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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員名單 

N

o 
組號   姓名 機構 職務 

1  
榮譽 
顧問 

張鐡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工部 

人大代表 
原部長 

2  顧問 李運福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工部 副部長 

3  顧問 邱浩波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主席 

4 1 團長 陳聖光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副主席 

5 2 副團長 李永偉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總幹事 

6 3 副團長 盧永靖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副執行總監 

7 1 秘書長 李佩珍 社會福利署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8 2 秘書長 詹滿祥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內地事工統籌主任 
(深圳及廣州) 

9 3 車長 陳宏遠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社工督導 

10 1 攝影 劉潤生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社工系學生 

11 *2 組長 彭盛福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非執行理事 
廣州及番禺計劃統籌 

12 *3 組長 余巧珠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青年議會委員 

13 *1 組長 林彩燕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社工督導 

14 2 團員 唐艷紅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社工督導 

15 3 團員 鄺杰英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社工督導 

16 1 團員 楊素玲 社會福利署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7 2 團員 李阿娜 社會福利署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8 3 團員 李美寶 社會福利署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19 1 團員 邱姍  社會福利署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20 2 團員 施慧銘  社會福利署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21 3 團員 陸麗霞 社會福利署 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22 1 團員 黃玉梅 社會福利署 醫務社工 

23 2 團員 葉偉明 香港工會聯合會 權益委員會副主任 

24 3 團員 凌凱怡 光愛中心 社工 

25 1 團員 彭詠嫻 義務工作發展局 義工服務主任 

26 2 
同行 
人員 

陳子明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工部 主任科員 

27 3 
工作 
人員 

盧寶儀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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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負責內容： 

1. 對所負責的探訪單位在問答時間提問 

2. 提供 3-5 張探訪該單位的照片 

3. 提交一份約 500 字的交流報告和感受 

 

第一組：山東省民政廳，組長： 林彩燕 

第二組：青島市福彩養老院 及 青島市兒童福利院，組長：彭盛福 

第三組：青島市民政局，組長：余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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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程 
     （2014 年 9 月 5 日 - 9 月 9 日） 

日期  時間  活動安排  住宿酒店  

9 月 5 日 

（星期五） 
全日 

香港  乘坐港龍航空公司 KA950 (10:25/13:35)到青島市，抵

達後轉乘旅遊車前往濰坊遊【楊家埠民俗大觀園】， 晚餐後返回

酒店休息  

濰坊(四星級) 

濰坊大酒店  

  

9 月 6 日  

（星期六） 
全日 

由濰坊往濟南 

拜訪山東省民政廳，了解山東省社工服務及其他發展。午餐宴請 

午餐後遊【大明湖(乘船)、趵突泉泉城廣場】 

再往曲阜 

曲阜(四星級) 

闕里賓舍 

  
9 月 7 日 

（星期日） 
全日 

曲阜遊【孔府、孔廟、孔林】，回青島 

 

青島(四星級) 

名都凱萊酒店 

  

9 月 8 日 

（星期一） 

上午 

下午 

參觀青島市福彩養老院 及 青島市兒童福利院，與當地人員交流 

遊覽奧帆中心 

參觀青島啤酒廠、海軍博物館 

【小魚山公園棧橋】遊覽，看青島全景及醉人景點 

小青島、八大關  

青島(四星級) 

名都凱萊酒店 

  

9 月 9 日 

（星期二） 

上午 
拜訪青島市民政局 ，了解當地社工專業發展。 

午餐宴請 
------------

----- 

下午 乘坐港龍航空公司 KA951(14:35/17:55) 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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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組分享及報告 

 

第一組 

拜訪山東民政廳及午宴交流 

6/9/2014 

 

組長: 林彩燕 

組員: 陳聖光(團長)、李佩珍(秘書長)、彭詠嫻、劉潤生(攝影)、楊素玲、邱姍、黃玉梅 

 

 9 月 6 日我們由青島濰坊出發，經過數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達濟南，拜訪

山東省民政廳，與他們進行服務分享及午宴交流。當我們到達民政廰時，他們早已

在門前迎接我們，並安排我們入座，受到他們熱情的招待，令我們很快便進入服務

交流活動的狀態。 

 

 首先，由山東省民政廳向我們展示當地社會服務發展的情况，當中播放了有關

山東省社會服務的工作及發展情况的影片，讓我們對當地的社工專業發展及社會服

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我們的團長陳聖光先生，亦分享了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硏究

