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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過去一年，服務處以「迎挑戰仰望主、尋出路並肩行」的心志來面對種種的挑戰及機
遇。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嚴峻，並且衍生了許多在照顧及醫療方面的挑戰。由於認知障礙症
愈來愈普遍，去年獲社會福利署增撥資源，長者服務開展公眾教育活動，以提升社區人士對
此病症的認識， 並且亦為患病長者提供訓練，以改善及延緩其退化情況。同時，我們十分
關心護老者的需要，故定期為他們舉辦互助小組活動，又讓他們學習舒緩痛症和情緒的伸展
運動，並且由個人照顧員提供短暫照顧及護送服務等，讓護老者得到喘息空間，從而減輕其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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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的房屋問題亦是非常辣手。劏房住戶的困境十分令人憂心。去年，服務處在
房屋倡議的工作上，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合作，舉辦了兩次大型展覽，透過《室宿一覺》住
屋視覺藝術展及《屈室求存》住屋多感官展覽，不單呈現劏房的惡劣環境，引發大眾對住屋
標準的反思，並且藉劏房街坊的故事，讓公眾能進一步認識適足住屋權的七大標準。再加上
其他一連串的工作，我們不單引起了廣大市民的關注，更連結了香港規劃師學會及間築社、
本地建築團隊及藝術家，劏房街坊，立法會議員及記者，一起關心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
社區缺乏支援離校SEN青年人的服務，而服務處事實上亦沒有固定及穩妥的資源幫
助不斷增加及需要照顧的SEN青年個案。過去一年，服務處十分感謝商界對SEN青年的支
持。除了繼續獲得周大福慈善基金資助的「重劃生命線」計劃外，香港交易所再次資助
「Connection Makes a Difference」計劃，使青年人獲得培訓機會，成為手工藝導師，並且
將手工藝品於巿集擺賣，藉此建立個人自信及效能感。我們與意大利品牌 KLASSE 14合作，
以「迎接豬年」為主軸，透過共融的藝術創作，為50隻「愛心願望豬」塗上不同色彩，並於
2019年1月至3月在KLASSE 14概念店內展出，藉此激勵了每隻「愛心願望豬」的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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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的貧窮指數極高，且有新公共屋邨相繼落成，區內的低收入家庭持續增加。服
務處於2018年8月起，獲社會福利署資助營運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觀塘），為期3
年。 而服務處自2/2009起以聯營方式，於東九龍區推行的「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在
7/2018年正式結束。此外，服務處於2004開始與區內多間幼稚園合作推行駐校社工服務，並
十多年來與業界積極游說政府資助相關服務。去年，社會福利署終於推出「在學前單位提供
社會工作服務先導計劃」。憑着而所累積的經驗，服務處成功投得先導計劃第一階段的服務
合約，為16間學前單位提供服務。我們將透過由註冊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註冊護士所組成
的跨專業團隊，為幼兒、家長及教師提供專業支援。
就花園大廈的重建，城規會在2018年7月27日的會議上正式通過定安街籃球場的土地用
途改劃申請，服務處一直關注孔雀樓旁籃球場的擴建工程，以及定安街球場的住宅興建工程
的開展。由於重建在即，而邨內居民有著深厚的鄰里情，長者服務藉舉辦「花園大廈與我」
計劃，透過多項活動與居民回顧過去的生活點滴，以及深入訪談紀錄居民的生活片段，輯成
一本屬於花園大廈的社區冊，讓更多長者可懷緬昔日的生活。我們會繼續積極關注重建的消
息及工作，與花園大厦的居民同行渡過重建的歲月。
過去一年，不論在服務推行，以至籌款的工作上，服務處均得到滿意的成績。衷心多謝
支持我們的服務使用者、資助及捐獻者、志願者，以及從歲首至年終都眷顧我們的上主！服
務處在新的一年將要迎向更多更大的挑戰，但因有你的支持和同行，我們能以堅定及雀躍的
心境前行。

簡史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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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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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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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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仁愛的社會。

源起及發展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移民大量湧入香港，人口激增，政府决定開發觀塘為衛
星城市。中華基督教循道會為此於觀塘先後開辦幼稚園及小學，又透過開設診所及派發罐
頭、奶粉和日常用品，向貧窮居民提供實質幫助。教會亦不時舉辦關懷探訪，以及各種青
少年及婦女活動，服務居民。教會其後於1963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循道公會觀塘堂，並租
用了牛頭角道309號立成大廈四樓C座作會址及開辦青年服務中心之用，這可說是服務處的
雛型。

有鑑當時觀塘區發展迅速及對社會服務的需求殷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遂答允籌募
三十萬元予香港房屋協會作牛頭角花園大廈的興建費用，而香港房屋協會則撥出百靈樓地
下予本會作為提供社會福利及宗教活動用途，「觀塘循道服務中心」正式成立，並於1995
年易名為「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服務處成立之初，全靠賴教會的資助，以及教友的熱心支持，得以發展及提供多元化
的家庭、兒童及青少年活動，以及勞工服務，以回應社區的需要，同時為今天的工作奠下
穩固的根基。
服務處早於1982年獲社會福利署津助開辦家庭生活教育組。因應家庭問題日趨嚴峻，
服務處透過申請基金的資助開辦多項服務計劃，以作支援，包括開辦「離開抑鬱--同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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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協奏曲」，旨在照顧區內受情緒病困擾的父母及其年幼子女。此外，服務處透過公益金及其他的
資助開辦「陽光幼苗-學前社會工作服務」，旨在及早預防家庭問題的出現，協助年輕父母處理管
教、親子及夫婦關係等問題。經多年的努力，其重要性最終為政府所肯定，並於2019年2月由社會福
利署推出「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階段）」，而服務處成功投得該服務合約，於
16間學前單位提供社會工作服務，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幼兒作出適切支援。

服務處又分別於1983年及1993年獲社會福利署津助於牛頭角及藍田開辦兩所青少年中心。其後
於2002年合併及轉型為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同年，因應教育局於小學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
服務，服務處至今亦參與在此項工作之中，並藉此認識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及其家庭的困境，
因而先後發展學校為本的中小幼融合教育服務。及後，更於2011年開辦創新的樂學評估及訓練中
心，並連結不同的基金及商界資助，逐步為2-25歲SEN兒童及青少年開托社區為本的支援服務，包括
專業評估及訓練、托管服務及生涯規劃、個案輔導及家長教育。2014年，中心更成為社會福利署常
規資助的「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TSP)」項目的認可機構，為SEN幼兒
提供適切的訓練。
服務處於1997年開辦藍田樂齡長者中心，並於2014年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以支援區內有需
要，包括體弱及隱蔽的長者，並改名樂齡鄰舍中心。此外，有鑑於觀塘區內人口老化問題嚴重，但
相關的支援及配套服務卻極之不足，服務處遂於2008年於牛頭角玉蓮台開辦非政府資助的「關懷長
者中心」，按長者的需要推行多元化社區服務，當中，包括推行長者生死教育--「生前顧後計劃」，
以及倡議長者權益工作。

服務處與觀塘區的弱勢社群同行，透過公益金資助的「基層在職人士服務」關注勞工權益。自
2005起，透過開辦社區食物銀行服務，全面關注觀塘區的貧窮問題，並且由2009至今，承辦社會福
利署資助的「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計劃；更於2006年開辦神愛關懷中心，一所以地區為本的扶
貧中心。2007年，服務處進一步將新來港人士服務站(2001)轉型為基層家庭支援站，以社區服務支
援新移民、低收入、單親及綜援家庭。因應香港的房屋問題，服務處積極參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
倡議工作，以及開辦「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等，支援居住於觀塘區劏房及惡劣居
所的居民。

面對觀塘區的經濟轉型，服務處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於2007合作開辦Methodist City
Space，以關注及支援區由數十萬流動在職人口的需要。二十年來，轉型的風一直帶動區內多項的重
建計劃。當中，包括香港房屋協會於2018年宣佈重建花園大厦二期，而服務處隨即成立服務隊關注
重建工作，以及支援受影響的居民。

董事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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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余恩明牧師

司庫： 樂錦壯先生		

書記： 林豐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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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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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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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陳秋陽先生

陳福林先生

陳敏芝女士

張國明先生

鍾啟棠先生

孔令達先生

羅雄峰先生

梁嘉泰先生

李家駒先生		

吳彥強先生

彭學高先生

杜偉廉先生

唐思藝先生

黃廣興律師

余世傑先生

梁文慧女士

黃金鳳女士

黃惠嫦牧師

執行委員會： 余恩明牧師
張國明先生
林豐禮先生
樂錦壯先生
彭學高先生
杜偉廉先生
唐思藝先生
梁文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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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款小組

執行委員會
裝修小組

神愛關懷中心管理委員會

綜合服務中心
牛頭角青少年

和諧家庭培育中心

幼稚園支援服務

學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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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社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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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現才華

Methodist City
Space

(小學)

服
務
架
構
圖

服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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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服務處主任
總幹事

服務督導委員會

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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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1/3/2019)

姚嘉欣女士

連偉基先生

袁嘉禧女士

盧慧君女士

服務處主任
余恩明牧師

盧育慧女士
註冊護士

呂綺華女士

梁淑興女士

麥正豪先生

總幹事
楊綺貞女士
助理總幹事

莫華鋒先生
職業治療師

吳澤銘先生

李旻芷女士

吳世濠先生

葉智斌先生*

吳珊瑤女士

蔣志恒先生

吳鈺衡女士
服務主任/輔導員

潘綺心女士

服務督導主任

張慧蕾女士

薛嘉寶女士

陳韻玲女士(臨床心理學家)

黃嘉雯女士

譚曉峰先生

張燕媚女士

黃旭琳女士

曾曉薇女士

林瑞馨女士

職
員
名
單

温家倩女士

曾憲輝先生

研究及發展主任

黃鑑源先生

温家琪女士

鄧寳山先生

黃美琦女士
黃詠茹女士

助理服務督導主任

註冊社工

殷淑儀女士

陳麗雅女士

陳嘉禾女士

楊佩艮女士

關永成先生

陳敏萍女士

余凱雯女士

葉霈芝女士

陳浚彥先生

袁浩倫先生

陳潤萍女士

丘婥盈女士*

服務統籌主任

張健儀女士

楊

陳素心女士

張文康先生

許詠然女士

詹嘉欣女士

宣教幹事

江詠詩女士

周佩君女士

曾慧萍女士

關敏儀女士

方沅彤女士

蕭韻潔女士

何頴欣女士

項目顧問

何汝瑛女士

王德玄先生*

臨床心理學家

許思樂女士

黃麗珍女士*

張家齊女士

郭凱盈女士

潘惠芳女士*

林依錂女士

就業服務幹事

林艷嫦女士

陳穎翹女士

靜女士*

言語治療師

劉婉珊女士

江文慧女士

羅小貞女士

服務行政幹事

劉秀莊女士

李佩虹女士

龔佩盈女士

謝玉欣女士

李詩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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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會計主任

劉展華女士

葉婉羚女士

李淑媚女士

柳玉嫻女士

余蔚晴女士

李焯敏女士

袁敬樂女士

行政主任

廖永珍女士

鍾澤樟先生

鄭淑萍女士

伍翠萍女士

資訊科技主任

黃靜宜女士

活動助理

阮美珍女士

龐曉琳女士

吳嘉明先生

鄭舒文女士
活動幹事/計劃助理

特殊教育老師

哲亮先生

工友

蔡思思女士

張浩文先生

鄭志英女士

廖愛南女士

周智豐先生

何少萍女士

潘麗華女士

鍾匡蓓女士

黃林女士*

黃惠珊女士

馮澤銘先生

姜桂蘭女士

佘玉娟女士

胡綺杏女士*

鄺宝梅女士

郭家媛女士

劉詠龍先生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幼兒工作員

黎倩瑩女士

廖莉苹女士*

李靄慈女士

羅駿康先生

麥煥好女士

梁錦萍女士

李寶儀女士
李倩琴女士

教學助理/學生輔導員

梁欣甜女士

黃巧慧女士*

梁麗珊女士

陸衍程女士

梁子騏女士
梁慧敏女士

資訊科技支援工作員

梁殷然女士

李家聲先生

凌思瑜女士
馬志濤先生

行政助理

潘素娥女士

姚桂蓉女士

石英傑先生
蘇俊鋒先生

計劃幹事

胡皓然先生

陳穎彤女士

黃衍捷先生*

黃嘉浚先生

王肇揚先生
黃榮基先生

助理文員

向艷麗女士*

張巧儀女士

甄昫怡女士

林惠蘭女士*

楊芷君女士

* 部份時間職員

職員名單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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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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服務處自成立以來，一直為兒童及青少年
提供各項有益身心及有助成長的發展性活動，
並分別於1983及1993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於牛
頭角及藍田成立兩所兒童及青少年中心。2002
年，服務處將兩所中心的資源合併及轉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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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服
務設定了三年年標「以愛凝聚每一個，連繫社
區每一伙」，並分別按年於2017/18、2018/19

工作報告：
1. 肯定兒童遊玩 身心靈同成長
不少研究所顯示，兒童需要有足夠的遊玩時間，
才能促進其精神健康的發展，同時亦能提升他們的專
注力及創意思維，只要時間分配得宜，每天遊玩60分
鐘不是夢。然而，觀塘區的家庭有不少是雙職家庭或
隔代照顧，而且大部份都是居住在公屋或劏房的。加
上香港的教育制度仍是注重成績，讓兒童每天有足夠
時間玩耍或足夠空間走動，似乎並不容易，亦好像十
分奢侈。因此，過去的一年，我們致力推廣兒童遊玩
的重要，在社區內倡議兒童遊玩權益，並透過不同的
小組和活動，把兒童遊玩的正面訊息帶進區內家庭，
讓孩子及其父母一起從遊玩中建立良好關係。

及2019/2020年度執行，透過更具體及更有方
向性的工作目標作出回應，並且是帶有啟發及
導航作用。2018/19的年標為「匯聚力量 連
繫社群」，期望青年人透過參與定期的探訪工
作，促進社區的關懷氣氛，並加強與地區上不
同團體的合作及連繫，提升他們對社會的歸屬
感及對社會民生事務的參與。

當中的重點是「同來玩轉牛綜下」親子同樂活
動，由中心青年義工一起構思及佈置的遊玩房間，讓
孩子可儘情的和父母一起體驗遊玩的樂趣。同時鼓勵
父母在家也可隨時隨地運用簡單工具進行遊玩時間，
建立穩固的親子關係。此外，又舉辦一系列的後續小
組，如「童來閱讀」、「童來開飯」、「童來煮廚
樂」、「童來嬉戲」等，有助參加者更深入認識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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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fe 透過音樂
為青年人打打氣!
青年人擁有不同
的才能，牛綜努
力和青年人一起
學習一起成長!

