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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社社社社会会会会工作服工作服工作服工作服务务务务部部部部    

 

1.1.1.1. 去年服去年服去年服去年服务务务务重重重重点点点点    

    

1.1. 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社会工作服务部印制了五万本「金融海啸一逆境自助手

册」经服务单位、堂区、学校及其他织构送赠小区人士，推广面对逆境的正面

态度，并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小区资源。 

1.2. 为配合不同人士的需要，本部曾推行不同的试验性计划，为不同年龄组群之精

神病患者提供综合及以小区为本之支持服务。本部整合同工经验，于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十五至十七日期间，成功举办「小区精神健康会议」共有二百三十八

位本地从业员、一百六十四位国内及海外参加者、及四百一十三位明爱同工参

与是次会议。大会除邀请了九十四位本地及海外之讲者外，明爱同工亦介绍了

共十五个服务计划。 

1.3. 在这段期间，本部进行了「知识管理」之管理审核，其中百分之八十三之评估

指标经已达标。至于表现衡量管理工具方面，除管理审核外，所有的主要表现

指标均已达标。 

1.4. 社会福利署为三个服务单位进行评估探访，包括明爱田湾综合家居照顾服务、

明爱莫张瑞勤小区中心及明爱小区精神健康协作计划(大埔及北区)。以上单位

均符合所有有关之津贴及服务协议之基本服务规定。 

1.5. 本部目前有一百一十个政府资助及十四个非政府资助之服务单位，员工人数共

三千二百一十六人，非核心兼职员工不计算在内。 

 

2.2.2.2. 鸣谢鸣谢鸣谢鸣谢    

    

2.1. 本部谨向资助本部改善服务之善长及香港天主教四旬期基金致谢，受惠人士共

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二人。过往一年的捐款主要改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家庭的生

活。此外，本部共获得各慈善及信托基金、政府部门及商界资助共一亿四千二

百九十四万元，开展创新计划、更新设备，与及为更多匿乏对象提供服务。 

 

3.3.3.3. 训练训练训练训练及及及及实习实习实习实习    

    

3.1. 本年度，本部为来自八间本地专上学院，共一百零九位社工系学生提供实习机

会，并与明爱徐诚斌学院合作，安排实习机会予九十三位同学，及推行「学本

友导」计划，培育一百一十一位同学。参与的社工分别有八十六位及一百五十

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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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零零九年五月期间，本部为两位来自广州的政府官员安排为期五天的交流计

划。同年七月，围内五间专上学院的十位社工系学生，参加了本部一个为期四

星期的交流计划。 

 

4. 员员员员工工工工进进进进修修修修 

    

4.1. 本部获奖券基金资助约一千六百万元，在五年内用以举办员工培训。去年一共

举办了七十二个培训课程，参加人数达三千一百五十四人次，其中包括专业同

工及支持员工;并为一千四百零七位同工举办了六个地区活动，加强明爱精神及

团队精神。另有五个为中层员工而设的培训，合共三百三十一人参加。另一方

面，亦为九位员工提供资助，参加一个为期两年的登记护士训练课程。此外，

共有三十八位同工获得支助参与九个海外交流活动;并进行了两项服务改善研

究。 

4.2. 本部为员工及其家人设立了一条电话热线，以助其舒缓压力，共接获六十六个

来电，并提供辅导服务予三位同工。此外，亦举办了九十二个工作坊，为二千

五百四十七位员工舒缓压力及促进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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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社社社社会会会会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前瞻前瞻前瞻前瞻    

 
1.1.1.1. 家庭服家庭服家庭服家庭服务务务务    

 

 

1.1.1.1.1.1.1.1.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1.1.1. 本服务之目标旨在巩固与加强家庭的完整性，并透过不同层面的专业介

入手法提高个人及家庭整体的能力，改善家庭生活的质素。为达致以上目

标，我们透过八个设于人口调密区域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乐协会香港和

九龙会所、明爱黄耀南中心、明爱向晴轩及明爱展睛中心，提供家庭辅导

服务、临床心理服务、家务指导服务、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吸毒者戒毒及

复康服务和其他短暂性的支持项目。 

 

1.2.1.2.1.2.1.2. 全年活全年活全年活全年活动动动动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2.1. 新设服务 

