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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語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持續了差不多一年。這一年期間，大家忙
碌為抗疫的生活打點，努力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感染風險。這些措
施，無形間，讓我們築起一道社交隔膜。不知道，你有否因此和身
邊的親人、朋友，變得疏離了？當社會氣氛都強迫著我們要與人分
隔的同時，我們又有否遺忘了，在疫情中默默為我們付出的他和
她。在這裡，很想大家都可以細想一下，在疫情中，你最想多謝的
她／他，會是誰？願我們在沒了期的疫情下，我們依然可以互相支
撐下去，直到完結的一刻。共勉之。

打工仔
你要知

勞工法例你要知

隔離

，老闆需要出糧嗎？

在武肺肆虐的時期，身邊總會遇上因強制隔離或特殊情況
而需要在家中自我隔離工友。那麼，在隔離的日子裡，人
工又如何計算呢？
由於勞工處一直未有訂立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勞工指引及
保障，現只按個別公司自行安排，一般有以下幾種：
照出全糧

如有同事需要在家中自我隔離14
天的話，有些公司會建議同事直接
「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既然讓同事在家工作，也代表說同
事的生產力如常，因此老闆也會按
平日一樣，每天照出全薪給隔離的
同事。

33.

強制放假，扣有薪年假

有些老闆讓隔離的同事，不用工
作，但就當放取有薪假期論，即隔
離幾耐就扣同樣日數的年假。如遇
上這個情況，要隔離的員工就要注
意了。年假薪酬的每日款額相等於
員工在年假當天或年假首天(如年假
日數連續多於一天)前12個月內所賺
取的每日平均工資。換句話說，你
每一日有薪年假都是錢。如果多放
了年假，分分鐘要在離職時要賠錢
給公司。

2
2.

人工的五分之四

有些老闆在同事隔離期間，即使同
事沒有工作，亦願意支付同事八成
的人工。這個做法或許是參考了現
行勞工法例中，疾病津貼或產假的
做法。做法就視乎老闆與同事之間
的商議結果而決定。

4
4.

關 懷 頻 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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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薪假期

這個情況顯然是沒有工作，就沒有
人工。老闆會以無薪假期的處理方
法，沒有上班的日子就不支薪。
「放無薪假」不是僱主或僱員可以
單方面決定的事，否則會構成「不
合理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如僱主
單方面勒令員工放無薪假，即變相
「更改了僱傭合約條款」，僱員是
有權提出補救申索。故做法必須由
僱主僱員之間共同商議。

參考資料：JobsDB網站-https://hk.jobsdb.com/en-hk/articles/%E6%AD%A
6%E6%BC%A2%E8%82%BA%E7%82%8E-%E9%9A%94%E9%9B%A2%E5%87%BA%E7%B3%A7-no-pay-leave/

中心勞工法例及強積金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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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3

以 資訊科技
提供 社會服務 ，

可行嗎
關 懷 頻 道
一場疫症，打亂了許多人的生活。基層是在疫症中最脆弱的一
群，經歷開工不足，手停口停的日子。孩子停課，長期留在家
中，大大增加了照顧者的壓力。社福服務的暫停，特殊學習需
要和傷殘人士的復康出現倒退的情況。在逆境中，社福服務對
弱勢家庭的支援更為重要。奈何地，疫症不會選擇人，社福機
構難以維持原本的運作模式，不少員工在家工作，如何運用資
訊科技與服務使用者保持接觸，支援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是社
福界面對的問題。如何在疫境中尋求突破，無論是技術，或是
心態，社福同工都必須多向前走多一步。
運用資訊科技提供服務不是新鮮事
長者，仿似與科技最脫節的一群。然而，因著高齡化問題，長
者服務反而是最先探索利用科技提供服務，出現了不少「樂齡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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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推出認知訓練遊戲Apps，訓練長者的認知能力，以及陪診及護送服務
網上預約平台，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配對服務。善用科技提供服務，能增
加服務的可能性和穩定性，有助解決服務使用者和其家人一直面對的困
難。
以資訊科技提供服務的想像
小朋友：「我好嬲，因為日日留係屋企！」
照顧者：「小朋友日日係屋企鬧交、打交，我就來顛啦！」
疫情期間，兒童被逼每日留在家中，難免出現負面情緒，在家無所事事，
終日玩手機遊戲，兄弟姊妹間發生爭執，增添著照顧者的壓力，家庭衝突
不時爆發。社工可以如何介入其中？
不少兒童及青年服務的同工使用渾身解數，學效網紅（KOL），拍攝短
片，唱歌跳舞，說故事，試著為青年和兒童解悶，又或透過網上會議平台
與兒童玩遊戲或提供學習支援、郵寄玩具包，與兒童在家自製玩具、與照
顧者一同聊聊天、拉拉筋……以及舉行分享會，提供社福政策資訊，及其
他生活小常識，如兒童急救、認識營養標籤等等……此外，有為駐院兒童
服務的機構，透上網上平台與兒童舉辦生日會，邀請家長、醫生、護士、