驗玩樂的多元，讓參加者可從不同的遊戲
中認識自我潛能，發揮所長，甚至鍛鍊體
格，從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養成有規
律的運動習慣，做到平衡學習的壓力。
所舉辦的親子及家長小組，旨在讓家
長學懂接納孩子情緒表達的多樣性，並學
習如何適切地透過遊玩引導孩子正確管理情
緒，鼓勵他們以正確的方法表達情緒，讓孩
子學習做情緒的小主人。我們會繼續透過推
行兒童遊樂時間及一系列的活動計劃，提升
社區及家庭對兒童身心發展的關注，組織親
子戲玩權益網絡，持續倡議給予兒童足夠遊
玩機會，及爭取兒童遊玩權益，踐實「童
Play‧童Say」。

童心義教義工，長期而定期的為區內
有需要兒童補習及以不同的方法與兒
童溝通分享，聆聽心聲。

2. 緊貼青年需要 用心多元照顧

透過新興運動讓一班青年從學習、體
驗到實踐，透過不同的新興運動與街
坊分享，推廣精神健康訊息。

政治、經濟、教育、醫療、房屋、工作等等，某程度

我們相信每個青年人都有自己的能力與夢想，能

上都影響著成長中的青年人的情緒。但無論是什麼原

為青年人搭建成長的平台，培育及發展他們的才能，

因，及早發現及介入都是非常重要。我們透過預防及

讓青年人敢於追夢，在路上與他們一起同行，這是我

補救性介入策略，為區內中學提供講座及工作坊、小

們青年工作者的使命。去年，就著青年人的個人成長

組及個人輔導，協助有需要支援的青年人。

需要，以及評估外在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後，我們特別
關注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生涯規劃，以及性與毒對他

針對因學業而影響情緒的青年人，我們舉辦了

們的影響，故推行一連串的預防性小組及活動，提升

「DSE支援活動」、「時間達人」、「DSE畢業生命導

他們處理困難及誘惑的能力，避免落入深淵。

向營」及「升LV無難度」等小組活動；就朋輩相處及
社交問題而受到困擾的青年人，我們舉辦了「社交達

精神健康：近年，不少調查發現青年人出現精

人」、「Make some amazing」及「京戲臉譜在身邊」

神健康問題的數字有上升趨勢。原因涉及多方面，當

等小組；在探討生命教育及強化抗逆能力方面的活動

中包括在成長中爭取身份的認同及自主與成人世界的

則有「青少年生命導航計劃」、「我的晴天娃娃」及

角力所造成的困擾。雖然，這種成長的矛盾大概是每

「總有快樂的奶油」；鼓勵年青人走進社區，從連繫

個人都必需經過的階段，可是在成年人的眼中，青年

中肯定自己的價值，我們推行「牛上青年拍住上」及

人的反叛和躁鬱卻變得不可理喻。此外，外在因素如

「Youth Enlightenment計劃」。我們會繼續積極關注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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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託學生在暑期一起探訪
區內的長者中心，實踐義
工探訪活動。

青年人的精神健康，鼓勵他們正向面對自己的問題和

增加了識

需要，對自己未來的出路抱有希望。

別吸毒青
少年的困

我們的到校服務配合青年人的成長需要推行不同的活
動，現正透過愛情實驗室模擬遊戲，加強參加者的正確
性觀念。

生涯規劃：青年人在成長探索過程中，由認識

難。由於吸食危害精神毒品長遠對身體造成嚴重，以

自己開始，到為自己的未來計劃，是需要投放時間去

及不能逆轉的傷害，因此及早識別及給予青少年適當

了解、認識、體驗及與人分享，透過檢視、發掘、嘗

的協助是十分重要。另外，青少年對於性行為的態度

試再實踐。我們透過生涯規劃協助青年人尋找自己的

日趨開放，亦懷有愛情等於性的觀念，更值得關注的

潛能與夢想，為自己的未來注入正面能量。我們舉辦

是這種開放的觀念已在中學階段萌芽，那麼警號已

「性格透視」、「前路由我創」及「你的故事創未

經響起。因此，我們與區內中學合作舉辦「愛有明

來」等活動，讓青年人認識自我，發掘自己的優點

天」、「性教育活動日」、「午間談毒」及「禁毒系

並加以發展。一系列的培訓小組如「皮革藝坊」、

列活動」等活動，以開放及安全的空間讓他們作出分

「Ｍake Up Forever」、「煮出新意」、「男人廚

享及討論，一方面澄清謬誤的觀念，同時加強自我保

房」、「運動攀登」、「新興運動系列」等等，讓他

護的意識。

們的興趣範疇中學習及實踐，深信無論是成功或失敗
的經驗，都會使參加者更加清楚自己的需要及優缺，
增加他們在日後面對種種挑戰的信心及抗逆力。此
外，我們亦舉辦「牛綜青年工作體驗計劃」、「職業
特工」及「職涯GPS」等職業配對計劃，連繫僱主給
與參加者機會，在真實的工作場所吸取體驗，而最後
是透過分享會，讓參加的青年人聽得到僱主及父母的
心聲、看得到自己的成長及表達得到自己的感受及感
恩。

3. 維繫學校網絡 發掘地區資源
過去一年，我們與區內十三間中小學合作，一
方面透過校方了解學生的需要，同時在校內認識難以
在中心接觸的學生，彼此建立關係，為其成長的需要
作出適切支援。當中所提供的活動包括：成長的天空
計劃、小學全方位輔導活動、關愛校園計劃、抗毒活
動、性教育講座及小組、DSE模擬放榜、個人成長系
列、義工訓練及領袖培訓等等。

成長中的誘惑--性與毒：雖然根據藥物濫用資料
中央檔案室的數字顯示，青少年吸毒的人數有所下
跌，但其實青少年吸食毒品有隱蔽化的情況，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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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讓學校老師和社工同工一起聯手，為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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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學提供支援。此外，我們亦連結地區另一資源

訪觀塘區內的獨居長者、露宿者，以及住在天台屋、

「GPS職涯IV」計劃，與學校携手合作，為有意在DSE

劏房及板間房的家庭，讓參加的兒童及青年對觀塘區

後投身社會工作的同學，提供就業資訊及職業實習體

有更多真實的認識，並切實感受到基層巿民的需要，

驗，讓同學在踏入職場前有更充足的準備。

從而啟發他們有志探討房屋政策及貧窮等問題。雖然

我們與高雷中學於繼續携手合作推行第二期的

每一個義工小組都有其特性及服務目標，但他們的底

「好心情」計劃。在過去一年，我們辨識及支援出現

蘊都希望能透過自己付出和真誠關心，幫助社區上有

隱藏情緒困擾或顯露情緒困擾的學生，透過小組形式

需要的人。

深入支援了20位學生及其家長，處理在學業及生活適
應上所遇到的困難，同時亦透過不同的活動，在校内
建立關愛友善的氣氛，彼此輸出正面的能量。

面對社區需要，我們積極與商界合作，集合他
們的專才力量，協助基層的家庭及兒童。當中，大昌
行及中國銀行（香港）的義工團隊，除了參與單元性

4. 以愛凝聚每一個 連繫社區每一伙
我們推動青少年參與義務工作，關心區內有需要
的人及事務，增加他們對社區的關注度，從而提升他
們的個人素質及對社區的歸屬感，共同建立可持續發
展的社會。我們透過「We@V義工網絡」現有的17個

的探訪或戶外活動，更透過「童心義教--基層家庭補
習義工」計劃，定期為基層家庭兒童補習，一方面協
助他們解決學習上的疑難，同時亦擔任成長嚮導，擴
闊基層兒童的視野，啟迪志向，並協助他們建立自信
和正面的處事態度，陪伴和帶領他們成長。

小組，舉辦多項義工活動，例如「分享愛義工組」在
中秋、聖誕及新年等節日收集區內居民的有餘物資，
一方面讓轉贈者明白分享資源分享愛的訊息，另一方
面讓接收者感受到鄰里關愛情。

童心義教的基層小
朋友x升中樂Teen
行成員一同探訪區
內安老院，預備表
演及禮物，實踐回
饋社會。

此外，在寒流突襲時，「分享愛」行動帶領一
班觀塘區的青年人合力在極短時間內迅速收集禦寒物
品，派發給區內有需要的獨居長者及露宿者，為他們
送上關心與祝福。至於「關愛鄰里義工團」、「公民
青年關社組」及「牛綜義天使」等義工組，則透過探

牛綜聖誕節日活動由中心職員、義工及觀塘堂教友一起籌
備和推行，與牛上下街坊渡過溫暖及愉快的聖誕。

齊來玩轉上綜下在牛綜內推廣不同簡單又好玩的方
法，同時，兒童遊玩大使為大家介紹兒童遊戲權
益。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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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在服務青年人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建立可
給青年人參與的平台。青年人猶如藏於貝殼裏的珍
珠，需要尋找才能發現；而一顆漂亮的珍珠，更需
要大海和沙石經過長年累月時間的洗禮，才能發光
發亮。我們相信，只要有機會讓青年人作出嘗試，
每一位年青人也可以綻放光茫。我們會繼續接觸青
年人，了解他們的需要，並給予所需的培養及支
援，與青年人一起渡過成長中的重要階段。

生涯規劃有助青年人更明白自己的需要及方
向。圖中是模擬面試，我們透過安排真實僱
主與青年人面試，讓青年人真實的體會自己
的強項及不足。

健康的孩童生活，從健康的
家庭溝通開始，牛綜定期舉
辦親子活動，促進親子的相
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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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6
946
1,303
1,977
146

20,786
12,503
5,117
5,825
143

201
4
6,733

1,171
13,000
58,545

會員統計
會員數目

14歲或以下
750

15 – 24歲
360

25歲或以上
8

家長
511

總數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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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從嘗試中找到目標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緊密合作，多年嘗試
讓我們確立明確的目標——啟發學生尋找方向。
這些年來，中心一直因應本校學生的能力及職業性向，度身訂造適切及貼身的生涯規劃活動。社工陳
嘉禾小姐與方沅彤小姐積極號召及引領本校高中同學參與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職涯GPS活動」，學生因而
有機會可以一嘗實現夢想，對他們將來發展有極大裨益；社工許詠然小姐策劃與時並進的校本創意生活技
能課程，學生因而能夠接觸不同範疇的知識。此外，中心社工們更為初中同學提供合適的職業性向測試工
具，透過社工們的專業分析，讓同學進一步了解自己，嘗試踏出一步，為選科、升學作好準備。
除了活動之外，專業而有效的輔導工作更是不可缺少。
感激循道衛理的駐校社工張慧蕾小組與本組緊密合作，為有
需要的同學提供升學、選科、就業等個人化的輔導服務，讓
同學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抉擇。
生涯規劃在於嘗試，再次感謝這條嘗試的路上有服務督
導主任溫家琪小姐及她的團隊與本校通力合作，攜手為本校
學生提供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平台，讓一眾莘莘學子能及
早計劃將來，確立人生目標，追求夢想。
高雷中學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蔡俊傑

我覺得兩個仔仔分別參加了牛綜不同的活動令到他們都帶來很大的幫助。哥哥方面，中心令到他可
以接觸到不同的姑娘、阿sir，也可以從活動中認識了不同朋友，不論是大朋友或小朋友，他也學會一些與
別人相處和照顧的方法！另外細仔方面，從不同的活動中他學會了與不同的小朋友的相處和合作，社交方
面也有不少的改善，參與程度也投入了不少。而我自己也透過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
士，我們透過探訪可以令個別被探訪的對象感到開心和被關愛，過程中也令到我的心情放鬆了不少，所以
中心幫了我們這一家很多，真的很多謝你們！
家長姓名：歐家欣 小朋友姓名：敖鈞皓（6歲）敖梓軒（11歲）

家庭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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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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服務處自1982年起至今，接受社會福利
署的資助開辦家庭生活教育服務，旨在促進和
諧的家庭關係。為回應社會的變化及社區的需
要，我們同時不斷尋求社會上的資源發展創新
服務。部門所開辦以兒童為本的和諧家庭培育
中心，透過提供預防性、發展性及治療性服
務，消除種種不利兒童成長的環境及社會障
礙。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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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不論是貧窮指數、人口密
度、虐兒個案及離婚率等的數字均是「名列前
芧」。實際上，家長、少年及兒童均深受上述
情況影響，而飽受情緒病煎熬的人數也與日俱
增。故此，過去一年我們致力為區內家長及兒
童營造一個精神健康及家庭和諧的環境，讓兒
童及家長得到愉快的生活。

工作報告：
1. 凝聚家庭新希望 正向親職童成長
教育改革、文化差異、家庭瓦解、精神困擾……
新一代的家庭面對各式各樣的衝擊，衍生出不少壓力
及家庭問題。我們於中心及社區內與學校合作，推出
一系列的家長教育講座、工作坊及小組，以提升父母
的管教技巧，內容包括「夫妻關係與孩子的成長」、
「親子溝通藝術」、「如何培育子女積極學習的精
神」、「升級爸媽管教有法」等。出席的家長互相交
流管教的心得，積極提問，校方及家長對活動予以高
度的評價，平均滿意度達到96%。我們又透過「新的
盼望」、「觸摸情緒」、「心靈休息花園」等表達藝
術工作坊，協
助家長舒緩及
學習照顧自己
的情緒，又轉
介有需要的參
加者至本部門
的其他服務作
「同譜家庭協奏曲」小組創造機會，讓親子打破隔
膜，重建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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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評估、表達藝術治療小組、親子義工訓練及服
務日、畢業作品展等。與此同時，計劃為22位兒童提
供個別或親子遊戲治療，以及為14位家長提供個別情
緒輔導。由於100%參加者表示其個人情緒及親子關係
有所改善，活動的成效顯著，而
兒童在行為、情緒及心理發展都
有的正面改變，結果令人欣喜。
參與「同譜家庭協奏曲」的參加者，
一同製作創意揮春，建立同路人支援
網絡

此外，我們將服務延展至
區內18間的幼稚園及小學，共
有1,074位家長及學生參加情
緒‧教育的講座或工作坊，學習
與孩子一同創作獨有的繪本，一樂也

了舒緩情緒及減壓方法，達致促
進社區精神健康的目標。

進一步的跟進。在建立親子關係方面，透過舉辦「親
子創意環保」、「繪形繪聲親子繪本工作坊」、「親
子氣球造型班」、「紙上遊嘻－DIY玩具工作坊」及
「聖誕小小聯歡會」等活動，提供平台讓家庭渡過有
質素的親子時間，促進和諧與正面的親子關係。

3. 幼苗需愛護 攜手堆愛土
過去一年，部門繼續於5間幼稚園推行駐校社工
服務，為幼兒、家長及教師提供專業的支援。部份所
接觸的個案也有一定程度的複雜性，當中包括虐兒及
家暴。由於社工們已具一定的工作經驗及輔導技巧，

2. 對抗鬱困迎彩虹 同譜家庭協奏曲
近年來，精神健康問題日漸受到社會大眾所關
注，本港每100名成年人便有3人是抑鬱症患者。事
實上，面對經濟、居住環境、婚姻、管教等壓力，不

在與校方緊密的協調下，大部份個案已有改善。

事實上，我們早於2004年開始，與區內多間
幼稚園合作推行駐校社工服務，而所累積的經驗，
讓我們於2019年2月成功投得社會福利署推行的

少家長容易產生情緒困擾，甚至削弱其照顧子女的能
力，對子女成長產生極負面的影響。去年，我們再次
獲得「匯豐150周年慈善計劃」撥款資助，將「離開
抑鬱─同譜家庭協奏曲」服務計劃延續，讓有情緒困
擾的家長及其子女繼續得到支援。參加者透過表達藝
術治療小組，學習妥善處理其情緒，藉以改善親子關
係。她們更會組成親子義工隊，探訪區內的基層長
者，藉走進社區重建精彩生活。

過去一年，有 37對親子參與了我們所提供的心

小朋友透過藝術創作，安心地表達不安，又轉化成新力量

家庭及學校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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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階段)服務
合約，為16間學前單位提供駐校社工服務。我們將透
過由專業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註冊護士所組成的跨
專業團隊，為幼兒、家長及教師提供專業支援。

總結
過去一年，我們的同工盡力陪伴每一個有困
難的家庭，當中，經歷家長因病突然離世、為被虐

此外，我們繼續與復康服務協作，向5間幼稚園
提供「樂學童途主恩佑」計劃，當中結合駐校社工的
個案管理服務，以及各項復康訓練，為校內有特殊學
習需要幼兒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一站式到校服務，包

待幼兒作出，以及即時處理受家暴傷害的母親，實
在令人痛心。工作雖然繁重，但在上帝的同行及同
工的齊心下，我們永不放棄，跨過一個又一個的難
關，與受影響的家庭同步走出憂谷，從新得力再上
路。我們會堅守所持的信念，與學校及社區合作，

