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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去年初，放下了一連串慶祝50周年的活動之後，服務處的督導團隊以「迎一甲子的路，
同作僕人領袖」為主題，舉行2017/18年度工作計劃營。我們在開展新里程，尋找未來新方
向的同時，感受得到香港的政治及經濟環境迅速多變，不但直接影響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
確實也使我們在計劃未來時，遇上一定的難度。感謝上主的師領，讓服務處在過去的一年仍
能踏實和用心的服侍每一位與我們相遇的服務受眾，使我們繼續見證上主的鴻恩。

對於區內弱勢的兒童，服務處透過成立內部跨服務的「兒童扶貧小組」予以關注，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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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同的服務以滿足他們的成長需要。當中透過「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為居住
於惡劣環境的兒童提供較難負擔的服務（包括：玩具圖書館、遊戲小組、品格培育小組、親
子活動及輔導服務等），讓孩子不但有更多的活動空間，其照顧者亦有喘息的片刻。此外，
服務處多年來透過學校及醫院的轉介，接觸區內的年輕家庭，關心當中的幼兒及其受抑鬱症
或情緒病所困擾的父母親，並舉辦「離開抑鬱--同譜家庭協奏曲」計劃，為他們提供心理評
估、輔導服務、遊戲治療及表達藝術治療等，以重建親職功能及親子關係。過去一年，服務
處為超過700位貧窮學童提供文具包、書包、校服及鞋券等學習支援物資，以減輕其開學所
需的開支，提升他們的學習裝備。

服務處一直致力開拓社區及商界資源，以支援不同弱勢群體的需要。因應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幼兒人數不斷增加，我們透過公益金的資助，先後於樂學評估訓練中心開展「融融幼苗
樂學軒」及「樂學現才華」計劃，並且獲觀塘堂的支持，於Methodist City Space為社會福
利署資助的「為輪候資助學前復康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津貼項目」增設第二所訓練中心，開
展幼兒復康服務，以及提供臨床心理評估、言語治療等專業訓練，以縮短有需要幼兒的輪候

時間。此外，又獲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及新世界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分別資助嶄新及試驗性的
「籽樂計劃」及「樂學同途主恩佑計劃」，由幼稚園駐校社工與跨專業團隊合作，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童及其家庭提供到校支援服務。同樣，面對有特殊學習需要青年人的數字不斷
上升的情況，我們透過傅德蔭基金資助開展以社區為本的SEN青年職業導向服務，香港交易
所資助的“Connecting the Disconnected” 計劃，讓SEN青年人開拓視野，認識自己；並周
大福慈善基金資助的「重劃生命線」計劃，協助SEN青年人於離校前作好職前預備，包括提
供職向評估、職場體驗、工作實習及個案跟進等服務。

去年，香港房屋協會宣佈重建花園大厦二期，服務處隨即為受重建影响的居民開展社
區支援服務。除了透過街站收集居民的意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反映之外，我們又舉行了大規
模的探訪活動，以了解居民對重建的關注和憂慮；出版花園大厦重建通訊，定期送到居民手
上。我們將按階段發展，推出不同的服務，使居民更掌握重建的動向及資訊，以及就花園大
厦的歷史及保育作出進一步的探討。

過去一年在社耕路上，感恩有你同行，使我們能為主作光作鹽。迎向新的一年，深信仍
是主恩處處，使我們能夠繼續守護社區，締造天國臨在人間的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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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史與使命

使命
以基督的愛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服務；透過社會關懷、服務及行動積極參與社會的
改革工程，作光作鹽，見證基督，並與牧區內各堂會及教育單位連結，發揮志願精神及推動
社會服務，作合一的見證。

宗旨
1. 本着信仰的教誨，服務社區，將基督的愛散播人間，見證上主的臨在；
2. 以人為本，為個人及家庭提供全人照顧服務，使其獲得健康及整全的成長與發展；
3. 以社區為本，完善社區生活環境，扶持弱勢社群，促進社群間之融和，共建友愛睦鄰的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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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着專業精神，揉合各種專業知識和技巧，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及多元化服務；
5. 以行動參與社會改革，積極回應社會政策和制度的釐定和建立，凝聚和平力量，締造公義
仁愛的社會。

源起及歷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應中國大陸移民人口激增，香港政府開發觀塘為首個衛星城市，
而中華基督教循道會率先在區內開展如主日學等宣教工作，並開辦幼稚園、小學、醫療診
所、勞工、青少年及婦女活動，又派發罐頭、奶粉和日常用品等物資支援，向貧窮居民提供
實質幫助。1966年，有鑑於當時觀塘區發展迅速及對社會服務的需求甚殷，教會遂答允籌募
三十萬元予香港房屋協會作擴建牛頭角花園大廈廉租屋之用，而協會則撥出百靈樓地下予教
會作為提供社會福利、教育及宗教活動用途，「觀塘循道服務中心」正式成立。

由開始至80年代初，中心主要靠賴教會給予的資助於區內提供家庭、兒童及青少年，
以及勞工服務。及後獲社會福利署的津助，分別於1982年開辦家庭生活教育組；1983年及
1993年開辦牛頭角青少年中心及藍田青少年中心暨閱覽室，以及1997年開辦藍田樂齡長者

中心。此外，中心於1987年成為公益金會員機構，並獲資助開辦工業社會工作服務，亦即今
日的基層在職人士服務。中心於1995年易名為「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以配合服務發
展的需要。

踏入千禧年，香港受到金融風暴及貧富懸殊問題嚴重的衝擊，服務處定位服侍貧窮人士
及基層弱勢社群，並透過申請基金的資助，竭力照顧及回應他們的需要。我們於2001年在長
者中心開設廉價飯堂；2005年開辦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2006年開設的神愛關懷中心是
一所社區為本的扶貧中心，並提供就業支援、社會企業、社區經濟、食物援助、政策倡議等
服務；2008年分別擴展新來港人士服務成為今日的基層家庭支援站，以及「長者關懷計劃」
成為「關懷長者中心」，以服務居住於花園大厦及觀塘市中心私樓的獨居長者及雙老。2016
年，我們開辦「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進一步關注身處惡劣居所的家庭需
要。此外，於2005年開設融合教育學校支援服務，以照顧有特別學習問題兒童及青少年的需
要；並且於2011年開辦社區為本的「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提供幼兒密集訓練、SEN托管計
劃及生涯規劃服務等；又於2007與教會合作在Methodist City Space開辦支援在職人士的服
務。

為配合社會福利署的政策，以回應急劇的社會轉變，服務處於2002年將兩所青少年中
心合併及轉型為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2009年開辦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2014年將長者中心轉型為樂齡鄰舍中心；以及成為「為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
供學習訓練津貼」的認可機構。家庭服務除了透過資助的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強化家庭的親職
功能之外，亦擴展了小學及幼稚園全方位支援服務，以及為患有抑鬱症/情緒病的家長及其子
女提供社區為本的遊戲治療、親子遊戲治療、表達藝術治療及個案輔導等康復支援。

過去一年，透過6個服務中心及多個項目計劃，我們提供的兒童及青少年、長者、社
區、康復、 學校及家庭服務，受惠人次達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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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名單

主席： 余恩明牧師

司庫： 樂錦壯先生		

書記： 洪賜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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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陳福林先生

陳敏芝女士

張國明先生

張綺美女士

鍾偉基先生

孔令達先生

林豐禮先生

林家強先生

劉建良牧師

梁文慧女士

李家駒先生

李思聰先生

吳彥強先生

彭學高先生

杜偉廉先生

唐思藝先生

黃金鳳女士

黃廣興律師

執行委員會： 余恩明牧師
樂錦壯先生
洪賜盛先生
張綺美女士
林豐禮先生
林家強先生
彭學高先生
杜偉廉先生

服務架構圖

董事會
籌款小組

執行委員會
裝修小組

神愛關懷中心管理委員會
服務處主任
總幹事

服務督導委員會

青少年服務

服務
家庭及學校

特別服務

復康服務

社區服務

長者服務

總辦事處

神愛關懷中心

基層家庭支援站

關懷長者中心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中央行政

駐校社工服務︵中學︶
外展服務
輔導、成長及發展性服務
課餘託管計劃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支援學校工作計劃

青年宣教事工
家庭生活教育服務
輔導服務
緊急援助基金
項目計劃：同譜家庭協奏曲
駐校社工服務
項目計劃：樂學童途主恩佑

學生輔導服務
家長教育
老師培訓

樂活坊
培訓及發展服務
職場宣教事工
項目計劃：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援計劃

關注在職貧窮需要
關注基層住屋需要
基層在職人士服務及婦女發展工作
社區物資支援計劃
短期食物援助計劃︵食物銀行及天糧網︶

資訊科技部
企業傳訊及資源發展部
研究及發展部│劏房倡議計劃
行政及人事部
會計部

長者權益倡議
生死教育計劃
社交及康樂、健康、教育及發展性服務
長者義工及護老者支援服務
長者宣教事工
個案輔導及隱蔽長者支援服務
樂齡飯堂

基層宣教事工
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
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
基層家庭及兒童宣教事工
各類項目計劃

臨床心理服務
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
樂學天地 |融合教育到校支援服務
學前復康服務幼兒訓練服務
項目計劃：重劃生命線、樂學軒

Methodist City
Space

學校服務

幼稚園支援服務

和諧家庭培育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
牛頭角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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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職員名單
截至31/3/2018
服務處主任
余恩明牧師
總幹事
楊綺貞女士
助理總幹事
蔣志恒先生
服務督導主任
陳韻玲女士(臨床心理學家)
温家琪女士
張燕媚女士
曾憲輝先生
林瑞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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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服務督導主任
葉霈芝女士
陳麗雅女士
服務統籌主任
何頴欣女士
江詠詩女士
關敏儀女士*
關永成先生
蕭韻潔女士
臨床心理學家
張家齊女士
潘惠芳女士*
言語治療師
劉秀莊女士
江文慧女士
袁嘉禧女士

註冊社工
陳嘉禾女士
陳敏萍女士
張海斌先生
張文康先生
詹嘉欣女士
周佩君女士
方沅彤女士
許思樂女士
許詠然女士
林依錂女士
林艷嫦女士
劉頌祈女士
劉婉珊女士
羅小貞女士
李佩虹女士
盧慧君女士
呂綺華女士
陸永祥先生
麥正豪先生
麥斯雅女士
莫華鋒先生
吳澤銘先生
吳采珊女士
吳世濠先生
吳珊瑤女士
潘綺心女士
薛嘉寶女士
蘇世恩女士
施澤慧女士
曾曉薇女士
殷淑儀女士
余凱雯女士
袁浩倫先生
行政及發展主任
李宛姍女士

服務主任/輔導員
張慧蕾女士
黃嘉雯女士

項目顧問
王德玄先生
袁慧明女士

研究及發展主任
鄧寶山先生

就業服務幹事
陳穎翹女士

服務行政幹事
龔佩盈女士

譚嘉善女士
阮美珍女士

社區服務工作員
蔡倩文女士

活動幹事/計劃助理
陳惠君女士
張浩文先生
周智豐先生
鍾匡蓓女士
何家樂先生
郭家媛女士
黎倩瑩女士
林俊文先生
林碧怡女士
李栢榮先生
梁欣甜女士
李凱琪女士
馬志濤先生
伍翠萍女士
石英傑先生
蘇俊鋒先生
鄧文康先生
鄭嘉韻女士
黃靜宜女士
王肇揚先生
黃熹汶女士
殷志豪先生
甄昫怡女士
葉婉羚女士
潘素娥女士

高級會計主任
李淑媚女士
行政主任
鄭淑萍女士
資訊科技主任
吳嘉明先生
特殊教育老師
蔣宛彤女士
蔡思思女士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幼兒工作員
李靄慈女士
梁錦萍女士
教學助理/學生輔導員
黃巧慧女士*
陸衍程女士
資訊科技支援工作員/支援助理
李家聲先生
顏騫先生
行政助理
姚桂蓉女士
計劃幹事
陳穎彤女士
黃嘉浚先生
助理文員
張巧儀女士
林惠蘭女士*
劉展華女士
柳玉嫻女士
李焯敏女士
廖永珍女士

活動助理
龐曉琳女士
工友
鄭志英女士
何少萍女士
姜桂蘭女士
鄺宝梅女士
廖莉苹女士*
麥煥好女士
黃林女士*
劉詠龍先生

* 部份時間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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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牛頭角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目標：
1. 提升青少年面對成長的困難和衝擊的能力；
2.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建立支持網絡，強化個人解決問題能力；
3. 強化青少年人際能力、建立和諧家庭關係及發展生活技能；
4. 強化青少年的公民意識，鼓勵他們關心及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才藝小組-Darkness樂隊在牛綜夾band日子短短, 但透過中心安
排多場的演出平台，讓樂隊吸收了不少舞台演出經驗!

引言：
10

工作報告：
1. 以愛凝聚每一個 連繫社區每一伙

服務處自成立以來，一直為兒童及青少年

兒童及青少年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主人翁，若能為

提供各項有益身心及有助成長的發展性活動，

他們創造發揮及參與的機會，將會對自己重新發現，

並分別於1983及1993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於牛

從而取長補短，提升個人素質。我們透過鼓勵及推動

頭角及藍田成立兩所兒童及青少年中心。2002

他們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區上有需要的人士，以及

年，服務處將兩所中心的資源合併及轉型成立

關心區內事務，以增加他們對社區的關注度，藉以提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並於2010年正式
遷入重建後的牛頭角上邨二期。中心的願景是
為青少年締造生命成長的空間，成為他們尋找
及實踐夢想的地方。
面向觀塘區青少年的成長需要，同時希望

升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並與社區的其他個體及團體
一起建立關愛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我們透過探訪觀塘區內獨居長者、居於天台屋、
劏房及板間房的貧窮家庭，以及露宿者，讓參加者對
觀塘區有更多更真實的認識，同時切實感受基層巿民
的需要，從而啟發他們探討房屋政策及貧窮問題等的

深化服務的成果，我們訂立了未來三年的主題

相關議題。在「分享愛」行動中，一班住在觀塘但不

為「以愛凝聚每一個，連繫社區每一伙」，並

太認識觀塘的青年人，在寒流突襲時合力在極短時間

且期望透過更具體的工作目標，發揮啟迪及導

內迅速收集禦寒物品，派發給區內有需要的獨居長者

航作用。第一年（2017/18年）的年標為「建立

及露宿者，送上關心與愛心；而在中秋、聖誕及新年

自己 關愛別人」，藉著發展和推行長期的義務

等節日，「分享愛」義工亦透

工作，一方面促進社區關懷，同時透過參與，
塑造青年人的個人素質，並提升他們對社會的
歸屬感，以及對社會民生事務的關懷。

過收集區內居民的有
餘物資，一方面
讓轉贈者體驗

香港遊蹤的組員，正在搜索
屬於香港獨有的人和物。

青少年服務
除了藉活動向社區發放正能量外，亦藉此活動
來收集參加者笑容，再製作成展示品於日後在
社區裡展出。

香港中銀義工到中心與一群兒童進行義工服務，大家都非常享受呢。

分享資源的快樂，亦讓接收者感受到鄰里關愛，而對

學習上的疑難，另一方面與他們建立良好關係，聆聽

於參與的青年人來說，大大增加他們對觀塘的認識。

他們的需要，協助適應及面對生活上的各種挑戰。

除此之外，中心亦有多個青少年義工小組，透過

無論中心義工還是商界義工，每一個義工小組都

身體力行及運用專長，服務及回應社區，當中包括以過

有其獨特性及服務目標，但他們都有著一個共通點，

來人的身份協助新來港學童適應香港生活的「LOVE IN

希望能透過自己的用心付出和真誠關心，服待社區有

HEART朋輩支援小組」、以攝影技術拍出觀塘的美和為

需要的人。

基層居民拍攝生活及証件照的「LUX義工組」、透過桌
上遊戲讓兒童及青年人尋找到人與人之間愛與連繫的
「A.R.K.桌遊小組」、無論晴天陰天雨天都能鼓勵別人

2. OUR DREAMS OUR PLACE 交織夢想一
起飛

以正面角度看事情的「45度望晴天義工組」、以傳授

青年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作為一班青少年工

烹飪技巧給基層小朋友為己任的「開心婦女組」、貢獻

作者，我們欣賞青年人的生命力，相信他們的創造

自己的工餘時間為基層學童提供學業及心靈支援的「燃

力，我們願與青少年一起織夢，開拓土壤，締造創意

亮生命義工組」及「童心義教義工組」。

空間，一起同步同路同創造。過去一年，我們繼續透

有不少商界義工亦主動參與除了中心的義務工

過不同的才藝培訓及各種各樣的生涯規劃活動，包括

作，例如大昌行、星展銀行及中銀香港的義工團隊，

不同的行業體驗，讓青年人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和

他們除了參與單元性的探訪或戶外活動，亦有參與長

了解，以及認清自己的前路和方向。中心的Darkness

期的服務（如「童心義教--基層家庭補習義工」），

樂隊、跳出舞天地舞隊、籃球小組、魔術小組、Out

透過定期為基層家庭兒童補習，一方面協助他們解決

Focus攝影小組、弦外之音音樂組等等，都是透過才藝

小義工們在夏日炎炎下一起清潔沙灘，希望能為環保出一分力!

