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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聖經》箴言10章22節

城市焦點

今期精彩內容

　城市焦點

　p1	 專訪ERB	就業能量	再培訓提升

服務回應

　p3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回應

服務透視

　p4	 「關愛同行，『鼓』動潛能」	
互助共融商界協作計劃

　p4	 傳播愛心‧燃亮生命－	
義工運動新里程

　p5	 「營造都市邊緣的一片綠園」	
為荃灣鄉郊的可持續發展播下	

種子的第一年	

優質之旅

　p6	 携手同心.迎挑戰	
齊建和諧好社區

　p6	 第三十六屆周年大會，	
歡迎您參與！

自由講

　p6	 社區技術技能訓練計劃學員心聲

生活秘笈

　p7	 擇業錦囊全面睇

檔案室

　p8	 身體健康，無懼豬流感！

　　全球經濟結構轉型，知識變成了力量，不論就業抑或轉職，均以接受系統化培訓為先，

加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僱員再培訓局(ERB)課程報讀人數急劇增加，與就業掛鈎課程需求大

增，有培訓機構表示，學員就業率超過88%。

　　根據僱員再培訓局(下稱再培訓局)資料顯示，報讀再培訓課程人數由08年11月的9,000

多人，增至今年3月的1.7萬多人，增幅接近1倍。為應付市場需求及配合社會趨勢，局方早

前公布將本年度培訓名額增至14.3萬個，致力透過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來為學員開創就業機

會，有培訓機構表示，最近學員就業

率超過88%，可謂現今疲弱勞動市場

的佳音。 

　　92年成立的再培訓局，至今已提

供超過130萬個培訓名額，受惠人數

超過62萬人。時至今日，局方於08

年中將再培訓計劃重塑為「人才發展

計劃」，隨即推出更多與就業掛鈎的

課程，提升畢業學員的就業率。

專訪ERB
就業能

量

再培訓
提升

僱員再培訓局主席　伍達倫博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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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聖經》馬太福音6章11節

城市焦點

切合雙待青年所需

　　自07年12月起，再培訓局的服務對象改為15歲或以

上，學歷程度為副學位或以下的人士，根據局方資料顯示，

於07至08年度，15至29歲年齡群的報讀人次為3,436人，直到08至09年度，該年齡群的報讀人次大幅度

增加4倍至14,310人。

　　再培訓局肩負著青年培訓的責任，為免令人混淆該局與職業訓練局的角色，伍博士表示：「再培訓

局的青年培訓課程主要針對雙待青年，他們既未能追上主流學校及職訓局的課程，又未有就業技能，只

要他們已找到事業發展方向，可報讀再培訓局課程自我增值；至於一些未找到方向的年輕

人，應選擇到職訓局接受較長時間的培訓。」他強調，再培訓課程能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以較便宜及實際的方法來增值。

展望：研究為副學士提供專業培訓 

　　受金融海嘯影響，失業率持續上升，伍博士擔心畢業學員就業率或會下降。「經濟情況持續不景

氣，即使學員完成培訓，也未必即時獲聘，故我鼓勵學員要以裝備自己的心態來受訓，待日後經濟好

轉，他們的出路定會比其他人更理想。」展望未來，他表示再培訓局正積極研究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

專業培訓，並因應社會及市場的轉變而作出調整。

節錄自“Recruit Magazine June 12, 2009”

