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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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後，安達臣

道安達邨開始竣工，將有多達十一幢公屋落成，共提供近 18,000 單位，估計可容納

四萬八千多人。展望 2015 年之後，整個秀茂坪區的人口將達至接近 134,000 人。 

 

跟據 2011 年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秀茂坪邨是全港最多綜援戶的屋邨，共有三千

四百七十三戶，佔邨內住戶的 29%，亦是全港最多領取生果金長者的屋邨；跟據社會

福利署 2013 年的資料1，觀塘區的綜援個案數目為 35112，與 2011 的數據相約。因

此，若社區沒有大變動，則估計秀茂坪邨仍是區內領綜緩戶最多的屋邨。顯示秀茂坪邨

的住戶仍是以低收入家庭為主。在 2012 年至 2014 期間，區內曾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

案及童黨糾結犯案等事件；反映本區家庭在面對困境方面的支援仍需加強；此外，本邨

落成至今已超過十年，12 歲以上青少年人口正在增加，這些青少年在面對家庭、學業

及成長各方面的挑戰時，也極需要來自家庭、學校及社區的支援。  

 

2. 社區需要分析 

秀茂坪區(秀茂坪及寶達邨)的家庭以綜援、低收入及新移民家庭為主。家庭類別

主要有雙職父母，新移民母親，隔代照顧(袓父母負責照顧孫兒女，父母長時間在外工

作甚至不在港)、獨居長者、三代同住等。這些家庭經常遇到的問題包括子女管教、子

女學業支援、夫婦溝通及婆媳相處等。一般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對子女學業期望高，但

對協助子女處理學業問題缺乏認識及資源，以致親子間容易因學業而起衝突。這些家

庭確實需要社區內的服務協助父母改善子女管教技巧及舒緩處理子女學業的壓力。此

外，一些新來港的母親，在生活環境、家庭關係及社交等方面都要面對很多適應。因

此，她們極需要一些能協助她們融入社區，建立社交支援網絡的服務。 

 

雖然區內低收入及新移民背景的家庭多，但部份較早期遷入的家庭，子女漸長大，

經濟環境較以往改善。這些家庭的婦女生活上較以往輕鬆，也有較多的閒餘時間，若

她們從社區服務獲得適切的培訓及機會，她們將可善用餘閒，參與社區，成為社區寶

貴的資源。因此，婦女培訓服務將是這社區未來極具開拓潛質的工作。 

                                                 
1
 觀塘區地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 (二零一三年 更新)，參社會福利署網頁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kwuntong/sub_districtpr/#2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kwuntong/sub_districtp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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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青少年人口正在增加，他們的成長需要也是值得關注的，特別是一些低收

入家庭背景的青少年，他們較缺乏一些有利的條件(家庭的關愛、學業支援等)協助他

們培養自信及正面自我價值，以面對成長階段所遇的衝擊。因此，協助家長們更明白

青少年成長的需要及面對的衝擊，推動家庭建立關愛文化亦是中心未來應加強的工

作。 

社區內的弱勢家庭中，長者戶所佔比例不少，長者的關懷的工作仍是需求甚殷。

除經濟、健康及日常生活照顧方面的需要外，也應藉多元化的活動，鼓勵長者多走進

社區，有助他們建立更積極愉快的晚年生活。有些健康狀況良好的長者，更可鼓勵他

們參與義工活動，與其他年齡層人士更多互動，實踐代代共融精神。 

最後，與秀茂坪及寶達邨只一條馬路之隔的安達臣道公屋項目（安達邨）即將於

2015 底入伙，新遷入的家庭對新社區必有一番適應，尤其在初期該邨內設施仍未完

善，作為該邨最鄰近的服務單位，中心的服務也應作好準備，回應這些新遷入家庭的

需要。 

 

二、2014-2015 年度服務發展計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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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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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進 2015 年，我們帶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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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服務主題繼續以促進區內基層家庭、婦女、長者及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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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執行目標 

兒童及青少年人 

1) 關注青少年學業、家庭及成長等方面的需要，提供適切及全面的支援服務，協助

他們身心靈獲得健康及均衡發展。 

2) 在不同形式的活動中，加強品格培育元素，讓青少年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中，學習

愛自己，關心和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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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婦女 

1) 透過多元化的服務，接觸區內家庭，傳遞「以家為本．代代共融」信息，促進家

庭成員間彼此包融，以愛建家的信念。 

2) 向基層婦女提供支援，協助他們善用餘閒，發展潛能，培養自信，建立健康自我

形象。 

3) 推動「關愛社區互守望」的精神，聯繫社區內不同群體，彼此關懷，建立支援網

絡，分享資源，共建關愛社區。 

 