才藝小組-跳出我天地舞隊正在加緊排舞，為演出作準備。

11

青少年服務

童心義教的青年義工正在為一群基層兒童進行定期義教，為他們
解答學業甚至生活上的難題。

女生戀愛小組―在小組中與學生探討戀愛及婚姻，當中更有婚紗試穿體
驗，留下美麗的一刻。

培訓及提供表演機會，發掘他們在學業成績以外的潛
能，重新發現自己的能力。
我們特別加強生涯規劃方面的服務，舉辦了多項
的活動，包括職場特工隊、模擬放榜及給孩子們職涯
GPS等，透過模擬面試、選科策略、工作實習、行業
參觀、職前訓練及職前評估等活動，提升參與青年對
自我及職向的認識，同時增加對不同行業的了解，對
日後的發展方向作出充足準備。

於街頭進行分享愛行動，讓關懷及愛傳遞開去

喜愛自己，進而「改寫」自己的生命。
另外，對於新來港的青少年，我們持續舉行「新

12
3. 支援弱勢青年人 明日棟樑展潛能
關注弱勢群社的生活，締造公平和諧的社會，
是我們的服務理念。我們尤其關注弱勢青少年的成長
需要，協助他們重建自信、自尊、能力感和成就感，
讓他們得以發揮及發展自己的才華及能力，是我們其

來港學童適應課程」，並在課程後由曾經是新來港的
「過來人」所成立的Four in Love薪伙相傳小組，負責
籌劃及舉辦適應香港生活的活動，讓一群在不同時間
來港生活的青少年於中心相遇，建立朋輩支援網，盡
快融入新生活，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

中一項的工作重點。一些學習機動較低，甚至出現
缺課情況的青少年，多元化的發展機會對他們相當

Project Apps 計劃是透過一連串活動及小組，
讓中一同學，順利適應升中生活。

4. 注入社區正力量 開拓健康好土壤

重要，我們開展

處於紛亂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住屋、醫

了Esport電競聯

療等問題日趨複雜，巿民對於上述議題的聲音日趨負

盟，以電競培訓

面，基層巿民所背負的擔子亦愈來愈重，因學業、感

為手法，加入敍

情、家庭、工作及各種生活適應而造成的情緒困擾個案

事治療元素，陪

屢見不鮮。為此，我們與中心的青少年一同在社區內推

伴一群被社會標

行了一連串正能量活動，希望為居住在社區內的家庭增

籤為「有問題」

添「正能量養份」，在滿有健康氣息的社區土壤中成

的年青人，讓他

長。我們舉辦了「陪你笑著走」計劃，抱著陪您笑陪您

們尋找新的生命

哭的精神，聆聽街坊心底話，放開懷抱在社區中一同高

意義與力量，看

歌。我們拿著一支吉他和一個木箱鼓，在社區中遊走，

見自己的美好和

與兒童、青年及各位街坊一起夾歌，在旁的街坊亦可以

青少年服務

我們的託管班除了日常託管服務外，亦著重親子的相處交流，因此會定期舉辦家庭
活動及家長講座。

新來港適應課程的同學在學習課堂外，還有很多適應活動參與。
相片中的導師和同學，透過美食製作，談談不同的飲食文化。

細聽樂曲，抒解片刻愁煩。此外，我們亦與一班受各種
生活困擾的青年人同行，透過相說笑及香港遊蹤活動，
學習攝影的樂趣，並以鏡頭去收集街坊的笑容，能為彼
此帶來鼓勵及送上祝福。
另外，我們與高雷中學於今年携手合作參與「好

陪您笑住走小隊，無論晴天陰天雨天，很希望能在您身邊!

心情」計劃，透過計劃辨識及支援那些受隱藏情緒或顯
露情緒困擾的學生，協助他們面對及處理自己的情緒。
在一年的計劃裏，透過小組形式協助了20位學生及其
家長，在學業及生活上為其作出深入的支援，同時亦透
過不同的活動，在校內建立互相關懷友愛的氣氛，培育
正面能量。

總結
過去一年，中心以義工發展、才藝培訓、生涯
規劃等服務，推展第一年年標「建立自己 關愛別
人」，讓青年人透過服務社區，認識社區，建立社
群，發展自我。眼見中心的青少年與社區逐漸建立連
繫，他們將自己的專長貢獻予社區，與此同時，社區

5. 深化中心@學校 優勢互補添成效
我們透過與區內中小學校長及老師的交流，增加
對學生的了解，同時運用社福及教育界的強項，彼此
協作為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的需要作出適切的支援。
今年，我們與區內十一間中小學合作，提供多
項不同類型的到校服務，當中包括「成長的天空」、

亦帶給他們不同的經驗及正能量。在這種互動的影響
下，除可豐富青少年的生命歷程外，他們更關心社區
所發生的一點一滴。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或許會對社
會的現象及制度產生疑問，但他們仍希望社區上每一
個人都能有更好的生活。此外，要持續實踐「以愛凝
聚每一個 連繫社區每一伙」，我們致力培育身處弱
勢的青少年，以及關心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小學全方位輔導活動」、「關愛校園計劃」、「抗

期望在緊接的第二年年標「匯聚力量 連繫社

毒活動」、「性教育講座及小組」、「DSE模擬放

群」，我們透過增添「正能量養份」，讓居住在社區

榜」、個人成長系列、義工訓練及領袖培訓等等。另

內的兒童及青年人，在滿有關懷及健康氣息的社區土

外，我們透過一系列的生命教育活動，關顧青年人的
身心靈健康，並運用地區聯校計劃「Project Apps」，
讓學校老師和社工同工一起聯手，為有需要提供身心
靈支援的同學，給與適切的介入和支援。

壤中成長，孕育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的聖靈果子。

13

青少年服務

活動統計
A.

B.
C.

活動類別
活動性質及內容
核心服務
1.小組與活動 指導及輔導服務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社羣化服務
培養社會責任感及能力發展服務
2.個別指導／ 面談
輔導
非核心服務 興趣班及自修室
其他
出版：會員通訊
總數：

聚會次數

出席人次

2,263
1,085
300
492
154

20,865
13,928
5,916
4,623
165

255
4
4,553

752
16,500
62,749

會員統計
會員數目

14歲或以下
1,116

15 – 24歲
301

25歲或以上
48

家長
882

總數
2,347

14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霎眼間，成為「牛綜」的義工有許多年時間了。

梓堯在2016年小學一年級開始參加課託至今已

回想中學時懵懵懂懂地跟朋友一起組成義工組，漸漸

兩年多，當初因為我要長時間工作，無暇照顧梓堯，

到了現在又成立了一組的職青義工組。想當初加入的

經個案社工轉介安排參加課餘託管服務。梓堯在數

念頭，是想服務社區，關心別人，拓寬眼界，解決困

學、英文科功課上有不明白時，得到課託導師細心教

難，增加自信；現在這些我雖然仍在學習中，不過，

導，也減輕我在放工後要督促孩子做功課的壓力。中

現在的我不會再是怯怯懦懦，而是勇於嘗試和承擔的

心職員熟悉小朋友，當他們在中心出現不當行為時，

人。過去所帶給我的經歷，都讓我成長了。從過往的

即時加以制止及耐心教導，與家長反映，令我安心讓

義工服務經驗中，我感到滿足，就是那種看到別人快

梓堯到中心玩耍。除了功課輔導，梓堯也喜愛課託的

樂，而得到快樂，我選擇了服務人的工作。現在，我

生日會的美食和生日禮物。最近，我們一同參與課託

成為了一位在職的幼稚園教師，慶幸當初能夠及早找

的親子旅行，到馬灣的挪亞方舟遊覽，享受美好的一

到自己想要的，不用浪費時間。有時候，只要你願意

天，感謝工作員的照顧及安排。

走多步，願意作出不同
的新嘗試，也許會得到

課餘託管服務

更多不同的經歷。

殷梓堯家長

中心義工 阮倩儀

義工分享--中心義工阮倩儀

義工分享-殷梓堯家長

家庭及學校服務

家庭服務
服務目標：
1. 為區內家長、夫婦、準婚人士、準父母、青少年等五類對象及其他
有需要人士提供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協助服務對象對家庭作出反
省，並掌握適切的知識和技巧，從而提高家庭生活的滿足感；
2. 為區內弱勢群體提供服務，包括較少服務資源的學校，以及新來港
人士、受情緒困擾人士及單親家庭等；
3. 拓展家庭輔導服務，以回應社區及服務處各項服務發展的需要。協
助有需要的人士掌握有效處理個人及家庭問題的態度和方法；
4. 為區內教會提供家庭及伉儷服務，協助教友們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親子遊戲治療技巧家長小組

工作報告：

引言：
服務處自1982年起至今，接受社會福利署的

1. 正向親職同提升 和諧家庭齊共建

資助開辦家庭生活教育服務，旨在促進和諧的家庭

考試、家課、教育制度、住屋……均是家庭壓力

關係。此外，我們一直致力尋求社會上的資源發展

的主要來源，加上個人的成長經歷，衍生出一連串婚

創新性服務計劃，以滿足社區中不斷轉變的家庭需

姻、管教及情緒等問題。部門於過去一年於中心及區

要。我們所開辦的和諧家庭培育中心以兒童為本，

內不同的幼稚園、小學舉行不同的的家長支援及教育

透過提供預防性、發展性及治療性服務，消除種種

活動，當中包括關注家長情緒健康的「觸摸情緒」、

影響兒童成長的環境及社會因素。我們積極推動親
職教育、家長成長課程、親子活動、兒童成長計
劃、諮詢及輔導服務等工作。觀塘區不論在申領綜
援、低收入、人口密度、虐兒個案等的數字均是
「名列前芧」。而實際的工作中，家長、少年及兒

「心情花園」及「樂得自在」等家長小組。社工透過
表達藝術活動及園藝治療等手法，協助家長探索、釋
放及認識自己潛藏的困擾及情緒，部份有需要的參加
者需轉介至本部門的其他計劃，以作更深入的跟進。
在提升家長管教技巧上，開辦了「衝破語文困難」、
「升級爸媽管教有法」、「如何善用獎與罰」及「親

童受著上述因素而引發了不同的家庭問題，當中婚

子遊戲樂溝通」等主題的家長講座；由於參加者反應

姻關係不和、親子衝突及受情緒困擾人士也與日俱

熱烈，區內小學更邀請本部門舉辦了一連五場家長教

增。故此，過去一年部門致力為

育活動，並且得到校方高度的評價。此

區內家長及兒童營造一個精神健

外，為了鼓勵基層家庭走出社區，部門

康及家庭和諧的環境，讓兒童及

舉行了不同的社區活動，其中以「小眼
睛看聖誕」親子聖誕聯歡會最受歡迎，

家長得到愉快的生活。

讓一眾低收入的家庭在普世歡騰的日子
裡共享歡欣，建立支援網絡。
親子遊戲樂溝通K1親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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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出抑鬱的陰霾 同譜家庭協奏曲

16

3. 種籽栽種好時機 及早介入免危機

我們一直關注區內來自基層家庭的家長，長期受

「及早介入，及早辨識」對就讀於幼稚園有特殊

到個人成長、婚姻關係、經濟壓力、居住環境等因素

學習需要的幼兒來說是非常重要。隨著公益金資助的

而出現的情緒問題，對子女成長產生極負面的影響。

「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以及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

2016年，部門得到匯豐150周年慈善計劃透過公益

司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撥款資助的「籽樂計劃」計劃

金撥款資助，推行為期兩年的「走出抑鬱─同譜家庭

完結，本部門與復康服務合作推出嶄新的「樂學童途主

協奏曲」服務計劃，旨在為有情緒困擾的家長及其子

恩佑」計劃，並獲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撥款資助為期3

女提供情緒支援服務，並透過表達藝術的手法，協助

年。計劃結合駐校社工服務及專業訓練項目，為幼稚園

參加者處理其情緒問題。計劃已踏入第二個年頭，由

及低收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提供一站式到校服務，

於計劃成效顯著，區內的幼稚園及小學、社會福利署

包括專業諮詢、個案輔導、心理評估、密集式訓練、幼

及其他非政府的家庭服務中心均轉介有需要的家長參

兒成長小組、家長小組、親子小組、家長講座及教師培

加。過去一年，共為48對親子提供服務，包括心理健

訓等服務。所有校長及老師非常欣賞及肯定駐校社工所

康評估、兒童繪本創作、社交小組、家長及親子表達

提供的服務，而從問卷調查中，有97%教師表示對整體

藝術小組、家長支援網絡、親子義工小組及服務日，

計劃感到滿意。當中，教師表示欣賞社工與治療師主動

以及畢業作品展等。此外，亦特別為25名兒童提供了

跟班主任交代幼兒的發展情況，並提供具體而有效的教

個別或親子遊戲治療。所有本計劃的參加者都表示其

導方法；以及教導家長針對其子女的需要而進行的家居

情緒及親子關係有所改善，而部份轉介機構的個案社

訓練。家長方面，則喜歡計劃給予他們定期的報告，而

工或老師也表示其個案的行為、情緒及思想都有明顯

治療師及社工又主動聯絡家長，交代並指出子女需改善

的正面改變。

社交訓練

每位參與「精神健康日」的參加者，臉上綻放燦爛的笑容。

「同譜家庭協奏曲」的參加者，同步走出抑鬱的陰霾。

家庭及學校服務

的地方，由此可見計劃已得到一定的成果。
此外，駐校社工亦協助學校處理不少危
機問題，包括懷疑虐兒事件、家庭糾紛、經
濟援助等等。當中，社工曾協助安排家長與
年幼子女入住緊急庇護中心、轉介個案到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申請緊急援助基金，又或
陪同另覓新的居所。我們見證生活終於安定

參與「6A有品」的家長細心聆聽講者的分享

下來，新生活得以展開，問題得以解決後，親子關係亦
有所改善，家庭也變得和諧。社工與學校及社區之間的
合作，能令就讀幼稚園的小幼苗及早得
到幫助。

17
綜合訓練

參與「情緒至叻星」小組的幼兒，正學習分享自己的感受。
言語訓練

總結
過去的一年，工作雖然繁重，在中心服務及幼稚園駐校服務中亦遇
到不少令人痛心的個案，但在同工齊心協力、永不放棄，以及上帝同行
的信念下，陪伴每一個有困難的家庭，一一跨過困難，同步走出憂谷，
從新得力再上路。我們亦會繼續堅守所持的信念，繼續與學校及社區合
作，提升社區人士關注精神健康，以及協助家長培育正向積極的管教技
巧。

家庭及學校服務

活動統計(一)：家庭生活教育

教育性

家長

活動類別
家長講座、親子聚會、家長及親子課程

青少年

講座

其他對象(兒童、
親子及教師)

講座及小組                                 

社區活動

嘉年華及展覽

推廣性及 出版
混合性
輔導
服務

個案輔導

活動數量

出席人數

59

981

1

128

35

1,041

1   

800

家訊(季刊)及優質家長教育計劃小冊子
對象包括夫婦、家長、準婚人士、婦女
及長者等
總計

4

21,000

16

16

116

23,966

活動統計(二)：「走出抑鬱─同譜家庭協奏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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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評估
兒童繪本創作小組
兒童個別輔導
兒童社交小組
兒童表達藝術活動
兒童講座
家長表達藝術小組
家長講座
親子表達藝術小組
親子義工小組
服務日
畢業作品展
走出抑鬱-同譜家庭協奏曲─展覽
總數：

數量
37
6
21
5
14    
10
6
11
6
7
7
7
6
143

節數
37
36
190
30
42
10
36
11
36
28
14
7
123
600

服務人數
74
34
42
28
126
581
34
347
34
40
400
101
1,720
3,561

*本計劃由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活動統計(三)：「陽光幼苗─幼稚園社會工作服務」
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
個案輔導服務
家長教育小組
家長教育講座
兒童發展小組
親子培育小組
教師培訓工作坊
觀課
臨床心理評估
總數：
* 本計劃由公益金資助

數量
6
60
4
11
8
9
4
173
3
278

節數
119
688
23
11
36
35
4
459
3
1,378

服務人數
1,488
120
66
317
96
102
65
421
6
2,681

家庭及學校服務

活動統計(四)：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
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
個案輔導服務
諮詢個案輔導服務
家長教育小組
家長教育講座
兒童發展小組
親子培育小組
教師培訓工作坊
觀課
臨床心理評估
總數：

數量
6
37
138
7
5
10
14
6
226
2
451

節數
164
711
311
26
5
40
44
6
226
4
1,537

服務人數
1, 320
74
276
77
121
75
635
94
226
2
2,900

活動統計(五)：「籽樂計劃」
個案經理服務
家長親職壓力評估
發展性小組訓練(包括小手肌協調訓練、認知
訓練、社交、言語表達等)
專業訓練小組(包括言語治療、協調訓練及遊
戲治療等)
個別訓練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家居訓練
家長諮詢
教師支援
觀課
總數：