3個月就業跟進

　　再培訓局主席伍達倫博士接受招聘雜誌Recruit專訪時表示：「以

往，再培訓局集中於轉職培訓，因應經濟環境的轉變，現時課程種類

擴展至職前及在職培訓，以鼓勵市民持續學習，提升就業能力，以免

被市場淘汰。」

　　在「人才發展計劃」下，局方與培訓機構開發大量全日制就

業掛鈎課程，並於培訓中加入提升個人素養的元素，包括專業態

度及職業操守、情緒及壓力管理、人際關係、個人財務管理等，

務求全面提升學員的就業能力和競爭力。根據局方資料顯示，自

去年金融海嘯發生後，最受歡迎的課程包括物業管理、家務助

理、酒店／飲食、文職、健康護理、保健推拿、零售/推銷。

　　修讀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的學員都是為了就業或轉職，為

此，局方要求所有推出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的培訓機構，須為畢

業學員提供為期3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包括：就業輔導、職業

轉介等，同時，學員的就業率也成為局方評核該機構表現的主要

指標，現時局方所定下的目標就業率為70%。

「一試兩證」促進就業

　　為進一步加強學員的就業保障，再

培訓局副行政總監(培訓服務)馬芷博士表

示，自08年10月開始，局方要求培訓機

構將課程提交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進行評審，要得到資歷架構的認可，並

上載至資歷名冊，使學員修畢課程後獲得

政府認可的第1至4級資歷。此外，局方

與相關行業合作，為課程作出「一試兩

證」的安排，使畢業學員可同時取得認可

資格及再培訓局證書，協助有意投身相關

行業的人士。現時共有15個課程可提供

「一試兩證」安排，包括：保安及物業管

理、導遊、保健員、會計、中式烹飪、美

容師、電力工程、歷奇活動等。



服務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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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聖經》馬太福音6章34節

基層勞工之就業服務

　　政府及本機構就業發展綜合服務非

常重視基層勞工。部份日漸式微的行業

的工人，如何可以學習新技能以在其他

新興行業找到工作？如何提升基層在職

人士的知識和技能？政府資助僱員再培

訓計劃、技能提升計劃等正正配合到

基層勞工的需要。本機構在08-09年期

間，報讀僱員再培訓課程人數比07-08

年同期增加4.7%，以提升工人就業技

能的就業掛鈎課程班數比前半年增加1

倍，當中包括寵物美容及店務助理、初

級美容師、會所及康樂助理等。各項課

程內容以市場為導向，切合市場的需

求。此外，為照顧失業人士的需要，本

機構亦積極開拓不同類型的新課程，當

中包括髮型助理、課餘託管導師、社福

助理等，以配合新興行業的發展，提

高他們的技能及生產力，為他們「增

值」。另一方面，為協助畢業學員就

業，本服務隊透過拓展僱主網絡，並且

定期舉辦招聘會，轉介空缺職位，更為

學員提供就業諮詢服務等。再培訓課程

學員就業率亦相當理想，整體就業率超

過80%。

青少年就業服務
　　15至24歲青少年組別的失業率一

直比整體勞動人口的失業率為高，在

2009年3至5月份的失業率為38.9%，

失業人數341,500。青少年往往較難覓

得工作，主要原因是他們欠缺技能及學

歷、缺乏工作經驗及部份僱主認為他們

的流動性高等。政府及本機構在協助青

少年就業方面不遺餘力，連續第10年

提供由勞工處資助舉辦「展翅 ● 青見

計劃」，為年青離校生提供職前及在職

培訓，當中包括一系列與就業有關的實

用培訓課程，從而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回應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部門主任 葉永歡

　　正如「城市焦點」所指出全球經濟結構轉型，加上資訊科技不斷發展，許多失

業的勞工缺少專業學歷或未能掌握新技術，而受害最深的往往是一些青年人及低學

歷的中年人士等。在現時社會環境中，所謂「知識變成了力量」，不論就業抑或轉

職，均以接受系統化培訓為先，從而加強競爭力，能在就業市場站穩腳。

總結

　　本機構就業發展綜合服務一直為葵荃青區之青少年、失業人士及在職人士提供適切服務，特別關

注社區人士的職業發展需要。就業發展綜合服務亦提供多項就業服務以配合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失

