉丁马士选区国会议员陈振泉先生，连同拉丁马士社区委员会的委员和基层领袖代

表们一起到访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多了解疗养院的服务。

（亨德申）。我们向造访客分享疗养院如何通过康复活动，护

士、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团队全方位的护理，和与其他

合作机构共提供的医疗健康服务，更好地服务住宿者。双方期

待未来能够多携手，共同关爱和服务拉丁马士选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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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戎巴葛选区国会议员祖安清心女士

造访疗养院

2017年5月11日，丹戎巴葛选区国会议员祖

安清心女士及选区基层领导造访圣安德烈

疗养院（女皇镇）。圣安德烈疗养院（女

皇镇）执行总监曾华忠先生接待祖安清心

女士一组人，带领他们参观疗养院，双方

就针对着如何更和谐地共同服务社区而展

开讨论。

2017年4月17日，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迎接了首批住宿

者，到六月底已经达到56位住宿者人数。疗养院坐落于女皇

镇的惹兰本查拉路，可提供297个床位，致力于为年长者提供

关爱、热忱、专业的服务。疗养院全体工作人员同心同德，

每日践行和分享上帝的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后书 13:4-8）

圣安德烈疗养院 (女皇镇)：
新起点，新开始

2017年5月11日，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执行总监

曾华忠先生接待造访贵宾丹戎巴葛选区国会议员祖安清

心女士及选区基层领导。

出道于社工、曾为任人民协会家庭生活和积极老龄化办

公室主任的祖安清心女士贴心地慰问年长住宿者。
2017年4月17日，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迎接首批住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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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 新动态
圣公会关怀中心（花拉公园）计划于2017年9月开始运营，

将于2017年10月13日正式开幕。

由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和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主办的成人自闭症之家计

划，于2017年2月开始建设。

未来几个月，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将于亨

德申、淡滨尼以及女皇镇开设乐龄服务

中心。圣安德烈乐龄服务（亨德申）于

2017年5月29日开始服务。预计到2018

年初，圣安德烈乐龄服务（亨德申）将

可为多达60人服务。圣安德烈乐龄服务

（淡滨尼）及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女皇

镇）则分别于2017年9月份和11月份开

始营业、为多大55位和100位年长者提

供日间护理.

80个床位的圣公会关怀中心（花拉公园）

新加坡首个成人自闭症之家计划以及同址的日间活动中

心，计划于2019年开始运营。这是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和

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起的项目。这所位于盛港的服

务中心已在2017年2月份开始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可住入

多达200名自闭症患者，日间活动中心可容纳多达50人。

圣安德烈乐龄服务（亨德申）



5

黄喜文先生于2014年3月加入圣安德烈疗养

院（万国）。在此期间，他担任医疗助理的

工作，帮助护士照顾近300名需要长期精神

护理的住宿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并每天

与他们互动交流。

黄先生曾与精神障碍有长达十余年的斗争。

依靠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来自新加坡圣公

会社区服务（后港关怀中心和就业综合服

务）和心理卫生学院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他

现在已经康复，并凭着自身经历，更好地服

务疗养院住宿者。对于住宿者的恐惧和退

缩，他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在住宿者的康复

之路上陪伴他们，和他们交流沟通。他尊重

每一名住宿者并以诚相待。在他的照顾之

下，连一些长期坐轮椅、病情严重、沟通与

行为上有难处的住宿者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有一些甚至恢复已丧失的机能、重获自理能

力和能够自由行动，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黄先生积极与住宿者接触，所做的工作远远

超过身为一名医疗助理的职责范围。他希望

能够给予住宿者们相同于自己在康复旅程上

所受到的关怀与帮助。由于他杰出的服务和

贡献，被授予2017年仁心奖（荣誉提名）。

获此殊荣的，全国只有四人。

黄先生分享到：“我希望通过我康复的亲身

经历来帮助他人。我把每一名住宿者都看作

我的朋友，正如许多人曾经悉心照顾我一

样，我也应该用爱和同理心来给予他们应得

的支持。”

