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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言》是社研定期電子刊物，旨在加強與會員及社福同工的溝通。本期我們除了

一貫會介紹社研的活動及發展，亦會分享早前我們在業界徵集有關疫情研究及服

務計劃報告分享。 

 

 

  

 

社 福 界 疫 情 研 究 及 服 務 計 劃 報 告 分 享  

 

由 2020 至今，社福機構都曾經針對疫情進行過不同的研究及推行在疫情下的特色服務，

社研徵集了本地業界有關的研究報告及服務計劃，現上載至網上供業界分享，並會不斷更

新。歡迎業界下載作參考，我們非常感謝分享報告的機構，希望今次分享能對業界有參考

作用，引起相關討論，總結經驗以改善服務。 

 

1. 協康會 疫情居家照顧自閉症兒童狀況調查 

2. 善導會 愛心蜜蜜送外展服務 

3. 善導會 玩具圖書館服務 

4. 善導會 數碼精齡計劃 

5. 循道衛理中心 「並肩抗疫 疫情照顧」疫情服務報告 2022 

6.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抗疫路同行」熱線支援服務報告 

7.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照顧者疫情下照顧唔容易 

8.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初小學生的學習挑戰及心理調適」調查 

9.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中學生抑鬱焦慮調查 2022 

10.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疫情起伏下的解憂花園 

11.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新冠病毒疫情對安老社會服務影響研究報告 2021 

 

下載報告：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4mTrz059ooMn_37-

cBnRnFCQWpCQqV3?usp=sharing 

 

 

如貴機構也樂意向業界分享有關研究報告及服務計劃，歡迎以電話(2817 6033)或電郵

(issd@socialservice.org.hk)方式聯絡我們。 

  

一. 活 動 報 告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4mTrz059ooMn_37-cBnRnFCQWpCQqV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4mTrz059ooMn_37-cBnRnFCQWpCQqV3?usp=sharing
mailto:issd@socialservic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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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涌 古 蹟 輕 鬆 黃 昏 遊  (24/9/2022)   

為慶祝本年國慶，社研於 2022 年 9 月 24 日舉辦「東涌古蹟輕鬆黃昏遊」，這個郊遊活

動旨在讓會員在大自然中輕鬆交流，舒展身心。這次是社研輕鬆遊的第二次活動共有 13

位社福朋友參加，我們先到法定古蹟東涌炮台，再慢遊侯王廟及馬灣涌村，在漁村享受日

落美景，最後一起在馬灣涌村特色餐廳晚餐。雖然路程不長，但參加者邊談邊遊，細味東

涌昔日情懷之餘，亦與同工分享工作心得。疫情期間業界的實體活動並不多，這次是難得

的機會讓同工聚首一堂。我們希望秋冬再推出輕鬆遊活動，各位會員請留意我們的宣傳

啊！  

 

  

「 亂 中 有 序 2： 社 會 鉅 變 中 的 家 庭 教 育 」 網 上 講 座  (1/9/2022) 

  

繼「亂中有序：與疫情共舞的人生智慧」網上講座後，社

研再次邀請臨床心理學家羅澤全先生於 2022 年 9 月 1 日

主講「亂中有序 2：社會鉅變中的家庭教育」網上講座。

疫情後社會充斥著負面氣氛。羅先生這次集中分享在這大

環境下如何以正面思維及正向親職策略做好家庭教育，成

為子女的人生教練，促進家庭關係。 

 

是次活動吸引了約 150 名兩地同工參加。他形容現今社會

充滿著易變性、不確定性、複雜性、模糊性，疫情年代中

父母更有各種新挑戰。羅博士詳細分享了在四個範疇上做

好家庭教育，包括在身體、思想、情緒及靈性上如何促進

子女成長，讓他們在逆境中都能處變不驚、茁壯成長。 

  

講者羅澤全先生 

東涌炮台開心留影 登上東涌小炮台，飽覽日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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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的精彩片段可透過以下網址作網上重温，繼續發放正能量： 

 

