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光社會服務中心 
 

 

 

 

 

 

2014-2015 年度計劃 
  



1 

 

  



2 

 

一、 社區形勢及需要分析 

1. 社區人口及發展 

秀茂坪屬於重建公屋，秀茂坪邨合共有 17 座，分為秀茂坪上邨有 7 座，

秀茂坪下邨有 10 座，住戶單位有 12,300 戶，現人口約 35,900，而秀茂坪南邨

則有 5 座，住戶單位有 4,000 戶，現人口約 10,600，至於居屋屋苑~曉麗苑有

8 座，住戶單位有 4,864 戶，現人口約 16,249。寶達村共 13 座，住戶單位有

7,400 戶，現人口約 23,200。上述屋邨及屋苑的總人口合共達至 85,949 人，此

外預計二零一五年年中，安達臣道公屋南發展區，將興建多達十一幢樓房，

共提供九千一百多個單位，估計可容納四萬多人。展望 2015 年之後，整個

秀茂坪區的人口將達至接近 130,000 人。 

因應全球的經濟持續衰退，香港貧富懸殊的狀況加劇嚴重，對弱勢社群

帶來各種的影響，一定是首當其衝；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 2011 年開始，秀

茂坪邨已連續成為全港最多綜援戶的屋邨，共有三千四百七十三戶，佔邨內

二成九住戶等的數字是有增無減，平均每 3 戶便有一戶領取綜援。該邨亦是

全港最多領取生果金長者的屋邨；政府統計處資料亦顯示新來港定居人士數

目及長者人口，觀塘區在十八區排第一位；當中社區問題如虐待兒童個案、

21 歲以上吸食毒品人數、虐待長者個案在十八區的排名也佔第二、三位。在

2012 年至 12 月底為止，曾發生多宗轟動香港的家庭倫常血案及童黨糾結犯

案等事件；反映出區內密集的人口，在擠迫的環境中，容易產生各類的問題；

如沒有得到適時援手、正視和舒解，最終將引至發生更多家庭悲劇及青少年

罪行。 

此外秀茂坪(中)社區中心已落實計劃於 2014 年年中清拆，故部份原址的

社會服務機構 (e.g 神召會秀茂坪好鄰舍家庭中心、勵行會等服務團體) ，皆

會遷移到秀賢樓附近的樓宇地下設立臨時服務中心，故此恩光中心與他們可

作更多的聯繫及服務上的合作，以促進服務工作的推行和發展。 

 

2. 區內家庭需要分析 

秀茂坪區的家庭以綜援、低收入及新移民單親家庭為主。家庭主要是雙

職父母為主，當中不少男士都是往內地娶妻，以至夫妻之間彼此在文化、年

齡(老夫少妻)、溝通(出生言語不同)及家庭相處上(與婆媳家翁相處困難)都經

常產生適應的困難， 因此他們十分容易引發不同形式的家庭衝突。再者雙

職父母的工時均非常長，而他們對子女的學業亦容易期望過高，很希望他們

求學能取得良好的成績，以使可以離開低學歷、低技術及低收入的惡性循環，

但他們管教子女的方法多是不適當，往往與子女相處容易引起衝突，故難以

與子女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 

根據區內社會福利署秀寶綜合社區服務中心的社工分享，協助及輔導家

庭個案處理離婚的問題亦偏高，原因多是夫婦間及其他家庭成員容易因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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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生活壓力、子女照顧、管教及婚姻關係等問題而起爭執。在生活中負

面情緒的累積，對處理問題和困難的態度不積極、不向外求助，這都造成他

們難於建立和諧的婚姻關係及健康的家庭關係。 

另一方面，新移民單親家庭更多要面對生活適應、子女照顧、子女學習

適應、經濟、工作及家人相處等問題。而且有一些家庭屬雙家庭由外婆及外

公照顧孫女及孫子，他們亦需面對經濟、孫子女照顧及管教等壓力。而大部

份這些家庭都缺乏個人支援網絡及社區資源，面對種種的生活挑戰，他們極

需要建立鄰里互助網絡及適切的介入服務。 

 

