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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正在不斷變化，上一期關懷頻道帶大家看過觀塘翠屏道一帶改建設

施，裕民坊將清拆重建，今期頻道則會為大家紀錄即將拆卸的業安工廠大廈。

今次製作頻道的同工特意訪問工廠大廈的租戶們，希望把他們的情況及訴求呈

現給讀者。究竟本地生產和小微工業在香港仍有保留價值嗎？有見於中心收到

不少有關勞工通知期的查詢，職業性肌肉筋骨勞損也愈發常見，因而同工們也

撰寫文章作出介紹和解釋。期望關懷頻道能伴隨大家貼近觀塘和基層的資訊。

最後祝各位支持關懷頻道多期的讀者，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編
者
語



勞工法例你要知

關
懷
頻
道

2

勞工法例：離職如何計算通知期及代通知金
不同合約的計算方法有所不同，大家可以先分辨僱員的合約是不是連續性
合約。何謂連續性合約？連續性合約是指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4星
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如員工符合連續性合約，那通知
期就應按下表計算：

連續性合約的通知期及代通知金

時間 通知期 代通知金
試用期首個月 無須通知期 無須代通知金
試用期一個月後合約內沒
有標明通知期 

不可少於7天

如僱主或僱員未給予
足夠通知期予對方，
便須以代通知金*代
替通知期。

試用期一個月後並在合約
標明通知期 按合約標明的通知期，但不

可少於 7天無試用期或已完成試用期
並在合約標明通知期
無試用期或已完成試用期
合約內沒有標明通知期

不可少於1個月

*代通知金相等於僱員過去12個月平均每日或每月賺取的工資

案例：僱員於9月1日以連續性合約受聘於A公司，試用期3個月。僱員於
11月1日向A公司遞交離職信，而公司合約沒有列明通知期規定，僱員於
離職信內列明最後工作日為11月5日。
 
問題1) 以上離職日計算方法是否正確？
不正確，由於合約沒有列明通知期日數，而僱員未滿試用期，通知期跟從《僱
傭條例》的基本規定，即是最少7日通知，因此僱員最後工作日應為11月7
日，如僱員堅持在5號離職，僱主有權向僱員追討兩日薪金，作為代通知金。
問題2) 假如合約有列明通知期為一個月，僱員最後工作日仍是11月7日嗎？
不是。由於合約列明通知期為一個月，即高於《僱傭條例》的基本規定，便
應按合約議定的日數計算，因此，僱員最後工作日應為11月30日。

小提醒：
僱主在下列情況，可無須給予對方通知期或代通知金而即時終止僱傭合約：
1. 故意不服從僱主合法而又合理的命令
2. 行為不當、犯有欺詐或不忠實行為、慣常疏忽職責

*僱主應該留意，即時解僱是嚴重的紀律處分，只有在僱員犯了非常嚴重的過失或經多
次警告仍不改善的情況下才採用

僱員在下列情況，可無須給予通知期或代通知金而即時終止僱傭合約：
1. 合理地恐懼身體會遭受暴力或疾病危害、受僱主苛待
2. 已受僱不少於五年，經註冊醫生證明永久不適合擔任目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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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一再強調香港要「再
工業化」，特首林鄭月娥於2021年
10月發表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
更明言，要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並會從五個方向發展，包括基建、人
才、資金、技術及科研；但2021年5
月，即發表施政報告前約5個月，政府
在沒有諮詢廠戶下突然公布清拆
本港四座房委會轄下的工廈，包
括出租率接近爆滿的九龍灣業安工業
大廈。

林鄭月娥早於《2019年施政報
告》中提出，研究重建房委會
轄下工業大廈作興建公營房屋
用途。及至2021年5月24日，
房委會突然宣佈清拆四座工
廈，包括九龍灣業安、火炭穗
輝、深水埗宏昌及葵涌葵安，