長者 

1) 透過不同渠道向區內長者傳遞愛與關懷，發掘資源，回應長者生活上的需要。 

2) 推動健康長者多參與社區，善用所長，服務他人。 

 

恩心區牧養事工 

1) 加強服務使用者接觸信仰的機會，提供渠道讓教會群體與他們接觸及建立關係，

打破他們與教會的隔膜。 

2) 積極發展青少年牧養事工，培育恩心區青少年的信仰生命，鼓勵並協助他們發展

佈道、敬拜及領導等恩賜，服事教會。 

3) 提升恩心婦女及讚美操婦女對社區的擁抱並推動她們參與區內不同層面的服

事。 

4) 推動青少年及婦女參與長者服務，促進代與代之間彼此祝福鼓勵。 

5) 鼓勵恩心婦女及長者為社區、為家庭及下一代祈禱守望，興起他們成為代禱者。 

 

三、按著年度主題及執行目標推行之重點計劃 

兒童及少年人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關注青少年學業、家庭及成長

等方面的需要，提供適切及全

面的支援服務，協助他們身心

靈獲得健康及均衡發展。 

1. 繼續舉辦功課輔導班，解決兒童功課上遇到的困

難及提供有效學習方法，同時繼續舉辦情緒管理

小組，減輕他們學習壓力。 

2. 繼續舉辦學科支援班組和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兒童班組，透過生動活潑的學習方法，提升學

習的興趣及效能。 

3. 嘗試舉辦針對學前幼兒學習的學前親子

Playgroup，讓他們學習一般自理、秩序、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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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本知識，從而建立穩定根基準備上學。 

4. 除繼續舉辦不同種類的興趣班，更試辦結他班及

ukulele 夏威夷小結他班，培育音樂方面的興趣。 

5. 於暑假期間亦會繼續舉辦小學暑期託管及嘗試

開辦幼兒暑期興趣活動，接觸不同種類、性質的

活動，擴闊視野及擴展興趣。 

2) 在不同形式的活動中，加強品

格培育元素，讓青少年在愛與

關懷的環境中，學習愛自己，

關心和尊重他人。 

6. 為基督少年軍成立高級組，讓高中至大專的隊員

提供更多新課程和訓練，擴闊視野，增加生活體

驗。 

7. 積極推動參與長者服侍，期望每季最少參與一次

服侍 

8. 推動「禮貌大使」活動，鼓勵少年人對長輩有禮，

並加以獎勵及讚許。讓他們與導師長輩之間建立

互相尊重的文化，期待更進一步可推及至其自身

家庭。 

 

家庭及婦女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透過多元化的服務，接觸區內

家庭，傳遞「以家為本．代代

共融」信息，促進家庭成員間

彼此包容，以愛建家的信念。 

1. 探訪功課輔導班、區本計劃及有需要的家庭等。 

2. 推行「開心家庭日」活動，有助家庭建立良好關

係。如：家庭旅行、日營等 

3. 繼續舉辦多元化輕鬆式「開心媽寶」(媽媽及幼兒

聚會)接觸新移民家庭，建立關係及幫助她們紓解

生活上或育兒上的壓力。 

4. 藉「得力站」家庭及個人支援服務，為有需要的

家庭\個人提供關顧及輔導 

5. 「擦亮珍珠」家長\家庭支援約談與「珍寶珠」兒

童情緒管理小組並行，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學生及

其家庭 

2) 向基層婦女提供支援，協助他

們善用餘閒，發展潛能，培養

自信，建立健康自我形象。 

1. 新開辦「CHEERS 姿彩坊」婦女聚會，藉個人成

長及提升形象能力等培訓，協助婦女提升自信，

並鼓勵她們參與服事弱勢社群，培養助己助人的

精神。 

3) 推動「關愛社區互守望」的精

神，聯繫社區內不同群體，彼

此關懷，建立支援網絡，分享

1. 「社區大笪地」賣物會 

- 建立平台，鼓勵鄰舍間資源共享，藉此擴闊

中心與社區人士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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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建關愛社區。 2. 社區之聲-「齊來聽，齊來回應」外展支援服務： 

   聯繫秀茂坪教會機構網絡及啟動即時性回應社   

   區突發危機需要(如：家庭劇變或慘案等)，並組 

   織區內「關愛速遞大使」守望社區 

 

長者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透過不同渠道向區內長者傳

遞愛與關懷，發掘資源，回

應長者生活上的需要。 

1. 定期進行外展探訪，接觸區內長者，邀請參與  

  生命之糧熱飯聚會，或送飯上門服事，加強關懷。 

2. 繼續推行生命之糧熱飯服務，讓長者於周日仍 

   能享用熱飯，感受被關懷的溫暖。 

2) 推動健康長者多參與社區，

善用所長，服務他人。 

1. 鼓勵長者捐贈糖果，於節日贈送給中心兒童，主

動關心他們。 

2. 舉辦食品製作活動，邀請長者及青少年一同參

與，建立隔代共融。 

3. 鼓勵長者參與義工服務，接受培訓，發揮服務精

神。 

 