括專業諮詢、個案輔導、心理評估、密集式訓練、幼

提升社區人士關注精神健康，以及協助家長培育正

兒成長小組、家長小組、親子小組、家長講座及教師

向積極的管教技巧，好讓兒童健康成長，家長身心

培訓等。計劃能把正等待政府安排而未受訓練的幼兒

靈健康。

得到適時的幫助，亦能針對幼兒的需要作出訓練。調
查顯示，100%家長對整體計劃感到滿意，並讚賞社
工及治療師非常有耐性，而所教導的方法和技巧十分
有用，並且會緊密跟進幼兒在學習能力上所遇到的問
題，又指導家長如何回應，從而提升幼兒的能力和學
習興趣。

新春小食製作之動手不動口

藉親子按摩活動促進親子關係

在「不再BB」活動中，幼兒正學習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

在「獎與罰講座」中，家長學習有意義的獎與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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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10

23,960

活動統計(二)：「離開抑鬱–同譜家庭協調曲」計劃
1.臨床心理評估
2.兒童/親子遊戲治療
3.家長個別輔導
4.兒童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5.家長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6.親子表達藝術小組
7.親子義工小組
8.服務日
9.畢業作品展
10.同路人互助網絡
11.兒童講座
12.家長講座
13.兒童工作坊
14.家長工作坊
15.走出抑鬱-同譜家庭協奏曲─展覽
總數：

數量
37
22
14
6
5   
5
5
5
5
2
9
13
10
5
6
149

節數
37
104
77
42
38
44
10
10
14
3
9
13
35
13
520
969

服務人數
74
44
15
44
37
37
37
37
86
116
415
510
90
59
6,300
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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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03/2018-01/2019)
1.幼稚園數量
2.個案輔導服務
3.諮詢個案輔導服務
4.家長教育小組
5.家長教育講座
6.兒童發展小組
7.親子培育小組
8.教師培訓工作坊
9.觀課
總數：

數量
48
152
523
54
26
64
36
34
1,969
2,876

節數
690
1,220
1,572
162
26
192
108
34
1,969
5,973

服務人數
3,860
432
531
1,310
1,021
1,160
1,316
655
1,969
1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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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統計(四)：「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階段)」(*02/2019-03/2019)
數量
16
119
60
6
10
14
3
14
5
51
298

1.幼稚園數量
2.個案輔導服務
3.潛藏個案輔導服務
4.保護兒童服務
5.壓力管理服務
6.家人關係服務
7.社會關係服務
8.家長管教服務
9.臨床心理服務
10.註冊護士服務
總數：

節數
384
243
192
6
30
40
6
41
5
16
1,475

服務人數
3 ,8 6 0
241
120
101
76
130
32
110
10
51
4,731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兒子今年快6歲了，下學年將要入讀小學，回

很感恩能參加同譜，多謝姑娘的帶領和付出，

想起1年前的他，經常鬱鬱寡歡，現在成了踴躍表

每星期的活動都很貼心和到位，是我在這期間每星

達及投入參與訓練的小伙子；實在多得班主任推

期最期待的活動。好像其中的一個活動，是听住悠

薦他參與「樂學童途主恩祐」融合教育學校支援服

和音樂，听住姑娘的指引、逐步放鬆身體，感覺很

務。兒子在訓練初期有時會較固執及欠缺耐性，但

舒服。又例如活動中學習欣賞自己的雙手，是第一

經過言語治療師及特殊幼師耐心引導及提醒後，他

次給雙手一個的肯定。活動完畢後，感覺好似幫自

能按指示完成不同的學習目標，並能聽從老師的指

己做了一次清洗，是一次心靈的洗禮。

令。我衷心感謝樂學團隊對學生及家長們的耐心教
導及關心。

「走出抑鬱–同諧家庭協調曲」計劃
參加者Ling

「樂學童途主恩祐」之學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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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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他們達致全人發展的目標。
2. 推行預防性及發展性輔導活動，使學生健康成長，
並能面對成長路上的各項挑戰。
3. 為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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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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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學童全面成長。

引言：

工作報告：

過去一年，我們透過合約投標為三間小
學提供優質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透過個
案服務、輔導活動及成長的天空計劃扶助學
童成長，並提供家長教育及老師培訓，務求
全面支援學童的各方面的需要。此外，我們
投放更多時間於個案工作上，並積極引進不
同的社區資源，以支援有需要的學童及其家

1. 伴你迎逆境 同行成長路
在物資富裕的年代，生活所需唾手可得。孩子普
遍得到家人呵護，較少經歷挫敗，因而缺乏抗逆力。
每當他們面對困難或不如意，往往容易受到情緒困
擾。有見及此，我們舉辦了連串與情緒及抗逆力有關
的活動，包括「開心不倒翁」、「EQ Go Go Go」、
「我的晴天娃娃」及「生命有價」等，藉以提升學生

庭面對不同類型的困難，協助

的情緒智能，以及教導學生分辨正面及負面

他們走出困境。

思維，並透過生活例子讓他們活用正面的解
難方法。社工又安排了四場「重拾快樂的小
虎」話劇表演，讓學生從生動的劇情中掌握
有關處理負面情緒的方法，並且學會珍惜生
命。為了在校內全面推廣情緒健康的信息，
我們更策動「心晴學生大使計劃」，培訓高
小學生成為校園心晴大使，於週會時間上台
分享情緒健康信息。針對一班情緒較為波動
及解難能力稍遜的高小學生，「歷奇先鋒」
透過解難遊戲，同學同心合力完成任務，
提升團隊合作與解難的能力

家庭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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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藉露營、行山、野外定向等體驗中挑戰自我，

務，學習關愛他人，包括舉辦「親子義工體驗日」，

突破困難與恐懼。參加的學生在分享會中表示過程雖

讓家長與子女一起感受助人為樂，貢獻社會；「義工

然又熱又累，但與同學一起經歷，齊心克服困難，發

團計劃」，讓學生到社區中心教導幼童做手工，貢獻

現辦法總比困難多之餘，同伴的支持亦相當重要。

所長；「OLE義務工作體驗」及「逆風飛揚」分別帶
領學生在校園附近、西貢沙灘進行清潔，以及到街市
收集剩餘蔬果轉贈予基層人士。同學反映雖然辛苦，

此外，隨著時代進步，學童自小便開始接觸電

但感十分開心及滿足，活動讓他們明白清潔工人的辛

子產品。我們舉辦了「網絡達人」、「成為網絡大

勞及愛護環境的重要，而在日常生活中更要珍惜食

贏家」等，指導學生健康使用智能產品，避免「成

物，減少浪費。

癮」，同時慎防網上騙局，學識保護自己。

3. 支援訓練相配合 學障家庭不孤單
2. 律己助人我做到 樂助他人愛社群

幼稚園的生活及學習模式與小學存在一定差距，

「港孩」是用來形容現今世代的學生普遍缺乏

所以小一學生需要作出適應，而對有學習障礙的學生

自理能力。為此，我們舉辦了「自理自律可人兒」、

來說，因課程較深及緊迫，面對的挑戰更大。因此，

「我會自主」及「我是好管家」等小組給初小學生參

我們為自閉症、社交能力及自控力較弱的學生舉辦了

與；旨在訓練他們收拾書包、抄寫手冊、整理儀容

「OLE社交訓練」及「友善之交」活動，以增強他們

等。活動推行後，家長及老師均表示參加的學生在責

的社交技巧；同時舉辦「齊互動．樂融融」、「友愛

任感、自發性、主動性及自理能力等四方面都有明顯

小天使」及「遊樂小伙伴」等小組，當中混合不同能

提升，對比起活動前，他們在校內的書桌及書包均整

力的學生，讓彼此互相了解，建立共融友愛的校園。

齊了許多。此外，我們會帶學生走進社區做義工服

我們又以新穎的桌上遊戲作媒介，透過「桌遊齊齊
玩」及「團體遊戲王」活動，提升過度活躍症學生遵
守規則、等待及與人合作的能力。參加訓練的學生在
活動中的表現積極，老師亦贊同活動有助改善學生的
專注及社交能力，並協助他們投入課堂的學習及享受
校園生活。

此外，為進一步支援學習障礙
學生家長的情緒，社工為家長建立

以體驗活動讓家長明白到遊戲對孩子
健康發展的重要性

「關愛一家」支援網絡，定期透過茶
會、講座、工作坊及戶外活動，讓家
長分享管教的中苦與樂，互相支持
鼓勵。去年共舉辦了7次活動，共有

透過紙飛機大賽，讓同學學習勇於嘗試，積極面對，堅毅
不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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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學務
校
復庭康及服
服務

269人次參與；98%家長表示網絡為他們提供了交流
及支援平台，亦可掌握更多社區資源。

總結
與學校伙伴合作多年，已建立非常穩健的協作
根基，彼此能彈性處理突發事件，互相補足。而教

4. 家庭教育不可少 健康孩童齊建立

會提供的心靈支援，為面對困難的學生及家庭燃點

學生能健康快樂成長，家庭教育擔當著相當重要

希望。過去一年，我們曾合作處理虐兒、家人突然

的角色。我們舉辦了一系列家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

離世等個案，即時調配人手，以舒援學生的情緒，

包括「反叛孩子變乖奇蹟」、「解開孩子情緒結」、

又撥出慈惠金資助有突發需要的家庭。誠然，面對

「夫婦關係與孩子的成長」等，讓家長反思自己的管

精神病患、疾病健康、家庭突變、經濟困難、以至

教模式，以及夫婦關係對子女成長的影響。明白到現

特殊學習困難，都是無法預計的，但我們願意與學

實與網絡世界不可分割，故特別舉辦「親子聯網」工
作坊，介紹網上遊戲的設計、「電競」與「打機」的

校及教會組成的愛心網絡，支援每一位學生及家
長，並將愛注入他們的生命中。

分別、遊戲術語，以及最新的危機遊戲等，讓家長了
解子女玩遊戲時的心態，從而減少誤解及衝突，並學
習適當運用網絡世界與子女建立關係。至於「做個快
活人」小組的開展，則是以表達藝術活動訓練家長，
「比比和朋友社交小組」，讓同學學習如
何與別人相處

讓其心靈得以休息，並重新得力。

透過參與歷奇活動，提升同學的解難及抗逆力

同學一同參與社區清潔，以行動關心自己
居住的社區

「情緒溫度計」
讓同學認識四種
常見情緒，提高
情緒管理的能力

家庭及學校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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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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54
24
5
6
399

總人次
246
18,801
848
175
161
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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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39%
52
46%
12
11%
2
2%
1
1%
總數
114
100%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多年前，我獨自帶三個孩子來到陌生的城市生活，感到害怕及擔憂，心身疲累。幼子患有讀寫障
礙，學習壓力很大，情緒更出現問題。在我無助時，學校社工了解我們的情況，輔導兒子，讓他參加不
同活動，還轉介我參加親子課程、接受臨床心理服務等。兒子的情況漸漸改善，感謝姑娘的用心關懷，
縱然挑戰重重，但感恩我得著同路人。因這裡有真心以愛心服侍的人，讓我不再害怕，非常感謝。
一位家長

我兒子的情緒經常失控，不理家人感受，順著自己的意思行事，總期望不勞而獲。經過社工多年的
輔導後，兒子開始懂得訂立目標，情緒控制有進步，十分感激社工對兒子的不離棄，所付出的愛心及時
間!
一名家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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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幼兒、學
童及青少年的成長及學習需要，透過服務及倡導工
作，促進他們發揮才能，使其在成長路上充滿快樂
和希望。
2. 以及早介入、社區為本和跨專業團隊等工作手法，
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評估及訓練服務，以提升他們
整體的發展及學習能力，融入主流學校生活，同時
透過生涯規劃為學生建立正面的人生目標及方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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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多元化專業支援服務，包括
老師培訓、個案諮詢及教學支援等。
5. 透過提供心理評估及心理治療等服務，促進個人及
家庭成員的心理及精神健康。

工作報告：

引言：
服務處自2003年起開始推行融合教育服

1. 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

務，至今已有16年。過去一年，我們致力開拓
創新服務以回應SEN學生及其家庭之需要。我們

幼兒服務

於幼稚園推行學前到校復康服務，與駐校社工

服務處由2011年起於觀塘開展以社區為本的評

合作支援有特別學習需要（下稱SEN）的幼兒、

估及訓練中心，為2-25歲SEN兒童、青少年及其庭提

家長及老師。我們亦訓練SEN青年人成為手作導

供一站式服務，包括評估、專業訓練及成長小組。去

師，透過生涯規劃為學生建立正面的人生目標

年，我們更於創紀之城3期MCS開展幼兒服務，提供

及方向。此外，我們亦為居於觀塘貧窮家庭的

心理評估、言語治療及密集式訓練，而根據統計數字

SEN兒童走出社區，透過義工活動增加他們的生

所得，超過7成兒童出現語言發展問題，包括語言理

活體驗及建立支援網絡。

解及發音問題，需言語治療師及早介入以作改善。有
見及此，我們增聘3名言語治療師，以配合
幼兒的需要，同時增聘1名全職職業治療師
為SEN幼兒提供大小肌及感統訓練。

我們於2018年9月獲公益金資助開展
「樂學現才華」計劃，為SEN幼兒提供興趣
小組，包括魔術小組、HIP HOP舞蹈班、輕
由青年人擔任藝術導師，與香港交易所義工為意大利品牌KLASSE
14一起設計愛心願望豬並以籌款方式為SEN基層家庭籌集訓練經費

復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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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資助，但由於SEN學童需要，我們努力開拓資
源，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學費減免資助，讓生活於貧困
家庭的SEN孩子得到全面支援，抒解家長因長時間照
顧孩子所承受的壓力及
情緒。

青年服務

運用日常生活例子提升兒童認讀英文生字動機

過去一年，我們接

黏土製作等，為SEN兒童提供專業訓練外，
更可讓他們嘗試不同類型活動，培養學習以

觸中途離校及畢業的SEN
幼兒發揮創意利用環保物料製作自己的手工玩具

外的興趣。同時，亦為家長提供心理輔導及
支援小組，減低家長因照顧SEN幼兒帶來之困擾及壓
力，對建立正面的親子關係有莫大的幫助。

青年個案不斷增加，大

部份因社交溝通障礙未能公開就業，而社區上亦缺乏
支援離校SEN青年人的服務。感謝香港交易所再次資
助我們的「Connection Makes a Difference」計劃，透
過專業訓練培育青年人成為手工藝導師。受訓後的他

作為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
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TSP)」項目的認可機構，

們，除了擔任手工藝興趣班導師之外，更製作手工藝
品於巿集擺賣，藉此建立個人自信及效能感。

我們除於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為幼兒提供訓練之外，
更運用創紀之城3期MCS的地方增加服務，以回應不
斷上升的需要。直至2019年3月底共為76人提供訓
練，44屬普通額之幼兒，32屬高額之幼兒。

商界對SEN青年的支持甚為重要。我們與意大利
品牌 KLASSE 14合作，以「迎接豬年」為主軸，由
SEN青年人擔任藝術導師，透過共融的藝術創作，讓
商界義工及SEN學童為50隻「愛心願望豬」塗上不同
色彩，給予「牠」個性及生命。我們感謝KLASSE14

小學服務

為我們的青少年提供機會，一方面提升他們整體的發
服務處由2011年起，於中心開設專為SEN兒童
而設的功課輔導服務「融融學堂」，至今已踏入第9

展及學習能力，同時突破與生俱來的學習困難，將興
趣轉變為職業，實踐社會共融的理念。所有「愛心願

年。服務提共18個名額，為有自閉症，過度活躍、
專注力不足及讀寫障礙的學童提供

望豬」於2019年1月至3月在
KLASSE14概念店內展出，售

服務。我們除安排香港樹仁大學輔

賣所得的收益將作支持基層

導及心理學系的學生協助服務推行
外，亦邀請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
的實習生為學生提供支援。此外，
我們繼續於暑假期間為30位SEN學
童提供「樂學繽FUN訓練營」暑期
託管服務。服務成本高昂，亦未得

