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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經過十個月的蘊釀，期待

了十多年的《「凝聚共識　建設家

園」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下

簡稱「諮詢文件」）終於在9月3日
發表並進行三個月諮詢。在130頁共
十個章節的諮詢文件內究竟有多少

部份與基層劏房戶有關？本文正嘗

試審閱整份文件，抽出與基層劏房

住戶有關的部份與大家分享，同時

亦探討文件內忽視了的地方，最後

提出可協助基層劏房戶的建議供大

家討論。

《長遠房屋策略》內有關劏房的部份

　　諮詢文件內有兩個章節與基層

劏房戶有關：「第四章長遠房屋需

求推算」及「第五章社會上特定群

組住屋需要」。

　　在「第四章：長遠房屋需求推

算」內，諮詢文件定義「居住環境

欠佳」為「臨時構築物，例如木

屋、寮屋和天台構築物；非住宅大

廈內，例如商業和工業大廈；與其

他住戶共用，例如居於房間、板間

房、床位或閣樓的住戶；及分間樓

宇單位（即劏房）」。居於上述環

境欠佳的住戶總數為74,900個。你
會是其中一個嗎？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
         忽視了基層劏房住戶嗎？

　　在「第五章：社會上特定群組

住屋需要」內概述住宅的狀況，並提

出解決基層家庭住屋需要的方法。該

章內引述《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

查》概述住戶的狀況，有46%住戶缺
乏廚房或煮食地方/廁所/食水其中一
項設施；49%住戶曾申請公屋，當
中97%是輪候冊上的申請人；住戶
選擇劏房因為鄰近工作/上學地點
（64%），租金便宜（49%）。唯
該章節表明公屋應繼續作解決基層

住戶住屋需要的主要途徑。因為部分

基層住戶是基於不同的實際原因住在

劏房的；而絕大多劏房是位於市區而

又交通便利，故諮詢文件認為劏房仍

會繼續存在。

　　諮詢文件促請政府加強巡查及

取締工業大廈內的劏房，並按《建

築物條例》以處理不符合樓宇和消

防安全規定的住戶。然而，在政府

因執行巡查時而須遷出的住戶，將

可入住屯門寶田臨時收容中心，住

滿3個月及通過「無家可歸評審」，
便會入住中轉房屋等候編配公屋單

位。你認為合理嗎？

　　諮詢文件內亦有提出探討提供

「過渡性房屋」供基層劏房住戶入

住的安排。建議政府可研究在市區

有合適的臨時空置土地興建過渡性

今 期 精 彩 內 容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聖經》使徒行傳 16章31節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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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但諮詢文件表明工廈不符合住用樓宇建築標準

和規定，因而要大幅度改動樓宇，費用昂貴影響可行

性，政府應考慮將合適工業用地改劃作住宅用途。

　　諮詢文件最具爭議的是提出探討推行發牌或業主

登記制度，以規管住宅樓宇內劏房單位的安全和衞生

情況。然而，此制度需要時間及資源，如凍結住戶調

查，安置受執法行動影響而須遷出單位的住戶等。你

擔心嗎？

　　諮詢文件內另一具爭議的討論是租金援助和租務

管制。諮詢文件認為租金援助在市場上基層租住單位

供應短缺時，租金會上升，抵消了租金援助對租戶的

益處。如向輪候冊上的申請者提供，亦會吸引更多人

輪候公屋。至於租金管制上，可能會令業主在協議新

租賃時盡量提高租金以減低日後限制了的加幅，從而

令新租客遭拒諸於租務市場外或負擔更高昂的租金。

在租住權保障的討論上，諮詢文件認為業主會不願意

出租其單位或物色租戶時變得挑剔，市場上出租單位

便會減少，從而推高租金，故租務管制只能惠及現有

租戶。你同意嗎？

《長遠房屋策略》忽視了的…

　　當閱覽過整份諮詢文件時便會發現雖然有提出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章節，但卻非與其強調優先

照顧及完善的安置政策相違背，更誤導了公屋及私樓

的興建比例，同時亦一面倒否決租津租管的可能性。

　　諮詢文件開首的第XV頁列明「督導委員會認為應
優先照顧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然而，「居住環境