圣安德烈教会医
院职员获得国家
级荣誉

年度仁心奖是一项国家级荣誉，为表

扬无私、忠诚医疗使命的模范医护人

员。2017年4月25日的仁心奖颁奖仪式

上，全新加坡共98名医护人员获此殊

荣。值得自豪的是，其中有三名来自圣

安德烈教会医院，包括获得荣誉提名的

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医疗助理黄喜

文先生、圣安德烈社区医院高级护士长

李素鸾女士以及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医疗

助理Nant Wout Yee Aye女士。

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医疗助理

黄喜文先生

2017年仁心奖（荣誉提名）得主

2017年4月25日的仁心奖颁奖仪式上，特邀颁奖嘉宾

总统陈庆炎博士为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医疗助理

黄喜文先生颁发2017年仁心奖（荣誉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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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鸾女士于1995年起就任职于圣安德烈社

区医院，现任高级护士长。她负责管理失智

症护理病房一支31人的护理团队，并与一个

综合了多学科的团队合作，为中度至重度失

智症住院者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康复服务。

失智症患者因病症常常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行

为，大声喊叫，甚至表现暴力行为。看护他

们的团队难免会感到身心疲累。身为失智症

护理病房的高级护士长，李女士不仅克服自

己面临的挑战，还为团队提供指导和咨询，

确保每个人都以最好的状态为患者提供高品

质的服务。她每天亲力亲为，和护士团队一

起为患者提供日常护理，甚至对待帮患者更

换尿布这样的工作也是毫不犹豫。由于大部

分工作时间用于照顾患者，李女士也常常乐

意加班完成行政工作。

2017年4月25日的仁心奖颁奖仪式上，卫生部长颜金勇

先生为圣安德烈社区医院高级护士长李素鸾女士颁奖。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高级护士长

李素鸾女士

2017年仁心奖得主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仁心奖得主，与各提名人和同事一同合照。左起：高级护士长王

丽卿女士，2017年仁心奖得主李素鸾女士及 Nant Wout Yee Aye 女士，护士长 

Arthi Packiriswamy 女士，和护理总监沈丽珠女士。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和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仁心奖得主，与他们的同

事和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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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病房有患者吃得不好，她会买些特别调

味品增强食物的味道，甚至是亲自为患者

下厨。如果有患者喜欢手工艺品，她会收

集素材并特别安排活动，让患者创作可以

引以为豪的作品。逢年过节，她会积极地

装饰病房，挂上佳节装饰品、组织庆祝活

动，让那些由于还不适合出院的患者能感

受到家庭温暖。李女士这样无私的付出都

出于自己的心意和资源。 

 

对于授予2017年仁心奖，李女士表示： 

“我怀着谦卑的心情接受这份荣誉，并向

患者们致敬。因为是他们勇敢面对生活的

态度激励了我坚持做一名护士，看到他们

的笑容，我的努力也就值得了。”

五年前，为了养家糊口，Nant Wout Yee 

Aye女士从缅甸来到新加坡进入圣安德烈

社区医院工作。兼任医疗助理的她负责患

者的日常护理，在患者门的康复旅程上，

辅助他们顺利的重返社区生活。

2017年4月25日的仁心奖颁奖仪式上，卫生部长颜金

勇先生为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医疗助理Nant Wout Yee 

Aye女士颁奖。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医疗助理

Nant Wout Yee Aye女士

2017年仁心奖得主

Nant女士为人谦逊、富有同理心，做起事

来又积极，又尽心尽力。遇到需要到别家

医院复诊，但却无法承担护送服务费用的

病患者，Nant女士便会自愿护送他们。为

了弥补自己护理经验的不足，她在工艺教

育学院报读一门护理课程，并以杰出成绩

完成课程。为了更好地和年长患者交流，

她还主动学习华语和福建话。很多年长患

者都喜欢与她聊天，他们的家人们也对

Nant女士亲切友善、乐于助人的态度表示

感激。

她对年长者的关怀与照顾延伸到医院之

外。假日时，Nant女士常会拜访那些转移

至疗养院的年长者，倾听他们的需求，抚

慰他们的担忧。每次去拜访，她还会自费

买些食物、水果和生活必需品送给他们。

在颁奖仪式上，她说：“我喜欢照顾患

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被提

名此项奖项已经能够激励我努力成为最好

的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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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医护人员在2017年5月27日的东部医疗联盟年度关怀奖颂奖典礼上，一共荣获1项超级巨星奖，5项巨星奖，55项金牌奖，