密習式訓練讓幼兒能學習群體生活及不同之生
活技能
兒童參加才藝小組後有機會在嘉許禮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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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服務

青年人與香港交易所義工合作舉辦義工嘉許禮

SEN學生訓練之用，並且藉此也激勵了每隻「愛心願
望豬」的設計者。我們將會繼續與KLASSE14合作舉辦
讀寫障礙提升學童聽說讀寫能力

不同形式之藝術工作坊，讓SEN青年人能踏出社區，
發展所長。同時讓社會人士更了解他們的能力，幫助
他們更加容易投身於社會之中。

幼稚園服務

4/2018-3/2019 中心服務總計

自2009年起，我們已開始於幼稚園為懷疑／確

數量
節數 總人次
（組或個）
78
87
100

服務
綜合評估

業模式於8間幼稚園推行服務，跨專業人員包括臨床
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特殊幼兒工作員及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訓練

1,654

音樂治療訓練

12

56

391

職業治療訓練

9

32

174

支援，服務包括專業評估、言語及職業治療，認知、

社交訓練

26

149

809

社交、自理、專注力訓練及輔導。去年，我們共為66

專注訓練

17

65

333

名學生提供訓練，總訓練時數共1,313小時。

幼兒感官遊戲訓練

12

56

321

幼兒密集式訓練

28

422

1,906

融融學堂

18

737

2,655

快樂小蜜蜂85

3

9

206

樂學繽FUN訓練營2018

30

39

699

過去一年，我們以全方位支援模式為7間小學

舞動心靈

3

5

84

提供服務，為學生提供服務訓練節數共1,660節，人

義工活動

2

2

51

家長小組及工作坊

10

25

284

合共：

1,902

1,654 1,654

診之SEN幼兒提供到校支援服務。部門於去年以跨專

3,338 9,667

師，為已確診而正輪候政府復康服務的幼兒提供全面

小學服務

次達6,248。當中包括以跨專業團隊所提供的綜合評
估、專業訓練、心理輔導、老師及家長支援服務。我
們深信要以跨專業模式才能真正協助學生融入主流學

2. 融合教育學校支援服務
去年共有45,360學生就讀主流中小學，約佔主流
學校人數8%。政府亦投放資源於幼稚園推行到校支援
服務，期望能達到及早識別及零輪候之目標。

習。有不少小學個案曾在幼稚園參與學前康復服務
(OPRS)，接受過各種專業訓練，但需要持續接受訓
練，以協助他們於主流小學就讀。我們期望能讓更多
學習支援主任(SENCO)及負責老師了解跨專業服務的

復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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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是單一讀寫訓練或專注力小組能處理學生

職業治療

27

103

103

複雜的SEN問題。

言語治療

242

355

355

合共：

469

1,194 1,400

小學服務

中學服務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服務

自2012年起開始，我們已為就讀主流中學的SEN

總人
次

學生提供服務，重點是透過生涯規劃及工作實習，協

大肌肉（感統）訓練／
物理治療小組

10

62

188

助他們裝備工作技能及生活技巧。去年，我們透過周

職業治療訓練

33

249

832

大福慈善基金資助推行「重劃生命線」計劃，為SEN

音樂治療訓練

11

71

248

青年人發掘興趣及才能，建立生涯規劃，並安排職場

社交技巧訓練

55

353

1,470

輔導，讓學生有實際的工作體驗。我們更聘請一名具

專注力訓練

52

341

1,439

藝術天份的學障青年人為全職同工，透過支援幼兒

讀寫訓練

67

452

1,879

服務及擔任導師，令其才能得以展現及發揮。過去

藝術治療小組

4

18

60

一年，為學生提供服務訓練節數共1,425節，人數達

遊戲輔導

26

114

132

合共：

8,305。

258

1,660 6,248

中學服務

幼稚園服務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服務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服務

各類服務總計
總人
次

總人
次

綜合評估

14

14

14

個案輔導

129

539

539

辦公室綜合訓練

3

24

162

樂隊訓練

1

7

40

乒乓球導師助教小組

3

31

192

中英文讀寫訓練

23

159

772

社交小組訓練

13

76

566

專注力訓練小組

8

37

280

音樂治療

10

64

282

社交小組

12

87

384

專注力訓練

12

114

368

教師培訓

1

2

120

家長講座

1

2

40

社交／專注訓練（個別
及小組）

104

222

1,072

職業治療小組

4

36

173

言語訓練小組

73

126

289

音樂治療小組

6

43

177

213

617

2,555

職業導向小組

18

258

1,230

執行功能小組

4

15

102

職業技能小組

12

93

592

藝墟及巿集

5

35

408

與外界合作義工服務

15

54

2,658

商界展關懷

1

4

400

合共：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服務

數量（組
節數
或個）

總人
次

教師培訓

2

2

30

家長講座

5

5

183

接案評估

66

129

129

綜合訓練

127

600

600

合共：
職業導向服務

259

1,425 8,305

29

復康服務

總結
過去一年，我們感恩獲多個基金及商界支
持，推行「樂學現才華」、「Connection Makes a
Difference」、「愛心願望豬」及「重劃生命線」
音樂治療活動加強兒童以正面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實習學生人數

等計劃。同時於學校及社區內繼續為有特殊學習需
要及其家庭提供支援，以跨專業團隊及創新活動回

約204人

實習總時數

應學生及家長需要。面對SEN學生數字不斷增加，

約3,827小時

實習地點

社會的支援卻嚴重不足，學生及家長至今仍然面對

約41個

很大的困難和挑戰。雖然如此，我們仍會繼續靠賴
上帝，以積極的心面對挑戰，展現SEN小朋友及青
年人精彩的人生。

3. 臨床心理服務
過去一年，我們的臨床心理學家為中心、學校及
入住家舍的兒童提供評估及輔導服務。同時處理SEN
評估及兒童精神健康的諮詢個案。去年，接獲較多中
學查詢有關情緒及行為的問題，為駐校社工提供即時
支援及意見。我們3名全職的臨床心理學家負責處理
評估、危機介入及輔導個案，而另外3名兼職的臨床
心理學家則負責處理社區服務需要。

服務類別

數量／次數

兒童行為及情緒

143

成人情緒及行為評估

10
合共：

153

兒童行為及情緒跟進個案

73

成人情緒及行為跟進個案

23

合共：

親子小組參觀菠蘿園一起自製鳳
梨酥

96
家長小組齊心做愛心甜品

青年人於市集展示及售賣自家創作的手作工藝

家長們嘗試從遊戲中學習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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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服務目標：
1. 提供多元化及優質服務，使一般長者、體弱、隱蔽長者，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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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致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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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工作報告：

中心於藍田區服務長者已二十多年，見
證長者的需要在不斷變化。中心除提供個案
輔導服務、支援隱蔽長者及體弱長者服務、
義工服務、支援護老者服務、申請長期護理
照顧評估服務等之外，更於2018年11月起，
開辦支援極有需要護老者服務，以及支援
認知障礙症服務，藉以加強社區對長者的支
援及照顧，使他們得以留在熟悉的社區中，

1. 支援隱蔽及體弱長者服務
隱蔽及體弱長者的自我照顧能力較弱，他們普遍
亦不願接觸社區及不主動求助，故他們多半缺乏支援
網絡。因此，中心藉外展手法，以及連繫社區內不同
持份者，有效地檢視他們的需要，從而提供適切的幫
助，令他們感受到社區不同人士的關懷。當中包括協
助他們清潔家居、處理個人衛生、辦理銀行服務、申
請食物援助、醫療，以及其他所需的服務。

並能健康地、受尊重及有尊嚴地生活，實
踐「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理
想，讓長者渡過豐盛而有意義的晚年。

此外，中心又以個案輔導手法，配合定期探訪，
鼓勵他們參與活動，藉以擴闊生活圈子，以及認識社
區資源，從而建立支援網絡。另一方面，中
心與區內的區議員、互助委員會、物業管理
公司等長期的合作，照顧社區內的隱蔽及體
弱長者，共建關愛的社區，成為他們的關懷
網絡，讓他們可於區內安享晚年。

開心玩一玩，忘憂解怨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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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
田堂透過活動，為長
者提供心靈支持及認
識信仰的機會

齊齊操「千歲太極操」，管理健康好輕鬆
與區內各互
委會合作，
推動健康生
活模式

2. 義工服務
我們積極推動「老有所為」，因為深信長者各
有不同的能力、專長及人生閱歷，只要為他們創造空
間，建立平台，好讓他們發揮潛能，晚年的生活必然
精彩。過去一年，我們努力發展長者義工團隊，並且
招募了不少新會員加入，一同參與「愛逸軒」–茶水
間、健康檢查、活動力司儀等義務工作；新力量為義
工團隊增添不少活力及色彩。我們亦透過義工獎勵計
劃，鼓勵長者參與多項服務及義工培訓，達至善用時
間，發揮他們的所長，回饋社會。此外，我們更聯繫
不同的團體，增加義工的服務機會，例如探訪安老
院；透過定期的關顧及服務安排，提升長者對義務工
作的興趣，以及裝備其能力，為有需要的長者帶來祝
福及溫暖。

水平有限，對社區資源及照顧技巧並不掌握，故在照
顧的過程中，感到非常吃力，往往只能勉強地承擔照
顧的工作。此外，由於護老者過分投入照顧者角色，
容易忽略自身的需要，導致身心疲憊，甚至影響情緒
及精神健康。我們十分關注他們的狀況，故定期舉辦
「同手互勉大會」和「同手互勉小組」，讓護老照顧
互訴心聲，以及滿足其社交需要。我們亦與外間團體
合辦講座，分享健康資訊及社區資源，例如透過「同
手互勉齊運動」講座，讓他們學習伸展運動，從中舒
緩痛症和情緒。最後，護老者平日需長時間照顧長
者，較難抽時間休息和處理個人事務。因此，中心為
他們安排由個人照顧員負責提供的短暫照顧、協助代
為購買日常用品，護送及送遞等服務，讓有需要的護
老者得到喘息空間，從而減輕其壓力，並能重新得
力。

3. 支援護老者服務

4. 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

患有長期病及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均需要家人
長期給予悉心的照顧。然而，區內承擔護老者責任色
的，其實就是病患者的伴侶。他們一般與被照顧的長
者同樣年紀老邁，且患有不同的長期疾病，加上知識

近年，認知障礙症愈來愈普遍，更有年輕化的趨
勢。社會福利署增撥資源，於去年10月正式在社區層
面開展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由於社區人士對此病症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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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及年青人一同參加「BBQ長幼共融」活動

的認識不足，公眾教育自然便成為首要的工作之一。
我們除了安排同工參加由社會福利署與香港認知障礙

定期的身體檢查，有助長者及早了解自己的身體況。

症協會合辦的「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外，也透過
與不同團體合作舉辦講座，致力提升大眾對此病症的

檢查及於邨內設立保健站，長期跟進長者的健康情

認知，以及將正確的信息傳遍社區。另一方面，我們

況。我們亦與不同大學的護理學院合作，由護士學生

亦提供訓練予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透過「智樂同

為長者及其照顧者舉辦促進健康的活動，以提高他們

學會」以多種訓練，如：邏輯思維、推理能力、現實

的健康意識。同時，又回應衛生署呼籲，向長者推廣

及生活導向、計算能力等等，並於中心增設導向板、

大腸癌篩選計劃及每年作全身檢查，及早了解自己身

洗手間提示牌等，盼望能有助改善及延緩患者的退化

體的狀況。此外，中心得蒙「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

情況，為家屬提供過切支援。

贊助，於邨內舉辦不同健康講座及街展，促進長者關
注健康飲食，以及透過推廣坐式太極操，宣揚恆常體
能活動的好處，讓長者學習管理自己的健康，建立健

5. 輔導服務

康生活。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長者於
晚年期間往往因身體情況轉差、與子女的相處及喪親
等問題，令情緒走入低谷，陷入困境。有見及此，我

7. 生活支援網絡

們透過輔導服務，細心聆聽他們的需要，透過家訪及

中心努力不懈推動跨界別攜手合作，藉此匯集

面談了解問題根源，陪伴他們走出困難，同尋可行的

社會資源，以幫助及紓解匱乏長者的貧困。我們提供

解決方法。我們亦與教會夥伴同行，作出心靈關顧，

廉價熱飯午餐，並嘗試與餐廳合作於晚間派發麵包及

復和及修補破裂關係的嘗試。

膳食予區內有需要長者，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此外，我們亦為有緊急需要之長者提供過渡性送飯服
務，以及代購日常用品。中心得蒙「香港交易所」贊

6. 健康性活動
我們一向鼓勵長者多認識及多關注自己的身體，
及早預防比治療來得更重要。中心每月定期舉行健康

助，為基層長者提供多元化活動，包括舉辦節日性活
動、大型嘉年華、戶外旅行及製作傳統食物等，讓長
者有更多機會擴闊視野，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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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致力推廣社區關懷長者。透過與堂
會、學校、商界等團體合作，攜手為長者建
立社區關懷及支援網絡。因應社會福利署增
撥資源開拓極有需要護老者服務及支援認知
障礙症服務，中心得以強培訓及改善設施，

透過邏輯思維訓練，有助認知障礙
症患者延緩退化情況

讓患病的長者及其護老者能獲得更佳的社區
支援及照顧服務。我們期望繼續可透過優質
服務，回應長者在社區上的需要，實踐基督

8. 宣教服務

耶穌的關愛，見證上帝的國臨在人間。

中心得蒙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教會發展專款資助
「活出精彩」計劃，並與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合作推動，透過團契、讚
美操、早神聚一聚( 啓發課
程)、認識耶穌填色比賽、

護老者參加「壓力鬆弛拉筋班」，舒緩壓
力在瞬間

電話傳愛心及探訪等活
動，讓一班長者認識信仰，為其提供心靈支持及認識

中心活動(4/2018-3/2019)

信仰的機會，並於困難時得到屬靈的安慰與支持。

活動類別
活動次數
a(i)健康教育及生活推廣
166
a(ii)教育及發展
256
a(iii)社交及康樂
404
b義工服務
61
c支援護老者服務
56
d其他
3
10b 認知障礙症教育
5
10c 認知障礙症支援訓練
3
10d 認知障礙症支援訓練
15
小組
11a 有特別需要護老者支
8
援小組
11b 有特別需要護老者訓
22
練
11e 有特別需要護老者持
2
份者活動
總計：
1,001

活動統計
會員統計
性別
男
女
總計

人數
189
558
747

個案統計
個案類別
隱蔽及體弱長者個案
支援護老者服務個案
輔導服務個案
長期照顧服務個案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數量
44
33
107
118
68

參與人次
3,590
4,815
22,394
968
2,314
14
135
78
79
57
521
8
34,973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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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積極與商界義
工合作，探訪區內
獨居長者。

長者義工隊被邀
請，於香港交易所
的Volunteer Month
擔任表演嘉賓

義工與長者齊心協力下，預備品嚐香噴噴的燒豬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的服務團隊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感謝主，讓藍田堂既弟兄姊妹同心同行事奉
主，服侍與關懷長者中心的會員。
這幾年與樂齡中心同工一齊服侍松柏團契團
友，接觸老友記，發現他們追求認識信仰的心是火

中心職員態度好，解決長者各難處。
樂齡中心長者家，很多好處講不完。
多為長者爭福利，感恩主任各同工。
服務周到樂融融。

熱的，在他們金色年華仍有這份渴慕的心，實在令
人敬佩的。
同時，樂齡中心與藍田堂合作舉行長者啟發，
藉着課程給予參加者認識信仰及服侍者可以探訪他
們，互相彼此認識，加深了解，對鼓勵他們日後參
加每月一次樂齡崇拜及吸引他們返藍田堂有很好接
觸橋樑。
每年參與樂齡中心與地區合作舉辦嘉年華，可
以接觸藍田區街坊，將福音透過遊戲，讓街坊認識
教會，全是上主給我們的恩典。
盼望往後日子，藉著不同活動，讓老友記在晚
年的時候，擁有一個豐盛，滿有恩典的生命。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藍田堂 羅美珍宣教幹事