欠佳的住戶」最後只是歸入總房屋需要之內，與「住

戶數目淨增長」、「受重建影響的住戶」及「其他」

等同，即非如其所說優先考慮此群以生命換取政府無

力解決住屋需要的劏房居民。雖然諮詢文件表示增加

公營房屋的比例，但有學者（馮國堅，2013）翻查自
1980年至2001年的新建公私營樓宇比例，從來也是
54.4比45.6，諮詢文件的增加也只是加了4~5%。現時
有23萬個申請，諮詢文件建議十年興建28.2萬個公營
單位，當中還包括居屋單位，基層劏房街坊將難以在

短時間內改善居住環境。

　　再者，現時當劏房業主收到屋宇署的清拆令時，

只會即時通知租戶遷出，租戶難以等候到安置。租戶

就算獲得安置也是屯門寶田，而非如政府進行的研究

所得，劏房居民大多因為鄰近工作或上學的市區，故

此等安置安排並不能照顧居於市區劏房住戶的需要。

　　諮詢文件對實施租津租管帶來效用只有一個結

論，便是租盤供應減少，租戶的議價能力削減，租金上

升。然而，有論者（黃和平、陳凱姿，2013）指出租
金津貼的效用視乎供應及需求彈性，而非必然引來租盤

減少租金上升。至於租務管制亦會有相同現象（業寶

琳、黃和平，2013）。過去十多年租金管制及租住權
保障也相繼撤銷了，但也不見得空置率降低了，維修保

養及租務糾紛亦沒有顯著分別。其實實施了租管，租戶

會願意在有保障下多付租金以獲得一定的保障。

協助基層劏房居民的幾點建議

　　長遠來說在市區興建出租公屋是為協助基層劏房

的不二方法，但在能夠建成足夠的公屋前。政府應興

建過渡性房屋、設立租務管制及租金津貼。

　　過渡性房屋除了為基層住戶在未能入住公屋前提

供暫時性的適切住房外，更能增加基層房屋供應，以

影響市場租金增幅及形成比較作用，使市場上的房屋

亦須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善。此類房屋可以是改裝空置

校舍、政府空置物業、市區重建局轄下的空置單位及

在重建舊公屋時的處於非住宅地區的舊單位。

　　單純的租津、租務管制或租金管制均不足以解決

現時基層租戶所面對的問題。政府應檢討《業主與租

客（綜合）條例》，為租管及租津的影響進行研究。

租管可分為租住權保障及租金管制。租住權保障包括

現租戶有優先續租權及業主收回單位應設有較長的通

知期。租金管制則在每次續租的租金加幅不高於市

值，如業主與租戶不能達成協議，可交由土地審裁署

評定租金。政府應兌現3年上樓的承諾，對於輪候超過
3年而未能上樓的申請人，應仿效關愛基金提供基層租
戶生活津貼。

總結

　　總括而言政府須考慮中短期方案協助水深火熱的

基層劏房住戶，只以供應主導並不能解決基層劏房居

民住屋需要，需求面向亦要關注。解決基層劏房住戶

的住屋需要是要提供「一籃子」方案。現時基層劏房

住戶的住屋需要帶來的影響已非居住環境，而已是影

響到兒童成長，家人關係等的需要，處理不妥將引來

更龐大的社會成本。

參考資料：

馮國堅（2013）〈長策文件技倆：壓低建屋目標、跨
大承諾〉《新晚報》2013年10月24日。

黃和平、陳凱姿（2013）〈租金津貼──支援基層市
民住屋需要的另一個選擇〉影子長策會編《住屋不是

地產──民間長遠策略研究報告》香港：印象文字。

葉寶琳、黃和平（2013）〈租務管制及租住權〉影
子長策會編《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策略研究報

告》香港：印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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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又加啦！」、「我排公屋過哂三年啦，仲未

