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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機構成員：保良局

2022年8⽉12⽇，社專聯秘書處拜訪保良局，
獲保良局社會服務總幹事(家庭、幼兒及兒⻘)
陳慧萍⼥⼠、保良局-社會服務總幹事（安⽼
及康復）蔡王麗珍⼥⼠、保良局-助理社會服
務總幹事王楚玲⼥⼠的接待，交流彼此⼯

作，瞭解及認識保良局的發展歷史與服務，

探討合作的⽅向。 
社專聯秘書處與保良局代表合照

拜訪機構成員：⾹港復康會

拜訪機構成員：⾹港仔坊會

社專聯秘書處於9⽉7⽇上午探訪⾹港復康
會，獲總裁梁佩如博⼠、⾼級經理劉淑燕

⼥⼠接待，交流彼此⼯作，討論在康復服

務、跨境安⽼服務及網上學習平台合作的

可⾏性，瞭解及學習⾹港復康會的多元化

康復服務。

社專聯董事戴健⽂先⽣、梁碧琼⼥⼠及秘書

處於10⽉7⽇上午探訪⾹港仔坊會，獲周其仲
理事⻑、羅桂蘭副理事⻑、溫艾狄⾏政總

裁、吳綺薇總幹事、鄭潔貞執⾏總監及⿓麗

貞⾼級經理的熱情接待。

期間瞭解⾹港仔坊會的發展歷史、機構管治

及發展計劃，交流關於「私⼈⼟地作福利⽤

途特別計劃」的挑戰，參觀其即將營運的南

區地區康健中⼼，增進雙⽅關係的同時亦探

討合作計劃。

社專聯秘書處與⾹港復康會代表合照

社專聯秘書處與⾹港仔坊會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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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施政報告建議書

2022年9⽉1⽇，社專聯向⾹港特別⾏政區⾏政⻑官提交施政報告建議書。正⽂如下：

施政⽬標：期盼特區政府積極提供資源、機會、路徑和資訊讓港⼈及社會服務機構能融⼊粵港澳⼤灣區

發展⼤局(⼤灣區)，從⽽開拓發展新空間，為⾹港社會服務界，帶來發展新機遇；為居於⼤灣區的⾹港
居⺠提供⾼效便捷的社會服務，提升他們的福祉和⽣活質素。

內容：

1. 粵港澳⼤灣區社會服務發展
1.1 ⽬前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設有粵港澳⼤
灣區發展辦公室負責制定、統籌及監督有關⾹

港特區參與推進⼤灣區建設的整體政策、策略

及措施，並就有關⼯作重點向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提供策略性建議。我們認為在跨境社會

服務或社會福利的規劃和政策上，勞⼯及福利

局宜應設⽴⼀個辦公室負責制定及統籌相關議

題和協調跨境社會服務，這會令施政更能體現

「以結果為⽬標」的解決社會問題⽅式和更貼

近社會服務業界的需要。

1.2 撥款⼀億元成⽴⼤灣區社會服務發展基
⾦，為有意進⼊⼤灣區服務的社福機構及社⼯

(社⼯學⽣及在職社⼯)提供機會、平台和啓動
資⾦等，進⾏交流互訪和開展惠及居於⼤灣區

的港⼈，⿎勵⾹港社福界進⼀步融⼊⼤灣區。

1.3 透過建⽴統⼀或相互認可的福利設施認證
機制，對設於在粵港澳⼤灣區內地城市有服務

港⼈的福利設施進⾏認證，藉此提升⼤灣區社

會服務的專業⽔準。

1.4 政府統計處應持續收集及定期更新有關⾹
港⼈在⼤灣區⽣活和⼯作的⼈⼝統計數據，以

供政府部⾨、⾮政府組織和企業在規劃服務和

業務之⽤。  

2.與廣東省政府磋商簡化⾹港⾮政府組織在⼤
灣區按國家「境外⾮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

法」的登記註冊程序。⽬前，境外⾮政府組織

要在境內進⾏活動必須按國家的「境外⾮政府

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登記，當中需要尋找境

內相關的政府部⾨擔任業務主管單位，部份⽂

件亦需要進⾏公證處理，過程⾮常複雜和耗費

資源。

3.特區政府⼀直⿎勵港⼈在粵港澳⼤灣區⽣
活，⽬前有近 50 萬⼈在內地⽣活，單在廣東
省⽣活的 65 歲以上⻑者就有近 10 萬⼈。在
應對公共衛⽣的重⼤事件時，除考慮公共健康