將土地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清拆計劃公布前，四座工廈逾

4800個單位的出租率達97%，證明單
位有市場需求。受影響租戶於2022年
11月前遷離，可獲政府發放相等於15
個月租金的特惠津貼。若廠戶願意於
2022年2月前交還單位，更可獲發一筆
過的10萬元 「早鳥優惠」金。

四廠不少租戶都是經營了數十
年的小型工業，他們與香港一同經歷
高低起跌，捱過金融風暴、沙士、社
會運動及疫情，但他們沒想過會「死

面臨清拆 
政府工廈

小型工業何去何從



於」清拆。
清拆消息公布後，四廠租戶均

極度不滿政府在無任何諮詢下便宣布
清拆，並強調政府有很多方法覓地建
屋，根本不用清拆工廈。而業安廠戶
於今年5月底成立了「業安關注組」，
成功召集了大批廠戶，他們多次要求
約見房屋署官員，又尋求區議員及立
法會議員協助，期間，廠戶曾到房委
會請願，以及前住立法會申訴部作出
申訴等。

四廠租戶聯同區議員向業安、穗
輝及宏昌的租戶進行民意調查，成功

收回479份問
卷 。 結 果 顯
示，有93.3%
受訪租戶反對
清拆；對於政
府提出將租戶
安置到葵涌晉
昇 或 屯 門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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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兩座工廈，有多達98.9%受訪者不
滿意（因僅約40個空置單位）。而有
74.6%受訪的業安和宏昌租戶（穗輝
問卷內容略有不同），表明要求不遷
不拆。

清拆四廠，於十年後卻只能換來
4800個單位。有業安租戶認為，工廈
用地面積僅約1.5公頃（詳見表一），
比起新界棕地群是小巫見大巫，而工
廈周遭又欠缺民生配套，他們多次反
問政府，用地建屋後適合居住嗎？

房屋署一直拒絕安排有決策權的
高官與廠戶會面，更明言清拆勢在必
行。該署的做法似乎與政府強調的

「再工業化」政策相違背。

有租戶認為，「再工業化」不

只是發展高科技工業，並認為小工

廠是「再工業化」的一部份；或許

他們負責的工作很微細，例如製造

某些零件，大家試想如機器沒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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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以運作起來嗎？ 

不少四廠租戶使用的機器都已

十分老舊，搬遷後可能難以重新裝

崁；況且不少私人工廈並無開放式

走廊吊入機器，有部份廠戶的生產

線更需要用火或會發出打鑿的噪

音，故很多私人工廈業主不願租出

單位予他們。

四廠養活了數百個家庭、數千

人的生計。廠戶訴求只得一個，就

是「不遷不拆」，他們強烈要求政

府擱置清拆計劃，保住工廠和工人

的飯碗。

表一：業安用地興建公營房屋的資料
地盤面積 約1.5公頃
住宅用地地積比率 7.5倍
單位數目(樓宇數目) 約2200個（4座）
預計人口 約6000人

資料來源：房委會早前諮詢觀塘區議會時提供

昇洪印刷廠是業安工廠大廈其中

一戶廠商，當年由長沙灣徙置區工廠

清拆時遷至業安，負責人梁生指出，

當年搬離長沙灣時，所有安置的安

排都合情合理，怎也不會想到41年

後，他們再次經歷工廠清拆，政府竟

沒有安置廠戶的計劃，猶如殺廠。梁

生表示如果政府能夠做到當年的安

置，即使他們不想搬離業安工廠大

廈，但至少也總算有個地方可以另起

爐灶。可是這次的安排就令他們根本

無法繼續經營下去。

政府這次所謂的「安置」只有

40個工廠單位給四座將會清拆工廈

的廠戶投標，但受影響的廠戶共有

2,000，根本難以滿足廠戶的需求，

加上一般工廈租金昂貴，對於這兩

年生意大受影響的廠戶來說，這次

的清拆無疑是雪上加霜。

黃生是專門維修裝修師父用完的

鑽炮，黃生一手一腳將一支支廢鐵般

的鑽炮燒焊、打磨，然後鑽炮就可以

循環使用。黃生每天就是這樣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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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的環境下工作，除了協助裝修師