1.2.1.1. 「再晴计划」 

1.2.1.1.1. 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由明爱向晴轩发起及光大控股全力支

持的计划。沿用「人生规划」及「正向心理」两个理念架构，为

曾经历金融海啸，而在社会、心理及财政方面遭受重大压力的中

产人士，提供情绪支持的服务计划。为了增加计划的覆盖面，此

计划更成立了「晴天小区网络」，网络大使包括有专业团体如香

港会计师公会、香港大学职员协会、光大控股财富管理部，以及

多个不同地区的区议员办事处等。这类协作能增加计划推行的效

用，与此同时，能让更多的中产人士受惠。 

1.2.1.1.2. 「友爱有望」雇员情绪支持计划 

1.2.1.1.2.1. 明爱全人发展培训中心受社会工作服务部委托开办雇员情

绪支持计划，为社会工作服务部之员工提供热线辅导、简短

的个案支持及以工作单位为本的工作坊，藉以提高员工士

气、强化团队精神、改善处理压力的技能及促进工作及生活

间之平衡。过去一年间，已为员工举办了超过九十场有关正

面思想、身心减压及团队合作的工作坊。 

 

1.3.1.3.1.3.1.3. 积积积积极极极极响应响应响应响应小小小小区区区区之需要之需要之需要之需要    

1.3.1. 对金融海海嘨之回应 

1.3.1.1. 明爱荃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获芸湾区议会全力赞助「正向心理抗

逆动力」服务计划，本着「正向心理」积极意念，于小区推广「自强

不息」及「互助互爱」的小区精神。计划内容包括金句暨摄影比赛、

街头展览、嘉年华推广活动、自我成长小组、职业技能训练及职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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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动、教育性讲座及出版「正向心理」年历，推广快乐解碼「天天

好的心境，造就快乐的我们」推动小区人士善用「正向心理」面对逆

境。 

1.3.1.2. 明爱东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今年获得黄大仙区议会赞助，举行了

「积极人生抗逆境」计划，目的是培养市民的积极正面人生观、强化

家庭关系、在小区中建立互助关怀和倡导精神健康之重要性。 

1.3.2. 正向生活 

1.3.2.1. 回应沙田区自杀个案之增加，明爱苏沙伉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开

展了「为自己打气」的小区教育计划，于小区内派发海报和贴纸，并

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举办了一个大型嘉年华会，多个非政府组织机构及

商业公司应邀参与活动，使小区内的健康精神得以提升，自杀个案数

字下降。二零一零年三月，香港房屋协会也邀请本中心于乙明村内为

长者推行此类小区教育活动，以改善村内自杀问题。 

 

1.4.1.4.1.4.1.4. 特特特特别别别别服服服服务计务计务计务计划划划划 

1.4.1. 明爱荃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举办创新性服务计划「与B同行」支持医务

卫生署属下母婴健康院「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的未婚妈妈/年青母

亲，服务区内面对产后抑郁及家庭突变的母亲。此计划成功地透过定期举

办之支持小组、教育性活动及幼儿活动，为这群母亲建立支持网络，提供

初为人母的服务需要。 

1.4.2. 过去一年，明爱屯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为推动多元化家庭的讯息，成功

得到平等机会委员会赞助中心举办「家家不同关爱共融」计划，在区内招

募了十六位来自不同家庭形态并对戏剧表演有兴趣的人士，透过「即兴剧

场」的训练，为他们组成了「拉开你﹒我﹒家」剧团。此外，中心亦访问

了不同形态的家庭，制作了一本精美小册子于小区内派发。 

1.4.3. 明爱香港仔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获得迪斯尼儿童基金会的拨款资助，束手

持名为「寻找父母的成长足迹」创作比赛，希望透过亲子访问，促进父母

与子女的关系。在亲子工作坊中，最重要的是，孩子访问父母的时候，可

以知道更多父母的成长故事，既可提升亲子沟通，也可以促进孩子们对父

母的了解。 

 
2.2.2.2. 安老服安老服安老服安老服务务务务    

    

2.1.2.1.2.1.2.1.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2.1.1. 明爱安老服务旨在为六十岁或以上之高龄人士，提供小区照顾及支持服

务，俾能保持其生活质素及福利，维护个人尊严，并积极投入小区生活。

为达到上述目标，安老服务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包括院舍、到户及中心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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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    