有消息！」、「尋晚又有老鼠係床邊行過啦！」，上述

都是經常從劏房居民口中聽到的情況，這些困境對於劏

房居民來說絕對不是新鮮事。

我們每日接觸區內不少劏房居民，見到他們有著各

種各樣的生活困難，當中與房屋相關的佔多數。劏房的

出現已經是社會上經常拿來探究的問題。在服務上，我

們反而會集中於認識劏房環境的出現會對居民生活上帶

來了甚麼的改變。在我們的經驗中，房屋對居民來說，

的確不單是住屋問題，而是生活尊嚴的問題，亦是權力

失衡的問題。

作為社會工作

者，服務從基本生活

開始，於接觸時先了

解服務對象的需要。

以硬服務來說，我

們會透過物資支援配

對或緊急基金申請，

去支援他們即時面對

的困難，如食物銀行

及愛心飯盒送贈計劃

等。這些支援服務對

於服務對象來說都是

暫時性的援助，他們

的困難不是簡單的單

向援助便可解決的。

社區工作當中，組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首要就

是要讓他們知道「同樣情況下要挺身而出的不止我一

個」，因此於地區上我們可以做的，就是連繫他們，為

區內基層劏房居民建立網絡，而「葵涌劏房住客聯盟」

正是建立這個網絡的重要平台。網絡的互助性，其實是

自然形成的。舉例說，參與活動的一些單親婦女，本來

互不相識，在照顧小孩或申請資源時都感到無助；但在

互相認識後，慢慢自己形成了互相支持的關係，交流資

訊，相互提醒申請關愛基金的資格放寬，或者一些被逼

遷的劏房戶會互通消息得知哪裡有租金較便宜的單位，

這個網絡能透過街坊們的互動而慢慢擴大。街坊也會由

受助者的角色逐漸改變。同時，這個組織工作還能減少

其他服務的負擔。

劏房居民面對困難的背後，扣連著整個房屋政策

所產生的問題。我們的職責，是要讓他們認識到最有資

格評說政策的缺失，就是承受的當事人。我們一方面透

過不斷的討論及新聞的分享，另一方面也不斷地聚集街

坊，組織他們踏出第一步去關注問題。透過約見不同的

局長、官員、議員、學者、團體甚至居民組織，進行意

見的反映和交流，倡導相關的政策。居民從中增加的不

止是資訊，同時亦是權力。

在回應社區需要上，我們會定期進行不同的問卷

調查，如「環境惡劣居所衛生情況調查」，以反映地區

上的情況。透過舉辦傳媒發

佈會，我們除了希望向公眾

反映基層居民的困難外，亦

由居民親身表達他們的困難

和需要，讓更多人關注現時

劏房居民面對的問題，舉例

說，之前的葵英大廈居民

記者會中，成功透過傳

媒引起公眾對被逼遷劏

房戶的關注。

在回應社會民生議

題上，如年初的「每區

一億重點項目」以至月前的

長遠房屋策略及貧窮線的訂

立，我們都會與居民討論及協

助居民從不同途徑反映立場，如參

與政府舉辦的諮詢會或立法會的公聽會，由居民親自發

聲，表達意見。

在服務上，我們以社區認識團的形式，由本區基層

居民親自帶領來自不同地區對劏房問題有興趣的參加者

認識社區，了解劏房居民面對的情況。這除了提升公眾

對房屋問題的關注外，劏房居民亦充分發揮了他們於社

區上的角色。

我們鼓勵的是由下而上的參與。今時今日，發展新

市鎮的是發展局，重建舊區是市建局，規劃配套是規劃

師，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居民的角色在哪？所以，身為

社區發展工作者，我們的角色就是要讓街坊一同重新認

識到他們的權力所在，在整個房屋政策上有他們的聲音

存在。社區工作服務正擔當著一個這樣的角色。

社區發展工作者的角色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服務幹事   吳堃廉

服
務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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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社區工作部承蒙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舉辦為期3年的「DR. Youth」－
《商、民、社、校》新來港青少年社會資本協作及社區共融計劃」，目的是發掘新來

港青少年潛能，提升其自我認同感、領袖能力及信心，並藉著連結「商、民、社、

校」，建立社區網絡支援，有助推動社區價值轉化，共建和諧社區。

本計劃於2013年3月正式展開，計劃首年著重強化生活技能，提供不同類型的野
外歷奇訓練及活動，以提升他們自我能力的認同感及建立自信，從而改善新來港人士

適應及克服於香港生活的挑戰與困難。

而「Dr. Youth師友導航計劃」的義務導師與新來港青少年進行配對，協助新來港
青少年認識香港升學、就業情況及生活文化，令他們建立正面成長信心與價值觀。

本計劃亦將創新成立由新來港及本地兒童及青少年組成的「Youth Voice互動音
樂劇團」，參加者接受優質的管樂及戲劇訓練，包括專業的管樂團及樂理培訓、演說

與話劇技巧訓練，繼而於社區舉行演出，透過演繹由新來港青少年編繪他們在香港生

活的真實故事，向社會推廣共融訊息。

如對上述計劃有任何查詢，或有意參與本計劃、擔任義工或提供協作機會，歡迎

致電2423-5062 與高家敏姑娘聯絡。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與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已於

