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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形勢及需要分析 

1.  社區環境 

1.1  社區人口及發展 

根據社會福利署二零一六年數字顯示，觀塘區人口共643,600人1，而按房

委會二零一七年數字顯示秀茂坪居民 (包括秀茂坪邨、秀茂坪南邨、寶達邨、安

達邨及曉麗苑) 約73,292人2。平均每戶2.4人3。而人數最多的年齡人口為六十

五歲或以上，約為18,155人4。 

 

  按房屋署2017年12月31日資料的整合數字 
 住戶數目(戶) 認可人口(人) 

秀茂坪邨 12,000 35,200 

秀茂坪南邨 4,000 10,400  

寶達邨 7,400  22,400  

曉麗苑 4,864 14,592 

安達邨 9,300 23,500 

總計 30,164 73,292 

平均每戶 2.4 人 

 

1.2 居住環境 

社區居住環境以公共屋邨為主，以秀茂坪邨、秀茂坪南邨、寶達邨、曉麗

苑及安達邨組成，共五十五棟樓宇。單位大小按房署標準而定，由約十平方米

至六十平方米不等。而社區內有提供食肆、街市、日用品店等商戶，亦有中、

小學及幼稚園，並不同社區服務單位及宗教團體等。此外，由政府提供的球

場、公共休憩空間亦一應俱全。而交通方面，區內小巴及巴士可直達大部份市

區，但秀茂坪距離港鐵站有一定距離，由秀茂坪到藍田或觀塘港鐵站，一般需

八至十分鐘車程。 

 

1.3  居民/服務對象特徵： 

秀茂坪的住戶多以中、低收入家庭為主，其中綜援、低收入及新移民家庭

                                                 
1 社會福利署 (2018)，觀塘區人口簡況，社會福利署，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kwuntong/sub_districtpr/ 
2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18)，秀茂坪邨、秀茂坪南邨、寶達邨、安達邨及曉麗苑人口 (曉麗苑以 4864 個單位*3 人計)，香港

房屋委員會，網址︰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index.html 
3 以認可人口人 73,292/30,164 戶，得出每戶 2.429783848 人。 
4 以推算人口 104,336 人*17.4% (2015 年觀塘區 65 歲或以上人口分佈百分比)，得出 18,154.46 人，四捨五入後為 18,155
人。社會福利署 (2017)，觀塘區人口簡況 - 2015 年觀塘區年齡分佈百分比，網址︰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kwuntong/sub_district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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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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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家庭入息水平方面，按社會福利署地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 (二零一六

年)的資料5，觀塘區的綜緩人口百分比較上年上升0.2%，達13.5%，而秀茂坪

作為觀塘區內最大的公共房屋區，自然聚居不少綜緩家庭。 

 

2.  社區需要分析 

2.1  社交及情緒支援 

在社交及情緒支援上，區內家庭及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服務需要。對新來

港的居民，尤其婦女，在生活環境、家庭關係及社交等方面都要面對各樣新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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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相聚認識新朋友的平台。 

 

2.2  青少年成長及學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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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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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

們子女提供學業支援，舒緩他們處理子女學業問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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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

背景的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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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本身，本中心將計劃針對青少年的個人品格、生活體驗、學業輔助等

提供不同服務，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 

 

2.3 長者社區支援 

 秀茂坪的居民中，長者所佔人數最多。因此，長者的關懷的工作需求很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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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社會福利署 (2018)，觀塘區人口簡況 - 2016 年觀塘區年齡分佈百分比，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kwuntong/sub_districtp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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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2019 年度服務計劃 

年度主題：【以愛維家、祝福社區】 

自 2004 年中心成立以來，中心團隊致力關心區內的家庭及其成員在心理、

生理、社群及靈性上的需要。透過多元化的服務，支援區內家庭，並推動建立家庭

互助網絡；向社區傳遞本於聖經的積極價值觀，促進鄰舍互助關懷精神。 

邁進 2018 年，我們繼續實踐聖經的教導：各人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以「以愛維家、祝福社區」為主題，深信家庭成員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

若能以愛維繫，彼此相顧，定必為社區帶來祝福，推動不同群體之間以愛相待，彼

此關顧，共同建立和諧共融的社區。 

 

