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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府希望為香港「開新篇」，新特首上任後成立了四個工作小

組希望解決社會問題。其中兩個工作小組更與我們一直關注的扶貧及住屋問題

有關。今期關懷頻道我們嘗試探討一下其中由政務司司長領導下的「弱勢社群

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如何透過「師友計劃」、「個人發展規劃」及

「財政支援」協助2000名劏房兒童脫貧，並提出我們的建議。

觀塘市中心重建踏入最後階段，裕民坊將會於2023年第一季封閉，屆時

觀塘市中心的交通問題將備受關注，期盼整個重建計劃完成後能有效改善觀塘

區內的交通擠塞情況。

疫情已持續接近3年，但最近除了新冠病毒外，喉痘、瘧疾亦有機會影響

香港，市民亦要加倍小心，今期醫療專欄會帶大家認識一下這兩種傳染病。

最後，新年將至，在此預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健康平安！

編
者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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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惡劣天氣頻頻發生，狂風暴雨、烈日高溫輪
流上演，打工仔返工放工，甚至在戶外工作，在
職業安全方面，我們到底有何保障？我們先看看
以下兩個例子：

例子一 ：某地盤分判公司因為要「趕起貨」，
要求工友在八號風球下繼續趕工，工友被狂風吹
倒的建築物料打傷，這個例子中的僱主其實並不
違反勞工法例，頂多是需要負上工友工傷的賠償
責任，或面對工傷伴隨的民事追討，但這些賠償
一般由僱主法定購買的勞工保險負責，對僱主而
言，並無額外刑事責任。

例子二：一個修路工人因為天氣炎熱，工頭沒有安排休息時間及提供足夠飲用
水，引致工友中暑，繼而猝死，在目前的相關勞工法例下，即使不幸發生上述
悲劇，工友亦不受任何保障，不獲任何法定賠償。

從以上例子可見，在法例的層面上，打工仔在惡劣天氣下可獲得的保障並不
多，頂多就只有工傷保障。一般來說，工傷保障只涵蓋在工作期間的因工受傷
事故，然而，若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僱員
在上班前4小時或下班後4小時的時段內發生意外仍可計作工傷。只是，除了以
上的保障外，在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僱員就沒有其他額外保障或監管。勞工處
只為勞資雙方提供「颱風或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但顧名思義「守則」並
非法律，沒有硬性規定必須跟從，對僱主而言亦沒有約束力，僱主即使不依從
守則，亦不會有任何刑責。

另一方面，炎熱引致的熱衰竭、中暑則沒有納入僱員補償條例，即使在工作期
間中暑，引致永久損傷甚至死亡，都將不獲任何法定補償。

香港的勞工保障落後，沒有法例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多年來勞
工團體一直提出關注，政府依然未有意欲踏前一步。現時，政府只透過繼續宣
傳「守則」、在電視上播放教育短片、向僱主派發勞工處製作的季刊等軟性渠
道保障打工仔的安全，但這些方法是否有效，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在全球暖化、極端天氣頻生的情況下，政府應盡早制訂相關法例、並更新僱員
補償條例，以保障工友的職業安全，免得悲劇發生時才亡羊補牢，不幸事件已
無法挽回，家庭及社會亦承受沉重代價。

2727 6036勞工權益熱線 電話：

極端惡劣天氣頻生，打工仔有何保障？

如街坊面對勞工法例的疑難，請與我們聯絡。



關
懷
頻
道

3

主題文章

新政府上任不久便宣佈成立「弱勢社
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由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經過一個
多月的籌備，小組於8月尾公佈推出
「共創明Teen」計劃，為2000名居
於劏房的初中學生配對義務導師，制
訂個人發展計劃，並提供財政支援。
活動由10月開始，為期一年，導師會
向學生分享人生經驗，安排工作影子
計劃，培養學生正確理財觀念。計劃
具體安排如下：

˙ 師友配對：為每名學員配對一名義 
 務友師，與學員分享人生經驗，幫 
 助學員加強自信，以積極正向的態 
 度定下個人目標；以及幫助學員培 
 養正確理財觀念，有效使用計劃提 
 供的財政支援 

˙ 個人發展規劃：由友師啓發學員探 
 索更多個人發展的可能性，訂立行 
 動計劃，並在指導下善用財政資 
 源，實踐個人發展規劃

˙ 財政支援：每名學員將獲發5,000 
 元的啓動資金在友師的指導下使 
 用；成功完成計劃後另發5,000元 
 的獎學金，讓學員應用在計劃期間 
 學會的理財觀念，自行決定用途

計劃內容包括迎新活動，訓練課程    
(人生規劃、理財規劃、語文學習、
興趣培育、社交禮儀訓練等)，團體
活動(參觀企業或政府、公營機構，體
驗活動、義工服務等)，畢業典禮。