二、 2014-2015 年度服務發展計劃 

1. 服務理念及焦點 

(基層家庭、婦女) 

當家庭陷於貧困生活、家庭系統失衡或關係不協調等情況下，不單洐生

繁多個人或家庭問題，如情緒精神受困擾、家暴、教養衝突或家庭糾紛等，

而在困境中亦令人容易產生迷茫或絕望感，甚至可能會有輕生的意念或作出

傷己傷人的行為，繼而也會影響下一代的成長和價值觀。若有人能適切地伸

出援手，扶助受困苦的人尋找到出路或讓其心中鬱結獲得舒解機會，讓他們

會重新得力走出幽谷，這樣；亦會可以避免了事態危機等問題發生。 

我們希望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愛去成為這些貧困家庭的同行者，以中心的

資源和社會的資源去扶助他們跨越艱難，縱使他們在生活裡物質並不富裕，

但心靈卻能感到受重視和被關愛。讓這些貧窮的家庭在其人生的歷程上能建

立自尊、自信和正確的價值觀，又能以互助互愛的態度關懷鄰舍。 

 

(兒童及少年人) 

我們亦以耶穌愛小孩的「愛」作為理念來關愛社區裡被忽略的少年人及

孩童，讓中心成為他們的棲息地，透過服務過程及日常的接觸來擁抱和加以

尊榮他們，促進同工成為他們生命中的同行者，關注他們全人的發展，幫助

他們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及身心靈。 

 

2. 服務對象 

區內基層家庭、婦女、少年人及兒童。 

 

3. 年度主題：【關懷社區‧珍愛全人】 

自 2004 年中心成立以來，中心團隊按著基督關懷鄰舍的精神和學習耶

穌基督的愛，以真誠的態度為秀寶區內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回應他們的

需要。在主的恩典下，這十年裡讓中心一方面建立了鞏固的架構根基，同時

亦逐漸開拓出不同種類的服務來接觸和認識區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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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 2014 年，我們帶著雀躍興奮而感恩的心與主同行新里程！持著「以

家為本關懷社區，以愛同行鞏固全人」的理念繼續服務區內家庭，並將恩光

和愛融匯社區之中。因此，新年度服務主題會以促進區內基層家庭、婦女、

少年人及兒童關懷和守望所居住的社區之外，我們亦會重視珍愛他們全人(身、

心、社、靈)的需要及發展。 

 

4. 執行目標 

關懷社區方面 

兒童及少年人 

I. 透過不同的支援學習活動 (e.g 功輔班、區本活動)，促進參加者能掌握

有助應付學業的知識及技巧，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II. 透過不同的聚會及基督少年軍活動，促進參加者學習關心社區、參與祝

福及守望社區的行動。 

 

家庭及婦女 

I. 透過不同的活動(街站及探訪)或個別轉介，接觸更多弱勢家庭，幫助他

們認識及運用有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或改善生活質素的社區資源。 

II. 透過「朋輩輔導」及「危機處理」等培訓課程和實習，幫助區內人士掌

握有關知識和技巧，促進他們能助人、自助，共同建立關懷和守望社區

的氛圍。 

 

珍愛全人(身、心、社、靈方面) 

兒童及少年人 

I. 透過不同的興趣班及成長活動，促進區內兒童及少年能善用餘閒、學習

服務他人，並幫助他們全人健康發展(身、心、社、靈) 及擴闊生活視

野。 

II. 透過不同聚會(e.g.金箭小先鋒、紅鞋戰士)及個別接觸，促進區內兒童及

少年認識神和經歷被愛。 

 

家庭及婦女 

I. 透過諮詢及輔導服務支援區內家庭/社區人士處理壓力、個人情緒及家

庭等問題。 

II. 透過不同餘閒及成長活動促進區內婦女全人健康發展(身、心、社、靈)，

以及認識建立健康親子及家庭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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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著年度主題及發展重點而舉辦的服務  

(兒童及少年人方面) 

