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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持續兩年多，最新第五波疫情更是自疫情爆發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香

港經濟再受打擊。今期關懷頻道希望和讀者一起探討疫情下修訂的僱傭條例、

香港政府對失業人士的支援是否足夠，以及簡介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和防疫抗

疫基金的內容。有見近日確診的數字仍然高企，同工亦撰寫文章介紹有關居家

隔離要注意的事項。期望關懷頻道能陪伴讀者渡過「疫」境，相信只要保持正

面，難關終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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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個月，政府推出連串措施，務求推高疫苗接種率。其中一項措施，
是修訂「僱傭條例」，容許僱主解僱沒有接種疫苗的員工，保障僱主作出
相關解僱時，將不屬於「不合理解僱」，從而規避部份解僱補償。

按現時法例，如僱員連續性受僱滿兩年或以上，僱主倘若以不合理的理由
（例如︰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並非因為員工工作能力或個人行為、非因
為結業或裁員等）解僱僱員，僱員除了代通知金、年假等補償外，可另向
僱主追討「終止僱傭金」，該計算方法為「最後一個月／十二個月平均月
薪 X 2/3 X 年資」，以上條文即使未必能減低僱主作出不合理解僱的機
會，但至少能讓僱員得到若干保障，當僱員被不合理解僱時，亦有法理基
礎追討賠償。

唯在第五波疫情下，政府提出僱傭條例修訂草案，草案令僱主解僱未有接
種疫苗的員工時，員工將不享有追討終止僱傭金賠償的法理依據。在新規
定下，如員工因為未有接種疫苗而被解僱，就只能獲得以下賠償︰
1. 通知期／代通知金
2. 累計年假薪金
3. 按比例年終酬金 ／ 雙糧 ／ 花紅（視乎合約條款）
4. 長期服務金（連續性受僱滿五年或以上方可享有）

以上修訂草案仍待立法會審議，直至截稿一刻（3月24日）仍未在立法會
通過。修例的生效日期和內容有待落實。而坊間亦有公司開始要求員工接
種疫苗，否則將會作出解僱，不少基層工友將會受到修例的影響

疫苗的副作用至今仍困擾很多街坊，一些街坊接種疫苗後出現不同程度的
反應，對身體做成實質的影響，以致部分街坊基於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未
有信心接種疫苗，其決定應該受到尊重和諒解。政府應該設法提供更多科
學數據，清楚解釋疫苗可能引致的副作用，及提供足夠的支援，協助接種
疫苗後身體出現不良反應的市民，以減低市民的疑慮。削減基層工友的保
障並沒有解決市民的根本關注及需要，只會將工友推向更邊緣的處境。基
層工友在勞資關係上一向處於弱勢，修例只會進一步削弱工友的權利，令
工友失去僅有的保障。

2727 6036勞工權益熱線 電話：

僱主解僱未有接種疫苗員工，將可視作「合理解僱」！

修訂僱傭條例

另外提提你︰檢疫及隔離令或將計入有薪病假計算！
是次修訂，除疫苗相關修訂外，還有另外一項修定 — 將檢疫令及隔
離令納入「有薪病假」保障範圍，勒令僱主需要向僱員支付隔離或
檢疫期間的病假工資。上述內容同樣仍待立法會審議，需要大家多
加留意。

如街坊面對勞工法例的疑難，請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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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失業者手停口停
香港告別2021年之際，迎來新冠肺炎
疫症出現以來最嚴重的第五波疫情，病
毒在社區中大規模爆發。2022年初開
始，政府執行一連串嚴厲的防疫措施，
關閉多個行業處所，飲食、娛樂、健身
等行業首當其衝。從事這些行業的打工
仔隨即面對手停口停的困境，面對失
業、無薪假的工友不絕，因疫情而威脅
到生計的家庭數之不盡。
 
過去兩年香港爆發過四波疫情，每波
疫情，基層打工仔都首當其衝，因為
防疫限制影響生計，而坊間不論是社
福界，抑或是工會團體，都曾紛紛向
政府建議，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可惜
過去兩年，政府仍然沒有聆聽社會聲
音，拒絕回應訴求。如今直接受害

的，就是眾多手停口停的打工仔。如
今第五波疫情大爆發，雖然政府終於
回應民間訴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
一筆過一萬元的援助金，在資格要求
與力度方面，都與基層打工仔的需
求、民間的聲音大相徑庭。
 
