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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最令香港人振奮的盛事相信是2020東京奧運會，香港隊歷史性贏得1

金2銀3銅共6面獎牌，以獎牌總數計算為歷來最佳成績。其中張家朗在男子個

人花劍項目為香港奪得金牌，自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李麗珊代表香港取得

首面奧運金牌後，相隔25年後香港代表隊在奧運中奪得第二面金牌，是首面

以「中國香港」名義取得的奧運金牌，除此之外，何詩蓓在兩項女子自由泳項

目得到銀牌，女乒團體、劉慕裳及李慧詩再分別各贏得銅牌。除了以上贏得獎

牌的運動員，其他港隊選手都在奧運場上努力奮戰，儘管未能登上頒獎台，但

都拼盡全力，希望在這個大舞台上展現最強的一面，讓世界看到香港運動員的

實力，感謝所有港隊運動員，讓香港人瞬間充滿振奮心情，願所有香港人懷著

這份正能量迎接未來。

編
者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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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4 7909
法律援助署電話

電話：

勞工法例 VS 公司合約
‧沒有書面合約，能否得到保障？

每個僱主和僱員在工作前，都必須訂立僱傭協議，即「僱傭合約」。

合約不論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訂立，條款亦具約束力，當中亦包含明言

或暗示的條款。

‧勞工保障應根據與僱主協議的條款，還是《僱傭條例》？

只要不違反《僱傭條例》的規定，勞資雙方可自行訂立合適的僱傭條

款及條件，但任何僱傭合約的條款，如有終止或減少《僱傭條例》所

賦予僱員的權利、利益或保障的含意，即屬無效。

案例：

陳先生於ABC公司工作一年，屬「連續性合約」僱員。他於一個月前向

公司提出請辭，期間因生病，向公司請病假2天。到了發放薪金那天，

陳先生發現被扣了2天病假薪金。他表示公司合約沒有書面訂明有關病

假薪金的處理事宜。然而在過去工作的日子，僱員請病假是不會扣薪

金的。故此，對於公司扣了病假薪金一事感到錯愕。

根據《僱傭條例》，僱員需要申請病假不少於連續 4 天，並且能夠出

示適當的醫生證明書及已累積足夠的有薪病假，方可得到平均工資的

五分之四疾病津貼。不過，由於ABC公司一向都有提供全薪病假，雖然

在僱傭合約中沒有寫上，但因屬「慣常做法」，故此亦屬該公司的勞

工保障。因此，陳先生的病假不應因提出請辭，而被扣薪。

你要知
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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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屈居狹窄住所、租金高昂的基

層街坊，最大的喜訊，莫過於能

「上樓」(獲派公屋)。但上樓時間

遙遙無期，近年政府和社福機構積

極推動過渡性房屋，為輪候公屋最

少3年、有明確房屋需要的低收入

住戶，提供過渡性質的住宿。項目

營運期一般只有兩至三年，近幾年各類型過渡性房屋的

項目相繼落成，有些入住的租戶亦已完成租期重返私營

住屋市場。本文嘗試介紹過渡性房屋的設立背景，介紹

不同類型的過渡性房屋，並分析有關計劃的限制和改善

建議。 

過渡性房屋設立背景
香港的房屋問題多年來未得解決，基層市民的居住質素

不斷倒退，過去十多年劏房市場的出現正反映居住環境

主題文章

的發展與
前瞻  

「過渡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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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房屋類型
(一)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房屋中介平台: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認可營運機構: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聖雅各福群會等多間社會服務機構
受贊助營運時間: 2017至2020年9月底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作為房屋中介平台角色，負責業主聯絡、承租及翻新私
人單位，再分租給認可營運機構。受社聯邀請的營運機構會有不同的計劃內容、
申請資格和服務對象等。「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除了希望滿足房屋需要，也希望
推動「共住共生概念」，租戶能透過與其他家庭共住，建立小社區和鄰里關係。
計劃於2017年獲香港公益金贊助三年，三年內成功提供逾500個過渡性社會房屋
單位。目前，計劃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為未完成租期的租戶提供支援。 

持續惡化的趨勢，已到了危機爆破的邊緣。民間團體固然要求政府加快興建公

屋，但公屋供應量多年未達標，公屋輪候時間更屢創新高。因此，民間團體建議

改建政府閒置建築物作過渡性房屋，一方面善用土地資源，另一方面讓居住不

適切居所的街坊在上樓前可以暫居於較理想及可負擔的住所，紓緩住屋及經濟壓

力。在民間多番爭取下，政府於2017年施政報告正式提出設立過渡性房屋。現時

的過渡性房屋有以下不同類型，包括：改建政府閒置建築物、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地產商或小業主以低於市價出租單位)、房協即將重建屋邨的閒置單位、酒店賓