2.2.1. 为预防新型流感的爆发，本服务在二零零九年五月至八月期间，举办多

个健康讲座及推行各项防疫措施，提醒服务对象及同工关注个人卫生。同

时，单位亦增聘短期合约员工加强单位清洁、为访客量度体温等额外工

作。 

2.2.2. 明爱观塘长者中心和香港扶幼会盛德中心学校合办之「银发优之保卫

队」计划，在二零零九年十月获社会福利署颁发二零零八/零九年度老有所

为活动计划之「香港最佳活动计划」奖项。 

2.2.3. 明爱元朗长者小区中心的「第三龄学苑一自务学习计划」，分别获香港

社会服务联会颁发「二零零九年度社会福利界十大卓越实践奖励计划」及

义务工作发展局的「二零零九香港杰出义工奖(团体组)」两项殊荣。 

2.2.4. 明爱郑承峰长者小区中心(深水埗)荣获由职业安全健康局举办之「二零

零九至二零一零良好工作场所整理推广计划」的最高荣誉一金奖。中心会

员组成的五常喜剧团亦同时赢至到最佳演译铜奖。 

 
3.3.3.3. 康复服康复服康复服康复服务务务务    

    

3.1.3.1.3.1.3.1.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3.1.1. 本服务旨在为弱能稚龄儿童、智障成人及精神病康复人士提供全面而有

效的康复训练、庇护工作、就业辅导、住宿照顾、社交及康乐活动，藉以

发展他们之潜能及各方面之能力，使他们尽量达至独立并全面参与小区生

活。本服务亦为弱能人士之家长、照顾者及亲属提供支持服务以增强彼此

间的关怀和支持，俾能充份发挥个人职份及巩固家庭功能。 

 

3.2.3.2.3.2.3.2. 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 

3.2.1. 明爱家长资源中心分别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六日及二十九日举办「社交思

考训练课程」研讨会，与教育界及社福界同工分享我们教导自闭症学生的

经验和试验计划的成效。两次研讨会的参加人数共有七百多位，当中包括

社工、校长、老师及有关服务的专业人士。 

3.2.2. 由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赞助名为「艺术工房」的活动计划，于本

服务辖下之智障成人服务单位内推行，从而提升智障人士之艺术潜能。 

3.2.3. 获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及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明爱启

匡培育中心于过去两年为超过六百名智障人士提供二百多项不同范畴的成

人教育课程，中心更于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为一百一十三名不同程度

智障的毕业生，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 

3.2.4. 明爱乐和宿舍得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的协助，为四十岁以上的女舍友

举行了四节的小组，让她们认识迈向年长阶段而出现的身心变化。小组内

容包括认识更年期、骨骼健康、松驰运动、阴道及个人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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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新服新服新服新服务务务务 

3.3.1. 明爱乐满家已于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正式开展服务，为八名智障人士

提供独立生活训练计划。小型家合着重各项独立生活技能训练，务求为入

住舍友提供迫切教导，为他日重返小区生活作充足准备。 

 

3.4.3.4.3.4.3.4. 服服服服务类别务类别务类别务类别及及及及输输输输出量出量出量出量////个个个个案案案案处处处处理理理理    

3.4.1. 本服务现正有二十三个受资助服务单位和十二项支持服务、三项非政府

资助的服务计划、与及四项职业康复训练计划。在过去一年，共有五千七

百九十八位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属接受了相关的服务。    

    

3.5.3.5.3.5.3.5. 员员员员工工工工进进进进修及培修及培修及培修及培训训训训    

3.5.1. 本服务举办了一个「精神健康推广新趋势」工作坊，内容包括如何运用

多媒体、网上论坛等技术作精神健康推广，并倡导朋辈支持概念。超过八

十位来自明爱、医管局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同工参与是次工作坊。    

3.5.2. 为加强同工之专业能力和为家长提供更优质的支持服务，本服务于过往

一年为不同职系之同工举办了一系列的员工培训活动，包括认知行为治

疗、残疾老龄服务用户之照顾模式及技巧、陶瓷工作坊、口腔肌能评估、

知识管理及音乐治疗工作坊等。    

    

4.4.4.4. 扶幼服扶幼服扶幼服扶幼服务务务务    

    

4.1.4.1.4.1.4.1.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4.1.1. 扶幼服务本着有教无类与培育幼儿全面发展的宗旨为单亲及双职工之家