疫情嚴峻，預料失業率即將大幅攀升
下，我們不妨回顧及分析香港社會福
利制度對失業的支援，以及參考他山
之石，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如何可以
借鏡到香港的困境中。
 
香港目前對失業人士的支援
過去兩年社會受疫症衝擊，個別行業
失業率超過10%，數十萬人失業。而
目前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並沒有一個

防疫抗疫基
金能否救基

層？

失業保險可
行不可行？

社福界不同團體舉行
聯合記者會 批評政
府抗疫政策漠視基層
生活需要



針對失業的支援項目。在僱員
被解僱時，僱員僅可獲遣散費或長期
服務金的法定補償，但補償金額不足
以協助僱員渡過失業難關。而過去兩
年，政府僅推出過「失業借貸」(百分
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讓失業人
士借款生活，雖然勉強應付面前的經
濟困境，但卻增加他們的負債，對解
決基層市民的生活需要，效用成疑，
在第五波疫情對經濟帶來更大的打擊
下，市民均期望政府向失業人士作更
大承擔。
 
近日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政
府終於提出向短期失業人士派發一次
性一萬元的失業援助。但旋即被坊
間批評，支援力度遠遜於「保就業計
劃」（僱主可憑每名僱員人數向政府
每月申請$9,000，而且沒有規定必需
要分發予僱員），同時一萬元的金額
亦肯定不足以讓失業家庭渡過第五波
疫情。再者，目前失業援助計劃只保
障短期失業工人，並以強積金供款狀
況作為失業證明，坊間擔憂最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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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友，例如手停口停的炒散、
開工不足的街坊，或將無法領取
援助。
 

而恆常的福利制度方面，如因為失業
而陷入經濟困難，市民只能依靠政府
或社會福利機構的服務支援，例如短
期食物援助、綜援等等。這些援助僅
提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支援，且大多
需要資產入息審查，而綜援有嚴格的
資產限制，只支援非常貧乏的家庭，
對於原本有少許積蓄的家庭，由失業
到符合申請綜援，中間需要經歷一段
時間耗盡家庭積蓄才可符合綜援的資
產審查，在這個過程中家庭在沒有任
何政府的現金支援下，僅靠積蓄渡
日。結果是積蓄耗盡、生活開支大幅
壓縮，甚至搬遷至較差的居住單位，
令家庭的生活質素驟降，應對逆境的
能力大大減低。
 
從政府財政的角度而言，綜援、短期
食物援助等支援都是由政府財政獨力
承擔。截至2021年7月因為失業領取
綜援的人數比起2020年疫情爆發前，
上升超過5成，個案接近20,000宗，
相信因著第五波疫情的措施，失業數
字會進一步上升。在可持續運作的考
慮上，單靠政府的財政資源，難以支

基層街坊與社福界舉行記
者會 要求增加失業人士
經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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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一套足以保障到打工仔的失業援助
制度，在政府財政能力下降時，打工
仔的保障亦必定會受到影響。
 
目前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僅僅提供個
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支援，政府將生存
保障等同於失業援助，難以對應龐大
失業人口的需要，也反映制度有欠周
全，對社會與家庭的長遠發展有負面
影響。  

國家/地區 設立年份 供款比率 申請條件 保障金額 領取期限
日本 1947 僱主僱員

雙方月供
收入0.1%

僱員在兩年內供款
達12個月，不論自
願或非自願失業均
符合申請資格

過往入息
50%-80%，
上限約為港
幣$18,000

90-360日；期間該名失
業僱員需參與求職活動

德國 1927 僱主僱員
雙方月供
收入1.2%

僱員在過去30個月
供款達12個月，只
限非自願失業才符
合申請資格

過往入息的
60-67%，上
限約為港幣
$42,000

半年至兩年不等；如超
過領取失業保險限期仍
未尋獲工作，失業僱員
亦可以向政府申請經濟
審查式的失業援助

加拿大 1940 僱主供款
2.21%
僱員供款
1.58%

過去一年工時超過
420-700小時，只
限非自願失業才符
合申請資格

過往入息的
55%，上限
約為港幣
$15,000

14-45周，需要每兩周
提交求職證明

*資源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 選定地方的失業保險制度

他山之石︰失業保障在全球非常普遍
香港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發達城市，
勞工法例既不能保障僱員免於被隨意
解僱，更沒有健全的失業保障制度。
環顧全球203個國家或地區，共有98
個國家或地區設有失業保障，這些保
障以不同形式運作，例如多方供款、
中央基金，強制形式、政府注資等
等，這些保障一般設有時限，而保障
金額就以個人失業前收入的某個百份
比，或該國家／地區的工資中位
數計算。我們以亞洲、歐洲和美
洲一些國家為例，簡述其失業保
障制度。

