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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會恩光堂社會服務部 

   2020 年工作報告   張可榮牧師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這年度的社區工作實在遇上極大的挑戰，不斷作出適切的調

整，感謝同事們上下一心，迎難而上，靠著上帝的恩典堅守使命，服務社群，讓上帝的愛

繼續流動。願將一切榮耀全歸給至高的主！ 

(一) 籌款項目

1. 神召會恩光堂首次獲社會福利署批核在新界區賣旗籌款

⚫ 賣旗日是在 1 月 18 日，感恩當時疫情尚未嚴峻，所以賣旗的各項安排都能如常進

行，賣旗活動籌得款項共 HK$293,872.00，扣除賣旗支出 $36,959.00，淨收入為

$256,913.00。

⚫ 參與情況:

 認領金旗 69 人，共 197 本。

 認領旗袋 51 人，共 71 個。

 賣旗當天共設旗站 15 個，收到旗袋 200 個；本會義工人數 93 人，非本會義工

人數 166 人。

⚫ 賣旗所得善款均用作提供家庭服務

 為有需要家庭成員提供個案諮詢、輔導服務或轉介工作 15 人 (70 人次)。

 2020 年 5 月舉辦網上普通話家長加油站 4 個主題講座 40 人次。

 2021 年 1 月舉辦親子活動，加深家庭成員的親密感，共建和諧家庭 16 人次。

 2021 年 2-3 月舉辦講座/工作坊各 4 次，提升建立和諧家庭的重要性 60 人次。

 招募義工組成家庭探訪隊 12 人次。

⚫ 以下為賣旗所得淨收入的用途支出情況﹕

收入 HK$ 支出 HK$ 

淨收入   256,913.00 半職社工薪金    96,000.00 

全職幹事薪金  144,000.00 

家長加油站      4,000.00 

家長減壓講座/工作坊    10,000.00 

親子活動      2,000.00 

活動材料費         913.00 

 256,913.00  256,913.00 

2. 敬老護老愛心劵活動

籌得善款 HK$18,971.50，將全數用作本會長者服務工作。



 

(二) 社區服務

自 1 月底疫情漸趨嚴峻，中心由 2 月 1 日開始暫停班組活動，全年幾乎陷於停止開放

的狀況。但本著基督的愛，感恩能繼續抓住祝福社區的機會。

1. 本會收到各式各樣的物資，猶其在年初口罩極度缺乏，及至後期因失業而影影社區的家

庭，本會組織義工隊協助分發物資，貫徹施比受更為有福，與社群共享，實在感恩。

⚫ 特此鳴謝下列機構或公司送出物資，使社區在疫情下得到援助:

愛心信徒、Diamond 鑽石專門店、新世界公司、義醫同行、古天樂慈善基金、華懋

集團、社聯星動計劃協助「商界展關懷」計劃之企業、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 社區共享物資:

漂白水 (300 人次)、護面罩予社區清潔人員及街市工作員 (120 人次)、抗逆包 (130

人次)、消毒搓手液給華明邨居民 (2700 人次)、「一杯涼水」緊急援助金 (3 人次)、

打氣消費劵 (80 人次)、待用飯劵 (200 人次)、Tab/Laptop 給有需要的學生網上課

堂 (20 人次)、月餅 (500 人次)、口罩以 5 個或 10 個一袋 (約 860 人次)。

2. DSE 學生自修室及午間休息站

⚫ 疫情下，各公共圖書館及公共自修室都暫停開放，在顧念到 DSE 考生的實際需要，

提供充足防疫的 20 個獨立間格坐位給學生溫習。3-5 月共 58 人次使用。

⚫ 7 月疫情非常厲害，食肆不提供午間堂食服務，有見及此，本會開放地方作為社區

午間休息站，讓有需要人士在室內進食。

3. 免費寬頻服務

2020 年 4 月開始，本會與香港寬頻公司合作，成為「逆境同行、免費寬頻」認可登記

中心，給低收人人士及家庭申請 2 年免費寬頻服務。 

4. 派飯服務

2020 年 6 月開始，與「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古洞靈合長者中心」合作，由「惜食堂」為

區內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凍食（4 餸）服務，每星期 20 人次受惠，仍有 23 位長者在

輪候名單中。 

5. 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服務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本會為該計劃認可執行單位，為居住於劏房的低收入住