業人士或在職人士的需要，當中包括再培訓課程、技能提升課程、展翅 ● 青見計劃、社區技術技能訓

練計劃等。此外，我們亦提供各項就業支援服務，如設立就業資源閣，張貼區內公司的職位空缺，並

提供電腦予居民借用，以尋找網上求職資訊等，讓服務使用者能自我學習，持續進修。如對上述各項

計劃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中心 地址 電話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葵涌和宜合道22號4樓 2423 5042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荃灣梨木樹邨榕樹樓地下101-04及108舖 2423 2993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力。計劃亦為學員提供實習機會，幫助

他們取得實際工作經驗。

資訊科技服務拓展 
　　隨著資訊科技的運用越來越普遍，

電腦應用成為就業市場所需要的主要技

能之一。為改善社會上弱勢社群的就業

能力，協助不同年齡的待業人士及在職

人士接受培訓、掌握電腦技能，本機構

與微軟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合作，推行「無限潛能計劃–社區技

術技能訓練計劃」之數碼共融項目。我

們透過成立「社區技術及學習中心」協

助弱勢社群及不同人士掌握資訊科技，

並提供各類電腦課程，吸引在職人士、

主婦及有就業需要的人士報讀，受惠人

數超過800人。計劃目的是希望接受培

訓的學員能掌握電腦技能，並且應用於

求職、掌握就業市場的資訊及工作層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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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聖經》約翰福音6章35節

服務透視

　 　 家 庭 活

動 及 資 源 中

心 獲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限公司(港交所)資助，舉辦此項計

劃，目的是提升單親兒童之個人能力及

自信心，提供機會予單親兒童發揮個人

潛能，藉此提升他們自我價值感和自信

心，透過商界、教會及社會福利機構間

之協作，推動不同社群間之互助精神。

　　本計劃已於7月份開展，內容包括

「非一般的童真」非洲鼓體驗工作坊、

「非同凡響，滙聚長幼」音樂體驗營、

義工關懷行動及音樂分享會，邀請非洲

裔導師教導單親子女打非洲鼓，藉着學

習過程，讓參加者突破語言文化界限，

培養自信心 。

　　本計劃特色在於組織商界團體一同帶

動及推展多個組別之特別需要社群實踐彼

此間的互助精神，並在教會及社福界團體

之彼此聯繫及網絡下，為弱勢社群提供機

會發揮其個人潛能，藉此宣揚「處於弱勢

者不等於是弱者」及「共融互助，自信自

強，以生命感動生命」的精神。

　　在九龍佑寧堂聯繫下，邀請到非洲族

裔人士為本中心所招募之單親兒童舉辦非

洲鼓音樂訓練工作坊，讓兩個組群學習突

破文化語言界限，在互信及共融接納的氣

氛下，強化參加者之自信心，讓單親兒童

善用彼此專長，將所學到的打非洲鼓知識

與技術公開展示，並將於探訪長者之活動

中作演出，藉以宣揚關懷訊息。計劃過程

中亦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百五周年福禧老

人中心長者敲擊樂隊伍一同和單親兒童及

非洲族裔朋友一同交流打非洲鼓之心得，

讓兒童從中體會不同社群間之互助精神。

　　商界團體在整個計劃中之角色確實

是不可或缺，商界義工隊正實踐統籌及

聯系各單位之角色，除作捐款以外，並

聯繫其所屬公司之義工隊成員一同參與

本計劃，協助為非洲裔人士提供部份項

目之翻譯工作，為單親兒童付出鼓勵與

關懷，本計劃能讓參加者從不同組群中

體驗到共融及互助的訊息。

　　如有任何人士或團體對此計劃感興

趣，以及期望可參與協作，歡迎致電

24235045與彭安瑜女士聯絡。

「關愛同行，『鼓』動潛能」互助共融商界協作計劃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兒童與非洲裔朋友在學習非洲鼓的過程中，
更一同畫花臉，分享當中的樂趣！