關 懷 頻 道

科技」，如防遊走、防跌倒裝置，通訊輔助工具、智能管理系統等。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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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等一同參與，為兒童送上祝福。
經此一役，發現原來社會服務可以有更多的想像，即使未能親身見面，並不
等於沒有服務。社交隔離不是社交孤立，有意義的社交接觸，能讓我們與服
務使用者更有力量同心跨過疫症。

關 懷 頻 道

然而，怎樣的活動才能塑造有意義的接觸？
行為健康專家指出透過簡單的途徑，就能讓人感覺被連結。包括：
1）「運用科技……但不要過量」
社交媒體是一個有效而簡單的途徑連接家人和朋友，但使用過量，卻會令人
感覺孤獨。透過直接交流，如使用視像通話，能有助建立有意義的關係，比
被動地觀看社交軟件為好。
2）參加網絡群組
按個人興趣參與網絡群組，如煮食、手作、運動等。我們可以發展一個新興
趣，學習一個新技巧，尋找與自己志趣相投的人，建立新社交圈子。
3）真誠交流
當我們透過網絡與別人交流時，當交流越深入、彼此感受到的孤獨感就會減
少，安全感和幸福感都會提升。故此，當我們透過網絡交流時，真誠回應對
方是重要元素。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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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這種活動，我想像唔到我和XX倆日日在家互駡…」
「好彩可以用ZOOM見面傾偈，見下人，舒服D，無甘鬱結…」
「留係屋企被抗疫，我每日都唔知星期幾，唔知日子係點過，有D活動令我
既日子無甘重覆…」
有效的網上活動，能紓緩親子之間緊張的關係，能為每日博鬥的照顧者開

當社福服務透過網絡百花齊放時，社工不要忘記以上元素，人與人接觸是
社會服務的底蘊。我們樂見社福服務如何透過科技突破既有框架，在疫情
間發揮作用。同時，我們也要多問自己：服務手法是否真正回應使用者的
需要，與使用者產生有意義的接觸。
以資訊科技提供服務時，不能忘記資訊科技的不平等
最後，資訊科技雖然為社會服務提供新工作手法，卻同時有不少弱勢社群
無法掌握技術，導致與社會疏離。許多低收入家庭沒有個人電腦，長者、
低學歷和較少經濟活動的社群，也較少使用電腦，甚至不接受資訊科技滲
透日常生活的趨勢。消除數碼隔膜，推動全民上網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
任，包括提供資助予弱勢社群購買電腦，經營非牟利電腦公司或互聯網服
務供應商等。聯合國70個國家連署通過「上網是人權」，不少國家，如美
國、南韓和馬來西亞都訂定了政策消除數碼隔膜，希望香港都能盡早跟上
數碼時代的步伐。

關 懷 頻 道

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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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人觀塘事

新冠狀病毒自2020年初爆發自今，已長達半年以上。除了前線醫護人員無私
的付出，清潔工友亦在背後默默耕耘，負起清潔防疫的責任。
清潔工友的工作於疫情下變得更高危，他們的工作環境，容易接觸到飛沫及
排泄物等，增加他們感染的機會。大家可知清潔工人的工作情況、防疫裝備是否足
夠？身為社區的一份子，我們有甚麼可以幫手?

疫情下清潔工友的辛酸:
疫情間工作倍增
第三波疫情期間，確診數人數不斷增加，清潔工作倍增。因限聚令及居家隔
離的需要，亦產生了大量居家垃圾，在清潔工的口中，到處都是「垃圾山」，垃
圾好像一直都清理不完。有清潔工口述，他們除了午膳的一小時外，工作未能停
下來。疫情前，工作時間大概8至12小時，疫情期間，工作時間延長，每天大概
12-14小時。可見清潔工友的工作因疫情而負荷加倍。

觀塘人觀塘事

高危不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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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多擔心醫護人員、檢測人員及前線工作人員的安全，但又有多少人關
注其實都置身於感染的高危之中的清潔工友?第三波疫情下，部份清潔工友須要多次
清潔高危的大廈、街道及街市等， 他們需要對處理大量隨便丟棄的口罩，讓他們增
加接觸飛沬的機會，稍有不慎，直接及間接地接觸到病毒及細菌，繼而增加了受到感
染的機會。