庭提供二至六岁稚龄儿童及轻度弱能儿童教育与照顾服务。 

 

4.2.4.2.4.2.4.2. 全年工作摘要全年工作摘要全年工作摘要全年工作摘要////成就成就成就成就////新服新服新服新服务务务务 

4.2.1. 九所幼儿学校获教育局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拨款约十二万元资助

推行超过二十项家技合作计划，藉以加强家庭与学校之伙向系。同时，超

过二千名儿童及家长参与「童心同行，重行同实」亲子游戏日，参加者均

十分欣赏是日参展的亲子创意展品及由老师与家长设计的游戏活动。 

4.2.2. 明爱香港太平洋狮子会幼儿学校获香港太平洋狮子会捐赠计算机设备及

推行一项名为「智﹒创﹒传爱一创新科教，智慧太平洋」计划，旨在发展

幼儿信息科技课程。其中一位狮兄并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老

师工作坊，藉以提升教师对信息管理、数据保密及多媒体教学的知识。 

 

4.3.4.3.4.3.4.3. 服服服服务类别务类别务类别务类别    

4.3.1. 扶幼服务设有幼儿学校九所、暂托幼儿服务九队、兼收轻度弱能幼儿服

务十六队及延长时间幼儿服务八队，并提供幼儿服务容额九百五十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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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亦推行「小毛虫计划」(儿童潜能成长与发展计划)，合共举办了一百零

二项活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参加。    

    

4.4.4.4.4.4.4.4. 员员员员工工工工发发发发展及展及展及展及培培培培育育育育    

4.4.1. 本服务于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举行服务发展日，主题为「以人为

本，凝聚团队」。是日内容包括征集各员工对服务周年发展计划的意见，

及由五所已参与教育局质素评估的幼儿学校分享外评与自评经验，共有九

十一名员工出席。    

4.4.2. 本服务于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举行教师迎新日，共三十二名新教师

参加。是次迎新活动除了向新教师介绍机构及服务之使命及目标外，亦阐

述团队工作及专业能力的重要，藉以提升他们对机构的归属感。    

4.4.3. 为舒缓员工工作压力，服务举行了一系列「友爱有望」工作坊，主题包

括. 「性格多面睇一团队建立」、「正向人生一建立正向思考及情绪」、

「身心多面睇一减压」等，超逾二百名职工参加。    

    
5.5.5.5. 青少年及小青少年及小青少年及小青少年及小区区区区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5.1.5.1.5.1.5.1.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5.1.1. 青少年及小区服务以推动了解、关怀、参与及承担的历程，致力为青少

年及小区的全面发展而工作；本服务亦鼓励青少年的参与和发展，培育他

们承担个人社会的责任，促进亘助和社会共融。 

 

5.2.5.2.5.2.5.2. 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 

5.2.1.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捐款项推行「赛马会思觉健康计划」计划由

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主办，联同医院管理局、香港明爱青少年及小区服务

和香港心理卫生会共同推行。 

 

5.2.2. 青少年及小区服务特别为儿童创立了「BEAN道有品」儿童网站，希望透

过提供一个安全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平台，让儿童互相交流，网址是

http://beanscity .caritas.org .hk。 

 

5.3.5.3.5.3.5.3.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发发发发展服展服展服展服务务务务 

5.3.1. 明爱赛马会梨木树青少年综合服务开拓一个新服务名为「蓝天计划」为

长期停留在家、不愿意上班或上学、与社会缺乏接触的隐蔽青少年提供服

务。 

5.3.2. 明爱屯门区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组织『虫生、从心、重新』计划对家

是边缘少女，为超过九十名参加者提供发展及训练活动，结果成功使她们

减少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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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明爱赛马会长洲青少年综合服务推行劳工处的「展翅﹒青见计划」(青年

就业服务)，并且推行「『Wide-Fly』人生路-职业导引计划」帮助双待青少

年改善形象，提升就业动机和能力。 

5.3.4. 明爱赛马会德田青少年综合服务的同工组成恋爱及性教育网上服务工作

小组，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网上交友及恋爱态度」调查报

告，呼吁青年人小心网上恋情，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 

5.3.5. 明爱赛马会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举办「我们这一区青少年小区建设推广

计划」目的是促进青少年对自己的地区产生归属感，活动项目包括小区导

赏训练、实习及由青少年创作话剧，参加者共一千人。 

 

