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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 發展
#給關心南區的你

可持續
#想了解南區的你

坊會70周年誌慶

與香港其他地區一樣，南區人口持續老化，1991年南區65
歲以上長者人口比例為8.3%，低於港島其他地區，及至2016年該
比例已攀升至16.8%，超越港島其他地區，高踞全港第4位。與人
口老化問題息息相關的是公共屋邨老齡化，南區大部份屋邨建於
1960至70年代，到2000年後政府開始逐步清拆重建。在人口年
齡結構轉變與社區重建的大環境下，香港仔坊會如何在服務南區
居民的同時，將南區與坊會的文化承傳下去呢？

（相片由冼培安先生提供）

現在 ...

承傳

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師郭錦洲博士

「家在石排灣」
南區黃竹坑邨建於1968年，2005年計劃重建，當地住戶需要
搬遷，勞榮斌先生和羅桂蘭女士都有參與此項重大的搬遷計劃。勞
先生及羅女士現同為香港仔坊會副理事長；對家住東區、當年出任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的勞先生來說，一接到調職通知要負責黃竹坑
邨重建計劃，由於對南區並不熟悉，遂多次到黃竹坑探路。多年相
處下來，他認為南區居民都很友善，社區亦十分融和。羅女士自
1982年開始居於南區，任職房屋署超過30年，其中大約三份一時間
負責南區公共屋邨的管理，包括鴨脷洲邨和華富邨等，對南區屋邨
十分熟悉。她憶述：「黃竹坑邨重建是一個很龐大的計劃，涉及
5,000多戶居民。那時，勞先生找我說希望與區內團體合辦『家在
石排灣』計劃，協助居民搬遷至石排灣邨，我便一口答應！」亦由
於香港仔坊會也有參與協助此搬遷計劃，就是這樣兩位開始與香港
仔坊會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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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桂蘭女士和勞榮斌先生

可持續

黃竹坑邨舊貌，攝於2007年。
隨着屋邨拆遷，大部份黃竹坑邨的居民
獲重新安置到重建的石排灣邨。

此項重建計劃對於南區居民、坊會、甚至是房屋署均意義重大。
過往的屋邨重建及新邨入伙，從未由同一組房署職員負責，且居民須
親身到新屋邨辦理手續，但在黃竹坑邨的搬遷計劃中，兩人考慮到當
時黃竹坑邨的住戶多為長者，為免卻他們舟車勞頓之苦，將揀選石排
灣邨新居單位、簽租約、申請裝修/水/電/煤安裝的過程，都在黃竹坑
邨內所設立的綜合服務櫃台辦妥。是次「一站式」簽租約服務亦得到
部門稱許，贏得員工獎勵計劃中的「最具創意獎」。
單有創意並不能成事，「家在石排灣」計劃能夠成功，有賴包括
坊會在內的4家地區團體的支持。在計劃中，大部份黃竹坑邨居民搬往
已重建的石排灣邨，雖然兩邨距離相近，同在南區，但居民要離開居
住多年的黃竹坑邨搬往新落成的社區，當中有不少擔憂。因此，坊會
主動約見勞先生及羅女士，希望房屋署可以向居民講解搬遷計劃的細
節，並透過面談了解他們的憂慮。

坊會於黃竹坑邨二座設有辦事處，為長者提供服務。

興建中的石排灣邨。
（相片由勞榮斌先生提供）

石排灣邨現貌，攝於2020年。
（相片由勞榮斌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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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會與3間位於石排灣邨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推行
「家在石排灣計劃」。(單張由羅桂蘭女士提供)

「家在石排灣計劃」透過不同活動及服務協助剛搬進邨裏的
居民儘快適應新環境。(相片由羅桂蘭女士提供)