除了工作時間外，工友的休息及膳食環境十分不理想，部份清潔工友的休息空
間設於垃圾房、廁所、或廢棄物附近的後巷位置。由此可見，清潔工友在休息期間，
也是與「病菌」共處一室，難度他們不能吃一口「安樂茶飯」?
清潔工友的防疫裝備是否足夠?
疫情初期，清潔工的防疫裝備十分欠缺，部份清潔工友並沒有分配足夠的口
罩、手套、防疫面罩及制服等，更甚的是部份工友需要自費購買口罩，在「搶購口
罩」時，他們因須要工作，而未能購買口罩，只可以重覆使用同一口罩，疫情發展至
今，已有半年多，清潔工友雖然能獲發口罩，但口罩的數量未能應付沉重的清潔工
作。就算被汗水沾濕亦不會更換口罩，除此之外，僱主亦沒有提交足夠數量，其他防
疫裝備，如手套、防疫面罩、長鉗等。有部份工友表示，為減低自身的感染的風險，
他們寧可自費購買。工友無奈地表達: 「唔保住條命仔，點繼續搵飯食.....」
「你」與「我」想多一點，多走一步
除了必須提升對清潔工友的關注和幫忙外，我們每一個人在處理垃圾及廢棄物時，只
要多做一點，也是減輕清潔工友的工作負擔及減低他們受感染的風險:
1. 妥善包裹家居廚餘、外賣餐具及其他垃圾才掉進垃圾桶內，避免弄至一地餸菜，
增加他們的清潔工作，也減低他們直接接觸飛沬的機會。

關 懷 頻 道

「病菌」共處一室

觀塘人觀塘事
2. 將用完的紙巾包裹好，並拋進有蓋的垃圾桶內。
3. 請勿隨地吐啖。
4. 將用完的口罩摺疊好，放進有蓋的垃圾桶內。勿隨地拋棄。摺疊方法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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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賣時，盡量自備餐具、餐盒及環保袋。此舉不但可以環保，亦可減少產生發泡
膠、塑膠等，同時減輕了清潔工友每天清理垃圾數量。

關 懷 頻 道

清潔 工友 的心 聲:
次走 到街 頭送 上慰 問及 防疫 用品 ，
中心 一直 都有 關注 前線 清潔 工， 亦多
句的 分享 ，亦 會心 頭一 酸:
同工 與他 們接 觸時 ，聽 到他 們每 字每
受到 感染 呀? 」
同工 : 「你 地每 日都 要返 工， 驚唔 驚會
) 我驚 無飯 開多 D..」
工友 : 「驚 ...無 得驚 咁多 ..(無 奈地 苦笑
都要 食.. .」
工友 :「手 停口 停呀 ，我 唔食 . 屋企 班細
小心 D囉 !」
工友 :「無 計啦 . 都要 開工 ! 唯有 自己
搬
完.今 日執 完， 聽日 又幾 咁多 ，日 日都
工友 :「每 日都 做十 幾個 鐘， 執極 都唔
十幾 斤垃 圾.. .」
.」
周圍 拋， 佢地 整好 少少 ，當 幫忙 啦..
工友 :「D 人好 無公 德心 ，D 垃圾 口罩
今天 ，你 能回 頭看 一看 與你 擦身 而過
問嗎 ? 能為 他們 送上 一個 感謝 嗎?

的清 潔工 友， 能為 他們 送上 一個 慰

但願 今天 ，我 們一 起看 見他 們!為 他們
!
下一 代， 為我 們的 香港 「走 多一 步」

的辛 勞， 為我 們的 環境 ，為 我們 的

社會行動快訊

援助項
關愛基金
貧中小
清
助
資
–
目
動電腦
學生購買流
裝置以實踐
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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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疫情期間基層兒童上網學習狀況」調查發佈會
23/3 教育局將援助項目的受惠資格由「電子班」學生放寬至「停課不停
學」學生
28/7 「基層兒童缺乏上網學習支援」調查發佈會
1/8
聯席收集了1083名子女學校沒有參與援助項目的基層家長回覆，當
中涉及305間中、小學，主要來自深水埗、油尖旺、觀塘、荃葵青區
家長。聯席將學校名單交給教育局跟進
28/8 教育局回覆已跟進有關學校
6/9 「基層學童受惠關愛基金援助項目跟進」調查發佈會：

仍然有七成學校沒有參與計劃，
八成基層學生沒有合適的電腦裝置
進行上網學習
我們的立場：
1. 將 關 愛 基 金 電 腦 津 貼 計 劃 擴 闊
至所有清貧中小學生，而不受限於
「電子班」學生，並將申請手續改
為由基層家長自行透過學生資助計
劃或綜援計劃申請

楊女 士：「 屋企 無電 腦， 2個 小朋 友只 可以
用手 機上 網學 習， 由於 手機 屏幕 細， 畫面
唔清 晰， 有時 聽唔 到， 啲字 好細 。兩姊 弟
一齊 上堂 的時 候， 有時 只得 家姐 成功 上堂 ，
因為 我部 電話 壞壞 地， 細佬 用唔 到來 上
網。 」
「家 姐用 好d 部電 話， 因為 細佬 一年班 冇
咁緊 要，家 姐5 年班 ，要考 呈分 試。 」