非洲裔朋友與我們一同以音樂和
舞蹈，分享生命所帶來的喜悅！

　　本機構過去三十多年積極

推動義工運動，在1993年設立

中央義工登記制度及舉辦年度

義工嘉許日，表揚各義工的貢

獻；並在2003年組成義工小組聯

席，連結各部門義工小組力量，

以推動本機構的義工運動。

　　本機構積極推動荃灣及葵青區和全港的義

工運動，參與歷屆荃葵青義工大學，且是1998年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的首批參與機構。在過去十多年，本機構的義工屢

獲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頒發傑出義工獎項，過去兩年獲社會

福利署義工運動連續頒發10,000小時服務獎。

　　「『傳播愛心，燃亮生命』義工嘉許日2008」已於6月7

日舉行。在2008年本機構共有833位義工曾參與我們各項服

務，總服務時數超過33,000小時。為鼓勵各義工的努力，本

機構管理委員會主席關恆生先生和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

福利專員吳家謙先生親臨主禮，頒授金、銀、銅獎及嘉許狀

予336位義工、11位長期義工和20個義工小組。

　　義務工作發展局總幹事鍾媛梵女士於嘉許日分享了她推

動全港義工運動的體會，並特別介紹一位剛離世的本機構

傑出義工蔡先生。蔡先生本身是一位長期病患，經過本機構

一位義工的鼓勵，他也加入義工行列探訪其他患病人士，鼓

勵他們積極生活。正如關恆生先生亦勉勵各位義工：「做義

工，是一項必賺的投資，得的一定比付出的多。」本機構推

動義工服務，在社會裡傳播關心和愛心，鼓舞灰

心者，扶助困苦者，重燃他們生命之火；本機

構深信義工們在投入服務過程中，能認識自

我潛能、肯定自我價值、建立自信心，燃

亮自己生命之火。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在今年6

月進入義工運動新里程，推動『家庭義工運

動』，發動家庭力量，促進家庭溝通與和諧，

添加本區的不同年齡義工生力軍，令義工力量生生不

息地發展。

歡迎有興趣加入義工行列的人士和家庭瀏覽 www.skhlmc.org 或向各部門查詢詳情。

傳播愛心‧燃亮生命－
義 工 運 動 新 里 程

義工統籌小組召集人 吳煜明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聖經》馬可福音11章24節

服務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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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紮根於荃灣鄉郊，見證着荃灣城市化

令郊區逐漸縮小、農地荒廢、水源污染、村民凝聚力漸減，而

傳統文化、生活智慧和技能等遭到忽視，這些都促使部門思考

服務村落的未來發展的情況，故向可持續發展基金申請資助開

展「營造都市邊緣的一片綠園～荃灣鄉郊可持續發展計劃」，

期望藉計劃為鄉郊社區注入新力量，推動村民和公眾人士為郊

區村落的文化資產、地方資源和社區經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貢

獻力量，更藉此實踐經驗，影響其他社區。

　　計劃為期三年，自2008年6月起於大帽山山麓的數條村落開展，包括老圍村、光板

田村、芙蓉山村、新村和大窩村。過去一年，累積了不少愉快時刻和實用經驗，不想用

「成果」來形容，我們剛播下了種子，小樹苗的成長過程，才是關鍵的一環。

　　計劃包括多個項目：家居廚餘堆肥、有機耕作計劃、民間智慧普查、文化導賞和可

持續發展文化節等。在上述村落推行是最適合不過的，因為不少村民仍保留愛護環境的

鄉郊生活模式，但他們未必覺察當中的重大意義。期望透過此計劃，讓村民明白鄉郊生

活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更希望其他社區人士一同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

