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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和華你 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聖經》申命記11章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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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時的失業率降至3.3%，但在職貧窮的問題仍然嚴重，反映出就業不
一定可以脫貧。根據樂施會的統計，2010年香港的在職貧窮戶比2005年的增加
12%，共有192,500個在職貧窮戶，即每十個在職家庭中就有一個是在職貧窮
戶。

　　『在職貧窮戶』指凡家中最少有一名就業人士的住戶，其每月入息低於全港

相同人數住戶之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便納入為貧窮戶。另根據社聯2008年研
究顯示，在職貧窮住戶中，超過三成(31.7%)全職就業人口的月薪少於6,000元，
他們的學歷偏低，多從事非技術工人的職業。

最低工資未能紓緩在職貧窮

　　政府於2011年5月1日實施最低工資法例，規定僱員的最低時薪為28元。法例
實施後，確令低下階層的工資有所增加。根據官方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資料，低薪

工人工資因最低工資實施後上升9.7%。但在現時通帳高達6.4%之下，基層生活
並沒有大幅改善，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在2011年3月及8月調查，發現食品價格
在短短半年內上升超過一成，同時多達三分之一獲加薪工友表示生活未有改善，

當中八成表示是因物價上漲。可見基層工友的薪金升幅已差不多全被通脹蠶食。

最低工資實施後，確實令低入息的住戶減少，但統計處資料顯示，仍有五十六萬

八千多就業人士收入不足六千元，反映在職貧窮問題依然嚴重。

全球化的趨勢令勞工處境惡化

　　打工仔除了面對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脹外，還要面對工時長及工作零散化之

苦。統計處資料顯示，香港人工作時數中位數為每週四十八小時，七十多萬人每

週工作五十五小時或以上。在全球73個已發展城市中，香港工時長是各國之冠。
打工仔由於收入不足以養家，往往需要長時間工作才可彌補工資的不足。

督印人：沃馮嬿琼總幹事  
編　輯：蔡婉妍、先紅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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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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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焦點

　　另外，最低工資實施後，很多企業陸續增聘兼職人

手，以取代長期僱員。部份大企業更有三成員工為兼職

員工。僱主為逃避保障僱員的『418』法例(連續四週工
作及每週工作十八小時)責任，將兼職工每週工作時數維
持在18小時以下。不足『418』的僱員均不受僱傭條例
保障。根據統計處於2011年7月公佈的第55號報告書，
以上情況的零散工的時薪只是正常工人的一半，每週工

作17.5小時，月薪不到3,000元，比60歲以下健全單身
綜援金額的3,095元還要少。據政府保守估計，香港有
15萬名零散工，他們收入偏低，是在職貧窮的戶主要來
源。