關 懷 頻 道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爭取進程：

照顧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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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瞓得好嗎？」
今年年初開始，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不少家庭兒童照顧

關 懷 頻 道

者於疫情期間，承受了很多不同的壓力，包括因停課不能
停學，小朋友需要在家學習；家中抗疫物資不足，周圍奔
波尋找物資；疫情影響各行各業，同時影響家庭收入……
不少庭兒童照顧者在承受不同壓力的情況下，睡眠質素大
受影響。
中心早前透過電話，訪問不同的家
庭兒童照顧者，了解她們於疫情
的狀況。不少照顧者表示，疫情下
的照顧工作比起過往以倍量計算，
小朋友的停課安排，令到每天照顧
者都需要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照顧完
全，缺乏的休息空間，加上疫情期
間避免外出的情況，以致她們與小
朋友出現「困獸鬥」場，非常消耗
照顧者的心力和身力。導致他們身
心交瘁。因此不少照顧者都有失眠

照顧者專欄

的情況出現，有照顧者更需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可見照顧者於
疫情下想「有覺好瞓」是如此奢侈的事。

12

「你瞓得好嗎？」除了是一句關心的問題，更希望是一個提醒，我
們希望照顧者們，都可以感受到自己這段期間因著什麼原因影響睡
眠，從而嘗試改變自己的睡眠狀態，照顧者都需要被照顧。照顧照
作坊讓照顧者都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希望照顧者能夠將在活動當日
認識到的喘息方法，帶回日常生活中，提醒自己都有休息的需要。

關 懷 頻 道

顧者平台於10月9日於全港社會單位舉行了喘息站，透過不同的工

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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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檢測方法？
政府擴大為市民進行新冠狀病毒肺炎病毒檢測，亦引進了數個不同的內地化驗
所提供服務。當時來自內地的檢測公司，以採集鼻咽和咽喉樣本方式。及後，
社會上產生了對不同樣本採集方式的討論。

關 懷 頻 道

什麼是深喉唾液檢測？
深喉唾液檢測就是指採集深喉唾液或痰作化驗。由本人或有醫護人員自行採集
晨早樣本 (於起床後，刷牙漱口、飲食前 )。這亦即是街坊口中「攞樽仔，吐口
水」，之後提交化驗的做法。
深喉唾液檢測的好處；
• 沒有創傷性：採樣過程不須要接觸身體器官，因此適合多次重覆收集樣本和
檢測使用。
• 採集樣本技巧容易掌握：適合市民自行在家採集樣本使用。不需要醫護人員
在場。
• 採集深喉唾液不會做成霧化：醫護人員不用穿著防護裝備，舒緩防護裝備供
應緊張和減低醫護人員受感染風險。
然而，但對於不懂咯痰的兒童、有吞嚥困難或認知障礙的長者則未必適合，鼻
咽及咽喉拭子反而更能從他們身上取得合適樣本。
什麼是咽喉／鼻腔拭子測試
• 咽喉拭子就是指利用拭子（棉花棒）在咽喉或者鼻腔深處採集樣本。過程複
雜，須由已受訓練或醫護人員進行。咽拭子採樣時，醫護人員會先用雪條棒
作舌壓按下舌頭，露出吊鐘，再用拭子（棉花棒）深入吊鐘後面及兩邊扁桃
線後面，在這三處各「撩」三圈，採集咽喉樣本。
• 鼻腔拭子就是將拭子以鼻樑平行的方向輕輕伸進鼻孔的1-2厘米深，或直至

健康專欄
感到阻力。拭子在該處打圈，以收集樣本。過程複雜，需要由受訓人員採
集樣本。
咽喉／鼻腔拭子測試的好處
• 鼻咽及咽喉拭子可以由醫護人員從不懂咯痰的兒童、有吞嚥困難或認知障
礙的長者身上取得合適樣本。

如何選擇？
• 化驗「準唔準？」取決於樣本的質素及測試工具的敏感度。樣本的質素，
直接仍然化驗準確度。質素高的樣本就是指樣本內含菌量高，這樣化驗就
可以變得準確。再推一層，只要取樣方法正確，才能得到質素高的樣本。
• 由此可見，不論是深喉唾液，還是咽喉／鼻腔拭子，最重要正確取得樣本
化驗。然而，要推行全民檢測，自助形式取本方法最為可取。
若然您需要進行檢測及結果證明，除了到私家診所，亦可以到四個社區檢測
中心，進行自費檢測。
東區鰂魚涌社區會堂（Prenetics）
3008 8325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金域檢驗（香港）有限公司）
9869 3603
沙田瀝源社區會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有限公司）
2986 1272
2986 1270
元朗市東社區會堂（華大基因）
2818 9690
相信未來一段長時間，我們仍要提高警覺去防範疫情出現，亦要保持社交距
離，以避免疫情再大規劃爆發。

