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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焦點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許守仁博士

《提升非華語學生中文讀寫

能力，家長支持鼓勵及提

供沉浸中文語言學習環境

是為關鍵》

編者按：共融從來首重雙通，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在歡迎不同族裔的人士將來源地
的文化特性帶來匯聚於本地之餘，亦有必要促進少數族裔人士學好廣東話及中文讀
寫，從而助他們成為投身貢獻香港發展的一份子，達至與本土文化的真正共融。為
此本機構與家庭、社區、學校、少數族裔社群、及多間大學的語言教育專業團隊，
在外間撥款團體的支持下，為促進少數族裔全方位學習中文一直不遺餘力。下面
許守仁博士的研究正好為這份同心促進少數族裔中文學習的努力及成果，作出了一
個以證為本的闡述及側影，還願大家細看。

城市焦點

p1-2
《提升非華語學生中文讀寫能力，
家長支持鼓勵及提供沉浸中文語
言學習環境是為關鍵》

服務回應

p3 促進少數族裔人士融入成為
貢獻香港發展的一份子

服務透視

p4
「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榮獲
「社會資本動力獎2018 - 社會資本
卓越計劃獎」

p5
賽馬會「板動人生」少數族裔運動
共融網絡計劃

p6 年度服務計劃構思營

自由講

p7 小城裡的暖流故事

優質之旅

p7 在優質服務中實踐關愛

檔案室

p8 關懷社區　服務家庭

1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體貼女性是比較軟弱的器皿；要尊重她，
因為她也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這樣，你們的禱告就不會受阻礙。 《聖經》彼得前書 3章7節



城市
焦點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是語文教
育其中一項關注議題。政府近年加強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包括在中
小學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
習架構」，以及為錄取十名或以上非
華語學生的中小學每年提供八十萬至
一百五十萬元的額外撥款，以支援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和建構共融校園。

為了解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表現，
香港大學自二○一三 / 一四學年開始受教育

局委託，每年向全港錄取十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按比
例抽樣，分析整體非華語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表現。我們
注意到在過去數年，政府加強支援與推動下，錄取非華語學
生的公營學校數目持續增加，這項分析所涵蓋的中小學亦由
二○一三 / 一四學年的一百五十一所，增加至二○一七 / 一八
學年的二百二十八所。我們向每校按錄取的非華語學生人數取
樣，每年合共提供約二千至四千多份樣本。綜合五個學年的分
析結果，我們欣見整體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正逐步提升。

初小學生讀寫表現進步

我們觀察到近年初小的非華語學生已具備一定的語文基
礎。學生不但能認讀，也會寫一些與生活、學校、家庭相關的
常用字。二○一七 / 一八學年的初小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學生的
基本語文能力對照，差距逐步收窄。與二○一三 / 一四學年比
較，小三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表現均有所進步，高能力組別的學
生會對閱讀篇章的內容和人物提出看法和意見，寫作時懂得分
段和使用連接詞，這些都是開展下個學習階段所需的語文能
力；小四與小五學生的閱讀表現亦有良好的進展。

我們從數據發現，倘要進一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
語文水平，協助小三學生銜接小四尤其關鍵。為此，
香港大學去年受教育局委託與小學協作，根據「中
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第二階和第三階發
展有系統的教材，幫助學生突破閱讀和寫作的難點。

在中學階段，雖然在學校加強支援下，學生整
體的閱讀表現不俗，但學生進步的幅度未及小學階
段顯著。當中初中學生的進步較明顯，學生近年的
總計得分率較過往有所提升。初中學生在寫作方
面的表現也有進步，部分高能力學生在記敘與描
述事件時更目詳細，文章亦有結構，連貫順暢。
高中部分高能力組別學生能豐富表達情感，文

章組織也顯心思，但與同級華語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仍有明
顯差距。

提供中文語境　家長有責

根據我們過去五個學年收集的樣本分析，非華語學生
（包括部分來自錄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經過努力學習，
以及在政府和學校的支援下，閱讀和寫作能力較二○一三 / 
一四學年皆逐步提升。可見只要支援得法，非華語學生也可以
突破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困難，學好中文。

從觀察所得，要進一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能力，除了政府、學校、老師的通力合
作外，家長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即使家長
不懂中文，但他們仍可以擔任促進者的
角色。家長可多鼓勵孩子學習中文，並
盡早為孩子選擇能提供沉浸中文語言環
境的幼稚園或學校，以提升孩子學習中文
的動機。