中心會員 蔡艷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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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有鑑於觀塘區內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嚴
重，長者的人數和服務需求不斷上升，但相
關的支援及配套服務卻極之不足，服務處遂於
2008年4月1日在沒有政府的資助下，自行籌
募資金，於牛頭角花園大厦成立「關懷長者中
心」，服務至今逾十年。中心因應長者的需
要，推行多元化社區服務；又邀請不同團體支
援有需要的長者，營造友善社區的氣氛，協助
他們在區內安享晚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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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關懷是非常重要的。本年度透過「健康樂活在花
園」，向區內長者推廣健康飲食及恆常體能運動的重
要性。此外，我們向長者推介各種社區支援服務，並
協助他們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電
費減免等計劃，以減輕長者生活上的經濟壓力。我們
亦為患有輕度認知退化的長者舉行恆常及有規律的運
動及認知活動，協助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同
時，又定期組織長者接觸社區，保持他們與外間的聯
繫，並鼓勵社區人士多關心身邊的長者。

中心多年來在區內推展生死教育，
鼓勵居住於社區內和院舍中的長者，及早以
開放和積極的態度處理自己身後的安排，並
主動與家人商討。在區議會贊助下，我們
推行「平安三寶」計劃，向長者講解遺囑
定期舉辦健康檢查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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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同學於聖誕節
期間，上門探訪獨
居長者，表達愛與
關懷

一班年青義工，於中秋期間探訪長者

（WILL）、持久授權書（EPA）及預設醫療指
示（AD），期望每位長者均可以妥善安排自
己的後事，積極樂觀地面對晚年和生死。
一二三，舒肋骨！

2. 老有所為 參與社區
香港房屋協會計劃於將於2022-23年間開始重建

互助精神，為長者建立友善社區，藉以完善支援長者
的社區網絡。

花園大廈二期。由於重建在即，而於邨內居住多年的
居民，彼此間有著深厚的鄰里情，我們遂向社會福利
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申請舉辦「花園大廈與我」

我們繼續推動長者關注安老政策，共同探討安老

計劃，透過多項活動與邨內居民一同回顧過去的生活

服務計劃方案、長者院舍住宿照顧券及全民養老金等

點滴。當中，包括獲學生、教會和青少年義工的協

議題，長者是社會重要一員，他們的意見理應受到尊

助，透過深入訪談紀錄居民的生活片段，並輯成一本

重及接納。

屬於花園大廈的社區冊，讓更多長者可懷緬昔日的生
活。同時，又保存了花園大廈的歷史及人情味，本計
劃獲社會福利署頒發「地區團體獎」，肯定了參加者
及義工的付出。

3. 飛躍晚年 活出豐盛
我們深信基督耶穌能夠成為長者最大的倚靠，為
長者提供心靈上的支持。去年，中心獲得「教會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為長者舉辦不同類型的社交康樂
活動，包括興趣班、本地及外地旅行等，並特別於節
日時，邀請學校及企業合作舉辦活動與長者同樂，為
長者於社區中的生活添上無限色彩。我們連結不同的
社區團體及資源，豐富長者的生活平台，並促進睦鄰

專款」支持開展宣教計劃，透過佈道會、福音金句填
色比賽，早神聚一聚(啟發課程)、愛心關顧探訪等不
同環節，並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和花園大廈浸
信會互相配搭，把耶穌基督的愛帶進長者們的心中，
使其邁向豐盛的人生。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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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統計

3. 生前顧後計劃活動統計

1. 會員統計
性別

人數

男

97

女

334

總計

431

2. 整體活動統計
活動類
活動性質
別
教育/發展
小組

活動

活動類別

個案數量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個案跟進

10

14

14

專題講座

3

157

活動

6

296

23

467

總數

活動次數

參與人次

448

12,314

社交

31

406

興趣

13

118

齡化等問題外，近年，長者對認知障礙症服務的需

委員會

33

356

求十分殷切。我們期望在來年加強對認知障礙症的

其他

7

125

公眾教育，並願意繼續以聆聽、關切及充權的態度

社交

279

111

與長者同行，以耶穌賜予的信心，與他們繼續探索

旅行/宿營

185

1,335

探訪

29

842

教育

10

498

訓練

12

266

節日性

8

359

健康

36

1,279

義工服務

5

187

其他

44

1,215

1,140

27,411

總數

總結
除了要面對社區重建、長者貧窮、地區人口高

及面對未來。

反對收緊「長者綜援方案」

由教會發展專款資助舉行的長者手工班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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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三寶」講座鼓勵長者積極籌劃自己的身後事

長者興高彩烈地了解不同棺木的特色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我住觀塘樂華南邨，經香港家福會介紹我和丈夫前來貴處吃午膳(因我兩老是吃綜援，這是社會的優
越，老人才有這樣的享受。)
我面見了劉姑娘、周先生等工作員，你們態度溫柔和靄，一見如故，就如家人那麼溫暖。見到你們
的服務精神，各位合作有序，工作熱情，在無特別的情況下，派飯準時，對我來說，有規律掌握時間。
貴處的服務項目多種，管理有方，在人多的時候，沒有紊亂現象，令人舒服安定，貴處服務使我滿意！
有關飯菜方面，搭配均勻，有肉食又有蔬菜，不鹹不淡，不硬可口，還有生果及各類食品分派，內
心非常感謝！
我因年紀問題，貴處有很多優點，本人寫不出來，請見諒！
此致多謝！
服務使用者︰羅彩蓮、陳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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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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基督的大愛

引言：
去年，香港的經濟仍是豐收的一年，GDP實質增長3%，失業率為2.8%。然而，扶
貧委員會於去年十一月公佈最新一份《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
萬，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再創過去9年數據以來新高，即平均每五個港人就有一
個是屬貧窮人口。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大部份財富累積在一少部份人士身上，
若「強積金對沖」、「訂定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不被政府採納，基層人士
的生活只會越見捉襟見肘。

近年，香港時有發生有關照顧者殺害被照顧者後自殺的悲劇，令社會大眾關注照
顧者和被照顧者的情況，尤其是他們的精神健康、所承受的壓力及可獲得的支援。香
港政府界定的「未能自我照顧的人士」是指「未能自我照顧的殘疾人士、長者或長期
病患者的人士」，這個定義並沒有考慮兒童也是「未能自我照顧的人士」，更沒有把
他們納入關注的範圍內，令照顧兒童的照顧者未能受惠關愛基金所推出的生活津貼試
驗計劃。

我們除在上述議題繼續為基層巿民發聲，以社會行動倡議政策改變外，亦希望為
觀塘區內的貧窮家庭、婦女、兒童提供適切的服務，讓他們可以裝備自己，增強解難
能力，提升職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實際地改善生活，並感受到人間有情！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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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基層在職人士服務
1. 社區探索，經歷基層生活困境
觀塘是香港貧窮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面對社區
重建、工商業轉型、新屋邨入伙、劏房林立、人口老
化、單親家庭缺乏支援、在職人士收入偏低、貧窮兒
童人口比率高……，令社區的貧窮問題變得比以往更
為嚴竣。我們去年組織社區人士、大專學生及在職人
士，在觀塘區內進行社區探索活動，讓參加者透過實
地考察及與街坊交流，認識觀塘的貧窮問題，鼓勵他
們關注劏房居民及基層工友的生活困境，從而反思政
策體制與城市規劃對基層的影響。

2. 積極外展，支援工友身心靈
去年獲教會發展專款資助，我們得以推行「基層
工友家庭支援計劃」，為區內基層工友及其家庭提供
一系列的活動及支援服務，旨在提升他們對勞工權益
的認識及社會意識，並讓工友及家屬於工餘時間裝備
自己和舒緩工作壓力；活動包括家庭旅行、身體檢查
及健康講座等。

定期Body Check，工友身心不用驚

法例小冊子，讓他們認識相關資訊，並在有需要時作
出跟進及轉介。其次，我們亦舉行街頭健康講座及身
體檢查等活動，主動將服務由中心伸延到他們的生活
圈裡。

3. 改善生活，提昇自我，回饋社會
基於現時福利政策零散，相關政府部門亦沒有
綜合資訊發放給有需要的巿民，一般街坊較難按自己
的需要尋找適合自己的服務。我們去年成立「福利資
訊熱線」，培訓街坊成為熱線義工，解答基層人士對
有關福利政策的查詢及提供相關資料。除了解答來電
者的查詢之外，還會以預約方式為有需要申請電費津
貼、在職家庭津貼、學生資助等人士填寫申請表格。

由於基層工友的工時較長，對接收社會資訊的
機會較少，難以

熱線服務一方面發揮街坊服務社區的精神，亦增強了
他們的自信心，避免徬徨與無助，更可藉此建立社區

參與中心活動，

互助支援網絡。此外，我們亦舉辦了兩期婦女剪髮學

為此我們積極透

習班，共有21名基層婦女參加。學員在完成課程後能

過落區工作，以

為家人剪出滿意髮型，減輕家庭開支之餘，更可提升

洗樓及街站等形

婦女的自信心和能力感。及後，我們更組織學員成為

式，向基層工友

剪髮隊，為長者舉行每六星期一次的義剪活動，將她

及家屬派發有關

們所學的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基層福利資訊的
宣傳單張及勞工
「Of Cross 生命導賞員」與小朋友一齊參與
遊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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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技能，充足裝備，重新出發
近年急救技巧成為某些行業聘請員工的必要入職
條件之一，為協助基層工友增值自己，我們與聖約翰
救傷隊合作開辦急救證書課程、急救證書續期課程及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課程，以配合巿場

社區服務

兼職或彈性工作時間的職位，增加基層婦女投入勞動
市場的機會，藉此改善家庭環境，提升個人能力。招
聘會反應理想，大部份參加者都獲得即場面試機會。
招聘會當日亦設有「勞工法例」及「福利資訊」站，
讓求職人士掌握勞工法例知識，保障個人權益。

的需要。課程反應熱烈，參加者人數眾多，參加的學
員都表示透過課程不但能迎合工作需要，更可增加個

婦女就業及社區互助網絡

人知識，一舉兩得。

1. 社會企業計劃 - 「幼兒康逸社」
為配合市場需要及提昇服務質素，幼兒康逸社

我們在接觸基層街坊的過程中，發覺街坊均擁有
不同的技能和專長，遂於去年12月成立「社區生產
隊」，讓她們親身參與，共同付出時間和努力研製護
膚及環保產品，透過墟市活動展售她們的產品，賺取
金錢改善生活，更可藉隊員之間互相分享、交流及傳

於去年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多元智能褓姆訓練」，
共有9位學員參加。課程內容包括何謂多元智能、幼
兒心理發展、幼兒疾病及飲食等。所有學員都能成功
通過筆試和操作試，並加入「幼兒康逸社」這個大家
庭。

承，讓她們經歷改變，增加自信。

2. 家務助理就業社
5. 舉辦招聘活動，促進基層就業

很多基層婦女礙於照顧家庭而未能參與勞動市場

去年，我們分別於2018年9月及2019年3月舉辦
了2次大型的觀塘招聘會。為擴大職位範疇，中心邀
請了各行各業僱主出席是次招聘會，包括飲食、汽車
美容、保安、家務助理等提供職位；其次，為配合基
層婦女照顧家庭及子女的需要，招聘會中亦提供大量

婦女剪髮學習班

全職工作，中心藉「家務助理就業
社」為一班已完成家務助理課程的
婦女提供就業配對，紓緩家庭經濟
壓力。組員除可於就業社交流工作
一班小朋友參與「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所舉辦的「堅‧離地STEM？」活動，提倡為基層學
童增加STEM教育的配套，並推動更多元化的STEM教育。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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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福抗貧聯盟」，全民齊心滅貧

透過街檔「福利資訊」站，讓街坊了解
惠及他們的福利措施

經驗、了解僱主需求及市場動向外，更有助她們日後

捐活動及參觀食物銀行活動，讓參加者了解基層家庭

重返職場。

的生活情況、生活困難及社會需要。此外，我們亦希
望推動更多社區人士關懷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共同改

緊急食物援助服務
1. 拾落穗者 – 社區食物銀行
我們自2005年起透過食物援助服務，向有需要
的基層市民提供緊急食物援助；社區食物銀行的受惠
人士包括：沒有其他收入只依賴長者生活津貼的長
者、長期病患而未有社區保障的街坊、遇突發事情而
出現經濟困難的家庭者等。除了派發食物，同工還透
過面談及家訪，了解申請家庭的居住環境及其他需
要，並讓他們認識社會資源，尋找解困出路。在此感
謝「循道衛理宗婦女聯會」的義工一直以來對中心扶
貧服務的支持，協助運送食物給有需要的家庭，獻出

善和推動合理的扶貧政策的改變。在此感謝我們的長
期合作伙伴「大昌行」每月捐贈米糧、雞蛋、餃子及
凍肉食品，支持我們的扶貧服務。

b. 從接受服務，到參與義務工作
坊間許多時候都會標籤領取援助的人士為沒有貢
獻，是社會的包袱；事實上，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的服務使用者並非如此，他們只是沒有賺取工資的能
力，惟在能力範圍以內，他們都會盡一切所能去做。
去年，他們協助我們推行多項活動，包括賣旗、擔任
活動義工、擔任活動的褓母工作等等，從服務接受者
到服務提供者，回饋社會。

時間及愛心，讓他們感受到社區的關愛。
c. 物資配對服務，補充食物以外的不足
a. 推動社區教育，關懷貧窮弱小
為秉承關愛社區的責任，加強社區人士關注弱
勢社群的需要，去年我們為幼稚園、中小學、大專院
校、團體、教會及商界舉行貧窮講座、貧富體驗、募

去年，我們獲善心人士、商界、教會及學校捐
贈不同型的物資，包括餐券、食物、家電、日常用品
（牙刷、牙膏、沐浴液、洗頭水…等）、文儀用品(文
具、上學鞋及書包)，用作配對服務之用，讓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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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請食物援助服務的人士受惠，補足食物以外欠缺

士申請成為組員，當中23位(31%)正領取綜援，53位

的生活物品，同時向他們傳遞人間有情的訊息。

(69%)為低收入人士。

2.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觀塘）

本計劃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曾分別接受不同基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獲政府撥款資助，於

金的贊助，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中銀香港暖心愛港計

2/2009至7/2018期間，聯同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劃，以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發展專款，為觀塘

利民會、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及西貢區

區內的基層人士提供所需，改善生活質素。這些年間，

社區中心以聯營方式於東九龍區推行「天糧網—短期

組員在社區互助店當值，在環保趁墟中擺檔，種種形式

食物援助服務」，以紓緩貧困人士的生活壓力及減輕

都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從領取綜合援助到自食其力，

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負擔。因應社會福利署變更服務

回歸勞動市場擔任全職工作，組員之間在自務的運作下

地區及範圍，我們於2018年8月再次獲得社會福利署

互相關懷、互相探望，這些都已經成就了計劃成立的初

資助營運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觀塘），為期3

心。「天下無不散筵席」，本計劃亦完成了歷史交付的

年。 由於觀塘區有新公共屋邨相繼落成，加上區內低

使命，組員感恩有機會能夠參與這個計劃，一起經歷這

收入家庭持續增加，令服務人數不斷上升，預期未來

些年。結束亦是另一個開始，組員希望日後仍然能夠互

的申請人數仍然會處於較高的水平。由2018年8月截

相聯繫，延續這個互助網絡的初心。

至2019年3月，所累積的服務人次達6,018，個案數
字達1,931，並累積派發了299,966餐次。

2. 扶貧事工－兒童服務
去年，我們為基層兒童提供不同服務，讓他們有

社區經濟及其他扶貧支援服務

更多發展潛能的機會，開拓兒童的眼光；我們參與由

1. 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
去年，「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共有76位基層人