一、堆肥齊參與

　　我們先後在光板田村、老圍和上角山等地組織村民參

與家居廚餘堆肥，反應是務實的。部份村民不便於家居

堆肥，卻樂於分類廚餘，留下菜莢果皮，進行「社區堆

肥」，以行動支持。社區堆肥是來季主力推展的項目。

二、有機耕作計劃

　　我們在上角山開墾耕地，作為此計劃的課堂。課程目標是訓練有心務農人士，掌握

管理耕地技巧，開啟當農夫之門。除實務工作，更和學員一同思考：有機耕作與環境的

關係、消費者心態等議題。購買有機菜，不少人謂關注自己的健康，其實更重要是關注

環境健康、耕作者健康，以及順應自然、關心勞動者的消費態度；稍貴的菜價，其實是

對自己、生產者、環境的關注與支持。歡迎有志務農人士加入。

三、民間智慧普查、文化導賞計劃

　　我們服務的地區，有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悠長歷

史，更有純樸的鄰里情誼，「民間智慧普查」把這些特質

發掘出來，藉「文化導賞」計劃，讓外界人士認識。我們

的「導賞」別具特色，並非只把地區的人和景作觀賞物

件，而是融入社區，和村民互動。期望未來有更多人來友

善地探索。

四、可持續發展文化節

　　本年2月以「山．水．鄉情」為題舉行的「荃灣鄉郊可持續發展文化節」，接待了

400位區內外參觀者，更組織到70多位村民參與，主理15個攤位，擺賣客家茶粿、醃鹹

酸菜、有機農作物等。文化節各個項目皆圍繞推動可持續發展生活這主題，並邀請外間

環保團體舉辦工作坊，鼓勵大家開展綠色生活。今年9月，另一回文化節將在光板田村

舉行，請留意最新的活動消息。

「營造都市邊緣的一片綠園」計劃的各個項目，歡迎大家參與。 

查詢請電：2492 9909 / 2492 9022

「營造都市邊緣的一片綠園」 
為荃灣鄉郊的可持續發展播下種子的第一年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項目經理  黃夏栢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方敏
生女士應邀出席2月舉行的
文化節，接受本機構管理委
員會主席關恆生先生致送紀
念品。

光板田村村民黃
先 生 在 家 製 作
堆肥(中間小膠
桶)，用來栽種
植物。

導賞班同學探訪村民，了解鄉
郊生活特色。

迅 速 回 應 
歧視條例的需要 

翻譯服務語言增至12種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少數族裔服務隊主管 盧啟聰先生  

　　隨著〈種族歧視條例〉之僱員實務守則

於本年六月份正式通過，本地居民如涉及

種族歧視行為將面對觸犯法例的可能。故

此，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語言誤會，並

建立良好的溝通，提供專業的少數族裔語

言翻譯服務實在必不可少。

　　本機構少數

族裔服務隊為回

應社區內不同團

體及個人對翻譯

服務的需要，早

於 去 年 與 醫 院

管理局合作，為全港公立醫院提供翻譯服

務。在本年6月16日起，我們更把現時提供

的翻譯語言增至12種如下： 

 烏都語 尼泊爾 印地語 旁遮普語
 Urdu Nepali Hindi  Punjabi 

 印尼語  孟加拉語 菲律賓語 泰語
 Indonesian Bengali Tagalog Thai 

 越南語 韓語 日語 德語
 Vietnamese Korean Japanese  German

　　現時，我們已分別與政府部門、公營

及各中小企公司合作，結成夥伴團體，提

供翻譯服務，其中包括：

全港所有公立醫院之翻譯服務 

全港社會福利署服務單位 

香港西醫公會 

轄下會員之診所 

　　歡迎各政府部門、公私營團體及本地

人士與本機構少數族裔服務隊聯絡，電

話為2423 5062 / 2423 5064。如要了解

本機構之翻譯服務，請登入本機構網址： 

http://www.skhlmc.org/em1.htm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聖經》路加福音11章九至9-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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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講