疫情及防疫措施影響經濟 店
舖紛紛結業 本港失業率節節
上升 圖片來源 hk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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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個國家，失業保險運作行之有
效逾半個世紀，在疫情爆發的兩年期
間，雖然國民因為各種防疫手段、經
濟變差而失業，但由於這些保障運作
多年累積相當的儲備或盈餘，例如加
拿大的「失業保險」截至2019年有
近港幣291億累積儲備，而面對2020
年疫情衝擊，截至三月雖然有港幣59
億虧損，但仍然可以維持穩定運作，
保障國民失業時的生活；而德國，雖
然2020年因為疫情，失業保險錄得
2,419億港幣赤字，政府需要提供611
億港幣貸款，但國民可獲穩建的失業
保障的同時，政府亦不需要負上百份
百財政承擔。
 
除以上三國外，全球各地有許多不同例
子可供參考，證明失業保險制度可以持
續運作，既有助國民渡過失業難關、保
持一定程度的生活質素之餘，亦作為一
個穩健獨立的財政制度，令失業支援責

總結 – 穩健制度才可令市民安身立命
坊間近年紛紛倡議一個可持續的失業援助制度，筆者相信要在本港建立一套
多方供款的失業援助制度並不困難，因為香港社會對雙方供款、強制勞資雙
方參與的計劃並不陌生。而要設立失業援助，不單單因為要對抗疫情這種百
年一遇的重大社會衝擊，而是要完善香港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藉建立基本
生存需要以外的多重社會保障，讓市民在經濟動盪及愈益頻繁的社會風險
下，得以安心並有尊嚴地生活。筆者堅信，一個健全、可讓打工仔安身立命
的失業保障制度，是值得社會共同建立。

任不至於完全落到政府財政上。
 
反觀香港，政府拒絕回應民間提出設立
失業援助的訴求，卻辯稱香港勞工法例
設有國際鮮有的「遣散費」和「長期服
務金」法定補償，但筆者認為，遣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作為僱員被解僱的賠償，
或僱員退休時僱主的答謝，不應與政府
提供失業保障的責任混為一談。而政
府在過去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短
短兩年便花費公帑超過2,014億，而當
中「保就業計劃」佔去911億元，但失
業及開工不足的打工仔幾乎不獲任何直
接支援。如果政府在每次社會出現危機
時，只懂頭痛醫頭、架床疊屋，建立不
同「計劃」、「基金」應對，既令市民
對生活的城市沒有安全感，亦令政府財
政不穩健。以上各國經驗與香港比對，
更能反映出一個獨立、健全的失業援助
制度，對人民生活保障及政府財政穩健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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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政府決定發展位於觀塘北與西貢交接的安達臣
石礦場，發展為一個能容納接近8萬人口的新社區。由於安達臣區
位處山上，鐵路網絡未能到達，居民需往返就近鐵路站均要轉乘巴
士及小巴等交通工具。加上觀塘是早期發展的社區，人口已十分密
集，區內交通擠塞問題更響負盛名，全港皆知。

在規劃過程中，政府設計了多條行人走道連接山上及山下，希
望居民能夠在安達臣新發展的屋邨使用這些行人系統往返，繼早年
已使用的安泰邨和安達邨通往四順及秀茂坪區的高聳入雲的升降機
塔後，去年接連秀茂坪曉育徑及曉麗苑的兩組行人扶手電梯亦已落
成啟用。今次小編希望向大家介紹這兩組扶手電梯的詳情。