⾵險，亦需顧及社會需要，有限度地開放邊

界。社專聯收到不少有營運跨境服務的機構反

映，⽬前應兩地防疫政策不⼀，以致跨境⽣

活、安⽼和⼯作的家庭成員過去⼆年多⼀直被

隔離，對他/她們的精神健康有不少負⾯影
響。我們建議設⽴「免檢/簡檢⾛廊」，讓獲
取兩地認可健康碼的港⼈能往返兩地就醫、⼯

作和上學。為跨境⽣活的家庭和個⼈提供便捷

的措施，⽅便他們獲取⽣活所需和社會服務。

4.檢視現有輸⼊勞⼯政策，按不同⼯種需要，
運⽤⾹港在⼤灣區內城市的⾼校資源，培養符

合⾹港職業標準的相關社會服務⼈才，緩解現

時⼈⼒不⾜的情況，亦可為⼤灣區培養及儲備

服務⼈才。就著⼀些⼈⼿嚴重短缺的⼯種，例

如院舍護理員，我們建議政府放寬容許資助和

⾃負盈虧院舍包括⻑者、殘疾⼈⼠適度輸⼊勞

⼯，以維持院舍運作。⻑遠⽽⾔，應檢討護理

員的福利待遇、晉升階梯和培訓需要。

5.針對嚴重缺乏社會福利處所，⾹港特區政府
在2013年推出「私⼈⼟地作福利⽤途特別計
劃」，成功增加不少⻑者院舍宿位及殘疾⼈⼠

院舍宿位，這不失為⼀項德政。社專聯建議可

將「私⼈⼟地作福利⽤途特別計劃」推展⾄⼤

灣區城市，倘若⾹港⾮政府組織能在⼤灣區城

市購置地⼟並願意為港⼈提供服務，可申請參

與這項計劃。



傳承者們·⼤師對談
羅觀翠教授：如何讓⼀腔熱⾎不變冷 
2022年8⽉24⽇

「傳承者們·⼤師對談」羅觀翠教授：“如何讓
⼀腔熱⾎不變冷”活動推出後反響熱烈，約160
名來⾃廣東省、⾹港及澳⾨以⾄全國不同地區

的前線社⼯、管理者及學⽣線上參與活動。羅

觀翠教授分享了她⼊⾏⾄今五⼗年的⼼得，她

認為保持熱誠的關鍵在於開拓事業和個⼈發

展。她分享了三個法則，⼀是價值觀主導的主

動性；⼆是學會轉念，將⼀些負⾯思想轉化為

正向；三是堅持，不要放棄。華南師範⼤學社

會⼯作系陳⾹君⽼師和⾹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政總裁雷慧靈博⼠對主題演講作出回應。

參加者對活動表⽰⾮常滿意，認為活動能增進

其對社⼯如何克服職業倦怠、保持熱誠的認

識。

注：活動錄影已上傳⾄社專聯網上學習平台。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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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社會⼯作學⽣的正向經驗

圓桌對談

2022年9⽉23⽇

疫情下社會⼯作學⽣的正向經驗圓桌對談邀

請了北師港浸⼤社會⼯作及社會⾏政專業⿈

匡忠教授、⾹港樹仁⼤學社會⼯作學系武婉

嫻副教授擔任回應嘉賓，社專聯董事林景怡

博⼠擔任主持，有8名分別來⾃⾹港、澳⾨、
珠海及廣州的學⽣代表參與。

活動當⽇參加者透過網絡就改變、科技、跨

越、新常態四個關鍵詞，對疫情下的學習與

⽣活、實習與服務等議題作出熱烈討論。疫

情為世界帶來嚴重的挑戰，同時也擴闊了我

們的思考，將不可能變為可能。 

第3⾴以⼈為本  專業為尚  和諧合作  共建共享

活動現場相⽚

部分參加者合照

部分參加者合照

https://learning.gbsspa.org/lessons/masters-talk-ange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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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活動：慈⼭寺靜⼼之旅

