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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7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7 年 6 月 21 日 

 

分組討論 – 家庭及社區服務 

摘 要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     馮民重先生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青年事務)               麥淑筠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家庭及社區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趙崔婉芬女士 

 

1. 馮民重先生報告 2016-17 年度社會福利署（社署）在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範

圍內的主要工作進展，包括勞福局局長提到維持經常性開支，以及按服務需

要增加資源，改善現有服務。 

1.1 社署於 2016年 9月 21日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推出一項為期兩年的子女探

視服務先導計劃，為協助離異父母與其子女重建及維持良好的溝通及接

觸，讓子女於安全及沒有衝突的環境下與父母接觸。先導計劃由香港家

庭福利會營辦，定名為親籽薈。 

1.2 同時，社署為了加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工共

享親職的認識，已分別就共享親職、調解服務及親職協調課題提供了內

部培訓。 

1.3 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亟需援助家庭提供適時的支援，社署於 2016-17 年

度起分階段增加婦女庇護中心及家庭危機支援中心（即「向晴軒」）共

40 個宿位及相關人手。向晴軒已於 2016 年 10 月增加了 10 個名額；婦

女庇護中心亦於 2017 年 1 月增加了 8 個名額，另因裝修工程需時，預

計於 2017-18 年度增加餘下的 22 個名額。與此同時，社署已在 2016-17

年度向婦女庇護中心和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即「芷若園」），提供額

外人手資源，以加強支援暫居於中心的兒童。 

1.4 專責小組已經檢討了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系統)的目的、運作機制及所需

收集的資料，並修訂資料輸入表格。社署現正跟進系統的提升工作，以

便收集有關數據。 

1.5 就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社署已於 2016 年 12 月委託香港大學社會

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葉兆輝教授及其團隊開展研究。勞工及福利局和社

署於 2017 年 4 月 5 日舉辦諮詢會，邀請顧問團隊向各幼兒照顧服務

的營辦機構、前線同工、家長、 婦女組織及專業團體等，講解該研究

工作計劃，並收集各團體的意見。 

1.6 社署計劃 2017/18 年度起分階段增加 240 個寄養名額，並提高寄養服務

津貼，及新增一項照顧三歲以下幼兒的額外獎勵金。社署同時加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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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服務。 

1.7 就政府 2017-18 年度將會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幼師的薪酬、人手比例

及專業階梯將會得到改善，並可能會吸引合資格的幼兒工作員轉職幼稚

園，政府將提供額外資源予營運日間及住宿幼兒照顧服務和學前康復服

務單位的機構，以相應改善幼兒工作員的薪酬水平，紓緩機構招聘及挽

留有關人才的困難。 

1.8 於 2017/18 年度，於水泉澳邨的兒童之家將會投入服務，為現時的兒童

住宿照顧服務提供額外的宿位。 

1.9 就兒童之家環境改善計劃，社署將向獎券基金申請資助進行。同時，社

署亦將在 2017/18年度增加額外經常撥款為所有資助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單位提供全面冷氣。 

1.10 社署將會繼續與機構合作設法支援無家者，及繼續搜集相關數據了解現

況。 

1.11 社署將會繼續與機構合作設法提供食物援助，支援有需要人士。 

1.12 社署將會增加資源到兩所東涌綜合服務中心的機構，所增加的資源包括

前線社工人手，以加強服務。 

 

2. 麥淑筠女士補充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報告。 

2.1 就課餘託管服務(After School Care Programme, ASCP)，社署已於 2017

年 6 月開始提高資助金額。同時，社署將透過關愛基金推出試驗計劃，

以放寬家庭的入息上限及增加「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名額，令更多

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受惠。 

 

3. 趙崔婉芬女士帶領與會者討論今年家庭及社區服務福利議題及優次所關注

的議題。與會者分別就下列議題表達意見： 

3.1 加強濫藥家人的輔導及支援 

i. 由於現時兒童住宿照顧服務長期額滿，初生嬰兒因不宜長期留在醫

院，即使在未能完全確定家人是否適合照顧的情況下，獲安排回家

照顧，所以必須在社區內加強監管及支援這些高危家庭。 

ii. 過去七年有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申請禁毒基金，為九龍東的濫

藥孕婦及媽媽提供醫社協作支援，服務超過一百個濫藥孕婦或媽媽。

計劃當中有六成是產檢時自願接受服務，有八成媽媽能成功戒毒，

全部嬰兒都在歲半前到母嬰健康院接受疫苗接種。懷孕是戒毒的契

機，但親職照顧的壓力也是引致復吸的危機，所以必須在濫藥服務

中加入親職及育嬰支援。 

iii. 現時支援這些高危濫藥家庭的只有九龍東，期望服務能擴展至所有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禁毒基金主要資助創新服務及有時限，