館改建計劃以及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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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出租計劃」及「未補價資助 

 出售房屋—出租計劃」) 

策劃: 香港房屋協會
現有項目: 觀塘花園大廈、香港仔漁光村、九龍城真善美村、筲箕灣明華大廈

「暫租住屋」為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將部份即將重建出租屋邨的空置單位翻新作
過渡性房屋。 

此外，「暫租住屋」亦包括「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房協及香港房
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適用的資助出售單位的合資格業主，可將其未補價的單位/
睡房出租予正在輪候公屋的合資格人士。 

(三)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  

主要策劃及統籌: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現有組合社會房屋項目: 深水埗南昌街、深水埗欽州街和葵涌業成街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利用政府或發展商提供
的閒置用地及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技術興建組合
屋，租戶的一般租約年期約為2年。欽州街社會
房屋入伙期預計為2022年上旬。除了社聯統籌
的項目以外，個別非牟利團體，例如社區組織
協會及樂善堂，也有興建及營辦組合屋計劃。 

(四) 酒店式社會房屋項目

樂善堂與土瓜灣一酒店合作，推出以酒店改裝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161個住
宿房間，主要為2人房間，對象為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及低收入青年。



(五) 閒置校舍改建計劃  

非牟利團體申請閒置校舍改建作過渡性房屋，樂善堂
翻新及改建其位於九龍城的樂善堂小學，提供51個單
位，供2-4人家庭居住。往後亦將會有數個校舍改建
過渡性房屋項目落成。  

過渡性房屋的限制與延續可能 

過渡性房屋的對象為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家庭，以三
年作為標準相信是與公屋三年上樓承諾有關。因為三
年上樓的承諾落空，故此，過渡性房屋的設立目的就
是希望為已輪候公屋三年但未能上樓的家庭提供過渡
性質的居所，讓這些家庭能夠在這段等待上樓的期間
有一個比較宜居及可負擔的居住環境。現時政府的過渡性房屋政策最主要的問題，
是有關計劃的居住年期只有2-3年，不足以讓入住家庭順利「過渡」至入住公屋，
隨著部分過渡性房屋項目完成，一些曾入住的家庭因仍未上樓而需重返私營租務市
場，最終又重回環境惡劣且租金昂貴的劏房居住。現時政府沒有扮演計劃協調及銜
接的角色，確保入住過渡性房屋的家庭能持續至公營房屋的分派。政府應作出更主
動的協調與推動，好使過渡性房屋符合政策原意，並得以長遠穩固發展。 

對於過渡性房屋項目年期過短的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申請用作興建過渡性
房屋的市區閒置用地大多是以短期租約的方式租用，租期最長5年。撇除前期開
展工程及建造時間，單位可用時間僅為三至四年，變相令項目的租期過短。政府
應考慮放寬用作興建過渡性房屋的土地申請限制，令項目的可用時間增加。長遠
而言，政府亦應對過渡性房屋政策有更合適的規劃及承擔，令供應持續增加，滿
足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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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住 以人為主——社會房屋共
生實踐 書本紀錄歷時三年的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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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計劃於觀塘道與翠屏道交界進行綜合發展項目，該

項目將會進行不同的改建設施，計劃興建公務員學院設施大
樓，受影響地段共有三個，包括有展亮技能發展中心、香港
學生輔助會荷蘭宿舍及觀塘職業訓練中心，需要拆卸搬遷和
重建，以及興建一條連接港鐵站及綜合大樓的行人天橋。

而改建計劃將劃分高低兩座，高座樓高25層，為公務員學
院及公務員福利設施等，當中學院總樓面面積16600平方米，是現時公務員培訓
處兩倍半，課室及演講廳由現時17間增至23間。至於低座樓高9層為社福及地區
設施，包括地區康健中心，並會原址重建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等，同時項目亦設有
地庫停車場和公眾停車場，一共可提供約135個泊車位。綜合大樓預計項目造價
45.4億元，而天橋造價則為2.1億，合計超過47億元。

公務員學院將會於2022年動工，期望整個計劃於6年內能夠落成。而現時部
份工作已經進行當中，各位街坊出入時請留心工程進行中。

計劃所涉及觀塘道和翠屏道的地段，如圖黃色位置。
(圖片來源︰立法會文件)

