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主席出席「資助婦女發展計劃」下舉辦為協
助婦女就業的活動，而自2012年起，資助計劃
至今共撥款予91個婦女團體和非政府機構，以
舉辦超過230個有助婦女發展的項目。

劉主席出席「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
畢業禮，與學員分享畢業的喜悅。

　　事實上，政府統計處發表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6號
報告書》亦指出，「上下班時間」、「工作時間」及「薪酬」

是女性料理家務者選擇工作的三大考慮因素，而「靈活的工作

時間」、「半職工作」及「在家工作」能提高她們從事工作的

興趣。

　　締造有利環境屬推行「三管」重點之一。劉靳麗娟稱，政

府在婦委會建議下，由2002年起逐步於不同決策局和部門推行
性別主流化，在制定政策或計劃的過程中納入性別觀點，確保

兩性可公平地享有社會資源及機會，「婦委會並非只為女性爭

權，社會資源運用需要照顧兩性個別需要，例如男、女公眾洗

手間數目要有不同比例，符合兩性實際情況享用社會資源，是

性別主流化的基本理念。」

　　另外，婦委會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是「三管」下增強

婦女能力的另一亮點，為不同背景和教育程度的婦女提供面

授、電台及網上課程，鼓勵終身學習及提升個人能力。劉靳麗

娟強調，有關開放式課程是首個專為女性設計的大型計劃，笑

言在畢業典禮上，發現不少婦女穿上畢業袍後，舉手投足皆盡

顯自信，充分體會學員以「身教」相互學習的重要性。截自去

年11月，計劃已錄得超過91,000的累積報讀人次。

　　劉靳麗娟續稱，婦委會通過舉辦活動，與婦女團

體、區議會和非政府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外，預留撥款以

資助合資格機構舉辦項目和活動，務求在社區推行的各

婦女充能項目產生協同效應；過去婦委會與中國內地至

國際組織亦保持緊密聯繫，定期派員出席國際會議，為

運作注入新視野。

　　為緊貼婦女事務的脈搏，婦委會於今年2月假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以「發揮婦女潛能　促進全面發展」的

第5次的婦女事務委員會研討會，與社會各界人士一同就
香港婦女發展的未來路向和策略進行深入討論和交流意

見。而「婦女就業資訊站」網頁已正式開通，提供逾150
個就業項目，讓婦女可搜尋就業、支援和進修課程的資

訊。劉靳麗娟期望，婦委會在未來可延續其牽頭角色，

推動社會進步，保持婦女勞動參與率增長，為兩性提供

有利個人發展的社會環境。

採訪者：工商業社會服務部項目幹事　陳瑋珩

我的眼目時常仰望耶和華，因為他必將我的腳從網裏拉出來。 《聖經》詩篇 25篇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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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在2015年《施政報告》內，就人口政策發
表未來香港勞動人口的推算，整體勞動人口（不

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按推算將會由2014年的360萬稍微
上升至2018年的365萬，然後下降至2031年的343萬，
隨後至2038年將徘徊在342萬至343萬之間，最後下降
至2064年的311萬。而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即勞動人
口在15歲及以上人口所佔的比例）按推算由2014年的
59.3%下降至2064年的48.6%。數字反映本港整體勞動人
口將在2018年開始下降，人力資源是香港的重要資產，
而如何有效支援不同群體面向職場發展及建立工作事
業，成為在社區內就業支援服務的重要方向。