和129项银牌奖。

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的设立，旨在

区域医疗系统中提倡关怀之精神。

奖项不仅表彰东部医疗联盟职员无

私、富有爱心的服务态度，也赞扬

那些用决心和勇气激励自己与他人

的患者和看护者们。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以190名职员所

获得的银牌奖、金牌奖、巨星奖以

及超级巨星奖为豪。今年，圣安德

烈教会医院诊所（四美）的门诊病

人罗永昭先生以及圣安德烈乐龄服

务（喜乐中心）会员谢炳铨先生的

看护人郑淑治女士，还分别被授予

了英雄患者奖和英雄看护者奖。以

下就是两位获奖者的故事。

圣安德烈社区
医院的英雄

罗永昭先生

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英雄患者奖）得主

“我曾经害怕每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但是明天总

会到来，这一点无法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只有自

己的态度，勇敢的拥抱每一天。”

— 获得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英雄患者奖）、圣安德烈教

会医院诊所（四美）门诊病人罗永昭先生

罗永昭先生是拥有非凡勇气和毅力的典范。他在一次潜水

时遇到了意外而严重损坏了脊椎。一向活跃水上运动的他

从此身体瘫痪，生活方式面对一大改变。在父母、家人和

朋友的关爱和支持下，他逐渐从当初的沮丧和气愤中走了

出来。自从认识口足画家Gilbert Tan之后，他慢慢调整

心态、改变自己，还因Gilbert Tan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经济

独立而受到激励。于是，他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电

脑科学课程，打算自寻道路。他不辞勤奋地每天到校园上

课，并在家人的帮助下花好几个小时做转录，加强自己的

学习。在1999年，他以杰出的表现荣获发给年度优秀学员

的李光耀金牌奖。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诊所（四美）门诊病人罗永昭先生（左起第3位）荣获

2017年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英雄患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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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疗计算实验室做

研究助理。他在工作方面展现出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对

所有人都是一种激励。自2004年起，他任职于星展银

行团体战略营销部，虽然承担多项工作，却表现出无可

挑剔的工作态度。目前，他兼任银行内部通信编辑的工

作。

罗先生承认：“如果不是家人和朋友的关爱和支持，我

绝对无法走到今天，特别要感谢养育我的父母、哥哥、

叔叔和两位姨母，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他们给予我的。”

郑淑治女士

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英雄看护者奖）

“凡事都不必想太多，不然一定老得快！ 只要开

开心心地一天过一天，时光会很快地过去，一切

都没什么问题。”

— 获得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看护者奖），圣安德烈乐

龄服务（喜乐中心）会员的看护者，郑淑治女士

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喜乐中心）会员的看护者郑淑治女士（左起第2位），

荣获2017年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英雄看护者奖）。

郑淑治女士在过去四十年来悉心照顾

小叔谢炳铨先生，圣安德烈乐龄服务

（喜乐中心）的会员。由于有智力和

视力障碍，小叔从年轻时就得依靠郑

女士和其他家人的照顾。自从他患上

了高血压，又中风，情况便更棘手。

现在谢先生完全依靠轮椅，无法自由

活动，一切都依赖郑女士的照顾。她

尽管身形瘦小，却肩扛起所有事情。

不仅如此，郑女士每天为他做饭，也

照顾她91岁的家婆以及另一位有智力

障碍的小叔。在她看来，家婆待她如

自己女儿一般，而照顾小叔就是在回

报恩情。郑女士的两名子女都对她照

料小叔的行为非常支持，他们表示自

己可以照顾好自己，这样母亲可以专

心于照料其他家人。

郑女士是谢先生的主要看护者。她每

周两次带他到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喜

乐中心）进行治疗。看着他渐渐进

步，郑女士也感到欣慰。在她以及圣

安德烈乐龄服务（喜乐中心）治疗师

的照顾和帮助下，谢先生现在可以在

他人的辅助下行走，还可以自主地从

轮椅转移到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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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心灵，活出自在”（Healthy 

Minds, Happy Lives）是新加坡圣公会

社区服务精神康复服务于2013年发起的

一项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于维持心理

健康的意识，消除公众对于精神障碍的

迷思和误解。活动也为正在康复中的精

神障碍者提供了一个促进社交、建立自

信以及和社区互动的有效平台。

2017年4月22日，在东福坊的场地赞助

下，一场“健康心灵，活出自在”活动

面向公众举行。活动由四美关怀中心、

社区康复与援助服务（白沙）以及樟宜

四美民众联络所联合举办。

为提高大众对心理健康的意识、增进对

精神障碍者的接纳，樟宜综合医院的

医生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题目包

括关护失智症患者、压力管理以及青少

年抑郁症现象。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精神康复服务设立了关于心理健康问题

的知识性游戏区。此外，四美关怀中心

的心理健康专家团队还为参与者提供心

理健康评估以及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建

议。

健康心灵， 活出
自在！

活动上，四美关爱中心支援互助小组成员陈国樑先生分享了

自己克服精神障碍的挑战，从精神分裂中恢复健康的经历。

他现在积极地帮助精神障碍者找寻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活动上，来自四美关怀中心和社区康复与援助服务（白沙）