父維修其生財工具，亦為這個城市減

少廢鐵。這門手藝已經將近失傳了，

而這次清拆工廠，黃生表示他沒有能

力搬往其他工廠繼續經營，因此他會

提早退休，而往後香港就少了一位鑽

炮維修師傅。

業安工廠大廈中，除了梁生

和黃生，也有不少廠戶受到這

次清拆影響，他們沒有能力搬

往其他工廠，不少廠戶本身已

政府在重組政策局的構思中，將「創新及科技局」變為「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希望改變香港「工業式微」的觀感。雖然，本港

現時的工業規模遠不及工業北移前，但仍有不少小工廠支援著香港

社會的各行各業，就如現時業安的部份廠戶，他們有不少生意來自

本港的大機構。

縱使「再工業化」是朝向創新及技術的方向發展，但不等於小

工廠沒有生存空間及角色，因以新科技和

新技術製造的機構，都需要用著由一些小

工廠生產的部件。

假若政府一意孤行清拆四廠，不少廠
戶可能就此消失，若將來「再工業化」期
間才發現它們的重要性，屆時已返魂乏
術。香港政府必須聆聽民意，重新思考清
拆工廠的決定。

經於廠房安裝了很多大型的機器，

而要搬移這些機器根本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這次清拆亦間接迫廠戶

選擇結業。政府在這次清拆工廠大

廈時，是否有好好地想過清拆對廠

戶及社會的影響呢？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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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十年代，政府大力發展

衛星城市，解決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帶
來的土地需求。觀塘便成為香港第一個
新市鎮及新興工業發展區，觀塘以南為
工業區，並在工業區以北發展住宅。當
時觀塘的工廈至少有69棟，有逾90家
工廠運作，生產物品包羅萬有，包括紗
線、化妝品、藥物、傢具、衣服、電子
用品、油漆、塑膠製品、印刷品、精測
儀器及機械零件等。

及至觀塘成為本港其中一個大型
工業區。隨着人口增加，政府將觀塘裕
民坊一帶發展為商業區，時至七十年代
後期，當局興建地鐵觀塘線，而九龍灣
業安工廠大廈亦於1980年落成啟用，
是房委會現有六座運作中的工廠大廈之
一。九龍東在最高峰時期，還有多座早
期興建的舊式政府徙置工廠大廈，包括
佐敦谷工廠大廈、新蒲崗工廠大廈、觀
塘工廠大廈及九龍灣工廠大廈，但均於
十年前左右陸續拆卸或重建，現已改為
屋苑、商廈或公共設施等用途。 

政府徙置工廠大廈的興建源於
1953年的石硤尾木屋大
火，當時政府除了興建徙
置大廈安置受大火影響的
災民外，亦在各徙置區興
建多座徙置工廠大廈，安
置受清拆寮屋及平房區

影響的山寨廠、家
庭式作坊和小型工
廠，同時應付社會
工業發展的需求。
首座政府建造的徙置工廈為長沙灣工廠
大廈第一座，於一九五七年落成；至
一九七三年間，政府一共於港九新界興
建了八座徙置工廠大廈，由徙置事務處
管理，及後政府逐步清拆徙置工廠大
廈。而1980年落成的業安工廠大廈，也
安置了部分受長沙灣工廠大廈清拆影響
的租戶。

七十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因為廉
價土地及勞工的優勢，令香港的工業開
始北移，香港對工廈的需求減少；及至
90年代，香港工業式微，工廈開始發展
其他用途，觀塘有不少工廈重建和改建
為寫字樓和貨倉等。然而，香港仍有少
量的工業在僅餘的工廠大廈生存下來，
從事各式維修、五金、印刷等工藝及製
作手製產品，保留香港製造。全盛時期
房委會旗下共持有十七座工廠大廈，當
葵涌葵安、九龍灣業安、火炭穗輝及長
沙灣宏昌工廠這四間工廠大廈都拆卸重
建後，仍會繼續運作的，就只剩下屯門
開泰及葵青晉昇兩間工廠大廈，可謂一
個時代的終結。