　　受全球化浪潮影響，香港奉行自由市場的『新自由

主義』，由資本家將資本轉移，對本地經濟體系造成極

大衝擊，基層工人的就業大受影響。全球化令香港的產

業單一集中在金融地產業，令低學歷的勞工在知識型經

濟下慘被淘汰。另外，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私

營企業採用彈性條款聘用工人，如合約工、自僱工及臨

時工等，令僱員收入極不穩定，加上政府將很多社會服

務外判及私營化，強調價低者得及收回成本，令勞工成

本進一步壓縮，加速勞工被邊緣化，令貧窮問題更難解

決。低學歷及低技術的勞工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一方面

既不容易成功轉型，而另一方面，又面對長工時壓力、

工作零散化及不穩定的苦況，工人的就業及生活得不到

保障，在職貧窮的問題只會日趨惡化。

香港社會保障制度對失業及在職貧窮人士支援有限

　　現時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失業人士的支援十分

有限。香港沒有專為失業人士而設的失業保險或援助。

失業人士在經濟非常拮据才可申請綜援，但現時失業人

士領取的標準金額約只1,830元，遠遠低於基本生活需
要。不過，在『綜援養懶人』的標籤下，社會似乎沒有

一個需要大幅提高失業綜援金額的共識。另外，為減少

失業者領取綜援，政府先後在『自力更生計劃』下，推

出『社區工作計劃』及『深入就業援助計劃』，著眼點

在加強受助人工作動機，至於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職

位，職位的工資又是否可養活當事人及家人，均不是政

府考慮之內，基層生活沒有因政府的措施而改善。

　　在職貧窮人士其實可以申請低收入綜援。但現時全

港只有一萬五千戶申請低收入綜援，佔全部全資格的貧

窮戶約12.1%，比率偏低。偏低的申領率估計和綜援的
負面標籤及煩瑣審核申請要求相關。事實上，為低收入

綜援人士而設的豁免金額過嚴，現時最高豁免金額只是

2,500元，令綜援人士沒有動力去找一份收入較好的工作
以改善生計。

改善在職貧窮的社會政策配套措施

　　在職貧窮問題，不可以單靠最低工資立法去解決，

還需要透過不同層面和方向的扶貧政策加以配合才得以

改善。

　　首先，最低工資金額若太低，工人便要長時間工作

以彌補收入。所以，最低工資必須與限制最高工時互相

配合，才可以保障勞工就業和生活質素。

　　其次，政府應從稅制入手，推行『負入息稅

(Negative Income Tax)』及『稅務優惠(Tax Credit)』
政策。根據樂施會2008年的文件指出，負入息稅的概
念，是向收入於某一水平的家庭，直接提供現金補貼。

在英國和美國，這種現金補貼以稅務優惠的形式發放。

例如在2008年底時，英國透過不同形式的稅務補助，
包括工作或兒童稅務補助、全民育兒津貼等，為600萬
個貧困家庭提供現金援助，並針對每週工作時數在16
小時以下的零散工，提供『入息支援計劃』等。

　　另外，其他改善在職貧窮的配套措施，還包括：放

寬現有的交通費支援計劃、改善兒童托管服務、設立就

業膳食津貼計劃、增設『家庭照顧者津貼』，並重視社

區經濟，在偏遠地區設置小販區，令更多基層市民受惠

等。最後，政府應參考歐洲國家流行的積極就業市場政

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投放更多資源進行人
力發展，以改善生產力，以及從勞工市場的需求方面入

手，以確保就業市場有更多職位吸納中年失業的綜援人

士，以及為失業人士提供持續穩定的職位。積極就業政

策的措施包括：提供直接現金或稅務補償去鼓勵僱主僱

用更多新員工或保留員工，並透過公共工程，直接在公

共部門創造就業機會，亦支持和鼓勵失業人士創辦自己

的企業等，確保每人都有工作，發揮社會保障功能，改

善貧窮問題。

總結

　　在職貧窮是經濟轉型及急速去工業化的結

果，全球化的趨勢令經濟結構更邁向單一化，令

基層勞工面對收入不穩定及工作零散化之苦。在

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哲學下，政府對此不是視

而不見，便是操保守及被動的回應，完全無力亦

無心去解決在職貧窮問題。

　　要徹底解決在職貧窮問題，政府宜揚棄『新

自由主義』的管治理念，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社

會政策，才能根治問題。社福界應提醒政府要為

勞工設立多重安全網，推動全面的勞工保障政

策，令基層勞工的生活得以改善，體現人的自

主、尊嚴及價值。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聖經》詩篇121篇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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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城市焦點」提及香港在職貧窮戶有19萬多，面對「工時長」、「零散及兼職工」等情況，怎樣能讓家庭
脫離貧窮戶？就業競爭力提升後如何脫貧？社會人力資源發展與在職貧窮有何關係?培訓增值已是今天職場上不可
或缺的，但必須配合就業機會及合理的僱用條件。本機構就業發展綜合服務(下稱本綜合服務)近二十年來以協助勞
工個人能力提升及就業相關的輔導服務為主，然而個人層面的支援不足以令基層勞工「脫貧」，「在職貧窮」涉及