多才多艺的成员们还一展歌喉以及展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

手工艺品。观众对于表演以及手工艺品的捧场让他们倍受

鼓舞。最重要的是，成员在分享经验的同时，锻炼了社交技

能，更有信心和动力继续他们的康复之路！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继续组织“健康心灵，活出自在”

系列活动，继续和社区携手，消除社会上对精神障碍的误解。

“健康心灵，活出自在”活动以热力四射的尊巴舞开场。

四美关怀中心和社区康复与援助服务（白沙）的成员们所展出的手工艺品都大受欢迎。

樟宜四美民众联络所的气球造型兴趣小组设计的海洋

主题气球照相亭让人留下有趣又难忘的纪念！

通过记忆游戏和健康之轮这样的互动游戏，参与者更加强了对精神障碍的认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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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问，答一答

–关于失智症

邻里咨询小组（CREST）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乐龄服务群区业者（裕廊东）旗下的一支项目小

组。CREST不仅负责社区弱势长者的专案管理，还参

与提高失智症及抑郁症的社会意识等对外性活动。

2017年4月22日由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精神康复服

务和樟宜四美民众联络所联合举办的“健康心灵，活

出自在”活动在东福坊举行。 东海岸集选区国会议员

陈舜娘女士（左）作为受邀嘉宾出席。 新加坡圣公会

社区服务乐龄服务群区业者（裕廊东）旗下的邻里咨

询小组在此活动上设立了展位，通过有趣的测试教育

民众、提高公众对失智症的认识，以其消除常见的误

解。

什么是失智症？

失智症不是一种具体的病。它指向一系列影响大脑、

加速脑细胞死亡的状况。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失智

症并不是伴随年老而产生的，它也不只会影响年长

者。尽管失智症一般常见于年长者，但其实无论性别

或年龄，失智症都有可能影响任何人。

失智症的症状

减缓失智症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提早诊断，开始治

疗。想知道您或您的亲人有没有可能患上失智症吗？

您可参考是否出现以下症状：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乐龄服务群区业者

（裕廊东）- 邻里咨询小组

即便失智症症状渐渐恶化，患者还是可以继续参

与自己喜欢的活动、享受友情和亲情的温暖，过

着积极有意义的生活。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

裕廊东的邻里咨询小组提供一系列关于失智症和

抑郁症的免费讲座，帮助那些面临这些病症挑战

的人士。这服务也为年长者提供免费的检查服

务，评估其患失智症的可能，并为检查出患病的

年长者提供后续临床评估分析和治疗建议。

欲 知 详 情 ， 请 拨 6 2 6 2  1 1 8 3 或 发 送 邮 件 至 

je_info@sacs.org.sg，联系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乐龄服务群区业者（裕廊东）。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精神康复服务和樟宜

四美民众联络所共同在东福坊组织“健康心

灵，活出自在”活动。东海岸集选区国会议

员陈舜娘女士（左）作为受邀嘉宾出席。新

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乐龄服务群区业者（裕

廊东）旗下的邻里咨询小组到场设立展位。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乐龄服务群区业者（裕

廊东）专案经理曹芸凤

女士与参与者讨论失智

症。

1. 记忆力减退

2. 经常遗失个人物品

3. 迷失方向

4. 语言障碍

5. 判断能力衰退

6. 熟练任务变得生疏

7. 情绪或行为有所改变

8. 失去主动性

9. 性格改变

10.观察能力有所困难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

务乐龄服务群区业者 

（裕廊东）专案主管

许戎富先生与青年互

动，提高他们对失智

症的意识 。

民众参与关于失智症的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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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加坡提高自闭症意识日的重点