「當時搬遷的大部份都是老人家，但石排灣邨建在
山上，於是我們租了一輛旅遊車，接載居民到新屋邨看
示範單位，了解他們的需要。此安排歷時個多月，坊會
積極協助編排時間及安排義工。」坊會作為地方社福機
構，十分熟悉南區居民的需要，居民都樂意向坊會表達
感受。羅女士回憶，當時居民對坊會十分信任！每逢遇
到居民對搬遷計劃有特別要求時，坊會作為中間人，會
協助房屋署與居民溝通。如是者，當年的黃竹坑邨重
建，坊會便擔起一個重要的角色。兩位不約而同地提及

當年石排灣邨將近入伙之際，仍未有供水，時任坊會理
事長陳理誠先生馬上聯絡水務處跟進，解決了整個屋邨
的供水問題。正是這10多年前的工作經驗，讓兩位感
受到坊會對居民的重視及用心，因此，兩位在退休後也
義不容辭地加入坊會的管理委員會，繼續與坊會同行。
隨着黃竹坑邨重建，坊會開設的黃竹坑長者中心亦重組
為南區長者地區中心，為年長居民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黃竹坑邨清拆前，居民出席盤菜宴互相道別。

(相片由張榮光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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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坊會自資成立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2006年，社區學院遷往香港仔舊大街海洋大廈現址。

2010年，社區學院以香港仔街坊福利會延續教育
學院名義，正式獲教育局發出學校註冊證明書。早在
2002年，坊會自資成立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希
望為不同年齡人士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勞先生在房屋
署工作30餘年，除了累積豐富的租務管理經驗，也是培
訓的專家，應坊會的邀請加入社區學院的工作。身為社
區學院的院長，勞先生很感恩全賴學院員工同心協力，
學院才能提供更多更廣的課程給坊眾。社會日益轉變，
文化及社會需要也不斷地變，要在萬變的社會中生存就
需不斷學習，提升個人競爭力。坊會成立社區學院10多
年來，一直力求革新，貼近社會的文化及需求，讓兒童
至長者也有合適的課程選擇。2009年，學院更成功申
請成為僱員再培訓局的認可培訓機構，為在職或待業人
士提供語文及職業技能等課程。
今年乃坊會成立70年，社區學院作為坊會在教育
方面的發展，也在課程的提供上秉承可持續的概念。南
區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居民的平均年齡也較他區

社區學院開辦超過50項就業掛鈎及技能提升課程。

2018年，社區學院「長者活學計劃」獲頒「卓越機構服務獎(服務與支援)」。

為高，人口老化的問題不容忽視。坊會除了提供不同的
長者服務，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外，亦在社區學院提供
與長者照顧有關的資歷架構培訓課程，配合社區發展及
坊眾的需要。勞先生回憶當時設計全港首個200多小時
的長者治療技巧小組課程時，同事都花了很多心思及時
間，目的是希望協助安老服務從業員能多方面地照顧長
者的需要，設計更多動態的活動給長者。除了社區學院
提供不少的培訓課程，坊會於2011年更成立「驕陽學
院」，統籌3類的長者持續學習計劃，包括：「再顯驕
陽長者進修獎勵計劃」、「長者學苑」及「南區香港第
三齡學院」，為長者提供持續學習的機會，活出精采豐
盛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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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會人」Aberdeenians 精神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於1950年成立，當時只是一個
小型的地方組織，至1976年成立社區服務中心，當時
亦只有8位員工。時至今日，已是一個近400名員工的
機構，坊會該如何繼續傳承下去？多位受訪者對談中，
總離不開提及坊會的團結及承傳精神。歷任坊會的理事
委員及員工，大多只因一句說話、一個邀請而與坊會結
下淵源。他們憑着對坊會的情懷，總義不容辭地加入，
承傳坊會的精神，成為「坊會人」。