重温 1： 健康身體  https://youtu.be/4bglKXIJv1U 

重温 2.1： 成長思維 https://youtu.be/-I8Djs8SRvM 

重温 2.2： 成長思維 https://youtu.be/NRt7PFpyCsk 

重温 3： 處變不驚 https://youtu.be/jSBwIZvxOLw 

重温 4： 終極意義 https://youtu.be/xI9fM7M8vIU 

 

 

 

 

 

 

 

 

 

 

 

社研青年議會《與您有約：由內而外  ─ 無界限的社會工作》  (4/8/2022) 

 

社研青年議會《與您有約：由內而外 ─ 無界限的社會工作》於 2022 年 8 月 4 日中午於

網上舉行，第一次的《與您有約》活動邀請到本中心主席邱浩波先生作分享嘉賓，並由青

年議會主席卓冰峰先生擔任主持。邱浩波先生擔任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多年，管

理經驗豐富，並先後牽頭創立了「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及「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社會服

務專業聯盟」，多年來積極推動無界限的社會工作。這位重量級嘉賓吸引了約 100 位參加

者出席這次網上訪談活動，反應十分踴躍。我們剪輯了以下精彩內容：   

講者鼓勵家長培養小朋友的成長型思維 

嘉賓邱浩波主席 活動反應非常踴躍，約有 100 人出席。 

https://youtu.be/4bglKXIJv1U
https://youtu.be/-I8Djs8SRvM
https://youtu.be/NRt7PFpyCsk
https://youtu.be/jSBwIZvxOLw
https://youtu.be/xI9fM7M8v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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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冰 峰 先 生  邱 浩 波 先 生  

邱主席你為什麼想成為社工? 

我兒時由內地移居香港，初期住在木
屋區生活比較艱苦，當時已有做義工，
免費為區內小朋友補習，慢慢領略到
「施比受更有福」，並孕育出成為社工
的心，所以在大學時決定選修社工，以
社工為終身事業。 

什麼是無界限社會工作? 

敝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宗旨正正是體現無
界限社會工作精神，無界限社會服務是不受政
治、宗教及國籍所影响，全世界超過 120 個國
家為移民、流離失所、戰亂、尋求庇護、分隔異
地家庭等的人提供援助。我認為跨境工作社工
需要對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及國家法律有基本認
知和尊重，亦要有良好協調能力，在不同國家處
理方法中取得平衡，為服務使用者爭取最佳方
案。當然，良好的溝通技巧是不可或缺的。 

除無界限社會工作，30 多年來你也積極推動

兩地社會服務發展，你的理念是什麼? 

我認為內地人口之多，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進
程中必然會產生很多社會問題。香港的專業
社會服務已非常成熟，協助鄰近的內地推動
社會工作以幫助內地人民解困是理所當然
的。所以我於 1998 年成立了社研，致力推動
兩地業界交流和合作，在社研積極參與下，內
地培訓出不少社工及社工督導人才。我隨後
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社會服務專業聯
盟」亦是希望在大灣區推動交流合作，我深信
香港專業社工可在內地百花齊放，最終都是
希望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分享嘉賓：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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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主席擔任行政總裁的工作已經十分繁忙，

加上其他公職，如何安排時間？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每天的工作時間很
長，很久沒有放長假期，其實不太健康。但社
會上太多事情需要處理，在有能力的時候都想
盡量出一分力。工作及家庭上的時間分配真的
很不容易，因此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相對比較
少，感覺虧欠了太太及家庭，但一有空我會盡
量爭取與家人相處，一同參與活動。 

擔任 CEO 的過程中，可否與大家分享當中的「樂」與「苦」？ 

我認為作為 CEO 絕不能離地，要了解社會現況而推
出適當的政策，因此我每月也會接觸同事，了解實
際情況。作為 CEO，「樂」是可運用自己的權力尋求
資源，以推動不同的計劃，達成多年來的心願。另
外有「苦」自己知，有太多事情希望能處理得到，
需要想盡辦法尋找資源幫助同事、機構及社會，這
過程不容易。幸運地多年來於尋找資源上有一點成
績，但絕不簡單，所以作為 CEO 可說是苦樂參半。 