5.4.5.4.5.4.5.4.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及自修室服及自修室服及自修室服及自修室服务务务务 

5.4.1. 青少年及小区服务共有九间图书馆，提供邻舍层面之图书馆及自修室服

务。自通识教育于二零零九年九月成为新高中课程后，本服务的图书馆增

设通识专题书架及资源角。同时，亦举办「创意通识」齐起飞阅读奖励计

划，有三十多间学校参加。 

 

5.5.5.5.5.5.5.5. 计计计计算机回收算机回收算机回收算机回收计计计计划划划划 

5.5.1. 明爱计算机工场成功获教育局拨款五千万元为两万名低收入家庭学童配

置计算机设备及一年免费上网服务。 

 

5.6.5.6.5.6.5.6. 小小小小学学学学学学学学生支持服生支持服生支持服生支持服务务务务 

5.6.1. 青少年及小区服务继续推行「成长的天空计划」过去一年为五十一间学

校共二千零五十二名学生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教师工作坊、家长工作

坊、辅助小组、日营、亲子营、义务工作、家长教师分享会，计划目的是

协助学童在情绪管理、社交能力、解决问题、乐观感和订立目标各方面达

到正向改变。 

5.6.2. 青少年及小区服务为三十二间小学提供驻校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共有

五百九十三个辅导个案及一千二百零七个咨询个案，除专业督导外，亦安

排教育心理学家、职业治疗师为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额

外支持。 

 

5.7.5.7.5.7.5.7. 预预预预防防防防滥药滥药滥药滥药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5.7.1. 针对严重的青少年吸毒问题，先后推行了在落马洲边境开展的「STAR

北」预防青少年跨境吸毒计划和「生命建筑家」禁毒计划， 亦完成了「青

少年对校园，吸毒的意见」调查，发表了一份立场书，更举行一次职员论

坛，研讨校园，可食毒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安排十三位

社工前往澳洲进行滥药服务考察，及在不同地区举办多项活动。 

5.7.2. 明爱容圃中心现时的服务范围包括屯门、荃湾、葵浦及青衣各区，这一

年曾为三百一十八名吸毒的青少年提供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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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8.5.8.5.8. 员员员员工工工工发发发发展及培展及培展及培展及培训训训训 

5.8.1. 本年度举办了「内地社会服务初探」同工营，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

日举办营前讲座，题目是「深圳社会服务发展」和「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如

何支持深圳社会服务发展」并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六日走访深圳十间社会

服务机构，共有二百五十多位员工参加。 

 
6.6.6.6. 小小小小区发区发区发区发展服展服展服展服务务务务    

    

6.1.6.1.6.1.6.1.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6.1.1. 小区发展服务的宗旨是协助居民不断透过醒觉、参与、分享与分擔的历

程，致力建立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 

 

6.2.6.2.6.2.6.2. 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全年摘要 

6.2.1. 精神健康小区服务 

6.2.1.1. 小区发展服务正推行由香港公益金赞助为期三年的「小区为本精

神健康促进计划」训练了三十多名义工组成了一队「东区精神健康大

使」在爱东都举行推动关注小区精神健康的活动。 

6.2.1.2. 在二零一零年三月，此计划已推展至与小区领袖合作，曾与南山

村屋村管理委员会合办训练，其后联合推动小区精神健康促进活动。 

6.2.1.3. 明爱汉民/深井/青龙头小区发展计划推行「健康日」在二零零九年

八月七日为年龄届乎五十岁至六十岁的居民提供身体检查服务，共有

四十八位参加者。这项活动有助参加者提升对自己的压力的认识和关

注，并且推动他们日后参与分享小组。 

 

6.2.2. 组织贫困家庭的工作 

6.2.2.1. 明爱西贡小区发展计划致力组织家庭互助网络，举办了一连串活

动鼓励小区参与，招募了十七个家庭参与平衡小组，透过小组促进儿

童的学习动机及社交能力，推动家长互相分享以舒缓压力。 

 

6.2.3. 组织青少年的工作 

6.2.3.1. 明爱龙跃头小区发展计划于夏季提供服务，目标为提供机会予青

年人服务他人，动员青少年协助长者量度血压、计算身体质量指数，

又为匿乏家庭清洁家居，协助清洗小区会堂。 

 