於2017年觀塘區議會通過議案興建秀茂坪梁式芝書院旁邊至翠
屏曉明街的扶手電梯，工程於2018年開展，歷時3年，這條有蓋扶
手電梯在2021年9月1日正式啟用。扶手電梯長約160米，是現時香
港第三長的扶手電梯，僅次於半山電梯及海洋公園登山電梯，完成
整個行程需時5至7分鐘，扶手電梯的當眼處也貼出告示，指每天運
行時間為早上6時半至晚上11時半。

在 扶 手 電 梯 興 建
前，連接曉光街至曉明街
只有一條窄長的山邊樓
梯，由於樓梯兩旁佈滿大
樹，樹葉遍地，下雨時更
相當濕滑，容易跣倒，要
行完整條樓梯需時十分
鐘，居民出入非常不便，
尤其對長者來說甚是吃

力。因此扶手電梯建成，較以往省時一半，而且環境光亮較安全，
方便不少長者。除了便利市民上落外，亦可減少出現治安問題，保
障市民安全。然而，電梯落成初期經常出現故障，被傳媒譏諷為豆
腐渣電梯。

上圖為連接秀茂
坪曉光街至曉明
街的電梯 屬本
港戶外第三長的
扶手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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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扶手電梯位於曉明街至翠榕樓一帶，於2022年1月
24日正式啟用。同樣扶手電梯當眼處也有貼出告示，指每天運
行時間為早上6時半示晚上11時半。扶手電梯未落成前，曉麗
苑通往翠屏邨是沿地藏王古廟落的一條小路接通，現在電梯落
成，便利了居住曉麗苑至翠屏邨的街坊往來，現時已有路牌指
示，讓街坊清晰可見沿路的路線及可通往之地點所在。

扶手電梯建成，相信一定程度上能方便居民往來，避
免日曬雨淋情況，或許亦可減少使用短途車輛的需求，但
居住山上的居民與市中心的距離甚遠，多條電梯未必能令
居民快捷便利往返居所與市中心。當年有議員批評這些行

人走道設計迂迴，中間途經太多屋邨，居民
難以一氣呵成直達，按政府官員當年回覆議
員查詢時提及，預計居民需用接近1小時才
可以由起點到終點，這大大削弱居民使用的
意欲，最終電梯只會成為鄰近兩邨或商場街
市之間的連接途徑，與原意有所徧離。這樣

的設計同時亦未能完全緩解區內交通網絡的壓力。觀塘行
人網絡及交通問題困擾居民多年，居民都期待有徹底的解
決方案及實質改善，期望政府能認真回應居民的訴求，落
實措施滿足社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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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 2 0年香港貧窮

情況報告，在政府政策介入

後，189,000個貧窮兒童得以

「脫貧」。為了解香港貧窮

兒童真實情況，以及學校疫

下持續停課帶來的影響，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學聯）於2022年1至2月進

行網上問卷調查，收集基層兒童在疫情下的身心學習發展情況，並在2月18日

進行調查發佈會，促請政府正視基層家庭需要，增加支援服務及資助。

調查結果顯示，41%受訪家庭每月花$2000或以上在子女學習支援方面，

主要包括功課輔導班、補習班，平均每月花費為$2269.5。兒童一旦生病需要

醫療開支時，有近80%家長表示未能應付突如其來的醫療費用。

疫情下，基層家庭兒童的身心靈、學業成績及社交發展都較疫情前差。

其中，學業成績及視力問題最為嚴重。學校疫下持續停課，調查發現學童改為

上網課後，超過七成半兒童出現學業成績

倒退。兒童遊樂設施關閉、新網上學習模

式、被迫困在家中等，使逾半兒童經常出

現負面情緒及社交能力倒退。

「疫情下，基層兒童的
身心發展，學習情況及
政策支援」調查發佈會

調查發佈會中 觀塘街坊以視像形式接受訪談

關
懷
頻
道

社會行動快訊

聯席建議：
（一）政府應為基層兒童提供學習支援津 

貼，以助他們的身心發展及學業需要

（二）設立獨立的兒童津貼項目，「在職

家庭津貼」兒童津貼應與工時脫勾

（三）增設兒童醫療券，讓兒童生病時，

能得到適切治療

（四）長遠而言，應為基層兒童設立兒童

發展戶口計劃，基層家庭與政府共同供

款，長遠支援兒童的教育開支



照顧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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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照顧照顧者平台於2月應理工大學和社聯的邀請，出席了『「照顧者」社