能否協助貧窮兒童擺脫跨代貧窮？

 「共創明Teen」計劃



新政府上場不到100日就已經推出計
劃，可見政府對有關工作的重視程
度，也反映處理跨代貧窮問題是本屆
政府的重點施政目標。計劃成效如何
還需拭目以待，正如司長指出友師的
質素是計劃成功的關鍵，如何招募具
質素及承擔的友師將是政府面對的首
要挑戰，而如何促進友師及學生的良
性互動及關係建立以達致計劃目標也
將是推行過程需要特別留心的部分。
然而，我們更關注的是，對於嚴峻的
跨代貧窮問題，近三十萬的貧窮兒童
人口，涉及的教育、社福等政策可如
何改善及配合以應對有關需要，而在
推行計劃的同時，政府會否針對引致
跨代貧窮的結構因素對症下藥，長遠
解決有關問題？因此，單靠這項計劃
是難以真正應對兒童貧窮問題，亦難
以達致弱勢學生擺脫跨代貧窮的成
效。

評論及建議
（一）計劃舊酒新瓶，受惠對象及年
期更遜舊計劃
政府早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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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對象為10至16歲或小四至中四的
清貧學生，學生與義務友師配對，建
立儲蓄目標，並訂立個人發展規劃。
每個計劃為期3年，至今逾2萬5千名
基層青少年受惠。「共創明Teen」
計劃比舊計劃的年期為少，只為期一
年，受惠學生不論在人數或年齡層均
更狹窄，估計成效亦會更為有限。

（二）計劃受惠人數覆蓋率不足1%
基層兒童
根據《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
政策介入前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多達
27.5萬，佔全港兒童人口逾四分之一
（27%），即本港每4名兒童便有一
人屬貧窮。而「共創明Teen」只有
2000名居於劏房的初中學生受惠，佔
全港清貧兒童比率不足1%，可謂杯
水車薪。

（三）計劃與社福機構重疊，政府角
色錯置
不少社福機構均有舉辦不同模式的師
友活動，興趣班，或個人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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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弱勢兒童有多元體驗的機會。但處
理跨代貧窮必需從政策，制度層面著
手，「共創明Teen」計劃的規模未免
與行動小組目標有太大差距。由政務
司司長帶領勞福局、教育局、民政及
青年事務局等成立行動小組，是否應
該推行涵蓋面更大的扶貧計劃？從制
度，政策上真正解決跨代貧窮問題？

對於改善跨代貧窮問題，我們
有如下建議：

（一）為基層兒童提供學習津貼，以
助他們的學業需要及身心發展
過去幾年在疫情影響下，學生的上課
時間減少了一半，對基層兒童打擊尤
其嚴重，他們跟不上學習進度，面對
學習疑難亦難以找到支援，對學習失
去信心，嚴重的甚至會放棄學業。政
府應在短期內為基層學生提供學習津
貼，讓他們能夠於學術或身心發展上
得到支援，打破資源的限制，減低疫
情對貧窮兒童造成的負面影響。

（二）「在職家庭津貼」兒童津貼應
與工時脫勾
職津內的兒童津貼應與工時脫勾，所

有符合入息條件的低收入或失業家庭
都能為家中每位兒童個別申請兒童津
貼，以長遠支援兒童的生活需要。

（三）為基層兒童設立兒童發展戶
口，穩定兒童的發展資源
建議政府參考新加坡和英國的經驗，
為兒童開立「兒童發展戶口」，讓家
長和政府共同儲蓄，戶口可用作補習
費、課外活動費、大學課程學費、或
考試費用等，讓兒童長遠的教育和發
展得到穩定資源，減少兒童因家庭經
濟造成不平等狀況。

（四）訂立減貧目標，檢討扶貧成效
過去政府設立扶貧委員會，每年交代
香港的貧窮情況，但一直沒有訂立
減貧目標，扶貧政策缺乏一個清晰
方向。期望政府設立一個具體減貧
目標，如將兒童貧窮率由27%減至
10%，甚至更低。以及設立具體指標
量度兒童扶貧成效，如清貧學生入讀
政府資助專上學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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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工業發展及市中心重建：
觀塘是香港第一個衛星城市。政府從1954年起，開展大規模填海

計劃發展觀塘成為香港主要工業區。為了配合工業發展的大規模人力需
求，不同的公共屋邨在觀塘區相繼落成，居住人口亦與日俱增。在最蓬
勃的時期，觀塘工業區擁有超過2000間工廠，工作人口多於十萬。但因
內地改革開放，不少廠房於八十年代起遷往內地，工廠北移令觀塘工業
轉型，不少工廠遂改為貨倉或工作室，政府亦計劃將觀塘打造成核心商
業區，不少工廈更重建成商廈，觀塘逐漸轉變成商業中心。在2000年
後，政府宣佈重建觀塘市中心，成為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
目，總佔地53,500平方米，計劃分五期進行。前三期重建計劃已在2021
年完成，最後二期計劃不遲於2031年完成。

