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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社會工作服務部社會工作服務部社會工作服務部社會工作服務部    

 

1.1.1.1. 去年服務重點去年服務重點去年服務重點去年服務重點    

    

1.1. 金融海嘯爆發之後，社會工作服務部印製了五萬本「金融海嘯一逆境自助手

冊」經服務單位、堂區、學校及其他織構送贈社區人士，推廣面對逆境的正面

態度，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社區資源。 

1.2. 為配合不同人士的需要，本部曾推行不同的試驗性計劃，為不同年齡組群之精

神病患者提供綜合及以社區為本之支援服務。本部整合同工經驗，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十五至十七日期間，成功舉辦「社區精神健康會議」共有二百三十八

位本地從業員、一百六十四位國內及海外參加者、及四百一十三位明愛同工參

與是次會議。大會除邀請了九十四位本地及海外之講者外，明愛同工亦介紹了

共十五個服務計劃。 

1.3. 在這段期間，本部進行了「知識管理」之管理審核，其中百分之八十三之評估

指標經已達標。至於表現衡量管理工具方面，除管理審核外，所有的主要表現

指標均已達標。 

1.4. 社會福利署為三個服務單位進行評估探訪，包括明愛田灣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及明愛社區精神健康協作計劃(大埔及北區)。以上單位

均符合所有有關之津貼及服務協議之基本服務規定。 

1.5. 本部目前有一百一十個政府資助及十四個非政府資助之服務單位，員工人數共

三千二百一十六人，非核心兼職員工不計算在內。 

 

2.2.2.2. 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2.1. 本部謹向資助本部改善服務之善長及香港天主教四旬期基金致謝，受惠人士共

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二人。過往一年的捐款主要改善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家庭的生

活。此外，本部共獲得各慈善及信託基金、政府部門及商界資助共一億四千二

百九十四萬元，開展創新計劃、更新設備，與及為更多匿乏對象提供服務。 

 

3.3.3.3. 訓練及實習訓練及實習訓練及實習訓練及實習    

    

3.1. 本年度，本部為來自八間本地專上學院，共一百零九位社工系學生提供實習機

會，並與明愛徐誠斌學院合作，安排實習機會予九十三位同學，及推行「學本

友導」計劃，培育一百一十一位同學。參與的社工分別有八十六位及一百五十

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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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零零九年五月期間，本部為兩位來自廣州的政府官員安排為期五天的交流計

劃。同年七月，圍內五間專上學院的十位社工系學生，參加了本部一個為期四

星期的交流計劃。 

 

4. 員工進修員工進修員工進修員工進修 

    

4.1. 本部獲獎券基金資助約一千六百萬元，在五年內用以舉辦員工培訓。去年一共

舉辦了七十二個培訓課程，參加人數達三千一百五十四人次，其中包括專業同

工及支援員工;並為一千四百零七位同工舉辦了六個地區活動，加強明愛精神及

團隊精神。另有五個為中層員工而設的培訓，合共三百三十一人參加。另一方

面，亦為九位員工提供資助，參加一個為期兩年的登記護士訓練課程。此外，

共有三十八位同工獲得支助參與九個海外交流活動;並進行了兩項服務改善研

究。 

4.2. 本部為員工及其家人設立了一條電話熱線，以助其舒緩壓力，共接獲六十六個

來電，並提供輔導服務予三位同工。此外，亦舉辦了九十二個工作坊，為二千

五百四十七位員工舒緩壓力及促進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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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社會服務前瞻社會服務前瞻社會服務前瞻社會服務前瞻    

 
1.1.1.1. 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家庭服務    

 

 

1.1.1.1.1.1.1.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1.1. 本服務之目標旨在鞏固與加強家庭的完整性，並透過不同層面的專業介

入手法提高個人及家庭整體的能力，改善家庭生活的質素。為達致以上目

標，我們透過八個設於人口調密區域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樂協會香港和

九龍會所、明愛黃耀南中心、明愛向晴軒及明愛展睛中心，提供家庭輔導

服務、臨床心理服務、家務指導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吸毒者戒毒及

復康服務和其他短暫性的支援項目。 

 