2013年9月開展「啟步童行」
幼兒及親子教育課程，本課程

獲利銘澤黃瑤璧慈善基金資助，

目的旨在透過有系統的理論教授、研

習小組、主題性練習及討論示範，提昇家長引導子女學習

及成長的效能，帶動他們及早辨識子女的潛能及問題，以

加強貧困家庭的兒童在學前階段對外界環境的認知和適應

能力，增進其自理能力，為孩子未來入學前作最佳準備。

現今父母愛子女心切，為協助子女在具競爭性的環境

下提昇能力，於子女幼兒或學前階段已為他們報讀不同的

遊戲小組、語文班組、社交及個人成長訓練課程等，家長

傾盡心力和不惜花費為子女報讀課程，期望藉此提昇子女

未來升學的競爭力，並提早訂定孩子接受不同形式教育之

起步點。對於具備相對良好經濟能力和資源

網絡的家庭而言，他們的子女便較幸運

能享有這些接受早期教育之機會，但

對於一些經濟條件較差家庭的子女，

他們往往欠缺這方面的培訓機會。

對於低收入及貧困家庭而言，他們往往未能為孩子

支付龐大學前課程的學費，亦因經濟困難難於與坊間其他

孩子及親子一樣擁有相同學習機會，以致未能和大部份孩

子站在同一「起步點」，展開成長學習之路。由於不少低

收入的家長未能獲取有關引領幼兒子女學習的知識，不容

易盡快處理和預防成長適應上的問題。

我們深信對於這班家長及子女而言，特別需要提昇他

們的認知和意識，不論在資源上、知識層面、心理社交範

疇上均需為他們提供支援，以讓他們的孩子能擁有平等學

習和發展機會，因此，我們正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是項親子

教育工作坊服務計劃，與家長建立同行分享的互助平台，

一同體驗親子啟步和學習的過程，為孩子未來及早鋪路。

課程推行形式以小組唱遊、親子遊戲、參觀活動、及

親子並行工作坊為主，以強化親子關係和幼兒的日常自理能

力，令家長能體驗子女入學前的成長和心理社交發展。課程

內容包括子女語文訓練、管教技巧、空間概念、數學概念、

大小肌肉訓練、親子伴讀、認識圖形分類等。本計劃亦將引

進婦女義工協助照顧年幼兒童，發揮家庭互助的精神。

如閣下對本計劃感興趣，歡迎致電2423 5045與朱姑
娘或彭姑娘查詢。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潛
能
提
升
．
凹
凸
互
補  

              

社
區
結
網
．
打
破

隔
閡

「啟步童行」幼兒及親子教育課程

                    「DR.Youth」-《商、民、社、校》
新來港青少年社會資本協作及社區共融計劃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高級組織幹事 高家敏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聖經》以弗所書  5章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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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
屆感恩崇拜及周年大會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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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支持
　　本機構踏入四十周年，為與眾同樂於2013年10月至11月期間，舉行了一項
名為「對對四十多多FUN」活動，本機構會員的身份證號碼有「四」及「零」字
便可獲贈紀念品乙份，活動已於十一月十五日結束，多謝會員熱烈參與。

對對四十多多FUN

四十周年慶祝活動  之  主愛洋溢賀聖誕  福音嘉年華
活動日期：14/12/2013 (星期六)
活動時間：12:30PM - 4:30PM義賣活動 (二樓禮堂)
                   2:00PM – 5:00PM  表演、遊戲及美食攤位、抽獎 (地下)
地點：和宜合道22號 地下及二樓禮堂
------------------------------------------------------------------------------------------------------------------------
40周年慶祝活動之  相片‧感想大募集

https://www.facebook.com/skhlmc
本機構邁向40周年，與大家一起進步成長，開心共渡多個黃金歲月。歡迎大家透過珍貴相
片、短片、祝福、文章等分享你的感想，讓我們一起回憶美好的時光。

------------------------------------------------------------------------------------------------------------------------
舊曲新詞創作

歌詞以本機構服務社區四十年的服務特色為主題，歡迎各界人士投稿，稿件可交和宜合道

二十二號  四十周年配合活動工作小組收，一經採用可獲紀念品乙份。查詢：24235042 / 
24235265
------------------------------------------------------------------------------------------------------------------------
時間囊  2013  –  2023
本機構自1973至今，以社區建設、社區照顧、社區健康、社區資本理念服務社區四十載。未
來十年你對「麥理浩夫人中心」有何期望? 有什麼祝福? 有何意見? 歡迎你向本機構詢問處
職員索取「心意咭」並寫送上你的祝福與心意，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或以前投入機構