綜合發展的擬定平面圖，如圖
粉紅色位置。
(圖片來源︰立法會文件)

觀塘翠屏道
        一帶改建設施



社會行動快訊

8為聽取兒童對居住及生活空間的意見，兒童事
務委員會舉辦題為「兒童成長發展–生活，活動空
間」之公眾參與活動，邀請居於不同居住環境的兒
童參與。委員會委員透過了解兒童的日常生活狀況
包括學習、消閑活動、遊戲、休息、家庭及社交
生活，探討兒童對居住及生活環境的需求。

本機構一共邀請12位兒童參與，當中7位兒童
居於劏房，5位兒童居於公屋。工作員在活動前一
天進行預備會，讓兒童了解活動的目的，兒童事
務委員會的工作，及以遊戲形式讓兒童認識兒童
權利，並鼓勵兒童向委員會寫信，表達自己在疫
情當中的經驗和感受。

小朋友向兒童事務委員會反映疫情
期間網絡上課支援不足、公園被封
致玩樂空間減少。

「兒童權利」及「兒童參與」的重要性
兒童事務委員會公眾參與活動「兒童成
長發展–生活，活動空間」

《大眾接觸「兒童權利」及改善「兒童參與」諮詢問卷調
查報告》發佈會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學聯）於 8月21日發布《大眾接觸「兒童權利」及
改善「兒童參與」諮詢問卷調查報告》，發現近七成的受訪者從未參與過有關
兒童權利的教育活動，並有過半人不知道香港有兒童事務委員會。組織認為，
時至今日有關兒童權利的教育和宣傳仍見不足，應認真檢視兒童事務委員會的
職權和宣傳策略，以改善公眾對其的認識，並將兒童權利在港普及。

組織建議:
1. 政府立法設立具實權的獨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協助推廣兒童政策，並加入兒童或 
 家長代表作為委員參與其中
2. 增加資源鼓勵中小學舉行有關兒童權利的教育活動、講座及親子工作坊
3. 考慮資助中小學發展「兒童權利友善計劃」，培養師生成為友善大使於校內實踐 
 兒童權利

機構期望:  1. 促進兒童實踐參與權利，參與活動並表達意見
 2. 建議政府建立恆常渠道，讓兒童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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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專欄

「疫‧裡‧同行 – 畫展」於7月11日舉行，畫

展當日共展出11位兒童照顧者的畫作，共有44幅和諧

粉彩畫作，主題包括有1. 生命樹、2. 夢想、3. 疫情

下的愛與夢、4. 天空之城。同時有3個工作坊 (1. 和

諧粉彩、2. 波子畫、3. 禪繞畫) 讓前來觀賞畫展的人

士參加。另外，我們亦於

畫作不同位置，以藝術裝

置的形式擺放一些照顧者

於疫情下用的照顧工具。

我們希望透過畫展，以社

區教育的形式，讓更多

公眾人士對兒童照顧者

的處境有更多的認識和

關注，亦希望公眾人士

可以認同她們的付出和

價值。

疫‧裡‧同行 – 

畫展當日邀請到計劃贊助 婦
女動力基金 的成員Jade和
Manyee出席畫展開幕禮

畫展

畫展開幕禮場面熱
鬧 很多參加者出
席 包括不少兒童
照顧者



照顧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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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由婦女動力基金贊助

大家除了欣賞畫
作 更可以透過裝
置藝術了解更多照
顧者的狀況 仲有
工作坊玩下



預防子宮頸癌病變

醫療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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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資料，2014年本港有472宗子
宮頸癌新症，佔女性癌病新症總數的3.3%，排列婦女常見
癌症第八位。同年死於子宮頸癌的有131人，約佔女性癌
症死亡人數的2.3%，佔據婦女致死癌症第九位。發病年齡
中位數為53歲。女性在75歲前患子宮頸癌的機會約為130
分之一。

子宮頸癌主要透過性接觸感染人類乳頭瘤病毒(HPV)所引
致的惡性腫瘤，嚴重會引致死亡。較早開始有性行為、擁
有多個性伴侶、感染性病、吸煙或長期服用避孕藥超過5年
的婦女，屬於較高危人士。子宮頸癌初期無聲無息，等到
有出血相關症狀時大多已經晚期，所以打疫苗、抹片檢查
就格外重要。