邱主席工作繁重，你如何減壓？如何維持身心健康？ 

我會定期與朋友聚會，互相分享，支持勉
勵。另外我喜歡吃東西，但吃太多始終會
對身體有影響，所以一有機會我便多走
路少坐車，減壓的同時也可增加運動量，
同時也讓自己有空間思考。 

很多人說政治是大眾人的事，我認為
有些工作如不涉獵政治是無從改變
的，如這個做法能改變社會並對市民
有利，我想不到拒絕的理由。不過，當
中需要取得一個平衡，所以多年來我
從未有打算參選立法會議員，亦明白
社會服務才是我的首要工作。 

邱主席你如何理解社福機構不應該涉獵太多政治這個說法? 

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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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青年議會《與您有約》活動非常成功，青年議會計劃邀請不同的嘉賓到《與您有約》，

分享他們的故事，在業界發放正能量。 

 

  

確實疫情及封關對基層衝擊很大，很多家庭面
臨經濟問題。社工是十分機動性的，現時市民最
需要的是實質物資支援，社工就應盡力協調社
會資源以幫忙有需要的市民；我們盡力提供可
行的服務，多做輔導及實質的行動，如派飯、米，
罐頭等。但長遠來說，盡快通關才能解決當前很
多的民生及家庭問題。 

邱主席能否分享座右銘或心聲以鼓勵業界同工？ 

疫情對經濟民生影响很多，我從事青年工作多

年，也未試過像這些年間每天向有需要人士派

發物資。疫情期間天水圍地區有很多跨境婚姻

問題、封關衍生基層貧窮問題，社工如何面對這

個艱難的時候？ 參加者 

 

交流互動環節輕鬆交流 伍杏修先生向邱主席提問 

我的座右銘是「不屈不撓，集思廣益」，
遇到困難不要放棄，堅持社工的信念，
幫助弱勢社群。如有事情想不通、遇到
困難挑戰，可找人傾訴、提點，在傾談
中有機會發現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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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界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8/7/2022) 

 

由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香港中聯辦社工部、

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以線上視像方式聯合舉辦的「社福界學習宣傳貫徹習

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已於本年 7 月 8 日下

午順利舉行。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官員，立法

會議員代表、社福界選委代表，社福機構、社工團體

負責人，社工院校老師、學生代表以及前線社工等500

多人出席。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在會上首次以局長身份

正式跟社福界同業見面，矢言要做到習主席所指示的

第一個必須 ──「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孫局長指：「我

會帶領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及勞工處的同事，加

強管理，做好內部協調，加快效率，務求制定到位的政

策。習主席特別提到要『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

合起來』，這點在社福界而言，亦反映政府與持分者，

特別是社福機構、學術界和商界的合作的重要性。」 

 

主講嘉賓，全國人大常委、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會長、

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總顧問譚耀宗就習主席重

要講話精神進行解讀宣講時指：「習近平主席在回歸 25

周年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經過實踐反復

檢驗了的，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

根本利益，得到十四億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習主席明

確指出『一國兩制』方針要長期堅持，平息了很多外界

的揣測，為香港今後穩定發展起了標誌性的作用。」 

 

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指：「今日香港，不少市民仍然面對生活上多方面的壓力，社福界需要

更積極發揮作用，同時亦要努力向政府反映弱勢社群的需要，讓政府制定的福利服務能與

時並進。」又語重心長稱：「經一事，長一智，今日我們應該明白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的重

要，這方面每個有承擔的人都有責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先生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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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社福界選委陳智思先生在發言

時指：「習主席的講話反映對特區政府有不少期許，希望

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有效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社福

界掌握社會需要，尤其是基層和弱勢社群的處境，擁有

龐大的社區網絡、專業能力和價值，亦有豐富的夥伴協

助經驗。社福界作為第三界別，亦有利動員社會為改善

巿民生活而努力，同時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的支援和發

展機會。」 

 