戶進行家居改善的購置服務安排。收到 43 個申請個案。 

6. 言語治療服務

個別言語治療評估及治療服務人數 55 人 (1051 人次)、SEN 星兒訓練班 52 人、

及 2020-2021 育賢小學入校服務。



 

7. 長者服務

⚫ 「活力耆兵」逢星期三下午舉行，因疫情緣故，及考慮到長者的健康，本年度只舉

行 11 次活動。

1 月 8,15,22 日 3 次 42/43/30 人 

10 月 7,14,21,28 日 4 次 71/56/56/58 人及 6 位新朋友 

11 月 4,11,18 日 3 次 58/61/63 人及 4 位新朋友 

⚫ 就讀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學生在「活力耆兵」實習了六個多月，使義工團隊

和「活力耆兵」的參加者都得到幫助。

8. 教育服務

⚫ 教育局於農曆年假期前因疫情而宣佈停課，至五月底才分階段復課，期間教育中心

亦須停課，隨後又有第三波疫情，七月中又再停課，至九月下旬才復課，嚴重影響

課堂和收入。

⚫ 學習班課

功課輔導班 (11 人)、數學強化班 (2 人)、英文強化班 (2 人)、英文網上班 (2 人) 。

9. 興趣班課

音樂班: 火星兒童合唱團 (34 人) 、粵曲班 (9 人)

樂器班: 爵士鼓班 (4 人)、電結他班 (1 人)、非洲鼓班 (2 人)、

小結他班 (7 人)、木結他班 (4 人)

體能班: 籃球班 (13 人)、空手道班 (23 人)、詠春班 (7 人)、

跆拳道班 (8 人)

其他: 珠心算 (12 人)、爵士舞班 (6 人)、繪畫班 (2 人)、黏土班 (1 人)

10. 大型/節日活動

1129 Big Fun Day 義賣日: 鑑於疫情由現場改以網上拍賣形式進行，facebook 接觸範圍

26498。(看到貼文至少一次的用戶人數) 

(三)其他

1. 9 月初正式收到教育中心正式註冊牌照。本年度教育中心向政府申請抗疫基金

HK$60,000 元。

2. 獲社會福利署之「強化家庭功能」社區教育撥款計劃的「鄰里展愛心」活動，透個小

組及家訪等活動，強化在疫情氛圍下的家庭。這活動服務 78 個家庭，有 30 位家長出

席正向溝通講座、探訪 35 個家庭及義賣祝福行動。



 

3. 於 2019 年 11 月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租金及差餉津貼，於 27/3/2020 收到回覆，2019-2020

年度可獲津貼 HK$180,000 元。

4. 6 月收到 2019-20 年廸士尼賞義工行動，45 位獲義工門票。

5. 兩期保就業計劃，分別於 27/6 及 28/9 收到 HK$155,193 元及 HK$151,432 元。

(四) 辦公室人事

現職員工 (至 31/12/2020)

姓名 職位 入職月份 備註 

陳林青 義務執行幹事 10/2018 6/2020 離任 

祝健輝 發展主任 11/2018 5/2020 轉職兼職幹事 

蘇巧雲 行政幹事 01/2020 9/2020 晉升行政主任 

陳浚彥 註冊社工 08/2020 

周慧婷 文員 10/2011 

馮詠瑜 文員 10/2017 5/2020 離任 

何誠謙 活動助理 07/2019 6/2020 離任 

陳家蔚 活動助理 07/2020 

黃美儀 兼職活動助理 05/2020 7/2020 離任 

李灝軒 兼職活動助理 06/2020 

潘婥媚 兼職活動助理 06/2020 12/2020 離任 

曾展國 兼職活動助理 10/2020 11/2020 

方勇民 兼職活動助理 11/2020 

陳玉嬌 兼職事務員 04/2020 

(五) 總結

在 2019 及 2020 年間，香港受著社情和疫情的影響，承蒙陳林青弟兄在這艱困中以

義務身份承擔社會服務執行幹事，本會致以衷心感謝。 

全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而令服務面對斷斷續續的剎停，對服務和收入影響很大，原定

在年度計劃書的工作都沒法執行；只是在上帝恩典中，透過送贈取回的物資，繼續以

基督大愛服務社群。 

最後，謹此多謝各同事的耕耘努力，亦衷心感謝各位義工的無私付出，在十分緊絀的

情況下，經歷信靠主的不缺乏，與上帝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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