中心在國内不同地區的督導工作，然後雙方進行服務上的交流，經過這次的分享交

流及討論，讓我們對山東省的社會福利服務情况及發展有著較深刻的體會。有關是

次的交流活動，本組有以下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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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 

 就政策法規方面，山東省有老年福利、兒童福利、殘疾福利、福利彩票及慈善

發展等五大範疇。其中在慈善發展方面，山東省濟南市的社工們，會配合國家的「十

一五」、「十二五」的政策發展，以立法、稅收及有組織的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去

支援及幫扶社區內有困難的群眾，尤以協助受災災民，此舉看來能更有效地集結力

量。此外，山東省整體的教育、文化及衛生等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比起十年前，有

著顯著的進步。 

 

 而由上而下的「指導式思想教育」，透過政府、企業及學校，一同去推展全民參

與，把資源更有效地分配，讓有需要的群眾得到適切的協助。國內的服務能自強、

自我監督，相信是最直接可幫助社區內的群眾，正所謂「遠水不能夠近火」，當善慈

服務發展完備，有組織的集結力量，推動志願者去關心、安撫災民，能把資源投放

於重建及正面的思想教育，使國民助人自助，令社會發展，更趨和諧。 

 

社工專業發展方面 

 就社工專業發展方面，濟南的社工每年需經過考核，亦著重經驗交流。除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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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自學及工作外，社工界亦會推行不同的聯誼、比賽及推廣活動，包括書法比賽、

唱歌比賽，甚至透過微博、QQ 等渠道，交流意見、經驗及分享心得；而香港的社

工界，亦有着相類似的經驗，我們會舉辦球類比賽、嘉許活動等交流活動，例如「社

工盃」藍球比賽、「傑出社工獎」等，藉着這個工作以外的平台，彼此去建立關係，

互相交流分享。 

 

 就社工的專業培訓及交流，由於現時科技的發達，在香港社工界建立跨機構交

流平台是值得考慮的。透過資訊科技網絡平台，同行可就知識、經驗、聯誼、活動

等，互相分享及交流，讓同工們不單只從學院、機構內獲得知識或解決困擾，同時

亦可透過此平台，獲得更多相關的知識、經驗心得，及獲得同儕的相互支持。此外，

跨機構交流平台亦有助連結社工界的同工們，更加團結；對社福界的政策發展，也

能收集更多、更廣的意見。 

 

午宴交流 

 有部份圑員是第一次參與國內的午宴交流活動，對於領導們的熱情招待，讓大

家感到賓至如歸。在席上，能夠認識山東的飲食及招待貴賓時的敬酒文化，真是令

大家大開眼界。此外，與領導們有說有笑，彼此就國內及香港社會服務的差異共同

分享，增強彼此間的了解及認識，感到非常充實及欣喜，收穫良多。 

 

總結 

 山東人熱情好客，透過是次拜訪交流活動，讓我們深深體會到。而拜訪山東省

民政廳，及與他們的交流活動，讓我們了解到山東省的社工專業發展及社會服務的

情况。此外，於拜訪過程中所見到的、學習到的及體會到的，亦會與機構其他同工

分享，盼可自省自己的工作同時，亦把那份純真、關愛的心持續，維持及昇華，實

踐及感染身邊的同工和服務對象，為社會服務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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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探訪青島市福彩養老院及青島市兒童福利院 

8/9/2014 

 

組長: 彭盛福 

組員: 李永偉(副團長)、詹滿祥(秘書長)、葉偉明、唐艷紅、李阿娜、施慧銘、陳子明 

 

 於行程的第四天 (即 8/9/2014)，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到了青島市

福彩養老院及青島市兒童福利院參觀。  

 

 福彩養老院為青島市兩間獲五星

評級養老院的其中之一。福彩養老院

共有兩幢樓，我們當天參加的為福彩

隆德路樓養老院。該樓現提供 396

個宿位予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入住，

而入住的長者平均年齡超過 82 歲，

部分長者患有失智症及長期病患，有些長者則自理能力較高，惟因家人

未能照顧而入住養老院。院內有不同的設施及服務，包括醫生診室、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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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室、健體及消閒設施、電影放映、小賣部等，為長者提供全面的護理

及照顧。    

 

 養老院的各項設施與香港的護養院也很相似，設備完善，環境整齊

潔淨，甚至比香港的更為寬敞。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養老院的三間宗

教室，包括有佛教、天主教及伊斯蘭教，讓不同宗教信仰的長者按自己

的信仰去作崇拜、尋找心靈上的慰藉。  

 