2022年10⽉23⽇

主講嘉賓相⽚

部分參加者合照

粵港澳⼤灣區「保護兒童及防⽌家庭

暴⼒」政策及服務硏討會

2022年10⽉13⽇

研討會邀請了四位嘉賓講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

院⼤學社會與⺠族學院副教授童⼩軍⼥⼠、深圳

社會組織研究院院⻑饒錦興先⽣、⾹港特別⾏政

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級社會⼯作主任∕保護家
庭及兒童服務（特別職務）張林淑儀⼥⼠及保良

局樂和社區資源中⼼主任鄭德華先⽣。

約200名來⾃粵港澳⼤灣區及全國各地的參加者
出席是次研討會，探討及瞭解《中華⼈⺠共和國

未成年⼈保護法》、⾹港兒童保護法例及為受虐

兒童及家庭提供的創新服務。參加者亦們提出多

項對於粵港澳⼤灣區兒童保護服務合作的建議，

包括增加培訓交流，推動兒童保護主題的多部⾨

組織合作。

10⽉23⽇下午，社專聯⼀眾成員來到位於⼤
埔的慈⼭寺，在繁忙的⼯作與⽣活中放慢腳

步，洗滌⼼靈，為⾝⼼注⼊能量。

有參加者在活動後提詩：「新知舊⾬聚慈

⼭，意誠⼼靜拜觀⾳。」相信活動能夠令其

放鬆⾝⼼和緩解壓⼒。

成員們希望繼續舉辦參觀、研討、考察活

動，團結會員，發揮所⻑；更希望有機會回

⼤灣區考察，促進不同地區社⼯相互交流學

習，盼望可以參與貢獻⼤灣區的社會服務發

展。

參加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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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社⼯互助⼩組▷⻑者服務

2022年10⽉16⽇

本次聚會的主題是：留守⻑者的服務⽅向及⻑

者服務職業⽣涯的機遇和抉擇。

組員們由留守⻑者的需求開啟話題，討論留守

⻑者的⼼態迷思，以及針對留守⻑者社⼯可⾏

的服務，如以⼈為本分析其需要、開展同路⼈

⼩組、增加通訊技術⽀援、促進關係建⽴等。

此外，組員亦分享近期⼯作中遇到的困難，並

進⾏關於⻑者服務不同職業⽣涯的機遇和抉擇

的討論。

活動特別致謝：

梁碧琼⼥⼠ 東華三院前社會服務科主管
陳國安先⽣ ⾹港耆康⽼⼈福利會服務總監

前線社⼯互助⼩組▷康復服務

2022年9⽉18⽇

與留港社會⼯作者協會攜⼿為現正從事及有興趣

從事康復服務的社⼯開展互助⼩組，邀請業界資

深前輩們定期舉⾏交流和分享活動，促進新晉前

線社⼯的專業成⻑。

此次聚會主題為「⻆⾊轉變的挑戰——從前線社
⼯到管理⼈員」。組員分享其關於從前線服務到

⾏政管理⼈員的崗位調動的經歷和經驗，需要做

好的知識及能⼒儲備，以及⼼態的調整。 

活動特別致謝：

⽅⻑發先⽣ ⾹港耀能協會前⾏政總裁
楊冰梅⼥⼠ 扶康會總幹事
胡啟明先⽣ 扶康會服務總監(港島區) 網絡參與的參加者合照

現場參加者合照

現場參加者合照

網絡參與的參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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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協辦「閃光新⽣活 -⾸屆⼤灣區
新中年短視頻⽐賽」