活动于3月31日在大巴窑中心举行。名

为“自闭症走进社区”的公开展览活动

包括了展览、工作技巧演示、展示、视

频、游戏、测试、音乐会以及由儿童和

成人自闭症患者献上的表演等。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活动从早上11点

到晚上8点音乐会的结束为止，全天开

放。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吸引到更多的人

前来观展。因为大巴窑中心在白天时熙

熙攘攘，有不少民众会从这里经过去搭

地铁和巴士，所以主办方希望能抓住这

些人的视线，花几分钟时间观看展览、

参与游戏或简单的测试，加深对自闭症

以及自闭症患者的了解。

自闭症活动走进
社区 — 心灵的
触动

特邀嘉宾：国会议长哈莉玛女士。

SAINTsational是由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的师生组成的一支乐队，用一段

动听的打击乐表演为音乐会拉开序幕。

新加坡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合作伙伴代表（从左至右）：AWWA、圣安德

烈自闭症中心、新加坡彩虹中心、新加坡自闭症资源中心以及新加坡自

闭症联盟的代表共同点亮灯球，标志着此次自闭症活动的开始。

活动前一天，3月30日周四傍晚，舞台、装饰以及大屏

幕都已经安装到位；第二日上午11点以前所有展位和

游戏设施都安排到位。周五一整天，活动吸引到源源不

断的参观者；等到下午4点半，现场就挤满了围观的观

众，因为音乐会将于五点半开始。



13

新加坡中区社区发展理事会、2017年新加坡提高自

闭症意识日组委会顾问潘丽萍女士致欢迎词；特邀嘉

宾国会议长哈莉玛女士发言过后；圣安德烈自闭症

学校的师生乐队，用一段动听的打击乐表演为音乐

会拉开序幕。接着是：彩虹中心义顺特别学校的学生

舞蹈表演、新光学校学生的舞蹈表演、伊登学校学生

Windworkz大乐队，一直以来都是热心帮助自闭症的支持者。他们曾多次在新加坡提

高自闭症意识日的活动上表演，此次也是在大巴窑中心惊艳亮相。

早上11点开始就有行人前来参观。

带来的手摇铃演奏、以及伊登学校

的中国民族舞表演。之后，那晚的

活动主持、Kiss 92电台节目主持人

Charmaine Yee女士走进人群向观

众提问一些简单的问题，答对问题

者可赢取新加坡提高自闭症意识日

合作机构赞助的小奖品。所有问题

的答案都在当天的展览中，所以只

要花几分钟参观展览或者观看过展

示视频的人都应该能够正确地回答

出问题。

音乐会于傍晚6点25分继续，一直

到大约傍晚7点结束，接着就是由新

加坡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合作机构的

代表们上台进行亮灯仪式，标志着

自闭症活动的开始。活动见证了新

加坡多个建筑在整个四月份，每晚

亮起蓝色的灯。这些建筑包括了新

达城、圣安德烈座堂、竹脚妇幼医

院、所有的新加坡提高自闭症意识

日合作机构、新加坡提高自闭症意

识日的五个合作慈善机构、圣安德

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

务的主要分支机构。

当WindWorkz大乐队走上台时便把

整个音乐会的欢乐气氛推上高潮，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热心帮助自闭症

的支持者，多次参加新加坡提高自

闭症意识日的自闭症活动。他们的

音乐让台下人群和经过的行人都纷

纷驻足，一边打着节拍一边享受乐

队带来的爵士流行与经典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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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90 — 为有意义的事业
干杯