大堂的收集箱內。

小貼士

四 十 周 年 紀 念 配 合 活 動   活 動 巡 禮

感謝 上主恩寵，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服務社區已有四十年。因此，我們在2013年11月16日
(星期六)下午3時在和宜合道的總部大樓二樓禮堂舉行感恩崇拜，向上主獻上讚美與感恩。是日邀請到陳
謳明主教証道，提醒我們要繼續努力，在人群中彰顯主基督耶穌的大愛！

同日下午5時，在總部大樓二樓禮堂舉行周年大會。是次邀請到安老
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蒞臨主禮。陳教授讚揚機構同工對受眾的關

懷，以創新服務去回應社區需要。鄺保羅大主教代表機構向陳教授致送代

表了機構感謝之情的紀念品。年會上，主席宣佈黃沛宜先生卸任管理委員

會委員；黃先生以愛主愛人的心，三十二年來不辭勞苦地參與機構管理委

員會，與機構共同渡過充滿挑戰的年日，亦同時帶領機構邁向一個又一個

的高峰！在此我們祝願黃先生生活愉快，身心靈壯健，主恩滿溢！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聖經》詩篇 127篇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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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葵涌劏房住客聯盟」的組員麗珍！參與了這個關注組已經一年有多，當中的經驗都令

我有不少得著，改變了很多！

我與兩名子女一同居住於本區的一個劏房單位內，面對著生活開支及租金等經濟壓力下，在初初來港時試

過不知多少次身無分文的情況，真的感到十分徬徨無助，但為了兩位子女惟有繼續支撐下去。

在機緣巧合下認識了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同事，開始接觸中心的服務，初期主要參與新來港人士的服務及

關注住屋問題的關注組。開始參與的時候都仍然處於比較被動及負面的想法，心裡經常都有很多擔憂，但在中

心同事的鼓勵下，我在劏房關注組中接觸到不同的劏房街坊，看到大家都有不少共同必須面對的住屋或生活困

難，亦藉這些機會認識到不少街坊成為朋友，互相支持，真的令心情有很大改變！

而且，在關注組中亦有很多機會認識更多社會資訊，我們經常一起討論房屋政策的問題，亦會跟其他街

坊一起去約見一些官員、議員。從前都很少在多人的場合公開說話，但自從參加了之後，很多時要公開場合表

達劏房居民面對的困難如：加租、想快上公屋等，由初初膽戰心驚，到現在懂得準備講稿並在不同公開場合發

言，雖然都有不少瑕疵，但都感到自己正在為社會出力，自信心強了，整個人都正面多了，真的覺得自己這一

年作出了很多「第一次」！

現在，我都經常鼓勵身邊的街坊一同參與，踏出第一步，希望他們都可以為自己為社會，多嘗試！

服務使用者心聲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致力推動居民關心社會、參與社

區，合力解决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因此，本部門會透過不

同方法掌握及評估居民所需，從而設計適切的社區服務，

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如何了解葵涌區石籬中轉屋居民的需要？

部門透過不同方法主動接觸及了解中轉屋居民的需要

和處境，包括進行定期上門家訪、設置戶外社區諮詢站、

舉行社區問卷調查及居民核心小組恆常會議等，從而搜集

他們的意見，並進行分析、制定服務的方向及內容，回應

居民需要。

如何訂定合適服務？

生活層面支援：

大部份的石籬中轉屋居民均屬低收入家庭，在日常生

活及經濟上的需要較大。因此，部門會為就個別需要提供

資源配對及轉介服務，例如申請食物銀行、外間緊急經濟

援助基金、公共房屋、以至恆常麵包捐贈等，以舒緩他們

在生活以至經濟上之困難。

社區層面之支援：

由於石籬中轉屋居民的流動性較高，鄰里關係變得薄

弱。因此，部門以互助小組形式成立「石籬中轉屋居民

關注組」，推動他們建立互助網絡，並關心社區，認

識自身權益，就切身議題進行政策倡議，從而提昇他

們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亦舉辦不同之社區活動，包括二手

物品互換市集、社會政策及資源講座、社區義工探訪活動

等，促進居民參與投入社區。

總結

部門透過不同渠道收集居民意見並作出分析，在了解

居民的需要後以籌劃適切的服務。各前線的服務同工會繼

續以主動關懷、虛心聆聽居民心聲之專業態度，持續提升

服務的質素。

帶領義工到石籬

中轉屋進行上門

家訪，主動了解

居民需要。

於石籬中轉屋

舉行戶外居民

會，收集居民

意見。

識別及評估服務使用者需要、訂定合適服務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之範例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部門主任　王馥雅