三、 執行目標及重點計劃 

兒童及青少年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為小學生提供適切及

全面的學業支援服

務，協助他們提昇學

習動機及效能。 

1. 繼續舉辦功課輔導班，協助小學生解決功課上遇到的

困難及提供有效學習方法。 

2. 舉辦區本課後支援服務，為小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

援。 

3. 舉辦英文學習小組，重點支援對英文科學習有困難的

學生。 

2) 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

多元化的學習及成長

活動，協助他們擴闊

視野及生活經驗，讓

他們身心靈獲得健康

及均衡發展。 

1. 舉辦技能課程，發掘及發展兒童或青少年的興趣及潛

能。 

2. 為青少年舉辦桌上遊戲、棋藝比賽及電競等活動，協

助他們從遊戲中認識自我及建立自信。 

3. 推行小學暑期託管服務及興趣學習課程。 

4. 以「領袖訓練」為主題舉辦小五至中一的暑期活動。 

5. 組織青少年義工小組，參與社區服務。 

3) 加強品格培育，協助

青少年建立健康人際

關係，培養領袖質素。 

1. 推動「禮貌好小孩」計劃。 

2. 繼續舉辦基督少年軍，透過獎章制度，推行品格及技

能教育，訓練隊員成為領袖。 

4) 加強與家長接觸，促

進家長與子女建立健

康的關係 

1. 在功課輔導班定期舉辦家長活動。 

2. 基督少年軍定期進行家訪。 



4 
 

家庭及婦女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為區內婦女或成人提

供有益身心的活動及

培訓，協助他們善用

餘閒，自我增值，培養

自信和健康的身心

靈。 

1. 為區內婦女提供有益身心的讚美操及關注其心靈上的

需要。 

2. 繼續舉辦【快快樂樂學英語】課程提供實用性的英語培

訓，提升婦女們的自信和自我增值；並藉【重溫堂與小

組分享】適切地關顧她們身心靈需要。 

3. 舉辦實用性的班組，促進基層婦女/成人的技能發展。 

2) 藉多元化服務鞏固親

子或家庭關係，提升

家庭生活質素及支援

家庭需要。 

1. 繼續舉辦【開心媽寶】親子 Playgroup 提倡親子教育

及學前幼兒訓練活動，有助提升親子關係及學前幼兒

預備入學的適應能力。 

2. 舉辦家庭生活教育系列、親子工作坊及幼兒暑期班組

活動等支援家庭需要。 

3. 藉探訪與區內家庭加強連繫。 

4. 藉【得力站】家庭及個人支援服務，提供諮詢、關顧

及較長期性的心理輔導服務。 

5. 舉辦家庭旅行增進家庭關係及舒解生活上的壓力。 

3) 聯繫社區內不同群

體，建立支援網絡，分

享資源，共建關愛社

區。 

1. 與區內其他機構合作舉辦節期性的慶祝活動、嘉年華

及外展活動等祝福社區。 

2. 推動婦女家庭參與義工服務，攜手關懷社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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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 

執行目標 重點計劃 

1) 關顧社區長者群體

「身、心、靈、社、

群」需要，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服務 

2) 提升長者自信，能夠

服侍社區，惠己及

人。 

1.  向區內貧困長者提供周日熱飯服務。 

2.  舉辦長者生活健康講座，加強長者生活常識及正向心

理。 

3.  開設長者義工培訓班，讓長者成爲義工服侍社群。 

4.  開設健康服務站：免費簡單身體檢查及義診服務。 

5.  定期舉辦節慶活動，促進長者和鄰里的認識，建立良

好的關係。 

6.  義工恆常致電或探訪長者，了解他們近況或需要，作

出適當的支援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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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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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分類   

(學業支援,兒童及青

少年發展,家庭支援,

社區支援,NA) 

推行日期 
活動  

節數 

服務  

人數 

暑期-幼兒班組系列 幼兒 家庭支援 2018.07-08 32 40 

區本-花式跳繩俱樂部  

(2017-2018)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3-05 10 16 

功課輔導班-鬆一鬆 TimeZone 

(2017-2018學年)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4-06 24 60 

區本-南丫歷險記 (2017-2018)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5 2 16 

暑期-小學託管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7-08 40 25 

功課輔導班-鬆一鬆 TimeZone 

(2018-2019學年)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9-2019.06 56 140 

區本-畫出我天地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0-12 8 16 

區本-專注力小鬥士 II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0-2019.06 72 108 

區本-魔術聖手 II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1-2019.01 8 16 

區本-童夢城探險團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2 2 16 

區本-STEM 科學啟蒙班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9.03-05 8 16 

區本-玩具自「遊」人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9.03-05 8 16 

區本-美味廚神小學堂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9.03-05 8 16 

區本-南丫歷險記 II 

(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9.04 2 16 

區本-海下小偵探(2018-2019)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9.04 2 16 