　　正如主題文章所討論，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不同需要、選擇

和要求，無論家庭、朋友、僱主甚至社會，都應尊重個人的就

業決定，自由地盡展所長。就業發展綜合服務積極回應荃葵青

社區需要，其中以關心勞動市場的動態，回應經濟轉變下的社

會及個人需要為服務宗旨，為勞動市場不同階層提供支援及發

展機會。作為地區上的職業支援服務單位，我們貫徹機構「全

人服務、全面照顧」的目標，在服務提供上照顧社區的需要。

一方面著重個人職涯規劃、工作選配和短期全日制職業技能訓

練，並開辦社會企業以開拓技能實踐機會。

　　本綜合服務自2001年逐步成立多項社會企業項
目（社企），至今運作中的包括有：餐飲服務及廚務

訓練、推拿按摩、寵物美容、美甲和製衣車縫等，讓

社企協助個人重整工作出路。本著「培訓．實踐．

就業」的服務理念，為完成訓練的待業者提供實踐機

會，讓他們完成訓練後，在一個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學

習和實踐課堂所學，建立對行業的認同，建構行業相

關的知識。對於長期待業或轉業人士而言，在重新投

入一份新工作之前，往往需要適應及調整個人工作心

態。以發展個人職涯服務的社企扮演了課堂理論與實

戰的「緩衝區」角色，讓社企實習生在公開就業前體

會行業文化、僱主期望、了解工作要求及提升就業能

力等。

　　然而，工作不是個人生命的整體，在個人理想、

家庭與事業之間需要取得平衡。本綜合服務多年來結

合培訓及就業開辦多項社會企業，在運作的模式中，

注入彈性工時或件薪的工作模式，配合個人在家庭及

個人職業發展的需要，讓社企持份者考慮個人意願及

時間安排工作，既賺取收入亦可持續地保持與社會的

連結。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社會企業的內容，歡迎與我

們聯絡。

社企單位 地址 電話

建業坊（保健按摩）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葵星商場48及55號舖 2423 5120

悅麗居（美甲） 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3樓17號舖（摩登世界葵芳站） 3709 2798

寵愛軒（寵物美容） 九龍太子基隆街61號地下 2381 8500

麥理浩餐廳（餐飲服務）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地下 2410 0807

融藝工房/融藝坊（製衣車縫）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就業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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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主任　林志宏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致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聖經》希伯來書 10章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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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項目幹事　何淑貞「自由香港字型」—

  由長者起動以科技傳承文化
什麼是「自由香港字型」？
　　「自由香港字型」是一項由林植宣博士

老人綜合服務中心與香港創意開放科技協會

（HKCOTA）合作的開源大型合作項目。我
們組織長者開設造字班，學習使用開源造字軟

件「Fontforge」修改台灣全字庫，並將技術
及經驗與大眾分享，讓大眾認識和了解中文造

字；而HKCOTA則在資訊科技的技術和資源
等方面給予造字的支援及協助，使整個項目能

順利的進行。

　　我們聚集一群對資訊科技及中文字有興趣

的朋友共同參與，透過長者起動與年青人共

同合作，按照30多年香港政府和教育界合作
研究發表的「常用字字型表（2007版）」，製
作電腦可用字體─「自由香港楷書」，讓香港

人有一套可用的楷書，並於2016年12月21日
公佈4,700字版本，採用Creative Commons 
By4.0共享創意版權，讓大家免費下載使用。

我們的願景
　　透過參與和互動，長者繼續為社會大眾

和資訊科技作出貢獻，讓大家明白到困難並

不會阻礙實現目標，一步一腳印總可達到。

　　我們相信藉著香港人的團結力量和推

廣分享的精神，未來應有更多的共享創意

活動。有關「自由香港字型」的最新消

息，請繼續留意網頁https://freehkfonts.
opensource.hk。

「少數族裔」在香港，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見到他們時，
第一個反應會以甚麼語言對他們說話？還是選擇避開他們？普
遍的經驗，大家都會以英文先說話，若他們以中文回答時，有
些人甚至覺得驚訝。其實，許多非華語中小學生也有接受本地
教育，甚至他們的父母都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但為何中文水
平仍普遍偏低，而外界亦習慣使用英文為主要溝通語言，甚至
有人覺得不能與他們溝通呢？

　　在香港，一般嬰兒自出生後，後天環境所接觸到的語言，大部分

為廣東話，我們將之視為母語，所以當他們進入幼稚園上學時，其實

已在不知不覺間學了2至3年的中文，非華語家庭同樣地以母語（包括
烏都語、印地語、尼泊爾或英文等）照顧及教育子女；故此，當非華

語幼兒進入幼稚園上學時，已經比一般本地學生少了2至3年的學習中
文時間。所以，本地學生在低班時，已有一定的中文聽說能力，非華

語學生則可能是從踏入幼稚園的一刻，才踏上那條學習中文的「起跑

線」上。

　　有見及此，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本機

構、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聯合策動，推行為期5年的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先導計劃，透
過文化回應及遊戲學習之介入手法，結連非華語家庭及社區持分