1.2.1.2.1.2.1.2. 全年活動摘要全年活動摘要全年活動摘要全年活動摘要    

1.2.1. 新設服務 

1.2.1.1. 「再晴計劃」 

1.2.1.1.1. 這是一個為期兩年，由明愛向晴軒發起及光大控股全力支

持的計劃。沿用「人生規劃」及「正向心理」兩個理念架構，為

曾經歷金融海嘯，而在社會、心理及財政方面遭受重大壓力的中

產人士，提供情緒支援的服務計劃。為了增加計劃的覆蓋面，此

計劃更成立了「晴天社區網絡」，網絡大使包括有專業團體如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大學職員協會、光大控股財富管理部，以及

多個不同地區的區議員辦事處等。這類協作能增加計劃推行的效

用，與此同時，能讓更多的中產人士受惠。 

1.2.1.1.2. 「友愛有望」僱員情緒支援計劃 

1.2.1.1.2.1. 明愛全人發展培訓中心受社會工作服務部委託開辦僱員情

緒支援計劃，為社會工作服務部之員工提供熱線輔導、簡短

的個案支援及以工作單位為本的工作坊，藉以提高員工士

氣、強化團隊精神、改善處理壓力的技能及促進工作及生活

間之平衡。過去一年間，已為員工舉辦了超過九十場有關正

面思想、身心減壓及團隊合作的工作坊。 

 

1.3.1.3.1.3.1.3. 積極回應社區之需要積極回應社區之需要積極回應社區之需要積極回應社區之需要    

1.3.1. 對金融海海嘨之回應 

1.3.1.1.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獲荃灣區議會全力贊助「正向心理抗

逆動力」服務計劃，本著「正向心理」積極意念，於社區推廣「自強

不息」及「互助互愛」的社區精神。計劃內容包括金句暨攝影比賽、

街頭展覽、嘉年華推廣活動、自我成長小組、職業技能訓練及職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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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活動、教育性講座及出版「正向心理」年曆，推廣快樂解碼「天天

好的心境，造就快樂的我們」推動社區人士善用「正向心理」面對逆

境。 

1.3.1.2. 明愛東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今年獲得黃大仙區議會贊助，舉行了

「積極人生抗逆境」計劃，目的是培養市民的積極正面人生觀、強化

家庭關係、在社區中建立主動關懷和倡導精神健康之重要性。 

1.3.2. 正向生活 

1.3.2.1. 回應沙田區自殺個案之增加，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開

展了「為自己打氣」的社區教育計劃，於社區內派發海報和貼紙，並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舉辦了一個大型嘉年華會，多個非政府組織機構及

商業公司應邀參與活動，使社區內的健康精神得以提升，自殺個案數

字下降。二零一零年三月，香港房屋協會也邀請本中心於乙明村內為

長者推行此類社區教育活動，以改善村內自殺問題。 

 

1.4.1.4.1.4.1.4. 特別服務計劃特別服務計劃特別服務計劃特別服務計劃 

1.4.1.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舉辦創新性服務計劃「與B同行」支援醫務

衛生署屬下母嬰健康院「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未婚媽媽/年青母

親，服務區內面對產後抑鬱及家庭突變的母親。此計劃成功地透過定期舉

辦之支援小組、教育性活動及幼兒活動，為這群母親建立支援網絡，提供

初為人母的服務需要。 

1.4.2. 過去一年，明愛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推動多元化家庭的訊息，成功

得到平等機會委員會贊助中心舉辦「家家不同關愛共融」計劃，在區內招

募了十六位來自不同家庭形態並對戲劇表演有興趣的人士，透過「即興劇

場」的訓練，為他們組成了「拉開你﹒我﹒家」劇團。此外，中心亦訪問

了不同形態的家庭，製作了一本精美小冊子於社區內派發。 

1.4.3. 明愛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獲得迪士尼兒童基金會的撥款資助，手持

名為「尋找父母的成長足跡」創作比賽，希望透過親子訪問，促進父母與

子女的關係。在親子工作坊中，最重要的是，孩子訪問父母的時候，可以

知道更多父母的成長故事，既可提升親子溝通，也可以促進孩子們對父母

的了解。 

 
2.2.2.2. 安老服務安老服務安老服務安老服務    

    

2.1.2.1.2.1.2.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1.1. 明愛安老服務旨在為六十歲或以上之高齡人士，提供社區照顧及支援服

