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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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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價值觀

簡介、目標、服務對象
簡介

宗旨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乃基督教協基會屬下的一個部門。本機構持守聖經真道，藉

實踐基督教訓，關懷社群，

全人發展為使命。1984 年，本會展開本地社會服務，並獲社署資助，開展青少年中

服務社區，傳揚基督福音真理

心。三十多年來，本會不斷尋求開拓各樣新服務，於 1993 年成立協調處以協調各中

著傳講與服務彰顯神對人的愛，透過服務社區分享基督真理，以協助青少年及家長

心的運作，1996 年成立家長資源中心及元朗中心，2000 年開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2002 年重整青少年服務資源，成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2003 年擴展元朗社會服

願景

務中心，並於 2007 年開辦社會企業『我 ‧ 概念節目策劃管理』，提供娛樂表演節
目，協助弱勢青年就業，2014 年開辦社會企業『My lmage Production』，提供攝影
及短片製作服務。由 2016 年開始，機構成為公益金會員機構，接受撥款提供服務。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是一所以基督的愛為本、
追求創新、具前瞻性的社會服務機構，致力建立一個公義、
關愛的社會，讓每個人都有發展潛能的機會

價值觀
以人為本、熱誠、創新、卓越、承擔

目標
・藉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及技巧，透過多元化服務，協助青少年成長。
・關心社會，並尋求積極的人生目標及意義。
・協助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健康成長，融入社會。
・加強家庭功能，提升家庭生活質素，協助家長輔導子女成長及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
・回應社會的轉變，積極締造有利家庭及青少年發展的社會環境。

服務對象
兒童、青少年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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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圖表

香港協基會事工分佈圖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

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常務委員會
直接督導

- 錫安堂
- 鍚安閱覽室
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 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 恩景堂

提供諮詢與支援

- 中央行政協調處
- 社會企業
1) 我 ‧ 概念節目策劃管理
2)My lmage Production
- 恩慈堂

社會服務執行委員會

顧問

社會服務財務及人事委員會
中央行政協調處

-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 馬可堂

- 路加堂

- 總會
- 主恩堂

屯門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黃埔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沙田
家長資源中心

元朗
社會服務中心

- 嶺英堂

社會企業
1）我 ‧ 概念節目策劃管理
2）My Image Production

人事管理圖表
香港協基會事工圖表圖
香港協基會事工圖表
圖

文字工作
協基出版社

教會事工
恩慈堂 鍚安堂
馬可堂 主恩堂
路加堂 恩景堂
嶺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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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協基會

社會服務
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社會企業
1) 我 ‧ 概念節目策劃管理
2)My Image Production

海外差傳事工
澳門活石堂
澳門活泉堂
泰北清萊市佳土社區中心

執行委員會
總幹事
督導主任
中心主任 / 隊長
中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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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委員會成員
監督：姚健強牧師 ( 嶺英堂 )
主席：陳麗薇姊妹 ( 主恩堂 )
書記：麥爵閎弟兄 ( 錫安堂 )

監督的話

司庫：何金娣姊妹 ( 嶺英堂 )
委員：何慧芬姊妹 ( 路加堂 )

何執娣傳道 ( 路加堂 )

甄艷芳姊妹 ( 恩慈堂 )

吳美鳳傳道 ( 錫安堂 )

吳顯強弟兄 ( 馬可堂 )

吳美蓮傳道 ( 恩景堂 )			

歐陽秀嫻姊妹 ( 恩景堂 )

何應景傳道 ( 馬可堂 )

彼得前書 五 10 - 11

黃玉芬牧師 ( 恩慈堂 )

那賜一切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裏召了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在你們

義務法律顧問：柯廣輝律師

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建立你
們。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會
社會服務執行委員
社會服務執行委員會

願各人無懼困難，緊守崗位，因為上帝仍是掌權者，上帝邀請我們參與

監督 ： 姚健強牧師

建立在祂的手中的將來。願與大家互勉。

主席 ： 梁振邦弟兄
副主席：陳偉怡姊妹
文書 ： 莫錦薇姊妹
委員 ： 何應景傳道
馬長樂弟兄
陳銀鳳姊妹
林國容姊妹
蘇彩英姊妹
黃秀華女士

社會服務財務及人事委員會
社會服務財務及人事委員會
主席：林國容姊妹
委員：馬長樂弟兄
施祖全弟兄
黃秀華女士
陳偉德先生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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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健強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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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匯報

本機構「童心層層疊 - 幼兒正向情緒發展計劃」，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9 年度「卓越實踐
在社福獎勵計劃」卓越服務奬，結果令人鼓舞。此計劃於 12 所幼稚園及不同社區推行，目的乃提
升幼兒及家長面對焦慮的知識及技巧。機構亦與中文大學社工系合作研究，提升實證元素，並出
版繪本、家長錦囊、老師錦囊，再推出服務教材手冊，供業界參考。

黃秀華女士 社會服務總幹事
2019-2020 是非常艱難的一年，香港發生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社會運動
及 2019 新冠肺炎世紀疫症。社會動盪、停工停課，基層家庭、兒童及年輕人作為脆弱的一群，
受到嚴重衝擊。感謝各單位同事在非常時期，緊守崗位、在不確定、充滿危機、突發的處境下表
現專業，同心面對困境。面對社會突發事件，機構發出多個服務安全指引及特別上班安排。適值
政府加強中學駐校社工人手，機構能於社會紛亂的時候，為學校及青少年提供適切服務。另外，
應對突然其來的疫情，各駐校同事與校方仍保持緊密聯繫，而中心同事們也以電話聯絡服務對象，
了解他們的情緒、生活和抗疫需要，並展開抗炎支援，向有需要人士和家庭派發口罩、搓手液、
酒精、漂白水及食物援助等。面對停工停課，各單位都發展線上服務和溝通，以突破實體服務的
障礙，進一步支援家庭及服務對象。

・「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頒奬典禮

・卓越服務奬

本機構一向重視員工培訓，本年度機構除資助個別員工參與坊間培訓課程外，同時亦有舉辦內部
訓練，於 7 月舉行遊戲治療培訓，由蕭鳳英教授提供；9 月舉行家庭治療培訓，由黃愛玲博士主講；
11 月舉行「認識離婚法律程序」培訓活動，由公教婚姻輔導會律師及社工主講等。

・食物援助

・分配口罩給有需要家庭

・「認識離婚法律程序」培訓

・「家庭治療」培訓

・派發稀釋漂白水給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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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焦點：幼稚園服務

牽手童行

以及早介入理念，扶助幼兒身心發展，並為家長及幼兒老師提供專業支援。

府通過不同部門為這些兒童及家庭提供服務，包括由衛生署及醫管局提供評估、診治及轉介；社

現時於一般幼稚園就讀的幼兒約有 14.6%（即七分之一）或接近 25,000 人有發展困難。雖然政
會福利署提供學前康復服務和家庭支援等，但服務求過於供，只可顧及巳確診之學童，在漫長的
懷疑及輪侯評估的階段，校方、照顧者及幼稚園均欠缺任何支援，這些家庭仍每天處於煎熬中。

駐幼稚園社會工作服務

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往往是由於其特殊的行為及情緒反應，如偏執行為、不恰當的社交

本機構自 2011 年起，以「及早識別、及早介入」為理念，在各區幼稚園推行「駐幼稚園社會工作

舉止、無法安坐等，導致老師及家長容易標籤他們為古怪、故意作對、不受教等，造成照顧者無

服務」，透過多專業協作手法，推動家、校、社福協作，為有多樣需要的幼稚園學童及其家長，

比壓力。若照顧者處理不當，或不懂如何回應歧視目光時，家人的關係越見緊張，更會令幼兒的

提供駐園服務，惠及 20 多間學校，累積不少寶貴經驗。

行為及學習問題越趨嚴重。可見照顧者不單需要認識幼兒成長及特殊學習需要，更需要專業支援

本機構於 2019 年 2 月開始，更成為「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的營辦機構之一，成
立了「快樂起步 - 學前社會工作服務隊」，在各區幼稚園推行駐幼稚園社會工作服務，與校方、