觀塘市中心第四及第五發展區項目重建計劃面積為25,595平方米，
項目完成後，預計可提供201,220平方米最高總樓面面積。最後一期重
建將興建一個地標式、綜合政府設施及商業發展的建築群，希望增加觀
塘核心地段的民生和經濟活力。項目亦將提供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樓
面，以及大型休憩空間供市民享用，改善地區整體環境。市建局期望完
成重建後能改善區內道路網絡及交通設施。

觀塘區塞車的成因：
現時，觀塘作為第二個核心商業區，擁有大量的辦公室和商業服

務，每天有大量工作人口進出，導致繁忙時間塞車情況嚴重。此外，觀

「這裡人人亦嫌棄，這裡人人被人欺，永遠等
車一世紀，每晚都塞駿業里⋯⋯」由試當真改
編的歌曲《哪裡只塞駿業里》將觀塘人心底裏
的聲音唱出來。雖然惡搞歌曲令人發笑，但同
時反映觀塘人每天上下班的辛酸。但為什麽觀
塘塞車情況會那麽嚴重，接下來會與大家探討
裕民坊發展和觀塘塞車的成因。

觀塘人觀塘事

裕民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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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區亦有大量居住人口。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全香港
的人口特徵》，觀塘區居住人口已達到六十七萬。由此可
見，觀塘區承載了大量居住及工作人口。加上周邊新市鎮
發展，觀塘成為陸路交通的必經之地。政府在發展觀塘時
沒有及早規劃交通配套，導致塞車問題越來越嚴重。

觀塘區未來會更塞？
為了配合觀塘第四和第五期重建工程，市建局計劃將

裕民坊設站的2條小巴線及19條巴士線改道。同時建議在協
和街南行路段增設巴士專用線，屆時其他非巴士車輛可用
的行車線將由兩條減少至一條，可能令物華街及協和街繁
忙時間更擠塞。此外，順利、秀茂坪等居民需經協和街到
觀塘，道路規劃導致月華街口已有擠塞情況，繁忙時間車
輛有機會塞上山。

 

總結：

市建局預計今年底或明年初永久封閉裕民坊進行觀塘
重建項目。由於觀塘交通配套沒有及早規劃，再加上巴士
專用線的建議，未來觀塘塞車情況預計會更加嚴重。期望
政府有具體措施應對困擾觀塘多年的交通擠塞問題，以免
觀塘居民及打工仔繼續飽受塞車之苦。

圖片來源 yahoo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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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關懷貧窮平台」早前發佈「社福界對新一屆政
府扶貧措施的期望調查」，向新一屆政府反映民意，
期望政府回應訴求，落實更多扶貧政策。

今次調查得到各區街坊的積極回應，有近400人參與，就上一屆政府的扶貧政策評
分，亦就本屆政府的不同扶貧範疇，包括住屋、醫療、社會福利、教育等表達意
見，以期望值反映市民對相關政策的訴求。

調查結果反映街坊不滿意上屆政府的扶貧政策，平均分不合格，僅得4.6分。而街坊
對本屆政府在醫療、房屋、教育等範疇的期望值甚高，首五位分別為︰

1. 增加公營醫療服務，縮短輪候時間（9.44分）
2. 增加公營牙科服務的診所、名額及種類（9.34分）
3. 加快興建公屋進度，達到「3年上樓」目標（9.31分）

4. 增加資助大專學位學額，讓貧窮學生更多機會入讀大學（9.16分）
5. 劏房租管上設定起始租金，及制定基本住屋標準，保障基本住屋權（9.09分）

除了以上五項建議外，照顧者為本政策、退休保障、福利津貼及勞工保障同樣備受各
區街坊關注，包括減免學債 (9.08分)、全民退保 (9.07分)、照顧者津貼及課外活動津
貼 (9.06分)、零散工保障 (8.96分)、有薪照顧假及託兒 (8.94分)等。期望值全部都接
近9分或以上，而這些期望，正正就是多年來，歷屆政府都未有回應的民間訴求。

調查結果反映基層困苦，從勞動市場及就業配套未能協助基層人士就業，到使用社
福及醫療服務仍受到限制，日常醫療、住屋、教育等開支對家庭造成沉重負擔，繼
而令生活困苦、出現跨代貧窮、年老者無法安老等問題。貧窮問題環環相扣，調查
建議政府多管齊下落實扶貧措施，重新檢視調查結果反映的各項基層狀況及扶貧措
施，以有效的扶貧政策回應不同群體的需要；同時應就香港整體貧窮率、個別弱勢
組群的貧窮率及其他與貧窮相關的狀況，訂立針對性的具體目標，協調不同政策局
的施政策略，並訂立成效指標，以達致實質改善。