業安工廠大廈的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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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下稱劏房租管)於2021年10

月正式通過成為法例，並預計於2022年1月開始實施。

不少街坊都面對居於不適切住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因此同事與觀塘區劏房街坊

過去一直十分關注劏房租管條例，透過與居民一起成立的「觀塘劏房居民關注組」

及參與聯區組織「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積極監察條例的立法進程及時間表，希望

法例可以真正全面、有效地保障及改善劏

房住戶的租住權益以及居住環境，當中的

行動包括約見立法會議員、舉辦地區論

壇、請願及記者會等。 

房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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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連同平台成員於8月份與立法會
條例修訂小組主席鄭泳舜議員會面
要求議員就條例提出更能保障住戶的
修訂

觀塘劏房居民關注組於10月份分別舉行
記者招待會及到立法會門外請願 要求
政府加強劏房租管規管力度

與不同地區的劏房關注組於9月份聯合舉行 民間劏房租管
論壇 指出劏房租管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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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專欄

照顧照顧者平台於10月推廣照顧者月來到尾聲，

平台於10日30日舉行了「照顧者感謝祭」，透過市

集、照顧者服務體驗、社區照顧分享會，讓社會上有

更多人關注照顧者的處境。

承接去年照顧者月的經驗，平台希望藉舉辦感

謝照顧者活動，繼續推動照顧者身份認同。因此，照

顧者市集分別有不同的檔主參與售賣一些可以支援照

顧者的產品，我們神愛關懷中心亦有街坊參與市集擺

檔，主要售賣照顧者友善的產品，如手工梘等貨品。

照
顧
者

感謝祭當
日吸引了很

多

不同的照顧
者和被照

顧者前來參
與活動。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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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祭當日分別有市集、喘息體驗活動、托兒服務。

照顧者服務體驗是為照顧者放下照顧工作、暫時放下照顧者身

份而設的，活動希望照顧者可以有一刻的喘息的空間。社區照顧分

享會邀請幾位不同的學者分享有關香港社區照顧的現況，而當社區

上的照顧支援仍是不足的時候，照顧的壓力與責任往往都壓在照顧

者的身上。嘉賓與現場照顧者一同探討怎樣的社區照顧才可以有效

的支援照顧者，以及如何建立一個照顧者友善社區。另外，感謝祭

設有托兒服務，讓照顧者可以暫時放下照顧責任，好好地享一日的

活動，當日反應亦非常熱，吸引了不少公眾人士前來參與。 



何謂「職業性肌肉筋骨勞損」？
按職業安全健康局的定義是指患者因工作而須經常進行重複而用力不適
當的肌腱活動，或因工作時姿勢不正確，而造成肌肉筋骨的磨損。造成勞
損的原因，可以是因單一次的意外引致肌肉筋腱發炎，但大多數成因是由於
日積月累的磨損造成。由於勞損初期，患者往往忽視身體響起的警號，主
觀地認為多休息後情況便會得到改善，特別是年輕患者，因
此當他們決心求醫時，病情多變得重而纏綿難癒。

各行業常見的筋肌勞損狀況：
職業性肌肉筋骨勞損想發生在需要頻繁及重複動作的行
業，例如文職、收銀員、機械維修工人、理貨及倉務
員、廚師、建築工人、醫療護理員等。

醫療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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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配員
手部經常維
持一個重複
的包裝動作

建築/運輸工人
經常需要用力抓舉
物料及彎腰動作

理貨員
經常用力抓緊
及捏着物品

廚房工人
需要屈曲手腕
及維持重複用
力的切肉動作

資料輸入員
經常保持固定的
上肢姿勢及重複
的打字動作

醫療護理員
彎腰扶抱病人

肌肉職業性肌肉筋骨勞損



醫療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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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骨勞損大致可分初、中、後期三個階段：