以處理管教困難，調和親子及家庭關係。
本機構承蒙香港公益金撥款贊助推行「牽手童行 - 學習困難兒童跨代照顧支援計劃」，計劃在沙

家長一起為幼兒營造身心靈喜樂的起步階段。

田、大埔區為 6 間幼稚園及地區推行，為 2-8 歲懷疑 / 或輪候評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及家庭，

計劃目標：

幼兒照顧者，尤其是父母及祖父母，在這漫長的輪候階段中，提供便利、多元、友善的親職教育

由社工及特殊幼兒工作員每年為 38 個家庭提供專業服務。旨在為懷疑或確診有特殊教育需要之

1) 及早識別幼稚園 / 幼兒學校內有福利需要的幼兒及家庭，從而減低家庭暴力或其他悲劇的發生

及支援服務，協助他們處理照顧及管教所引致的精神壓力，提升兩代合作培育幼兒的效能。避免

2) 支援學校及教職員，並協助提升對於識別有福利需要的幼兒及家庭的知識及技巧，以及更有效

白白浪費幼兒在 6 歲前的黃金復康階段。

地與其他社福服務單位合作

不經不覺服務已踏入最後一年，雖然社會對特殊需要的幼兒仍有負面標籤，對幼兒服務仍不足夠，

3) 提升家長對有效管教的意識和技巧，加強親子間的溝通及關係，使幼兒能健康成長

對此類家庭的支援仍薄弱；計劃推行這三年間，社會已開始關注，對幼兒的服務日漸增加，唯對
家庭及祖輩的支援服務仍有改善空間。
服務內容：
包括，幼兒個別訓練及小組活動，提升幼兒在專注、認知、言語、小肌及社交情緒等各方面的能
力；透過讓家長觀課、家訪、照顧者工作坊、小組，提升照顧者在管教及訓練孩子時的信心及技巧；
增強照顧者間的支援網絡及舉行活動、親子溝通和親密感。本年受著疫情影響，在個別訓練和家

・舉辦教師培訓，與老師一起
攜手協作辨識需要及早介入

・透過講座及親子活動讓親子
充滿希望與力量迎接成長上
的挑戰

服務範圍：

服務節數及參與人次

1) 為兒童及家長提供專業諮詢、輔導及轉介服務

輔導服務

2) 為家長提供親職教育小組、工作坊及講座
3) 為幼兒提供成長發展小組
4) 為學校提供支援性服務，包括專業諮詢服務及
危機處理
5) 協調及組織社區資源，加強學校及家長與社區
的聯繫，共同協助幼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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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講座及親子活動鞏固父
親親職，增強父親與子女之
間的親密關係
節數

庭支援上亦需要有所改變。從面對面的訓練，轉變成網上視像訓練；社工亦透過視訊協助，鼓勵
和教導照顧者運用工作紙去訓練孩子，增加親子關係，與照顧者攜手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

人次

1,566 1,566

諮詢服務
190
「遊戲治療」輔導
667
學生成長培育小組
26
學習困難兒童支援服務：
209
一對一訓練
321
觀課及課堂支援
5
家長小組
9
親子活動

節數

人次

輔導及諮詢

155

155

6

145

照顧者情緒管理減壓小組

20

128

家居指導及家訪

68

89

三代家庭活動

4

436

到校個別訓練

133

133

幼兒訓練小組

12

57

社區教育及推廣

1

600

照顧者工作坊

190
667
160
209
321
29
254

服務節數及參與人次

・家居指導

11

年度焦點：「情緒有方」親子正向情緒發 展計劃
本計劃為幼兒及家長提供正向情緒教育專業服務，希望以「及早介入」理
念，使幼兒具備持久的「內在抗逆能力」以及「家庭保護因素」等，以減
低焦慮對幼兒的影響。

服務目標

・親子活動

1. 以多元介入理論，配合實證為本介入，裝備幼兒從小正確認識焦慮及學習處理焦慮情緒技巧；
2. 訓練家長有關辨識、疏導幼兒焦慮情緒及引導幼兒學習面對焦慮的方法，提升管教效能；

・家長減壓小組

3. 加強幼兒與父母的親密關係，建立家庭保護因素；
4. 裝備家長認識父母焦慮對親子互為的影響，提升他們面對及舒緩個人壓力及焦慮的技巧；
5. 推行焦慮情緒普及教育，提升學校及社區關注幼兒焦慮情緒及處理方法。

服務內容及特色

・家長親職小組

1. 為 12 間幼稚園提供到校服務；並在社區推行家庭親職支援服務

・家長講座

2. 專業輔導、遊戲治療、學童成長小組
3. 教師培訓、家長教育、家長親職及減壓小組、親子工作坊、親子活動
4. 社區教育及推廣

參與本計劃的幼稚園 ( 排名不分先後 )
・教師講座

基督教挪威差會主辦信義中英文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親子工作坊

保良局李徐松聲紀念幼稚園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服務成果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沙田 )
元朗信義會生命幼稚園

計劃由 18 年 9 月開始，提供約 820 節專業輔導、650 節遊戲治療、160 節學童成長小組、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200 節家長親職或減壓小組、120 節親子工作坊及活動、22 次家長及教師講座；共服務超過

香港神託會培真幼稚園

7,500 名學童及其家長。

迦南幼稚園 ( 黃埔花園 )
麗晶幼稚園分校
樂基幼兒學校

・學童成長小組

計劃以情緒調節為藍本製作了多套教育短片，向家長及教師解說及推廣，讓他們能即學即用，
指導幼兒舒緩焦慮。此外，亦出版教師錦囊及家長錦囊，幫助家長和教師能及早辨識，處理幼兒
焦慮。
有關網上資源，請瀏覽本機構網址：http://cubc.org.hk/child-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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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焦點：青年表演藝術

The Sound of Power ( 大型青年活動資助計劃 )

本機構致力培訓及支持青年人於表演藝術方面的創意，協助他們追求夢想。

本計劃提供機會給擁有表演藝術技能的青年人，發揮所長，以及提昇在表演方面之無限創意。整
個計劃於 2018 年至 2020 年舉行，活動吸引了逾 500 名青少年及 2,000 名市民參加。

「創藝新天地」- 演藝培訓計劃

活動包括 :

透過表演藝術及創作培訓，發掘青年人的演藝潛能，並協助有志於從事表演藝術的青年人開拓發

2) 樂隊及舞蹈工作坊

展機會。課程包括舞蹈、唱歌及話劇、舞台表演及個人表達技巧等。本年度青年學員於不同社區

3) 青少年舞蹈比賽

舉行多次表演，並利用劇場媒介去發掘潛能，尤其一些自覺是不能做到的才能。就如一班喜歡音

4) 青年匯演及青年藝墟

樂和魔術表演的青年人，於 2019 年 11 月在大埔文娛中心黑盒劇場，泡製了一場無論在主題創作、

是次活動不但能擴闊青年參加者的眼界，更能鼓勵他們發揮創意、展示潛能、追求夢想、並凝聚

歌曲選定和表演流程，都由他們一手包辦的演出。雖只是一個多小時的表演，但事前足足準備了

及注入正面能量，從中提昇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

1) 青少年創作 Band 比賽

三個多月，令他們廢寢忘餐。回想起每星期來中心苦練和上堂的日子，當時的辛苦和堅持，也是
值得的。

・The Sound of Dance 比賽

・The Sound of Band 決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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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焦點：青少年精神健康