資料來源：衛生防疫中心 / 明報

關 懷 頻 道

壞處：
• 一個普通市民未經受訓，自己未必能夠深入這些位置，有機會因害怕而不
敢將拭子深入喉嚨，若只「撩到」口腔其他部位或者舌頭後半方，可能只
得口水而沒有病毒，削弱樣本靈敏度；
• 相反，若伸得太入就有可能插傷自己。
•醫生指兒童、長者和孕婦使用咽拭子採樣時需要非常小心，擔心他們會「撩
損喉嚨」或者折斷拭子。
•咽拭子深入喉嚨，可能引起「作嘔」等不適，嘔吐物有機會流入肺部，造成
吸入性肺炎。
• 指採樣者需穿上全副保護裝備協助採樣，因採樣過程可引起被採樣者不
適，令他們咳嗽、打噴嚏，可能無意中傳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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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專欄

話知你 星人
15

香港疫情長達8個
月，至今尚未緩和。疫
情期間，社會各界付出
許多貢獻。今期兒童專
欄，「話知你星人」邀
請小朋友以畫作及信函
感謝他們身邊的人。

關 懷 頻 道

究竟小朋友想與誰道謝?
小朋友對疫情持續有甚麼感想?

王佳豪:「女仔戴住空氣清新機，圍
住青色防疫菌(青色)，阻隔著紅色病
菌 (紅色)。」

林祖賜: 「我開飛船到大空，叫
很多外星人帶走新冠病毒 ，還我
們一個健康地球。」

兒童專欄

16

曾嘉伶: 「外星人想一起去幫助醫務人
員，坐上飛船出發啦。」
黃映瑜: 「多謝醫護人員。」

關 懷 頻 道

鄭柏霖: 「香港的醫生，加油!」
「奮戰在一綫的所有工作人員加油! 你們
辛苦了，謝謝你們!」

張清楹

龔思悅:多謝醫護人員

吳芷程: 感謝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

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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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燊渝

關 懷 頻 道

周欣:多謝媽媽照顧我！

梁詠堤: 「醫護人員，你們也要
休息和小心！ 加油。」、「清
潔姨姨、叔叔:你們辛苦了，要
清潔街道，謝謝你們，為我們
服務。加油!」

黃耀星

景柏瑤: 我想病毒快點走呀！
陳柏熹: 感謝醫護人員。

求職天地＋新同事介紹

觀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就業服務」

「求職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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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旨在協助待業人士尋找短期兼職或長工(例如家
務助理、清潔、零售及保安員等。以助待業、失業人
士及家庭主婦自力更新。

歡迎瀏覽本中心網頁 「求職天地」

求

職

天地

https://www.ktmss.org.hk/community/
accc/info/gos/career/position/list

(由於各行各業工作種類繁多，中心並未能一概盡
錄，有需要可於其他求職網站瀏覽。)

新
同
事
介
紹

大家好，我是新同事John，負責兒童活動。
十分開心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認識了許多
可愛的小朋友。希望疫情放緩後，可以和大
家在中心瘋狂玩遊戲！

關 懷 頻 道

• 本中心每星期更新一次「職位空缺」。「職位空缺」
主要圍繞觀塘及九龍區為主。工作種類亦涵蓋清潔、
保安、餐飲及零售。

在職家庭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
申請人/家庭在過去6個月，至少一個月同時滿足
以下3個要求:

19

工時
住戶成員
人數

入息

入息限額 ＊計算「從事經濟活動的
家庭住戶」
全額
3/4額
半額

資產
家庭資產
限額

關 懷 頻 道

1人

$10,100

$12,100

$14,100

$266,000

2人

$14,700

$17,600

$20,500

$360,000

3人

$17,900

$21,500

$25,100

$469,000

4人

$22,400

$26,800

$31,300

$548,000

5人

$23,200

$27,800

$32,500

$609,000

6人或以上

$24,300

$29,100

$34,000

*$659,000

*適用於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申領月份
*6人以上資產限額隨人數增加而增加

津貼金額
每月工時 (小時)

全額

3/4額

半額

基本津貼： 144至168以下
(單親：36至54以下)

$1,000

$750

$500

中額津貼：168至192以下
(單親：54至72以下)

$1,200

$900

$600

高額津貼：192或以上
(單親：72或以上)

$1,400

$1,050

$700

兒童津貼(每名兒童或青少年)

$1,400

$1,050

$700

*適用於2020年7月或之後的申領月份

在職家庭津貼

預約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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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 6036

□ 身份證
□ 出世紙（所有子女，不論是香港／國內外出生，都需要提交）
□ 單程證（未夠七年）
□ 結婚／分居／離婚文件
□ 地址證明（屋證、租約）
□ 在學文件（學生證、手冊）
□ 資產證明   包括銀行簿／月結單（要更新結餘至申請最後一個月最後一日）保險
   （最新一份有顯示保單價值）／股票…
□ 合約 (證明工時)
□ 糧單 (申請月份)