保安員 吳先生

　　透過參與「社區技術技能訓練計劃」的電腦課程，讓我學會更多電腦及資訊科技的知識，而相關知識更可應用

到在工作層面上，幫助我可以編更、處理文書工作等。以前我未曾學習電腦課程，不懂得如何使用電腦，對工作上

有很多制肘，但藉著訓練課程，我覺得可以提升自己技能。能夠參加這個課程，多謝微軟公司資助導師的教導。

保安員 陳先生

　　現時保安工作很多時都需要電腦上的應用，如停車場的收費，又或者停車場車輛出入控制等，若我們懂得使用

電腦，對我們的工作上帶來好多方便。能夠參與「社區技術技能訓練計劃」的課程，可以學習到文書處理、或處理

收發上司的電郵，對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零售業 阿卿

　　我從事零售業，以前行業內不需要電腦輸入銷售單據及紀錄，但現時的工作有這個需要，其後我參加了「社區

技術技能訓練計劃」，學習到如何使用電腦、收發電郵，以及如何把銷售紀錄輸入電腦等。能夠參與文書處理、試

算表課程，幫助我學習到不同電腦技能，自己很開心，好多謝微軟公司舉辦這個計劃。

自僱人士 鍾先生

　　我工作的行業是印刷業，參與「社區技術技能訓練計劃」後，讓我學習到上網、Word及Excel等電腦技能，現在我

可以儲存客戶的資料，或者收發客戶的郵件，令我的成本減輕，幫助很大。日後，我亦希望進修Powerpoint，學習一些

繪圖技巧，這些都能配合我的工作。

社福人員 張小姐

　　我在一間長者中心工作，工作範圍是接待，主要處理申請表格及報名手續。之前我的電腦知識很有限，

我現時報讀文書處理課程及Excel，可以幫助提升工作技能，多謝微軟公司提供這個讓我學習的機會。

社區技術技能訓練計劃學員心聲

 携手同心迎挑戰 
　齊建和諧好社區

第三十六屆周年大會，歡迎您參與！
周年大會及晚宴統籌小組 蔡婉妍

　　聖公會本著基督的大愛，為基層人士服務的宗旨，於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葵涌和宜合道二十二號設立一所社會服務中

心，並以當年港督麥理浩夫人命名；當天，這間只得數位員工的

小型社區中心，以服務青少年為主，時至今日，已發展成為一所

聘用接近四百位員工以提供多元化和優質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

並與葵荃青居民共渡三十六個年頭！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扎根社區，深刻地體會到坊眾面對

的生活困難，因此不斷推出嶄新的服務以配合市民大眾的需要。

　　機構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五時至六

時，在和宜合道總部禮堂舉行周年大會。屆時，將邀請各方友好

出席，並由機構管理委員會主席及總幹事分享機構過去一年的工

作成果，亦會頒發長期服務獎予盡忠職守、貢獻良多的同工。周

年大會後，亦特別安排會員們作才藝表演，長幼獻藝，一定能使

來賓們感受到他們的活力與歡樂！

　　期盼您的參與，一同見証麥理浩夫人中心與社區人士「携手

同心迎挑戰，齊建和諧好社區」！

36周年配合活動小組召集人 羅耀華

　　轉眼間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今年已

36歲了！每年10月至11月期間機構均開展一連串

慶祝活動，與坊眾及會員一起迎接每年11月份的周

年紀念；為與眾同樂，機構將於2009年11月21日

下午，在葵涌和宜合道總部舉行與眾同樂大型嘉年

華會，嘉年華會內容包括：免費攤位遊遊戲、小組

才藝表演、展覽及義賣攤位等。各服務單位亦於

10月份起為不同年齡人士舉行多項比賽活動，

不但能發揮你的才藝，亦可藉機表達你對本

機構及社區的祝福，詳情可瀏覽機構網

頁或張貼於各服務單位的宣傳品，

或致電2423 5265查詢。

周年慶祝活動
預告



生活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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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 他呢？」《聖經》路加福音11章11節

擇業錦囊全面睇
工作的價值

■ 你可從工作中得到什麼？

 工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透過工作，你不僅可賺

取生活所需，還可以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而個人的自信

心、價值觀和潛能亦可得到肯定和發揮。

■ 工作的價值

 基於不同的價值觀、生活及社會環境，工作對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意義或價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除了金錢之

