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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第三屆周年成員⼤會順利舉⾏

2022年12⽉10⽇

社專聯第三屆周年成員⼤會於2022年12⽉10⽇
順利舉⾏，中央⼈⺠政府駐⾹港特別⾏政區聯

絡辦公室社會⼯作部副部⻑周和博⼠、陳⼦明

副處⻑、廣東省⺠政廳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

作處處⻑駱澤銘先⽣、廣東省殘疾⼈聯合會副

理事⻑柯沫夫先⽣、⾹港社會⼯作⼈員協會

會⻑林靜雯教授、澳⾨社會⼯作⼈員協進會

理事⻑吳婉瑩⼥⼠以及社專聯的榮譽成員、

嘉賓及常務成員近90⼈出席了本次第三屆周
年成員⼤會。

⼤會舉⾏了題為「跨境社會服務前瞻」的座

談會，嘉賓及董事圍繞兩地社會服務融合發

展、推進「跨境安⽼」短中⻑期建議、⻘年

學⽣交流與互動等主題進⾏分享，引發台上

台下及線上嘉賓⼀起參與討論。

以⼈為本  專業為尚  和諧合作  共建共享 第1⾴

社專聯第三屆周年成員⼤會現場參加者合照

社專聯第三屆周年成員⼤會剪影

於此連結觀看

「跨境社會服務前瞻」座談會回放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3rd-agm-of-gbsspa-symposium/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3rd-agm-of-gbsspa-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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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以⼈為本  專業為尚  和諧合作  共建共享

參加者合照

第⼗屆跨境安⽼服務研討會

粵港澳⼤灣區跨境安⽼ :
實踐—挑戰—展望
 2022年12⽉16⽇

研討會由⾹港復康會、伸⼿助⼈協會、⾹港⽼

年學會、⾹港理⼯⼤學活齡學院、⾹港理⼯⼤

學⽼年護理研究中⼼、⾹港⼤學秀圃⽼年研究

中⼼、嶺南⼤學亞太⽼年學研究中⼼及社專聯

聯合主辦。

主講嘉賓何啟明先⽣、⽯琤教授、林⼀星教

授、鄧仁麗教授、何建宗博⼠、陳安安⼥⼠、

劉淑燕⼥⼠分別從公共政策、院校、照護、運

營機構的⻆度闡述其運營跨境安⽼的挑戰與政

策的建議。

⼩組討論會中，梁萬福醫⽣的帶領現場嘉賓及

參加者共同探討了關於⾹港跨境福利建議、⼤

灣區養⽼機構認證的可⾏性、粵港澳⼤灣區安

⽼服務⼈才培養等議題。

薄鳧林牧場訪古之旅

 2022年12⽉3⽇

社專聯⼀眾成員參觀薄鳧林牧場。薄鳧林牧場

原為⽜奶公司牧場，是發展局第四期活化歷史

建築伙伴計劃下的保育項⽬。牧場內⼀些建築

得到保育且被改造，令⼈置⾝優美清新環境的

同時了解古跡故事。

經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社⼯⿈姑娘介紹，

薄扶林村⼤約在17世紀已經建村，⽽當時⾹港
島尚未開埠，所以有「未有⾹港，便先有薄扶

林村」的說法。

⼀眾參加者與⿈姑娘⼀⿑暢遊薄扶林村，聆聽

村落發展歷史以及社⼯賦能村中婦⼥、舞⽕⿓

傳⼈、⻘年⼈發揮優勢與能⼒的歷程。
於重新修葺的古屋前合影介紹村⺠年節煮⻝的器具

部分主辦機構代表合照

⼩組討論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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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本  專業為尚  和諧合作  共建共享

嘉賓及部分參加者合照

疫情防控放開下如何加強⽼年⼈的

保護  研討會
 2023年1⽉3⽇

由無國界社⼯主辦及社專聯協辦的「疫情防控

放開下如何加強⽼年⼈的保護」研討會邀請到

關銳煊教授、彭華⺠教授和林平光醫⽣，探討

在疫情開放時代，如何更好地保護⽼⼈群體。

嘉賓們總結⾹港第五波疫情中保護⻑者的經驗

教訓、分析⺠政部近期出台的針對⽼⼈等群體

的相關照護政策，並分享社⼯組織整合資源、

跨專業領域聯動的經驗。

同時，嘉賓們亦強烈呼籲社會各界重視⽼年⼈

的保護和各⽅的⽀持、盡快建⽴社會⼯作專業

的應急協調⻑效機制以令社⼯專業在應急環節

和危機介⼊中發揮更⼤的優勢。

社會⼯作介⼊公共衛⽣事件的服務

技巧和案例分享

 2023年1⽉5⽇

分享會由廣州市社會⼯作協會主辦、⾹港浸會

⼤學社會⼯作系及社專聯協辦，為廣州市社會

⼯作實務能⼒提升系列培訓課程（2023）的第
⼀講，此系列培訓旨在拓闊社⼯服務理念視

野、加強服務經驗交流，提升社會⼯作者的專

業服務能⼒，超過⼆百位參加者參與。

陳麗雲教授介紹了⾝⼼靈全⼈健康概念，並帶

領參加者學習「⼀秒鐘技巧」；陳美⽟博⼠以

⽣動的影⽚及歌曲帶出⼗三種不良認知，反思

情緒與認知的關係；莊潔⼥⼠以在隔離點⼯作

的親⾝經歷分享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智慧，帶領

參加者進⾏⾝⼼放鬆練習；楊麗穗⼥⼠分享⾃

⼰在⾹港第五波疫情中於暫托中⼼的⼯作經

驗，帶領⼤家做正念練習，連結內在的能量。

分享會令參加者認識社會⼯作者在公共衛⽣事

件所扮演的⻆⾊與功能的同時，亦學習到新常

態下⼯作期間的精神健康與⾃我照顧技巧。

嘉賓及部分參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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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以⼈為本  專業為尚  和諧合作  共建共享