數量
50
48
10

節數
138
48
114

服務人數
100
48
60

4

30

18

15
46
50
201
50
50
524

81
2
97
50
191
107
858

15
46
97
201
50
50
685

數量
62
62
60
18

節數
894
10
60
91

服務人數
124
62
60
78

10

74

53

11
3
62
62
62
268
680

51
3
495
103
104
60
1,945

11
64
62
463
250
268
1,495

* 計劃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撥款資助

活動統計(六)：「樂學童途主恩佑」
個案經理服務
幼兒綜合評估
家長親職壓力評估
發展性小組訓練(包括小手肌協調訓練、認知
訓練、社交、言語表達等)
專業訓練小組(包括言語治療、協調訓練及遊
戲治療等)
個別訓練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家居訓練
家長諮詢
教師諮詢
觀課
總數：
* 計劃由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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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很高興能與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合作多年，

很感恩能遇上同譜，多謝姑娘的帶領和付出，每

這幾年間，雙方都能保持一個愉快的合作關係。學校

星期的活動都很貼心和到位，在此期間是每星期最期

與駐校社工以開放及互信的模式進行溝通，當學校察

待的活動。其中一個活動，听住悠和音樂，听住姑娘

覺學生家庭有需要時，會主動聯絡林姑娘，她會即時

的指引、逐步放鬆身體，感覺很舒服。又例如欣賞自

作出跟進，聯絡家長及與幼兒進行面談，並會因應其

己的雙手，是第一次對雙手的一個肯定。活動小組完

需要為他們提供輔導及協助，同時亦提供了很多寶貴

畢後，感覺好似清洗了一次心靈洗禮。

的意見給學校。另外，雖然林姑娘一星期只駐校一
次，但都感受到她對小朋友的關心，每次到校都主動

「走出抑鬱–同諧家庭協調曲」計劃之參加者

關顧每個小朋友的需要，加上她的態度親切和藹，很

Ling

快就能與家長及幼兒建立良好的關係，以致他們願意
信任她，跟她分享個人需要及感受，使他們的問題能
得到幫助。此外，服務處為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幼兒
提供訓練，訓練成效顯著，使小朋友在行為、情緒及
社交上都有進步。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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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小學)
服務目標：
1. 按學生的成長需要，設計及提供全面的輔導服務，協助學生達致全
人發展的目標。
2. 透過各類預防性及發展性輔導活動，為學童提供不同的學習及體驗
經歷，既讓他們充份發揮潛能，也照顧個別的獨特需要，使他們健
康成長，並且能夠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挑戰。
3. 為家長及教師提供專業的支援性服務，包括相關的培訓、諮詢及轉
介服務等，有效地提升他們的能力，以幫助學童全面的成長。

齊來學手語

工作報告：

引言：
自2002年起，服務處透過投標與區內小學合

1. 服務策略 三線並行

作發展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除了為學童提供個案

服務採取預防、發展及治療三線並行的策略，以

服務及輔導活動，包括成長的天空計劃之外，亦會

全面回應學生及家長的需要，包括發展學童的潛能、

提供家長教育及老師培訓，務求全面照顧學童的成

預防潛在的危機及為有需要的學童及其家庭提供輔導

長及學習需要。此外，更按實際的情況及處境引入

服務。過去一年，部門在這三方面的工作如下：

不同的社會資源，以滿足學童的特殊需要及支援較

A. 預防性：

匱乏的家庭。

因著個別學校的新來港學童入讀小一的人數上
升，社工與學校合作舉行了連串活動，讓他們及早適
應校園生活。其中包括「孩子如何適應校園新生活」
講座，以協助家長了解小一新生面對的轉變及如何支
援孩子的適應，活動更邀請去年的小一家長作經驗分
享；而「親愛有家」家長講座主要是
介紹家校合作、香港的教育制度及兒
童權益等事項；以及「暢遊粵語樂滿

我們的相片巡迴展

FUN」活動，讓中港兒童透過遊戲
作交流，互相學習。經過三個月時
間，為數不少的新來港兒童已能
操流利的粵語。此外，為了營造

自我挑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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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精神健康的訊息，舉辦「我愛猜情尋」，讓學生

協助一班較消極及自我管理較薄弱的同學，培養其積

認識及學習處理情緒，92%學生認為小組能教導他們

極正面的態度及加強對自我管理的認識。此外，「歷

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緒。家長教育方面，舉辦「培育自

奇先鋒露營」讓一班情緒較為波動及解難能力稍遜的

律自立的孩子」家長講座，旨在協助家長有效地培養

高小學生，學習面對困境及解難技巧。活動其中一

子女的自我調節能力，從而增加他們的抗逆力及認識

部份於郊外舉行，學生需學習克服自己的恐懼，如：

自己。活動中參加者積極參與活動討論，更利用自身

昆蟲及黑暗，從而完成夜行的挑戰。參與的同學對夜

家庭的實例分享「自我調節」理論的可行性及成效，

行的環節最為深刻，由活動起點面對恐懼的一刻，到

家長亦在個案分析中運用相應技巧回應問題，反映參

活動終點戰勝恐懼的喜悅，部份同學更喜極而泣，他

加者對講座內容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們表示此經驗令他更勇敢面對自己日常生活中所害怕
的事，離開安舒區，嘗試挑戰自己，而組員之間的鼓

B. 發展性：

勵和合作，令全體同學群策群力，成為日後成長的友

部門為學生舉辦「人見人愛小魔法」小組，嘗
試以魔術為媒介協助社交及抗逆力稍遜的學生，透過
學習魔術技巧從而培養其毅力及以尊重的態度與人
相處。100%的參加者認為活動達到預期目標，因為
他們認同學習魔術要有靈活的身手，而要熟練則唯

22

有專心及努力，如此具體而清晰的目標提升了他們的

伴。「情緒天文學會」及「藝術心意班」小組以正向
為本的取向，配合藝術創作活動，協助學生認識及學
習處理情緒，增強其表達情緒的能力。小組過程中，
較被動的同學開始表達自己外，更能藉此抒發內在情
感。活動後，老師更反映部份學生的臉上較以往多了
笑容，亦願意嘗試開放自己的內心世界。

學習動力，而班主任及家長的讚賞更令他們有持久的
毅力。以小六學生對象的「OLE義務工作體驗－沙灘

2. 攜手協作 風雨同路

清潔」，旨在透過服務讓兒童認識香港海灣的污染問

過去一年，學校社工、輔導老師及教會的同工，

題。是次服務由食環署及漁農處協助，令學生對環境

與多個面對困難的家庭，一同走過不少艱苦的路。當

污染問題更加了解，讓他們日後更珍惜及保護所身處

中，有因婚姻觸礁而萌輕生念頭的家長、有不幸罹患

的環境，以及關心世界的需要。發展性的家長工作亦

絕症的學生，以及因情緒病而影響財務管理能力的家

相當重要，當中舉辦了「捉觸情緒」家長工作坊，目
的是透過藝術元素讓家長認識及適當抒發個人情緒。
小組完結後，參與的家長都表示工作坊有助自己抒發
情緒，她們將藝術帶入家中，與孩子一同分享及進行
藝術活動，增進親子關係。

C. 治療性：
治療性小組主要針對衝動行為及
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其中，「桌遊齊齊

「相出我天地」小組的同學，正
學習利用鏡頭捕捉社區的人和
事，亦讓同學發展他們的興趣。

玩」嘗試以「桌遊」為媒介，再加入不
同的主題，例如：公平、合作、溝通等，

透過「子女踏入青春期，我怎麼辦？」家長講座，讓家長學習成
為孩子成長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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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 學校社工主力為家長進行輔導及為學生提供

為這班家長組織「關愛一家」家長支援網絡，旨在協

遊戲治療，輔導老師則協調資源為孩子提供校內及課

助家長理解及支援孩子的成長，並建立互相支援的平

後支援，教會同工則作出心靈支援，關心家長。對於

台。過去一年，學校社工、學校教育心理學家、學習

緊急個案的需要，社工與教會同工即時作出跟進，一

支援組老師及本服務處的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一同協

方面提供可行的支援，避免情況惡化及建立可溝通的

作，共舉辦了5個工作坊(其中一次包括服務體驗)、

渠道，又讓她們有機會認識信仰，藉此回顧過去的經

2次茶會及1次分享會，促進家長間彼此成為同行友

歷，重建新生命。

伴，以及掌握更多外間資訊，並且有多一個途徑了解
學校對孩子作出的支援，促進家校合作。家長十分欣

3. 路縱難行 有你相隨

賞學校加設此平台，除感到被明白外，更認識有同樣

隨著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童日漸增多，加上香港
的融合教育政策，部份學校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人
數佔全學校近10%。要讓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快樂
成長，家長的時間及耐性是非常重要，我們深明家長

遭遇的家長，彼此交流心得；而舉辦不同主題的工作
坊可讓他們掌握更多訓練技巧。家長們明白到縱然孩
子有特別學習需要，但只要悉心栽培，配合外間的訓
練，孩子所走的路仍然是美，生命同樣滿有恩典。

所承受的壓力及因制度所造成的失望，駐校社工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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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狹窄的板房生活，原來坐在地上做功課真吃力
「深觸我心」工作坊，讓家長利用表達藝術的方式，了解自己的需要。

總結
突如其來的疾病、孩子的身心需要、夫妻
學生正利用不同的表達和溝通技巧進行競賽，好緊張哦!

關係…都成了彼此生活的壓力源頭，眾多家長
因此飽受情緒病困擾，影響親子關係，除了苦
了大人，孩子也飽受創傷，但我們相信以信仰
為基礎的服務，可以向面對困難的家長作出全
面照顧，轉化生命。部門將更至力推廣精神健
康，除了推行教育工作外，更會在治療性方面
著手，將基督的愛注入生命中，祝福每位學生

體驗母親懷胎十月的苦與樂

學長用心聆聽學弟妹的需要

及家長。

家庭及學校服務

學年活動統計
2. 個案類別

1. 各類學生及支援服務
服務內容
1.
2.
3.
4.
5.

成長課
學生輔導活動
家長教育及義工訓練
老師培訓
學習障礙支援—家長
總數

總節數
54
787
41
4
14
900

總人次
1,375
10,653
1,225
188
395
13,836

1.
2.
3.
4.
5.
6.

個案種類
學習/學習困難
情緒/心理
家庭/環境
行為
社交/發展
虐兒/懷疑虐兒

總個案數目 佔總數之百分比
2
2%
33
38%
34
39%
15
17%
1
1%
3
3%
總數
88
100%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同行十一載 感恩情滿載
近日在偶然的機會下翻看學校的輔導服務
資料，驀然發現原來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已經與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同行了十一個年頭!
24 過去社工們卓越的工作表現及熱誠一直以來也
備受教師、學生及家長充分肯定，成果令人鼓
舞。
作為前線的訓輔人員，深深明白到今時今
日要找一個有承擔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伙伴真
的不容易，更枉論期望能找到一個機構可以配
合本校訓輔工作的理念：以聖經為根基的育
人方向。感恩上帝在過去為我們安排了「觀
循」，讓機構透過「全方位輔導服務」計劃，
與我們一起在學校裡支援各個層面的家庭，並
在社區中行公義、好憐憫，並祝福人群。
請容許我再次代表學校感謝「觀循」在過
去多年的用心服侍，無論是在前線熱心服務孩
子的兩位駐校社工，還是在後勤給予專業支援
的督導主任，你們和我們一起盡心盡力地守護
孩子及家庭的經歷極其珍貴，願上帝親自報答
你們的委身和勞苦！
李裕屏
訓育及輔導主任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我懷著好奇心參與「開心快活人」家長小
組，課程分為三堂，具備不同的元素。導師利
用圖片、音樂及藝術創作，讓我們探索自己內
心的需要及情感，從而學習舒發情緒及得到新
的力量去面對困境，真是令我獲益良多。
誠然，當媽媽是一輩子的事，從孩子出
世、上學，期待著孩子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但當我面對教育的壓力、管教上的徘徊跌盪，
令我感到歇斯底里，這時候我才漸漸意識到要
實現願望意絕非容易。
透過是次活動加深了解自己和孩子之間所
需，讓我學習帶著正能量去面對不同的挑戰，
把壓力轉化成動力，培養孩子做個「開心快活
人」。
一名家長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復康服務

復康服務
服務目標：
1. 以基督的愛，全面關懷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幼兒、兒童
及青少年的成長及學習需要。
2. 透過倡導工作，締造共融關愛的社會，使他們在成長路上
充滿快樂和希望。
3. 以及早介入、社區為本和跨專業協作等工作手法，提供專
業評估及訓練服務，以及全面和多元化的支援，藉以提升
他們整體的發展及學習能力，並發揮才能，達致能應對主
流學習的要求，以及融入社會及獨立生活的目標。
4. 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包括家長教育、家居
訓練、服務轉介、諮詢及個案輔導等。
5. 為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多元化的專業支援服務，包括老師
培訓、個案諮詢及教學支援等。
6. 透過提供心理評估及心理治療等服務，促進個人及家庭成
言語治療改善幼兒表達及溝通。

員的心理及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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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服務處自2002年起為區內多間小學提供全方
位輔導服務，從而接觸到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

工作報告：
1. 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
中心於2011年獲傅德蔭基金資助裝修費用，得

學童，發現他們在主流小學的學習困難重重。服務

以發展成為一間有完善設施的復康訓練中心，為區內

處遂於2003年開展到校融合教育支援服務，並以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感謝傅德

跨專業模式逐步為各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全面的專

蔭基金在過去的7年一直資助中心的服務經費，包括

業支援，至今已15年。

幼兒專業訓練及SEN青年離校的跟進服務。此外，由

過去的一年，部門積極尋找資源，以服務更
多SEN學童及青少年，並且開拓更多嶄新的服務，
以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當中，部門獲社會福利署
批准成立第二所訓練中心，為正輪候學前復康服務
的幼兒提供訓練服務。此外，由於SEN青年面對學
業及離校生活之挑戰甚大，我們十分感恩獲周大福

匯豐透過公益金資助的「融融樂學幼苗軒」計劃，在
踏入第三年，即將完結之際，感謝公益金於新的一
年再次資助部門開展創新的「樂學現才華」計劃，期
望能提升SEN兒童的整體發展能力，並發掘他們的才
華，從而讓其建立愉快的童年生活。
中心亦運用現有設施，發展自負盈虧的服務，
包括為有需要的幼兒提供綜合評估、言語治療及專業

慈善基金資助「重劃生命線」計劃，可以為他們提

訓練，並為有自閉症及發展遲緩的幼兒提供密集式訓

供職前訓練及實習，使其投身職場或繼續進修作好

練。由於需求殷切，中心的地方不敷應用，再加上社

裝備。

復康服務

會福利署期望中心就其資助的「為輪候資助學前復康

為本的SEN青年職業導向服務外，去年亦獲香港交易

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津貼項目」增加訓練名額，以縮

所資助“Connecting the Disconnected” 計劃， 透過

短有需要幼兒的輪候時間。獲觀塘堂及機構的支持，

多項義工活動，不但將SEN青年人、長者及港交所義

部門在位於創紀之城三期的MCS成立第二所訓練中

工連結一起，更讓SEN青年人開拓視野，認識自己，

心，開展幼兒復康服務，以及提供臨床心理評估、言

使他們的生命從此變得不再一樣。

語治療等專業訓練。
同時，部門連續7年獲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資助，
開展專為SEN學童而設的功課輔導服務—「融融學
堂」，以1:3的師生比例，加上義工支援及專業訓練
的配套，協助SEN學生應付功課，並以減輕家長因教
導他們所承受的壓力。過去一年，我們由3班增至5

數量
節數 總人次
（組或個）
231
462
462

服務
綜合評估
言語治療訓練

1,281

1,281 1,281

音樂治療訓練

15

120

480

班，共為20名學生提供服務。再者，我們亦連續第10

職業治療訓練

12

96

307

年於暑假期間開展「樂學繽FUN訓練營」，透過不同

社交訓練

29

232

928

類型的室內及戶外活動，讓30名SEN學童渡過一個開

專注訓練

14

112

504

心又充實的暑假。為了加強社區人士認識SEN學生的

15

120

336

5

58

58

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作，為金齡人士提供培

幼兒感官遊戲訓練
物理及職業治療個別
評估及訓練
幼兒密集式訓練

18

326

1,583

訓，使其為中心的SEN兒童提供義工服務，包括協助

融融學堂

13

707

2,196

改善他們的社交溝通能力及提升與他人互動的動機。

快樂小蜜蜂85

7

27

464

樂學繽FUN訓練營2017

3

75

490

家長小組及工作坊

21

129

827

需要，以及連結退休人士的寶貴人力資源，部門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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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3/2018 中心服務統計資料

近年，有特殊學習需要青年人的數字不斷上升，
他們因學習障礙問題而未能完成中學課程或被迫退

合共：

1,664

3,745 9,916

學，離校後亦要面對升學及就業問題。由於他們的
特性及缺乏求職技巧，躲在家裡成為他們的「解決
方法」，但卻頓成隱青。然而，社區上未
有足夠的資源為SEN青年人的需要作出支
援。中心除了獲傅德蔭基金資助開展以地區