有效的語文學習需要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語
境、方法、時間和決心去逐步建立。我們盼望各持份者
在不同崗位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這樣才能發揮協同效
應，達至最佳效果。

2018年8月

* 原文標題為《非華語學生中文讀寫能力的表現》
乃刊載於「星島日報」，並得原作者授權轉載

你好嗎？我識寫
好多
中文字

我中文科
攞B嫁

2 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 《聖經》詩篇82篇3節



服務
回應

促進少數族裔人士
融入成為貢獻香港發展的

一份子
高級服務協調主任　陳清華

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約有8%的少數族裔居民。許多有多元文
化背景的家庭已經在港生活了兩三代，人口亦迅速增長。根據《2014年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2001至2011年的十年間，少數族裔人口的平
均年增長率為2.7%，遠高於整體人口0.5%的增長速度。為令他們
投身貢獻香港發展，我們有必要促進少數族裔人士學好廣東話及
中文讀寫、與本地華人交流、及投入本地職場，達至與本土
文化的真正共融，並助其在升學及就業上有公平的發展機
會。為此本機構特聯合社區、學校、少數族裔組織、
及不同專上院校的團隊，在多個基金的支持下，
開展下列多項促進少數族裔人士融入成為
貢獻香港一份子的服務。

一

「賽馬會友趣學
中文」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策劃及捐助，並由三間

大學及連同本中心在內的兩間

非政府組織聯合策動。本計劃為期

五年，旨在透過家庭、社區、學校的結

合及實證為本的創新模式，營造一個具文化回

應、愉快而有意義及高效的教與學情境，以促進非華語幼稚

園學生的中文能力發展，讓他們順利銜接小學的學習生活，以

促進社會共融。本中心正於荃葵青區十所幼稚園試行計劃，透

過上門學習及社區活動，增強幼兒對中文學習的興趣及應用，

並開設家長中文班及親子活動，以加強家長對子女學習的支

援。同時葵興貿易之都的服務中心已投入服務，正為非華語幼

兒及其家長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二

賽馬會「板動人生」少數族裔運動
共融網絡計劃

本機構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透過以少數族裔喜

歡的運動 (板球、曲棍球、閃避球 )為介入點 ,連結不同的體育
總會、教練及現役球員，針對少數族裔參加者在文化上的獨特

性，期望透過虛擬實境 (VR)提供重要的運動技術和知識；同
時，在計劃中增加本地及少數族裔的共融元素，促進參加者透

過運動建立健康、共融的關愛社區。除了定期接受訓練之外，

與葵青警局少年警訊、商界的義工團隊、及各區中小學合辦共

融和運動比賽等活動，亦特別針對少數族裔女性較少運動的情

況，提供各種室內運動支援活動，打造葵青成為共融的地區

典範。

三

「The Pioneer ─ 先鋒計劃」
深化少數族裔人士就業支援服務

在香港機場管理局及香港社會創投基金的協助下，與十間機場

的商業機構合作推出「先鋒」計劃，旨在為具有領導才能的非

華語人士提供為期一年於機場的就業機會。同時，計劃亦為參

與的業務夥伴提供共融講座及文化活動。機管局希望藉此「先

鋒」計劃，進一

步營造文化共融的

工作環境，吸引更

多非華語人士成為機

場一分子，培育他們成

為團隊領袖，以擔當本地

主管及非華語僱員之間的溝通

橋樑。

                 四

「南藝共賞  ─  基層少數族裔家庭 互助計劃」
獲應善良福利基金資助，於荃灣及葵青推行一站式的家庭支援

服務，三大核心目標包括 : (1)以葵青及荃灣區為服務計劃推行
地點，服務該區的基層少數族裔家庭，葵青區以巴基斯坦家庭

居多，而荃灣區則以尼泊爾家庭居多。因應他們的生活需要及

特性，幫助他們深度改善現時的生活及融入社區。(2)實踐全
方位社區及家庭支援理念，透過少數族裔婦女綠色生活才能培

訓及創業、婦女身心靈健康提升、學童培育、工傷男士互助小

組及家庭外出活動等服務，裝備各家庭崗位成員，藉此改善他

們的生活情況及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3)加強全方位就業配
對及支援服務，提供外展服務櫃檯、就業支援固網熱線、流動