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周和博士指，舉辦這場座談

會，就是給業界創造一個學習機會，分享體會、互相啟

發，深刻領會習主席精辟總結「一國兩制」實踐「四個

必須」經驗和啟示的重要意義和豐富內涵、香港實現良

政善治「四點希望」的根本要求和核心要領，把社福界

思想認識和實際行動統一到重要講話精神上來，同為香

港開新篇、同為社福創新局。他表示，習主席重要講話，

反映了香港全體居民的共同願望和心聲，引起強烈的情

感共鳴，得到各階層各界別的熱烈歡迎和廣泛認同。習主席強調：「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過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

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這些話語，就是社福

界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社福界長期服務社群，為市民謀福祉，就是講香港最大的政治。

社福界絕大多數同仁朋友，本質上是愛國者。只要社福界朋友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根本制

度，真心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遵守國安法，善作善成建設特區，維護香港和

諧穩定，愛國愛港的本色就沒有變、幹事創業實現抱負就有寬闊舞臺、追求個人幸福就有

光明前景、「愛國者治港」就有大家的席位。他表示，習主席重要講話清晰釋放為廣大香

港市民福祉謀新局、開新篇的信號與社福界服務社會、扶貧濟困的初心使命是相通的，業

界要繼續專注安老、殘疾人、青少年、跨境兒童等專業領域服務。建議業界人士結合自己

所在機構服務範疇、本職工作、服務對象實際情況，把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傳達到機構全

體員工和廣大前線社工、傳播到所在社區和基層市民。中聯辦社工部將全力支持勞工及福

利局、社會福利署公務員團隊履行責任，攜手業界建設發展香港社會服務事業。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 
社福界選委陳智思先生。 

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周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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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總召集人、立法會議員管浩鳴牧師總

結發言時指：「按習主席的講話指示，提醒我們以同心同德解決共

同的生活問題，因而無論是社福機構領導層，甚至前線員工，都

需要將習主席講話內涵精神準確地解讀。」 

 

座談會由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主席、社福界選委邱浩波主持，

他表示這次座談會是反映業界建議，建立業界與勞福局及社署聯

繫的好機會。與會者涵括社福各界人士，除勞工及福利局、社會

福利署主要官員，亦有不同規模的社福機構的主席及總幹事、社工

院校老師及學生、社工團體會長及前線社工參與。在會上發言的嘉

賓尚有社福界選委王䓪鳴博士、新生精神康復會主席、勞福局原常

秘譚贛蘭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主任周燕雯教

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主任崔永康教授、明愛社會服務

部部長黎永開先生、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楊建霞女士、香港

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理事、香港仔坊會總幹事溫艾狄女士、香港心理

衛生會總幹事程志剛先生及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林靜雯教

授。業界同工都殷切希望可以幫助新一屆政府做到習主席的期盼，

切實排解民生憂難，讓香港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知悉有不少朋友在參加者名額已滿前未及登記，又或在座談會當

天因公務未克參加，現附上當天視像會議的全程視頻，以供大家重

溫。  

 

Google Drive Lin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Ezi5xWYd38wMQ0XmlIeb1EiCppTmalI?

usp=sharing 

 

Youtube： 

https://youtu.be/rmak0FIMfrA  

 

  

(鳴謝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提供座談會視頻) 

  

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
行動總召集人、立法會
議員管浩鳴牧師為活動

進行總結發言。 

邱浩波主席為座談會
擔任主持 

新生精神康復會主席、 
勞福局原常秘譚贛蘭教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Ezi5xWYd38wMQ0XmlIeb1EiCppTmal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Ezi5xWYd38wMQ0XmlIeb1EiCppTmalI?usp=sharing
https://youtu.be/rmak0FIM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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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年會員大會暨座談會  

 

本年周年會員大會初定於 1２月 2 日舉行，會後設座談會，我們邀請到曾鈺成先生為業界

講解社工需要認識的《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機會難得，稍後會公佈詳情，敬

請留意! 

二. 活 動 預 告 

社 會 服 務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地址: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74-576號 

和富商業大廈6樓602室  

電話:  2817 6033  

電郵: issd@socialservice.org.hk 

網址: http://www.socialservice.org.hk 

 

 

 

 

 

 

 

歡迎關注社研微信公眾號  

mailto:issd@socialservice.org.hk
http://www.socialservice.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