「坊會人」
特質

「坊會人」目標明
確，以人為本，並遵從企
業管治原則；以務實及追
求持續改善的態度，運用
社區發展及綜合社會服務
模式，為社會人士提供優
質社會服務。

2004年南亞海嘯，坊會職員及地區領袖點算為災民籌得的善款。

陳理誠先生在訪談中強調：「希望坊會的精神可以
代代相傳下去！」陳先生於1984年加入坊會的家樂
社，與家人一起參加坊會舉辦的活動。就這樣，一晃眼
已30多年，陳先生把自己的工程專業知識貢獻給坊會，
於2001年至2007年出任坊會理事長，同樣也希望兒子
浩霖能把坊會的精神持續下去。陳浩霖先生現亦為坊會
理事，從小已參與坊會的活動，其中包括跆拳道班、步
行籌款；而印象最深刻的是寒冬送暖長者探訪活動：
「好多老人家都是獨居，看見我們時不知多高興呢！」

（左起）陳理誠先生和陳浩霖先生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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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寒冬送暖金絲帶大行動」自1998年起，探訪獨居或兩老共住的長者，連結社區。

2019年

可持續

「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
香港仔坊會『新媒體』計
劃」包括電競、影片及手
機APP創作，讓青年學習
新媒體知識，並回饋社
區。

坊會便是他童年的回憶。陳浩霖先生長大後不但同樣成
為工程師，而且在父親的邀請下也加入坊會，為的是把
過往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貢獻給坊會和居民。陳浩霖先生
留意到南區現時老齡人口增多，青年人口漸少的同時亦
遠離社區。加入坊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委員會後
的他希望舉辦一些與時並進，又可以連結青年人的計
劃。2018年，坊會推出「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香港
仔坊會『新媒體』計劃」，並成為首個於數碼港舉辦
《英雄聯盟》青年電競比賽的機構。電競是近年很受年
輕人歡迎的活動，坊會希望能以「新媒體」為介入手
法，凝聚南區的青年，透過「共學共創」的服務模式，
協助青年擴闊出路，培養創造力，並增加青年與社會聯
繫，為社區帶來正向改變。現時陳浩霖先生也與子女一
起參與坊會的活動，希望能把坊會中感受到的關懷之
心，繼續傳承下去。

坊會於2018年舉辦「《英雄聯盟》青年電競比賽」，乃首間於數碼港
舉辦電競比賽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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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仲先生為坊會當屆理事長，1997年加入坊會，與
陳家父子一樣，希望下一代能夠把幫助南區居民的心意一
直傳承。周理事長與兩名兒子周子軒、周子輘先生都在南
區長大，對南區有濃厚的感情。兩兄弟很懷念兒時溫暖深
厚的鄰里關係，例如與學生打成一片的士多老闆娘，面對
阮囊羞澀的客人，總會說道：「不要緊，明天你才付錢吧
…….這咖哩角是請你吃的！」。秉承着父親幫助南區居民
的心意，兩兄弟相繼在2006年及2011年加入坊會，為南區
服務。周子軒先生說：「我們都好希望可以將坊會的精神
維持下去！加入坊會後，發覺坊會的活動及發展真的很全
面。」談及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方向，周理事長提及坊會已
訂立十年規劃藍圖，並正策劃在未來10年進行總部大廈原
址擴建，增辦自資的安老院舍；另除繼續拓展社會及教育
服務外，亦會增辦健康服務，期望未來為南區居民提供更
完善的服務。

（左起）周子輘先生、周其仲先生和周子軒先生

傳承，不僅是制度上的保留；亦是把坊會人精神及對南區居民的關顧情懷代代相傳。
時光荏苒，轉眼已過70年，然而此情絲毫未有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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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B

公共價值

Strategies

願景

Public Value

成為卓越的綜合服務機構，共創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Be an integrated service organisation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nd develop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

倡互助 共襄鄰里；

Promote Mutual Concern among Neighbours;

使命

育英才 服務社會；

主動 開拓創新服務回應社區需要
Initiation To initiate innovative services for

Nurture Talent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community needs

展身心 同享健康。

Enhance Well-being to Promote Health for All.