如果李家超政府要「香港開新篇」，定必要回應這些多年來的民間訴求，摒棄救濟
式的福利觀，重新以權利為本角度訂立醫療、住屋、安老等政策，化解香港社會深
藏多年的矛盾。

李家超政府「開新篇」，
基層市民期待新政府落實扶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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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婦女動力基金贊助的「疫‧裡‧看
見」計劃，其中的壓軸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於八月六日和八月七日連續兩天在觀塘海濱
發現號藝廊舉行。一人一故事劇場是一種互
動式劇場，透過現場觀眾口述親身經驗和故
事，在主持人的引導下，演員和樂師把故事
演繹出來，讓觀眾進入相關情景，引發共鳴
與反思。負責演出的六位照顧者完成為期十
堂的戲劇工作坊，在劇場中展現學習成果。

在觀眾分享故事前，演員會先有一段
自我介紹，他們勇敢地將自己日常生活上遇
到的難處和感受分享給現場觀眾，而這些分
享同時鼓勵觀眾說出自己的故事。當日有

關
懷
頻
道

照顧者專欄

看得見‧聽得見
             的照顧者故事

*演員分享自己的故事



照顧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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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場婦女分享自己的故事，演員用三段故事、流動素
象、留言信箱等工作坊學習的技巧將觀眾分享的故事演繹
出來。觀眾表示演出讓他們十分感動，讓他們更了解照顧
者背後的辛酸。

 是次活動得以舉行有賴婦女動力基金贊助，及多位街
坊的踴躍參與。活動讓照顧者認識自己，建立自信，同時
亦幫助他們突破自己，跳出自己的框框。公眾亦透過一人
一故事劇場了解照顧者平日的經歷，並反思性別角色定型
及社會對照顧者的支援等課題。



什麼是猴痘？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猴痘是一
種病毒性人畜共患傳染病，意味著它
可以從動物向人類傳播，它也可以在
人與人之間傳播。
 
病徵
猴痘病毒與天花病毒同屬正痘病毒
屬，其症狀與天花非常相似，但病情
較輕微。猴痘在感染後數天，患者會
出現劇烈頭痛、肌肉痛、發燒和淋巴
結腫大。在皮疹出現前，淋巴結嚴重
腫大是猴痘的一個最明顯的病徵，約
五成患者會出現淋巴結腫大（天花病
毒不會出現此病徵）。而猴痘病徵持
續2至3星期，患者通常會自行痊癒。

傳播途徑
‧ 接觸感染者衣物、寢具、毛巾
‧ 接觸受感染動物、被動物咬傷或抓 
 傷
‧ 接觸猴痘皮膚水泡、瘡痂
‧ 長期面對面接觸引致的飛沫傳播
‧ 直接的體液接觸，如性交
 

醫療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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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猴痘 2022年7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猴痘疫情構成

「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這意味著猴痘

的流行已觸發世衛組織的最高警戒級別，而目前已有75個國

家和地區向世衛組織報告了超過1.6萬宗病例，而香港政府已

刊憲把猴痘列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情況值得我們留意。

治療及預防方法
本港目前沒有針對猴痘的疫苗或抗病
毒治療的註冊藥劑製品。曾有證據顯
示天花疫苗也可以有效預防猴痘，而
一種名為「Jynneos」的新疫苗於2019
年獲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許
可用於預防猴痘感染。
雖然本港目前沒有針對猴痘的治療方
法，但可以通過預防感染來控制爆
發：
‧ 避免與受感染的患者或動物接觸
‧ 在照顧病人或處理動物時，穿戴 
 防護衣服和裝備，包括手套和外科 
 口罩，並在進行這些程序後洗手
‧ 徹底煮熟所有食物才進食
‧ 如有任何可疑病徵，應及時求醫。

資料來源：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



認識
瘧疾 今年八月香港出現多宗瘧疾個案，大部份是輸入個案，全部

由非洲抵港。雖然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表示瘧疾出現本地傳

播的風險不高，但市民亦應保持警覺。

什麼是瘧疾？
瘧疾是一種由瘧蚊所傳播的瘧原蟲引
起的疾病，潛伏期（由蚊叮至病發）
約為七至三十日，部份可達數月或
更長。這種疾病常見於氣候溫暖的地
區，如非洲、東南亞及南美洲等熱帶
及亞熱帶地區。

病徵
患者通常有發燒、發冷、頭痛、肌肉
疼痛和無力、咳嗽、嘔吐、腹瀉及肚
痛等症狀。併發症包括貧血、痙攣、
血液循環系統衰竭、器官衰竭（如腎
臟衰竭）及昏迷。如未能及早醫治，
可引致死亡。

傳播途徑
瘧疾是由受感染的雌性瘧蚊（又稱按
蚊）傳播的疾病。雌性瘧蚊叮咬了瘧
疾患者後，蚊子會受到感染，並在叮
咬另一人時把瘧疾傳播開去。瘧疾並
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但卻可透過
輸入受污染的血液或血液製成品、器
官移植或共用刺針或針筒傳播。瘧疾