如果是散工／自僱／無合約／糧單／自僱，可填表格內的：
□ 僱主證明書（有僱主）
□ 散工及未能提供營業損益表的自僱人士工作記錄聲明書
(eg.散工)
□ 經營業務或提供服務的自僱人士營業損益表(eg. 做生意)
□ 的士/貨車/小巴/其他營業車司機的自僱人士營業損益表
□ 工時作時數/工作入息自述書

如部分月份因工時不足而無法申請「職津」，或其他家庭成員亦有工作，而每
月入息低於$11,000及資產低於$96,000，每月工時36小時，可考慮申請「鼓勵
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每次申請過去6個月的津貼。

關 懷 頻 道

申請職津要提交的文件：

活動預告
活動可能因新型肺炎疫情或社會狀況有所更改。
活動
日期及時間
兒童政策 日期：待定
關注組 （隔星期一）
時間：早上9: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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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政策 日期：待定
關注組 （隔星期五）
時間：早上9:30-11:00

關 懷 頻 道

瞳視一家 每月5個名額
_心意瞳
分享

家務助理 不定期
就業社
長者義剪 日期：18/11（三）
日
時間：早上9:15-11:15
社區日

日期：13/12（日）
時間：下午2:00-6:00

地點 內容
本中心 —分享不同與兒童
相關的福利政策
—了解教育制度
—爭取平等學習權
利
百靈樓 —分享不同與兒童
相關的福利政策
—了解教育制度
—爭取平等學習權
利
荔枝角 為基層人士轉介視
覺檢查及驗配眼鏡
服務。服務只限單
一用途鏡片，包括
近視、遠視、散
光、老花，但不包
括雙光、漸進或太
陽眼鏡。
本中心 僱主及家務助理配
對

對象/名額
基層家長

收費/查詢
全免
查詢：
何姑娘

基層家長

全免
查詢：
何姑娘

申請資格：
-6歲或以上人
士（18歲以下
兒童及青少年
優先）
-低收入或綜援
人士

全免
申請方法：
到中心填寫
申請表
查詢：
何姑娘

已領取家務助
理證書及技能
卡的人士
本中心 —由剪髮導師及義 觀塘區65歲或
工為觀塘區長者剪 以上長者
頭髮
本中心 —攤位遊戲
觀塘區街坊
—抽獎
—工作坊

天然蚊香 日期及時間：
本中心 製作天然蚊香及防 基層家長
及防蟲香 (四選一，額滿即止)
蟲香包，學習後可
包工作坊 1.25/11(三) 早上9:30-10:45
自行使用
2.25/11(三) 早上11:00-12:15
3.27/11(五) 早上9:30-10:45
4.27/11(五) 早上11:00-12:15
廚餘清潔 日期及時間：
本中心 製作天然蚊香及防 基層家長
用品工作 (四選一，額滿即止)
蟲香包，學習後可
坊
1.11/12(五) 早上9:30-10:45
自行使用
2.11/12(五) 早上11:00-12:15
3.18/12(五) 早上9:30-10:45
4. 18/12(五) 早上11:00-12:15

全免
查詢：
何姑娘
全免
查詢：
何姑娘
全免
查詢：
黃姑娘
收費：$20
申請方法：
到中心填寫
申請表
查詢：
芮姑娘
收費：$20
申請方法：
到中心填寫
申請表
查詢：
芮姑娘

活動花絮

無論大人 或 小朋友 ，

我們都會陪你一起在家渡過疫情~
星期一

星期三
媽咪運動日
齊齊拉筋舒
展疲勞
下午 兒童英文 同一屋簷下
自己玩具自
故事班
@下午茶心事台 己砌
晚上
一人一劇場：
疫情下的暑假
上午

星期二
玩住嚟抗疫
兒童遊戲小組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兒童聖經故 求職攻略篇– 閱讀分享會
事
求職表格注意
事項
教你如何讀 多變紥辮
繪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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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懷 頻 道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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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ZOOM
一對一

義補計劃

疫情由年初開始爆發，好多小朋友都經歷半停課狀態，功課唔識
做，無人可以教。中心招募了一班青年義工，配對了52對導師和兒
童，每星期為小朋友進行一次義補活動。義補完結後，更與小朋友一
關 懷 頻 道

齊玩集體遊戲，解決兒童學習困難，為兒童沉悶的日子帶來歡樂，不
再孤單。
活動完結時，義工同小朋友都互相給予回饋，義工鼓勵小朋友努
力學習，小朋友感謝哥哥姐姐的付出。