6.2.4. 组织长者的工作 

6.2.4.1. 明爱洪水桥小区发展计划动员长者小组组员成立长者联席，由长

者联席与区内的长者中心合作，举办柏金逊病症讲座，超过三十名长

者参与是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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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二十位超过五十五岁来自明爱薄扶林小区发展计划的长者参加长

者退休生活适应课程，其中百分之三十的参加者为刚退休人士及遇上

退休生活适应问题，在健康、财政及人际关系各方面出现压力，我们

的社工透过课程协助他们建立支持网络互相帮助。 

6.2.4.3. 获离岛区民政事务处资助，明爱长洲小区发展计划与明爱赛马会

长洲青少年综合服务合作推行长者家居探访及清洁服务，以预防H1N1

新型流感病毒之散播。  

 

6.2.5. 组织亚洲劳工的工作 

6.2.5.1. 明爱外地劳工社会服务计划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九日假沙田大会

堂举行「雇佣缤纷日一爱你的雇主/外佣尤如爱你的近邻」活动，推动

雇主与外佣之间的和谐关系。 

 

6.2.6. 组织失业人士的工作 

6.2.6.1. 一群失业技工完成家居维修训练，由明爱职工发展计划组织他们

组成家居维修队，为区内的匮乏家庭提供廉价维修服务。明爱职工发

展计划获深水涉区议会拨款二十万元，展开另一项家居维修计划，继

续组织失业人士在地区上提供服务。 

 
7.7.7.7. 其他社其他社其他社其他社会会会会工作服工作服工作服工作服务务务务    

    

7.1.7.1.7.1.7.1.明明明明爱爱爱爱大大大大东东东东宿舍及明宿舍及明宿舍及明宿舍及明爱红爱红爱红爱红磡磡磡磡励励励励苑苑苑苑    

7.1.1. 两间宿舍之服务对象为年满十八岁以上男性，包括急需容身之所的人

士、刑满出狱人士或已戒毒者，在他们找到长远居所前为他们提供临时住

宿。    

7.1.2. 为提升服务质素、安全标准及宿舍之设施，明爱大束宿舍己于二零零九

年九月一日起搬迁至明爱红蝴励苑，后者的宿位遂增至五十个，其中二十

个由整笔拨款资助。    

    

7.2.7.2.7.2.7.2.明明明明爱赛马爱赛马爱赛马爱赛马会会会会彩云宿舍彩云宿舍彩云宿舍彩云宿舍    

7.2.1. 本宿舍为有需要的女性和家庭提供短暂住宿。    

7.2.2. 本宿舍有四十个宿位，在服务年度内，入住率为百分之八十六，共为八

十位女士提供服务。    

7.2.3. 本宿舍亦曾为多位年轻未婚怀孕的妈妈提供了急切的住宿服务，使她们

能有临时的安全居所，在生育前得到良好的照顾。    

    

7.3.7.3.7.3.7.3.明明明明爱爱爱爱培德中心培德中心培德中心培德中心    

7.3.1. 中心提供二十四小时住宿照顾服务给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一岁的少女，她

们或因为行为、情绪及家庭问题而需要暂住宿舍。本中心服务名额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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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而今年度的入住率为百分之九十五点五九。大部分的少女为学生，

只有两位就业少女。    

    

7.4.7.4.7.4.7.4.明明明明爱爱爱爱培立中心培立中心培立中心培立中心    

7.4.1. 本中心为年龄十三至十八岁、在个人行为或情绪上面临适应困难的少

女，提供住宿照顾和训练服务。她们多因不良份子引诱与家人关系不和，

以致经常离家出走和辍学，极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团体生活训练。入住期

间，她们有机会继续学业，在家舍的小团体生活中学习改善人际关系和发

展潜能。透过专业社工的辅导，促进她们自我了解，培养处理问题的能

力，并为自己的未来作出向善的抉择。提供的服务包括家舍照顾及生活训

练、社工个案辅导服务、并康体及小区参与活动。单位提供的服务名额是

一百一十个宿位。    

    

7.5.7.5.7.5.7.5.难难难难民服民服民服民服务务务务    

7.5.1. 这个项目为获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处的难民身份确认者提供资助

及辅导服务，此外亦为寻求政治庇护者提供辅导服务。于二零零九年至二

零一零年，共有一百二十四个难民个案。由于专员处的福利援助计划有所

转变，本服务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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