專注力訓練訓練兒
童持續地集中學習

幼兒密集式加強互動及人際關係

為兒童及幼兒進行個別評估

復康服務

B. 小學服務
部門去年共為5間小
學提供融合教育支援服
務，以跨專業模式提供專
業訓練，包括物理治療、
執行功能小組加強學童專注能力

職業治療、音樂治療、社
交訓練及專注力訓練。我

2. 融合教育學校支援服務

讀寫障礙提升學童聽說讀寫能力

們亦開展英文讀寫訓練，

根據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供，

以及由言語治療師提供社交訓練。臨床心理學家按需要

2017/2018學年在中小學就讀的SEN學生共45,360

提供深入個案輔導，並定期面見家長，以跟進學生於家

人，約佔每間學校5-10%的學生人數；而有關學前有

中的情況，同時為家長提供情緒支援。為了更有效支援

特殊學習需要幼兒的情況，直至2018年第一季，共有

SEN學生於主流學校學習，政府去年將「融合教育統籌

10,584名幼兒正在輪候幼兒復康服務，輪候時間最長

主任(SENCO)」一職恆常化，令部門與學校的溝通更為

需要兩年多。部門一直致力結合不同專業，於主流的

緊密，能為學生提供更合適的服務。我們發現學生出現

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融合教育支援服務，包括為SEN

焦慮情緒有年輕化趨勢，過去一年，部門的臨床心理學

學生設計多元化及具針對性的訓練，為老師提供專業

家到校為有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心理輔導的

支援服務，以及讓參與的SEN學生及其家長得到最適

次數增加，並且因應學校啟動危機處理程序，需要與老

切的幫助。

師、社工以及家長共同協作及處理有自殺傾向的學生。
過去一年，部門為學生提供到校服務及訓練的節數共

A. 幼稚園服務

2,514節，人次達9,373。

我們發現SEN幼兒就讀於主流幼稚園的人數不斷
增加，然而大部份幼師未有足夠經驗及配套照顧這

C. 中學服務

班學生。雖然政府於2015年推出「到校學前康復服

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2017-2018年有超過

務」，唯受惠的幼兒只涵蓋已評估的個案，很多正輪

22,000 SEN學生就讀主流中學，超過50%為有讀寫障

候評估的懷疑個案，或因其他原因未獲轉介接受服

礙，他們大部份於適應新高中課程時遇上困難，因而

務。部門與家庭及學校服務合作，推行嶄新的「樂學

出現中途退學或被迫退學的情況。部門自2012年起，

童途主恩佑」 計劃，並獲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資助，

連續五年獲滙豐銀行透過公益金資助為SEN中學生提

為期3年。透過駐校社工識別，無論是懷疑或確診有

供職業導向服務。由於計劃成效顯著，以及需要龐

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均會為其提供到校及中心為本

大，部門於去年推出「重劃生命線」計劃，並獲周大

的支援服務。計劃由跨專業團隊為幼兒進行綜合評

福慈善基金資助。透過生涯規劃，為SEN青年人提供

估，從而制定合適的個別訓練計劃，以及提供專業小

職業導向評估、職場體驗、工作實習及個案跟進，協

組及個別訓練；並且同時為家長提供家居訓練及為老

助他們於離校前作好職前預備。過去一年，我們共為

師提供諮詢服務。過去一年，部門共為6間幼稚園提

255學生提供服務，於36個地點進行工作體驗，包括

供632訓練節數，人次達2,149。

社福機構、酒店、寵物美容、餐廳、銀行等，實習時
數共達10,96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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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服務

各類服務總計
幼稚園服務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服務

總人
次

音樂治療

12

96

432

社交小組

12

96

428

專注力訓練

12

87

349

社交／專注訓練（個別
及小組）

55

236

692

言語訓練小組

74

117

248

165

632

2,149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總人
次

合共：

社交小組訓練

12

96

384

專注力訓練小組

2

16

72

職業治療小組

18

144

576

音樂治療小組

16

128

538

自我管理小組

2

16

64

職業導向小組

16

60

450

職業技能小組

6

34

372

DIY巿集

5

48

830

與外界合作義工服務

15

29

1,080

商界展關懷

1

4

400

小學服務

合共：
服務

大肌肉（感統）訓練／
物理治療小組
職業治療訓練／職業治
療讀寫班

28

461

職業導向服務
實習學生人數
實習總時數
實習地點

2,579 7,354

31

248

992

67

536

2,144

音樂治療訓練

22

176

704

社交技巧訓練

55

440

1,540

專注力訓練

63

504

2,015

讀寫訓練／補底訓練

65

520

1,820

理學家主要於中心提供心理評估及懷疑自閉症的個案

遊戲輔導

42

86

86

評估，亦有到校及為家舍的兒童提供情緒輔導及個案

家長講座

2

4

72

支援，並為家庭及學校服務部提供情緒評估服務，給

合共：

347

2,514 9,373

中學服務

約255人
約10,962小時
約36個

三. 臨床心理服務
由於SEN學生數字不斷上升，過去一年，臨床心

予社工意見，以便更有效跟進家長及兒童個案。此
外，去年亦為不同學校的老師及非政府機構的社工提

服務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綜合評估

73

個案輔導

270

146

總人
次

供專業培訓，主題包括處理SEN學生個案、處理有自

146

殺傾向青年人的技巧等。

1,694 1,694

自信心訓練

1

8

48

樂隊訓練

4

14

132

中英文補底班／讀寫訓
練

20

142

568

服務類別

數量／次數

兒童行為及情緒

154

成人情緒及行為評估

7
合共：

161

兒童行為及情緒跟進個案

106

成人情緒及行為跟進個案

22

合共：

128

復康服務

職業技能訓練，學習調製無酒精飲品
音樂治療有效抒發幼兒情感表達

職業治療鍛鍊手眼協調

總結
融合教育服務推行超過20年，但由於需求不斷
上升，支援卻又嚴重不足，學生及家長至今仍然面對
很大的困難和挑戰。部門於2003年已開始於主流學
校提供專業支援服務，到2011年開展社區為本的中心
服務。因著我們對服務的委身，同工積極尋找社會上
的資源，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青年人及家庭提
供全面支援。過去一年，我們十分感恩能獲得多個慈
善基金的資助，使服務得以開展及延續，當中包括、
「融融幼苗樂學軒」、「融融學堂」、“Connecting
the Disconnected”、「重劃生命線」等計劃。縱然
面對資源短缺及基金完結的時候，我們仍然樂觀的抱
著希望，並懷著信心，靠著上帝的帶領 ，以專業態度
為學生創造一個開心快樂的童年，與離校青年探索前
工作實習-咖啡師技能訓練(3D立體拉花)

路，展翅飛翔。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我的女兒是一名5歲，患有自閉症及整體發
展遲緩的女孩，她的言語表達及理解能力也很
弱，影響了她與人社交互動的能力，因此她的
校園生活並不愉快。雖然我多年來都不斷為她
尋求坊間的服務，可惜，多次被社區中心拒絕
參加活動及訓練。同時，我的丈夫一直都不接
納及面對女兒的特殊情況，所以我倆都為著女
兒的問題產生不少磨擦。在雙重壓力之下，我
感到束手無策。
直到2017年，透過朋友介紹下，我認識
了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並參加了他們的
“融融幼苗樂學軒” 計劃。透過計劃，社工向
我丈夫講解參加訓練對女兒的重要性，最終願

意讓女兒參與中心的訓練。
女兒參加了計劃中的感官統合訓練及專注
力訓練。訓練後，她除了對外間事物始感興
趣，亦嘗試與人互動，雖然溝通能力仍較同齡
為遲緩，但社交動機有顯著的改善。而我們的
經濟亦是困窘的，計劃資助了部份訓練支出，
亦減輕了我們一家的負擔。見到女兒訓練後變
得開朗及主動往中心，那種被愛，被接納的感
覺，令我也變得輕鬆起來，整個家庭的氣氛也
有所改善。
陳太（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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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服務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服務目標：
1. 提供多元化及優質服務，使長者及護老者得到適切的幫助。
2. 促進長者身心靈的健康，並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人生。
3. 強化長者在服務過程之參與，以達至充權。
4. 協助長者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使其享受美好的群體生活。
5. 鼓勵長者參與及服務社區，並建立所需的互助支援網絡。
6. 協助護老者處理日常面對的壓力，提昇他們的生活質素。
7. 推動社區教育，凝聚關愛力量，共建長者友善社區。

工作報告：
1. 支援隱蔽及體弱長者服務
體弱而仍然生活在社區高齡人士，面對的主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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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缺乏支援，部份更缺乏求助動機。中心同工藉外
展手法，以及區內團體的轉介接觸隱蔽及體弱長者，
樂齡互助墟

並為其提供適切的物質支援、輔導、轉介等服務，以

引言：
中心在藍田服務區內長者超過二十年。
社區中長者的需要不斷變化，中心透過義工服

及協助有需要的申請長期護理服務。此外，中心亦舉
辦不同的節日性活動，藉此關顧隱蔽及體弱長者的生
活及健康狀況，了解其需要，並鼓勵他們善用社區
資源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再

務、支援護老者服務、隱蔽長者及體弱長者服

者，透過與區議員，互助委員會及邨內物業管理處等

務、個案輔導服務、評估申請長期護理照顧服

不同團體保持聯繫，一方面可以推廣中心服務，同時

務等，為長者及護老者提供適切的幫助‧，讓

成為合作夥伴，讓長者們感受到社區對他們的關懷，

長者留在熟悉的社區，並且健康、受尊重及有

是他們同行的友伴，使他們安居於所屬的社區中。

尊嚴地生活，實踐「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
有所為」理想，希望長者度過豐盛而有意義的
晚年。

2. 支援護老者服務
長期病患者及認知障礙症患者需要家人長期的照
顧，而部份護老者的心願就是讓被照顧長者獲得貼心
和優質照顧。但他們往往因過度投入照顧者角色，忽
視自身的需要，影響生理及精神健康，且缺乏技巧及
資源，所受的壓力甚為沉重。中心為此舉辦參觀認知

長者服務

障礙症的服務單位，以提升護老者的
照顧技巧，並加深其對社區支援服務的
認識。此外，中心亦非常關注護老者的
身、心、靈健康，舉辦多項減壓講座及聯
誼活動，透過學習按摩、伸展、香薰等多
元化方法，讓護老者在沉重的照顧工作中有
所舒緩，同時學懂放鬆心情，與其他護老者
共建同路人網絡，攜手步向光明天。

樂齡崇拜

3. 義工服務
「老有所為」，中心深信長者本身有不同長處及

根源，從而協助他們走出陰霾，重拾信心，在社區中
積極而有尊嚴地生活。

能力，只要我們為他們創造空間，建立平台，發揮他
們潛能及專長，晚年的生命同樣精彩。在過去一年，

5. 健康性活動

我們鼓勵長者參與多項培訓及服務，做到善用生命，

預防勝於治療，充足的預防工作比治療來得更重

發揮自我的能力，以及貢獻社區；中心更聯繫不同機

要。中心因應社區內部份獨居及體弱長者存在跌倒的

構，讓義工有不同的體驗，如參與製作愛心飯盒、為

風險、以及缺乏藥物管理知識及運動，與不同慈善基

認知障礙長者提供支援服務等，使長者義工有機會發

金及學院合作，攜手關顧長者的需要。中心舉辦「健

揮之餘，更成為社區的寶貴資源，給予體弱的長者更

康月」，提供牙科檢查、健康資訊，以及由中醫主講

好的照顧。此外，我們招募了來自不同教會、中、小

的保健講座及義診；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

學及商界的義工，並組織這股社區關懷力量，定期服

理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合作，由護士學生

務區內長者，為他們帶來溫暖及祝福。

向長者講解和教授合適運動，同時跟進他們的健康情
況。中心亦與松峰慈善基金合作舉辦「松峰社區預防

4. 輔導服務

跌倒計劃」，由物理治療師協助下找出導致長者容易

長者於晚年往往因為身體日漸轉差，加上與子女

跌倒的危險因素，並教導長者作出預防。過去一年，

間的相處問題，以及退休後的適應等情況，未能一下

中心更獲平田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贊助，於區內推

子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令自己落入困局中。任

廣關注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何人在人生的低谷，只要有
人願意伸援手，細心聆聽，
都能令處於低谷者如鷹展
翅，再次上騰。為此，中心
為長者提供輔導、轉介及申
請長期護理服務，透過家訪
及面談，關顧長者的需要，
聆聽他們的聲音和了解問題

中學生義工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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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服務

松峰社區預防跌倒計劃

與區內不同領袖探討隱蔽及體弱長者服務

6. 生活支援服務

7. 宣教服務

香港百物騰貴，靠賴積蓄或援助金等生活的長

為滿足長者的心靈需要，並在晚年有認識福音的

者，經濟負擔與日俱增。為此，中心開辦飯堂服務，

機會，中心在過去的一年，獲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教會

提供廉價飯餐予區內有需要的長者享用，亦藉此鼓勵

發展專款贊助，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合作舉辦

他們走出社區，認識區內服務。中心亦定期舉辦樂齡

「活出精彩」計劃，透過團契、成長八課、讚美操、

互助墟，以廉價出售糧油雜貨，而長者亦可為與愛逸

早神聚一聚(啟發課程)及佈道會等，讓長者有機會認

軒，以優惠價錢享用下午茶。中心在過去的一年更獲

識基督教信仰。此外，教友亦透過探訪長者，並為他

香港交易所贊助，與其公司義工合作舉辦一連串廉價

們禱告，讓他們於困難或病患時得到靈性上的安慰與

戶外活動，讓基層長者有更多機會擴闊視野，舒展身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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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活動統計
會員統計
年齡 60-64
男 9
女 35
總計 44

65-69
33
94
127

70-74
39
119
158

75-79
45
112
157

80-85
46
123
169

86或以上
18
74
92

總計
190
557
747

中心活動
活動類別
a(i)健康教育及生活推廣
a(ii)教育及發展
a(iii)社交及康樂
b義工服務
c護老者支援服務
d其他
總數

活動次數
51
46
80
53
41
2
273

參與人次
3,952
4,848
19,087
994
2,452
12
31,345

長者服務

護老者聯誼活動

總結
中心所服待的長者，心底的期盼是於晚年能以簡單的方式安享有尊嚴的生活。為此，過
去一年，中心致力推廣社區關懷，透過與堂會、學校、商界等團體的合作，攜手為長者建立
社區關懷網絡。與此同時，中心亦為護老者作出支援，照顧他們的身心需要；並深化現有的
服務，與所有服侍長者的朋友共建關懷長者的社區，讓長者能渡過豐盛而有意義的晚年。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助人自助，乃快樂的果子」
樂齡中心給我的感覺就好像一個大家庭，
我認識到很多老友記，大家很愛這裡。憶起
二十年前，由友誼會員開始成為義工，由當初
單純想善用閒暇幫助人，到近年開始享受在服
務中所帶來的快樂。我曾參與中心健康檢查、
電話慰問、探訪和愛逸軒等義工服務，印象最
深刻的是探訪活動，因為可以直接關愛長者，
感恩我有機會參與幾位長者生命中的一段路。
近年來，自身健康所限，只能專注於協助
愛逸軒的廉價茶點服務。愛逸軒水吧是我喜愛
的工作，而熱茶中加上花奶是我的沖茶小秘
方，可讓香氣得以昇
華、口感潤滑，我高
興看見老友記品嚐後
的滿足。這是我在義
工服務中學習的一部
份經驗，我希望將這
些方法「薪火相傳」
分享給剛加入義工的
新朋友，亦想和他們
分享我的快樂。
義工 朱淑儀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藍田樂齡鄰舍中
心在藍田服務二十多載，中心職員以專業，認
真的態度服務區內有需要長者，為他們提供多 33
元化活動，關注他們身、心、社、靈的健康，
成績我們有目共睹。中心與屋邨辦事處合作，
互相配合，共建和諧與關愛社區，多年來透過
舉辦健康生活計劃，以不同的手法提升區內人
士對健康以及善用公屋資源的認識，更舉行嘉
年華會凝聚區內人士，氣氛十分熱烈，充滿活
力。中心社工與屋邨辦事處通力合作，關顧
區內獨居、體弱的長者，提供適切服務，支
援他們的需要，讓長者在社區中居住開心且
有意義，活出豐盛的
晚年，是我們屋邨辦
事處的好鄰舍、好伙
伴。
平田邨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
馬經理

長者服務

關懷長者中心
服務目標：
1. 向長者推廣個人健康及衛生教育常識。
2. 強化長者之人際網絡關係。
3. 提升長者的學習動機及回饋社會的意識。
4. 為長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工作報告：
先知先覺 及早介入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在香港，每10個70歲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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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長者中，就有1個患有認知障礙症。目前仍未有
先知先覺計劃

引言：

根治認知障礙症的方法，但若能及早診斷，讓患者接
受適當的藥物及非藥物治療，能減慢病情惡化，舒緩
患者及家屬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心獲「李國賢長者

隨着觀塘區內人口老化問題愈來愈嚴重，

基金」贊助，於中心推行為期一年的「先知先覺®」

長者的人數和服務需求不斷上升，支援及配套

計劃，服務患有輕度認知退化的長者，透過恆常及有

服務卻嚴重不足，服務處遂於2008年4月1日在

規律的運動及認知活動，協助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習

沒有政府的資助下，自行籌募資金，成立「關
懷長者中心」，服務至今逾十年。中心因應長
者的需要，推行更多元化的服務，營造友善社

慣。此外，成立「先知先覺®」義工隊及「先知先覺
®」同學會，定期組織長者接觸社區，保持長者與外
間的聯繫，並鼓勵社區人士，尤其是年輕一輩，多關
心身邊的長者及安排他們及早接受檢測。