預防方法

僱主

˙改善工作場所的設 

 計，提供可調校高度 

 的檯椅來配合工作， 

 盡量避免過度伸展、手

 腕屈曲及扭轉等動作。

˙改善工作安排，編排 

 輪流作不同的工作， 

 令工作範圍多樣化， 

 也可減少固定或重複 

 動作。

˙提供足夠的短暫休息 

 時間，避免僱員過度 

 勞動。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九龍觀塘協和街60號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大樓地下

(港鐵觀塘站A1出口)

預約電話：2343 7133

僱員

˙足夠休息，讓肌肉筋骨得到足夠的休息以免積聚疲勞。

˙利用休息的時間做一些舒展運動，鬆弛筋骨，以舒緩肌肉疲 

 勞工作所需要的物件應集中在可觸及的範圍內，避免經常轉 

 身向後伸展。

˙應盡量選用適當的工具和儀器，來減輕緊握物件時肌肉所發 

 的力度。

˙盡量善用機器輔助工具如手推車來搬運重物。

˙進行提舉搬運的工作時，應盡量用大肌肉來發力，減輕受傷 

 機會。

˙盡量避免作容易損害肌腱關節的動作如手腕屈曲或扭轉、經 

 常彎腰、過度伸展等動作。

˙避免固定的姿勢，如坐或站立過久，應稍作轉身或走動來舒 

 緩局部收壓的部位。 

初期

中期

後期

受損傷部位在工作時可感到疼痛、疲勞，但到晚上或休息
過後，症狀可隨之消失。

工作時疼痛及疲勞感加深，並持續到晚上。因症狀持續，
往往會減低工作速度來遷就。

休息時仍感疼痛、疲勞以及虛弱，以致不能入睡及不能完
成輕微的工作

如發現出現職業性肌
肉筋骨勞損，請及早
就醫！



兒童專欄

關
懷
頻
道

13
有見於疫情建議持續，經過兩年的學習真空期，基

層學童的學習成績明顯倒退，加上缺乏課後支援，

他們無法追趕課程，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中心今

年嘗試與6間中學(香港華仁書院、嘉諾撒書院、瑪

利曼中學、九龍華仁書院、陳瑞祺(喇沙)書院、香

港培正中學)合作，進行每星期一次的網上補習，

超過90位中學生和40位基層兒童參與。計劃改名

為 ‘Re-sume’‘We-zoom’: 意即藉著社區的力

量、透過網上視訊平台，讓觀塘區的基層兒童重回

學習的軌道，回復學習的樂趣。

中學導師正在用網上視訊平台和分
享屏幕，為基層兒童進行補習。

中學導師製
作的筆記圖
文並茂，基
層兒童學習
英文時就更
容易和有動
力了。

We’-sume 支援基層兒童
學習計劃



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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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參與義務補習的小朋友，
係我「話知你星人」呀！
我聽講Wesume義務補習開始咗近幾個月
了，寫封信話我知補習後大家情況如何啊? 
  
網上單獨補習能對學習有幫助嗎?
今年學習/成績有甚麼轉變嗎?
有進步? 學習內容艱難成績倒退?
你有甚麼想對小老師說的嗎?

又係我 呀！話知你 星人



話你知星人最鍾意識感
恩、講多謝的小朋友啦!
睇到大家用心寫的來信，
覺得好感動~

15

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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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

申請資格：
1. 家庭總收入符合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非長者家庭 
(可獲減一半租金)

非長者家庭 
(可獲減四分之一租金)

長者家庭 
(可獲減一半租金)

家庭總收入低於公屋入
息限額50%；或
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過
25%；或
家庭總收入介乎公屋入
息限額50%至70%之間，
同時租金與入息比例超
過15%。

家庭總收入低於公屋入
息限額70%，但不低於
50%；或
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過
18.5%，但不超過25%。

長者家庭總收入低於公
屋入息限額70%；或
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過
18.5%。

