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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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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次會議紀錄及是次會議程
1.1

2020年11月23日之會議紀錄獲通過。

1.2

是次會議議程獲通過。

跟進事項
2.1

確認增聘成員安排
總主任報告，曾潔雯博士及李健文校長已接受本委員會邀請成為增聘成員，任
期為兩年（2020-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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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3.1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年度工作計劃
3.1.1 總主任簡介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本年度重點工作計劃，有關文件
已於會議前電郵給各委員參閱。
3.1.2 本年度重點工作包括以下六項：
1. Welfare planning and agenda setting
2. Advocate for enhancement of psychosocial support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mental health needs.
3. Enhance support to young people arrested under the socio-political
incidents.
4. Advocate for regularization of Pilot Scheme on Social Work Service for
Pre-primary Institutions.
5. Prevent suicide of children and youth.
6. Advocate for appropriate treatment and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placed in
residential childcare services.
3.1.3 與會者就上述工作重點有以下分享及建議：
1. Welfare planning and agenda setting
◼

疫情令活動及班組停開，機構收入大減，但支出增加（包括額外行
政、清潔、前線支援人手及防疫設施等）；

◼

主席表示社署於去年落實向每間機構及中心發放冷氣費資助，亦有
分階段派發防疫津貼，大家可檢視現時的資源運用是否到位，並探
討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未來的服務需要及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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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本年度福利議題及優次建議（WAP）可就疫情下的特別需要，
提出相關的措施及建議資助項目；

◼

有與會者認同「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能於短期內幫助滿足低
收入家庭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需要，建議社署增加名額、金額及付
款辦事處以解決燃眉之急，社聯同事建議有擔任付款辦事處的機構
同事參與工作小組，先了解資源的運作及背景資料再作部署。
以下委員將會加入「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工作小組：


黎慧嫻女士



翁少燕女士



朱麗英女士



陳烈輝先生

◼

就馮美珍女士提出社署抗疫津貼多掣肘，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於疫情
期間需要額外清潔及廚師的人手，卻未合符資格申請資助，社聯同
事表示將於合適的平台，要求社署放寛資助使用條款。

◼

盧松標先生表示，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尚有行政支援人手薪酬及社工
室的空間未有獲分配，希望於本年度WAPS再次提出。

◼

就社署設1000個青年人協助長者及復康服務科技應用的有時限職
位的處理（包括以一萬元月薪津貼，並落力培訓以鼓勵青年入行），
有機構以半職聘用或自行補貼等方式吸引青年參與，由於計劃為時
只有一年，擔心在疫情的陰霾下無助青年就業。

◼

亦有與會者提出爭取資源關顧弱勢青年，如為特殊學習需要（SEN）
及精神病康復青年等提供培訓及進入職場的機會。建議成立青年就
業工作小組以探討社福界在疫情下如何協助青年就業，小組成員包
括（社聯將於會後邀請有興趣同工參與討論）：

◼



竺永洪先生



林俊明先生

社聯服務總監黃健偉表示，社聯正進行有關疫情下青年失業的調查，
結果將於稍後公布。

2. Advocate for enhancement of psychosocial support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mental health needs.
◼

林亦雯女士簡介LevelMind at JC「賽馬會平行心間計劃」，計劃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是一個專為12-24歲青年人
而開拓的自在舒服、平和寧靜的放空及充電空間。

◼

李建文校長分享學校推行精神健康教育的情況，表示教育界普遍認
知精神疾病多於精神健康，由於學界沒有經驗及信心處理，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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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亦沒有此方面的指標，學校多以計劃形式參與，現時仍處於摸索
階段。
◼

就業界提出給予學生及老師「放空時間」，李校長表示，學校的重
點工作及老師的專業在於有效的教與學，如沒有整體系統的配合及
觀念的轉變，精神健康教育難短期內於學界產生深化作用。

◼

李校長建議，業界可考慮以短期或長期方式參與學界每年獲教育局
發放的「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與學校合作共同推動各層面的健
康生活（well-being /wellness）及以多元學習經歷形式配合教育局推
廣的價值教育（如法治及守法意識等）
， 李校長將於會後將教育局
有關通告及指引發給業界參考。

◼

主席表示，業界如希望切實地推動校園精神健康，需要探討如何於
學界三年重點工作發展計劃中引入關注精神健康的議題。

◼

建議成立精神健康工作小組以討論於學校及社區層面推動精神健
康教育，林亦雯女士表示有與趣參與工作小組，社聯將於會後邀請
其他有興趣同工參與。

3. Enhance support to young people arrested under the socio-political
incidents.
◼

社聯將於2月26日舉行支援被捕青年服務業界分享會，建議於分享
會後成立被補青年支援工作小組，跟進業界的關注點，並就如何協
助青年人離開懲教院所後面對的問題及生活適應等再作討論。竺永
洪先生表示有興趣參與工作小組討論，社聯將再聯絡其他服務及界
別有興趣的人士參與。

4. To advocate regularization of Pilot Scheme on Social Work Service for
Pre-primary Institutions.
5. Prevent suicide of children and youth.
6. Advocate for appropriate treatment and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placed in
residential childcare services.
◼

3.2

就工作重點4至6項，委員同意大方向，社聯同事表示，業界如有其
他重點工作需要亦可提出，社聯同事會按需要再調整工作優次。

社聯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建議書2021
委員贊成本年度周年建議書以青少年精神健康及青年就業為主題，政策研究及
倡議常設委員會將就兩個工作小組作的建議提供意見，於本專責委員會4月召開
的會議通過後，於5月向社聯執行委員會提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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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4.1

2020年福利議題及優次建議：與社會福利署的檢討會議
會議附上社會福利署2020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跟進工作的文件。總主任報告，
社署認同以下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建議的服務需要，但是否能獲批津貼，則有
待財政預算案公告：
i.

提升兒童院的前線照顧人員職級至社會工作助理；

ii. 增加中學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行政及活動支援人手；
iii. 增加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的督導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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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就翁少燕女士提出網上播放音樂及歌曲的版權費事宜，同工於會議上分享處理
智慧。

4.3

社聯同事顏菁菁報告，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20年11月12日發表《性罪行檢討中
的判刑及相關事項》諮詢文件，就有關性罪行的判刑、性罪犯的治療和自新、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等之法律改革提出初步建議，並諮詢公眾意見。是次
諮詢文件的建議，涉及對兒童及青少年的保護、青少年性行為和罪行的處理（16
歲以下人士在現行法例下無能力作出知情同意）
，與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息息相關。
社聯將於2月3日舉行《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諮詢文件網上研討會，
呼籲同工踴躍參與。

服務網絡動態
5.1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檢討
社署認同有相當年資的服務，需要有服務檢討，社聯為此成立工作小組檢視整
體服務檢討的處理，成員由社聯各服務常設委員會、各服務專責委員會及業界
財務專責委員會主席組成。本委員會由主席鍾美玲女士代表參與，工作小組將
於2月8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5.2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檢討
總主任報告，社署初步想法是在ICYSC有參與的大型服務計劃（如賽馬會資助
的Youth Create & Levelmind）完成檢討後，再邀請顧問團提供意見，預算於2023
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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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開會日期：2021年4月9日（五）下午3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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