牧養事工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加強服務使用者接觸信仰的

機會，提供渠道讓教會群體

與他們接觸及建立關係，打

破他們與教會的隔膜。 

1. 加強兒童與導師之間的認識及關係，積極邀請恩

心同工參與中心活動。 

2. 繼續推動基督少年軍隊員參與暑期 4C 聚會，讓更

多隊員認識天父，經歷聖靈工作。 

2) 積極發展青少年牧養事工，

培育恩心區青少年的信仰生

命，鼓勵並協助他們發展佈

道、敬拜及領導等恩賜，服

事教會。 

1. 導師加強留意兒童及青少年的恩賜才幹，並提供

五色洞、樂器及助唱培訓，讓他們成為佈道及敬

拜隊員。 

2. 設專責同工，發展青少年牧養工作，帶領青少年

更深經驗信仰。 

3) 提升恩心婦女及讚美操婦女

對社區的擁抱並推動她們參

與區內不同層面的服事。 

1. 繼續推行有益身心的「感恩喜樂讚美操」 

(寶達村及秀茂坪村)吸引和認識區內婦女。 

2. 祝福「讚美操婦女家庭」，使她們有機會經歷神。

每週一次為她們家庭需要代禱。 

4) 推動青少年及婦女參與長者

服務，促進代與代之間彼此

1. 策劃及推動參與定期服事(如上門派飯、巡區祈禱、

探訪、秀網聖誕嘉年華、護養院服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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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鼓勵。 

5) 鼓勵恩心婦女及長者為社

區、為家庭及下一代祈禱守

望，興起他們成為代禱者。 

1. 推行「樓宇燈檯」為所居住樓宇恆常禱告守望及提

升關心社區的需要。定期為家庭及社區祈禱。 

2. 裝備「恩心家庭」在家定時築起祭壇、守望家人。

提供守望方向及禱文，以及在家聚每月一次分享守

望見証。 

3. 探訪期間，除了為長者需要祈禱，也與長者一同為

所住樓宇祈禱，從而教導守望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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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5-16 全年服務策劃 

名稱 

對象  

(幼兒 ,小學生,  

中學生/青年,    

家庭, 長者,成人, 

社區, NA) 

性質分類 

 (學業支援, 成

長及發展, 社區

支援, 家庭支援, 

NA) 

推行日期 
活動 

節數 

服務

人數 

服務 

人次 

功課輔導班(2014-2015 學年) 小學生 學業支援 4-6 月 360 117 2340 

鬆一鬆 TimeZone(2014-2015 學年)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4-6 月 44 42 308 

功輔家長會(2014-2015 學年) 家庭 家庭支援 6 月 1 20 20 

功課輔導班(2015-2016 學年) 小學生 學業支援 9-3 月 834 259 5143 

鬆一鬆 TimeZone(2015-2016 學年)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9-3 月 104 98 378 

功輔家長會(2015-2016 學年) 家庭 家庭支援 12 月 1 20 20 

基督少年軍(初級組)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5 13 611 

基督少年軍(中級組) 中學生/青年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5 15 675 

基督少年軍(高級組) 中學生/青年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5 8 360 

「WeCan!」信心建設之旅 中學生/青年 成長及發展 6-8 月 13 12 156 

學習童樂 小學生 學業支援 4-5 月 24 20 160 

乒乓球特訓班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4-6 月 10 8 80 

童一天空下－知法知理篇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7 月 2 24 48 

童一天空下－大智大勇篇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7 月 4 20 80 

學習無限 Fun 小學生 學業支援 
10-12

月、3 月 
45 21 315 

專注力訓練班 小學生 學業支援 10-3 月 20 7 140 

乒乓球特訓班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1-3 月 10 8 80 

小眼睛看世界－濕地探知篇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10-12 月 2 24 48 

小眼睛看世界－濕地探知家長篇 家庭 家庭支援 10-12 月 2 24 48 

小眼睛看世界－野外求生篇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1-3 月 2 24 48 

ukulele 小結他班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10-12 月 10 7 70 

POP Music 結他班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10-12 月 10 7 70 

專注力個別學習班 小學生 學業支援 全年 48 24 96 

學前親子 PlayGroup 家庭 成長及發展 全年 16 40 160 

繪畫手工樂(幼兒組) 幼兒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8 60 240 

繪畫手工樂(小學組)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8 60 240 

強身健體跆拳道班 
幼兒、小學生、 

中學生/青年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8 168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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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英文做個 Friend 小學生 學業支援 
4-6 月、 