親愛的弟兄啊，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聖經》約翰一書 4章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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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將於2013年12月2日起至2014年8月29日止推出「非公屋、非
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並將曾受惠於「為租住私人樓宇

的低收入長者提供津貼」項目和「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

項目的人士納入為受惠對象。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將於上述項目推行期間協助本區居民申請是次

津貼項目：

主要受惠者

資格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但不屬於來港目的並非定居，

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處已

信納他們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

以月租形式租住私人樓宇／工業大廈／商業大廈；或租住民政事務總署轄

下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宿位；或居住於臨時房屋；或是無家者；或居

住於船艇； 
每月住戶入息和租金不超過指定限額； 
沒有領取綜援； 
在香港沒有擁物業（包括聯名物業）；以及

租住的居所不可屬於申請人及／或同住人士的父、母、子、女、夫或妻的

物業（適用於租住私樓、工廈或商廈的申請住戶）。

資助金額 經核實資格的住戶可獲一筆過的津貼：

1人住戶的津貼額為3,500元；
2人住戶為7,000元；
3人或以上住戶為10,000元。

申請期 由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8月29日止，並採用分流申請安排如下：
2/12/2013起處理舊申請
2/1/2014起 開始接受新申請（1 人住戶）
4/2/2014起 開始接受新申請（2 人住戶）
3/3/2014起 開始接受新申請（3 人或以上住戶）
2/4/2014起 接受所有申請（ 不論住戶人數）
29/8/2014 申請期結束

本機構協助

推行服務之

單位

葵涌區：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24235022；葵涌和宜合道22號1樓114室)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處理65歲或以上人士之申請；24235489；葵
涌和宜合道22號1樓101室)
青衣區：青衣綜合服務中心(24362977；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荃灣區：老圍/新村/芙蓉山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24929909；荃灣老圍路
137B老圍公立學校)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

一次過生活津貼」

關 愛 基 金 援 助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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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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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護理照顧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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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社區藥房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423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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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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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創藝（葵興分店） 新界葵興興芳路166-174號新葵興廣場一樓19號舖 2420 9116

LMC 南亞創藝（油塘分店） 油塘大本型商場2樓小型零售地帶RZ2號 
（油塘港鐵站A出口） 2234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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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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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Ro」少數族裔人士服務計劃 荃灣大陂坊9-31泰華大廈1樓Z室 24192100

「TREE」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02-406號盈豐商業大廈1樓B室 2418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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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蒙　上主恩佑，本機構同工團隊在維持優質服務運作及籌備四十周年各項慶祝活動的

巨大工作壓力下，仍刷新過往賣旗義工紀錄，成功招募超過八千名義工協助在全港各區進行

的賣旗活動，並籌得善款超過一百八十九萬元。在此謹代表受惠坊眾向各位出錢買
旗的善長、出力參與義工服務的義工們致以衷心的謝意！

由於參與義工人數比預計為多，而不少機構在賣旗前一星期才確實回覆義工人數，故令已預

備派發的七千多個旗袋在後期不敷應用。尤幸同工團隊立即採取應急措施，即時調動資源

應付需要，並成功要求旗袋製造商在三天內趕製千個旗袋應急。而在賣旗前一天，適逢罕見

颶風「天兔」襲港，幸得上主保守，直至賣旗日早上仍然只懸掛一號戒備信號，而且天朗氣

清，完全沒有影響賣旗活動；直至晚上才改掛3號強風信號，及後逐步升級至9號暴風信號。
我們實在感恩，因為　上主時刻與我們同在，保守當天各項事工皆能順利進行及賜福各位參

加者。更值得大家高興的是，我們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竟能再次幸運地抽到2014至15年度

的賣旗日，將於2014年12月27日舉行全港性賣旗籌款活動。祈
望　恩主寵祐，能繼續獲各界友好支持，以各種形式參與來年之賣旗活動，一起關心我們鄰

舍的需要，共同實踐　主基督的教導，令天國臨在世間！

賣旗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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