服務項目 服務性質及目標 

鬆一鬆 TimeZone 

為功輔班學童提供一個調息的空間，透過一些課餘

遊戲及茶點，幫助他們減輕面對繁多功課和學習上

的壓力，亦讓同工與學童間增強彼此的聯繫。 

Free Hug 擁抱孩子 

同工透過擁抱的行動，向孩童傳達『他們是受歡迎

及被愛的』訊息，在尊榮氛圍下建立他們的自信及

自尊。 

盡顯潛能學習班及開心學習無障礙 
關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及訓練他們培養專注力，重

建對學習的興趣及信心。 

區本計劃「童」一天空下 
讓區內兒童透過遊覽香港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角

度認識香港，擴闊他們的視野和思維。 

「珍寶珠」 兒童情緒管理小組 
透過學習認知、行為及情緒管理的技巧，幫助受情

緒困擾的兒童提升心理質素及實踐目標之動力。 

You GO, I GO 

當少年人進入青春期階段，在身心方面，都會有顯

著的變化。此時，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健康的群體生

活，透過同行者的意見、支持和分享，幫助他們建

立健康的身心靈及社羣關係。 

基督少年軍 

透過紀律性的訓練，幫助兒童鍛鍊健康的體格，提

昇服從性，及建立良好品格和健康的價值觀；與此

同時，帶動他們參與關懷社區的行動。 

金箭小先鋒、紅鞋戰士及少青同聚 

藉此聚會幫助兒童建立自尊、自信和健康的價值

觀，以「欣賞和重視人」的觀念看待自己與別人；

並促進他們為社區守望的熱誠，以行動祝福所居住

的社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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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婦女方面) 

服務項目 服務性質及目標 

義工培訓：「關愛速遞大使」 

藉推動朋輩輔導的訓練，讓參加者能更有效地扶助

身邊受困擾的人及成為朋輩的支持者。除了裝備他

們學習輔助人的知識和技巧外，亦提升他們對關懷

鄰舍的熱心和互助互愛的精神，致力將主的恩光和

愛帶進區內更多家庭。 

在關懷社區方面，組織區內人士成為一隊樂意守望

秀寶，並能主動及積極地回應區內突發性危難的關

愛速遞大使。裝備他們對危機處理的認知和面對受

災者的技巧，增強對突發性危難的援助和促進關懷

社區互助互愛的氛圍。 

「得力‧站」 

向區內家庭或個人提供預約的諮詢及輔導服務， 

(1) 了解在香港一般福利申請事宜、生活/就業服務

資訊及區內可使用的政府或社服機構資源等資

料。 

(2) 按需要協助受助者處理有關事宜及進行家訪關

顧(外展輔導)。 

(3) 讓區內家庭或個人能以低廉收費獲得心理輔導

服務，扶助受情緒精神困擾的人處理個人、家

庭及婚姻等問題。 

「擦亮珍珠」家長支持小組 

此乃為受情緒困擾或有學習困難的學童之家長而

提供的支持小組，本著「信、望、愛」的理念，提

升家長對其子女的認識和學習處理方法，並透過互

相分享經驗舒解所面對的壓力和情緒。 

開心媽寶 

主要為區內新移民婦女及其幼兒提供的綜合活

動，讓參加者獲得全人(身、心、社、靈)方面的關

顧。內容包括親子互動環節、家庭關係教育的訊息

及建立彼此關係的餘閒活動等。 並與恩心同工合

作，藉此活動為福音工作建立介入的橋樑。 

心靈健康工房 

以有關心理、心靈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識為專題， 

並透過練習和操練的歷程，讓參加者的思想情緒得 

著更新改變，步向身心靈健康成熟的狀態；藉活動 

提昇他們對己對人的認識和自省能力，有助其心境 

悠然安穩。 

閒情樂趣 Club 

為區內婦女組織每月一次聚會，輕鬆地學習一些餘

閒興趣，除了加添生活上的色彩和歡樂之外，更可

讓她們彼此認識和擴闊社交網絡。此外亦與恩心同

工合作，為福音工作建立介入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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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4-2015 年度整體服務一覽表 