活動花絮

24

關 懷 頻 道

未來，我們希望繼續招幕
導師幫助小朋友學習，成
為兒童幫助。
你願意加入我們嗎？
（活動聯絡人：何姑娘，
電話：2727 6036)

中心入會申請
「致電中心熱線電話：
27276036，預約申請時間」
25

1. 舊會員: 本年將會自動繼會
- 中心會為2019-2020度的會員自動繼會，會員不須到
中心處理申請手續
2. 新會員
對象： 18歲或以上基層人士

關 懷 頻 道

年費： 個人會員$10 家庭會員$20須預約時間申請
		
會籍有效期：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止。
會員福利：
l 一年4期的中心季刊
l 活動或課程的優惠
l 勞工法例及強積金查詢熱線
l

生日可免費參與季度生日會

備註：綜援人士或待業人士，可親臨中心辦理年費減免。

刊物意見問題
為了解讀者對《關懷頻道》第四十六期的意見，現特設問卷以收集讀者的
寶貴意見，敬請撥冗填寫，並寄回或傳真(2727 6076)到本中心。謝謝﹗
請以3表示你的意見。
滿意/認識程度
1. 刊物整體
2. 增加你對本中心的認識
3. 增加你對《勞工法例》或
打工仔權益的認識
4. 你最喜歡《關懷頻道》那
個部份？

非常滿意 滿意 一般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回應表 + 刊物意見回應
(一) 捐款回應表
我願意捐助*社區食物銀行／兒童扶貧計劃／其他(請註明：

o HK$100 o HK$200

)

o HK$500 o HK$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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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其他HK$			
支票抬頭：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或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銀行轉賬： 024-279-5-102090(恆生銀行)– 只適用於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015-531-10-537-23-3(東亞銀行)–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網上銀行：www.ktmss.org.hk/donate (請註明捐款用途)
＃

捐款收據。

＃凡捐款$100或以上，本中心將會發出收據，作為申請免稅之用。

(二) 參與中心的義務工作
o 我願意參與中心的義務工作，請與關先生聯絡(電話：27276036)。

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

電子郵件：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按上述資料，寄回捐款收據。
□本人同意中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日後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收集
意見、研究調查以及履行法

簽署：

律授權或規定的職責。

日期：

關 懷 頻 道

[請捐款者填妥本頁底部的聯絡資料，連同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寄往本中心，以便寄出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觀塘)

天糧網於2009年成立。於2018年再獲政府撥款資助，為觀塘區內有需要的貧困

27 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
服務按申請者的困境與需要給予不同期限的援助，最長為8星期，派發食物主要
為乾糧，如米、麵、罐頭及雞蛋。個別有需要人士可獲發奶粉、餐飲、超市食物
等，服務使用者按約定時間及地點，每星期領取食物一次。

關 懷 頻 道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居於觀塘區，並符合以下之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
住戶人數
每月入息限額
實際入息水平＠ 每月資產限額＊
1人或個人申請
11,000元
11,578元
99,000元
2人
18,700元
19,684元
132,000元
3人
22,360元
23,536元
198,000元
4人
26,100元
27,473元
264,000元
5人
26,800元
28,294元
264,000元
6人或以上
29,400元
30,947元
264,000元
@「入息」並不包括僱員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即僱員薪酬的5%)。「實際入息水平」是指未扣
減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的入息。
*每名年滿60歲的申請人或住戶可獲增加35,000元的額外資產限額。

申請手續：
1

2

3

• 申請者可按所居住的地址向就近的「天糧網」聯營機構預
約時間或經伙伴機構轉介
• 申請人需填妥表格及帶同文件作評估之用，
• 文件包括：申請者及其同住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住
址證明、入息及資產證明。
• 如獲成功批核，申請者每星期按時到所屬中心領取食物一
次。

各區服務單位（＊必須先致電預約）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2342-2245 傳真：2709-0456

地址：觀塘翠屏北邨 翠榕樓地下1-10號
(觀塘港鐵站D出口)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廣
場
(九龍灣港鐵站A出口)

服務範圍：觀塘康寧道以東(包括：雲漢，
翠屏、寶達、安達、安泰、四順、秀茂
坪、觀塘工業區等)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電話：2346 6775 傳真：2346 6460
地址：藍田平田邨平仁樓地下(藍田港鐵站
A1出口)

服務範圍：麗晶、啟業、德福、淘大、德
寶、四彩、佐敦谷、牛頭角、坪石等

服務範圍：藍田啟田道以東(包括啟田、
平田、安田、德田、廣田、興田、匯景花
園、啟田大廈、啟田苑、鯉安苑、康雅
苑、康華苑、康逸苑等)
基督教宣道會
油麗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3526-0460 傳真：2775-2557
地址：油塘油麗邨翠麗樓地下(油塘港鐵站
B2出口)