政策及經濟管治理念等的複雜因素，是社會急需檢視的課題，不同持份者應多發聲，多討論，給為民服務的管治者

更多智慧改善民生。然而遠水不能救近火，基層勞工仍須善用現有的就業支援服務以自強。

培訓增值 
　　本綜合服務其中主要服務對象為三低人士(低學歷、低技術、低信心)，提供切合就業市場的培訓，並因應香港
的新興行業，發展職業培訓。現時「培訓增值項目」中，尤以政府撥款支持的「僱員再培訓局人才發展計劃」最具

規模，本機構是獲委任的培訓機構之一，推行僱員再培訓課程已十八年，服務對象亦已擴大至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

(需符合其他資格)，課程選擇多，例如：為失業及待業人士而設的全日制課程、為不同行業的在職僱員及轉職人士
提供半日或晚間制的「新技能提升課程」、按僱主招聘人才的需要而設的度身訂造課程等，培訓目的是增強在相關

行業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以邁向「一專多能」，透過培訓提高轉職及就業機會。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大部份已通過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評審，以推動終身學習，並讓修畢的人士能獲取有質素保證及認可資歷。

人才發展及職位配對

　　本綜合服務其中恆常服務是主動聯絡各行業僱主，搜集、分析及發放職位空缺資料，積極向僱主推薦具優點潛

質的低學歷及有就業需要人士，亦慎選具合理僱用條件的空缺資料。一般而言，僱用條件稍遜的空缺，僱主往往需

投入更大的招聘資源，有時亦未能聘得人才。本綜合服務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就業諮詢，提供與就業相關的輔導，

作為就業支援服務提供者扮演了導向及支持者角色。

總結

　　本期「城市焦點」作者指出「全球化令香港的產業單一集中在金融地產業，令低學歷的勞工在知識

型經濟下慘被淘汰⋯⋯」，這確實道出了近二十多年香港近乎沒有工業的經濟體系下，基層勞工「沒有

明天」的困局與苦況。過去社會人力資源發展是否有照顧低學歷的勞工? 勞資利益需要平衡，政府更需
加大力度改善勞動市場弱勢人士的困境，為不同背景、能力市民製造可脫貧的工作機會，但在「新自由

主義」管治理念下，政府的經濟政策是「最少的直接干預」，在職貧窮、邊緣勞工、貧富懸殊等問題惡

化，難道政府仍可以繼續「最少的直接干預」嗎？要改變採用「新自由主義」管治理念，當中涉及個

人、社會、勞、資等不同持份者的利益、資源分配及人力政策，作為就業服務的提供者，定必繼續為勞

工發聲及服務。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服務協調主任 羅耀華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部門主任 葉永歡

服務回應

誰的責任 如何支援

聯絡我們

有關培訓、工作轉介、職位招聘或其他就業相關的事項，可聯絡以下中心：

培訓及就業中心 地址 電話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葵涌和宜合道22號4樓 2423 5042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荃灣梨木樹邨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室 2423 2993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聖經》申命記28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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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意識培養與個人及家庭的福祉息息相關，互相

影響。本機構於過去三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推動不同類

別之綜合服務，因此有不少機會接觸社區不同層面的服

務對象，我們透過社工的專業訓練，促使社區內之點、

線、面連繫，建立強大及廣闊的網絡，藉着跨界別的合

作，有效地實踐健康教育及早期之預防性介入。

　　本機構過去多年來致力與「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合作，藉着基金撥款資助的多項非研究計劃及社區研究