熱線、短訊及社交平台網上就業配對、在職就業跟進等服務，

為少數族裔社群覓得合適的工作，以及適應本港的工作環境及

發展事業。

五

「生命歷程伴我創」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獲勞工及福利局撥款，本機構成為荃灣及葵青區舉辦兒童發展

基金計劃之其中一員。「兒童發展基金」旨在促進弱勢社羣兒

童的較長遠發展，從而減少跨代貧窮。計劃為期三年，並包含

三個主要元素，分別是目標儲蓄、個人發展規劃和師友配對，

其設計目的是為參與學員擴闊視野、提升個人能力和素質，以

及豐富社會經驗。目標儲蓄方面，計劃鼓勵每位參與學員訂下

每月儲蓄港幣200元的目標，為期兩年。計劃是會透過企業及
私人捐助，為本部門所招募的100名學童提供一比一的配對捐
款。此外，學童再會獲得由政府所提供的一比一配對獎勵，學

員可於計劃的第三年使用該筆儲蓄來實踐個人發展規劃。目標

儲蓄不單讓參與學員儲下一筆款項來實踐個人發展規劃，更能

有效地協助他們培養儲蓄的習慣。本計劃明年將按計劃指標加

入少數族裔兒童及其家長作為服務對象。

3所以，既然我們得了不能被震動的國度，就要感恩，照著上帝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上帝。 《聖經》希伯來書12章28節



服務
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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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負責「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計劃
的同工及義工代表從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手上接受「社會
資本動力獎2018 - 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的殊榮，讓不同界
別的持份者一同見證此計劃能有效彰顯和發揮「社會資本」
的成果。

「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是由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
務中心於2015年至2018年推行的計劃，旨在透過連結社區
不同的持份者回應護老者的需要，提升及建立護老者家庭互
助網絡。計劃成功地為葵青區的護老者及長者建立了多個
互助網絡，並突顯了「護老紅娘」義工支援的角色，同時
更促成2個自務組織的成立，延續計劃成效，繼續在地區
為有需要護老者提供支援。

事實上，獲得是次的獎項，對同工和義工們都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期望此計劃能喚起
大眾對護老者需要的關注，給予護老者更多的關懷和支援。如您有意參與義工服務，歡迎
致電2423 5489聯絡長者綜合服務社工容永進先生。

護老紅娘定期為護老者提供聚會，互相認識互相鼓勵。

「護老紅娘」社區支援網絡榮獲
「社會資本動力獎2018 - 

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主任　陳詩敏

同工和義工於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論
壇中接受「社會資本動力獎2018 - 
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的殊榮。

護老紅娘探訪
區內有需要護

老家庭。

定期為護老紅娘提供培訓，提昇他們的能力服務社區。

因為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聖經》腓立比書2章13節



TREE少數族裔青少年發展中心　少數族裔服務部
高級組織幹事　方家俊

少數族裔服務部於2018年8月成功申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推行為期
三年的賽馬會「板動人生」少數族裔運動共融網絡計劃 (下稱計劃 )。此計劃的目的是透
過南亞族裔朋友最喜歡的三項運動 - 板球、曲棍球、閃避球為介入點，針對南亞族裔參
加者在文化上的獨特性，期望突破運動場地及南亞族裔女性在文化上做運動的限制，提
升社區健康。同時，在計劃中增加本地及南亞族裔的共融元素，透過運動建立關愛社區。

  
計劃其中一個亮點是電子競賽 (E-sport) 及虛擬實境 (VR) 科

技，計劃將建立一所「VR運動中心」，希望為在社區上因為場
地設施限制而不能進行的運動項目，提供適切的虛擬場地 ; 並
且回應南亞族裔女性做運動時遇到的文化需要，能夠透過虛
擬實境技術得到介入。 

除以中心作為區內青年人的樞紐外，另亮點是網絡荃葵
青區內有招收少數族裔及華裔學生的中小學成為「共融校
園」，支援及資助校園購買板球 /閃避球 /曲棍球
運動器材，另外會夥伴各個運動總會，協助學
校甄選具有熱誠及天份的同學，參與組隊及比
賽，當中計劃培訓的南亞青年運動大使，會
向同學介紹南亞的文化，了解多元文化的意
義。在運動訓練外，本地及少數族裔參加者
會策動義工服務，關心距種族社區健康。

現時計劃每週皆有舉辦板球 /閃避球 /
曲棍球地區運動隊，讓葵涌區本地及少數族裔人士試玩南亞族裔喜歡的
運動，而Tree VR運動中心亦巳投入服務，挑戰大家肌肉及心肺功能量，
歡迎致電預約。