名稱 對象 性質 推行日期 
全年活

動節數 

目標

人數 

目標 

服務 

人次 

合作伙

伴名稱 
 備註 

繽紛童「畫」世界  

- 幼兒組 
K1 至 K3 學生 興趣 全年 96  112  672     

強身健體跆拳道班 K2 至中三學生 興趣 全年 49 192 784     

繽紛童「畫」世界  

-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學生 興趣 全年 48  56  336      

鬆一鬆 TimeZone 小一至小六學生 興趣 
全年 

(7-8月除外) 
162 140 1,134   *新辦 

區本 14-15 年度 

乒乓特訓班 

小一至小六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興趣 4-9 月 10 6 60 教育局  

“讚好”星廚教室 小四至小六學生 興趣 
4-6 月及 

1-3 月 
10 14 70  *新辦 

金箭小先鋒 K3 至小二學生 成長 全年 49 120 490 
恩心 

事工 
 

紅鞋戰士 小三至小五學生 成長 全年 48 120 480 
恩心 

事工 
*新辦 

Hot 爆暑期滿 Fun 

新體驗 
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成長 7-8 月 203 780 3,040    

基督少年軍  

- 初級組 
小三至小五學生 成長 全年 49 144 588    

基督少年軍  

- 中級組 
小六至中六學生 成長 全年 49 300 1225    

You GO, I GO 小五至中二學生 成長 全年 49 84 343   *新辦 

區本 14-15 年度 

「童」一天空下 

小一至小六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成長 10-3 月 4 40 80 教育局   

區本 14-15 年度 

EQ 好管家 

小一至小六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成長 1-3 月 10 5 50 教育局  

區本 13-14 年度 

學習 FUN FUN 

FUN (初小) 

小一至小三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教育 4-6 月 11 7 77 教育局 

  

 

 

 

 

 

 



8 

 

 

區本 14-15 年度 

學習「童」樂 (初小) 

小一至小三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教育 9-3 月 48 10 240 教育局   

區本 14-15 年度 

盡顯潛能學習班 

小一至小六學生 

(低收入及有特殊

需要學生) 

教育 11-3 月 20 10 100 教育局   

區本 13-14 年度 

學習 FUN FUN FUN 

(高小) 

小四至小六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教育 4-6 月 11 7 77 教育局   

區本 14-15 年度 

學習「童」樂 (高小) 

小四至小六學生 

(低收入家庭學生) 
教育 9-3 月 48 10 240 教育局   

功課輔導班 小一至小六學生 教育 
全年 

(7-8月除外) 
1,200 390 7,800     

開心學習無障礙 
小一至小六學生 

(有特殊需要學生) 
教育 全年 60 30 300   *新辦 

閒情樂趣 Club 婦女 興趣 
全年 

(7-9月除外) 
9 15 135 

恩心 

事工 
*新辦 

開心媽寶 媽媽及幼兒子女 
親子 

/成長 

全年 

(7-9月除外) 
36 120 1,440 

恩心 

事工 
 

「珍寶珠」  

兒童情緒管理小組 

小四至小六學生 

(學習障礙或情緒

問題) 

輔導 
4-6 及 10-12

月 
16 14 112 

浸會 

愛群 
 

「擦亮珍珠」  

家長支持小組  
家長 輔導 

4-6 及 10-12

月 
16 14 112   *新辦 

心靈健康工房 成人 輔導 
全年 

(7-9月除外) 
15 21 105   *新辦 

「得力‧站」 

- 諮詢及輔導服務 

- 外展輔導 

  (家訪關顧 ) 

區內人士 
諮詢 

/輔導 
全年 60 / 60   *新辦 

「關愛速遞大使」 

-「朋輩關懷」 

裝備課程及實習 

成人 
義工 

培訓 
4-6 月 12 15 180   *新辦 

「關愛速遞大使」 

- 危機處理裝備課程

及實習 

成人 
義工 

培訓 
10-12 月 12 15 180 

天梯

SDU 
*新辦 

社署地區義工活動 區內人士 
義工 

培訓 
待定 3 6 18   

  

 

 

中心服務推廣 

~ 街站服務檯 
區內人士 宣傳 每季 4 1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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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十週年慶祝 