區應援  社創研討會暨「好橋招募計劃」簡介會』網上研討會部分，兩位平台

代表介紹疫情期間舉行的兩期「送給自己1小時」聯區網上活動，分享如何透

過活動連結不同的兒童照顧者。此外，平台關注兒童照顧者於疫情下所承受的

各種照顧壓力，透過活動讓她們釋放壓力，並讓他們感受到社會上有很多人與

自己一樣承受著相似的照

顧壓力，知道自己並非孤

單一人。活動也希望提供

一個反思的機會，讓照顧

者察覺自己的需要，意識

到照顧他人的同時也需要

被照顧。

致照顧者

中心早前舉行了兩期「送給自己

1小時」活動，活動分別以兒童照顧者

自身的意識覺醒出發，一同探討不同

國家的兒童照顧者政策及服務，從中

引發參加者對未來倡議兒童照顧者政

策的想像。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主要病徵是發燒，咳嗽，流鼻涕，喉嚨

痛，發熱發冷，作悶，嘔吐，腹瀉，四肢乏力及頭痛。八成

新冠患者屬於輕症，大部分可居家治療，自然康復。而有部

份引致肺炎或嚴重呼吸系統感染，病情會比較嚴重。應密切

留意身體狀況，如出現呼吸困難、嘴唇發紫、心口痛、心跳

加速、神智突然轉變或模糊、持續發高燒、抽筋跡象或進食

困難等徵狀，應馬上召緊急救護車送院。

醫療健康專欄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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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家人確診感染，同住家庭成員需注意以下事項：

1. 記錄病徵開始的日期和時間，每天觀察及記錄有沒有增加症狀。

2. 留意體溫變化、進食量及大小便的次數及量。

3. 正常溫度為36.5-37.5度，如懷疑發燒，隔四小時量度體温。微 

 燒、頭痛、喉嚨痛可以服用止痛退燒藥。

4. 保持健康生活習慣，多吃新鮮蔬菜生果，保持適量活動，充足休 

 息和睡眠。

5. 保持個人衛生

 確診者及照顧者應儘量留在同一房間並關上房門，不與其他家庭 

 成員接觸。

 不應共用個人物品，如餐具，水杯，漱口杯，牙刷和毛巾等。

 除進食外時刻配帶口罩。

自顧錦囊

個人
家
居



醫療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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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2152 1111/2125 1122 (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
民政事務總署：2835 1473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民政事務總署「居安抗疫」計劃24小時電話熱線：1833 019
強制檢測熱線電話：6275 6901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2019冠狀病毒病WhatsApp熱線」：9617 1823

1. 準備充足糧食及日用品

2. 與家人及朋友及早商討互相協助的方案，例如照顧不同 

 住長者的安排

3. 了解網上訂購日用品或外賣的方法及送貨安排

4. 預備清潔及消毒用品

5. 準備體溫計

6. 檢查近期的覆診期及藥物供應狀況，事先了解改期安排

7. 確保家中醫療用品充足，亦可預備看門口藥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覆蓋口鼻，掉棄紙巾到有蓋垃圾桶，徹底清 

 潔雙手。

6. 保持家居衛生

 應保持空氣流通，多打開窗戶，可使用HEPA 過濾器或空氣清新機。

 每天以1:99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家居。

 每日倒清水入地渠去水位，確保廁所去水渠 U 型隔氣長期儲水，防 

 止病毒散播。

及早安排 輕鬆應變

查

詢

熱

線



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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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知你星人知
道地球的小朋

友最近因疫情
，冇得出街，

又要打疫苗⋯

話知你星人好
想知道地球的

小朋友過得如
何？有冇關於

疫情的問題？
我早前化身為

網絡代碼，入
咗去由關注學

童發展權利聯
席(關學聯)舉

辦的「新冠病
毒100問」活

動。聽下大家
講咗咩先？   

            

話知你 星人又係我 呀！

新冠病毒100問

媽媽會容易好嬲，疫情之下
家中容易產生衝突（但我家
中的媽媽是很好的！）

13

疫情好多人冇嘢做，
舖頭好多都冇得開，
仲要冇得去旅行⋯



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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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日日都要帶口罩，
我所住的地方都有病
毒，所以嫲嫲不能來香
港，我好掛住嫲嫲啊⋯