務，俾能保持其生活質素及福利，維護個人尊嚴，並積極投入社區生活。

為達到上述目標，安老服務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包括院舍、到戶及中心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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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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預防新型流感的爆發，本服務在二零零九年五月至八月期間，舉辦多

個健康講座及推行各項防疫措施，提醒服務對象及同工關注個人衛生。同

時，單位亦增聘短期合約員工加強單位清潔、為訪客量度體溫等額外工

作。 

2.2.2.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和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合辦之「銀髮優之保衛

隊」計劃，在二零零九年十月獲社會福利署頒發二零零八/零九年度老有所

為活動計劃之「香港最佳活動計劃」獎項。 

2.2.3.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的「第三齡學苑一自務學習計劃」，分別獲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頒發「二零零九年度社會福利界十大卓越實踐獎勵計劃」及

義務工作發展局的「二零零九香港傑出義工獎(團體組)」兩項殊榮。 

2.2.4.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榮獲由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之「二零

零九至二零一零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推廣計劃」的最高榮譽一金獎。中心會

員組成的五常喜劇團亦同時贏至到最佳演譯銅獎。 

 
3.3.3.3. 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康復服務    

    

3.1.3.1.3.1.3.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3.1.1. 本服務旨在為弱能稚齡兒童、智障成人及精神病康復人士提供全面而有

效的康復訓練、庇護工作、就業輔導、住宿照顧、社交及康樂活動，藉以

發展他們之潛能及各方面之能力，使他們盡量達至獨立並全面參與社區生

活。本服務亦為弱能人士之家長、照顧者及親屬提供支援服務以增強彼此

間的關懷和支持，俾能充份發揮個人職份及鞏固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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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家長資源中心分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六日及二十九日舉辦「社交思

考訓練課程」研討會，與教育界及社福界同工分享我們教導自閉症學生的

經驗和試驗計劃的成效。兩次研討會的參加人數共有七百多位，當中包括

社工、校長、老師及有關服務的專業人士。 

3.2.2. 由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名為「藝術工房」的活動計劃，於本

服務轄下之智障成人服務單位內推行，從而提升智障人士之藝術潛能。 

3.2.3. 獲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明愛啟

匡培育中心於過去兩年為超過六百名智障人士提供二百多項不同範疇的成

人教育課程，中心更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為一百一十三名不同程度

智障的畢業生，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畢業典禮。 

3.2.4. 明愛樂和宿舍得到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協助，為四十歲以上的女舍友

舉行了四節的小組，讓她們認識邁向年長階段而出現的身心變化。小組內

容包括認識更年期、骨骼健康、鬆馳運動、陰道及個人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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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新服務新服務新服務新服務 

3.3.1. 明愛樂滿家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正式開展服務，為八名智障人士

提供獨立生活訓練計劃。小型家合著重各項獨立生活技能訓練，務求為入

住舍友提供迫切教導，為他日重返社區生活作充足準備。 

 

3.4.3.4.3.4.3.4. 服務類別及輸出量服務類別及輸出量服務類別及輸出量服務類別及輸出量////個案處理個案處理個案處理個案處理    

3.4.1. 本服務現正有二十三個受資助服務單位和十二項支援服務、三項非政府

資助的服務計劃、與及四項職業康復訓練計劃。在過去一年，共有五千七

百九十八位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接受了相關的服務。    

    

3.5.3.5.3.5.3.5. 員工進修及培訓員工進修及培訓員工進修及培訓員工進修及培訓    

3.5.1. 本服務舉辦了一個「精神健康推廣新趨勢」工作坊，內容包括如何運用

多媒體、網上論壇等技術作精神健康推廣，並倡導朋輩支援概念。超過八

十位來自明愛、醫管局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同工參與是次工作坊。    

3.5.2. 為加強同工之專業能力和為家長提供更優質的支援服務，本服務於過往

一年為不同職系之同工舉辦了一系列的員工培訓活動，包括認知行為治

療、殘疾老齡服務使用者之照顧模式及技巧、陶瓷工作坊、口腔肌能評

估、知識管理及音樂治療工作坊等。    

    
4.4.4.4. 扶幼服務扶幼服務扶幼服務扶幼服務    

    

4.1.4.1.4.1.4.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4.1.1. 扶幼服務本著有教無類與培育幼兒全面發展的宗旨為單親及雙職工之家

庭提供二至六歲稚齡兒童及輕度弱能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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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新服務新服務新服務 