醫療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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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

亦可於懷孕或生產時由母親傳染胎兒
或初生嬰兒。

治療及預防方法
瘧疾通過使用處方藥殺死寄生蟲進行
治療，藥物類型和治療時間會因應病
人情況和寄生蟲類型有所不同。
最重要及最佳預防瘧疾的方法是避免
被蚊子叮咬：
‧ 穿淺色長褲和長袖衫
‧ 在皮膚和衣服上噴驅蟲劑和蚊怕水
‧ 住宿於有空調或裝有防蚊網的地方
‧  前往瘧疾盛行的地方旅行前，向醫 
 生諮詢是否應服藥以預防瘧疾



兒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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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知你 星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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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小
朋友，

 係我
「話知

你星人
」呀！

我聽講
而家地

球小朋
友放暑

假了！
 

大家暑
假會做

甚麼呢
？過得

開心嗎
？定

係好苦
悶呀？

大家又
有冇出

去玩呀
？ 

你們期
待的暑

假與現
實有甚

麼不同
嗎？

我們最
短的暑

假

棶䍖㢱≧⮝䨍遵
Ⅶ䍁䬹⭇ⷖ◷
☬䗉⚂牸



兒童專欄

關
懷
頻
道

14

⥐䘣ⸯ㤫◫㏩岒礷₦☒璱䨍
䢤㢱≧⚂牸㐱㑳䶷◛⎖㠿䘣
㟥婬遵⭇ⷖ㤩痥窩ㄚ嶐⟮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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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彌補疫情下的學
習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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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學
聯) 在今年七月初舉辦了「如何
彌補疫情下的學習斷層？」研討
會，邀請了中學校長何玉芬博
士、中學老師王明輝先生、社工
黎柏然先生、教育心理學家劉修
妍博士、及家長林俊嬋女士，一同探討疫情對現今學生學
習的影響和應對方法。

「贏在疫情下，輸在疫情下」—社會低估沒有面授課堂對
學生影響 網課難以幫助學生維持學習水平
研討會中，何校長指出疫情令學校需要透過網上課堂維持
教學進度，但在硬件設備上，當時政府沒有提供足夠資源
或指引，導致學校安排變得倉促和混亂。

學生情緒社交響起警號，學校不止於學習，更是發展生活
技能和社交的重要平台
會上不論嘉賓或參加者，都認同學校不只有傳授知識的功能，更需要關注學生的情
緒和社交發展需要。據教育心理學家劉博士與黎社工在前線所見，他們接觸的個
案，大部份都出現情緒健康問題，包括嚴重焦慮和抑鬱。王老師提議，即使回復全
日制，亦可考慮只半天上課，騰出下午時間提供學習支援、創造多元學習空間和進
行各種活動。何校長建議學校能預備多個方案，並讓家長、學生等持份者一起討論
及參與，針對學生需要，建立正向校園氣氛，關注精神健康，讓學生感受到學校歡
迎同學返回校園，創造互動學習體驗的機會。

辦法總比困難多，諮詢不同持份者，為補救疫情對學生影響設立短中長應對方法
「辦法總比困難多」是政府宣傳短片的一句對白。現時，各個界別都在為學生面對
的問題不斷救火，做法難免零散和面對不少限制。期望政府於防控疫情措施以外，
能諮詢與兒童及青少年發展相關的不同持份者，提出更多方法和完整指引，切實地
關顧學生學習、心理和社交各方面的需要，真正保障學生「健康」。 

兒童專欄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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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日 (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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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講座 -
褓姆

11月 ( 日期及時間
待定 )

本中心 向有意成為褓姆之婦女提供褓姆入行講
座簡介，內容包括幼兒起居照顧 、身心
成長及發展、疾病預防、家居安全、急
救常識、營養健康、中醫保健湯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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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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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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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瞳視一家 _
心意瞳分
享 

瞳視一家 _心意瞳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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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網上申請
表 
查詢：靈姑娘 

聲畫童步 -
兒童權利
實踐計劃
成品展覽

日期：11月 27 日
( 日 ) 
時間：下午 2:00-
6:00

百靈樓 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2022年兒童權利教
育活動>資助，讓兒童參與跟他們切身相
關的社區事務，特別是與受保護權和發展
權有關的事務，實踐有意義的兒童參與。
在第一至三階段舉行「社區人物小誌」、
「社區地圖創作」及「聲音故事創作」後，
舉行成品展覽，展出工作坊成品。

公眾人士 查詢：靈姑娘 

百人大探訪
- 義工招募

日期 : 12 月 3 日
( 六 )
時間 : 早上 ( 具體
時間待定 )