區的氣氛，同時邀請不同團體，致力支援有需
要的長者，協助他們在區內安享晚年。

健康人生 首要防跌
隨著年紀增長，有要多加關注的事物甚多，而預
防跌倒是其中一個重要範疇。俗語有云「喺邊度跌倒，
就喺邊度起翻身」，可是這句話對長者來說並不容易。
中心因應社區內部份獨居及體弱長者存在跌倒的風險，
以及缺乏藥物管理知識，故透過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那打素護理學院合作，由護士學生向長者教授中度及負

先知先覺計劃

長者服務
中醫義診

老有所為

重運動，同時跟進他們的健康情況。中心亦與松峰慈善

關懷，就猶如長者們背後無形的手，支持他們安居於

基金合作舉辦「松峰社區預防跌倒計劃」，由物理治療

社區。中心十分重視向長者推介各種社區支援服務，

師為參加者逐一進行跌倒機會評估，瞭解個別身體狀

以減輕長者生活上的經濟壓力，包括協助他們申請各

況，並透過使用全身振動儀以改善平衡力，又負責監督

項社會資源，如長者生活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指導其恆常做運動。中心每年亦邀請中醫進行講座及義

電費減免計劃等。與此同時，中心不忘在社區內推行

診，由不同專業人士向長者講解及提供健康資訊，並鼓

生死教育，協助長者建立開放和積極態度，探討及

勵他們妥善管理自己的健康。

接納生死均屬自然及無常的，藉此宣揚生命教育的重
點，學習善待、尊重「生命」及復和缺失了的關係。

老有所為 參與社區
中心秉承「老有所為」的精神，透過跨代活動讓
長者發揮其豐富的手作經驗，教導區內兒童及青少年
一起製作特色小食和潤膚霜，並一起送予居於社區及

我們亦繼續推動長者關注安老政策，共同探討安老服
務計劃方案、長者院舍住宿照顧券及全民養老金等議
題。長者是社會重要的一員，他們的意見應受到重
視。

院舍的體弱長者，藉此促進跨代共融，建立鄰舍關愛
的精神。此外，中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社交康樂活

飛躍晚年 活出豐盛

動，包括興趣班組、本地及外地旅行等，亦會於節日

我們深信長者能認識耶穌基督是最大的福氣，

時邀請學校及企業等合作，舉辦活動與長者同樂，為

因此中心願意成為流通的管子，讓長者接觸基督教

長者於社區中的生活添上無限色彩。我們深信促進睦

信仰，讓長者飛躍晚年，活出豐盛。過去一年，

鄰互助精神，為長者建立友善社區，以及完善社區的

中心獲「教會發展專款」支持，聯同循道衞理聯

支援網絡，長者便會有更多機會參與社區，發揮所長

合教會觀塘堂合作開展「活出精彩2017」，透過

貢獻社會。

舉辦佈道會、長者團契、探訪、代禱及早神聚一
聚(啟發課程)等，把耶穌基督的愛帶進長者們的

社區支援 安享晚年
對於居住在社區的體弱長者，來自社區的支援及

心 中 ， 並 且 播 下 福 音 的 種 子 ， 邁 向 豐 盛 的 人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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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面對長者貧窮問題，地區人口高齡化，以及社區重
建，區內長者對服務的需求定必有增無減，中心願意繼
續以聆聽、關切及充權的態度與長者同行，以耶穌賜予
的信心，與他們繼續探索及經歷，一起面對未來。

活動統計
1. 會員統計
年齡

60歲以下

60-64

65-69

70-74

75-79

80歲以上

總計

男

1

5

6

9

14

40

75

女

5

9

36

57

68

115

290

總計

6

14

42

66

82

155

365

2. 整體活動統計
活動類別

36
小組

活動

活動性質

活動次數

參與人次

社交

4

411

教育/發展

21

3,034

委員會

5

213

興趣

4

287

其他

11

600

社交

29

8,609

旅行/宿營

8

702

探訪

17

851

教育

3

148

健康

48

2,638

服務

17

1234

節日性

7

366

生死教育

9

11

其他

15

684

198

19,788

總數
3. 生前顧後計劃活動統計
活動類別

個案數量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個案跟進

9

11

11

9

11

11

總數

長者服務

全民養老金

佈道手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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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探訪

關懷探訪

長者服務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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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大廈浸信會－陳浩然傳道（合作伙伴）
大約在兩年前左右，本教會與循道衛理觀
塘社會服務處開始合作。事緣，教會青少年團
契一直希望以基督的愛心去關懷及服侍社區身
邊的人士，亦希望是由本區（牛頭角）為起
點。在一次機會下，認識了循道衛理觀塘社會
服務處，位於玉蓮台一座的關懷長者中心。中
心已服侍花園大廈一班長者多年，經驗豐富、
愛心滿溢，更為長者們提供多元化活動。在與
中心接觸過程中，得知他們會定期探訪長者
們，中心亦需要義工人手協助，而教會可提供
探訪義工。因此，就開始與中心的合作。
在短短兩年間，教會與中心不單只進行探
訪活動，也合辦過不同的活動。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一次是探訪老人院：活動前，教會的青少
年人與中心的長者們一同製作小禮品，以及預
備探訪細節。活動後，亦會相聚彼此分享經驗
及交流心得，真真正正體驗「長幼共融」之樂
趣。
期望往後的日子，教會與中心能夠有更多
方面的合作，為這社區作出的服侍也更多。

張玉琼婆婆（服務使用者，由麥正豪先生代
筆）
張玉琼婆婆是一名73歲的長者，與丈夫同
住。回想起當日經由教會的老友記介紹入會，
參加關懷長者中心活動，轉眼就已10年多。近
來張婆婆的記憶力不太好，連自己也不察覺，
即使同事打電話提醒，亦會忘記出席活動。同
事發現並關心張婆婆和提醒她多加注意。經同
事評估後，轉介她參加「先知知覺計劃」，當
中她最喜愛拉筋運動和填色活動。張婆婆感謝
中心同事的關心，表示參加計劃後，能接受不
同的認知訓練和活動，讓她多動腦筋，保持頭
腦靈活性，現對忘記出席活動的情況有較大改
善。
張玉琼婆婆

社區服務

神愛關懷中心
服務目標：
1. 開辦各類扶貧事工，如社區食物銀行服務，社區經濟項目等，以抒
解貧窮人士所面對的困境，並締造一個共融及互相關懷的社區
2. 開展就業及相關的支援服務，藉以提升基層勞工的就業空間，建立
支援網絡推廣勞工權益，改善基層勞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
3. 開拓創新性就業空間，如社會企業計劃及發掘新工種，以解決中、
老年工友的就業需要
4. 透過社區及公眾教育、印發刊物、以及社會公義行動，為貧窮人發
聲及喚起社會人士對貧窮問題的關注
5. 與教會一起發展宣教服務及志願者事工，定意與貧窮人同行，見證
為基層兒童舉辦「電車叮叮四環遊」，一齊坐電車四處遊

基督的大愛

引言：
扶貧委員會於2017年11月發佈的《2016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中表示香港貧窮人口有
135.2萬，即每5個港人，便有1個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創下過去8年有數據以來的最高；在
政府政策的介入之前，觀塘區是繼深水埗區之後，穩站全港貧窮率最高第二位的區域。統計
處於2018年1月公佈，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字推算，全港約有93,000個劏房戶，大
概210,000人居住於劏房，人均面積只有56.5平方呎，低於公屋標準的75平方呎。中心粗略
計算，過去一年到中心申請食物援助的2,643個案中，大約有640戶居住於劏房，佔申請個案
24%，按數字來看，比統計處的推算更為嚴重。
2017年是香港經濟的豐收年，但貧窮人口卻超過135萬，政府公佈的經濟情況越是豐
盈，貧富差距的情況便反映得越透澈，大部份財富累積在一少部份人士身上，貧窮人士往往
只能付出，卻未能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強積金對沖」及「訂定標準工時」兩大勞工議題
的討論仍然未有成績；而已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也不被政府採納，基層人士的
生活只會越見捉襟見肘。
中心期望可以為觀塘區內身處困境的基層及貧窮家庭、婦女、兒童及其他街坊，提供
適切的服務、活動、培訓和探訪，讓他們可以裝備自己，增強解難能力，包括提升職場上的
競爭力。從基本需要到就業支援，這正是一所扶貧中心與弱勢人士同行的歷程。面對仍然
嚴峻的房屋問題、貧富差距，以及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我們持續以社會行動倡議政策改
變，以達至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

39

社區服務

工作報告
基層在職人士服務
1. 社區教育，關注基層好生活
觀塘為香港貧窮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基層街坊
面對低薪、長工時的狀況，收入不足應付昂貴的基本
生活開支，加上社會人士對基層街坊有一定程度上的
標籤與歧視，例如「新移民攞盡福利」、「低收入家
庭不努力工作」等；為打破論述上的謬誤，中心於去
年三月份與沙田圍浸信會呂明才學校合作舉行「美麗
行動」，活動邀請了就讀小五的學生參與，以積木堆

少，中心積極透過外展手法落區工作，藉舉辦街頭福

砌對基層生活的想像，又體驗居住於劏房及天台屋街

利資訊展覽、健康講座、身體檢查、洗樓活動等，直

坊的日常生活，感受他們生活的障礙，從而透過社區

接接觸基層工友，並向他們和家屬派發有關基層福利

教育，真正認識基層生活的實際狀況。

資訊單張及勞工法例小冊子，讓他們認識相關資訊，

中心亦加入「關注生活工資聯盟」，並與各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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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低津行動

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跟進及轉介。

體合作，向政府及有能力的企業爭取，向僱員提供一
個合理及可維持基本生活開支的工資水平；期間舉行
了多次展覽，喚起社區人士對議題的關注，並與多個
持分者，如政府官員、議員及商界，進行游說工作，
提出實質建議改革外判制度，以改善工友薪酬待遇。

3. 改善家居，互助網絡獻新猷
居家維修是基層家庭其中一項龐大的開支，為了
協助街坊減輕維修的負擔，本中心與聖雅各福群會的
「低收入家居維修及改善計劃」合作，舉辦「創出我
天地 – 小型居家維修課程」；內容包括維修水喉、

2. 積極外展，支援工友減壓力

座廁水泵、油漆技巧及更換門鎖等共7節課程，並邀

中心獲得教會發展專款資助，推行工友支援計

請有經驗導師與街坊分享基本小型居家維修的知識，

劃，為區內基層工友提供一系列的活動及支援服務，

增加他們對小型家居維修的知識，讓參加的街坊可以

一方面提升他們對勞工權益的認識，同時讓工友及家

低廉價錢自行作出簡單的維修，改善家居環境。

屬於工餘時間享受家庭生活，以及舒緩工作壓力。活

互助網絡對基層家庭尤其重要，中心將上述課程

動類型多元化，當中舉辦了兩期「拉筋伸展運動班」

延伸發展「小型家居維修配對服務」及「家居維修小

及「同心共創親子情」日營，前者讓參加者藉運動舒

組」；前者由完成課程之參加者轉化為義工，協助社

緩壓力，後者增加家庭成員之間相處的機會。此外，

區內有需要家庭進行小型家居維修，後者則定期以聚

中心更設有基層就業資訊站，為待業工友提供電腦上

會形式，讓街坊互相分享家居維修的小技巧，交換心

網及列印等器材，協助他們求職。

得。兩項延伸活動除可減輕維修開支外，更可促進了

面對基層工友工時長，對社會資訊接收機會較

街坊之間的交流，建立良好的鄰里網絡。

社區服務
香港墟市節2017開幕禮於銅鑼灣舉行

招聘會可促進基層就業

4. 裝備自我，提升技能再出發
面對急劇轉變及資訊發達的社會，職場
的裝備至關重要，為提升基層工友技能，去年
中心舉多個技能提升課程，包括與香港聖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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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社區教育,認識食物銀行服務及香港的貧窮問題

救傷會合辦急救證書課程、續期課程及自動體外心
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課程等，反應非常熱烈，共舉
辦了6期。中心亦為婦女提供面試儀容工作坊及護膚
修眉工作坊，旨在提升婦女求職的自信心。勞工權益
方面，中心去年亦舉行多場勞工法例講座，提升他們
的法例知識及權益意識。

5. 招聘活動，促進基層保就業
為協助基層工友尋找工作，中心為僱主及求職
人士提供一個招聘平台，並舉辦了兩次招聘會，參與
僱主包括：史偉莎、大快活、美聯物業、亞洲空運中
心、威信專業洗車護理及太興飲食集團等。求職人士
對即場面試部份表示十分滿意，除了提升求職的成功
機會外，亦提升求職人士的自信心，他們亦期望將來
能提供更多不同種類的職位。

中心的家務助理就業社，主要為已完成家務助
理課程的婦女提供僱主配對服務，增加社員的工作機
會，她們亦可以在每次例會中交流工作經驗，除分享
工作心得外，更可了解僱主及市場動向，及早掌握資
訊。

婦女就業及社區互助網絡
1. 社會企業計劃 - 「幼兒康逸社」
幼兒康逸社於去本年共接獲55份職位空缺，每月
平均為10位社員安排工作，就業率為94%，成績令人
滿意。為增加社員對照顧幼兒的技巧及提升褓姆服務
的質素，去年舉辦了多個增值工作坊及分享會，包括
「如何與僱主相處」，為褓姆之間提供了一個互相分

社區服務
社區教育-生活工資展覽

2. 推動社區教育 關懷貧窮弱小
社區食物銀行每年都會與學校(包括
中、小學及幼稚園)、教會、商界、團體
等合作，舉行貧窮講座、貧富體驗、食
物募捐和節日探訪等活動，讓社會各階層人士認識貧
窮，及體驗貧窮人的日常生活，從而領略「珍惜」、
小學生貧窮體驗

「分享」與「關愛」的訊息。與此同時，推動更多社

享與僱主及其家人相處技巧和注意事項的機會；「如

區人士關懷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協助貧窮人士作出倡

何與幼兒談性」則邀請了本社課程顧問 - 心理輔導

議、改善和推動合理的扶貧政策的改變。在此感謝我

員朱小英女士與褓姆分享幼兒談性的技巧和認識不同

們的長期合作伙伴「大昌行」每月捐贈米糧、雞蛋、

國家的性教育；另由臨床心理學家潘惠芳小姐主講的

餃子及凍肉食品，支持我們的扶貧服務。

「學習遲緩的認知與對策」工作坊，分享了有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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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緩學童的特性及其心理狀況。面對兒童成長的需要
及轉變，社員積極參與為自己增值的課程，讓褓姆服
務發展更趨專業化，更貼心到位。

緊急食物援助服務
1. 拾落穗者 – 社區食物銀行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的服務對象為處於極貧
乏狀態、連三餐溫飽成問題的家庭及人士，包括失業

3. 從接受服務，到義務工作
以往社區食物銀行的服務使用者只會給人「接
受」的感覺，去年邀請了服務服務使用者組織了「我
要開飯」小組，小組活動主要由中心提供食材，透過
他們的主要技能—烹飪，與街坊分享他們最「拿手」
的醃制和烹煮方法，彼此交流心得及經驗，此舉除可
讓服務服務使用者服待街坊外，更可提升他們的能力
感，亦可建立社區網絡。

人士、長期病患者、劏房戶、長者及因種種原因未能
申請綜援的有需要人士。服務除了派發乾糧及食物券

4. 物資配對服務，補足食物以外的欠缺

以解他們燃眉之急外，同時亦會關心他們的處境及生

中心除了以食物銀行、社會企業、社區經濟計劃

活困難，介紹社會資源及轉介合適的服務。今年服務

等服務紓緩及改善街坊的困境之外，服務過程中亦發現

了896人，合共提供了16,114個餐次。在此感謝「循

部份家庭的生活用品非常匱乏。去年我們積極作出呼

道衛理宗婦女聯會」的姊妹教友對服務默默的支持，

籲，向社區人士及公司收集學習物資(書包、文具、鞋

多年協助將食物送往行動不便的街坊家庭中，並且關

襪、校服等)、家居用品、小型電器、季節性衣物等不

顧他們。由於物資配對的需求殷切，特別是當有劏房

同類型的全新及二手物資，改善這些家庭的生活質素，

家庭獲配公屋，同工都按情況盡量作出協助。

解決即時需要，同時向他們傳遞人間有情的訊息。

社區服務

為街坊舉行了一次親子海洋公園遊,大人小朋友都樂而忘返

5.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東九龍區）
2009年起，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聯同美差
會潮浸服務聯會、利民會、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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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及西貢區社區中心以聯營方式推行的「天糧
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並獲政府撥款資助，以

循道衛理宗婦女聯會」的姊妹教友對服務默默的支持

紓緩貧困人士的生活壓力及減輕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負
擔。計劃主要於觀塘、黃大仙、將軍澳及西貢區內提
供服務，並已踏入第八年。除恒常食物外，我們會在
中秋及農曆新年等傳統節日加添節慶食品，讓領取食
物的家庭亦能感受節日的歡樂；此外，為了逐步提升
食物營養，我們減少了罐頭食物數量，改以提高食物
券的價值，讓受眾可以購買更多新鮮食物。截至2018
年3月天糧網累積服務達48,231人次，個案數字達
14,873，並累積派發了2,818,692餐次。