年度焦點：青少年生涯規劃服務

為回應近年青少年自殺事件上升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日趨普遍，本機
構積極地推行培養青少年抗逆力及推廣關注精神健康服務，期望能建立一
個預防及支援性的環境，減低青少年危機。

本機構已發展多項青少年生涯規劃服務，於中學及社區進行，全面地協助
青少年規劃人生。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好心情 @ 學校」微型計劃 )

「涯」出生 Teen - 中學生生涯規劃服務
服務於 18 年 9 月至 19 年 8 月進行，為 9 間中學推行服務，參加同學主要為學業成績稍遜、需較

本機構成功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為兩間中學推行「喜樂同行 － 尊重生命、逆境行動」(「好心

多支援的中學生：有自信心及動機較弱或身處不利環境的同學及其家長。活動有探索前路小組、

情 @ 學校」計劃 2018-2020 )，服務目的包括 :

短期工作體驗、生涯規劃工作坊、模擬人生體驗活動、家長及教師工作坊等 ; 參與中學生超過

1. 增加青少年的抗逆力

8,000 人。

2. 提高支援學生成長的有關人士 ( 家長及老師 ) 對學生精神健康需要的認識
3. 掌握跟進輔導技巧
計劃內容除了針對主題的第一層全校入班活動及講座外，也有為全校老師及家長而設的工作坊。
另外、透過問卷調查，每間學校篩選約 20 名有需要的中二至中三學生參與第二層的小組活動。
另外本計劃亦新增『增潤小組』，讓 18-19 年完成小組的成員繼續可以參與，以增強他們的抗逆力。
・生涯規劃工作坊

・模擬人生工作坊

・中六面試工作坊

「創前路」- 中學生生涯規劃服務
服務於 19 年 9 月至 20 年 8 月進行，為 7 間中學推行服務，參加同學主要為基層、需較多支援和
照顧的中學生，如有學習困難、南亞裔、自信心及動機較弱的同學及其家長。活動形式有探索前
路小組、短期工作體驗、生涯規劃工作坊、模擬人生體驗活動等 ; 參與中學生超過 2,200 人。

『P.O.W.E.R.S.』計劃
本機構夥拍三間社會服務機構成功申請凱瑟克基金，於 11 所中學舉行由 2017 至 2020 年間、
為期三年的『P.O.W.E.R.S.』計劃。於 2019-2020 年期間，本機構服務了屯門區兩間中學及九
龍區一間中學，內容包括以小組、微電影及劇場作介入手法，訓練每校約 12 名學生成為『生命大
使』，以同輩身份關注青少年朋友的情緒需要。計劃於 19 年 7 月 6 日舉行『P.O.W.E.R.S. 聯校『生
命大使』結業禮 19-20』，向現場觀眾展示生命大使的訓練成果及對生命的看法。本計劃亦向合

中學生生涯輔導服務
與多間中學合作，為學生及 SEN 同學提供生涯規劃及就業輔導服務，包括個人輔導、技能學習、
模擬面試、行業講座、企業參觀、短期工作實習，向應屆畢業生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等。另外，
本機構積極拓展僱主網絡，物色商界僱主為青少年提供短期試工職位，而企業員工成為試工者導
師，讓青少年更真切地認識工作世界，幫助他們順利完成試工期及體驗工作世界，本年度提供超
過 100 節試工活動。

作學校提供免費的臨床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生服務，讓有需要的青少年學生得到最快的情緒支援。

・行業探索 - 健身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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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志奮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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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學習困難兒童及青少年支援服務
本機構於 2004 年開始發展讀寫障礙、自閉症、過度活躍症及專注力不足兒童及青
少年服務，聯同教育心理學家及跨專業團隊，包括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音樂
治療師等，於各服務單位及各區中小學及幼稚園，為學習困難之學童提供讀寫技巧、
專注力訓練，並配合家長支援服務。
在幼兒及兒童方面，以「及早識別」和「及早介入」為目標，沙田中心繼續與衛生署兒童體能智
力測驗中心作緊密聯繫，為已接受評估的幼兒提供言語、專注力、大小肌肉、社交等個別及小組
訓練，同時以「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及「親子遊戲治療」作介入，照顧學童情緒發展上的需要。

中小學支援服務統計
個案輔導
遊戲治療
一對一訓練
言語訓練
讀寫小組
專注力訓練
社交情緒小組
成長小組
個案言語治療
家長小組
家長講座
親子活動
就業支援

節數
341
220
310
139
319
133
95
38
103
64
33
15
6

人次
373
220
309
268
1,956
774
430
193
103
450
443
988
36

・小組訓練

此外，沙田中心本年度亦為小學提供 12 個到校支援小組，包括讀寫、專注力、社交及小手肌等。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適切的訓練和指導，以改善他們在學習和適應上面對的問題。
元朗中心於本年度亦在區內小學提供合共 11 個到校支援讀寫小組，以提昇學童的學習動機及讀寫
技巧，並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推行言語治療服務，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提供個別訓練，讓幼
兒學習言語表達技巧及改善發音問題。
屯門中心恆常舉辦「1 對 1 兒童為本遊戲輔導」、「遊戲輔導家長工作坊」、「1 對 1 感覺統合訓
練」、「幼兒大小肌肉訓練」、「幼兒感官遊戲」、「讀寫小組」、「社交小組」等活動。並憑
著累積的相關經驗，推行「Sun Hope-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支援計劃」，以 Train the trainer 模式，
培訓「社區訓練員」義工，提供個別及家居言語治療及感統服務，為特殊學習需要或有此傾向的
學童提供針對性及可持續的訓練，以填補相關服務間隙及需要。另外，還推行「陽光列車計劃」、
以舞獅為介入點之專注力小組、「家長通識工作坊」、1 對 3 功課輔導等服務，除改善個人能力，
針對個別需要外，更幫助他們提升學習技巧及動機、管理自我情緒及提升社交技巧。
在青少年方面，屯門中心也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中學生提供的服務，包括社交及溝通支援小組、
以伴讀訓練配合之同行者計劃、
『初中級際共融活動』、以及提升學習興趣及潛能發展之體驗活動。
黃埔中心在今年繼續為區內小學提供學習困難學童支援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及情緒社交小組等
13 項活動，讓同學在全學年也可以有小組的輔助，支援同學在中文學習上的困難。

Cyberwellness 網絡康全教育計劃
及 PeaceNet 網絡外展服務
因應網上的最新趨勢，機構開展『網絡康全教育』計劃，推廣至中小學，透過多元
化的工作手法，向兒童、青年人、家長及教師提供適切的資訊及支援，讓他們提升
對互聯網的知識。
按個別群體的需要，透過多元化的工作手法，推動服務對象了解互聯網的文化、認識網絡危機
( 包括私隱保障、網絡欺凌、言論道德、網絡騙案及交友陷阱等 ) 及培養網絡公民責任。
本年度外展到校 8 間，舉辦學生或家長工作坊、講座、網上教育、輔導等，服務人數 3,500 人。

青年就業支援服務
本服務旨在支援青少年進入就業階段，幫助他們作好職前準備，並支援他們面對
職場中不同的困難和挑戰。
透過與勞工處合作舉辦「展翅青見計劃」，本機構為離校及待業 15-24 歲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訓

另本機構繼續獲香港公益金資助，由社工及特殊幼兒工作員組成專業團隊，開展「Walking Hope

練課程。訓練課程的類別按熱門行業而訂定，提升參加者的職業技能及求職動機，協助他們過渡

愛與望同行」-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支援計劃，以家長為本作為核心理念，年度內支援了 40 名居