4.2.1. 九所幼兒學校獲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約十二萬元資助

推行超過二十項家技合作計劃，藉以加強家庭與學校之夥伴關係。同時，

超過二千名兒童及家長參與「童心同行，重行同實」親子遊戲日，參加者

均十分欣賞是日參展的親子創意展品及由老師與家長設計的遊戲活動。 

4.2.2. 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獲香港太平洋獅子會捐贈電腦設備及推

行一項名為「智﹒創﹒傳愛一創新科教，智慧太平洋」計劃，旨在發展幼

兒資訊科技課程。其中一位獅兄並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老師

工作坊，藉以提升教師對資訊管理、資料保密及多媒體教學的知識。 

 

4.3.4.3.4.3.4.3. 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    

4.3.1. 扶幼服務設有幼兒學校九所、暫託幼兒服務九隊、兼收輕度弱能幼兒服

務十六隊及延長時間幼兒服務八隊，並提供幼兒服務容額九百五十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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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亦推行「小毛蟲計劃」(兒童潛能成長與發展計劃)，合共舉辦了一百零

二項活動，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參加。    

    

4.4.4.4.4.4.4.4.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發發發發展及展及展及展及培培培培育育育育    

4.4.1. 本服務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服務發展日，主題為「以人為

本，凝聚團隊」。是日內容包括徵集各員工對服務周年發展計劃的意見，

及由五所已參與教育局質素評估的幼兒學校分享外評與自評經驗，共有九

十一名員工出席。    

4.4.2. 本服務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教師迎新日，共三十二名新教師

參加。是次迎新活動除了向新教師介紹機構及服務之使命及目標外，亦闡

述團隊工作及專業能力的重要，藉以提升他們對機構的歸屬感。    

4.4.3. 為舒緩員工工作壓力，服務舉行了一系列「友愛有望」工作坊，主題包

括「性格多面睇一團隊建立」、「正向人生一建立正向思考及情緒」、

「身心多面睇一減壓」等，超逾二百名職工參加。    

    
5.5.5.5.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5.1.5.1.5.1.5.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5.1.1.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以推動了解、關懷、參與及承擔的歷程，致力為青少

年及社區的全面發展而工作；本服務亦鼓勵青少年的參與和發展，培育他

們承擔個人社會的責任，促進亙助和社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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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款項推行「賽馬會思覺健康計劃」計劃由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主辦，聯同醫院管理局、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和香港心理衛生會共同推行。 

 

5.2.2.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特別為兒童創立了「BEAN道有品」兒童網站，希望透

過提供一個安全和富有教育意義的平台，讓兒童互相交流，網址是

http://beanscity .caritas.org .hk。 

 

5.3.5.3.5.3.5.3. 青少年發展服務青少年發展服務青少年發展服務青少年發展服務 

5.3.1. 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開拓一個新服務名為「藍天計劃」為

長期停留在家、不願意上班或上學、與社會缺乏接觸的隱蔽青少年提供服

務。 

5.3.2. 明愛屯門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組織『蟲生、從心、重新』計劃對家

是邊緣少女，為超過九十名參加者提供發展及訓練活動，結果成功使她們

減少不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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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推行勞工處的「展翅﹒青見計劃」(青年

就業服務)，並且推行「『Wide-Fly』人生路-職業導引計劃」幫助雙待青少

年改善形象，提升就業動機和能力。 

5.3.4. 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的同工組成戀愛及性教育網上服務工作

小組，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二日發表了「網上交友及戀愛態度」調查報

告，呼籲青年人小心網上戀情，提升自我保護的意識。 

5.3.5. 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舉辦「我們這一區青少年社區建設推廣

計劃」目的是促進青少年對自己的地區產生歸屬感，活動項目包括社區導

賞訓練、實習及由青少年創作話劇，參加者共一千人。 

 

5.4.5.4.5.4.5.4. 圖書館及自修室服務圖書館及自修室服務圖書館及自修室服務圖書館及自修室服務 

5.4.1.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共有九間圖書館，提供鄰舍層面之圖書館及自修室服

務。自通識教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成為新高中課程後，本服務的圖書館增

設通識專題書架及資源角。同時，亦舉辦「創意通識」齊起飛閱讀獎勵計

劃，有三十多間學校參加。 

 