醫療健康專欄

關
懷
頻
道

12

誰容易感染HPV？
男性經由性行為感染HPV相當普遍，多數不會有明顯症狀或不適，而不易發
現；女性一生中約有5-7成機會感染HPV。通常9成HPV感染會在一年內消失，
部分感染者會出現生殖器病變。HPV病毒的自清能力跟免疫力高低息息相關，
一旦免疫力低，長期反覆感染病毒，易致細胞病變引致癌症，進而演變成子宮
頸癌前病變，也大幅增加罹患子宮頸癌風險，臨床上發生子宮頸癌或子宮頸癌
前病變有年輕化趨勢。

認識HPV疫苗：
HPV疫苗為不活化疫苗，可誘發人體免疫反應產生抗體，預防七成子宮頸癌發
生，然而因為疫苗尚未涵蓋所有病毒類別，所以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仍是
必須的。目前子宮頸癌疫苗有二價、四價、九價三種，不論接種哪一種疫苗，
皆能防護高致癌性的16及18型病毒，保護力約十年。美國、澳洲、歐盟等國
均建議應針對青少女推動全面接種子宮頸癌疫苗，有些國家更建議男性也應接
種。

子宮頸抹片檢查：
又名帕氏抹片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可以及早發現子宮頸癌前病變或子宮頸
癌，定期規律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可降低60-90%子宮頸癌發生率。若抹片報
告異常並不代表一定有細胞病變或罹癌，應接受進一步檢查確定病變程度。由
於HPV感染後，需要10-20年甚至更久才進展為子宮頸癌，所以已無性生活或
停經，仍須定期作抹片檢查。提醒您，為自己的健康也為了愛您的家人，請定
期做帕氏抹片檢查。
如何減少或避免子宮頸癌的發生?

  避免過早性行為，安全性行為全程使用保險套可以減少感染HPV的機會。
  維持良好生活作息及充足營養，可維持較佳的免疫力，使身體清除病毒，避 

 免反覆受到感染以及持續感染。
 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做前段的預防及自我防護，加上定期子宮頸抹片檢查，及 

 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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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係我 呀！話知你 星人

幼稚園/初小
同學來信

高小同學
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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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知你星人知道好多小朋友都開始要正式開學啦，大家適唔適應呀？
你地對新老師、新同學、新年級覺得如何啊?
有發生咩興奮的事情嗎？有發生咩擔心的事情嗎？
疫情下開學有咩特別事情可以同我分享嗎?

話知你星人:小朋友畫畫太靚啦!
話知你星人我仲畫緊
火柴人公仔⋯ > <

小朋友開學都有不少

擔心呢，話知你星人

會默默祝福同陪住你

地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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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丁遊戲研究員
導師帶領參加者到訪
不同公眾主題遊樂
場，進行實地考察，
了解「好玩」遊樂場
的組成元素。

土炮遊戲實驗室 
活動以工作坊形式進行。工作
員和講員整理兒童的考察遊樂
場的經驗，學習
不同技巧，製作
反映生活片段的
社區遊戲。

三尺高視野—遊戲展覽
遊戲展覽為計劃的總結，展
示基層兒童透過遊樂場考察
和實驗工作坊，研發的社區
遊戲工作成果。藉著遊戲設
計及參與，釋放兒童的潛能
和加強執行力，加強社區人
士了解遊戲對兒童整全發展
的裨益。

「豆丁遊戲工程師」為2年期的計劃，旨在培訓基層

兒童成為遊戲工程師，藉著兒童主導式決策(Child led 

initiated decis
ion )，讓基層兒童主導 策劃及執行理想。

兩年計劃完結啦!
豆丁豆丁遊戲工程師

遊戲工程師



為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人士提供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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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

申請資格： 
1. 符合編配公屋基本資格；
2. 已輪候公屋超過三年；
3. 仍未獲首次公屋編配；
4. 居於香港但並非居於公營房屋；
5. 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以及
6. 並非在囚人士。
 
對象： 
‧ 二人或以上的申請住戶； 
‧ 「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的申請者。 

住戶中合資格成員人數 現金津貼金額(每月) 
1人 1,300 元 
2人 2,250 元 
3人 2,700 元 
4人 3,050 元 
5人 3,350 元 

6人或以上 3,900 元 

‧填寫表格，並提供用作收取津貼的銀行證明文件及所 
 有家庭成員的身分證副本

‧郵寄：荃灣郵政局郵政信箱209號房屋署現金津貼辦事處
‧投遞箱：新界葵涌葵安道1號5樓房屋署現金津貼辦事處； 
  或 九龍橫頭磡南道3號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