至就業階段。社工亦為青年提供個案管理及職業輔導服務，協助他們面對由學校過渡到工作階段

於元朗及屯門區，育有 3-8 歲懷疑或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家長及其子女，提供個別訓練、家居

所遇到的種種挑戰和壓力，於青年人求職過程中提供所需的支援。

指導、親職工作坊及親子活動等相關專業服務，合共服務了 3,325 人次。

機構亦着重青年人的職前準備，服務單位以短期工作體驗，讓青年人體驗工作世界。參加者人數
超過 30 名，提供職位包括：文職、服務、零售等行業。參加的青年從中認識不同行業之特色及
工作環境，尋找個人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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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學校支援服務

青年領袖培訓

本服務旨在支援青少年進入就業階段，幫助他們作好職前準備，並支援他們面對
職場中不同的困難和挑戰。

領袖訓練服務旨在培訓青年人的團隊能力、提升自信心，領袖素質及領導才能。
領袖訓練服務包括學長及社區幹事訓練、團隊及紀律訓練等。培訓內容以實踐性及
體驗性為主，除小組學習外，訓練營、設計及帶領義工服務均是當中主要活動手法。
透過這些媒介，參加者能體會到如何設計活動、帶領會議、增強與他人合作、提昇
在公開場合表達之信心等。
屯門中心於區內學校及中心舉辦不同培訓計劃，如「風紀訓練」、「大哥姐朋輩訓練」、「領袖
生訓練」等；透過小組、歷奇訓練、帶領校內活動、社區服務及參與等活動，讓兒童及青少年實
踐及發展領袖才能。中心全年共為約 200 名兒童及青少年提供領袖訓練。另外，於社區內舉辦之
交流活動 : 『探索寧夏』- 古絲路生活體驗計劃﹔透過深入探訪及舉辦不同活動，促進本港青少
年認識和了解中國西北城鄉發展及中國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情況。亦透過體驗及交流，促進青

屯門中心為區內中小學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高小「成長的天空」計劃，風紀訓練、學習困難
學童支援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社交小組、情緒教育、自我照顧訓練、初小適應、團隊訓練、
親子活動、教師工作坊、家長工作坊、初中成長計劃、「懂愛青少年性教育系列」活動、生涯規劃、
提升動機小組、預防青少年濫藥活動、領袖訓練、義工培訓、表演藝術訓練、共融體驗活動等 50
多項計劃及活動。
黃埔中心透過連貫性多元化的活動如：社交小組訓練、歷奇活動、訓練營、義務工作、成長天空
的計劃等，支援區內中小學。中心繼續為小學提供學習困難學童支援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讀
寫小組等。其他學校支援服務包括：生涯規劃、試工計劃、提升低動機學習小組、領袖訓練計劃、
義工培訓、升學輔導等。國情教育是中學國民教育的重點活動，內容包括：基本法週、智識國情
比賽，目標是讓同學以多面向認識國家和香港的事情，有助學生開闢視野，增強學生的思考。
元朗中心為區內小學提供學習困難學童支援小組、非

少年反思自己的生活價值觀。
黃埔中心在學校舉行的領袖訓練活動，以小組、歷奇訓練、桌上遊戲及帶領校內活動、培養青少

華語讀寫及適應小組、成長的天空計劃等 14 項活動。

年領袖、團隊溝通、與人合作的素質，讓青少年能在校內或社區服務中，學以致用，已舉行的計

沙田中心繼續為區內幼稚園及小學提供學習困難學童

劃有「生命大使計劃 」。

支援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情緒社交小組、小肌肉
訓練及讀寫小組。

義務工作

・生命大使小組

義務工作除可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外，義工們於服務的過程中體驗到社會的不同
面貌，亦能建立他們的服務精神、自我反省及批判能力。各中心每年均恆常舉辦
長短期的義工培訓及體驗計劃。義工服務的對象觸及不同群體：長期病患者、南亞
裔兒童、失明人士、智障人士、醫院病童、安老院、兒童院等。

為支援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適切支援服務，並致力締造有利成長發展的
社會環境。

黃埔中心的義工小組，服務兒童、低收入人士、長者、各種身心障礙人士等，讓義工接觸社會上

黃埔中心為區內中小學的低學習動機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服務計劃包括：生涯規劃輔導、試工

不同人士及多作反思。

計劃、歷奇活動、成長小組、義務工作、家長聯繫等，透過連繫青年人與身處的社會，令青年人

屯門中心開展不同組群的義工計劃及活動，今年度共進行了 40 多次、約 400 多名兒童、青少年

身處不利環境青年及家庭之支援服務

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及婦女參與之不同類型義工訓練及服務。服務內容多元化、對象亦觸及不同群體；包括服務獨居

屯門中心透過不同小組活動，為低學習動機、有輟學危機的區內中小學生及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長者、私營安老院長者、低收入家庭及兒童、協助基層家庭之二手物品轉換活動等。中心亦與區

服務包括：IPSC 氣槍實用射擊訓練、自信心訓練、形象重塑、成長小組、技能學習等。

內中小學合作，於校內推行義務工作計劃及訓練。

另外，各中心皆有提供學童託管服務，為有不同需要家庭的兒童提供課後照顧，讓家長能安心地

元朗中心亦與區內中學合作，於校內推行中三全級義務工作訓練，服務超過 120 名區內長者。

投入就業市場。中心社工亦會為有需要的兒童或家長，進行輔導服務。全年參與託管服務的學童
超過二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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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義工訓練

・生涯規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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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中心亦繼續發展家長及兒童的網上平台，如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等配套服務，協助家長及家庭
掌握合適之資訊，強化家庭間及社區之聯繫，彼此支援。

青少年成長服務
青少年在成長期間面對的衝擊愈見複雜，成功跨越這些挑戰有助他們建立成熟及
積極的品格。
青少年成長是黃埔中心的服務目標，因應地區青少年人的特色舉辦社群化活動，協助他們健康成
長。服務包括：性教育、德育、創意訓練、義務工作、領袖訓練、情緒管理、多元智能發展計劃、
人際技巧訓練等，務求令社區內的兒童於成長的不同階段，均得到相關的服務及培育。

沙田中心重視親職教育工作，定期舉行親子 playgroup、親職工作坊、小組、戶外及社區教育活動；
同時，中心亦是沙田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核下工作小組的一份子，在區內舉行「家 ‧
加力」同樂日，提倡家庭功能及家庭凝聚力。
元朗中心亦定期舉辦親職工作坊、家長能力發展小
組、親子活動及比賽，提昇家長管教技巧，增進家
庭成員間之溝通和合作，增進親子關係。

屯門中心期望兒童及青少年得到多元化發展，提昇他們潛能發展的機會。服務包括鼓勵發揮表演
・家長小組

藝術才華之表演平台及藝墟，提昇及發揮音樂潛能之結他、鼓及鋼琴訓練，以及透過唱歌、Band
隊比賽及交流活動，讓青少年在學業之外，獲得表現自我的機會， 同時提昇自我形象及自信心。
另外，中心亦舉辦培育兒童及青少年多元化發展及紀律之童軍活動；發揮運動潛能及合作性之運
動訓練；拓展創意之不同類型比賽及手工藝訓練；提昇關心他人意識之義務工作及探訪等，務求
令社區內的兒童及青少年於成長階段，均得到所需的服務及培育。
沙田中心於本年度除舉辦兒童成長活動外，更繼續中學功課輔導服務，協助處理同學面對學習上
的各種挑戰，閒時亦會帶領這班青少年參與義工服務，擴闊視野，回饋社會。中心每年均繼續獲

中小學駐校社會工作服務
機構為兩間中學、兩間小學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旨在協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
達致身心健康成長；同時幫助學生解決個人、家庭、人際關係及在學的問題；加強
學生、家長、學校及社區的聯繫。