由廣東廣播電視臺城市之聲、廣州⾼雲⽂化傳播

有限公司主辦，粵港澳⼤灣區⾹港社會服務專業

聯盟有限公司、⾹港樂活新中年有限公司協辦

“閃光新⽣活”——⾸屆粵港澳灣區新中年短視頻
⼤賽9⽉26 ⽇起正式進⾏作品徵集。截⾄10⽉24
⽇，共收到118份成功參賽的作品。

活動海報

參與協辦⼤灣區論壇暨中國⽇報⾹港

版創刊25周年慶祝儀式「粵港澳⼤灣
區  融通共享譜新篇」
2022年10⽉6⽇

⼤灣區論壇「粵港澳⼤灣區 融通共享譜新篇」
由中國⽇報與⾹港再出發⼤聯盟合辦，探討科技

創新、⾦融服務、專業服務、⽂化藝術⾏業等各

不同⾏業的發展，以及城市間如何互利合作，共

同把握粵港澳⼤灣區的發展機遇 ，並於線上和
線下同步舉⾏。社專聯作為協辦機構之⼀，協助

宣傳及參與是次⼤灣區論壇。

扶康會四⼗五周年誌慶專題演講：

⾹港的⾮政府組織在⼤灣區發展中的

關鍵⻆⾊

2022年8⽉26⽇

社專聯主席邱浩波先⽣出席扶康會慶祝四⼗五

周年研討會「擁抱轉變：康復服務的智慧」並

擔任專題演講嘉賓，講題為「⾹港的⾮政府組

織在⼤灣區發展中的關鍵⻆⾊」。

他簡介粵港澳⼤灣區及社專聯的成⽴背景，改

⾰開放後中國內地⾮政府組織的發展歷程及現

狀，以及⾹港⾮政府組織的⻆⾊。

活動海報

邱浩波先⽣進⾏主題演講

（來源：扶康會網⾴）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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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課程：⾹港⻘年協會「⾹港⻘年

⼤使 ·⼗⼋區深度遊」系列短⽚

⾹港是⼀個擁有多元⽂化的地⽅，滿有中西特⾊

和地道⾊彩。由⾹港特別⾏政區旅遊事務署及⾹

港⻘年協會聯合主辦的「⾹港⻘年⼤使計劃」，

致⼒透過多元培訓和服務體驗，培育⼀批熱衷服

務社會的⻘年領袖成為代表⾹港的親善⼤使，向

市⺠和來⾃世界各地的旅客推廣⾹港的好客形象

及多元旅遊特⾊，發揮⻘年的⼒量，推動旅遊業

的持續發展。

最新課程：「傳承者們  ·⼤師的課  第⼆輯
⾺麗莊教授：⾏到⽔窮處，坐看雲起時」

⾺麗莊教授畢業於⾹港⼤學，先後取得社會科學學⼠

（社會⼯作），社會科學碩⼠和哲學博⼠（社會⼯

作）。她有豐富的實務和臨床經驗，亦積極參與研

究，範疇包括家庭治療及家庭⼩組治療、精神健康(專
注⼒失調、過度活躍症及飲⻝失調)、家庭研究及臨床
社會⼯作實務及研究等。

王維詩句「⾏到⽔窮處，坐看雲起時」最能代表⾺麗

莊教授以順應⾃然的態度去⾯對⼈⽣種種處遇，或有

困頓亦能⼼存盼望。

網上學習平台

「⻘少年⼼理健康輔導⼿法及策略」

雲分享會  ⽀持機構
2022年8⽉29⽇

由⾹港⻘年協會內地事務辦公室及學校社會⼯

作組連袂舉辦的雲分享會圍繞⻘少年⼼理健康

輔導相關主題進⾏分享，邀請⾹港⻘年協會學

⽣輔導督導主任魏美華⼥⼠、學校社會⼯作組

單位主任陳汝輝先⽣、分隊隊⻑林錦芳⼥⼠及

梁凱欣⼥⼠，就如何處理學⽣⼼理健康問題的

⼿法及策略分享⾹港⽅⾯的應對經驗。社專聯

作為⽀持機構協助活動宣傳及招募⼯作。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https://learning.gbsspa.org/lessons/masters-lesson-prof-joyce-ma/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in-depth-district-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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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課程：⾹港⻘年協會「戒毒輔導