因疫情不能夠去旅行，而且
上網課會讓成績下跌，有時
候聽不明白老師的講課⋯
新年時，又不可以聚集又不
可以拜年，在家中很悶，希
望可以快點能上學和去旅行

14

我今年十歲，打完針有咩
副作用？聽講剛打完針會
好痛，會發燒⋯
咁會唔會死架？三幾年之
後會唔會變畸型架？會不
會有咩身體突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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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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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仔臉上有眼淚，因
為我和媽媽不能夠外
出，不能踢足球，足
球場被圍住⋯

不戴口罩需要罰錢，
我自己見到沒戴口罩
的人也會擔心⋯

同心抗疫！！

不能去公園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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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

1. 紓解民困
˙ 提供一千元的電費補貼
˙ 額外發放半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 
 貼，在職家庭津貼亦會作相若安排
˙ 為參加202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 在今年5月至10月，「公共交通 
 費用補貼計劃」的門檻由四百元降 
 至二百元
˙ 租樓並無持有物業者，可享扣稅上 
 限十萬元
˙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延期至明年四月底，最高貸款額增 
 至九倍，上限提升至十萬元
˙ 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 
 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 
 總額一萬元的電子消費券

財政預算案

以上只節錄了部份是次預算案中的重點
內容，詳細內容可參閱財政預算案網頁
https://www.budget.gov.hk/2022/chi/

2. 教育
˙ 預留20億元，加 
 強支援基層家庭學 
 生網上學習
˙ 提升持續進修基 
 金資助上限至 
 25000元，並撤銷 
 年齡上限

3. 房屋供應
˙ 公營房屋：已覓得約350公頃土地 
 興建約33萬個單位，可滿足未來10 
 年的需求
˙ 預計2022年起計5年內，每年平均 
 落成量超過19000個單位
˙ 過渡性房屋：預計在今年和明年分 
 別約有4200個及11000個單位落成

4. 加強控疫防疫
˙ 220億元加大檢測力度 
 及支援醫院管理局
˙ 70億元增購防疫物資和 
 服務，實施防疫措施
˙ 60億元增購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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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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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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家庭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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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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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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填表:
2727 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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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

新冠肺炎疫情再肆虐，政府將推出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以支援
受影響業界及人士，紓困措施包括以下四類：

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

援助須關閉或經
營受收緊社交距
離措施大幅限制
的行業

包括在《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
所）規例》（第599F章）下須停業或有限度營運的處
所，如餐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健身中心、電影
院、髮型屋及理髮店等，資助金額是一月十四日推出
的第五輪基金的兩倍。援助受疫情重創

和間接受收緊社
交距離措施影響
的行業

1. 以營業處所為基礎發放資助的商戶，例如酒店、賓
館、洗衣店、洗碗工場等。2. 本地和跨境客運業的營運商及從業員，可獲一筆過
HK$30,000非實報實銷津貼。3. 指定項目的租戶可獲為期6個月75%的租金寬減。

支援為受重創行
業的從業員，以
及一直為抗疫作
出貢獻的前線人
員

1. 合資格的藝術文化及創意產業的自僱人士及自由工
作者可於今輪基金獲得一筆過HK$10,000津貼。

2. 導遊、領隊、文康體育導師和跨境貨車司機發放
HK$7,500至HK$10,000不等資助。3. 前線清潔及保安人員、機場工作的特定群組前線員
工和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提供每月HK$2,000
元的津貼，為期5個月支援短期／短暫

失業人士
1. 受惠目標為受第五波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中低收入全
職或兼職人士，當局亦會考慮發放援助予合資格的
自僱人士，而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條件：a) 申請時失業不少於一個月 b) 失業前的月薪不超過3萬元c) 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d) 沒有受惠於第六輪基金下的其他措施2. 推出新一輪「創造職位計劃」，在公營及私營機構
創造額外30 000個有時限性的職位，以協助失業人
士重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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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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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年新景象，在此SO C Y 
STUDIO祝各位街坊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虎年虎虎生威。疫
情持續嚴峻，相信各位香港人
會更重視個人衛生及家居清
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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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產品「大掃除福袋」，好開心今個新年我們接到12
份訂單，推廣用最少又最環保的清潔用品為家居做清潔。