教育局資助舉行『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於 2019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舉行了一班適應課程；另外，

中學駐校服務

亦為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舉行了一班社交適應課程，內容包括學習適應、朋友相處、情緒

年度內共處理個案 153 宗，當中大部份以情緒及家庭為主。諮詢服務超過 721 人次。社工亦有

管理等，為照顧他們成長上的需要，也提供了支援，以擴闊其人際關係網，提升自信心。

提供小組及活動予各級的同學，包括社交訓練小組、中一適應活動及義工活動等，以協助同學適

元朗中心為提昇兒童個人潛能發展，除了在暑假及節日期間舉辦多類型小組活動外，又於暑假期
間開辦 3 班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為新來港兒童及青少年提供適應上的支援。

應社群生活及建立積極生活態度。此外，亦舉辦了預防濫藥工作坊、性教育工作坊及午間活動等，
以協助同學建立健康正面的生活。另有新來港同學聚會及認識香港活動等，以促進社區共融。
小學駐校服務

家庭支援服務
本機構的家庭服務包括家長講座及管教子女訓練班、親子戶外活動、伴讀計劃等，
讓家長們明白子女成長的心理需要，掌握解決子女學習困難的技巧及如何減低教養
的壓力，以及培養親子間有效溝通及家庭關係。當中亦特別支援有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子女之家長，提供管教知識及技巧之訓練。
黃埔中心以親子活動去加強親子相處時間及親子技巧，讓父母與子女樂在其中，享受一家人相處

樂於學習，增強自信，並強化親子關係，包括幼童軍訓練、生活體驗營、步操、歷奇活動、全校
參予的獎勵計劃、為自閉症學童提供的『社交訓練小組』讀寫、小肌、專注及情緒社交小組等。
年度內提供個案面談超過 300 人次，當中大部份以情緖及家庭為主。諮詢服務超過 600 人次。
中學及小學駐校服務個案類別
健康

1.6%

情緒 / 精神健康

27.5%

學業 / 教育 / 學校

18.5%

朋輩關係

14.3%

屯門中心配合地區特色，家庭服務以增加家長親職教育及親子活動機會、擴闊家庭和家長社區網

成長適應

4.2%

絡強化社區弱勢家庭為服務重點。中心長期舉辦家庭活動，連繫家庭與中心、家庭與家庭間的網

性問題

2.1%

絡。當中包括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多元親子活動、平民學堂、兒童天地家長資訊閣、個案服務等。

行為 / 社會規範

另外，藉家長通識工作坊、伴讀服務，協助家長提升管教子女的知識及技巧。

家庭

的時間，如：家庭生態遊。中心亦定期舉行家庭親子小組，提昇家長管教技巧，同時舉辦家長減
壓小組，以體驗及壓力抒發活動，促進家長互相分享子女管教中的苦樂及互相支持。

22

社工推行連串支援小組、個別輔導、親職教育服務及成長活動，幫助學童面對困難，發掘潛能，

12.8%
19%
23

各中心服務報告：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3. 中心着重家庭及家長支援服務，今年家長教育推廣活動「家長通識工作坊」，參與人數超過
100 人。「家庭最強陸運會」亦能成功申請場地再次舉辦，仍有不少家庭參與。另外，「平民
學堂」計劃運用『互助，互學，互相支持』的理念及手法，讓區內不同階層的人士參與。計劃
透過互相傳授技能、分享生活智慧，以『教』與『學』形式，增加居民之「社區資本」。年度

服務方向及重點

內平均每季開設超過 4 個分享班，全年超過 150 位學員及義務導師參與。

1. 協助及支援弱勢兒童及青少年面對及解決困難、加強他們抗逆及適應能力、協助處理人際
關係、兩性相處及成長疑難，使他們能有效地處理生活上不同的挑戰。
2. 以及早介入的方向提供適當的親子活動，藉此提昇家庭正面功能及增強家庭內聚力。
3. 協助兒童及青少年透過不同途徑，發掘自己潛能、認識自我、增強信心、提昇視野、能力感及
方向感、培養健康及正面的性格。

4. 在基層社區服務，自 2012 年初開始，與區內商店「金發麵包」( 連續 7 年獲社會福利署
頒發傑出社區愛心商户 ) 合作，每星期捐贈麵包予基層家庭，亦與「樂餉社」(Feeding Hong
Kong) 合作，收集及重新分配「美心西餅」剩餘麵包，每週服務超過 50 個有需要之家庭，共
派發了超過 20,000 個麵包。另外，透過向區內家庭收集可循環再用的物品，然後每月舉辦 1-2
次「淘場」 - 二手物品轉換活動，藉此鼓勵基層社區珍惜及共享資源。活動全年惠及約 4,000
名區內基層人士及家庭；超過 100 名義工參與，10,000 份以上有用之二手物品能被轉換及善用。

4. 提昇社區正面能量及互助關愛的氣氛，協助建立有利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預防及
處理區內兒童及青少年危機。

服務總結及分享
1. 中心繼續透過不同服務，支援社區內低收入之基層家庭及居民，如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青
少年等，詳情可參閱年度焦點分享，有關服務均獲得家長及社區人士肯定。此外，因應社區需
要，中心長期舉辦提昇社區關愛及正能量之服務，透過不同之支援基層服務、義工及社區教育
活動，致力建立一個互助關愛的社區。
2. 隨著 2020 年初開始之新冠肺災疫情，中心以不同服務回應基層家庭及居民之需要。包括 :
a) 派發多類抗疫物資、超市禮券、餐券 ;
b) 獲營商公司資助 18 萬元，舉行支援受疫情影響人士的短期食物援助計劃，購買食物包、

・運動會

・淘場二手物品轉換活動

中心服務統計

服務節數及參與人次

超市 coupons，協助超過 1,800 個屯門及元朗區家庭。
c) 參與社聯緊急經濟援助計劃，共處理超過 170 個申請，涉及約 134 萬。
d) 與捐贈物資義工及同區長者中心進行 2 次上門派贈防疫物資行動。

會員人數
6 歲或以下

98

6-24 歲

1,310

24 歲或以上

448

節數

人次

2,179

9,011

813

5,963

1,237

18,875

4. 社區參與活動

46

2,495

5. 興趣技能班組

725

7,324

1. 指導及輔導服務
2. 支援活動
3. 發展和社交活動

・上門派贈防疫物資

24

・抗疫物資已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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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服務報告：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5. 智能手機的普及影響人與人的相處模式，致力推動親子伴讀，及兒童講故事活動，讓家長能以
有益有深度的活動形式與孩子相處。
6. 舉行親子小組、親子活動，促進家庭親密關係。
7.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因應個別學習能力的差異，幫助他們提升學習技巧、自我情緒管理

服務方向及重點

及社交技巧。

1. 培育兒童及青少年的能力感、批判思考及領袖能力

8. 配合中學生的成長需要，訂立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加強青少年探索及思考前路。

2. 支援兒童及青少年面對成長中的挑戰
3. 支援弱勢兒童、青少年及家庭，加強抗逆力
4. 提昇家庭凝聚力及支援家長發揮親職功能
『閉起雙眼我最掛念誰？』( 某廣東歌歌詞，想知係邊首 ?google 一吓即刻知 )
2019-2020 年，一場社會運動，一個肺炎疫症，大大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與生存方式。當一切都變
成不是理所當然，我們最掛念的是甚麼？
在 2019 年末，至肺炎第一波爆發期間，本中心以希望 (Hope) 為主題進行了推廣活動。在疫症初
期，黃埔花園疫情嚴峻，本中心努力為會員張羅口罩、漂白等防疫物資，與社區同行。