*長者家庭指所有家庭成員年滿60歲或以上。

2. 戶主及家庭成員並無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
3. 現居單位的面積不超過其家庭人數的最高編配標準。
4. 戶主及家庭成員沒有領取包括租金津貼在內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公屋租金援助
計算機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批核結果以香港房屋
委員會及房屋署為準。

援助
計劃

˙合資格申請人可獲減四份之一或 

 一半租金

˙減租之年期為兩年

˙對象：有經濟困難的公屋租戶

如欲申請租金援
助，可到屋邨辦事
處索取申請表格。

房委會熱線  
2712 2712

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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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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分別於30/10及20/11在大埔六鄉學習園地的「照顧者感謝祭」及神
愛堂擺檔，反應熱烈，感到大埔人及教友們對我們產品的支持。你們的支
持，是對SOCY STUDIO婦女手作的認同，讓我們更有力量繼續製作更多產
品。

臨近歲晚，家家戶戶都準備「大掃
除」，為了清潔不同地方，我們總會預
備許多類型的清潔劑堆滿儲物櫃。
SOCY STUDIO推出「大掃除福袋」，
推廣用最少又最環保的清潔用品清潔家
居。
包括：紅白藍手挽斜孭兩用袋、多用途
清潔劑（洗潔精）、工業用梳打粉、清
潔皂、「環保清潔小知識」單張

社區生產隊- SOCY STUDIO

大掃除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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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產隊

女兒繫—手作頭飾
「女兒繫」是SOCY STUDIO其中一
個成員的手作頭飾品牌，名字源於媽
媽為女兒製作喜歡的頭飾。新春將
至，「女兒繫」特意製作富有新春色
彩的頭飾。

SOCY車縫隊
我們為「照顧者感謝祭」
特意製作一條可調校長短
的圍裙，希望讓大家知
道，家庭照顧責任不只一
個人去承擔，而是一家人
一起去承擔。

上述產品歡迎訂購
及查詢，亦歡迎大
家向我們訂製專屬
你的產品！

socystudio_ktmss

socystudioktmss



ၚ㵕ݢᚆࢩෛࣳᙜᅘዖఘᐒ䨝制丆ํಅๅ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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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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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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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 日
( 星期三 ) 
早上 9:15-11:15

本中心 為長者提供免費剪髮
服務 

為長者提供
免費剪髮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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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基礎剪
髮學習班

日期：12月 20 日
2月 14 日 ( 逢週一 ) 
早上 10:00 - 
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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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120 
查詢：趙姑娘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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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事介紹＋活動花絮

大家好，我係阿毅， 
之前在機構另一單位做劏
房家庭支援服務，對基層
打工仔的支援工作都富有
經驗。十二月開始我加入
神愛關懷中心，希望同大
家認識，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係於10月
到職的社工Kenneth,主要
負責食物援助服務，很高
興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與
大家一同服務，其望與大
家一起並肩同行！
我過去曾於其他機構

提供食物援助服務工作，
一直關心勞工、貧窮及福
利等問題。

大家好!我係10月入職
的工友 “津津”，好榮幸
可以加入神愛關心中心，
成為呢個大家庭的一員，
我平時鍾意食嘢，由其係
辣嘢，希望以後可以多D機
會同大家分享美食。

新
同
事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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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入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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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期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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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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10月6日關注組成

員一同看施政報告

直播並一起分享期

望和討論政策。

同工與義工在9月至12月期間，數次

帶著防疫物資在觀塘街頭探訪清潔

工。由於清潔工多為長者，不懂下

載和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對工作和日常生活造成影響，圖中

同工和義工正在協助長者下載。

長者義剪服務義工參與人數增加，

義工們相當期待下次的活動。

外 展 社 工 探 訪

長 者 義 剪
服 務

兒 童 權 利 關 注 組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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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們，希望你