嘉年華會 
區內人士 宣傳 10 月 1 500 500 智樂   

濕地公園一日遊 區內家庭 餘閒 5 月 2 58 116   

一家大細 Ocean Park 區內家庭 餘閒 
9 月 2 110 220 海洋 

公園 
*新辦 

家庭旅行 區內家庭 餘閒 11 月 2 116 232   

一家玩轉迪士尼 區內家庭 餘閒 3 月 2 110 220 迪士尼  

2014-15 年度 

中心賣旗籌款 
九龍區 

籌募 

經費 
2 月 14 日 1 1,000 1,000    

 總數：   2,403 4,791 23,216    

 

五、 家庭支援及轉介服務 

1. 為現時參與班組活動的家庭、恩心轉介的服侍對象提供諮詢/輔導服務，若有

需要，會按對象的需要作適切的服務轉介。 

 

六、 福音工作 

1. 在活動及往常的接觸時可讓會員認識中心的宗教背景。若會員有意認識更多

時可轉介往恩心的聚會，把中心的服務受眾引入教會福音及牧養系統。 

2. 於兒童事工與恩心達至緊密合作關係，除了在現有班組活動中，按情況加入

福音元素，讓參加者認識基督外，更合作開展全新福音性活動暨崇拜，期望

讓恩心及中心的孩子認識基督耶穌，並建立健康的身、心、靈及社群關係。 

3. 與秀茂坪區內的基督教機構/教會合辦福音性活動，例如：聖誕節佈道嘉年

華。 

 

七、 會員 

1. 以中心季刊及 Face book 維持與會員間在資訊上的聯繫。 

2. 邀請中心會員參與中心事務及協助義務工作，讓會員從參與實務中對中心有

更多認識和了解。 

 

八、 外間資源及機構合作 

1. 基金申請：會繼續申請外界基金(例如:觀塘區議會基金及區本基金的資助)，

藉以舉辦收費低廉的活動給區內的基層家庭。此外 

2. 中心需要繼續擴展財政資源作服務支出的儲備，繼續申請賣旗籌款活動，本

年度已獲批準的賣旗日為 2015 年 2 月 14 日(六) ，地點：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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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亦運用地區資源及與其他地區機構合辦適切區內的兒童及家庭之服務。

(e.g. 浸會愛羣) 

4. 除現在恆常申請的區議會及區本的活動基金外，年度內亦尋找 1-2 項其他可

供申請的基金，以支持中心活動或中心設施更新的費用。 

 

九、 外界參與 

1. 與社署觀塘區福利辦事處(觀塘區策劃及统籌小組)及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

會保持聯繫，以了解更多政府新政策及資源分發的訊息，並且按需要參與區

內機構聯合籌辦的活動。 

2. 定期出席每年約 3 次的「關愛秀寶聯網」會議，與區內各社福機構結合成工

作及資源分享伙伴，並按需要為秀茂坪區的服務對象彼此協作，推行聯合的

服務/活動。 

3. 出席「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會議，按需要參與網絡推行的聯合服務/活動。 

 

十、 對外推廣 

1. 繼續在區內向居民，特別是秀茂坪、寶達邨、區內學校、幼稚園及社團派發

中心活動通訊，讓中心資訊的接觸面更廣。 

2. 每季 1-2 次於邨內/外圍出入口等位置設立街站服務檯，派發中心季刋、活動

資料，同時亦提供諮詢服務，讓區內居民可查詢所需的社會服務/福利事宜等

資訊。此外亦可按求助者需要預約家訪活動。 

3. 舉辦中心十週年慶祝嘉年華會，透過是次大型活動慶祝中心成立十週年，並

藉此推廣中心服務讓更多坊眾認識。 

4. 在年度內選出 1-2 項具特色的活動/服務，並嘗試聯絡媒體作一些特寫報導，

以提升中心認受性及知名度。 

 

2014 至 2015 年度財政預算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盈(虧) ($) 

活動收入 579,790.00   

賣旗籌款 500,000.00   

社署租金及差餉津貼 126,600.00   

外間活動資助 81,800.00   

同工薪酬福利  1,050,000.00  

租金及差餉  126,600.00  

行政支出  109,500.00  

活動支出  492,500.00    

設備添置及更換  17,000.00  

合共 1,288,190.00 1,795,600.00 (507,4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