「教兒樂家長培
訓程」，讓家長
學習快樂地培育
孩子

參與「兒童政策關注組」，促進兒童的基本權益
教兒樂家長培訓
課程」，提升家
庭培育子女的能
力和自信心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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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辦的家庭旅行，讓基層家庭到戶外鬆一鬆

信和集團舉辦的「Go-code程式小先鋒計劃」，讓參

為減少基層兒童因資源不足問題而限制其發展

加兒童學習程式編寫，以科技創意學習，助他們開拓

自我的機會，我們為兒童轉介「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

未來；此外亦舉辦「樂觀街頭小記者」，由參與兒童

計劃」，讓兒童能獲得現金援助參與課外活動；推行

充當小記者，一手包辦採訪、記錄、拍攝角色，以兒

「學童學習物資支援計劃」，為兒童提供文具包、書

童的眼光，表達他們的意見，培養他們參與的意識，

包及鞋券等學習用品；參與「心意瞳分享計劃」，轉

訓練其思考及解難能力。我們看見許多基層學生在學

介兒童接受驗眼及配眼鏡服務；舉辦參觀書展活動，

業上缺乏支援，面對沉重的學習壓力，舉行「功課輔

為兒童提供資助購買心儀書籍。我們在多方面為基層

導班 X 遊戲小組」，不但協助兒童解答功課困難，更

兒童提供支援，期望基層兒童能擁有平等發展權利，

為他們提供一小時遊戲時間，遊戲活動由兒童共同決

更理想的成長條件。

定，以平衡兒童學習和休憩的需要，更增加兒童的自
主性和能力感，可謂寓學習於遊戲。基層兒童的成長

我們除了為基層兒童提供服務支援外，同時參與

過程比一般兒童面對更多困難和挑戰，需要成年人支

外間聯席，倡議改善兒童福祉的政策。中心聯同關注

持和陪伴，去年我

學童發展權利聯席，舉行聖誕願望兒童集會及「堅離

們舉行「Of cross

地STEM」親子同樂日，向社會表達基層兒童在基本

生命導賞員」計

生活需要上的缺乏，以及上網學習資源不足問題。此

劃，為基層兒童配

外，於區內組織基層家長，成立兒童政策關注組，共

對導師，彼此分享

同關心與基層兒童教育和福祉相關的政策。透過關注

信仰和技能，與兒

組，家長了解不同的社會資源，能改善自身生活。同

童同行成長。

時，關注組為組員建立社區互助網絡，鼓勵組員一同
就改善兒童福祉的政策提出建議，達致充權的目的。

「功課輔導班 X 遊戲小組」，不但能協助
兒童解答功課困難，更為兒童提供一小時
遊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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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產隊」，一齊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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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媽媽的話」小組，為參與活動的照顧者提供片刻休息時間

3. 扶貧事工－婦女／家庭服務
許多基層家長在照顧幼兒上面對不少壓力，亦缺

總結

乏親友和社區支援，身心疲累，甚至出現精神困擾。

多年來，得到教會、社區人士及商界的熱心

我們舉辦了「教兒樂家長培訓課程」，提升家庭培育

捐贈及支持，共同為區內的基層人士開展及提供不

子女的能力和自信心。基層家長於完成課程後，更可

同的支援服務；同時，亦感恩社會上有多個平台及

將技巧分享給其他婦女，互相支持；亦舉行了「嬉~
休息一下」系列活動和「聽媽媽的話」小組，為照

聯席，在不同的議題上為不同需要的基層人士爭取
合理政策，讓他們發聲。中心作為一個地區扶貧中
心，會繼續為觀塘區內有需要的家庭、婦女、兒童

顧0-6歲幼兒的家長提供片刻休息時間，輕鬆玩樂一

及其他基層街坊提供適切的服務，同時透過培訓為

番，彼此暢所欲言，分享及交流育兒的喜樂悲歡。

他們增值，提高在職場上的競爭力，讓潛能得以發
揮。

夫妻關係對於家庭的健康亦非常重要，我們藉情
人節為育有孩子的家長舉行了「嬉~休息一下‧拍番一
晚拖」活動，當晚得到觀塘區內一間餐廳借出場地，
並由「敬」媽暫托服務隊照顧小朋友，讓21對家長手
牽手出席，享受二人世界，共享情人節晚餐，增進彼
此的感情。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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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統計
會員統計
年歲
男
女

17或以下
187
209

18-29
9
37

服務統計
活動類別

1. 社區教育及倡導工作

2. 福利政策及勞工法例
詢服務

30-39
51
138

40-49
59
94

50-59
36
52

60-69
6
35

70-79
10
22

80-89
3
9

活動性質及內容摘要
福利資源分享會
社區導賞/講座/論壇/社會行動
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直播
對外聯席
熱線查詢
福利計劃填表支援/轉介
家務助理就業社

幼兒康逸社（核心小組＋例會）
基層工友小組
3. 小組／組織工作
兒童政策關注組
幼兒照顧者小組
社區生產隊
資訊站偶到服務
4. 就業服務
招聘會
就業選配及跟進
就業技能班
5. 技能訓練
其他技能增值/興趣班
教兒樂家長培訓課程
照顧者喘息服務
6. 幼兒照顧者服務
照顧者聚會/交流會
全職媽媽體驗活動
學童學習物資支援計劃
師友計劃
7. 基層兒童支援服務
功課輔導班X遊戲小組
興趣班/戶外活動/聚會
外展探訪/街站
8. 基層工友家庭網絡計劃 講座/健康檢查/戶外活動
個案跟進/物資配對
9. 義工服務
義工培訓/服務
10. 團聚活動
會員凝聚/興趣班/旅行
<關懷頻道>有關勞工權益、社會議題、服務推廣及活
11. 刊物出版
動花絮
總數：

90-99
0
1

總計
361
597
958

活動節數
5

服務人次
131

34
19
2
206
156
5

165
1,430
58
1,264
374
26

15
10
27
9
7
287
2
24
61
29
16
33
9
3
6
8
37
26
115
14
122
69
12

225
72
283
127
31
310
160
226
766
273
175
284
131
51
169
96
279
237
4,096
353
1,027
488
233

4冊

14,000

1,372

2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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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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至3/2019)

1.成功申請服務

203

2.跟進服務

203

3.服務查詢

609

4.派發食物

1,898

5.家庭探訪

110

6.寒衣/電器/物資配對

2,788

7.講座/社區推廣

720

8.義工服務

720

總服務人次：

7,251

天糧網 –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服務內容

數目/服務人次 (4/2018至3/2019)

成功申請服務

2,882個  / 8,853人次)

派發食物

464,259餐次

義工服務

410人次

服務推廣

12節 / 1,609人次

同路人互助網絡計劃
服務內容

數目/服務人次 (4/2018至3/2019)

1. 時分券計劃組員

76人

2. 時分券派發

40,111分鐘

3. 同路人互助小組組員

203人/187人次

4. 社區互助店 (開放節數)

187節/2,679人次

5. 智慧學堂

1節/4人

6. 社區教育/推廣

15節/4,200人次

7. 義工服務 / 受惠於義工服務 43節/1,129人次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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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會員心聲 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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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心聲 黃伯
社區食物銀行一直為社區內貧困社群提供緊急的食物援助。除了食物援助外，個案社工亦積極為個案
尋找其他的社區支援，讓在服務狹縫中的服務使用者，得到適切的社區關懷及社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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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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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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工作報告：

過去十數年，觀塘工業區內大量舊工廈被拆卸或轉型至

家長午間講座

商貿大廈，而市中心的大型重建計劃亦在進行中。當中的在職
流動人口亦不斷上升，是典型的窮忙一族。早於2007年，我
們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結成合作伙伴，開辦Methodist
City Space (MCS)，一同承擔職場宣教及服務的使命，旨在締
造生命的改變，提升職場朋友的生活及生命質素。

過去一年，我們於午間時段舉行家
長講座，讓在職家長可邊聽邊吃，獲取
更多親職知識。我們分別邀請藝人劉美
娟女士主講「輸得起的爸媽！輸得起的孩
子！」，以基督徒家長的自身及經歷，
與家長分享管教孩子的心得，以及如何在

多年來我們接觸不少在職人士，富中職場家長有著其獨

管教孩子的同時，讓孩子見證神的恩典；

特的需要。我們於2018年舉行為期兩年的「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援計劃」，並獲循道衛理聯

以及藍田循道衛理小學梁麗琪校長主
講「開心快樂迎小一家長錦囊」，以

合教會「社會服務發展專款」撥款資

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與家長分享如何

助。計劃幫助雙職家長了解工作與家庭

協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亦讓家長認

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強化家長的角色

識循道衛理的辦學宗旨。兩個講座均

和職能，以改善親子關係。同時讓雙職

得到家長十分正面的迴響，於講座完

家長認識基督信仰對家庭及管教兒女的

結時，與講員分享及發問的家長可以

教導，藉此機會向未信主的家長宣講福

說絡繹不絕。為回應家長的需要，特

音。

別再次舉行「升小一面試全攻略」講
理財從小開始, 一齊參加「親子理財工作
坊」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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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遊戲指導」
中, 讓彼此建立更
良好的親子關係

藝人劉美娟女士主講
「輸得起的爸媽！輸
得起的孩子！」

好唔好味唔緊要, 此刻共聚最重要

座，而家長向講員提出很多問題，可見孩子的學習仍

加的家長都能邀請到配偶一起參加，可見他們十分重

然是家長最關心的事情。此外，我們又透過舉辦兩個

視大家的關係，並願意正視對子女的影響。參與的夫

「成為孩子的天使」講座，讓家長明白管教的基本法

婦均高度讚賞小組的安排及內容，部份甚至表示他們

則。很多家長在參加此類講座之後，會同時報名參加

是首次一起參加同類活動，並且非常珍惜一起參加活

其他小組活動，是有效接觸家長的第一步。

動的經驗。

與堂會合作於福音午餐時段舉辦的雙職家長

在職家長對家長小組的期待殷切，我們分別於中

講座，題目包括：「家庭轉化的秘訣」、「夫婦擂

午及晚上再舉辦個「因型施教」小組。家長均表示從

台」、「女人最痛」、「為孩子做一個創舉」等等。

認識九型人格，可以更深入認識家長自己及孩子的性

此外，我們亦為家長團契及其它教會的商區午間福音

格，對他們管教子女有更大的幫助。因此，我們亦舉

主講「幸福家庭」及「兒童情緒管理」等講座。

辦了「培育孩子品格我有法」及「如何提升孩子專注
力」等小組，反應十分熱烈，均出現滿額的情況。

家長午間小組
經過一年的接觸，很多家長在分享時，均明白婚
姻關係對他們管教孩子有很大的影響，故特別嘗試舉
辦「婚姻關係對管教子女的影響」小組，讓他們進一
步了解及面對婚姻及管教的問題。欣喜的是大部份參

在上述的講座及小組中，我們邀請了MCS的宣教
同工一同參與，一方面讓同工認識各參加者，並藉此
機會了解他們的心靈需要及作出跟進，有參與的家長
與宣教同工分享後，決志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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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和孩子一
齊玩，原來唔
係咁簡單

親子遊戲指導
就個別有需要的家庭，我們
特別提供親子遊戲輔導，以個別
或小組形式進行，旨在針對性地
促進親子間的關係。此服務的參

家長們透過「提升孩子專注力工作坊」,明白專注是有妙法的

假期鬆一鬆,親子樂在其中

加者主要來自曾參加家長學苑的講座或小組、由學校

長們都十分珍惜與孩子一起玩樂的時間，而孩子亦見

社工或老師轉介、其他家長介紹，或者家長自行在網

樂在其中。

上搜尋。在輔導過程中，我們除了指導家長學習及運
用「兒童遊戲治療」技巧之外，亦會協助家長了解孩
子的問題、家長管教的困難，以及親子關係的問題，
讓家長具體地了解問題所在，從而改變管教孩子的方
法，建立更良好的親子關係。參加的子女均指出父母
改善了與他們相處時的態度和方法，並十分喜歡父母
的改變；而家長亦表示增加了對子女的了解及接納，
掌握了不同的管教方法，同時協助他們處理自己的情
緒；而他們最樂見的是子女的情緒、行為或社交問題
均有明顯的改善。

家長資源閣
我們特別於接待處設立家長資源閣，資源閣內
設有玩具、兒童圖書、影碟和雜誌等供家長借閱，並
鼓勵他們和孩子一起玩玩具和看圖書和影碟，促進親
子關係。我們更鼓勵家長主動捐贈圖書和影碟，與其
他家長互相分享管教之道，藉以建立彼此間的支援網
絡。此外，家長已習慣於小組或講座前後時段，就其
管教子女、家長和孩子情緒、夫婦關係等範疇，與社
工面對面交談，或與其他家長分享，可見MCS已成為

家庭樂活動
雙職家長大都忙於工作，他們在財力上有較大資
源參與多元性的親子活動，但往往缺乏時間安排，若
能為他們舉辦親子遊樂活動，可為雙職家庭帶來促進
家庭關係的機會。去年舉行了多項家庭樂活動，包括
「香薰治療親子按摩體驗工作坊」、「親子鬆一Zone
日營」、「親子遊戲體驗日」及「親子樂廚」等。家

雙職家長聚腳之地。

服務數量統計
項目
1. 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
援計劃
2. Support U 網站瀏覽人次
3. 休閒自助café
總數：

服務節數 服務人次
652
4,608
5,244
226
6,122

14,273
2,182
21,063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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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經過一番努力，「同行親職路----在職父母支援計劃」已成功在
觀塘區建立家長工作口碑，參加者來自四面八方，包括經區內社工轉
介、老師或其他家長介紹，或自行網上搜尋，可見計劃已喚起雙職家
長對親職教育的關注，明白家長的角色及職能的重要性。家庭各人的
心靈需要及道德價值教育亦是重要的一環，藉宣教同工讓家長認識基
督教信仰對家庭及管教兒女的重要性，亦是我們與教會共
同努力的重要一步。來年，我們會繼續努力，透過宣傳單
張、Facebook、Whatsapp及Google form等網上媒介宣傳親
職教育的重要性，讓更多區內的雙職家長能參與其中，共
同建立美好和諧的家庭。

「親子樂廚」活動
中，初嘗落廚樂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梁麗琪校長主講「開心快樂迎小一家長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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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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服務處於2001年成立新來港人士服務站，為聚居於觀塘區的新移民提供適切的
社區支援服務。及後，有鑑於區內的貧窮問題嚴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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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多包括低收入、新來港、綜援及單
親家庭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基支站一直都是靠賴社區、商界及教會基金的資助，並
獲商界及教會義工的支持，得以營運至今，使無數家庭得著幫助，實在恩典處處。

去年，基支站繼續推行由公益金撥款資助的「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透過深
化的家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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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能力。我們同時推行由匯豐150
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的「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特
別為租住私樓及劏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玩具圖書館、遊戲小組、品德教育、輔導服
務、親職教育，以及義務工作等。我們亦獲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慈惠關懷「扶
貧活動」，資助推行為期一年的「愛鄰如己—凝聚基層家庭樂童行」計劃，旨在提
升基層家庭親子關係，以及為兒童提供參與成長活動的機會，發揮潛能。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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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關係、子女管教、夫妻關係、精神健康、生活適應等

I. 「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
1) 建立友愛觀塘區

問題，基支站同工為有需要家庭提供個案管理及輔導
服務，同時連結社福單位、義工、教會、商界等協
作，讓家庭獲得所需的資源，以解決困難。同工在過

基層家庭因經濟困乏，以致生活上的資源並不足

程中與受眾建立信任的關係，對於較隱閉的家庭，他

夠。我們協助其申請各項減免/優惠服務及物資轉介，

們往往成為其重要的支援，有對象亦表示本站帶給他

包括：食物援助、牛奶資助計劃、低收入/單親綜援

們有家的感覺。本年度會員共有1,007個會員家庭、

煤氣優惠計劃、電腦借用、緊急援助基金等，以緩解

會員人數共3,718人、共26,613服務人次。

基層家庭的困難，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我們定期舉
辦「物品交換市集」，建立物品交換平台。讓他們將
家中的物品，不論全新或二手，捐出或與其他家庭交