者，加強非華語幼兒學童的中文能力，並延伸至其家庭，利用上

門服務，與家長並肩同行，教學相長，強化家長對幼兒中文學習

的支援效能。在學校方面，則透過全新教材設計、分層教學、多

元文化教學助理支援和教師專業培訓等，為學童建立一個全方位

的中文學習環境。社區方面，善用社區作為學習語境，讓他們實

踐所學，融入社區。

　　有非華語家長表示：「我們出生於香港，成長於香港，生

活於香港，也視香港為家，希望子女有所發展，對將來有更

廣闊的遠景，貢獻香港。」此計劃能助他們跨越「中文」這個

「障礙」，更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多元的社會，彼此能夠溝通

共融。

少數族裔服務部
計劃主管（社會工作）　周慧璇

「自由香港字型」
網頁QR Code

「世代團結」
Facebook QR Code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聖經》希伯來書 6章11-12節

中文 English
Urdu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
拉闊文化 拉近距離

非華語幼兒中文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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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之旅

共建長者友善環境

自由講

郭仕芳展示其得意手作 佩盈在悅麗居為客人美甲

共建長者友善環境

社企工時彈性多��婦女受惠展才能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主任　陳詩敏

「建業坊彈性嘅工時制度，令我獲得穩定收入之餘，

有時間照顧小朋友，仲畀我有機會整客人喜歡嘅手作！」

年輕技師郭仕芳擔任建業坊兼職美容及按摩師逾年，同時

屬一網上商店的創辦人，直指社企的彈性工時模式，讓婦

女有充足的時間及機會，發展個人事業。

郭仕芳續稱，一年前創辦其網上商店時，念頭主要源

於兒子，「喺建業坊返工唔同出面返全職，時間非常充裕，

聖誕又想幫仔仔扮靚靚，所以就上網自學，整啲親子頭

飾、煲呔畀仔仔出席學校活動，結果大受好評！」商店運

作一年後，業務發展迅速，現時已獲得一定客源，郭仕芳

歸功於彈性工時，「婦女一般有照顧家庭的需要，如果做全

職，放工返到屋企仲要做家務，彈性工時可以喺照顧家人

同工作之間獲得平衡，個人生活都好重要。」

仕芳鼓勵本港僱主積極研究及推行彈性工時，讓更多

婦女受惠，「人生唔應該只係照顧家人同工作，希望僱主多

啲配合婦女需要，等婦女可以安排時間，做自己喜歡做嘅

事！」

「優質服務」除了泛指服務單位提供一個安全環境給服務使

用者及職員使用之外，亦應考慮到因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特殊需

要，精心設計服務場地及設施，以及適度調節服務內容細節，令

不同年齡、性別及種族人士皆能平等地享用單位的各類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於2016年9月8日完成了現代化
工程。嶄新的服務場地不但令人耳目一新，如細心發掘，更會留