士。去年有103位基層人士申請成為組員，其中36位
(35%)是領取綜援人士及67位(65%)為低收入人士。
去年，「計劃」與坊間實行時分券社區貨幣的機
構，一起成立了「區區通計劃」，以增強時分券流通
的機會，鼓勵機構之間的協作，推行共同社區貨幣，
增加參與人士的選擇。區區通計劃於7-12月期間舉行
了5次區區通市集，「計劃」的組員可以時分券兌換
區區通計劃的貨幣，並在市集裡換取各機構提供的物

其他扶貧支援服務
1. 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
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的服務對象是居住於觀塘
區內的年滿18歲的失業人士、低收入人士及綜援人

品，包括家居生活用品、個人護理用品、零食餅乾、
糧油雜貨醬料及自家生產的特色食品和用品等；組員
都希望區區通計劃可以繼續舉辦，不單讓時分券有更
大流通性外，也可以換取到「計劃」提供物品以外的
貨品，讓貨品變得多元化。

社區服務

「幼兒康逸社」的多元智能保姆一齊去旅行,舒展身心

「我要開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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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式一樣的商場，大眾對社區經濟模式的活

玩具，為居於劏房的兒童提供一個多元學習空間，並

動如墟市、流動攤檔、共同購買的興趣及需求越來越

促進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中心共舉行了146節活動，

大，同時增加基層人士自力更新的機會。為增加組員

服務了1,269人次。其次，中心繼續舉辦「關愛成長

到其他墟市擺檔的機會，「計劃」參加了「觀塘墟市

師友計劃」，為兒童配對導師，於學年內作定期聯

工作小組」和「香港墟市節2017工作小組」，「計

繫，發展友誼，作兒童的成長響導，並在有需要的時

劃」的組員可以申請由小組成員所舉辦的墟市中擺

候能找到支援。另外，中心亦參與由信和集團贊助的

檔，組員反應正面，有份擺檔的組員都期望墟市可以

「Go Code 程式小先鋒計劃」，讓基層小朋友免費參

讓他們賺取多點零用錢，從而幫補家計，改善生活，

與一連串編寫電腦程式的課程，讓基層兒童能與創新

活出尊嚴。未來，「計劃」繼續與不同的團體及街坊

科技發展接軌，培養興趣。

結連，向政府爭取確立墟市政策。

今年開學期間，中心獲得商界捐助及「助學改
變未來服務」慈惠計劃，為169名貧困學童提供文具

2. 扶貧事工－兒童服務
去年，中心參與「生命改造工程 - 樂抱板房小

包、書包、鞋券等開學物資，讓基層家庭可以減輕開
學時的支出，提升學習條件和裝備。

跳豆」計劃，為居住於劏房的家庭和兒童舉辦不同活
動，包括為基層父母舉行工作坊，教導育兒技巧；為

3. 扶貧事工－家庭服務

兒童舉行遊戲小組、英文班和興趣班，培育小朋友的

中心去年為居住於劏房和公共屋邨的基層家庭舉

興趣，學習社交；以及進行不同的戶外活動，如遊覽

辦多項班組及戶外活動，例如到大尾督燒烤及遊覽主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山頂及摩天輪體驗等，為基層

題樂園等，以促進父母和子女間的關係。此外，亦舉

家庭提供郊遊的機會，免郤昂貴的交通費；活動除可

辦一系列教兒樂家長培訓課程，教導父母有關育兒、

開拓視野外，更可舒緩減壓，建立社區鄰里互助。此

管教及溝通的技巧，提升面對逆境的能力

外，中心設有「玩具圖書館」，透過免費借用及分享

社區服務

總結
扶貧服務是一個漫長的工作，感恩多年來得到教會、社區人士及商界的熱心支持，
共同為區內的基層人士開展及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生活環境迫人，對居於惡劣居所的
兒童於學習、健康，以致個人成長方面也有很大的影響，中心將會繼續回應他們各項基
本的需要，同時建立他們的能力，讓潛能得以發揮。期望您們願意繼續與我們同行，並
以不同的方式及參與來承托觀塘社區的需要。

活動統計
會員統計
年歲
男
女

17或以下
235
246

服務統計
活動類別

1. 社區教育及倡
導工作

2. 諮詢服務及個案輔導

3. 小組／組織工作

4. 就業服務
5. 技能訓練

18-59
218
383

60-99
27
76

總計
480
705
1,185

活動性質及內容摘要
勞工處外展

活動節數
26

服務人次
670

勞法展覽
勞法講座
社區教育/講座/社會行動
對外聯席
勞工法例

20
3
37
20
160

5,717
41
1,225
29
290

邊緣工友小組/工友及家屬小組

31

322

關社義工服務
幼兒康逸社(核心小組+例會+義工小組)
家務助理就業社/回饋行動
資訊站偶到服務
就業技能班/招聘會
就業選配及跟進
幼兒康逸社---「多元智能褓母」訓練課程

30
52
6
278
49
101
3

179
458
26
339
1,051
167
36

17

404

10
22
7
10

37
225
449
273

50

594

96

1,135

(4期)

(14,000份)

1,028節

13,667人次

6. 基層家庭身心健康關顧   家長情緒處理講座、認識綜援、食物營養等專題講座
    計劃
婦女健康、興趣、技能分享活動
外展探訪/問卷調查
7. 長工時、低工資工友關                 
健康檢查/講座
注計劃
工友技能興趣班/凝聚活動
家庭日營、就業技能培訓班、家庭生活工作坊、生涯
8. 健康婦女自強運動
規劃講座、義工服務等
9.「童」步向前服務計劃 「助學可以改變未來」慈惠計劃、探訪、親子活動
有關勞工知識、權益、法例、專題文章分享、服務推
10. <關懷頻道>刊物出版
廣及活動花絮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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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拾落穗者 - 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申請及活動概況
服務內容

數目/服務人次
(4/2017至3/2018)

1. 成功申請服務

894人

2. 跟進服務
3. 服務查詢
4. 派發食物
5. 家庭探訪
6. 寒衣/電器/物資配對
7. 講座/社區推廣
8. 義工服務
9. 小組組識工作
總服務人次：

894人
496次
16,114餐次
848人
2,770件
5,222人
10節394人
46節679人
12,197人次

天糧網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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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申請服務

數目/服務人次
(4/2017至3/2018)
2,643個案
( 7,864人次)

2. 派發食物

431,732餐次

3. 義工服務

508人次

4. 服務推廣

12節/1,509人次

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
服務內容

數目/服務人次
(4/2017至3/2018)

1. 時分券計劃組員

  103人

2. 時分券派發

  50,673時分券

3. 同路人互助小組組員

  114人

4. 社區互助店 (開放節數)

  219節 / 2,856交易次數

5. 智慧學堂

  4節 / 27 人次

6. 環保趁墟

  2次 / 502 人

7. 社區教育/推廣

  41節 / 1,659 人次

8. 義工服務 / 受惠於義工服務

  144人次 / 6,831人次

社區服務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2009年，我與患病的丈夫因為申請食物
援助而認識神愛關懷中心，面見我的社工邀請
我加入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到今天已經8年
了；我不單參加訓練成為社區互助店的當值
員，還成為「計劃」的義工，也認識了不少朋
友，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參加「計劃」
讓我可以暫時放下家中的憂心事、瑣碎事，與
「同路人」聊聊天、輕鬆一下，有時得到「同
路人」拍一拍膊頭、一個微笑，實勝過千言萬
語；以往我不理世事，但參加「計劃」之後，
讓我對身處的香港認識了很多，例如之前的退
休保障計劃、區議會選舉等等，這些都是我加
入了「計劃」才會去了解的。
何女士

「我是黃伯。今年已經83歲。一直以
來都與朋友合租觀塘的劏房中。由於家庭關
係，我未能夠申請綜援，現時只依靠每月
二千多元的長者生活津貼生活。社區食物銀
行成為我日常生活最大的幫助。我也很希望
外出工作，礙於多年前在地盤工作的意外，
令大腿受傷，無法行動自如，到現時仍需定
期覆診及清洗傷口。 也許年紀大的關係，自
去年初，我有嚴重的牙患，不但有蛀牙，牙
齒開始脫落。幸得教會轉介，得到免費的牙
科檢查。經檢查後，牙醫建議我鑲嵌假牙，
以解決因牙患而產生的飲食及健康的問題。
初時，我感到很為難。我沒有積蓄，非綜援
領取者，實在無法掏錢買假牙。 這數千元對
我來說，是相當龐大的數目。 躊躇之際，得
到社區食物銀行的社工幫忙，不但協助我申
請關愛基金的牙科津貼，亦很不斷向社區人
士呼籲，收集善款，補貼關愛基金資助不足
的假牙及相關的醫療開支。 感謝中心社工的
幫忙，亦感謝社區人士對我的關懷及照顧。
謝謝。」
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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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Methodist City Space
服務目標：
1. 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支援職場人士身、心、靈的需
要；達致全人發展；
2. 承托職場信徒的屬靈及成長需要，使其堅持信仰，服侍
社區，作光作鹽；
3. 發揮宣教及服務結合精神，關顧職場人士的福音及成
長的需要，能面對生命中遇到的各項挑戰。
一班職場朋友參加「樂•活坊」― 石板街雪糕製
作班，一齊品
嚐無添加雪糕。

引言：
感謝上帝的恩典及帶領，讓我們有份參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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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職場人士身、心、靈工作。多年來我們曾接觸不

工作報告：
企業培訓及支援 - 商界合作
去年，我們接觸觀塘區內多間公司(包括：CSL

少在職人士，透過不同服務提升職場朋友的生活

Mobile Limited、Carter’s Global Sourcing Ltd、Kirin

及生命質素，達致「Make A Difference Transform

Group Holdings Limited及積金局等)，藉香薰洗頭水

Your Life」。去年，有見職場家長的需要，故舉

班、皮革班等興趣班，再加上親子活動及聖誕派對

行為期兩年的「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援計

等，為公司員工於緊張的工作中帶來片刻安靜，除

劃」，旨在協助工作繁忙的雙職家長建立親職功

讓他們舒減壓力外，更可讓MCS成為他們的綠洲，支

能，改善親子關係。我們深信藉不同接觸點及手
法，可以讓職場人士的生命更豐盛，生活更精彩。
為了將資訊傳遞到目標的職場人士手中，我們
繼續以洗樓形式於區內的商廈派發單張及擺設街站
介紹服務，同時將服務單張直接交給公司團契小組

取力量面對每一天。此外，我們更為公司策劃義工
服務，連結機構內的服務單位，其中一次協助Kirin
Group Holdings Limited安排義工於中秋節期間探訪獨
居長者，並送上福袋，讓長者們感受到人間有愛及溫
情。商界義工的力量，一方面讓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同時也協助公司實踐社會責任，更可建立同事對公司

的核心成員、公司人事部、街上店舖及餐廳等。此

的歸屬感。凡此種種活動，不單成為我們與商界建立

外，我們更加強社交媒體的宣傳工作，定期寄發電

長期合作關係的基礎，更認識了各公司的團契小組的

郵，再加入通訊程式，務求讓職場人士於不同渠道

核心成員及人力資源部同事，有助我們日後繼續舉辦

獲得中心最新資訊。而本年度新開展的「同行親職

不同類型的興趣班及福音活動。

路----在職父母支援計劃」，特別引入二人同行優
惠策略，除可吸引父母一同參加，亦可吸引一批未
曾參與MCS活動的職場人士嘗試認識我們的服務。

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援計劃
過去一年我們積極接觸不同的職場人士了解他們

社區服務
中醫義診

「樂。活坊」最受歡迎的其中一個活動—香薰按摩班

由陳嘉璐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主講的「無憂無慮的童年」講座

的需要，探討雙職家長現時所面對的困境。我們發現
職場人士平日忙於工作，早出晚歸，很難抽出時間與
家人共聚，更遑論花心思去計劃家庭活動，亦有在職
家長反映，由於公私兩忙，面對很大的親職壓力。此
外，觀塘堂同工亦反映過去十年已有不少年青人今天
已為人父母，亦正正面對管教子女的困惑。
去年，獲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部「社會
服務發展專款」撥款，舉行為期兩年的「同行親職
路----在職父母支援計劃」，幫助雙職家長了解工作
與家庭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強化家長的角色和職能，
改善親子關係，更重要的是讓雙職家長認識基督信仰
對家庭及管教兒女的教導，藉此機會向未信主的家長
宣講福音。活動開展初期推出4個不同題目的家長講
座，包括「玩出親子情」及「知情識性」，作為接觸
家長的第一步，以此了解在職家長的需要之餘，亦為

Carter's同事由導師的帶領下，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職員證咭套

練」等小組。與此同時，亦推出「家長資源閣」，讓
家長在舒適的環境之下，分享及瀏覽有關親子技巧的
圖書及影音設備，社工同事亦會接受家長有關親職教
育、個人情緒、家人關係等事項的諮詢。信仰工作方
面，我們邀請宣教同工參加部份講座及小組，讓宣教
同工認識家長之餘，亦讓家長有機會接觸福音，曾在
一次講座中，有一位家長出現情緒波動，宣教同工即
時與家長傾談，並與家長一起祈禱及決志，達到宣教
及服務合一的理念。

活化心靈平台――「樂•活坊」

隨後的家長講座和小組進行宣傳工作，包括由陳嘉璐

隨著服務發展的轉變，以及回應職場人士長期

醫生主講的「無憂無慮的童年」，以及「親子遊戲教

承受巨大的工作及生活壓力，我們在午間時段加設

室」、「成為孩子的性教育達人」、「孩子的情緒教

「樂•活坊」，以不同型式工作坊吸引職場人士參
與，並連繫更多區內在職信徒，帶領未信主的同事／
朋友參與MCS活動，讓他們認識福音。參加者於工作
坊中將製成品(美味食品及手工藝品等)送給同事或與
家人分享，將心意傳遞給身邊人，加強祝福文化。過
去一年我們舉辦了「香薰班」、「製作輕便小食及
甜點工作坊」、「DIY舒緩抗壓香薰油」及「巧克力
Brownie」等；而午餐時段有年輕職場人士相約同事
到MCS共進午餐，我們亦藉此機會進行介入工作，了
解他們現時於工作上所面對的困難及挑戰。

由資深社工王德玄先生主講的「親子遊戲教室」，讓家長學習如何透過遊戲與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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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CSL舉行的中醫穴
位按摩班, 為同事健
康加加油！
親身接觸職場朋友好重要，定期街站宣傳不可少。

服務數量統計 (4/2016 – 6/2016)
項目
「樂•活坊」
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
援計劃
企業支援
Support U 網站瀏覽人次
休閒自助café
總數：

服務數量 服務人次
9
63
331
2,204

總結
MCS作為服務職場人士之平台，持守「優化職
場生命，傳遞幸福」的信念，並針對職場人士的需
要作出回應，當中實在有賴各方持份者的認同與支

70
7,854
265
8,629

833
22,995
1,480
27,575

持。展望來年，加強職場家長的支援工作，並繼續
與堂會配搭，開拓更多合作伙伴，與各職場人士結
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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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香港社會時代進步，跟我們幼時面對的世
界已不一樣。現今小朋友面對急速步伐，所承
受的壓力及危機，並不比成年人少。作為父
母當真要學習如何對應，如對小朋友說話的
方法、處理他們情緒、幼童少年成長路上的困
擾、甚至是父母用甚麼態度去面對，都是父母
關心子女的課題。
雖然學校也提供一些講座或工作坊，但時
間不能配合上班的我。而《家長學苑》恒常地
提供講座及課堂，課題比學校廣泛，質素也比
我經驗過的牟利私人機構好。對於在觀塘和牛
頭角上班的父母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可利用午
膳或放工後時間增長對小朋友成長路上的課
題，由豐富經驗的社工分享專業的知職，我這
兩年獲益良多。
李欣沁女士

我有一對4歲半的子女，未參與「孩子的
大玩偶」之前，教導孩子時只懂常常將「不可
以做甚麽...」等負面說話掛在口邊，但參與了
這個活動後，讓我了解到單對單與孩子遊戲，
是可以改善我們的親子關係，透過導師王生的
專業分析，教導我們如何了解孩子的情緒行為
的背後原因，再加以用同理心、描述句、讚賞
句、設立規定等等的技巧，並藉著有效的說話
回應，除了提升了我們的親子關係，亦提升孩
子的自信心和安全感，改善了孩子的一些行為
問題，這種治療法更能生活化地融入我們的家
庭裏面，讓我更有信心與孩子有一個正面積極
的溝通渠道，也很感謝導師王先生的細心教導
讓我們有更大的成效。
星卡玲女士

社區服務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服務目標：
1. 致力提供各類適切的社區支援服務，以回應區內基層及貧
困家庭的需要。
2. 提升他們面對困難的能力，尤其在工作、日常生活、經濟
及教育等各方面。
3. 為貧困兒童提供全面的成長及學習支援，以消除因貧窮而
對他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4. 透過參與及服務社區，推動及鼓勵他們融入社區及作出貢
獻。
Go code 程式小先鋒

引言：
由於觀塘區聚居了不少新移民，服務處於2001年成立新
來港人士服務站，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社區支援服務。及後，
有鑑於區內的家庭貧窮問題嚴峻，遂於2007年將服務擴展，
並改名為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簡稱基支站），為更多包括