計劃項目，成功聯繫不同界別之專業人士，策略性地在

社區內進行社區健康教育及研究工作，推動家庭及其成

員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而在推行服務計劃過程中，既

能實踐基金會旨在加強促進市民健康及預防疾病的目

標，亦能有效貫徹本機構推動「社區健康」的決心。

　　由於本機構在過去多年來積極申請及獲健康護理及

促進基金撥款資助多項為特別需要社群和家庭成員舉

行之社區健康推廣計

劃，各項計劃亦能達

致預期成效，因此於

2 0 11年11月1 8日獲
基金委員會於「健康

促進研討會」中頒發

「最積極參與獎」，

獲獎之計劃包括︰

　　「社會企業樂助人」不僅是一句口號，背後還為弱勢

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展現自強不息的社會精神。本機構於

早年透過設立不同的社會企業項目，協助低收入、失業、

單親、新來港及少數族裔人士提升技能，逆境自強。而政

府方面，民政事務局一直在推動發展社會企業上擔當重要

的角色。在2011年11月24至27日，局方聯同香港政策研
究基金有限公司，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社企民間高

峰會2011」，其中本機構多個社會企業，均參與為期3天
的社會企業聯展，推廣機構別具特色的社會企業。

　　是次社會企業聯展，是為各行各業的社企提供平台，

推廣產品及服務，並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向大眾宣揚

「愛心消費」。本機構五個社會企業項目，包括「建業

坊」、「健樂坊」、「融藝工房」、「LMC愛服飾南亞創
藝」、「香港翻譯通服務」均在會場內設立零售攤位，售

賣各項特色產品、環保天然家品及服務，各社企亦能藉此

機會與其他機構的營運者交流。此外，機構所屬的兩個少

數族裔社企，更接待了逾30名來自中、港、台的社會企業
家到訪參觀，各人就社會企業發展作了深入的交流。

　　如欲支持社會企業，讓你所花費的一分一毫也可幫助

有需要的人，「坐言」不如「起行」，瀏覽本機構社會企

業專屬網頁，「豐足樂助社企站」http://www.skhlmc-se.org 或
親身到訪機構各社會企業，體驗「社會企業樂助人」的精

神！

連繫社區力量
締造健康家庭

社會企業聯展　推動愛心消費

機構形象推廣及
會員招募統籌小組召集人 

彭安瑜

機構形象推廣及
會員招募小組成員

盧啟聰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聖經》羅馬書8章28節

服務透視

－　「長青康健共一家」社區健康

促進計劃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　「健康男子組」塑造計劃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　「營養身心，健體人生」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　「彩虹行動」-關注精神健康社區

推廣計劃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　「凝聚健康，家添和諧」

健康家庭社區教育計劃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　「南亞裔健康連線計劃」

Health Care Link for South Asian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計劃推行過程中得到醫護界、專業人士、地區組

織、街坊團體、大專院校、中小學幼稚園、家長教師等

合作，取得理想成果及持續的果效。上述計劃亦於研討

會中透過個別計劃簡介之展板展示及撰稿刊載之形式與

業界分享和交流工作經驗，亦能從中跟其他社福界團體

分享心得。

　　促進社區及家庭健康之工作， 非朝夕可達之成果，

亦需各界同心協力推動，未來仍有不少服務介入之契機

和不斷增長之社區需要，有賴各單位彼此借力一同探究

協作之空間，共同建構健康和諧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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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獲得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資助，於2011年6月開始，推行一項為期三年之「愛．
鄰．社」護助同行計劃，計劃目的旨在透過左鄰右里及

社區各界之間對護老者家庭需要的認識，由心出發，運

用不同的方法將這份關懷宣揚到社區每一個角落，做到

社區‧鄰舍‧愛心緊密聯繫。

　　計劃主要服務對象為葵芳區護老者家庭，並運用不

同的介入模式舒緩社會護老者在照顧方面的困難和壓

力，真正達致可行的「以社區承托社區」果效。計劃內

容包括：「愛‧鄰‧社行動」之護老聚一聚，讓護老者

家庭互相認識，分享護老技巧及社區資源；「愛‧鄰‧

社行動」之有你同行，運用並發揮義工、護老者家庭及

社會團體不同的才能去幫助社會中有需要的群體，例

如：護老者慰問「新手」護老者、義工上門提供看顧、

陪診等服務。 

　　「護老紅娘」及「二手復康用品及家具轉贈計劃」

　　家中長者身體轉弱，頻頻入院；醫院床位短缺，病

患初癒者能安居家中休養嗎? 護老者頓感壓力重重⋯⋯
怎麼辦?