我們推出的大掃除福袋非常豐富，包括有：紅白藍手挽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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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我們的產品，有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繼續生產
的動力~

大掃除福袋

社區生產隊
SOCY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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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 名額 收費 /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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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義剪 日期：4月 27 日
早上 9:15-11:15 *
活動會因應疫情狀
況而有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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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講座 -
陪月員 

日期：5月 6日 
晚上 7:30-9:30* 活
動會因應疫情狀況
有所更改 

本中心 向有意成為陪月員之
婦女提供陪月員入行
講座簡介，內容包括
產婦護理及嬰兒護理 

觀塘區基層婦
女 

費用：全免 
查詢：趙姑娘

兒童政策關
注組

日期：隔星期一
時間：
下午 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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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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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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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心‧頌
一下 

日期︰ 5 - 6 月
時間︰早上
形式︰實體

本中心 頌缽導師以聲頻共震
對應不同身體部位作
出調頻，重新感受身
體給予我們的訊息，
再好好作出回應。

基層兒童照顧
者 
名額︰ 10 人

費用：全免
查詢：黃姑娘

照顧者和諧
粉彩 

日期︰ 5 - 6 月
時間︰早上
形式︰實體

本中心 以用手指透過和諧粉
彩畫出不同的畫作，
讓照顧者可以有身心
放鬆治癒的感覺

基層兒童照顧
者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查詢：黃姑娘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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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 名額 收費 / 查詢
戲劇‧一
齊演

日期︰ 5 - 6 月
時間︰早上
形式︰實體

本中心 一共有十五堂，由言遇劇
團導師教授參加者不同的
演出技巧，和培養參加者
的聆聽技巧、演譯故事的
能力、形體技巧的鍛鍊表
演及團隊之間的默契。完
成工作坊後，將於 8月會
有兩場一人一故事劇場演
出

基層兒童照顧
者 
名額︰ 10 人

費用：全免
查詢：黃姑娘

照顧者心事
台 - 送 1 小
時給自己

日期︰ 5 - 6 月
時間︰早上
形式︰實體

本中心 活動透過靜觀呼吸練習，
讓照顧者暫時放下煩惱，
學習照顧自己身心，然後
再一起互相傾訴。

基層兒童照顧
者 
名額︰ 8人

費用：全免
查詢：黃姑娘

新同事介紹

各位街坊好呀，
我係黃生，剛成為天
糧網食物銀行嘅一份
子，平時主要負責接
聽電話，大家可能都
聽過我把聲喇，哈
哈！

新
同
事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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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入會申請 + 刊物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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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期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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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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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務隊九龍灣中心開幕典禮
自2021年8月起，「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獲社會
福利署轉變為恒常化服務，為配合服務的發展及個案數
量增加的情況，機構於九龍灣其士商業中心開設了新服
務單位為大家服務。
中心於2021年10月已正式投入服務，並於2021年12月
23日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當日邀請得社
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專員 顧國麗女士、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社會服務部副部長 鄧清麟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黃洪博士、前明
愛專上學院副教授 梁傳孫博士、基督教宣道會
社會服務處總幹事 劉國華先生及本服務處總幹
事 蔣志恒先生到臨主禮，衷心感謝各嘉賓在百
忙之中抽空到臨支持我們。
現時新服務點主要為啟業邨、麗晶花園、安達
邨及安泰邨的居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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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貧窮不斷，凝聚社區自強》食物援助服務調查發
佈暨扶貧研討會
自2009年起，中心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推行「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期間我們
持續與梁傳孫博士合作，進行服務評估及調查，並對香港的貧窮情況進行分析。
2021年12月23日，中心藉「天糧網」新服務中心的成立，舉辦了《貧窮不斷，凝聚
社區自強》食物援助服務調查發佈暨扶貧研討會，
邀請到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專員 顧國麗女士、香
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黃洪博士、 前明愛
專上學院副教授 梁傳孫博士及本服務處社區服務督
導主任 鄧寶山先生與大家分享香港的貧窮現況，及
地區為本扶貧工作的成效。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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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同製作新春

DIY - 一帆風順扇新年一齊zoom住做新春DIY，親子同媽媽都玩得

好滿足! 