評估識別及多元介⼊策略  在職社⼯
培訓在線分享會」

《戒毒輔導評估識別及多元介⼊策略》在職社

⼯培訓線上分享會由⾹港⻘年協會屬下⻘年違

法防治中⼼以及內地事務辦公室合辦。

主要內容包括運⽤「分層分流服務模式」提供

戒毒評估與治療服務；運⽤VR技術進⾏防毒輔
導和預防教育；運⽤「意義中⼼取向模式」提

供預防和戒毒服務，以及運⽤多媒體⽅法進⾏

戒毒輔導和預防教育等主題。

最新課程：⾹港⼼理衛⽣會 ·14項抗
疫⼒計劃專集

在疫情發⽣時，眾⼈都關注⾃⼰的⾝體健康。但

⼀想到居家抗疫，或是居家隔離，⼤家可能感到

發霉。我們可以善⽤居家抗疫時間，學習愛⾃⼰

和滋養⾃⼰的⾝⼼靈。⾹港⼼理衞⽣會推出14項
抗疫⼒計劃，包括﹕禪繞畫篇，中醫⻝療篇，健

⾝運動篇，靜觀練習篇。希望協助⼤家在⾯對疫

情能夠照顧⾝⼼靈。

政策研究

開展「⼤灣區智障⼈⼠院舍跨境服務之可⾏性研究」

探索⾹港殘疾⼈服務融合⼤灣區發展路徑是推進區內殘障服務領域深度合作的重要部署。然

⽽，由於粵港澳三地有著不同的社會保障政策、殘障服務專業化⽔準和服務質素標準，殘疾

⼈事業融合⾯臨巨⼤挑戰。

故此，「⼤灣區智障⼈⼠院舍跨境服務之可⾏性研究」邁出第⼀步，以質性研究的⽅式，及

就粵港相關政策的系統性梳理，初步探索適合⼤灣區殘疾院舍服務合作的需求與模式，及為

該議題提供初步⽅向及尋找可⾏的解決辦法。研究項⽬由崔佳良教授團隊負責，研究計劃書

已於10⽉獲⾹港中⽂⼤學論理委員會審批，期望以⼀年時間完成研究項⽬。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mhahk-14-anti-covid19-program/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e3%80%8a%e6%88%92%e6%af%92%e8%bc%94%e5%b0%8e%e8%a9%95%e4%bc%b0%e8%ad%98%e5%88%a5%e5%8f%8a%e5%a4%9a%e5%85%83%e4%bb%8b%e5%85%a5%e7%ad%96%e7%95%a5%e3%80%8b%e5%9c%a8%e8%81%b7%e7%a4%be%e5%b7%a5%e5%9f%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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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我們聯絡我們

網⾴：  gbsspa.org 
⾯書：  GBSSPA2019
微信：  社專聯GBSSPA
網上學習平台：learning.gbsspa.org

地址：⾹港九⿓油⿇地彌敦道574-576號
           和富商業⼤廈1501室
電話：+852 3598 9234
傳真：+852 3619 7603
電郵：secretariat@gbsspa.org
辦公時間： 09:00 - 17:30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除外）

與安⽼業界分享《粵港澳⼤灣區跨

境安⽼研究》的內容及建議

2022年9⽉21⽇

勞⼯及福利局副局⻑何啟明先⽣、⾹港⼤學社

會⼯作及社會⾏政學系林⼀星教授、⾹港復康

會總裁梁佩如博⼠、伸⼿助⼈協會⾏政總裁⿈

炳財先⽣分別發⾔。

參加者對報告的內容與建議、特區政府推動跨

境養⽼的政策、⾹港⾮政府機構在內地營辦院

舍的經驗以及營運跨境養⽼院舍服務的挑戰，

都認同跨境安⽼是⼀項官商社⺠共同努⼒的願

景。

與⽴法會議員分享《粵港澳⼤灣區跨境安⽼研究》的內容與建議

2022年10⽉5⽇

社專聯成員及研究顧問與「促進粵港澳⼤灣區發展事宜⼩組委員會」容海恩主席及其委員會成

員通過網絡會議交流跨境養⽼福利和醫療等議題，共有 6 位議員出席，包括容海恩、黎棟國、
陳家珮、邱達根、狄志遠及陳沛良。他們對報告建議表⽰⽀持與認同，並就議題相關的科技、

法律、教育、社會福利政策分享意⾒。

與社會福利署交流《粵港澳⼤灣區跨境安⽼研究》的內容及建議

2022年8⽉19⽇

社專聯董事、政策及研究⼯作⼩組召集⼈林⼀星教授及研究顧問王軍芳博⼠與社會福利署助理

署⻑(安⽼服務) 陳德義先⽣、總社會⼯作主任(安⽼服務)馮曼瑜⼥⼠會⾯交流報告的內容及建
議。陳德義先⽣認同跨境養⽼存在需求，講解政府⽬前進⾏的計劃，表⽰跨境安⽼港⼈的需求

存在多元性及共通性，需要進⼀步掌握有意向跨境養⽼⼈⼠的數據及盡快恢復兩地交通往來。

部分參加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