・考察古洞寮屋

服務總結及分享
1. 致力為區內居民舉辦社區參與活動 ( 例如：年宵市集、親子共享活動 )，讓居民在高度商業化的

・為會員搜羅抗疫必須品

社區，體驗另類生活。
2. 國情教育及認識香港社會，讓青年人從國內及香港的時事去認識社會不同面向，擴闊對中國及
香港社會的觀察、認知和批判，並學習勇於表達個人見解。
3. 回應社交網絡文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提供到校『網絡康全教育』服務。
4. 組織義工去關心街上執拾紙皮的長者、清潔工友。

・黃埔花園九號水產 - 地區的年宵市場

服務節數及參與人次
・2020 年 - 你有甚麼希望與期盼

・小白 + 聖誕老人 - 最吸 like 嘅組合

・戴住口罩做農務 - 有機耕作

中心服務統計

節數

人次

1. 指導及輔導

388

8,251

2. 為身處不利環境青少年
提供之支援服務

1,017

5,332

6 歲以下

54

6-24 歲

738

3. 社群化服務

243

4,464

24 歲或以上

328

53

1,000

1,210

9,320

4. 提昇社會責任和能力服務
5. 興趣技能班組

會員人數

・中心開放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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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服務報告：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幼兒及家庭服務
為達致及早識別、及早介入，強化家庭功能的
目的，本年於世佛會文殊幼兒學校提供駐校社
工服務，透過一連串成長潛能發展小組、親子

服務方向及重點

遊戲治療、個案輔導、親職教育服務幫助幼兒
面對成長上的挑戰，藉以強化家庭功能。同時，

1. 強化家庭功能

定期舉行歲半至 3 歲親子 PLAYGROUP，亦為

2. 支援學習困難兒童

有言語訓練需要的幼童提供言語治療訓練，受

3. 支援弱勢及雙職家庭

惠人數 214 人次。本年亦與沙田區家庭及兒童

4. 提供幼兒及駐幼稚園服務

服務總結及分享

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合作，在區內舉行「愛 ‧
加力」沙田同樂日的大型社區活動，提倡家庭
・參觀活動

功能及家庭凝聚力。同樂日提升家庭成員間的

・牽手童行 - 家居指導

照顧學習困難兒童

親密感，凝聚家庭正能量。

本中心自 2004 年開始，為特殊學習困難兒童提供多項支援服務，當中包括言語治療、兒童為本

全人關顧的課餘託管服務及中學功課輔導服務

遊戲治療及親子遊戲治療、個別訓練、聽說讀寫小組、專注力訓練小組、情緒社交小組等，為特

中心課餘託管服務致力照顧兒童在德、智、體、群、美、靈性以及情緒上的全面發展。本年度服

殊學習需要兒童提供過渡性的支援。

務學童 7,597 人次，設接送、暑期託管服務及暫託服務。本年度曾舉行之成長性活動包括 EQ 桌遊、

同時，中心推行「喜閱寫意讀寫支援計劃」，為新界東幼兒提供讀寫支援服務。2019 至 20 年度，

小『煮』人、DIY 手作仔及 STEM 創意科學研究所等班組活動，並安排不同外出活動、參觀及講座，

舉辦了 9 組，並增添家長諮詢環節，讓家長了解課程內容及掌握家居訓練技巧。此外，中心本年

開闊學童視野及眼界，締造健康的成長環境。同時，為中學生提供功課輔導服務 387 人次，設試

獲香港公益金撥款贊助推行「牽手童行 - 學習困難兒童跨代照顧支援計劃」，6 間幼稚園合共 38

後及義工活動，擴闊視野，建立正面積極的自我形象。

位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及其跨代照顧者提供到校訓練、家居指導及輔導，促進幼兒發展及

新來港兒童服務

三代溝通和相處。

獲教育局的資助，本年舉行了『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內容包括學術適應課程、社區探索、共

本年度繼續為全港小學提供課後支援服務，2019 至 2020 年曾為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嘉諾撒小

融活動等，以提升他們的居港信心及適應能力。

學 ( 新蒲崗 )，沙田崇真學校，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及保良局陸慶濤小學合共 5 所小學提供
服務，受惠學生 722 人次。同時，第六年為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提供駐校社工服務，並首年為香

中心服務統計

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提供駐校輔導服務，透過一連串支援小組、個別輔導、親職教育服

會員人數：224 人

務及成長活動幫助學童面對困難，發掘潛能，樂於學習，增強自信，並強化親子關係。

服務節數及參與人次
節數

人次

1. 指導及輔導服務

1,692

4,035

2. 為身處不利環境青少年
提供之支援服務

1,380

8,109

42

1,059

1

24

3. 社群化服務
・暑期託管開 PARTY

・專注訓練小組
28

4. 提升社會責任和能力服務

・社交小組
29

各中心服務報告：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提供駐幼稚園社會工作服務
為達致及早介入的目標，中心已第九年為麗晶幼稚園分校提供駐園社會工作服務，同時亦第五年
為世佛會真言宗幼兒學校及世佛會觀自在幼兒學校作駐校工作，透過個別訓練、成長發展小組、

服務方向及重點

遊戲治療及親職教育等服務，幫助幼兒及家長迎接成長中的挑戰。

培育兒童個人質素

1. 支援弱勢及雙職家長照顧子女

本年度共舉辦了 24 項幼兒及兒童班組活動，透過藝術、專注力、情緒及社交等訓練，讓兒童

2. 支援學習困難學童及家長

發揮個人潛能和擴闊視野，並提昇他們的自信心及與人相處技巧。此外，為提昇高小學生的抗逆

3. 提供駐幼稚園社會工作服務

力，中心與區內小學繼續合辦「成長的天空」計劃，藉著一系列活動協助他們面對成長的挑戰。

4. 培育兒童個人質素

中心繼續提供遊戲治療服務，舒緩及改善他們的情緒行為問題。與此同時，本年度獲教育局資助

5. 強化家庭功能

舉辦「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協助 30 位新來港兒童及青少年適應香港環境及學校生活，及早

服務總結及分享

融入社區。

中心服務統計

支援弱勢及雙職家長照顧子女

會員人數：147 人

為支援元朗區內弱勢及雙職家長於課餘時間照

服務節數及參與人次

顧子女，中心年度內為 32 位學童提供課後功課
指導及德育培訓。在導師悉心教導下，參與學

節數

人次

1. 指導及輔導服務

559

2,101

2. 支援青少年服務

770

5,042

支援學習困難學童及家長

3. 發展及社群化服務

126

10,560

中心於年度內為三間小學提供學習困難到校支援服務，透過多感官及讀寫訓練，提昇學習困難學

4. 社區參與

9

635

1,464

18,338

童不但提昇了學習動機及技巧，而且在情緒、
社交及自信心方面均有顯著進步。另中心亦會
定期舉辦親子活動，藉以提昇親子關係。

・親子活動

童的學習動機、學習技巧和興趣，有近 840 人次學童受惠。此外，年度內繼續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非華語小組

舉辦「愛與望同行」特殊學習需要家長支援計劃，為區內 20 位幼兒、初小學童及其家長提供個
別訓練、家居指導、家長工作坊、親子義工服務及活動等，讓有需要家庭得到適切的支援。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