‧ 政府主動向合資格住戶發出通知書。收到表格

填妥表格

遞交表格

查詢詳情:
3105 3333

為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人士提供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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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家庭津貼

住戶成員
人數 

入息限額 ＊計算「從事經濟活動的
家庭住戶」 家庭資產 

限額 
全額  3/4額 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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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申領月份
*6人以上資產限額隨人數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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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時 入息 資產

津貼金額 (適用於2021年5月或之前的申領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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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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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填表:
2727 6036

申請職津要提交的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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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貼金額 (適用於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

每月工時 (小時) 全額 3/4額 半額 

基本津貼： 72至132以下  
(單親：36至54以下) 

$1,000 $750 $500

中額津貼：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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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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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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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產隊

我們於8月27-29日到麥花臣場館擺檔，場面非常
墟冚，有近100檔參與！

過去幾個月，我們收到一些訂單，以下是我們的產品，歡迎
訂購！歡迎訂製您專屬的產品

社區生產隊-SOCY 工作室

書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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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產隊

socystudio_ktmss

socystudioktmss

嬰兒帽及

口水肩

紅白藍
斜孭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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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中心熱線電話：

27 2 7 6 0 3 6，預約申請時間」

刊物意見問題

為了解讀者對《關懷頻道》第五十期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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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滿意 滿意 一般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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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員

對象： 18歲或以上基層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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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關係暫停）
備註：綜援人士或待業人士，可親臨中心辦理年費減免。

中
心
入
會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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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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K$100 oHK$200 oHK$500 oHK$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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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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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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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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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授權或規定的職責。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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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 名額 收費 / 查詢
兒童政策關
注組

日期：隔星期一
時間：早上 10:00-
11:00 
形式：ZOOM/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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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家長 費用：全免
查詢：靈姑娘

兒童政策關
注組

日期：隔星期五
時間：早上 10:00-
11:00
形式：ZOOM/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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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家長 費用：全免
查詢：靈姑娘

長者義剪 日期：11 月 3日
早上 9:15-11:15 

本中心 為長者提供免費剪髮服務 觀塘區基層長
者 

費用：全免 
查詢：趙姑娘

瞳視一家 _
心意瞳分享

每月 5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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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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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姑娘

家務助理就
業社

不定期 本中心  僱主及家務助理配對 已領取家務助
理證書及技能
卡的人士

全免
查詢：
黎先生 / 趙姑娘

照顧者喘息
站‧let's 
dance 

日期︰ 10 月 
( 逢星期三 )
時間︰上午 10:30 - 
12:30

本中心
室五 

歡迎照顧者們於忙裡偷閑，
來中心跳下舞、HEA下、互
相傾下計~~照顧者喘息站，
讓照顧者可以暫時放下照顧
工作，好好地休息一下 ~

觀塘區兒童照
顧者 

費用：全免
查詢：黃姑娘

照顧者感謝
祭 ( 墟市 )

日期︰ 10 月 30 日 美孚橋
底

照顧者經常忽略自己的需
要，照顧照顧者平台特意舉
行「感謝祭」，當中有照顧
者市集、喘息服務體驗及照
顧者論壇，讓照顧者可以關
心一下自己 ! 

各區照顧者 費用：全免
查詢：黃姑娘

照顧者 vs
中式甜品

日期：10-11 月
（待定）

本中心
廚房

照顧者很多時都會因照顧工
作而忘記自己，所以，我們
希望可以與照顧者一起給自
己放 2小時假，同其他媽媽
一齊為自己煮個甜品。

觀塘區兒童照
顧者

全免
查詢：黃姑娘

婦女基礎剪
髮班

日期：11月（待定） 本中心 歡迎對剪髮有興趣的街坊參
加，以提升個人技能及知識

觀塘區基層人
士

全免
查詢：趙姑娘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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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
童

義剪日

新同事介紹＋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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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與神愛堂婦女團契合作為特殊學
習需要學童剪髮,藉活動為學童及家長
送上自製金句咭傳福音,相當有意義
呢

暑假期間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剪髮

大家好! 我是9月尾到職的許
曉君姑娘，很榮幸加入神愛關懷
中心這個大家庭。閒時我喜歡研
究一些簡易健康的懶人菜色，歡
迎大家找我交
流煮食心得，
哈哈！期望未
來的日子能認
識大家呢！ 