如果我們的服務為你帶來觸動，歡迎你來參與，請瀏灠社交
平 台： www.facebook.com/treecentre了 解 更 多， 亦 可 致 電
2418 2218 與計劃同工方家俊聯絡。

賽馬會「板動人生」
少數族裔運動共融網絡計劃

5

邀請現役球員及星級運動員作為嘉
賓，到學校進行運動巡迴示範。

每週舉辦板球 /閃避球 /曲棍球地區運動體驗
，

試玩南亞族裔喜歡的
運動。

Tree VR運動中心正式投入服務，突破少數族裔文化上女性做運動的限制。

忍受試煉的人有福了，因為他經過考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愛他之人的。 《聖經》雅各書1章12節



麥理浩夫人中心植根於葵荃青區四十五年，堅持以社區為本，透過不同服務計劃幫助社區
內有需要人士。每年年初，機構均會舉辦年度服務計劃構思營，讓同工更深入了解香港社會服
務發展趨勢，並一同探討機構未來的服務發展。

今年構思營於1月11日在石籬社區會堂舉行，是次主題圍繞如何
彰顯社會影響力，並邀請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 (社會發展 )黃
子瑋先生，為出席同工講解社會影響評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知識，藉此令同工認識如何呈現成效，更好地建立服務模型及
品牌。

 
是日構思營內容十分豐富，總幹事首先向同工介紹最新一期

施政報告重點，以及2017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從而引發同工對新
年度服務發展的思考。緊接著，黃子瑋先生透過多項服務計劃例
子，深入淺出，向同工講解社會影響評估的重要性，透過以證為
本，總結及分析服務數據，既可以讓社會知道服務計劃的成果與
效益，為服務對象帶來實質的改變，達致宣傳效果，又可以協助
同工檢視並改善服務內容。現時機構亦配合不同學校及團體進
行多項研究計劃，為先導服務計劃提供資料及理據，當中包括

受虐婦女服務和中風復康服務等。最後，同工就著彰顯社會影響力和發揮跨部門合作提升服務
介入效能展開討論並做出匯報，同工充分發揮自己所長，為機構未來發展及規劃出謀獻策。

會後，同工表示加深了對社會影響評估的認識，亦對機構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機構亦會
一如以往，繼續提供優質服務惠澤坊眾。

年度服務計劃構思營

同工分組討論如何提升服務效能，
為機構未來發展及規劃出謀獻策。

同工對機構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黃子瑋先
生擔任分

享嘉賓。

服務
透視

行政部
行政幹事　何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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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攜手起義

我做義工的次數不多，有一次參與親子牽義工服務，與
兒子一起去長者中心探訪長者，及與他們一起做運動。當
我踏入長者中心時，見到很多長者，有的行動自如很精伶，
有的精神奕奕坐在輪椅上。然而，也有些長者因長期病患不
能自理，情景令我很心酸。想起在鄉下行動不便的嫲嫲，因為
家人都忙於工作，她常常獨自一人在家，盼望有人陪她談話解
悶。探訪當日最深刻的是有一位黃婆婆見到我們非常開心。雖
然她坐在輪椅上做運動做得有點吃力，但仍堅持繼續做。我叫
她休息一會兒，她面帶笑容對我說慢慢做，邊做邊跟我聊天。
當活動完結時，婆婆不捨得我們離開呢！
透過義工服務，我學懂怎樣和兒子合作完成一件事，平時總
覺得他年紀還少，很多事也不放心讓他做，但在長者探訪
當日他仔細觀察環境及長者情況後，協助我填寫中心問
卷，這是出自他自覺性幫忙，令我意想不到呢！經
過這次義工經驗，我感受到很多長者也需要人陪
伴的，有空閒時間將繼續做義工幫助別人。

起步站義工  阿LEE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絕不飢餓；信我的，永不乾渴。 《聖經》約翰福音6章35節