2016年的下半年，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收到了个好惊喜。退

了休的著名心脏外科医生与葡萄酒鉴赏家，N.K. Yong医生与

夫人Melina，以及几名亲密好友，共同组织并策划了一场维

持三天的独家慈善酒晚宴与拍卖和品酒会，为圣安德烈自闭

症中心募捐。以庆祝N.K. Yong医生的九十大寿作为主题的此

晚宴被称为《庆祝90》，为有意义的慈善事业干杯。

《庆祝90》以一场由多位名厨烹调美味佳肴的酒晚宴、一场

慈善酒拍卖会和三场大师级品酒会组成。整场活动旨在为正

在设计与建设当中的成人自闭症之家募集100万的善款目标。

这个与社会发展部共同设立的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旗下的自

闭症成人服务新址，将于2019年正式运营。

凭借广泛的人脉和网络，N.K. Yong医生夫妇从中提取了一批

来自世界各地的主厨和酿酒师。他们都应邀前而来，主厨和

酿酒师分别贡献独特的美食和酒，以此支持活动。

为此次活动贡献力量的餐饮界人包括：全球得奖最多的餐厅

之一，悉尼哲也餐厅（Tetsuya’s）的老板兼主厨，和久田

哲也（Tetsuya Wakuda）；米其林（Michelin）二星餐

厅Odette的老板兼主厨Julien Royer — 他在2017年3月的

世界美食峰会颁奖典礼上再次荣获年度最佳主

厨；Capella的行政主厨David Senia；ilLido餐

饮集团老板Beppe di Vito；以及2016餐饮奥林

匹克大赛中的新加坡餐饮国家队。

倾情赞助此次酒晚宴的葡萄酒商中，有六位是

来自“葡萄酒第一家族”（Primum Familiae 

Vini）。这是一个由世界十二大名望葡萄酒家族

组成的联盟；另外还有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勃

艮第和罗纳河谷产区，以及意大利、德国、西班

牙、阿根廷、南非和美国世界各地的葡萄酒商。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感激各位主厨、葡萄酒

商、酒拍卖商、主持品酒会的大师、酒侍、

捐赠者、赞助者、以及每一位出席酒晚宴和

品酒会的嘉宾和每一位参与拍卖会的人。我

们尤其要感谢N.K. Yong医生、夫人Melina 

Yong女士、以及Daniel Chia先生、Jenny 

Tan女士、Lynn Yeow-De Vito女士等《庆

祝90》筹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们，感谢你

们选择帮助自闭症患者，并与圣安德烈自闭

症中心携手，让他们过有尊严而有意义的生

活。

整个酒晚宴、品酒会和酒拍卖会的过程中

募得善款总额超过目标，达到120万。所有

善款将用于成人自闭症之家的建设和设施费

用。

《庆祝90》筹备委员会（从左至右）：N.K. Yong医生、Jenny Tan女士、Lynn 

Yeow-De Vito女士、Melina Yong女士以及Daniel Chia先生。

为帮助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募集

善款，N.K. Yong医生在庆祝九十

大寿之际，组织了一场慈善拍卖

酒晚宴和酒会。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总裁洪赐禄先生分享

设立成人自闭症之家的计划。

各大酒商赶往新加坡参加此次的

盛会，其中包括以自己的名字命

名酒庄的Alvaro Palacios（左）

和Dominio de Pingus酒庄的

Peter Sisseck。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副主席吴嘉德先生和圣安德烈自闭症中

心总裁洪赐禄先生向N.K. Yong医生夫妇赠送画作《喜乐

之壳》，以表谢意。画作是由Andrew Tan先生，在圣安

德烈自闭症中心一名艺术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Andrew 

Tan先生是圣安德烈自闭症成人服务经营的日间活动中心

受训的其中之一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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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欢庆50周年

欢庆 50 周年服务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为有需要的群体

提供精神康复服务、乐龄服务，等各类服务。

2017年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成立50周年。它

的源起要追溯到五十年代早期。当时，作为专业护

士的英娘托马斯夫人在波东巴西地区建立了免费的

诊所，为那地区的贫困村民服务。

她的丈夫，弗朗西斯托马斯先生，就是圣安德烈学

校的校长，在六十年代，由于遇到学生自杀的不

幸事件，便在圣玛格丽特小学开设了学生辅导服

务。1966年，托马斯先生受圣安德烈座堂主任牧

师、Tony Dumper的邀请，建立了新加坡圣公会

福利协会。

1967年8月31日，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正式成

立，旨在遵循上帝的教导，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

体提供福利。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迅速扩展，

在2004年重新命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如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及其兄弟机构圣安

德烈教会医院，在新加坡算是交大的两家志愿福

利机构。两者都致力于提供精神康复服务、乐龄

服务、自闭症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继续地为有需

要的群体服务。

联系我们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10 Simei St 3, Singapore 529897 
电话：6586 1064
网站：www.sacs.org.sg

• 后港关怀中心 • 四美关怀中心 • 社区康复与援助服务 • 综合就业服务 • SACS乐龄群区业者（裕廊东） 
• 平安乐龄服务群区业者 • SACS乐龄中心（裕廊西）• SACS乐龄中心（福乐泉）•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家庭关怀中心 
• CITY社区服务 • 海员传道会

ANGAGE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所出版的内部刊物。在未获得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公关部批准之前，任何人士均不能以任何方式复制其内容。刊物由Semco Design Communications  
Pte Ltd设计及制作。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
8 Simei St 3, Singapore 52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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