牛頭角
青少年
綜合服
務中心

機構每月 12月都會舉行探訪活動，藉慶
祝聖誕這個節日探訪基層人士或家庭，
讓他們也同樣可以感受聖誕節的氣氛，
以及來自社區的關心。

有意成為探訪
義工的人士

查詢：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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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新同事介紹
活動可能因新型肺炎疫情或社會狀況有所更改。

新 同 事 介 紹  

各位街坊好~
我係新嚟既同事林姑娘。
如果有需要歡迎嚟中心同我傾偈架~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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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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00

2人 $14,700 $17,600 $20,500 $369,000

3人 $17,900 $21,500 $25,100 $481,000

4人 $22,400 $26,900 $31,400 $562,000

5人 $23,200 $27,800 $32,500 $624,000

6人或以上 $24,300 $29,100 $34,000 *$675,000

*適用於2022年4月至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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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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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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了，許多家庭關注政府各項資助，希望於高昂物價中獲得援助，以減輕莘莘學

子壓力。由學生資助處管理下，為有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而設的資助計劃包括：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為方便街坊緊貼資訊，

現整合以下內容可供參考。

資助計劃詳情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為就讀於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下的本地學校而有經

濟需要的小一至中六學生提供津貼，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及雜項就學開支。

 

由於2022/23學年的學校書簿津貼額正在釐定中，學生資助處暫參考2021/22學年的

書簿津貼額，在2022年7月底或8月發放首階段學校書簿津貼予合資格的學生。待

2022/23學年各級書簿津貼額訂定後(約在2022年10月底或11月初)，學資處會根據

2022/23學年的最新津貼額調整申請學生的學校書簿津貼額。以下為2022/23學年的

各級首階段書簿津貼額：
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全額津貼 $ 4,970 $ 5,174 $ 5,246 $ 4,910 $ 3,274
半額津貼 $ 2,485 $ 2,587 $ 2,623 $ 2,455 $ 1,637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為就讀於各中、小學或在認可的院校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位課程、其居住地點與學

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而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

車船津貼。

上網費津貼計劃：

為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度教育，或修讀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或職業訓練局

全日制相關課程而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津貼，以支付子女家居上網學習的費用(例

如由固定或流動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的寬頻上網服務或流動數據卡的費用)。津貼

發放以家庭為單位。合資格的家庭不論子女人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單位的定額

現金津貼。2022/23學年全年的全額上網費津貼為每個家庭1,600元，半額津貼則為

800元。

政策資訊

政策資訊-學生津貼與資助懶人包



其他資助：

通過入息審查的中、小學生家庭，除可按個別學生資助計劃的條款申領上述津貼

外，還可透過學校／其他機構申領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支援，包括關愛基金各項與

教育有關的資助，以及為報考公開試的學校考生而設的考試費減免計劃等。就考試

費減免計劃而言，計劃是為參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舉辦的公開考試而有經

濟需要的合資格考生提供考試費減免。有關申請詳情和資格，請參閱考評局就減免

考試費申請發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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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

中小學、幼稚園學生一次性津貼
財政司司長於2019年8月公布的191億元紓困措施當中，建議在

2019/20學年為中學日校、小學和幼稚園學生提供一次性2,500

元的學生津貼，這項措施已於2019年12月6日獲得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批准。行政長官在2019年《施政報告》建議，這項津貼由

2020/21學年起恆常化。教育局於9月19日向全港中學日校、小

學、特殊學校和幼稚園發出通函，公布在2022/23學年為日校學生

提供學生津貼的安排。學校可由9月20日起到所屬區域教育服務處

領取申請表格，而特殊幼兒中心及職業訓練局則可到教育局特別

職務辦事處領取申請表格。家長填妥申請表格後交回就讀學校，

各學校於11月4日或以前將已填妥的表格交回教育局跟進。教育

局收到填妥的申請後一般於約六星期內逐步發放津貼，並會適時

透過短訊和電郵，讓家長知悉申請的進度。學生津貼不設資產審

查，所有於申請日在香港提供本地或非本地課程的中學日校、小

學和特殊學校及幼稚園就讀的學生皆可獲得有關津貼，但夜校學

生、自修生、持學生簽證來港就學及持有入境事務處發出擔保書

的學生則不屬資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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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

資助幅度及評估方法 

下表詳列2022/23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的資助幅度以供參考。
2022/23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