外，還有其他的重要因素推動我們努力工作。在選擇職業

及決定自己的發展路向時，你可以考慮以下要點：

 ● 工資及其他物質報酬 

 ● 供給生活所需和物質享受

 ● 滿足感及挑戰 

 ● 成功完成任務或解決難題後所獲得的滿足感或成

就感

 ● 別人的認同及賞識 

 ● 得到別人對自己的努力或才能的認同或物質的獎

賞，如晉升機會等回報

 ● 個人成長及發展 

 ● 透過不斷嘗試及學習或參與培訓，能增長知識和

磨練技能

 ● 友誼及人際網絡 

 ● 在工作上，除了可結識公司同事外，亦能接觸其

他不同階層、背景、國籍的人，擴闊生活圈子及

增廣見聞

 ● 人生目標及理想 

 ● 工作可作為人生目標之一或達成個人理想的踏腳

石

 ● 服務及貢獻社會 

 ● 有些工作以服務他人為宗旨，能幫助有需要人

士，造福社會

資料來源：青年就業起點 http://www.e-start.gov.hk/textversion/choosing_careers.html

怎樣才能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

工作呢？

■ 你必須先認識自我

 認識自我是整個擇業過程的第一步。

增進自我瞭解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

從自己的興趣、專長、個性、資歷

和期望各方面深入探討及認識自

己，並確切地瞭解自己的特質和

對工作的期望，然後才能在選擇

職業時有所依據。

■ 你亦須分析及了解影響你擇業決定的外在環境，包括

 ● 家庭的影響 及

 ● 市場情況 

 ● 你還須確切地瞭解工作世界

作出明智抉擇

在充分認識自我，分析客觀環境和瞭解市場情況後，你便可

有所依據去作出初步擇業抉擇了。

以下這個流程圖，總結了作出擇業決定的過程：

認識自我－勾劃出自己的擇業傾向

我是誰？

個性、興趣、期望

我會做甚麼？

能力、資歷

分析客觀環境

瞭解就業市場

綜合以上分析，列出可供選擇的工作

作出明智抉擇



檔 案 室

總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部份公眾假期─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離岸服務單位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新界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新界荃灣老圍路137B老圍公立學校 2492 9909
LMC (Love Multi Culture)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 2420 9200 
 　葵涌廣場三樓3111舖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 2436 2977 
 　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大角咀萬安街16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西鐵南昌站5號舖 (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 2423 5120 
 　葵星中心47及48號
融藝工房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2-70號 2409 2380 
 　寶業大廈B座5樓2室　

  長者綜合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石安辦事處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新界葵涌盛芳街5-9號 2420 9121 
 　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7號 2614 5333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位於總部之服務單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2423 5062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健體中心 2619 1327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聯商服務拓展部 2423 5042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2421 5350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牙科/中醫/復康/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423 5265

身體健康，無懼豬流感！
世界衞生組織已宣布全球進入人類甲型豬型流感／H1N1(豬流感)「大流

行」。現時世界多個地區包括香港已確診豬流感個案，病徵一般與人類季

節性流感相似，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流鼻水、肌肉痛和頭痛。部分

患者可能會作嘔、嘔吐及腹瀉。豬流感主要是通過咳嗽或打噴嚏傳染。人

類亦會在接觸帶有流感病毒的物件後，再觸摸口鼻或眼睛而受感染。

◎ 市民應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 用正確方法洗手，保持雙手清潔。

◎ 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空氣不流通的地方；否則，必須加強個人衞生，並佩戴口罩。

◎ 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

◎ 有呼吸道感染徵狀或發燒時，應戴上口罩，並及早求醫。

◎ 若出現流感樣病徵，切勿上班或上學。

嚴格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是預防豬流感的必要方法。

祝大家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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