2) 家長樂學展潛能

換，一起分享資源或重用，既環保，又省錢。與此同

基支站為基層家長在社區建立同行互助網絡，

時，我們亦恆常地於節日期間舉辦基層家庭探訪，除

同時提供興趣學習活動，包括：「牽手同行」、「家

關心他們的近況外，亦送有心人士所捐贈的傢俬、電

長互助支援小組」、「速成輸入法及電腦上網班」、

器、餐劵及食品等，以解決他們的生活需要。我們透

「走進秘密花園從繪畫中釋放」、「伸展拉筋運動

過「快樂關學慈惠計劃」在新學年前向500位學童派

班」、「動動手做皮革」、「有營廚房」、「環保知

發開學文具包，免費提供書包、皮鞋、文具及畫具等

多D」等。

上學用品。

此外，基層家長缺乏對孩子成
基層家庭除了

長需要及管教的知識和技巧，在教養

經濟上的困難外，

子女時遇到不少困難。我們特別為家

同時要面對住屋、

長提供講座及工作坊，包括：「優質

醫療、教育、家庭

家長工作坊」、「家長學堂」、「孩
子有品從小建立」、「改善孩子坐姿
你要知」、「與子女共渡青春期」、

新春盤菜美味又健
康

協恩中學義工與小朋友一同閱讀英語
圖書
家庭遊覽大澳共享親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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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知多D﹗」、「如何與子女談性」等，又與觀塘

此外，我們首次舉辦「健康盆菜及設計比賽」，

循道幼稚園、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觀塘堂合

由參加的家庭構思盆菜的食材、設計外觀，並加以烹

辦「家長學堂」及「兒童親子教育課程」，讓家長有

調，以及介紹盆菜的名字及特色。我們設立最佳創意

機會互相認識，一同分享管教子女的困難，同時藉課

獎，並且邀請參加的家庭一同享用盆菜，參加者對有

程以擴闊家長之圈子，分擔生活上的壓力。

機會與家人一起合作及發揮創意，感到十分開心。最
後，於中秋節期間與觀塘堂合辦「社區飯堂」，由義
工為20個基層家庭籌備一頓豐富的晚飯，為他們送上

「天使義工隊」成立第5個年頭，每年招募家長

祝福，讓他們能夠在時節裡感受到關愛及節日氣氛。

會員參加義工培訓及服務，包括參與恆常及節日探
訪、探訪新會員家庭、整理捐物品、協助物品交換活
動、製作義賣手工及活動小食、帶領長者及家庭活動
等。家長義工在服務過程中學習溝通技巧、發揮個人
潛能及貢獻社區，並同時獲得滿足感，擴闊生活圈
子，一起交流學習心得及社區資訊，以及建立社區鄰
里友愛互助的關係。

4) 兒童身心齊發展
我們為基層兒童提供各項發展身、心、社、靈
活動，包括「幼兒畫班及爵士舞班」、「暑期籃球
班」、「品德故事坊」、「小小科學家」、「童砌積
木、輕黏土及趣味科學學社交」、「做個至叻小廚
師」、「情緒小特工」、「兒童樂融容」、「成長Go

3) 家庭活動建親情
基層家庭忙於生計，亦少有閒錢參與活動，我
們為基層家庭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讓他們在工餘及

Growthland」等。同時，鼓勵及津助少年會員參與觀
塘堂於暑假舉辦的「熱血生命營」，在四日三夜營會
裡讓他們擴闊視野、與人建立關係、發揮個人及領導
潛能。

課餘時間不但增廣見聞，更可促進親子關係。當中包
括：「親子手作—防蚊用品及皮革班」、「理財大富
翁」、「親子遊蹤」、「懇親親子之旅」、「親子香

基支站獲社區及商界熱心人士支援服務基層兒

熏體驗工作坊」、「暢遊香港書展」、「親子電影

童，包括由縱橫社會責任網絡與協恩中學中四學生合

樂」、「聖誕睇燈飾」、「家庭照相館」等。我們更

辦「趣味英語同樂日」，邀請20多位基支站兒童參

舉辦了兩次家庭同
樂日，「同遊大澳
風情」及「綻放美
好人生」懇親日，
超過200位親子出
席，並邀請了會員
分享其家庭生活的
正面改變，成為其
他參加家庭的鼓
勵。
師友們製作新春小手工

Go code程式小先鋒參加小朋友向張建宗局長介紹遊戲程式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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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斗親子迎聖誕

春季農莊樂悠遊，暢玩一天解煩憂

「至叻小達人」，齊玩齊學習

與，並送贈禮物包鼓勵他們。此外，我們參與由信和

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讓小朋友嘗試規劃人生。

集團為基層兒童舉辦的「Go code程式小先鋒2018」
活動， 讓小朋友免費學習撰寫應用程式「先修班」，
參加者及家長又獲邀參加在科學園舉行的「創新科技
同樂日」及嘉許禮。及後，我們共有8位小朋友獲選
參加「進階班」及「高階班」，以及2位參加「Robot
Maker」課程。其中1位小朋友的作品更入圍，參加由

II. 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
跳豆計劃
1) 走出困逼共成長

香港創新基金有限公司、信和集團及聯想(Lenovo) 舉

觀塘區劏房租金不斷上升，租住約100呎房間需

行的面試，介紹其設計意念及示範遊戲操作。活動不

每月支付6,000-7,000元，而這些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但讓小朋友獲得學習機會，更加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只有13,500元。面對生活困境及缺乏人際支援的情況

的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技能，並促進其對電腦和互

下，家庭壓力無從釋放，社區中暗藏家庭危機。我們

聯網的使用興趣。

透過社區攤位及洗樓探訪等外展工作，共接觸了區內
近100個劏房家庭，當中有159位為12歲以下兒童，
68%及32%兒童分別來自低收入家庭及綜援家庭，當

去年，我們在完成第3年的「師友伴我行」計劃

中33%是單親家庭，而家庭成員約有四成是新來港或

後，隨即於暑期後開展第4年的計劃。是次成功招募

持雙程證人士。由於居住環境及經濟壓力令家長和兒

了10位熱心的社區人士參與關懷基層兒童成長嚮導培

童在身心精神健康受到各樣的困擾，計劃為有需要

訓，並與10位小朋友進行配對。透過定期舉辦師友聯

的家庭提供個案管理及輔導服務，作個別及深入的跟

誼活動、師友分享會及師友的定期聯繫，友師與小朋

進，以滿足其需要，包括物資轉贈、申請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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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假日舉辦「親子夏令營」，讓一家人度過快樂的一天

等。在計劃第一期完結時，我們於
創紀之城3期Methodist City Space

媽媽與小朋友一齊DIY

舉行嘉許禮，回顧過去的活動片
段，獲嘉許的家長義工積極參與，
我們邀請家長分享參與計劃的感受
和得著，他們非常認同計劃有效支
援劏房家庭，減低家庭受環境惡劣
及住所的影響，並且可以走出社

家長們齊齊上堂，出席有教無「慮」工作坊

區，共同成長。

3) 多元學習助成長
2) 玩具圖書樂趣多
計劃於基支站牛頭角青少年服務中心，每週提供
四節玩具及書包圖書館活動。館內購置適合各年齡的
優質玩具及圖書，讓「小跳豆」家長與小朋友在安全
及舒適的環境中一起遊玩和學習，他們更可借用不同
類型的玩具回家玩樂。為促進家長與小朋友共讀，計
劃定期舉辦「親子伴讀工作坊」，內容包括「親子喜
悅工作坊」及由Bring Me A Book導師分享「英語朗讀
無難道」，透過講解、分組討論，讓家長認識如何增
加子女對閱讀的興趣，並從中認識閱讀對兒童成長的
重要性。

觀塘區基層家庭中有不少兒童是居住在環境惡
劣的處所，嚴重影響他們的成長發展。與此同時，家
庭在經濟上較為緊拙，未能負擔小朋友參與坊間成長
活動的費用，若能給予劏房兒童適切的學習環境及機
會，定有助他們健康成長。「小跳豆」計劃舉辦由專
業導師提供的幼兒親子遊戲小組及多元品格培育活
動，促進兒童發展潛能及建立自信心，活動包括「解
難能力高高高」、「至叻小達人系列、「愉快學習園
地及跳豆成長團」、「科藝百寶袋」、「奇趣英語
唱遊」、「Magic魔術樂變幻」、「樂在幼兒學專注
及專注力遊學團」、「卡通人物黏土班」、「夏威
夷小結他」、「KABOT小卡機械人」、「樂趣故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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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樂小一生」及「桌上遊戲樂」等。與
Sovereign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童創藝術小跳豆—表
達藝術成長小組」，以表達藝術為介入，讓孩子認識
自己的情緒、學習情緒管理及人際關係技巧，希望孩
子有更全面的身、心、靈發展。經過一學年的學習，
導師及輔導同工均發現參加的小朋友在表達及社交能
力上提升不少，情緒亦獲得適當紓緩，在行為上亦有
正面改善。

4) 家長同行倍輕鬆
「小跳豆」計劃每季舉辦家長工作坊及支援小
組，包括「情緒我話事工作坊」、「天然香熏」、
「兒童情緒工作坊之有教無『慮』」、「家長講故事
學堂」、「與孩同行」、「瑜伽舒展」；支援小姐包
括「媽媽加油站」、「愛笑的媽媽」、「家長輕鬆殿
堂」等。「百變電飯煲—家長減壓小組」透過導師分
享簡單食譜，讓家長學習如何運用電飯煲煮出簡單又
營養豐富的晚餐；「快樂媽媽成長團」透過不同主題
活動，讓家長了解孩子成長需要，學習減壓及正面態
度，促進正向親子關係和關顧個人成長。

5) 親子同樂愛相聚
劏房家庭少有機會走出社區，透過定期舉辦的親
子活動，在輕鬆歡樂的的氣氛下促進親子關係，同時促
進家庭成員間彼此的認識，活動包括「愛鄰舍之電影晚
餐夜」、「親子大型遊玩嘉年華」、「同行大自然之親
子旅行活動」、「大小手藝術探素之旅」、「親子手工
皂」、「親子夏日派對」、「親子跳豆夏令營及秋季跳
豆營」、「中秋樂團圓」、「親子攝影」、「親子自製
身體香膏及唇膏」、「反斗親子迎聖誕」等。我們每季
定期舉辦兩至三次「親子晚餐共聚」活動，邀請新加入
家庭一同進行親子遊戲，並在輕鬆舒適的環境下一家人
享用晚餐，同時認識其他家庭及分享生活資訊。

總結
基支站多年來回應觀塘區內的貧窮問題，我們
特別針對兒童及其家庭的需要，提供一系列兒童發展
性及親子支援服務，以照顧每位服務對象的身心靈健
康、家庭、社交及靈性等的需要。我們感謝各方給予
的資助，繼續讓基層家庭及兒童有較充裕的資源，參
與不同類型的活動。

社區服務

59

活動統計(一)

「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 2018年4
月至2019年3月
服務類別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關心一線(偶到服務)

活動統計(三)

「愛鄰如己—凝聚家庭樂童行」計
劃 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524

366

1）同遊大澳風情

2）個案管理

492

492

3）輔導服務

45

45

* 本計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慈惠關懷「扶貧
活動」款撥款資助

4）家庭活動、二手物品配對

1,246

20

5）家長小組/講座/工作坊

1,014

52

193

40

7）潛能培育及發展活動

2,804

200

8）學業支援服務

3,767

405

「以愛建家在觀塘」宣教及服務結
合活動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

9）師友計劃

688

169

服務項目

10）快樂開學慈惠計劃

500

6

6）人才服務

總數： 12,273

1,795

* 本計劃由滙豐透過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

活動統計(二)

「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
豆」計劃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
服務類別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 玩具圖書館

1,172

150

2) 書包圖書館

259

20

2) 幼兒遊戲小組

780

74

1,493

223

4) 家長支援小組及訓練

282

44

5) 兒童評估及輔導

217

217

1,225

42

8) 家長工作坊

446

13

9)家庭同樂日

352

2

10)個案管理

193

193

6,419

978

3) 兒童品格培育活動

7) 親子活動

總數：

此計劃由匯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184

2

活動統計(四)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福音茶座

1,331

86

2）關愛家庭行動

581

215

3）關愛網絡友心人

311

31

4）啟發課程及佈道事工

231

9

5）兒童德育及宣教事工

3,283

293

5,737

634

總數

* 本計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
發展專款」款撥款資助
* 此外還有宣教服務的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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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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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廖女士是一位家庭主婦，與丈夫及2名子女居住劏房超過7年。丈夫因患病未能工作一家以綜援為收入
來源。
由於家庭經濟環境不佳，廖女士對女兒學業表現有很高期望，亦因此母女間經常出現磨擦，影響二人
關係。在朋友介紹下，廖女士參加「以愛建家在觀塘」計劃。我們為其女兒提供功課輔導服務，協助她解
決日常學習上的困難，逐漸提升了其學習表現。另外，廖女士參加家庭教育工作坊，她藉此更了解孩子的
成長需要及增加管教知識和技巧，提升了她作為家長的能力及紓緩了親職壓力。
廖女士表示感激女兒有機會參加「師友伴我行」計劃。女兒能與友師一起外出活動，擴闊生活視野，
例如到訪香港的大學、欣賞舞蹈表演及遊覽主題公園；友師亦會與女兒分享箇中的體會，幫助女兒學習正
面的溝通。廖女士發現母女間相處的壓力有所減少。
我們從廖女士的臉上的笑容，見證我們的工作將祝福和愛帶給區內的家庭﹗

我於2017年加入「生命改造工程–樂抱板房小跳豆」計劃，在這兩年，我與兩名兒子參與了不同活
動，當中各自也有不同的進步和收穫。
兩名兒子在計劃中參與兒童成長品格培育小組，當中包括專注力和社交小組、小廚房、小結他班、籃
球班和甜品班等。哥哥在加入計劃前，由於性格較內向，缺乏社交經驗和技巧，很多時候只會著迷於手機
和電視作娛樂，但加入計劃後，透過參與不同活動，哥哥學習到如何跟他人溝通和接觸，更懂得在小組中
照顧年紀較小或需要幫助的組員。我感覺到哥哥成長了，變得更懂體諒他人，現在看到我買飯餸回來，更
會主動幫我提取重物呢！
而弟弟則在社交和溝通技巧上進步了不少，以往他不懂得如何與他人相處，例如他每當看到朋友時會
很熱情地擁抱他們，有時候對方會被這突然的舉動嚇得不知所措。現在，弟弟更懂得與人相處的技巧，更
懂得如何恰當地與他人相處。
以往，我們的生活圈子很細，兒子每天就只是上學和回家，很少外出參與
活動。但加入計劃後，我們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類型的小組和親子戶外活動，活
動空間不再只限家中百多尺的空間，還有更多增廣見聞的機會。
而我自己以往很容易因管教問題感到壓力，導致情緒差和失眠，但透過參
與家長組和義工小組，小組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放鬆和結識其他家長，在小組我
學懂關愛自己的重要性，並且透過經驗分享，彼此間建立支援網絡。
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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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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研究及發展部透過社會議題及服務發展研究，協助機構
參與社會政策及服務素質的改善。近年部門的工作與香港的房
屋問題息息相關，我們從倡議工作，走到前線服務，並將社會
關懷、服務及行動，連成一線，作出具體的實踐。

房屋一直是基層家庭面對的最大問題，公營房屋供應不足，令很多家庭需要在私
營市場解決住屋需要。基於有限財政資源，很多基層家庭只能租住狹小且環境惡劣的劏
房、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觀塘是其中一個劏房集中的社區，很多劏房街坊的租金負擔
沈重，居住質素卻每況愈下。有見劏房街坊的住屋困境，我們遂透過倡議及組織工作回
應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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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大廈二期重建計劃需要採取分階段方式進行，以致整個重建計劃
將歷時長達20年。我們開展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計劃，期望深化鄰舍關係，以推動居
民關注重建計劃，共建未來社區的想像。