　　本機構成功投得醫院管理局之「離院長者綜合支援

計劃」。在二零一二年二月至二零一五年三月期間,負責
支援由「仁濟醫院」轉介的離院長者，為他們及其護老

者提供一站式家居照顧服務，讓他們出院的首6至8星期
即可獲得全面關顧。

　　團隊的成員有專業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及家居照顧員。我們會與仁濟醫院之醫生及其專

業團隊緊密合作，以加強荃灣區長者出院後之復康、家

居護理及起居支援，使他們可以盡早出院回家安心休

養，從而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以及減低再次緊急入院

的風險。此外，這計劃也會為護老者提供支援。

　　本團隊會為長者制訂照顧計劃，提供適切的提示服

藥、傷口護理、復康運動訓練、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

善、輔導、護老者支援、送飯、清潔、護送服務及24小
時緊急支援服務。

　　我們本著基督的愛及專業服務精神，於二零一二年

二月正式開始為仁濟醫院有需要的離院長者及護老者供

適切盡心之服務。如對本服務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4908010李姑娘。

「愛．鄰．社」
  護助同行計劃，動員全區齊護老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2012年2月正式於荃灣與大家見面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幹事　鍾佩華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高級服務幹事　李秀慧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聖經》使徒行傳20章35節

服務透視

　　此外，計劃亦會特別招募及訓練一批核心義工擔當

「護老紅娘」，專責接觸和評估護老者的階段性需要，

並按護老者的需要，聯繫合適義工和協助單位，讓護老

者獲取所需援助和物資，從而發揮穿針引線的功能。而

「二手復康用品及家具轉贈計劃」則會動員義工及護老

者家庭，收集社區二手資源，轉贈給有需要的家庭，建

立社區互助的氣氛。

　　本計劃十分重視

義工、醫療服務單

位、企業團體、居民

組織、學校團體及社

福單位等多邊的合

作，如閣下有興趣參

與，成為本計劃義工

或合作伙伴，歡迎致

電24235489與鍾佩華
姑娘聯絡。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聖經》詩篇90篇12節6

　　少數族裔服務計劃喜獲殊榮！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進行的「家庭power up－跨種族 家、鄰、舍 社會資本計
劃」，於去年10月參加了由該基金會舉行之「最『動』結網故事」比賽，本計劃以《認識少數族裔文化團》為參賽
藍本的短片，獲得到各界支持，以超過一千票當選「最能提升社區能力」 項，在此感謝社區人士對計劃的支持，為