機制下介乎(港幣) 資助幅度
0 至 42,559 全額*

42,560 至 82,295 半額
超過 82,295 不合資格（申請不成功）

1. 只需填妥一份「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便可以一併申請三項津貼，津貼

金額則視乎申請人入息而定。

2.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入息】

「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所採用的算式如下：

2022/23學年3人家庭和4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為

港幣51,523 元 和 47,402 元。就2人和3人單親家庭，有關家庭會分別視為3人和

4人家庭，以決定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及計算「調整後家庭收

入」。*注意「調整後家庭收入」並不是家庭每月的平均收入，調整後家庭收入等於

家庭全年總收入除以家庭成員人數加一，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配偶的全年

收入，以及同住未婚子女的全年收入的30%。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方法及流程

「學生資助計劃」以家庭作為單位，有多於一名就讀中、小學或幼稚園／幼兒中心

的家庭，只需填妥一份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申請家庭可填妥電子表格或紙

本申請表格，連同證明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助處。

家庭成員的醫療開支

患有永久殘疾家庭成員的醫療開支須附有1.4.2021至31.3.2022 期間的相關醫療單

據方可獲扣減。每名家庭成員可扣減的款額設有上限，2022/23學年的上限為港幣

22,300 元。

家庭全年總收入AFI＝
家庭成員人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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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資訊+社區生產隊

截止日期

在一般情況下(學前學生資助除外)，學生資助處不會接受在2023年3月1日或以後遞
交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對於特殊的個案，學生資助處會按個別情況作出
考慮。個別資助計劃的截止申請日期詳列如下：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申請人必須於2022年10月31日或以前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
請」送抵學生資助處，否則，申請人即使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及符合申請資格，一
般都不會獲發學校書簿津貼。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在2022年11月1日或之後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的申
請人，如符合申請資格及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其子女的學生車船津貼(如適用)會
由收到申請表當日或申請學生的入學日期(或曾領取綜援的學生停止接受綜援的日
期)起生效，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

上網費津貼計劃：在2023年2月1日或以後(即2022/23學年的下半學年)遞交「學生
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的申請人，如符合申請資格及能通過入息審查，可獲發部分上
網費津貼。

毅進文憑／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學費發還：申請人如因子女修讀在2023
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開課的兼讀制毅進課程而需要在2023年3月1日或以後申
請「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他們須先向所屬院校查詢申請程序及截止申請日
期，有關申請文件亦必須經該院校遞交學生資助處。
申請結果通知
學生資助處會在評估完成後，於2022年約8月起向申請人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

(資料來源：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網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81658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生產隊於9月9日參與神愛堂慶中秋活動，當日有擺設攤位，售賣少量布藝品及清潔劑。
雖然疫情漸見緩和，但相信各位香港人不會輕視，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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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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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袋既豐富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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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生產隊  SOCY STUDIO

24小時查詢熱線：2802 2345
(24小時熱線 由「1823」職員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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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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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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期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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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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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保健按摩班
保健按摩班導師向學員示範
及講解人體經絡穴位、骨骼
及肌肉系統之按摩手法。

保健按摩班教授各種按摩理論
和操作，讓學員了解都市筋骨
痛症的病理和各按摩技術。

園藝治療減壓工作坊
園藝治療減壓工作坊讓學員親
手製作植物盆栽，感受植物帶
來的感官刺激，從體驗中學習
紓緩情緒。

急救證書課程
本中心與香港聖約翰救傷會合辦30
小時急救證書課程，學習急救的原
則及技術。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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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製造環保洗潔精

大澳親子一日遊

家長們參加和諧粉彩小組

參加者學做大澳特色小食-茶粿
大澳親子一
日遊合照

參加大澳導賞團，了解大澳歷史

照顧者和諧粉
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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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限額*
1人 11,000元 11,578元 102,000元
2人 18,700元 19,684元 135,000元
3人 22,360元 23,536元 202,500元
4人 26,100元 27,473元 270,000元
5人 26,880元 28,294元 270,000元
6人 29,400元 30,947元 270,000元
7人 29,400元 30,947元 270,000元
8人 29,400元 30,947元 270,000元
9人 29,400元 30,947元 270,000元
10人或以上 29,400元 30,947元 2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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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月入息限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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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申請人的入息
並未扣減 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 ( 即僱員薪酬的5%),其「實際入息水平的限額」分別為 $11,578(1人申
請)、$19,684(2人住戶申請)、$23,536(3人住戶申請)、$27,473(4人住戶申請)、$28,294 (5人住戶申請)
及$30,947(6人或以上住戶申請)。
* 每名年滿60歲的申請人或住戶成員可獲增加$35,000的額外資產限額。申請人及同住家庭成員的自住物
業並不計算在總資產限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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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單位 服務範圍 電話 / 傳真 地址

天糧網短

期食物援

助服務隊

安達邨、安泰邨、麗晶花園、啟業

邨、啟泰苑

電話：

23422322

傳真：

23422363

九龍灣宏開道8號其士

商業中心10樓1014室

(九龍灣港鐵站A出口)

神愛關懷

中心

觀塘康寧道以東、翠屏、秀茂坪、寶

達、四順、觀塘市中心、觀塘工業

區、油塘工業區、鯉魚門、麗港城、

茶果嶺、油塘(不包括高俊苑、高怡

邨及高翔苑)