服務範圍：觀塘康寧道以西(包括：樂華、
花園大廈、定安、宜安等)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食物派發中心）
電話：2342-2452 傳真：2342-2310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297號玉蓮台一座地
下G003室（牛頭角港鐵站B2出口）

服務範圍：油麗、油塘、鯉魚門、三家
村、麗港城、茶果嶺等

服務範圍：樂華、花園大廈、定安、宜安
等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服務評估中心）
電話：2342-2244 傳真：2345-2676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251號花園大廈百靈
樓地下（牛頭角港鐵站B2出口）

服務統計資料 (2020年4月至2020年9月)
新增服務人數

4,081

累積服務人數*

24,197

個案數目
服務人數(派出餐次)

1,416
4,081 (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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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神愛關懷中心
電話：2727-6036 傳真：2727-6076

社區食物銀行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統計資料

食物募捐統計

(2020年4月至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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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至2020年9月

個案數目

282

米		

3,478公斤

服務人數

791

粉麵		

1,440包

派出餐次

44,296

麥片		

404盒/包

罐頭		

880罐

食物捐贈

捐贈人次		

451

多謝以下團體或社區人士對社區食物銀行服務的善款或食

關 懷 頻 道

鳴謝名單 物捐助(排名不分先後) ) (由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
教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神愛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宣道會康怡堂
Kingdom Family Church

學校

北角循道衞理堂幼稚園
民生書院小學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衞理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鴨脷洲堂

聖公會慈光聖匠幼稚園幼兒園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滙基書院（東九龍）
循道學校

公司/機構/ Damovo Hong Kong Ltd
團體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香港公益金
周大福慈善基金
福幼基金會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縱橫社會責任網絡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古天樂慈善基金		
食德好		

香港扶愛會「甦醒工程」
偉金建築有限公司
社會服務協會
香港房屋協會
星光大道扶輔社

社區人士 Chan Man Yu
Cheung Cheuk Chi
曾廣應先生
韓嬋英女士
謝倩然女士

Leung Kwok Yip		
Wu Hin Kwong 		
陳嘉樂先生		
江月清女士		
譚江明先生

Lo Pak Chuen
譚祖明先生
劉林江女士
倪陳美花女士

$

$

感謝您

你也可參與捐助﹗

1. 直接購置米糧、罐頭、粉麵及麥片等食物送至本中心。
2. 善款捐助(詳情請見P26)。
電郵：foodbank@ktmss.org.hk

人間有情

難過 的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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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難捱嗎？2020年這一年，特別的漫長。
因為疫情，我們重新適應新的生活模式；在家上班上課、每日戴口罩生
活、本地旅遊，世界不停在急劇地轉變。對於阿琪一家，這大半年的變幻可真
大，比其他的家庭承受的壓力更多。

轉變成為琪和琪丈夫婚姻關係的磨心，時不時都為經濟而吵架，亦因為意見不
合他們的關係愈走愈遠。大約半年前，他的丈夫更突然離家出走，沒有留下任
何行踪，沒法聯絡到他。阿琪只能默默獨自照顧女兒們的生活，只能靠儲蓄生

關 懷 頻 道

阿琪一家四口，本與丈夫同住，有兩位女兒，分別就讀高中和初小。經濟

活，面對著沈重的經濟壓力，所有的家庭開支包括租金、食物開支，只能向親
友借貸。
更吃力的是幼女有學習障礙，於疫情間她需要停頓一切的實體訓練，作為
母親的她，沒法支援她學習上的需要，心裡很擔心。再加上經濟不景氣，她難
以尋找到兼職工作維生。面對這一切的困難，阿琪便找中心同事尋求支援，提
供短期食物援助。除食物上的支援外，最必須及恒常的支出便是租金，每月需
支付$3000租金，現時身上只餘下$1000。由於她和丈夫未正式離婚，未能成
功申請到綜援。
處於這低氣壓的社會環境中，竟遇到婚姻破裂，於難行的路上更難行。當
孤單自己一個去面對，需要一個新的力量和資源，讓他們可以由失去，再能創
造新機會去適應和渡過。你願意與她同行嘛？
我們正為琪一家籌募緊急的生活費用，如果你有感動與特
困的基層家庭同行，歡迎聯絡我們。

聯絡方法：
神愛關懷中心
電話：27276036
(張進芮姑娘)

POSTAGE PAID
HONG K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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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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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編號

6132

神愛關懷中心
地址：九龍觀塘翠屏北邨翠榕樓地下1-10號
電話：2727 6036
傳真：2727 6076
機構網址：www.ktmss.org.hk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
10am-1pm

一

2pm-6pm

3

二

3

7pm-10pm

3
3

三

四

3

3

3

3

五

六

3
3
3

註：1.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2. 活動報名在每節半小時前截數

勞工法例及
強積金熱線

2727 6036

服務時間

星期三： 10am-6pm
星期五： 2pm-1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