推動社會資本出一分力。

　　此獎項亦喚起傳媒對「認識少數族裔文化團」的關注，在過去一個月來，本計劃團隊接受了多份報章、雜誌及電

台採訪。透過籌辦推廣少數族裔文化的導賞團，期望藉此打破種族的界限，減少對南亞人士的負面標籤。各位朋友，

如欲參與「認識少數族裔生活文化團」的各項活動，歡迎與本人聯絡，電話為 2423 5062。

南亞裔特色服務
計劃屢獲殊榮

服務心聲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少數族裔服務

高級組織幹事　梁詠婷

優質之旅

自由講

阿暉：

　　我叫阿暉，以往一直從事建築行業，由於早年遇到工傷，加上香港經濟的轉型，令我原先由社會上擁有經濟能力的一群降至最脆弱的一群，需要向社會褔利署申請綜援以應付基本生活開支，並希望透過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內的職業輔導、就業專題的工作坊、招聘會等能盡快重新投入勞動市場，希望能靠自己的一雙手去賺取生活費用。
　　遺憾地，我和太太原本每月有五千多元生活費，但因市場租金不斷上升，每月需要支付四千多元的劏房租金，儘管政府提供了二人的租金津貼約二千五百元，但我們亦需要從生活費中拿取額外$1,500作為劏房業主的收入，最後二人每月的生活費只餘下三千多元去支付我和太太整個月開支(即水﹑電﹑煤﹑食)；還未計算我外出尋覓工作所支付的交通費。同時，患有糖尿病的我甩掉了大部份的牙齒，而鑲牙的費用約一萬元，這種「未見官先打三百大板」的情況經常出現，「屋漏兼逢連夜雨」的狀態是每天必須面對的逼迫生活，無法逃避，亦無法躲藏。
　　傳媒報導經常形容我們為『懶人』﹑『交搵工紙當交功課』，但其實有誰真正知道我們尋找工作時處處碰壁的狀況？有誰真的願意去探究我們這群失業綜援人士的困局真相？我新一年的心願好簡單， 我只想要一份工作，有了工作，不用再向政府領取綜援，靠雙手養活自己兩口子。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部門主任曾淑儀及助理服務幹事區頌勤：　
　　阿暉的故事只是在勞動市場中吃虧的其中一個，中年、低學歷，特別中年男士，於市場上可以選擇的工種較少，往往離不開體力勞動：地盤工、什工、清潔，餘下來的就是保安；當主流社會標籤失業人士懶散時，又有誰想過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導的香港可提供的多少工種及工作機會予他們？
作為服務提供者，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職位轉介及充當他們傾訴的對象，這小小的輔導面談室彷彿就是心靈加油站，我們的使命就是能將他們心中積壓已久的怨氣、憤怒各種情緒釋放，讓他們重新站起來面對挑戰；繼而透過舉辦招聘會及建立僱主網絡，為這表面上欠缺競爭力的一群充當代言人，成為他們跟僱主的橋樑，希望能將我們對服務使用者的瞭解，游說僱主給予工作機會；行多一步得一步便是我們的信念。

　　阿暉最後於農歷新年前找到一份散工(三行雜工)，工作近半個月，雖然收入不高， 常常需冒雨工作，就算冷病了仍堅持工作，經過半個月的努力，終於可以趕在新年前結清租金，放下重擔。可能對一般人而言，工作隨手可得，但對阿輝──這群低下階層的人而言，一份工作不單解決餬口的問題，更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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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農曆新年假期後，都是傳統的轉工良好時