電話：

27276036

傳真：

27276076

九龍觀塘翠屏北邨翠榕

樓地下1-10號(觀塘港

鐵站D出口)

牛頭角青

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德福、淘大、得寶、四彩、佐敦谷、

牛頭角、坪石等

電話：

23422245

傳真：

27090456

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

頭角上邨廣場(九龍灣

港鐵站A出口)

基層家庭

服務支援

站(服務評

估中心)

觀塘康寧道以西 (包括：樂華、花園

大廈、定安、宜安、通明街、恒安

街、康寧道單數號等)

電話：

23423710

傳真：

23452676

觀塘牛頭角道251號花

園大廈百靈樓地下(九

頭角港鐵站B2出口)

關懷長者

中心

(食物派發

中心)

觀塘康寧道以西 (包括：樂華、花園

大廈、定安、宜安、通明街、恒安

街、康寧道單數號等)

電話：

23422452

傳真：

2342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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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樂齡

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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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華苑、康逸苑、康雅苑、康柏苑等)

油塘：高超道(高翔苑、高怡邨、高俊

苑)

電話：

23466775

傳真：

23466460

藍田平田邨平仁樓地下

(藍田港鐵站A1出口)

服務資料統計(2022年6月至2022年8月)   

新增服務人數 4,507 個案數目 1,383

累積服務人數*
06/2022-08/2022

19,164 派出餐次 250,507

安達邨、安泰邨、麗晶花

園、啟業邨、啟泰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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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統計資料 
(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

個案數目 46

服務人數 107

派出餐次 5,740

食物募捐統計
(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

食物捐贈 米  2包

 粉麵  20包

 麥片  10包

 罐頭  30罐

捐贈人次  約10人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神愛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學校 

高雷中學

公司 / 機構 / 團體

協青社  SUN LIFE HONG KONG LT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NEC PLATFORM TECHNOLOGIES HK LTD

Damovo Hong Kong Ltd

社區人士 

Leung Kwok Yip 譚祖明先生

Chan Man Yu 譚江明先生

Leung Yee Ting

Yip Wai Yee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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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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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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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人都希望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但若然婚姻亮起紅燈已到無可挽救的
地步，離婚可能是無奈的選擇。若然在過程中，遇到另一方不合作，對整個家
庭的影響便會更大，家人承受的壓力亦會大增，若不懂得處理，子女往往成為
磨心。

阿蔚是兩名分別小二及小五兒童的媽媽，年多前與丈夫分居，並辦理離婚
手續，但丈夫一直不願簽署共同申請書，讓離婚手續一直未能完成，要待分居
兩年後才能正式離婚。期間丈夫並沒有給予生活費阿蔚及兩名孩子，阿蔚需獨
力負起照顧及供養子女的責任，家中所有支出，包括租金、水電、生活費、孩
子的開學及學習費用都由阿蔚承擔，令她感到十分吃力，但由於政府很多福利
均要以家庭為單位申請，在未能完成正式離婚手續前，所有家庭收入均要計算
「丈夫」的入息，令阿蔚不符申請資格，連孩子申請書簿津貼亦受到影響。

日子雖壞，但生活仍是要過，孩子的成長需要不會停歇。阿蔚只好尋找工
作養活孩子，無奈疫情令學校變為半天上課，阿蔚下午便要留在家中照顧孩
子。為平衡照顧孩子及工作餬口，阿蔚只好選擇任職通宵辦公室清潔，每日晚
上10:30至翌晨7:30，每天工作9小時，賺取每月萬多元的收入支持家庭需要。

經歷了通宵的工作，工作期間要使用大型清潔工具為辦公室地面打蠟，放
工後阿蔚已十分疲累，但阿蔚並未能休息下來，她需到街市買菜，做點家務後
才能稍睡2小時，隨後便要接孩子放學，弄午餐、教功課、做家務、安排孩子
洗澡、吃晚餐、再預備孩子明日上課的物品及早餐等，阿蔚又夠鐘上班了。

家庭的壓力、沒有足夠的休息都影響到阿蔚的情緒健康，當談起婚姻的破
裂、獨力照顧孩子的辛酸，阿蔚的眼淚便忍不住流下。

因未能單方面申請離婚，按法例，他們需要分居兩年才能正式離婚，距離
現在還有半年多時間。由於阿蔚的學識水平不高，難以教導孩子功課，阿蔚與
孩子也常因處理功課產生衝突。為了讓孩子有較好的成長、減輕阿蔚的壓力、
舒解這個家庭的困境。我們懇請大家伸出援手，支援阿蔚兩個孩子每月$3800
的學習費用，讓他們可參與課餘託管及功課輔導班，釋放阿蔚的照顧重擔，也
能讓阿蔚擁有正常的6-8小時休息時間。

難為了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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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權益、福利政策
查詢熱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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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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6pm

7pm-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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