地都可以為自己而

煮一餐，令自己食

得開心的美食。

招聘會當日借用觀潮浸信會教會

5樓禮堂進行活動

招聘會當日有

分時段進行行

業分享會環節

街坊於觀塘一帶為

招聘會活動派發宣

傳單張

舉辦招聘會前擺設

街站作宣傳

照 顧 者 頻 道 @
一 齊 煮 下 野

街坊義工協助求職

者填寫申請表

招 聘 會

當日有設置就業資

訊欄讓求職者了解

各工種及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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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 
電話：2342-2322    傳真：2342-2363 
地址：九龍灣宏開道八號其士商業中心 
 10/F 1014室
服務範圍：安達邨、安泰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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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出口)
服務範圍：觀塘市中心、瑞和街、雲漢街、 
  觀塘工業區、翠屏、四順、秀茂 
  坪、和樂邨、月華街、寶達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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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霞、坪石、佐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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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 
電話：2342-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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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範圍：花園大廈、樂華、宜安、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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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統計資料 (2021年9月至2021年11月)

新增服務人數 3,790 個案數目 1,183

累積服務人數*
08/2021-11/2021

5,188 派出餐次 15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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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名單

1. 直接購置米糧、罐頭、粉麵及麥片等食物送至 
 本中心。
2. 善款捐助可致電2727 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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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統計資料 
(2021年7月至2021年9月)

個案數目 30

服務人數 59

派出餐次 1,936

食物募捐統計
2021年7月至2021年9月

食物捐贈 米  521公斤

 粉麵  40包

 麥片  120包

 罐頭  34罐

捐贈人次  40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教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社區 Chan Man Yin Lo Yuen Yee Leung Kwok Yip

人士 譚江明先生 譚祖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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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9月)

你也可參與捐助﹗

$ $感謝您



面對先天的缺陷，難免叫人自怨自憐，不過，阿英卻選擇積極地
面對她「不完美」的人生。
阿英是一名60歲出頭的獨居長者，因她特殊的身體狀況，天生

外表與他人不一樣，說話表達亦不太清晰。當阿英面見社工時，她會
儘力表達自己的想法，有時配合一些身體語言和文字，看得出阿英是
很努力想與人溝通。我們認識阿英是因為她來中心申請食物援助，經
多次接觸下，了解到她的經濟狀況十分拮据。因為阿英是殘障人士，
一直以來在求職上都受到歧視，無法找到全職工作。現時只靠一份炒
散的派傳單工作維生，每星期只有星期六、日可以上班，月入一千多
元。另一方面，因為阿英未達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年齡，現時只能申
請到每月二千多元的傷殘津貼。故此，阿英每月的生活費只有三千多
元，縱然生活已經非常節儉，但每月的基本支出已耗盡她的收入，更
遑論儲蓄，戶口存款長期只有數千元。雖然生活比一般人艱難，但阿
英仍十分積極地面對自己的人生。阿英訴說自己故事時並沒有怨天尤
人，反而多次為著生命中遇上許多曾幫助她的人而感恩。她亦希望靠
自己的能力去工作，不想單靠政府的援助來生活。
然而，最近阿英患上俗稱「生蛇」的帶狀疱疹，不單花了一筆醫

療開支，亦因為身體的疼痛導致數星期未能上班，在「手停口停」的
情況下，突如其來的疾病使阿英的收入大減。同時間，阿英用了四、
五年的手機不幸壞了，原本已花費了數百元去維修，可惜用了很短的
時間，電話再次壞掉，阿英惟有購買一部新電話，多了一筆支出，經
濟壓力更百上加斤。
阿英每月的生活費約需要三千元，最近身體的狀況使阿英不能工

作，加上儲蓄有限，種種情況使阿英陷入巨大的經濟壓力中。如你有
感動向阿英提供一些幫助，譬如是支援她一至兩個月的生活費，相信
能帶給阿英莫大的溫暖。施比受更有福， 願上帝祝福你！

人間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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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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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開放時間

神愛關懷中心

勞工法例及
強積金熱線
2727 6036

中心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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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10am-1pm

2pm-6pm

7pm-10pm

一
3

3

二

3

3

三
3

3

四
3

3

五

3

3

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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