工作報告：
I.「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 51
1. 物資援助 共渡時艱

低收入、新來港、綜援及單親家庭提供社區支援服務。一直

過去一年，基之站有820個會員家庭，

以來，基支站都是透過申請各類社區、商界及教會基金資

會員人數共2,817人，服務人次達16,991。

助，並且獲商界及教會義工的支援，得以營運至今，使無數
家庭得著幫助，實在恩典處處。
隨著「以愛建明天―祝福基層家庭計劃」，以及「助童
建明天―兒童達人培訓計劃」的完結，基支站於去年再獲公益

基支站為會員及街坊提供「關心一線」服
務，透過協助其申請各類生活資助及轉介服
務（例如：牛奶資助計劃、低收入/單親綜
援煤氣優惠計劃）、電腦借用等，以解決基
層家庭在經濟，以致生活各方面資源匱乏的

金撥款資助為期兩年的「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透過深化的

問題。我們舉辦的「快樂開學慈惠計劃」，

家長教育、個案輔導及家長互助支援工作，增強家長的親職功

在過去的一年，為500多位基層兒童配對上

能及促進彼此互助精神，從而提升基層家庭面對困難和解決問

學學習物資，包括文具、書包、上學鞋等，

題的能力。此外，基支站獲匯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

減輕家庭開學前的經濟負擔。

益金資助，為租住私樓及劏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輔導服務、發

此外，區內不少家庭陸續遷入新落成

展性及親職教育，並且發展互助網絡，而所推行的「生命改造

的公共屋邨，在家居裝修、搬遷及添置傢俱

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亦已踏入第二年。
透過此兩項計劃，基支站得以接觸不少區內的基層家
庭，藉多元化的服務，以及教會的關懷，為他們的個人成
長、家庭關係和靈性均帶來正面的改變。

電器等的需要上，往往令他們百上加斤。因
此同工為部份家庭配對合適資源及邀請義工
關懷他們的需要。事實上，基支站的會員家

社區服務
至叻媽媽小組

齊賀聖誕派對

庭除了要面對經濟問題之外，同時也面對住
屋、醫療、教育、家庭關係、子女管教、夫妻
關係、精神健康、新來港適應等問題。基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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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機之旅

以個別跟進形式，為有需要家庭提供個案管理及
輔導服務，以加強他們的解難能力，並協助他們獲得
所需的資源。不少服務受眾表示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基支站與他們共渡時艱，成為他們重要的支援。

基支站又舉辦了「義工學堂及服務」，工作員透
過簡單輕鬆的遊戲方式教授基本的義工知識、並透過
實踐回饋社會的理念，達到增強自信，肯定自我的目

2. 家長成長 貢獻社區
基支站為基層家長在社區建立同行互助網絡，舉
辦小組包括「牽手同行」家長互助支援小組」、「舞
動心靈伴我行」、「至叻媽媽」、「廚藝提升工作
坊」等活動，藉以增加互相認識的機會，強化支援網
絡。
由於她們十分關心孩子的成長，過去一年基支

標。各參加者十分積極參與義工服務，並出席了多項
恆常及節日探訪、協助推廣基支站的活動和義賣等。
家長義工從中學會與人溝通技巧，也從服務過程中獲
得滿足感，組員彼此間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彼此交流
學習心得，發揮個人潛能，貢獻社區。

3. 同心關愛 家庭蒙福

站為他們舉辦多項講座及工作坊，包括「成為孩子的

基支站為基層家庭舉辦多項活動，包括「親子遊

情緒教練家長小組」、「孩子學習有妙法」、「親子

戲同樂日」、「夏日親子天地」、「家庭繽紛樂」、

溝通方程式」及「保護兒童講座」等；並且與觀塘循

「齊賀聖誕派對」、「二手物品交換市集」、「社區

道幼稚園、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觀塘堂合辦

飯堂」等，除了鼓勵他們走出狹窄的居所，擴闊生活

「啟發：青少年親子教育課程」，一同學習及分享管

空間外，並且爭取更多與家人相處的機會，有助建立

教子女的心得，而上年度的參加者更以「師姐」身份

更親密的關係。

一同參與，分享經驗，成為大家路上的明燈。

基支站連繫商界及堂會，在節日期間為基層家

社區服務

基支站獲信和集團邀請，推
薦基層兒童參與「Go code程式小
先鋒2017」活動，讓小朋友免費
學習撰寫應用程式「先修班」，及
後參加者及其家長更獲邀參加「創
新科技同樂日」，並參觀微軟辦公
室及出席嘉許禮。成績優異的參加
者，再獲安排參與於香港公開大學
上課的「進階班」及「高階班」，
基支站共有3位參加者獲選，而當
中更有1位獲得課程第二名獎項，

師友伴我行

庭籌備活動。其中，亮星形象顧問有限公司贊助舉
辦了「中秋聯歡會」活動，由8位公司義工協助籌備
豐富的晚餐及活動，與參與的家庭渡過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此外，觀塘堂社會職事部舉辦了「中秋節晚
宴」，堂會義工與參與的家庭一同分享豐富的自製美
食。堂會義工也在端午、暑假、中秋及聖誕節期間，
帶同所募捐的小禮品探訪基層家庭，關懷他們，在節
日中送上溫暖的祝福。

4. 結伴兒童 友愛成長
過去一年，基支站為基層兒童舉辦了多項活動

並在嘉許禮中向公眾人士介紹其設計的應用程式。期
盼這份學習成果啓發他的興趣及潛能，有助他們日後
於資訊科技的發展，贏在終點線。
基支站於2016年舉辦為期兩年的「師友伴我
行」計劃，招募了一批關懷基層兒童成長的義工，並
承諾願意關顧所配對的兒童及其需要，且結伴同行。
計劃共有33位義工及38位小朋友參與，他們結立了深
厚的感情，義工們付出了時間與愛心，為的是協助受
導者面對成長中的種種挑戰。義工、家長及小朋友在
嘉許禮中，透過相片分享兩年來的歲月及感受，大家
都雙眼通紅，臉上卻展露著笑容，相信大家的心意已
盡在不言中。

及興趣班，包括「幼兒芭蕾舞班」、「幼兒及初小
爵士舞班」、「幼兒及初小畫班」、「幼兒唱遊小
組」、「創意扭波工作坊」、「做個至叻小廚師」、

II. 生 命 改 造 工 程 - - - 樂 抱 板 房 小

「MIB兒童藝術小組」、「暢遊香港書展」、「親子

跳豆計劃

遊戲篇」、「情緒小特工」、「成長go growthland」

1. 凝聚跳豆 樂在社區

及「聖誕曲奇之旅」等；一方面與兒童分享德育及正

劏房兒童的生活環境十分狹窄，欠缺安全及合理

確的價值觀，同時亦培養兒童的興趣，為日後的發展

的活動空間。基支站透過小跳豆計劃在服務處轄下的

奠下基礎。此外，基支站共有75名小四至小六的會

3間中心推行「玩具圖書館」服務，不單讓兒童能在

員參與觀塘堂於暑假在粉嶺浸會園舉辦的四日三夜的

一個安全的環境及足夠的空間中玩樂，同時為親子提

Mission Camp營會，除了體驗群體生活外，參加者學

供一起玩樂的機會及資源。計劃更設外借服務，讓他

習領袖特質及與人溝通技巧，並且有機會認識基督信

們將玩具帶回家中玩樂，以滿足他們的成長及發展需

仰。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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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工作坊

兒童品格培育小組

2. 品格培育 潛能發展
由於劏房家庭在經濟上更為緊拙，未能負擔小朋
友參與活動的費用。過去一年，本計劃舉辦了260節
的幼兒遊戲小組及兒童品格培育活動。由專業導師帶

54

領，為劏房兒童創造學習機會，促進他們發展潛能及
建立自信心。當中，「跳豆廚房」訓練一班小朋友擔
任小廚師，透過製作各款小食，學習社交相處、情緒
表達及建立自信心。活動特意為每位小朋友預備了一

親子活動

4. 以愛相聚 共建和諧

個可愛的小袋子(內有餐盒、餐具和圍裙)，鼓勵他們

劏房家庭長期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及侷促的生活

透過收拾個人物品學習自理；在「跟你做個friend 」

空間，夫妻間的磨擦、家長與孩子在處理學業問題的

小組中，小朋友透過集體任務，學習與人相處，能一

張力，令家人間容易產生矛盾及衝突。計劃透過定期

起面對各樣困難，也一起分享成功的結果，從中體會

舉辦的親子活動，在輕鬆歡樂的的氣氛下，促進親子

做朋友的意義，以及相處之道。

關係，增加家庭的凝聚力。例如：於復活節期間舉辦
的家庭晚會，參加者與家人訂立了愛的承諾，願意為

3. 義心齊獻 愛心結網
對於部份新來港或由外區搬入的劏房家庭，他們
在社區中的網絡較為薄弱，同時缺乏資源，加上家長

所愛的家人做多一點點，互相支持和鼓勵，讓愛和希
望充滿每一家！此外，透過家長訓練及工作坊、兒童
評估及輔導服務，強化家長認知及解難能力。

的個人自信心較低，令他們不敢離開居所的範圍。計
劃讓家長們參與義工服務，例如在玩具圖書館當值、
協助推行兒童及親子活動等，以增加他們走進社區的
機會，同時藉此認識其他家庭，並分享生活資訊，結
出支援的網絡。

玩具圖書館

社區服務

家庭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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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幼兒遊戲小組

總結
基支站的服務受眾雖然在物質生活方面較為緊拙，但透過同工、教會、商界及社區人士的
熱心服務，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時，個人自信心亦有所提升。我們一同見證著服務受眾的成
長，也看到不少昔日面帶愁容的，經過艱難歲月後，漸漸展露盼望的笑容，並且成為其他同路人
的祝福。
然而，在眾多服務使用者中，我們特別關注劏房家庭，以及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兒童，所
以，基支站透過推行「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以外展工作手法主動接觸隱閉於社區的劏房家
庭，並為其舉辦發展性活動、進行資源分配、建立互助網絡及提供心理支援，以促進親子關係、
改善兒童成長生活空間、以及提升自信和尊嚴。
我們知道貧窮及房屋居住問題不會於短期內得以解決，但我們深信每一位兒童有權利得到同
等的發展機會，縱然資源是緊絀的，我們仍會繼續為他們提供機會及支援，同時結連有心人，成
為他們的同路人，帶給他們希望與友誼。

社區服務

活動統計(一)

活動統計(三)

「以愛建明天—祝福基層家庭」計劃

「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

(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

(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

服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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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關心一線(偶到服務)、個案
564
360
及轉介、諮詢服務
家庭多面睇(婦女小組、興
601
37
趣班、講座、親子家庭活
動)
守護家庭天使行
67
67
「婦女當自強」義工訓練
112
7
及服務
關愛家庭行動
437
53
「打造美好人生」課程及
295
9
佈道事工
婦女信徒領袖訓練
85
5
兒童德育事工(功輔班、英
779
41
文班、兒童樂容融)
總數：
2,940
579
* 本計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發展專款撥款
資助
* 此外還有宣教服務，包括信仰栽培班、基層主日事
工分享、基督少年軍、團契小組、崇拜、除夕聚餐及
浸禮等。

活動統計(二)
「助童建明天—兒童達人培訓」計劃
(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
服務類別
師友伴我行
學業支援服務
兒童達人獎勵計劃
興趣班、成長活動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247
47
773
100
100
1
286
38
總數： 1,406
186
* 本計劃由滙豐銀行透過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

服務項目
節數
服務人次
關心一線（偶到服務）
1,919
366
個案管理
374
253
輔導服務
74
74
家庭活動、二手物品配對
866
14
家長小組/講座/工作坊
526
27
人才服務
255
30
潛能培育及發展活動
2,272
207
學業支援服務
2,434
259
師友計劃
234
92
快樂開學慈惠計劃
514
6
總數： 9,468
1,328
* 本計劃由滙豐銀行透過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

活動統計(四)
「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
計劃
(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
服務項目
玩具圖書館
幼兒遊戲小組
兒童品格培育小組
家長支援小組及訓練
親子活動
家長工作坊
兒童評估及輔導
家庭同樂日
個案管理

節數
服務人次
4,177
200
1,044
94
1,718
266
373
55
1,243
55
306
6
410
410
658
8
394
394
總數 10,323
1,488
* 此計劃由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
助

社區服務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我參加了基支站舉辦的活動後，讓我有一
個途徑去舒緩照顧子女的壓力，以及在義工訓
練裏，不但讓我認識到不少朋友，也讓我可以
從中懂得如何與人相處。當我在參與做義工的
過程中，我好開心可以幫助別人的同時，也幫
助我自己去建立自己，從而提升個人的自信。
吳女士

陳女士是一個全職家庭主婦，一家四口居
住在一個不足200尺的劏房單位。在狹窄而侷
促的生活環境中，孩子們缺乏足夠的活動空
間，難以滿足成長的需要。再加上，他們是
新來港人士，面對香港這個全新環境，身邊沒
有了以前熟悉的面孔，更容易感到孤單和不適
應。
後來，陳女士與女兒於偶爾的機會下認識
了「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
並且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小組和親子活動，例
如：兒童品格培育小組、義工服務、親子戶外
活動等。過程中不但有助他們建立正面的經
驗，更拉近親子間的關係。
「自從參與計劃活動後，兩個孩子也變得
較以前開朗活潑。同時自己亦認識了不少朋
友，擴闊了社交圈子和加強了在社區中的支援
57
網絡。」陳女士興奮地表示。此外，「玩具
圖書館」讓孩子們有一個更大的活動空間輕鬆
玩樂，而家長亦認識到如何選擇合適子女的玩
具。
透過計劃兩年的支援，陳女士由以往人生
路不熟，只能待丈夫放假才能與孩子外出。到
現在已經能夠建立自
己個人的社交圈子，
並積極帶領孩子參與
更多不同種類的活
動，增廣見聞。即使
生活空間有限，只要
有適切的服務，亦無
阻他們活出豐盛。
陳女士

研究及發展

研究及發展部
服務目標：
1. 組織街坊參與基層住屋的倡議工作
2. 提升公眾對基層住屋情況的關注
3. 維繫花園大廈居民的鄰里互助關係
4. 增進居民的參與及關注重建計劃
與觀塘區多位區議員會面交流過渡性房屋建議

引言：
房屋一直是基層家庭面對的最大問題，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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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供應不足，令很多家庭需要在私營市場解決住

工作報告：
劏房倡議工作
服務處聯同多個關注基層房屋政策的社福機構組

屋需要，基於有限財政資源，很多基層家庭只能租

成全港關注劏房平台(下稱平台)，透過研究、遊說、

住狹小且環境惡劣的劏房、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

行動等，倡議政策改善。經過多年的爭取，新一屆政

觀塘是其中一個劏房集中的社區，很多劏房街坊的

府終採納平台的建議，肯定中短期措施的必要性，與

租金負擔沈重，居住質素卻每況愈下。有見劏房街

非政府機構合作推出各項過渡性房屋計劃。然而，對

坊的住屋困境，服務處遂透過倡議及組織工作回應

於規管私營租務市場，政府仍採取消極的態度，拒絕

他們的需要。
牛頭角花園大廈二期已有50多年歷史，共提
供2,352個出租公屋單位，隨著樓宇老化，房協於
2017年年初提出重建計劃，由於欠缺大面積的土
地興建足夠單位安置所有受重建影響的居民，花園

重推租務管制。服務處組織街坊推動倡議的工作，亦
透過公眾教育活動，讓社會大眾認識劏房議題及街坊
的處境。
服務處聯同多個平台成員團體進行「香港劏房租
金（綜合）指數調查」，在荃灣、葵青、土瓜灣及觀
塘區合共訪問了29個住宅單位的68個劏房戶。調查內

大廈二期重建計劃需要採取分階段方式進行，以致

容包括了解租戶租約內容、人均居住面積、租金收入

整個重建計劃將歷時長達20年。服務處開展花園大

比例、水電費用及租戶申請公屋情況等。是次調查亦

廈重建社區支援計劃，期望深化鄰舍關係，以推動

因應施政報告，加入了「過渡性房屋」的意見調查，

居民關注重建計劃，共建未來社區的想像。

期望藉此了解劏房戶對新措施的意見。研究結果以記
者會形式發佈，研究發現劏房租金持續高企，劏房戶
面對沉重的租金壓力，他們只能節衣縮食，壓縮其他
生活開支，以應對租金上升的壓力。就著「過渡性房

研究及發展

香港劏房租金指數記者會發佈調查結果

與觀塘區多位區議員會面交流過渡性房屋建議

屋」的意見，近九成受訪者贊成興建過渡性房屋以紓
緩他們迫切的住屋需要，結果反映大部份劏房戶也同
意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盡快遷離劏房及其他不適切
居所，在輪候公屋期間有較宜居之處。
為了開拓觀塘區的居民組織工作，去年度舉辦了
多項與基層住屋、公屋及租務資訊有關的分享會，並
成立了觀塘劏房居民關注組，每月舉行兩次聚會，有
三十多戶劏房居民加入小組。除了定期小組外，同工
亦動員組員參與聯區會議及社會行動、約見官員及議
員等，更不時接受傳媒訪問，向大眾及政府反映劏房
居住情況及表達訴求。在一些節日期間亦舉辦了團聚
活動，透過輕鬆遊戲及聚餐，彼此聯誼，增進組員間
的關係。