故計劃難以持續，而且濫藥家庭數目越來越多，需要支援的兒童越

趨龐大，要有恆常的額外資源才能跟進、評估及支援這些高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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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濫藥對個案親職能力的影響，戒毒輔導及續顧，以及連結區內

不同服務及協調醫療支援。 

iv. 防止虐待兒童委員會在 2017 年 5 月召開會議時，葉文娟署長表示

由於觀塘區的多專業協作模式在處理濫藥父母的個案方面有一定

程度的成效，故此建議其他地區也可考慮推行。 

 

3.2 設立為離異家庭的一站式專門服務 

i. 現時只得一間離異家庭探視中心是不足夠回應社會需要，再者，

探視中心僅限於探視服務，離異家庭往往面對複雜的家庭問題，

需要一站式的綜合服務專門跟進。未來應該每一個大分區都設立

一個一站式的綜合服務中心。 

ii. 現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分區服務提供模式對住在不同區份的

離異父母支援不足，中心往往只能接觸一方家長，既使能接觸得

到離異雙方，但社工難以以中立角色跟進，容易予其中一方有「偏

幫」的感覺，無法與個案建立信任的關係，根本難以進一步處理

共親職事宜。 

iii. 離異家庭的個案複雜性高，由於親職協調的支援不足，很多個案

未有建立良好親職協調的情況下便被轉介到探視中心，令探視過

程面臨很頻密的衝突，例如探視時間的多少；怎樣準備接送小朋

友進行探視等都涉及很多具體安排，才能確保探視的安全及順

利。 

iv. 有別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模式，一站式的服務才比較容易集中資

源和人手提供服務。 

v. 特別針對基層的服務使用者，他/她們能力跟服務的假設有明顯

落差，他/她們往往都是較低求助動機的人士，服務應該加入外

展的元素。 

vi. 與會同工表示過去已向社署提交一站式綜合服務的具體建議書，

社署也就建議書的內容提出修改意見。惟提交數年後，至今仍未

有任何實際跟進行動，希望社署能認真考慮業界建議。 

vii. 就未來離異家庭探視的發展方向，現時香港家庭福利會向公益金

申請撥款資助的「夾縫中的曙光」」服務，引入外國「親職協調」

的模式，過去的服務已驗證具成效，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viii. 馮民重先生回應一站式綜合服務的建議是參考外國例如澳洲的

經驗，由於外國的模式，大多有相關法例的支持，故此未必適合

本港的情況，很難作出比較。另外，自為期兩年的子女探視服務

先導計劃於 2016 年 9 月開展後，社署一直與營運機構香港家庭

福利會保持緊密溝通，確保為離異父母及其子女提供適切的探視

服務；並將會評估有關先導計劃的服務成效，以探討未來服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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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方向。 

ix. 此外，分布全港各區的 65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兩間綜合服務

中心為有需要的家庭，包括離異夫婦及他們的子女，提供一系列

預防、支援及補救性的家庭服務，包括家庭生活和親子教育、發

展性小組及活動，以促進他們合作教養子女。為切合已離婚或正

在辦理離婚手續的父母的需要，中心會舉辦特別為他們而設的小

組及活動，例如互助小組、講座等。中心社工會全面評估服務使

用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以提升家庭的正面功能，

並促進他們合作教養子女。 

x. 馮民重先生補充，社署亦已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

和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社工提供相關的培訓，加強社工對有

關共享親職／親職協調及調解服務的知識和理解，讓他們處理離

異家庭個案時，提供更專業、適切的輔導及有效的支援服務。社

署亦會繼續透過製作公眾宣傳及教育資料、以及地區服務單位舉

辦各類教育活動等，進一步向公眾推廣父母責任模式。 

 

3.3 設立新公共屋邨社工隊支援新公共屋邨居民 

i. 建議的新公共屋邨社工隊服務是針對基層新公共屋邨居民，因為經

歷長時間的等待才「上樓」，長期住在不適切住房。他們往往入伙

後幾年時間裡面對很多問題。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以社區

介入的模式，及早識別高風險居民，為他們提供適切服務。 

ii. 新公共屋邨的社區問題，往往圍繞社區裡居民間的連繫不足，如果

家庭本身不能處理問題，問題就會落到社區，對社區構成沉重壓

力。 

iii. 現時社署的回應方法是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增撥一些人手，但要應

付 2 至 3 萬的新公共屋邨居民同時間進入社區，這些人手都是杯水

車薪。因此，社署給綜合服務增撥資源，不等於綜合服務能解決整

個新公共屋邨的家庭和社區問題。 

iv. 縱使現時一些機構申請勞福局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CIIF) ，於新公共屋邨提