意到多處都採用了長者友善的概念，旨在為年長人士提供最貼心

舒適的優質服務。

彈性工時優點多。活潑的佩盈在機場擔任全職，坦

言美甲社企—悅麗居的出現令其「延夢」，「自細好喜歡

美甲，一直夢想自己可以成為一位美甲師。雖然現時工作

同美甲無關，但完成美甲課程之後，有一定美甲技術及經

驗，每逢假期，都會自行決定返社企幫手嘅時間，唔會令

技巧生疏外，又可以賺外快，一舉兩得！」

佩盈指，彈性上班讓婦女變得健康，「除咗完全控制

個人時間，返、放工都唔使驚塞車或遲咗返屋企，多咗時

間陪屋企人，都少啲因為返工而感受到壓力，最緊要係婦

女嘅自主權得以充分彰顯！」

佩盈補充，身邊不少朋友亦受惠於彈性工時，認為制

度有助釋放婦女勞動力，強調悅麗居現時的運作模式，正

好為店舖附近的僱主，提供最佳的示

範作用，希望本港有更多僱主重視婦

女的實際處境，共同締造美好的工作

環境，並繼續加強社會對婦女議題的

重視程度，互相配合改善。

▼

   活動室內外均裝上
木製扶手，讓行動
不便的長者可以舒
適地扶穩。

▼    詢問處提供不同
度數的老花鏡讓
長者借用。

▼

   中心刻意採用有扶手的椅子，方便長者安穩地站起。

▼    洗手間及面談室設置
呼喚鐘，讓需要支援
的人士按動。

▼

   暢通易達洗手間方便
輪椅使用者使用。

建業坊技師
郭仕芳

悅麗居技師
黃佩盈

佩盈的作品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聖經》羅馬書 5章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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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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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族裔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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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專線（預約及查詢） 2423 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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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健閣（視光服務）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服務分處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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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荃灣老圍路137B老圍公立學校 2492 9909
賽馬會老圍中藥園 荃灣老圍村二坡圳 3488 0031
LMC 南亞創藝 油塘大本型商場2樓K1號（油塘港鐵站A出口） 2234 9499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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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 葵涌總行 葵涌健康街2-6號飛亞工業中心4樓04室 2410 8077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石籬分行
葵涌石籬邨石偉樓地下101至103號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24861328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青衣分行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至144號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2436 9162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社區互惠資源中心 葵涌梨木道2號和記新邨地下5A舖 2960 1623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葵涌石籬邨石偉樓地下101-105室 2486 1225
賽馬會「TREE」少數族裔青少年發展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02-406號盈豐商業大廈1樓B室 2418 2218
共融館-活化點子 葵涌屏麗徑3-21號葵豐樓地下G2號舖 2427 2223
陽光鄰里互助中心 新界葵涌大隴街23-51號銀行大廈地下29A舖 2616 0766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服務中心 新界葵涌葵昌路52-56號貿易之都7樓702室 2690 1111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  
青衣教育中心 / 融藝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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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太子大南街138號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港鐵南昌站5號舖（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葵涌青山公路416號葵星中心48號及55號 2423 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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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麗居 葵芳葵涌廣場3樓摩登世界17鋪 3709 2798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盈豐辦事處） 葵涌石文徑20號1樓A室 2423 553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盈豐辦事處） 葵涌石文徑20號1樓A室 2421 5350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石安辦事處） 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東葵涌辦事處） 葵涌石文徑20號1樓A室 2421 5350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西葵涌辦事處） 葵涌葵昌路56號貿易之都7樓701室 2157 0480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青衣辦事處）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420 9121
長期護理綜合服務部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11樓1117室 2417 8018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420 9131
張慶華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 家護通 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420 9141
健樂坊 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有限公司 荃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5333 

捐款方式

1. 寄付支票
 可郵寄支票或親臨送交本中心

 郵寄方法： 請於支票抬頭寫上「H.K.S.K.H.  LADY MACLEHOSE 
CENTRE」或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及於支票背後
寫上捐款人姓名及聯絡電話，並寄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
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2. 直接存入善款
  各位善長可將捐款直接存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於以下銀行開
設的捐款專戶：

 恆生銀行 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交通銀行 戶口號碼：027-540-9-3038947
 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145-8-002100
  如各位善長需索取捐款收據，請將銀行入數紙正本、回郵地址寄往下列地
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信封面
請註明「捐款」。

3. 恆生銀行網上捐款服務
  各位善長亦可透過恒生銀行e-Banking網頁
（http://www.hangseng.com/e-banking）內
之網上捐款服務，將善款存入「香港聖公會

麥理浩夫人中心」之戶口。

 恆生銀行　　戶口號碼：274-213008-001
  如需收據，請列印交易記錄、回郵地址寄往
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
心總幹事收，信封面請註明「捐款」。

 備註：

1)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條申請減免
稅項。

2)  所有個人資料只作處理，有關捐款用途，資料將
絕對保密。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歡迎各方善長捐獻，參與關懷社區。

你的捐獻，除用於提供服務上，亦會透過本機構設立的多個直接提供物
資與經濟援助的計劃，發放給有需要的人士，以協助他們渡過難關。讓
我們一同攜手，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多一分關懷、多一點溫暖。

關懷社區
服務家庭

捐款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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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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