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

參與請願行動要求改革租例

鵲樓，上門探訪八十多戶居民，了解他們對重建的關
注及憂慮。居民普遍對重建後的單位面積和租金、定
安街安置大廈的社區及居住環境、重建期間帶來的噪
音及空氣影響表示關注。服務處及後亦就著居民的關
注撰寫了意見書遞交城規會。
重建引發的社區環境改變將對居民的生活帶來
不少干擾，而面對社區的瓦解，也會浮現各種個人及
家庭的困擾及需要。另一方面，重建時間過長，容易
令居民變得冷感和被動。因此，服務處期望關心居民
的需要，推動居民的參與。同工進行多次家訪，與居
民交流對重建計劃的意見，也聆聽他們的關注和憂
慮。為了增加居民對重建進度的了解及發放重建相關

為了安置花園大廈二期部分住戶以啟動重建計

的資訊，服務處出版了花園大廈重建計劃通訊，並以

劃，規劃署將牛頭角定安街及牛頭角道之間一塊0.22

郵政通函的方式，將通訊送達所有居住花園大廈二期

公頃的土地(現為籃球場及臨時垃圾收集站)改變為住

的居民手上。很多街坊收到後表示對重建計劃的時間

宅用途，用作興建一幢27層，提供378個住宅單位的

表及詳情更為清晰，透過通訊也能獲得較全面的重建

樓宇，預計於2022年落成。由於定安街籃球場興建安

資訊。花園大廈房協辦事處職員在與同工會面時也有

置大廈涉及改變土地用途，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成規

提及這份通訊，足見通訊的滲透度也相當高。

會)於2017年11月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服務
處希望推動居民表達意見，故在諮詢期間多次舉行街
站，收集居民的意見，期間反應熱烈，最終合共收到
六十多份意見書提交城規會。另外，服務處亦趁聖誕
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探訪活動，在最先進行重建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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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發展

進行街站收集花園大廈居民對重建計劃的意見

街頭展覽介紹花園大廈重建計劃詳情

總結
新一屆政府對紓緩基層家庭惡劣居住狀況的中短期措施，比上屆政府持較開放態度，亦陸
續推出一些過渡性房屋計劃，減輕租住劏房或其他惡劣居所市民的租金負擔，改善他們的生活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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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服務處會繼續組織劏房街坊表達訴求，倡議改善房屋政策，亦會透過研究及公眾教育活動，
將劏房街坊的處境及需要呈現公眾面前。
隨著服務處對花園大廈重建的介入，透過街站、家訪、通訊等接觸居民，服務處已在區內建
立一定形象，很多居民知道服務處關注重建工作，不少居民亦會主動在街站與同工交流，分享他
們的關注和憂慮。鑒於重建時間漫長，居民將面對各種影響及困難，為了支援居民的需要，深化
鄰舍關係以面對重建引發的社區瓦解，服務處會向總議會社會服務發展專款申請撥款，計劃會以
「社區營造」為框架，發掘社區資產及建立社區網絡，並推動居民關注重建計劃。

出版花園大廈重建計劃通訊

機構大型活動

百人大探訪暨聖誕社區日嘉年華
服務處與觀塘堂及觀塘循道幼稚園，每年於聖誕節期間都會於社區舉行「點滴情懷溢聖
誕」之「百人大探訪」及「聖誕社區日嘉年華」，將聖誕佳節的歡樂及祝福洋溢整個社區，並
與街坊分享我們服務的點滴。「百人大探訪」於2017年12月2日舉行，除服務處各服務單位的
義工踴躍參加外，更有廿多位來自商界的義工一同參與，凝聚商界資源及力量，齊心關顧區內
的基層家庭。隨後的「聖誕社區日嘉年華」於2017年12月10日在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舉行，
今年特別以藝墟形式舉行，分別有手藝工作坊及購物攤檔，手藝工作坊邀請了各手工藝專家
（如：皮革），即場免費提供材料及教授技巧，製作獨一無二及屬於自己的手工藝品；購物攤
檔方面，則由青少年、婦女等擺設攤
檔，讓他們售賣各項具特色的手工藝
品；嘉年華內當然不少得精彩的表演節
目，服務處、觀塘堂及幼稚園的同工、
學生及會員都使盡渾身解數，將整個嘉
年華會的氣氛推向高峰。當日我們與居
民共度了一個歡樂的下午，將聖誕佳節
的奇妙祝福送給他們。

同工聖誕聯歡會
每年的聖誕節期間，除與街坊歡度外，亦
舉辦聖誕派對，讓全體同事一同歡度佳節，更重
要是提供機會讓不同服務單位同工及教會同工互
相認識，促進情誼，分享主愛。去年度聖誕聯歡
於2017年12月20日假觀塘堂舉行，由同工以輕
快詩歌揭開序幕，同心頌讚主恩。隨後緊貼著的
精彩集體遊戲及豐富美食，讓接近一百二十位出席的同工及家屬投入參與其中，而最後的壓軸
大抽獎環節更將活動的氣氛推至高峰，各督導先後抽出數十名幸運兒，各人均獲得豐富獎品，
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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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大型活動

周年聚餐
本年度的周年聚餐於2018年1月31日在位於觀塘悅品海景酒店馥盈軒舉行，當晚筵開十六席，招
待多位與服務處緊密合作的嘉賓、董事及所有同工，以感謝各人過去一年的辛勞。服務處主任余恩明
牧師及總幹事楊綺貞女士於致詞時，分別總結服務處過去一年的工作概況及成果，亦感謝全體同工及
合作夥伴過去一年的辛勞。聚餐其中重要環節是頒發
「長期服務獎」予董事及同工，以表揚他們過去盡心
盡力，全心服侍社區。此外，當晚另一重頭戲—“名
人薈”，各單位同工分別扮演歷史、政界、娛樂圈、
卡通人物，於台上施儘渾身解數，各出奇謀，爭奪
「最佳演出」獎項。同工憑著惹笑的造型，令全場嘩
聲四起，掌聲如雷，將氣氛推至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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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助貧困，愛中展歡
顏」1125九龍區賣旗日
服務處於 2017-18 年度舉行了九龍區賣旗籌款活
動，活動於 2017年 11月 25日 （六）順利完成，當
日共有近 5,000 位義工參與，共籌得$1,507,665.3，
以支持服務處多項非政府津助的扶貧、長者及職場人士服務，以回應社區上弱勢社群的需要。感恩上
帝給我們一個極佳的天氣，同時十分感謝各界朋友的熱心支持，身體力行，慷慨解囊，讓今次賣旗籌
款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今次賣旗籌款特設兩大獎項，分別為：
1) 人氣大獎（團體義工出席人數達30人或以上），以及
2) 捐款之星（捐款達$1,000以上）
我們衷心感謝以下各界朋友對服務處的支持。

榮獲人氣大獎得主（出席義工有30人或以上之團體，排名不分先後）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幼稚園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高雷中學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
觀塘循道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聖公會基德小學
勞工子弟中學
循道學校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五邑司徒浩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華英中學
嘉諾撒小學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觀塘官立中學
福德學校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基督教挪威差會主辦信義中英文幼稚園
循道中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榮獲捐款之星得主（排名不分先後）
個人捐款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馮鈺聲
古筱秋
魏淑琴
朱蕙儀
鄧美玲
趙偉豪
沈怡倩
楊麗貞
郭偉雄
呂錦棠
翁建林
張國明
陳香君
黃民麗
姚偉雄
葉建忠

l
l
l
l
l
l
l
l
l
l
l

Cheng Chun Tien, Terence
Cheng Suk Wah
Cheng Wai Ying
Cheung Huen
Cheung Yat Yau
Chiang Yen Wong, May
Chin Tsz Yu
Go Wing Wa
Lam Fung Lai, Philip
Lai Wing Yin
Leung Man Wai

l
l
l
l
l
l
l
l
l
l
l

Lo Wai Yin
Salina Kwan
Suen Lai Sang
Sun Chun Yin
Tsui Chung Man
Wong Kwong Hing
Wong Shau Lin
Yee Yuk Kei
Yeung Wai Ching, Viana
Yeung Yee Ching
Vanessa Lam

公司／團體捐款
l
l
l
l
l
l
l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幼稚園
嘉諾撒小學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葵涌循道中學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母嬰康逸協會有限公司

l
l
l
l
l
l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觀塘循道幼稚園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Top Klass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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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培訓

服務處每年都會撥出資源為屬下專業、文職及支援服務的同工作出裝備，
一方面提升同工的專業性，同時亦回應社會急速轉變帶來的新需要，令我們的
服務更貼近所需。本年度服務處資助同工參加了包括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社會服
務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福利署、各大專學院、社福機構及專業團體所
舉辦的專業及技能性培訓，當中包括服務管理、個案輔導技巧、小組帶領技
巧、服務推廣策略、思考方法等多項課程。
此外，於2017年4月期間，派出三位同工參加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主辦的
日本交流團，一連五日到當地探訪多間長者及青少年社會服務機構。參觀過程
中，同工們對當地一所以社區為本的機構FelizMonte，印象尤其深刻，其提供
的長者服務包括住宿、日間照顧、陪診服務及送飯服務等，當中機構運用社區
鄰里關係融洽的資本，以社企形式運作，聘用居於該區的居民擔當送餐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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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送餐員相當熟悉當地社區，而鄰里間亦已建立一定情宜，送餐時除可讓長者
多添一份親切感外，送餐員亦更熟悉長者的需要，服務更貼心，而送餐員（居
於當地社區的居民）亦可賺取收入。此外，FelizMonte亦提供家庭及青少年服
務，招募社區內不用上班的家長於中心照顧幼兒，讓家長可安心上班，發揮守
望互助的精神；中心內亦設有Café，運用Board Game元素，成為青少年的聚腳
地。日本的先進科技眾人皆知，同工亦觀摩了地如何運用科技改善安老服務，
例如輪椅床、上落樓梯機、機械寵物等，無不令人嘆為觀止。此行所看所聽，
拓闊了各同工的眼界，加深了對社區為本服務及科技應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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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DETAIL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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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MARCH 2018 (FO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URPOSES)

財政報告

財政摘要

收入 Income
政府資金(恆常資助) Government Recurrent Subvention
政府資金(項目計劃) Government Project Fund
政府資金(由政府管理的慈善基金) Government Administered Fund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捐款及籌款收入 Income from Donation and Fundraising Activity
服務及活動收費 Service & Programs Fee
投資及利息 Investment and Interest
其他收入 Others Income
總收入 Total Income

2017-2018
數額(港元$)
15,827,283.60
20,997,074.31
222,011.98
8,342,174.88
5,386,476.05
14,199,134.97
1,176.44
1,663,053.37
66,638,385.60

2017-2018
百分比(%)
23.75
31.51
0.33
12.52
8.08
21.31
0.00
2.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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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Expenditure
服務/活動支出 Service & Program Expenses
籌款開支 Fundraising Costs
職員培訓 Staff Development
行政開支 Administrative Costs
折舊 Depreciation
總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數額(港元$)
59,471,895.62
132,403.70
442,549.85
4,001,380.33
480,181.27
64,528,410.77

百分比(%)
92.16
0.21
0.69
6.20
0.74
100.00

折舊 Depreciation

有關津助服務的年度財政報告詳情，請到以下網址：https://www.ktmss.org.hk/wp-content/uploads/2018/10/AFR2017-18.pdf

鳴謝

謹此向以下團體和機構對服務處之大力支持與捐助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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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贊助基金
香港公益金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總議會

2) 商業公司及私人機構
香港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縱橫社會責任網絡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Box of hope
Damovo Hong Kong Ltd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維他天地
童學童樂教育中心

信和集團
亮星形象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IT professional club
IDEA TOWER
天草堂有限公司
美國歐文氏商業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嘉玲集團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Feeding HK
Bubble tree
大快活集團
史偉莎
渣打銀行
薩莉亞意式餐廳

3) 政府及相關部門
北區水警
4) 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及教會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所有教會、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
高雷中學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保良局方王錦全幼稚園
心理衛生會
利民會
西貢社區中心
宣道會油麗長者鄰舍中心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合一堂單家全幼稚園

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玉清慈善基金
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港傷健協會東九龍中心
宣基小學

5) 社會企業義務顧問
Chan Hei Tung Tiffany
Cheung Ka Chi
Lam Kwong Ming
方韻芝
周國高
馮詠儀老師
鄧群鳳

Chan Man Yu
Judy Young
Ng Lai Man
岑韵詩
許秀英
劉美珠
盧潔冰

Chan Lai Ying
Esther Au
Leung Kwok Yip
王麗華
林家強
劉思蕾
鄭景陽議員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由於篇幅有限，恕未能盡錄所有善長芳名。服務處謹此向各位曾經協助推行服務、活動及籌款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謝；並且感謝
各界傳媒協助推廣服務處的服務。

服務單位總覽

1. 總辦事處
HEADQUARTERS
九龍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A室
Flat A, 6/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址

2.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NGAU TAU KOK YOUTH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189, Ngau Tau Kok Road, The Central Plaza,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2342 2245
傳真 Fax: 2709 0456
電郵 E-mail: ntkit@ktmss.org.hk

3. 家庭及學校服務
FAMILY & SCHOOL SERVICE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189, Ngau Tau Kok Road, The Central Plaza,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2342 2245
傳真 Fax: 2709 0456
電郵 E-mail: fsu@ktmss.org.hk
                ssws@ktmss.org.hk

4. 復康服務
REHABILITATION SERVICE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2342 2244
傳真 Fax: 2345 2676
電郵 E-mail: rs@ktmss.org.hk

5. Methodist City Space
九龍觀塘觀塘道370號創紀之城三期6樓602-603室
Room 602-603, 6/F., Millennium City 3, 370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 2342 0844
傳真 Fax: 2342 6199
電郵 E-mail: mcs@ktmss.org.hk

6.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LAM TI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九龍藍田平田邨平仁樓地下5號
Unit 5, G/F., Ping Yan House, Ping Tin Estate, Lam Tin, Kowloon

電話 Tel: 2346 6775
傳真 Fax: 2346 6460
電郵 E-mail: ltnec@ktmss.org.hk

7. 神愛關懷中心
AGAPE COMMUNITY CARE CENTRE
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榕樓地下1-10號
1-10, G/F., Tsui Yung House, Tsui Ping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8.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GRASSROOTS FAMILY SUPPORT STATION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2 2431
Fax: 2342 6989
E-mail: ktmss@ktmss.org.hk
Website: www.ktmss.org.hk

    
電話 Tel: 2727 6036
傳真 Fax: 2727 6076
電郵 E-mail: accc@ktmss.org.hk

電話 Tel: 2342 3710
傳真 Fax: 2345 2676
電郵 E-mail: gfss@ktmss.org.hk

9. 關懷長者中心
電話 Tel: 2342 2452
ELDERLY CONCERN CENTRE
電郵 E-mail: ecc@ktmss.org.hk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97號玉蓮台第一座G-003室
Flat G-003, G/F., Lotus Tower 1, Kwun Tong Garden Estate, 297 Ngau Tau Kok Road,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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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款回條

觀塘是全港最貧窮的一個社區。本處透過開辦的社區食物銀行、長者飯堂、長者生死教育及殯葬服務、互助二手店、
平價趁墟、社會企業、就業服務、清貧學童學習支援計劃，以及緊急援助基金等扶貧項目，以回應區內貧窮人的需
要。當中包括不少生活在困苦中的低收入、單親、新來港及綜援家庭、貧窮兒童及青少年、獨居長者、以及長期失業
人士等。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靠賴舉辦籌款活動，向社會人士籌募捐款，以維持及發展這些非政府資助的扶貧服務。
我們需要您鼎力支持本處的籌款活動，不但襄助我們救急解困，也表達與貧窮人逆境共生的守望之情。
□

本人/本公司願意每月捐款     

□

本人/本公司願意單次捐款
金額：港幣 □$1,500       □$900       □$600        □$300      □其他：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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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名稱：                               

□

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030 - 010292 - 004

□

網上捐款：http://www.ktmss.org.hk/donationmethods/，請保留捐款參考編號

□

7-ELEVEN 現金捐款

           )

請攜同捐款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以現
金捐款 (最低捐款額為$100)，完成後請保留交
易收據。

捐款者資料：
捐款公司：                           

聯絡人姓名：             

          先生/女士

捐款人姓名：                                        先生/女士 捐款參考編號：                     

聯絡電話：                           

(適用於網上捐款)

電郵：                              

地址：                                                                  
服務處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準確無誤及妥善儲存你的個人資料。我們會運用你的個人資料，
作為日後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課程邀請、收集意見、研究、調查以及履行法律授權或規定的職責之用途。
你可以隨時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亦可要求本處暫停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為通訊及宣傳之用。如果你同意上述安排，
請在下欄加上號表示：
□ 本人不同意服務處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 所有港幣 $100或以上之捐款，將獲發收據作申請減免稅項之用。
☆ 請將捐款回條連同劃線支票/銀行入數紙/7-ELEVEN交易收據寄回下列地址，以便發出正式收據。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中央行政
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A室
☆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42 2431與行政部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