藝術顧問向參加者教
授速寫技巧

研究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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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劏房倡議工作

導賞團、超過10個攤位及工作坊，共1500人參觀展
覽，期間亦有多間媒體採訪及宣傳展覽。

為了提升公眾對劏房議題的認識及對街坊處境
的關注，我們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於去年度舉辦了兩

兩展之間，我們再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於2019

次大型展覽。首先，2018年5月19-25日在土瓜灣牛

年1月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進行有關住屋標準的公眾

棚藝術村舉辦為期7日的《室宿一覺》住屋視覺藝術

教育活動，並在街頭收集問卷，了解市民對香港訂立

展，揭示基層街坊每天需要在劏房瑟縮一角的境況，

住屋標準的意見。當日展示了一個全港最細單位(一平

探問他們在缺乏基本居住標準下的生存與生活。是

方米)的實物裝置，並邀請立法會議員進入單位歇息，

次展覽由本地建築團隊，構想一個千呎單位，一劏

引發社會的關注。當日有不少市民圍觀，並透過問卷

二十，以裝置藝術諷刺現時劏房的光怪陸離狀況。另

表達意見，亦有記者到場採訪。

外，本地藝術家，透過劏房畫室與畫作，呈現劏房的
惡劣環境，引發大眾對住屋標準的反思。是次展覽
共舉行了開幕禮、6場研討會、3次導賞團及3個工作
坊，共1600人參觀展覽，期間亦有7次媒體報導。

最後，利用閒置校舍改建過渡性房屋，一直是我
們建議的中短期改善基層惡劣居住環境的措施，我們
聯同全港關注劏房平台、香港規劃師學會及間築社，
於2018年11月11日在一間中學校舍舉行《廢校大改
造—過渡性房屋民間規劃工作坊》，讓街坊化身規劃

此外，2019年3月23-30日在觀塘海濱舉辦為期
8日的《屈室求存》住屋多感官展覽，讓公眾能進一
步認識適足住屋權的七大標準，是次展覽透過七個劏
房街坊故事逐一講述每個住屋標準的重要性，以四感

師，透過遊戲及活動，實地討論及規劃將廢校打造成
理想的居住社區。當日有來自多區的劏房街坊，共80
多人參與活動，利用課室的空間，以簡單傢俬設計家
居，獲邀出席的建築師及立法會議員亦盛讚街坊的設

（觸覺、聽覺、視覺、嗅覺）方式呈現他們的故事，
包括：影像、聲音、氣味、裝置、體驗活動等，讓公
眾從多角度了解及感受在沒有住屋權保障下的基層住
屋困境。是次展覽共舉行了開幕禮、3場研討會、2次

《屈室求存》住
屋多感官展覽，
參加者參觀展品

《廢校大改造》 過渡性房屋民間規劃工作坊，街坊在課
室中設計模擬家居
《室宿一覺》住
屋視覺藝術展，
以藝術裝置呈現
劏房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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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發展

主禮嘉賓出席《屈室求存》住屋多感官展覽開幕禮

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展示全港最細單位
(一平方米)的實物裝置，立法會議員置
身其中，引發社會關注惡劣居所問題

計實用及可行。活動有助加強社會大眾認識閒置校舍

家訪中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經歷，我們會持續發掘有

改建的方案，亦讓街坊進一步了解學校的實際環境，

潛能的居民，參與日後的口述歷史或技藝開發活動。

增強參與及倡議的決心。
於11月舉行了居民交流會，收集居民對重建計

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在2018年7月27日的會
議上正式通過定安街籃球場的土地用途改劃申請，意
味著花園大廈二期的重建工作正式開展。首先是去年
7月下旬進行的孔雀樓旁籃球場的擴建工程，並於12

劃的意見和憂慮，分享嘉賓亦提醒要注意重建期間出
現的衛生或停電等問題。當日出席人數有50多人，參
與者除長者外，也有不少是青成年街坊，當日氣氛熱
烈，街坊踴躍發表意見。兩星期後舉行了後續會議，
十多位街坊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及交流。

月尾竣工。原先估計，定安街球場的住宅興建工程將
旋即展開。然而，截至2019年3月，工程仍未開展，
意味重建進度將會延遲。

我們聯同藝術顧問在區內招募居民及社區人士參
與花園大廈速寫活動。藝術顧問教授以觀察方式，繪
畫出花園大廈的特點及發展歷程，參加者在過程中分

我們透過街頭展覽，為花園大廈的街坊提供重建
資訊，並透過接觸街坊及了解他們的特性和需要，從
而提供適切的服務。就所接觸的街坊，我們會安排上
門家訪，以加強相互接觸及建立關係。過去一年，共
進行了300多次關懷探訪，我們除介紹重建計劃進度及
收集他們的意見，亦進行較深入的訪談，發掘花園大
廈居民過去及現時的生活故事。大部分居民均能夠在

享自己的觀點，並在膠片上畫出一張速寫作品，而藝
術顧問亦將作品印製成明信片贈送給他們或寄給家人
朋友。另外，為了提升社區人士對重建計劃的關注及
認識，我們亦舉行街頭花園積木樂活動，邀請附近的
居民及小朋友、家長一起參與，小朋友在活動中發揮
創意，在積木上繪畫出期望花園大廈重建後的面貌，
表達了對重建後的美好想像。

研究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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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政府雖然聲稱有決心改善房屋問題，但劏房居民的處境沒有絲毫改
善，輪候公屋的時間更創歷史新高。我們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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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全面回應劏房居民的需要，我們將會開展劏房居民全
方位支援計劃，建立街坊的支援網絡，並提升街坊的能力，回應自身及社區
的需要。
我們持續進行家訪及街站接觸花園大廈二期居民，發放重建相關資
訊，亦透過社區藝術的手法，發掘社區的景致和故事，讓居民表達對重建計
劃的想像和意見，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同時，亦開展發掘居民技藝的工
作，又動員他們關心社區的事務。此外，我們將透過舉辦展覽及社區教育，
連繫社區人士，以及外間團體一起關心花園大廈重建計劃。

街頭花園積木樂活動，小朋友砌出理想中的花園大廈

花園大廈速寫活動，參加者用心繪畫作品

花園大廈二期重建居民交流會，街坊出席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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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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大探訪」及「聖誕社區日嘉年華」，將聖誕
佳節的歡樂及祝福帶給各位街坊。本年度我們以「點滴情懷溢聖誕

2018」為主題，透過探訪及嘉年華會與街坊分享我們服務的點滴，同時
將聖誕佳節的歡樂洋溢傳遍整個觀塘區。「百人大探訪」於2018年12月1日舉行，
服務處各服務單位的義工，連同觀塘堂教友及觀塘循道幼稚園家長義
工，於早上九時齊集位於百靈樓的教會社堂，聽取簡介後浩浩蕩蕩一
同出發，齊心關顧區內的基層家庭。隨後的「聖誕社區日嘉年華」於
2018年12月9日在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舉行，當日服務處、觀塘堂及
觀塘循道幼稚園的同工、學生及會員都傾巢而出，舞台上安排了十多
項精彩表演、互動遊戲及多輪大抽獎，而台下亦舉辦了十多個遊戲及
小食攤位，與居民共度了一個歡樂的下午，並將聖誕佳節的奇妙祝福
送給他們。

同工聖誕聯歡會
每年的同工聖誕聯歡會都是服務處內部的重點活動，一方面讓同工歡度佳節，
更重要是提供機會讓不同服務單位同工互相認識，促進情誼及團結。本年度聖誕聯歡
會於2018年12月19日假觀塘堂舉行，由同工以輕快詩歌揭開序幕，
一同唱出多首聖誕詩歌，同工的歌聲頓時令場內充滿聖誕的氣氛。隨
後緊貼著的精彩集體遊戲及豐富美食，讓接近一百三十位出席的同工
及家屬投入參與其中，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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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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聚餐暨五十周年誌慶活動開展禮
本年度節周年聚餐於2019年1月16日在位於觀塘的馥盈軒舉行，當
晚筵開十多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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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感謝全體同工過去一年的辛勞。當晚的聚餐
中特別舉行了「單位服務分享」，讓各來賓了解務服
處的各項服務及工作。聚餐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頒發
「長期服務獎」，由服務處董事頒發給長期為服務處
工作的同工，以表揚他們過去盡心盡力，秉承服務處
宗旨，全心服務基層。

「牽手同行，燃亮基層」822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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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22日（三）順利完成，雖然當日為暑假期間的星期三，在招募義工
方面遇到極大困難，感恩在上帝的恩典下，得到多間合作學校及團體的
支持，再加上當日早上的天氣非常合適賣旗日，在近2,200位義工的參與
下，共籌得$769,4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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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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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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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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l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稚園

l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l 嘉諾撤小學

l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l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l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榮獲捐款之星得主（排名不分先後）
個人捐款
l 林豐禮

l Wong Sze Hang

l Yeung Yee Ching

l 陳崇一

l Chu Wai Yee

l Lam Wing Ki

l 劉維光

l Cheung Kwok Ming

l Shek Wing Yee

l 李惠真

l Lok Kam Chong

l 洪妍卿

l Yeung Wai Ching Viana

l 顏玉環

l Yee Yuk Kei

l 譚景華

l Yeung Wai Sze

l 區詠斯

l Cheung Yat Yau

l 楊隆基

l Iris Cheung

l 沈怡倩

l Cheng Chung Keung

l 張華京

l Chan Heung Kwan

l 勞惠然

l Chang Siu Wah

l 蘇玉梅

l Chan Wan Chi Gigi

l 洪震兒

l Yip Kin Chung

l 老瑞楹

l Yeung Wing Kee

l 陳慧忠夫婦

l Poon Yat Shun

公司／團體捐款
l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l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稚園

l 華英中學

l 油麻地循道衛理楊震幼兒學校

l 嘉諾撒小學

l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l 循道學校

l 香港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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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處每年都會撥出資源為屬下專業、文職及支援服

同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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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媒體推廣策略、思考方法等多項課程。

此外，於2018年10月21-27日期間，派出五位同工參加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社會服務部主辦的韓國交流團，行程體驗豐富而充實，參觀了不同的社企及服務機
構，重新喚醒同工對工作信念中的「初心」。韓國政府十分重視創業發展，建設不
同創新平台及空間，例如在Seoul Innovation Park、Youth Hub 及Women Up婦女發
展中心中，均開展了創業的發展空間，政府除了鼓勵創業之餘，更能夠提供其相應
的支援配套，助創業者踏上成功的第一步。此外，當地的社企連結不同專業和社會
服務，協助弱勢社群就業，例如Open Closet是由主修廣告系的畢業生創立，提供西
裝租借服務予新畢業同學見工用，同時亦提供外型顧問服務，提升畢業生面試的信
心；Youth Hub則為初創業者連結各行各業，提供諮詢服務，讓創業者先了解行業運
作及意念的可行性。此行所見所聞，開拓了
各同工的眼界，加深對年青人創意產業及社
企運作的認識，對日後的工作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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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DETAIL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2019
Yout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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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0.66

-

258,664.92

-

Provident Fund – (6.8% Posts)

-

-

-

-

-

14,7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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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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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ed Fund

400,210.76

5,944,9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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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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數額(港元$)
17,123,300.00
41,721,081.63
227,212.11
7,359,419.07
3,132,436.72
19,233,857.17
8,293.66
1,435,193.54
90,240,793.90

2018-2019
百分比(%)
18.98
46.23
0.25
8.16
3.47
21.31
0.01
1.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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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1,590.06
76,947.26
362,320.70
4,121,568.51
424,307.42
74,106,733.95

百分比(%)
93.27
0.10
0.49
5.56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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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Audit-2018-19.pdf

賣旗日善款安排
本年度賣旗日善款已平均分配予神愛關懷中心、關懷長者中心、在職人仕服務及中央行政營運費。
整筆撥款及強積金儲備
本年度整筆撥款及強積金儲備，經董事會通過，用作同工培訓、醫療津貼及為非定影員工多供一個月強積金。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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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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贊助基金
香港公益金
2) 商業公司及私人機構
Bubble Tree
Make A Wish Makeup Studio
Coffe Lover
Klasse14
Damovo Hong Kong Ltd
Food-Co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總議會

Craft Story Hong Kong

Dog Dog Come Wonderland

Ac Children Foundation

Baking Workshop

D&Y Hair Studio

Flair Iron

Liquid-Link

Box Of Hope

Derek Chow Company

Ensign Freight Limited

Kowloon Central Division, Retail

Management, Hsbc

Distribution, Retail Banking And Wealth
Mas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Nec Platform Technologies Hk Ltd

The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Sunrider International

Union Hospital

W W義工隊

生活智慧工作坊

Y製作有限公司

生誠教育有限公司

懷愛會

宏施慈善基金深水埗社會服務處

周大福善慈基金

樂瘋桌上遊戲有限公司

拓思培訓及發展中心

空中快線直升機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時代寵物教育中心

甜森林甜品教室

笠笠咖啡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New Imedia)

樹屋田莊

三盈珠寶有限公司

大快活集團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千草堂醫藥有限公司

太平行證券有限公司

史偉莎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美國歐文氏商業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建造業議會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創新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偉金建築有限公司

康年茶餐廳(觀塘)

康年餐廳

惜食堂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湯紹聰跌打醫館

童學童樂教育中心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楊玉光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嘉玲集團有限公司

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

寰宇希望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縱橫社會責任網絡

薩莉亞意式餐廳

(Hong Kong) Limited

3) 政府及相關部門
Government Logistics Deportment
Staff Recreation Club

職業安全健康局

水警北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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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4) 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及教會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所有教會、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
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
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天才再現義工
母嬰康逸協會有限公司
玉清慈善基金
利民會-尚德之家
利民會-翠華之家
基督教宣道會社會服務處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油麗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扶愛會-甦醒工程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Bring Me A Book Hong Kong

鳴謝

香港心理衛生會
西貢社區中心
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港中文大學- i-care 博群計劃
香港傷健協會東九龍中心
The Nethersole School of Nursing,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九龍靈光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天主教伍華中學

天主教佑華小學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天純幼稚園

民生書院小學

合一堂單家全幼稚園

佛教何南金中學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

協恩中學

花園大廈浸信會幼兒學校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宣基小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天恩幼兒學校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茵怡幼兒學校

寶雅幼兒學校

香港教育大學

神召會康樂中學

高雷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深培中英文幼稚園

港澳信義會翠恩幼稚園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聖公會慈光堂聖匠幼稚園幼兒園

聖道迦南書院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鄧鏡波學校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觀塘官立中學

鑽石山浸信會美欣幼稚園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Chan Ka Shing

Chan Man Yu

Cheung Cheuk Chi

Leung Kwok Yip

王鍚清

王麗華

周國高

林家強

張冬谷

許天恩

陳福志

馮詠儀老師

劉杰

劉思蕾

劉錦華

劉錦榮

鄭景陽議員

譚祖明

將軍澳宣道幼稚園

5) 熱心人士
Baillie Fung
Cheng King Heung
Wu Hin Kwong
岑韵詩
高翠瓊
許秀英
黃燕卿註冊中醫師及物理治療師
劉美珠
鄧群鳳
關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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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單
位
總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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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辦事處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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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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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 Tel: 2342 2245
NGAU TAU KOK YOUTH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傳真 Fax: 2709 045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電郵 E-mail: ntkit@ktmss.org.hk
189, Ngau Tau Kok Road, The Central Plaza,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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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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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款
回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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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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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網上捐款)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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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同意上述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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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un

Tong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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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342 2431     傳真 Fax：2342 6989
電郵 E-mail：ktmss@ktmss.org.hk     網址 Website：www.ktm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