5.5.5.5.5.5.5.5. 電腦回收計畫電腦回收計畫電腦回收計畫電腦回收計畫 

5.5.1. 明愛電腦工場成功獲教育局撥款五千萬元為兩萬名低收入家庭學童配置

電腦設備及一年免費上網服務。 

 

5.6.5.6.5.6.5.6. 小學學生支援服務小學學生支援服務小學學生支援服務小學學生支援服務 

5.6.1.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繼續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過去一年為五十一間學

校共二千零五十二名學生提供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教師工作坊、家長工作

坊、輔助小組、日營、親子營、義務工作、家長教師分享會，計劃目的是

協助學童在情緒管理、社交能力、解決問題、樂觀感和訂立目標各方面達

到正向改變。 

5.6.2. 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為三十二間小學提供駐校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共有

五百九十三個輔導個案及一千二百零七個諮詢個案，除專業督導外，亦安

排教育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提供額

外支援。 

 

5.7.5.7.5.7.5.7. 預防濫藥服務預防濫藥服務預防濫藥服務預防濫藥服務 

5.7.1. 針對嚴重的青少年吸毒問題，先後推行了在落馬洲邊境開展的「STAR

北」預防青少年跨境吸毒計劃和「生命建築家」禁毒計劃， 亦完成了「青

少年對校園，可食毒的意見」調查，發表了一份立場書，更舉行一次職員

論壇，研討校園，吸毒對青少年的影響。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安排十三位

社工前往澳洲進行濫藥服務考察，及在不同地區舉辦多項活動。 

5.7.2. 明愛容圃中心現時的服務範圍包括屯門、荃灣、葵浦及青衣各區，這一

年曾為三百一十八名吸毒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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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8.5.8.5.8. 員工發展及培訓員工發展及培訓員工發展及培訓員工發展及培訓 

5.8.1. 本年度舉辦了「內地社會服務初探」同工營，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

日舉辦營前講座，題目是「深圳社會服務發展」和「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如

何支援深圳社會服務發展」並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六日走訪深圳十間社會

服務機構，共有二百五十多位員工參加。 

 
6.6.6.6. 社區發展服務社區發展服務社區發展服務社區發展服務    

    

6.1.6.1.6.1.6.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6.1.1. 社區發展服務的宗旨是協助居民不斷透過醒覺、參與、分享與分擔的歷

程，致力建立一個真正合乎人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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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社區服務精神健康社區服務精神健康社區服務精神健康社區服務 

6.2.1.1. 社區發展服務正推行由香港公益金贊助為期三年的「社區為本精

神健康促進計劃」訓練了三十多名義工組成了一隊「東區精神健康大

使」在愛東都舉行推動關注社區精神健康的活動。 

6.2.1.2. 在二零一零年三月，此計劃已推展至與社區領袖合作，曾與南山

村屋村管理委員會合辦訓練，其後聯合推動社區精神健康促進活動。 

6.2.1.3. 明愛漢民/深井/青龍頭社區發展計劃推行「健康日」在二零零九年

八月七日為年齡屆乎五十歲至六十歲的居民提供身體檢查服務，共有

四十八位參加者。這項活動有助參加者提升對自己的壓力的認識和關

注，並且推動他們日後參與分享小組。 

 

6.2.2. 組織貧困家庭的工作組織貧困家庭的工作組織貧困家庭的工作組織貧困家庭的工作 

6.2.2.1. 明愛西貢社區發展計劃致力組織家庭互助網絡，舉辦了一連串活

動鼓勵社區參與，招募了十七個家庭參與平衡小組，透過小組促進兒

童的學習動機及社交能力，推動家長互相分享以舒緩壓力。 

 

6.2.3. 組織青少年的工作組織青少年的工作組織青少年的工作組織青少年的工作 

6.2.3.1. 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於夏季提供服務，目標為提供機會予青

年人服務他人，動員青少年協助長者量度血壓、計算身體質量指數，

又為匿乏家庭清潔家居，協助清洗社區會堂。 

 

6.2.4. 組織長者的工作組織長者的工作組織長者的工作組織長者的工作 

6.2.4.1. 明愛洪水橋社區發展計劃動員長者小組組員成立長者聯席，由長

者聯席與區內的長者中心合作，舉辦柏金遜病症講座，超過三十名長

者參與是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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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二十位超過五十五歲來自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的長者參加長