長者剪髮人數日漸增加，義工們樂

於服侍長者

導師耐心教導同學們，從基礎開始

學習剪髮

兒童權利關注組

長者義剪服務 婦女剪髮班

社區教育活動
為使公眾關心「貧窮」問
題，中心不時會到學校及
社區進行公眾教育活動。
於2021年11月，中心獲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的邀請，在他們的「童軍繽紛日
2021」活動設置攤位及展板，向童軍們介紹香港的貧窮問題及拾落穗者—社區食物
銀行的工作，當中童軍們積極參與，並捐贈食物予社區食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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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00元
2人 18,700元 19,684元 369,000元
3人 22,360元 23,536元 481,000元
4人 26,100元 27,473元 562,000元
5人 26,880元 28,294元 624,000元
6人 29,400元 30,947元 675,000元
7人 29,400元 30,947元 721,000元
8人 29,400元 30,947元 755,000元
9人 29,400元 30,947元 835,000元
10人或以上 29,400元 30,947元 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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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寬資產限額適用於1/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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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業、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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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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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至2022年2月)

新增服務人數 4,863 個案數目 1,465

累積服務人數*
08/2021-11/2021

10,051 派出餐次 35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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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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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統計資料 
(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

個案數目 55

服務人數 99

派出餐次 3,288

食物募捐統計
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

食物捐贈 米  1,130公斤

 粉麵  3,954包

 麥片  334包

 罐頭  2,285罐

捐贈人次  約5,000人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教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廣源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筲箕灣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神愛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麗瑤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鴨脷洲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主恩堂-優閒一族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學校 觀塘循道幼稚園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稚園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九龍塘宣道小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聖公會慈光堂聖匠幼稚園幼兒園    

 五旬節聖潔會迦福堂 循道學校

公司/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杯水濟人 Damovo Hong Kong Ltd

機構/ Her Fund 婦女動力基金

團體

社區 CLeung Kwok Yip Chan Man Yu Leung Po Ching

人士 Chiu Suk Yee 譚江明先生 譚祖明先生

 蔡衛真女士 趙麗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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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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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參與捐助﹗

$ $感謝您



疫情持續整整兩年多，對於基層家庭打擊
尤其嚴重，不少基層家庭這兩年都過著艱難又
困苦的日子。大部份基層家庭都是由一位家庭
成員工作，另一位家庭成員負責在家照顧小
孩。同時他們很多都是從事工時長、工資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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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性行業。服務性行業正正就是最受疫情影響的行業，不少基層家庭往往
手停就要口停，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可知道他們的處境呢？
阿恩是一位基層家庭兒童照顧者，她一家居住於劏房多年，雖然一家每

月捱著昂貴的租金，生活困難，但也算過得去。家庭經濟由做飲食業的丈夫
承擔，而阿恩就負責照顧兒子。阿恩一直有參加中心的兒童照顧者活動，性
格開朗樂天。但受到疫情影響，丈夫開工不足，導致家中收入大受影響，生
活非常艱難，面對著持續嚴峻的疫情，加上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抗疫物資，
阿恩因而需要長時間與孩子留在家中抗疫，但劏房的居住環境狹窄，不少兒
童照顧者形容抗疫期間，她們與孩子都過著如同困獸鬥的生活，令阿恩感到
很大心理壓力，即使如此，這段時間她仍需要四處張羅抗疫物資和尋求社會
支援。
屋漏兼逢連夜雨，丈夫收入大減以致難以應付每月的租金，最近收到兒

子早前接受評估的結果，發現確診言語和讀寫障礙，需要接受各種訓練，但
訓練費用相當昂貴，他們難以負擔。作為父母最希望看到孩子健康成長，當
阿恩收到評估結果時，不單心情沉重，亦為家庭經濟難以應付昂貴的訓練費
用而感到難過。加上在疫情影響下，孩子一直需要在家學習，她根本不知道
自己可以怎樣教導孩子，內心相當著急又擔心。作為照顧者的阿恩，一直在
照顧他人，卻忘記了照顧自己，故她的身體開始出現不同的痛症，她卻每日
忍著腰痛繼續做家務及照顧兒子，擔起照顧家庭的重任。
誰來照顧照顧者？如果你有感動希望可以支援阿恩一家，無論於租金

上、抑或是兒子的訓練費用上，不管支援多少，相信都可
以為阿恩於這個無情的疫症下，帶來一些人間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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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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