優質
之旅

7

在優質
服務中

實踐
關愛

家庭活動及
資源中心
主任  
彭安瑜

小城裡的暖流故事
青年義工的分享

記得中二的時候在校門被「拉進」了一個義工小
組，於是便開始以麥理浩作為橋樑進行義工活動。
通過這個義工小組，我參加了針對不同對象的義工服
務，例如長者、傷健人士等。從前透過不同渠道聽聞過他
們的生活，但是當親身接觸他們的時候，才能夠切身處地地
真正感受他們所面對的苦況，例如福利申請的問題，遭受歧
視等。
在每次的平等分享行動中，都會遇到不同的人，聆聽他們訴說
自己的故事，從而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同時也看見一些被
忽略但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
其後，我再參加了 Music Chaser 這個計劃。計劃的宗旨是
以音樂回饋社會，因此除了學習音樂以外，這個計劃也讓
我們參與義工活動。記得有一次是探訪中轉屋住戶。中
轉屋單位面積細小，環境惡劣，也不利私隱，令人
感到不受尊重。據屋主分享入住中轉屋的原因，
原來是要在指定地方居住滿 3 個月去證明自
己無家可歸。這次探訪令我十分難忘。

青年義工 Henry 

母子攜手起義

我做義工的次數不多，有一次參與親子牽義工服務，與
兒子一起去長者中心探訪長者，及與他們一起做運動。當
我踏入長者中心時，見到很多長者，有的行動自如很精伶，
有的精神奕奕坐在輪椅上。然而，也有些長者因長期病患不
能自理，情景令我很心酸。想起在鄉下行動不便的嫲嫲，因為
家人都忙於工作，她常常獨自一人在家，盼望有人陪她談話解
悶。探訪當日最深刻的是有一位黃婆婆見到我們非常開心。雖
然她坐在輪椅上做運動做得有點吃力，但仍堅持繼續做。我叫
她休息一會兒，她面帶笑容對我說慢慢做，邊做邊跟我聊天。
當活動完結時，婆婆不捨得我們離開呢！
透過義工服務，我學懂怎樣和兒子合作完成一件事，平時總
覺得他年紀還少，很多事也不放心讓他做，但在長者探訪
當日他仔細觀察環境及長者情況後，協助我填寫中心問
卷，這是出自他自覺性幫忙，令我意想不到呢！經
過這次義工經驗，我感受到很多長者也需要人陪
伴的，有空閒時間將繼續做義工幫助別人。

起步站義工  阿LEE

自由講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一向致力推動「書伴我行」
的親子閱讀活動。為提升偶到閱覽服務的質素
及讓家庭及親子可閱讀更多的新圖書，中心近
期向善長募捐並獲贈一批精美的圖書，社區中
心會員可在中心開放時間內到來享用，在閱讀
時段中，會員間更可分享生活的點滴，建立鄰
舍關係，增強互動支援。

此外，中心亦得家長義工小組支持，為我們更
換了介紹服務質素標準的展板，讓我們感受到
煥然一新的氣氛。歡迎大家來到這滿載着溫情
和關愛的小天地，感謝義工們的熱情。我們的
服務質素得以持續提升，全因一直有大家的支
持和參與！

中心社工近期亦完成製作了一系列有關認識性
罪行及預防性侵犯之展板， 藉此提升街坊在中
心及社區內免受侵犯的意識， 家長亦可從中了
解如何與子女分享自我保護的訊息。

中心義工協助更新介紹服務質素標準的展板，讓街坊可從中了
解各項標準的內容。

一系列有關認識性罪行及預防性侵犯之展板， 藉此提升街坊免
受侵犯的意識。

中心歡迎親子一同於圖書閣借閱精美的圖書。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聖經》哥林多前書13章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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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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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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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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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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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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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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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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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位於和宜合道總部之服務單位

位於九龍及新界各區之服務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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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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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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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荃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5樓 2614 3720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葵涌總行 葵涌邨旭葵樓地下7號室 2410 8077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石籬分行 葵涌石籬（二）邨石偉樓地下C翼 2486 1328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青衣分行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9162
「社區互惠銀行」計劃 – 社區互惠資源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482號和記新邨5A舖 2960 1623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葵涌石籬（二）邨石偉樓地下C翼 2486 1225
賽馬會「TREE」少數族裔青少年發展中心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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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陽光鄰里互助中心 葵涌大隴街29號銀行大廈地下29號舖 2616 0766

煥居生活館 葵涌大隴街43號銀行大廈地下43號舖 2616 4777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多元文化學習天地 葵涌葵昌路56號貿易之都7樓702室 2690 1111
攜坊中心 WeConnect Centre 葵芳葵翠邨碧翠樓平台一樓103室 6796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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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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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1樓A室 2423 553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盈豐辦事處 )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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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葵涌青山公路402-406號石文徑20號盈豐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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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荃灣西站10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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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社區

服務家庭

檔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