者退休生活適應課程，其中百分之三十的參加者為剛退休人士及遇上

退休生活適應問題，在健康、財政及人際關係各方面出現壓力，我們

的社工透過課程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互相幫助。 

6.2.4.3. 獲離島區民政事務處資助，明愛長洲社區發展計劃與明愛賽馬會

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合作推行長者家居探訪及清潔服務，以預防H1N1

新型流感病毒之散播。  

 

6.2.5. 組織亞洲勞工的工作組織亞洲勞工的工作組織亞洲勞工的工作組織亞洲勞工的工作 

6.2.5.1. 明愛外地勞工社會服務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九日假沙田大會

堂舉行「僱傭繽紛日一愛你的僱主/外傭尤如愛你的近鄰」活動，推動

僱主與外傭之間的和諧關係。 

 

6.2.6. 組織失業人士組織失業人士組織失業人士組織失業人士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6.2.6.1. 一群失業技工完成家居維修訓練，由明愛職工發展計劃組織他們

組成家居維修隊，為區內的匱乏家庭提供廉價維修服務。明愛職工發

展計劃獲深水涉區議會撥款二十萬元，展開另一項家居維修計劃，繼

續組織失業人士在地區上提供服務。 

 
7.7.7.7. 其他社會工作服務其他社會工作服務其他社會工作服務其他社會工作服務    

    

7.1.7.1.7.1.7.1.明明明明愛大東宿舍及明愛紅磡勵苑愛大東宿舍及明愛紅磡勵苑愛大東宿舍及明愛紅磡勵苑愛大東宿舍及明愛紅磡勵苑    

7.1.1. 兩間宿舍之服務對象為年滿十八歲以上男性，包括急需容身之所的人

士、刑滿出獄人士或已戒毒者，在他們找到長遠居所前為他們提供臨時住

宿。    

7.1.2. 為提升服務質素、安全標準及宿舍之設施，明愛大束宿舍己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一日起搬遷至明愛紅蝴勵苑，後者的宿位遂增至五十個，其中二十

個由整筆撥款資助。    

    

7.2.7.2.7.2.7.2.明愛賽馬會彩雲宿舍明愛賽馬會彩雲宿舍明愛賽馬會彩雲宿舍明愛賽馬會彩雲宿舍    

7.2.1. 本宿舍為有需要的女性和家庭提供短暫住宿。    

7.2.2. 本宿舍有四十個宿位，在服務年度內，入住率為百分之八十六，共為八

十位女士提供服務。    

7.2.3. 本宿舍亦曾為多位年輕未婚懷孕的媽媽提供了急切的住宿服務，使她們

能有臨時的安全居所，在生育前得到良好的照顧。    

    

7.3.7.3.7.3.7.3.明愛培德中心明愛培德中心明愛培德中心明愛培德中心    

7.3.1. 中心提供二十四小時住宿照顧服務給年齡在十六至二十一歲的少女，她

們或因為行為、情緒及家庭問題而需要暫住宿舍。本中心服務名額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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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而今年度的入住率為百分之九十五點五九。大部分的少女為學生，

只有兩位就業少女。    

    

7.4.7.4.7.4.7.4.明愛培立中心明愛培立中心明愛培立中心明愛培立中心    

7.4.1. 本中心為年齡十三至十八歲、在個人行為或情緒上面臨適應困難的少

女，提供住宿照顧和訓練服務。她們多因不良份子引誘與家人關係不和，

以致經常離家出走和輟學，極需要接受一段時間的團體生活訓練。入住期

間，她們有機會繼續學業，在家舍的小團體生活中學習改善人際關係和發

展潛能。透過專業社工的輔導，促進她們自我了解，培養處理問題的能

力，並為自己的未來作出向善的抉擇。提供的服務包括家舍照顧及生活訓

練、社工個案輔導服務、並康體及社區參與活動。單位提供的服務名額是

一百一十個宿位。    

    

7.5.7.5.7.5.7.5.難民服務難民服務難民服務難民服務    

7.5.1. 這個項目為獲得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處的難民身份確認者提供資助

及輔導服務，此外亦為尋求政治庇護者提供輔導服務。於二零零九年至二

零一零年，共有一百二十四個難民個案。由於專員處的福利援助計劃有所

轉變，本服務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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