9-3 月 
38 50 190 

一家玩轉迪士尼(兒童節特別版) 家庭 NA 4 月 2 55 110 

動感節拍敲擊樂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開心英語跳跳唱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Letterland Phonics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手指速速算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高達模型拼拼砌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跳跳扎扎健體操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足球小小將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玉米積木建築師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小小手工藝術家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王子公主聖經班 幼兒 成長及發展 7-8 月 4 5 20 

暑期全日\半日託管及暑期系列活動 

2015Children of Joy - “好玩

到飛喜！”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7 月至 8

月 
205 159 2734 

「珍寶珠」 兒童情緒管理小組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4 月至 6 月及 

10月至12月 
16 14 112 

婦女聚會 - CHEERS 姿彩坊 成人 成長及發展 全年 12 80 240 

婦女及幼兒聚會 - 開心媽寶 家庭 家庭支援 全年 36 160 1440 

「擦亮珍珠」 家長\家庭支援約談 家庭 家庭支援 
4 月至 6 月及 

10月至12月 
42 14 56 

開心家庭日：家庭旅行 家庭 家庭支援 全年 8 232 464 

「得力‧站」家庭及個人支援服務 

- 諮詢及輔導服務 

- 外展輔導(家訪關顧 ) 

社區 社區支援 全年 60 30 60 

「社區大笪地」賣物會 社區 社區支援 11 月 2 200 400 

社區之聲-「齊來聽、齊來回應！」

外展支援服務 

招募「關愛速遞大使」義工 

社區 社區支援 全年 6 30 180 

低收入家庭活動資助 家庭 社區支援 全年 0 0 0 

生命之糧熱飯 長者 社區支援 全年 50 125 6250 

總計(活動)：       2358 2354 25180 

籌募經費活動 社區 NA 全年 4 50 200 

              

中心服務總計：       2362 2399 2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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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心牧養事工 

      
恩心家聚 家庭 家庭支援 全年 50 35 1750 

長者開心屋 長者 家庭支援 全年 50 115 4000 

護養院開心屋 長者 家庭支援 全年 50 121 2250 

生命之糧開心屋 長者 家庭支援 全年 50 95 4000 

恩心長者旅行 長者 家庭支援 全年 2 90 160 

秀茂坪讚美操 成人 社區支援 全年 300 35 10500 

寶達村讚美操 成人 社區支援 全年 300 30 9000 

秀網祈禱會 成人 社區支援 全年 12 12 144 

聖誕嘉年華 社區 社區支援 12 月 1 400 400 

同心童聚 幼兒及小學生 NA 全年 47 60 800 

兒童聚會 - 紅鞋戰士 小學生 成長及發展 全年 48 50 480 

金箭小先鋒 幼兒及小學生 NA 全年 47 60 800 

4C「自由國度」 中學生/青年 NA 6-8 月 7 10 70 

恩心事工總計： 
   

964 1113 34354 

  
      

全年總計： 
   

3322 3517 59734 

 

五、會員聯繫 

1. 以中心季刊、網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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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外間資源及機構合作 

1. 基金申請：繼續開拓外界基金資源，除恆常的觀塘區議會基金及區本計劃的資助外，

今年亦會嘗試羅氏慈善基金、匯豐銀行基金、婦女事務基金等。 

2. 中心需要繼續擴展財政資源作服務支出的儲備，因此，今年已籌備申請成為公益金會

員，期望能增加中心盈運經費的來源。此外，亦會繼續申請 2017-18 年度賣旗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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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浸會愛羣合辦兒童情緒小組、聯繫大專院校派實習生協助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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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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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已被邀請加入安達臣道公屋項目支援網絡工作小組，參與策劃協助新入伙居民建

立社區網絡，適應及融入新社區等相關支援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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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定期參與秀茂坪教會機構網絡會議及祈禱會，共同祝福社區及攜手推行節慶及福音遍

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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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心督導或服務主任將會更多代表出席社聯的非政府資助機構聯席會議，多認識相關

資訊及政策發展。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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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推行社區嘉年華活動，接觸更多社區人士，讓他們更多認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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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至 2015 年度中心財政預算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盈(虧) ($) 

活動收入 519,710   

籌款 200,000   

社署租金及差餉津貼 133,600   

外間資助 325,135   

恩心事工收入 14,800   

恩心事工撥款 40,000   

恩心事工支出  54,600  

同工薪酬福利  935,726  

租金及差餉  133,600  

行政支出  114,500  

活動支出  629,159  

設備添置及更換  21,700  

合共 1,233,245 1,889,285 656,040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