強身健體跆拳道班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全年 48 204 

專注力個別學習班 小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全年 240 60 

功課輔導班 (2017-2018學年) 小學生 學業支援 2018.04-06 396 126 

功課輔導班 (2018-2019學年) 小學生 學業支援 2018.09-2019.06 924 294 

突飛躍進英文班 小學生 學業支援 
2018.10-11及

2019.03 
12 18 

區本-至醒學習班 (2018-2019) 小學生 學業支援 2018.10-2019.06 60 90 

暑期-成長領袖訓練 小學生、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8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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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對象  

(幼兒,小學生,中

學生/青年,家庭,

長者,成人,社區, 

NA) 

服務分類   

(學業支援,兒童及青

少年發展,家庭支援,

社區支援,NA) 

推行日期 
活動  

節數 

服務  

人數 

基督少年軍(初、中級組) 小學生、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全年 96 600 

CDF-生涯規劃訓練(一)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5-06 4 115 

CDF-生涯規劃訓練(二)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7-08 4 115 

CDF-義工訓練及社會服務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07-08 6 115 

Board Game 之王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0 1 15 

CDF-職場探索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0-12 4 115 

勝者為王(電競比賽)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2 1 15 

CDF-聖誕慶祝會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8.12 1 222 

咖啡達人 中學生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019.02 4 10 

第三屆【開心媽寶】家長及學

前幼兒訓練(親子 Playgroup) + 

結業禮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04-06 10 40 

CDF-友師培訓講座(生涯規劃) 成人 家庭支援 2018.05 2 107 

CDF-家長生涯規劃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05-06 2 103 

親子言語發展工作坊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09-10 4 8 

第四屆【開心媽寶】家長及學

前幼兒訓練(親子 Playgroup)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09-2019.03 24 120 

CDF-友師溝通技巧 成人 家庭支援 2018.10-11 2 107 

CDF-家長理財訓練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10-12 4 103 

功課輔導班-家長會  

(2018-2019學年)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10-2019.03 2 40 

親子社交訓練工作坊 家庭 家庭支援 2018.11-12 4 8 

CDF-成果分享會 家庭 家庭支援 2019.03 1 325 

【快快樂樂學英語】課程+小組 成人 家庭支援 全年(7、8月除外) 180 64 

家庭生活教育系列 家庭 家庭支援 全年(7、8月除外) 8 160 

家庭旅行 家庭 家庭支援 每季一次 8 232 

賣旗活動 社區 社區支援 2018.11.10 1 / 

【得力站】家庭及個人支援服

務 - 諮詢、約談或家訪 
社區 社區支援 全年 700 / 

個案輔導工作(較長期性) 社區 社區支援 全年 80 10 

中心服務總計： 3,121 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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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員聯繫 

1. 以中心季刊、網頁及 Face book維持與會員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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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中心喜獲勞福局資助為期三年的觀塘區兒童發展基金「愛。夢

同行計劃」，本年度將開展第二年的成長教育及生涯規劃培訓；此外，本中心仍繼

續開拓外界基金資源，除恆常的觀塘區議會基金、區本計劃及 KTI 熱飯的資助外，

亦會繼續發掘可配合本中心服務發展的外間資助，務求為服務對象提供更多服務

資源。 

2. 中心需要繼續擴展財政資源以應日益增加的營運經費，因此，今年仍繼申請2019-

20 年度賣旗籌款。 

3. 中心亦運用地區資源及與其他地區機構協作，合辦適合區內的青少年、家庭及長

者之服務。(例如：聯絡區內外中學及大專院校，合辦義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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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持聯繫，以了解更多政府

新政策及資源分發的訊息。 

2.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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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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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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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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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出席兒童發展配對基金及其他相關會議，與其他主辦機構互相交流，掌握更多有

用資源，以完善「愛。夢同行計劃」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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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8至 2019年度中心財政預算 

項  目 
收  入 

($) 

支  出 

($) 

盈 / (虧) 

($) 

賣旗籌款 350,000   

社署租金及差餉津貼 149,460   

外間資助 144,840   

活動收入 543,160   

恩心聯區餘款及撥款 59,800   

恩心聯區收入 39,100   

生命之糧資助 94,500   

同工薪酬福利  828,210  

租金及差餉  149,460  

行政支出  136,200  

設備添置及更換  39,300  

活動支出  453,780  

恩心聯區支出  98,900  

生命之糧支出  94,500  

總  數 1,380,860 1,800,350 (419,490)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