・家長小組
・課餘託管活動

30

31

各中心服務報告：社會企業

企業於 2014 年成立，旨在為各界提供專業的攝影服務，亦為一班富熱誠而專業的青年攝影師創

My Concept

造更多工作契機，向年青人提供入行契機，讓他們能於攝影攝錄的製作工作中發揮所長。

企業旨在扶助有表演夢想的青年人實現夢想及自力更生；同時為顧客提供富創意及活力的節目策
劃服務。社企成為青年表演者進入表演行業的跳板，並為他們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青年人更
從社企就業中得到正面成長及轉變，能堅持夢想及奮鬥向上。
年度方向及重點
2019 至 2020 年是一個非常挑戰性的年份，在渡過一個計劃中的上半年之後 ; 在下半年至 2020
年初有社會運動及疫情發生，香港整體營商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狀況，急速轉差甚至乎停擺。社
企亦渡過了一個非常之艱難的年份。商業活動以及政府的項目都暫停運作，社企踏入開業 12 年來
最艱難的寒冬。幸得到機構的支持及民政署的應急基金，才得以繼續支持下去，希望寒冬盡快過
去，春暖花開之日到臨。

・幼稚園 50 周年活動

32

My lmage

・長者嘉年華

年度方向及重點
2019 至 2020 年度，是一個轉變之年，我們有幸得到幾份新的，有創意，有挑戰性的工作，屯門
區議會旅遊及宣傳微電影、香港電台宣傳區議會選舉的片段、以及香港心理衛生協會的大型歌唱
比賽”我是歌手” 記錄片段。這些都是新的突破，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開拓新的眼界，接觸及緊貼
社會的潮流及要求。在今年初，疫情肆虐，我們與機構的同工一起同行，齊心抗疫，去到不同的
地區派發抗疫物資，將社會現狀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又到不同的單位訪問，將各方各界熱心支
援的善舉記下；我們也走到最前線與基層的市民溝通，拍攝他們在疫情底下的心聲及他們需要的
幫助。與香港一起度過艱難的時候，亦讓我們的年輕同事成長起來。預計未來的日子都不會容易
的，但相信這些艱難都會造就我們的年輕人成長，這也是我們的信念。

・屯門區議會微電影拍攝

・受苦節講道錄影製作

33

財政報告

34

THE CHURCH OF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HONG KONG LIMITED
-SOCIAL SERVICE DIVISION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20

財政報告

THE CHURCH OF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HONG KONG LIMITED
-SOCIAL SERVICE DIVISION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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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通訊資料

協基會堂會

Contact Details of Service Units

總會辦事處

Head Office

香港灣仔駱克道 391 號金禧大廈三樓 B 座
電話：2572 1813
傳真：2834 9919
電郵：ubhk.ch@cubc.org.hk
監督：姚健強牧師
幹事： 陳暉躍女士

Flat B, 2/F, Golden Jubilee House, 391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Tel.：2572 1813
Fax：2834 9919
E-mail：ubhk.ch@cubc.org.hk
Superintendent：Rev. Yiu Kin Keung
Executive Officer：Ms. Chan Fai York, Sophie

協基出版社

United Brethren Publishers

香港灣仔駱克道 391 號金禧大廈三樓 B 座
電話：2572 1813 傳真：2834 9919
執行幹事：姚健強牧師

Flat B, 2/F, Golden Jubilee House, 391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Tel.：2572 1813
Fax：2834 9919
Chief Executive：Rev. Yiu Kin Keung

主恩堂

Grace Church of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香港灣仔駱克道 391 號三樓 C-D 座
電話：2572 6622
傳真：2834 9919
代堂主任：廖傑仕先生

Flat C-D, 2/F, 391,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Tel.：2572 6622 Fax：2834 9919
Office-in-Charge : Mr. Liu Kit Sze

嶺英堂

Ling Ying Church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 361 號利嘉中心 25 字樓
電話：2535 9095
傳真：2569 0583
電郵：lingying.ch@cubc.org.hk
主任：姚健強牧師
傳道：吳靜雯小姐

25/F Lancashire Centre, No. 361 Shau Kei Wan
Road,Shau Kei Wan, HK.
Tel.：2535 9095
Fax：2569 0583
E-mail：lingying.ch@cubc.org.hk
Pastor-in-Charge：Rev. Yiu Kin Keung
Ministers： Ms. Ng Ching Man

協基會服務部單位
中央行政協調處暨學前社會工作服務隊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702-704 號合興大廈 6 樓 E 室
電話：2608 2919
傳真：2681 2532
電郵：central.ssd@cubc.org.hk
監督：姚健強牧師
總幹事：黃秀華女士
服務督導：戴慧賢女士

Central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ing Office and
Pre-Primary Institutions Social Work Service Team
Flat E, 6/F Hop Hing Building, 702-704 Castle Peak
Road, Cheung Sha Wan, Kln.
Tel.：2608 2919
Fax：2681 2532
E-mail：central.ssd@cubc.org.hk
Superintendent：Rev. Yiu Kin Keung
Chief Executive：Ms. Wong Sau Wa
Service Supervisor：Ms. Tai Wai Yin,Anna

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Tuen Mun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Centre

新界屯門田景邨田翠樓地下 1-10 號
電話：2463 2381
傳真：2454 6035
電郵：tinking.ssd@cubc.org.hk
督導主任：李澤文先生

Unit 1-10, G/F, Tin Tsui House, Tin King Estate, Tuen Mun, NT.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Whampoa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Centre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螢幕圈一字樓
電話：2363 3719
傳真：2330 3968
電郵：whampoa.ssd@cubc.org.hk
中心主任 : 鄭子華先生

1/F, Screen World Site 8, Whampoa Garden, Hung Hom, Kln.

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Shatin Parent Resources Centre

路加堂

St Luke’s Church

新界沙田新翠邨新月樓平台 206-208 室
新界沙田新翠邨新偉樓平台 228-230 室
電話：2601 3017
傳真：2699 5263
電郵：parent.ssd@cubc.org.hk
中心主任：黃子健先生

Room 206-208, Podium, Sun Yuet House, Sun Chui Estate,

九龍深水埗通洲街 336 號時尚華庭 1 樓
電話：2711 9231
傳真：2712 1690
電郵：stluke.ch@cubc.org.hk
顧問牧師 ( 代堂主任 )：蘇振輝牧師
傳道：何執娣女士
傳道：張詠詩女士

1/F, The Prominence, 336 Tung Chau Street,Sham
Shui Po, Kowloon.
Tel.：2711 9231
Fax：2712 1690
E-mail：stluke.ch@cubc.org.hk
Advisory Pastor(Pastor-in-Charge) :
Rev. So Chun Fai
Ministers： Ms. Ho Chup Tai, Ms.
Ministers： Ms. Cheung Wing Sze

馬可堂

St. Mark’s Church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螢幕圈 ( 第八期 ) 一樓
電話：2363 5619
傳真：2764 4312
電郵：stmarkchurch.hk@gmail.com
主任：何應景傳道
傳道：何敬賢先生

1/F, Screen World Site 8, Whampoa Garden, Hung
Hom, Kln.
Tel.：2363 5619
Fax：2764 4312
E-mail：stmarkchurch.hk@gmail.com
Pastor-in-Charge：Mr. Ho Ying King
Ministers：Mr. Ho King Yin

恩慈堂

Yan Tze Church

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10 樓 A 室
電話：2714 8379
電郵：yantze.ch@gmail.com
主任：黃玉芬牧師
傳道：梁鼎彝先生

Office A, 10/F, Kings Tower, No.111 King Lam Street,
Kowloon.
Tel.：2714 8379
E-mail：yantze.ch@gmail.com
Pastor-in-Charge： Rev.Wong Yuk Fun, Connie
Minister：Mr. Leung Ting Yee

Tel.：2463 2381
Fax：2454 6035
E-mail：tinking.ssd@cubc.org.hk
Service Supervisor：Mr. Lee Chak Man

Tel.：2363 3719

Fax：2330 3968

E-mail：whampoa.ssd@cubc.org.hk
Centre-in-Charge : Mr. Cheng Tze Wah

Shatin, NT.
Room 228-230, Podium, Sun Wai House, Sun Chui Estate,
Shatin, NT.
Tel.：2601 3017