 護養院的飯堂以自助餐的形式提供膳食，讓長者可隨心選擇早午晚

三餐的食物，給予長者自由選擇食物的權利，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宗

教室及飲食自由在香港的護老院比較少見，是香港可借鏡的地方。  

 

 青島市兒童福利院於 1998

年成立，為青島市唯一一間的兒

童福利院，主要照顧被遺棄的兒

童。現時福利院照顧逾 380 名兒

童，當中 98%為殘障兒童 (包括

智障、腦癱、腦積水等 )，另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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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拐帶的兒童提供臨時庇護。福利院有 5 名社工 (其中一名亦為心理

諮詢師 )、營養師、護士等不同專業的人員，為兒童提供全人的照顧。  

 

 院方會鼓勵員工接受社工方面的訓練，務求令員工更了解兒童各方

面的需要及為他們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由於入住兒童的數目遠超福利院興建時所預算，大樓正準備進行擴

建，給予兒童更舒適的環境。雖然福利院並不是兒童的原生家庭，但在

院內各個不同專業的員工悉心照料下，兒童必定能感受到愛和關懷，在

福利院的大家庭內茁壯健康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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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青島市民政局座談會 

9/9/2014 

 

組長: 余巧珠 

組員:盧永靖(副團長)、鄺杰英、陳宏遠、李美寶、凌凱怡、陸麗霞、盧寶儀 

 

 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主辦， 香港社福機構慶祝國慶六十五周

年籌備委員會協辦之山東社會服務交流考察團， 帶領了 27 名社工及社

會福利服務從業人員於 2014 年 9 月 9 日早上訪問了青島市民政局， 進

行座談會交流活動。  

 

 民政廳周志平副廳長介紹青島市民政局是擬定全市社會福利事業發

展規劃和政策，按規定擬定全市社會工作發展規劃、政策，  推動社會

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單位。周廳長指出，  自 2004 年起，市進行社工試

點調研，  派員前往深圳學習，  並借鏡香港豐富的社會工作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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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青島市的社會工作發展起步較晚，  2011 年政府開始購買社工服

務， 在民政局 24 個單位、愛益普社工服務社及多家非政府社工服務機

構配置社工崗位 202 個，  展開行政、殘疾託管、老人及青少年等項目

發展。目前市的社工發展模式和規模方面，  都未達專業化、商業化水

平，  周廳長期望考察團多作交流，  雙方探討青島和香港在社會福利服

務發展方面有對接的地方，  幫助青島市民政局及社工服務機構更好提

高社會工作發展水平。  

 

 香港社研陳聖光副主席介紹社會服

務發展研究中心是愛國愛港的社福機構，

由香港的社福界機構組成，匯集了機構管

理者、學者、社工督導等專才在其中，是

次山東社會服務交流考察團是香港社福

機構慶祝國慶六十五周年慶祝活動之一， 

盼望在山東濟南、青島為首的美麗城市桃

園結義，  展開日後更多兩地社工部門、

服務工作的交流合作機會。座談會上， 香

港作為東方社會發展源自西方社會文化

脈絡的社會工作專業先行者，  社研考察團在社會福利發展的規劃和政

策方面，向青島市民政局提出了多項的意見，  包括制定政府購買服務



14 
 

的評估監管、薪酬制度與激勵社工人員關係、社工機構運作管理及資源

拓展、社工機構及管理骨幹人員培養等等制度建立方面的意見，  並交

流了廣東省的社工事業發展和培訓社工人才的經驗。此外，社工督導團

員們亦交流了兒童福利院和養老院的社會工作的發展模式和重視「以人

為本」的社會工作核心價值為服務方向，藉著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和理

論，設計合適的項目實施計劃，照顧全人身體、心靈、道德和靈性的全

面和均衡發展。社研考察團亦稱讚青島市福彩養老院及青島市兒童福利

院的環境硬件設備先進及舒適，  能夠細心照顧到長者和幼兒在起居、

康樂和成長發展方面的需要，原來這是他們從考察香港社福單位環境硬

件設備參考而來的成果之一。此行，同時增加了很多香港資深社工對青

島社會工作發展情況的了解和關心。  

 

 期望社研考察團與青島市民政局座談會後，為香港和青島兩地的社

會福利服務發展帶來更多交流活動和合作的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