大家好，我係方姑娘，
係之前牛綜嘅同事。平時鍾
意去旅行同整下嘢食，咩都
想試下。希望將來有多D機
會認識大家~~

新
同
事
介
紹  

特殊學
童

義剪日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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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們認真聽完表達藝術治療班理論課後開始做練習 

第一堂上表達藝術治療班,組員們在互相欣賞大家的作品

表達藝
術

治療班
表達藝

術
治療班



輕輕鬆
鬆。

親子瑜
珈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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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有心有力的義工每次也用心細心地為長者修剪髮絲

輕輕鬆
鬆。

親子瑜
珈

長者義
剪

長者義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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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元 11,578元 266,000元
2人 18,700元 19,684元 360,000元
3人 22,360元 23,536元 469,000元
4人 26,100元 27,473元 548,000元
5人 26,880元 28,294元 609,000元
6人 29,400元 30,947元 659,000元
7人 29,400元 30,947元 703,000元
8人 29,400元 30,947元 737,000元
9人 29,400元 30,947元 815,000元
10人或以上 29,400元 30,947元 878,000元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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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觀塘)

本處的「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自2009年一直獲社會福利署(社署)以有時限計劃形式資
助，並以聯營模式先後服務東九龍及觀塘區，為難以應付日常食 物開支的 個人或家庭，提供
短期食物援助。社署於 2021年8月開始將服務恆常化，而本處繼續於觀塘區 提供短期食物援
助服務。 
天糧網將按申請者的需要評估結果給予不同期限的援助，最長為八星期。派發的食物主要為乾
糧如米、副糧、罐頭、餐劵及食物劵等；並因應個別需要安排特別食糧，如嬰兒奶粉及食品、
健康特別餐、少數族裔餐等。服務使用者必須按所約定的時間及地點，每星期領取食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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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產限額由1/6/2021起，與在職家庭津貼睇齊，至31/5/2022。

各區服務單位（＊必須先致電預約）

申
請
手
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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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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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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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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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觀塘翠屏北邨 翠榕樓地下1-10號 (觀塘港鐵站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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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2342-2245  傳真：2709-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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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晶、啟業、德福、淘大、德寶、四彩、佐敦谷、牛頭角、坪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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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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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麗、油塘、鯉魚門、三家村、麗港城、茶果嶺等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關懷長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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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華、花園大廈、定安、宜安等 

服務統計資料 (2021年6月至2021年8月)

新增服務人數 1,894 個案數目 8,078

累積服務人數*
04/2020-03/2021

8,078 服務人數(派出餐次) 8,078 (17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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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統計資料 
(2021年4月至2021年6月)

個案數目 101

服務人數 199

派出餐次 11,144

食物募捐統計
2021年4月至2021年6月

食物捐贈 米  325公斤

 粉麵  216包

 麥片  113包

 罐頭  59罐

捐贈人次  80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教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公司/ Her Fund 婦女動力基金 杯水濟人 香港工業總會

機構/ 食德好

團體 

 

社區 Chan Man Yin Lo Yuen Yee 梁國業

人士 譚江明先生 譚祖明先生 

鳴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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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捐助(排名不分先後) ) (由2021年4月至2021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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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您



二零二一年已過了大半年，相信各人於這年也有不同

的感受，有人是抗疫疲勞或與疫情共存，若要回顧本年所

經歷的一點一滴，大家有何體會或有何感受呢?生活與求

存,大家處於那種狀況呢?

阿玉是雙非媽媽，每次到中心面見我們的時候衣著也

十分樸素，談吐溫文有禮，與兒子在港相依，數年前與內

地丈夫離婚後，一直靠前夫少量贍養費及兒子學生資助費

生活，除此之外，在香港沒有親人及其他額外的資金支

援，生活一直處於困難。現時也沒有固定居所，因此暫住

於朋友家中。但阿玉不可能於朋友家中長期居住，因而考

慮將來需要找一個穩定合適的居所。

阿玉訴說往事的時候會眼泛淚光，特別感謝過往曾經

給予她幫助的善長及機構同工，阿玉希望在自己有能力之

時可以報恩。阿玉來年的心願是希望找到

合適的居所，能夠與兒子有資金

可以應付日後租金。

如你有食物或金錢也可以捐

贈予阿玉，無論多與少，一份心

意也能給予街坊一點關懷，願我

們一同實踐中心的愛與關懷。

人間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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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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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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間
星期三：10am-6pm
星期五：2pm-10pm

中心開放時間

神愛關懷中心

勞工法例及
強積金熱線
2727 6036

星期
10am-1pm

2pm-6pm

7pm-10pm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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