Fax：2699 5263

E-mail：parent.ssd@cubc.org.hk
Centre-in-Charge：Mr.Wong Tsz Kin

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Yuen Long Social Service Centre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盈水樓平台 206-209 室
電話：2443 4853
傳真：2443 0143
電郵：yuenlong.ssd@cubc.org.hk
中心主任：趙愷珊女士

Room 206-209, Podium, Ying Shui House, Shui Pin Wai Estate,
Yuen Long, NT.
Tel.：2443 4853

Fax：2443 0143

E-mail：yuenlong.ssd@cubc.org.hk
Centre-in-Charge：Ms. Chiu Hoi Shan

社會企業
1) 我 ‧ 概念節目策劃管理
2)My Image Production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702-704 號合興大廈 6 樓 E 室
電話：3428 2588
傳真：3428 2466
電郵：myconcept@cubc.org.hk
myimage@cubc.org.hk
業務經理：張國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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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nterprises
1)My Concept Event Management
2)My Image Production
Flat E, 6/F Hop Hing Building, 702-704 Castle Peak Road,
Cheung Sha Wan, Kln.
Tel.：3428 2588

Fax：3428 2466

E-mail：myconcept@cubc.org.hk
myimage@cubc.org.hk
Business Manager：Mr. Cheung Kwok 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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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部職員名單

協基會堂會
錫安堂

Zion Church

新界元朗洪水橋田廈路 76 號
電話：2448 2186
電郵：zion_church@yahoo.com.hk
署理堂主任：吳美鳳傳道
傳道：吳嘉瑋先生
傳道：江愛蓮女士 ( 部份時間 )
顧問：李國權牧師

No. 76, Tin Ha Road, Hung Shui Kiu,Yuen Long, NT.
Tel.：2448 2186
E-mail：zion_church@yahoo.com.hk
Pastor-in-Charge：Ms. Ng Mei Fung
Minister：Mr. Ng Ka Wai
Minister：Ms. Kong Oi Lin Irene(Part-time)
Advisory Pastor：Rev. Lee Kwok Kuen

錫安閱覽室

Zion Study Room

新界元朗洪水橋田廈路 76 號
電話：2448 2186
電郵：zion_church@yahoo.com.hk

No. 76, Tin Ha Road, Hung Shui Kiu, Yuen Long, NT.
Tel.：2448 2186
E-mail：zion_church@yahoo.com.hk

恩景堂

Vision of Grace Church

新界屯門仁愛堂街 45 號興泰大廈 1 樓 B 室
電話：2463 2390
電郵：vogcubc@yahoo.com.hk
顧問：李國權牧師

45 Yan Oi Tong Circuit, 1B Hing Tai Building, Tuen
Mun, NT.
Tel.：2463 2390
E-mail：vogcubc@yahoo.com.hk
Advisory Pastor：Rev. Lee Kwok Kuen

海外宣教
澳門基督教協基會活泉堂
Living Water Church of
the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澳門大砲台斜巷 12 號
Calcada do Monte 12 R/C
電話：(853)2883 7153
傳真：(853)2883 7154
電郵：elp@macau.ctm.net
北美協基會駐澳門宣教士：
Miss Jennifer Blandin、Miss Jenaya Bonner

澳門俾利喇街 12 號恒富大廈 1 樓 A 座
12 Rua Francisco Xavier Pereira, 1/A, Macau.
電話：(853)2830 7594
傳真：(853)2830 7594
電郵：livingwater@macau.ctm.net
主任：Ms Karis Vong ( 黃嘉儀女士 )

700 Moo 4, Tambon Rob Wiang, Ampur Muang,
Chiang Rai, North Thailand.
北美協基會駐泰北清萊市宣教士：
Brian and Rachel Glunt、Milton and Erika Pacheco

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黃秀華女士
陳偉德先生
梁潔恩女士
徐文恩女士

李澤文先生
何紹基先生
李美英女士
周慧珊女士
關淑梅女士
黃萬坤先生
吳寶蓮女士
陳秀娟女士
詹偉興先生
陳靖民先生
關浩昌先生
賴美婷女士
葉盈豐先生
陳 樺女士
陳樂怡女士
潘筠怡女士
陳芷翹女士
謝麗萍女士
袁以真女士
黎慕卿女士
潘雪兒女士
黎玉萍女士
盧銘欣女士
黎嘉浩先生
黃阡霈女士
黃珠琴女士
陳淑芳女士
黃原妹女士

總幹事
財務主任
會計助理
行政助理

學前社會工作服務隊
戴慧賢女士
丘正雯女士
鄧依嫻女士
陳念莊女士
呂美貞女士
劉凱靜女士
麥家慇女士
朱惠萍女士
袁翠琼女士
梁秀玲女士
蔡鳳萍女士
余美嫺女士
李安琪女士

服務督導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 半職 )
助理文書主任
文書助理

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澳門基督教協基會活石堂
Living Stone Church of
the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泰北清萊市佳土社區中心
Good Soil Community Center

中央行政協調處

黃子健先生
秦婉儀女士
馬寶御女士
楊錦清女士
陳燕嫺女士
鄭淑鈴女士
凌麗情女士
陳重安先生

中心主任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特殊幼兒工作員
課餘託管統籌
行政幹事
全職導師

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趙愷珊女士
黎玉美女士
黎玉娟女士
陳鍶淇女士
洪喜娜女士
張敏貞女士

中心主任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 半職 )
特殊幼兒工作員
服務助理

社會企業
張國顯先生
陳雅裕女士
楊錫平先生
戚慧玲女士

業務經理
市場主任
攝影師
設計師

督導主任
兒童及家庭工作隊隊長
青年及社區工作隊隊長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 半職 )
文員
文員
活動助理
活動幹事
活動幹事
活動助理
活動助理 ( 兼職 )
庶務員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鄭子華先生
關德美女士
蔡巧怡女士
郭聞俊先生
蘇詩遠女士
曾昭傑先生
陸穗葆女士
陳文傑先生
陳曉彤女士
陸穗葆女士
楊 宇先生
余文欣女士
郭愛華女士
阮巧雯女士
劉麒麟先生
鄭嘉傑先生
林少興女士

中心主任
青年及社區工作隊隊長
兒童及家庭工作隊隊長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社會工作員 ( 半職 )
活動幹事
文員
文員
庶務員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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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團體

團體

教育局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凱瑟克基金
兒童發展基金
優質教育基金
香港互勵會鄭裕彤敬老中心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浸會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 沙田 )
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關愛基金
香港公益金
信和友心
惜食堂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新翠邨辦事處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Everybody LABO
Me2You
中小企可持續發展學會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 -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 - 元朗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 - 屯門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 - 沙田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 - 荃灣葵青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 -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 沙田 )
社會福利署 - 沙田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
九龍城區議會
沙田區議會
元朗區議會
屯門區議會
民政事務總署 -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沙田民政事務處
元朗民政事務處
屯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個別人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柯廣輝律師

惠康有限公司

陳惠玲女士

天然養生有限公司

徐麗雯女士

鄭志剛鄭余雅穎基金有限公司

李瑞芬女士

珩泰註冊服務有限公司

簡仲勸女士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陳志章先生

黃埔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Sunny Ho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 沙田 )

鄧穎嫻女士

美林邨道光幼稚園

張晚有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信義幼稚園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麗晶幼稚園分校
新九龍婦女會新翠幼兒園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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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長沙灣青山道702-704號合興大廈6樓E室
Flat E, 6/F, Hop Hing Building, 702-704
Castle Peak Road, Cheung Sha Wan, Kowloon
電話 TEL：2608 2919
傳真 FAX：2681 2532
電郵 EMAIL：central.ssd@cubc.org.hk
網址 WEBSITE：www.cu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