供為期 2 至 3 年的社區支援，但未能有足夠時間於新公共屋邨協助

居民適應新公共屋邨的生活和重新營造社區。 

v. 就跨部門的協調經驗，以觀塘安達臣道發展項目為例，社署地區專

員成功協調不同的機構、服務計劃及政府部門，有效回應居民需要。

這個模式應嘗試於所有新公共屋邨複製。同時，社署應該考慮以新

公共屋邨為中心規劃服務。 

vi. 雖然社區發展服務現由民政事務局為決策局，但民政事務局自上次

2016 年 3 月後都未有再舉行非政府機構社區發展論壇。其實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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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類似的民生社區議題因此未能與局方開始有關討論。 

vii. 馮民重先生回應社署一直關注新落成公屋發展項目的居民於入伙

初期的適應情況及相關福利需要。就此，現時社署正檢視新公共屋

邨社會福利服務的入伙程序，加快相關的安排進度，讓有關福利服

務單位可盡早投入服務。 

viii. 麥淑筠女士補充民政事務局正在商討怎樣處理非政府機構社區發

展論壇。 

ix. 就偏遠地區的新公共屋邨居民的服務需要，麥淑筠女士提出可以考

慮透過服務重置，將現時分佈不同區域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重

新調配，以回應新公共屋邨居民的服務需要。 

 

3.4 加強對舊區劏房及板房戶的支援 

i. 現時為無家者而設的宿位住宿期最長為 6 個月，宿位的入住率有

80%，而年老體弱的服務使用者有困難使用上格床宿位。 

ii. 不少服務使用者因為不能找到穩定的住宿安排，宿位到期仍需住宿

服務。 

iii. 現時物業租賃市場慣例租客需向業主繳交兩個月按金及一個月上

期，很多健全的無家者因為沒有津貼幫助不能負擔這筆款項，結果

選擇重新露宿街頭。 

iv. 要反映無家者的情況，現在社署的「露宿者」的定義並不包括暫時

露宿及劏房的無家者。 

v. 社署應該設立幫助無家者的政策，令人手和行政方面都能回應現時

無家者的需要。 

vi. 馮民重先生同意部份瀕臨無家困境或有居住困難的人士可能不包

括在「露宿者電腦資料系統」資料收集的對象之內，但社署一直以

公開及嚴謹的態度處理露宿者電腦資料系統內的資料，並透過其直

屬單位及四間服務露宿者的非政府機構(包括露宿者綜合服務隊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Street Sleepers, IST)收集本港露宿者的資料。

有關服務單位在確定有關人士以露宿方式生活，便可為個別露宿者

登記，達致可以真正反映香港露宿者的情況。 

vii. 為露宿者提供的緊急收容中心或短期宿舍，旨在提供中轉站以協助

露宿者過渡到長期住宿安排，宿位的入住期一般最長為六個月，惟

負責社工可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考慮延長宿期，使他們順利落實長

期住宿的計劃。 

viii. 雖然部份緊急收容中心或短期宿舍是以「碌架床」提供宿位，但營

辦機構會盡量預留下層床位予有困難使用上層床的舍友，並按入住

舍友的情況調配宿位。社署一直監察有關服務並提供改善。例如，

聖雅各福群會則於2016-17年度獲政府資源增加短期宿舍面積及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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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時，重新規劃宿位的分布及安排，以便更能照顧年長露宿者的特

別需要。此外，如個別露宿者因年長或身體不適等問題並不適合入

住宿舍，負責社工亦可考慮其他住宿安排或醫療照顧，以便能為他

們提供更合適的照顧安排。 

ix. 就租金援助方面，露宿者綜合服務隊可以運用緊急基金協助有需要

的服務使用者「上樓」。 

x. 露宿者的困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和部門的範

疇。社署一直配合政府對露宿者的關注，並會繼續在地區上與各有

關政府部門及服務單位緊密聯絡及合作，協力支援露宿人士。 

 

3.5 短期食物援助 

i. 社署應考慮恒常化服務(食物援助)及引入電子食物援助券的服

務。 

ii. 現有資源可供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延續至 2018 年 3 月底，為及早預

備制定於 2018 年 3 月底後延續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的具體安排，社

署正積極尋求資源以延續服務，同時會進一步檢視服務計劃的定

位和未來路向（包括把服務恆常化的可能性），並會在過程中仔細

考慮及評估服務持分者的意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