機；而要在成千上萬的求職者中突圍而出，大家必須把

握每次面試的機會，做好面試前的準備，領略面試技巧

及緊記面試後要跟進，才能突出獨有的強項，說服僱主

有勝任工作的能力，成功發展理想的事業。

1. Prepare 面試前的準備
1. 確定面試時間和地點，主考人的稱呼或職位

2. 搜集僱主的詳細資料，了解業務發展及工作性 
 質，是否配合自己的期望

3. 留意時事和熱門話題

4. 面試前一晚早點休息

5. 估計主考人會發問的問題，預備具體的答案

6. 預備有建設性的發問

7. 確保整齊衣著，表現熱誠

8. 帶備履歷及其他有關資料的副本

9. 重看在求職信和履歷表上的資料

10. 思考僱主對自己的履歷有何興趣，邀請面試的
 原因

2. Perform 面試時的表現
1.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2. 準時到達，充足準備

3. 整潔儀容，基本禮儀

4. 坐姿挺直，耐心聆聽

5. 眼神接觸，點頭微笑

6. 顯示興趣，正面態度

7. 保持鎮定，大方自信

3. Practice面試常見問題
例子:
1. 個人背景、性格、學校生活、工作期望及理想

 請簡單介紹你自己?
 試簡述你的優點和缺點？

 試簡述你的學校生活及升學計劃？

 你好像欠缺有關的專業知識和工作技能，亦有其 
 他應徵者更加適合，為何要聘用你？

2. 申請職位和機構 
 你為甚麼想加入本公司工作和申請這職位？

 這份工作的職責哪方面最吸引你？

資深企業導師及獵頭顧問　楊遠勳

生活秘笈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聖經》羅馬書15章13節

4P求職面試

3. 工作經驗 ／工作技能／語文能力
 你覺得在工作中，最滿意／最挫折的是什麼？

4. 假設式問題／行為式問題／時事式問題

 請形容你認為最難融洽相處和合作的人？為甚 
 麼？

 請描述遇過特別難處理的個案，簡介當時的情 
 況，並講述你怎樣處理？結果如何？

回答問題的技巧

1. 態度誠懇，不宜過分客套和謙卑

2. 回答有條理

3. 語調要肯定、正面，表現信心

4. 盡量避免中、英文夾雜

5. 盡量少用助語詞

6. 不要打斷主考人的說話

7. 不太明白主考人的問題時，應禮貌地請他重複

8. 不懂得回答的問題，不妨坦白承認

9. 切勿太過注重薪酬或其他福利

4. Persist 面試後的跟進
1. 撰寫道謝信或電郵

 感謝主考人給自己面試的機會，並再次強調我們 
 對該職位及機構的興趣，提供額外資料，顯出求 
 職的誠意

 以精簡為原則，並送給會作聘請決定的人 
2. 檢討面試

 面試前準備

 臨場時表現

3. 面試後應記錄對申請職位及機構的感覺，以作為 
 第二輪面試或在獲聘任時參考之用

求職面試技巧－總結
1. 求職者必須清楚了解不同行業和有關職位

2.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掌握熱門的行業，認識越狹 
 窄，求職越少選擇

3. 一個多優勝的求職者總有其缺點，一個多平凡的 
 求職者總有其優點

4. 就算面試失敗，不要氣餒，因為每次的面試均是 
 寶貴的經驗及學習的機會

致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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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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翻譯通服務 2423 5101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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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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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葵興興芳路166-174號
新葵興廣場一樓19號舖

2420 9116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德士古道67號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3720

社區互惠銀行 新界葵涌健康街2-6號飛亞工業中心404室 2410 8077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偉樓地下101-105室 2486 1225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 
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太子基隆街61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港鐵南昌站5號舖（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葵星中心48號及55號 2423 5120

融藝工房 新界葵涌打磚砰街63-75號冠和工業大廈
23樓E室

2409 2380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室 2423 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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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葵芳商業中心
12樓1204室

2420 9121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辨事處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11樓
1117室

2417 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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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5333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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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及致歉啟示

本機構有幸邀請到資深幼兒教育家陳陳淑安女士為本機構上期（第38期）季刊撰寫封面特稿──《幼稚生
「讀」「寫」「算」的準備》，謹此鳴謝陳陳淑安女士的支持！然而由於上期季刊排版設計之誤，遺漏刊登有

關作者資料，謹此致歉！

檔案室

捐款贊助！ 關懷社區！

600運動－「十份一捐獻．百份百關懷」

　　如果你想好好地利用政府派發的六千元，不妨考

慮參與我們的600運動，實踐「十份一捐獻 百份百關
懷」的愛心行動。

　　只要你捐出港幣600元，就可以為香港聖公會麥
理浩夫人中心一直服務的弱勢社群提供實際的幫助，

例如免費提供一個月的長者午膳、兩星期兒童託管服

務、一星期的輔導及復康服務等等。你的一分一毫將

會改善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的臉上再次綻放燦爛的笑

容。

　　不要猶疑，立即行動吧! 請登入機構網頁www.
skhlmc.org下載捐款表格，填妥後寄回葵涌和宜合道
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總幹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