家庭及兒⻘服務互助⼩組活動剪影

前線社⼯互助⼩組▷家庭及兒⻘服務

2022年11⽉18⽇

本次聚會主題是「家庭及兒⻘服務不同職業⽣涯

的機遇和抉擇」。

組員分享社⼯專業的發展及提升⽅向、學習新的

治療⼿法卻難以應⽤的困惑，並探討家庭服務與

其他服務領域的關係。 

活動特別致謝：

葉嘉寶⼥⼠ ⾹港理⼯⼤學應⽤社會科學系
                   前⾼級臨床導師

前線社⼯互助⼩組▷康復服務 
2022年12⽉4⽇

本次聚會的主題是：⻆⾊轉變的挑戰——從前
線社⼯到管理⼈員（2）。本次聚會由討論管
理者常遇到的⼈事衝突為開端，指出組織中的

「⼈」與「事」是互惠的，社⼯要成為⼈性化

的管理層，要學會與同事、持份者⼀起營造機

構的⽂化；賦能不同專業的同事，促進跨專業

的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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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線社⼯互助⼩組▷⻑者服務

2023年1⽉15⽇

本次聚會的主題是：護⽼者服務的「以家為本」

及⻑者精神健康服務個案分析。組員討論如何在

活動中構建家庭概念及增強家庭抗逆⼒，分享院

舍在院友有需要⼊急症室的緊急情況的應對經

驗，並分析有⾏為問題⻑者及懷疑虐⽼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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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及現場參加者合影

現場參加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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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平台

第5⾴以⼈為本  專業為尚  和諧合作  共建共享

粵港澳⼤灣區「保護兒童及防⽌家庭暴⼒」政策及服務研討會（精華回放）

政策研究

傳承者們  ·⼤師的課  第⼆輯
梁魏懋賢⼥⼠：繼往開來，曉喻新⽣

梁魏懋賢⼥⼠是⾹港資深社會⼯作者，曾任⾹港

⼩童群益會總幹事、⾹港社會⼯作⼈員協會會

⻑、社會⼯作者註冊局主席、國際社會⼯作⼈員

協會亞太區會⻑。她帶領機構傳承及⾰新，同時

積極參與推動⾹港社會⼯作專業本地發展及與國

際標準的連結。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王䓪鳴博⼠：莫等閒，⽩了少年頭，空悲切

王䓪鳴博⼠是⾹港社會⼯作者及社會學家，⾃1980年起
出任⾹港⻘年協會總幹事⾄2017年。她早在1973年便參
加⾹港⼤學第⼆團訪問中國內地，始終抱有強烈的家國情

懷。她分享認為領導者要有較強的⾃學能⼒，更應學會⾃

律和⾃愛。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疫情下社⼯學⽣的正向經驗圓桌對談（精華回放）

開啟此連結進⼊課程

與內地澳⾨業界分享《粵港澳⼤灣區

跨境安⽼研究》的內容及建議

 2022年11⽉9⽇

社專聯董事林景怡博⼠講解研究報告的重點內

容與建議，其後⾹港⽼年學會主席梁萬福醫⽣

與副總監趙迪華⼥⼠、泰康之家粵園社區總經

理孫家俊先⽣分別就安⽼院舍評審機制及境外

院舍評審的進程、從⼤灣區安⽼服務營辦商⻆

度看跨境養⽼的機遇和挑戰做主題分享，促進

參加者瞭解不同視⻆下「跨境安⽼」議題的機

遇與挑戰。 開啟此連結查看分享會精華回放

嘉賓及部分參加者合影

https://learning.gbsspa.org/lessons/justina-leung/
https://learning.gbsspa.org/lessons/dr-rosanna-wong/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sharing-gba-child-protection-seminar/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social-work-student-roundtable-dialogue/
https://learning.gbsspa.org/courses/research-on-cross-border-elderly-care-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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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區智障⼈⼠院舍跨境服務之可⾏性研究」研究項⽬由⾹港中⽂⼤學崔佳良教授團隊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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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進⾏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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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

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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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祝各位兔年進步  萬事如意！

與政府部⾨、傳媒及智庫分享

《粵港澳⼤灣區跨境安⽼研究》的內容

及建議

 2022年11⽉-12⽉

社專聯成員於2022年11⽉17⽇、12⽉1⽇、12⽉16
⽇分別與⾹港電台普通話台「新紫荊廣場 — ⾹港
有情天」聽眾、⾹港特別⾏政區政府勞⼯及福利局

局⻑孫⽟菡先⽣及部⾨同事、團結⾹港基⾦⾼級副

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元⼭博⼠分享《粵港

澳⼤灣區跨境安⽼研究》的內容及建議。

孫局⻑認同報告建議的⽅向，認為安⽼政策應與⼤

灣區融合，並建議社專聯進⼀步了解現通過「安⽼

服務統⼀評估機制」⼊住廣東省院舍的⻑者的醫療

需求及費⽤。局⽅願意按需要提供進⼀步的政策⽀

援。

⿈博⼠認為政府換屆後增加了以公帑購買合規格跨

境服務的可能性，認同跨境安⽼是“政府+商業+社
會+市⺠”協同⽅能達⾄的⽬標。

社專聯成員與孫⽟菡局⻑合照

參與⾹港電台普通話台

「新紫荊廣場 — ⾹港有情天」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