願景

互動 促進各年齡層的聯繫
Interaction To encourage interaction among

Vision

different age groups

使命

科動 運用創科提升服務成效
appl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for service effectiveness

信念

Mission

服務支柱

信念

Service Pillars

照
顧

service

持
續
學
習

H

健康服務
ealth

service

持
續

康

Enabl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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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Administration
Finance
Human Resources
Asse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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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Strategies

手法
Approaches

十年規劃藍圖

安

資源投放

一般行政
財務
人力資源
產務
資訊科技
社會創新

Belief

Well-being

續

教育服務
ducation

Learning

Continuum of

持

E

Care

service

Continuum of

社會服務
ocial

Continuum of

S

關懷 Care
樂助 Helpfulness
方便 Accessibility
可靠 Reliability
共享 Mutuality

10-year
Development
Blueprint

服務支柱
Service
Pillars

過程

Production
Process

拓闊

Coverage

拓展多方持份者的參與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stakeholders

共創

資源投放

拓闊 Coverage

合法性
及支持

Co-creation

Enabling
Platform

Legitimacy
& Support

聯繫 Connection
積極與不同持份者保持
緊密聯繫

聯繫

Connection

To keep close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共創 Co-creation
推動社區人士共同策劃服務

To engage community members in service planning

服務

為發掘就業市場上更多的工作機會，「『飛』凡人生―中高齡人士就
業延展計劃」於2020年6月至9月，舉辦了「職位無限『耆』―中高齡人
士職位空缺創作比賽」。比賽邀請社會各界按中高齡人士的能力和需要，
提議適合他們但市場上欠缺的職位。比賽反應非常熱烈，共收到140份參賽作品。
經過評審團的意見及超過300位50歲以上人士的網上投票，選出13份得獎作品，部分獎項如下：

冠
網上最受50+人士歡迎

亞

餸菜代購員 協助有需要人士代購餸菜，時間、地點可彈性處理。相信
買餸對於50+人士來說是駕輕就熟的事，但對於在家照顧幼兒、行動不便、
有需要人士來說，有時到街市買餸真的很多不便。

伴行大使

伴行大使陪同有需要的長者或殘疾人士外出到嚮往的景點遊
玩，甚或舊地重遊，讓他們身心得到舒展。全程提供專車接送服務。

得獎者接受由評審Buddy Town
創辦人文瑞祥先生(右)頒發的
評審大獎。

網上最受50+人士歡迎

季
網上最受50+人士歡迎

線上管家

線上管家跟客人定期溝通，了解他們的家居需要(如預備飯
餸、修理電器等)，並記錄客人的喜好及生活習慣，繼而進行管理工作及在
線上培訓家傭。

本計劃相信，得獎的職位空缺既能發揮中高齡人士的能力，亦能配合僱主
的需要。期望透過此比賽，向僱主提議更多可行的職位空缺，並引起社會
大眾對中高齡人士就業的關注。
得獎作品詳情，請參閱：https://job50.hk/competition_result/

3位評審獲贈由計劃參加者親手
鈎織的紀念品。

2020-2021年度

「 用 心 關 懷．以心連繫」
慈善籌款

於換幣龍捐款達$100，可憑收據到本會轄下單位領取收據作扣稅用；
及1套3款由藝人蔡一智先生、本港插畫師及機構義工設計之心意咭。

踏入2020年初，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威脅市民健康之餘，亦同時衝擊香港經濟，影響各行各業，令失業和就
業不足問題惡化，為有關人士提供適切支援，實刻不容緩。為有效回應疫情下驟增的服務需要和就業問題，本會
2020-2021年度的籌款目的及活動項目亦集中支援相關社群：
籌募經費以支援低收入或失業人士及
籌款目的 有特別需要之家庭；及
籌募本會屬下社會服務單位不敷之經費。

舉辦日期

籌款項目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

慈善粵曲金曲演唱會/網上卡拉OK暨才藝匯演
愛心券 (本年度新增網上購買平台)
籌款目標 70萬元
愛心義賣
·分網上認購及單位內購買
·每月主題義賣物品，如生活百貨(糧油/米/粵式烹調乾貨)、懷舊物品(黑膠唱片)、防疫用品
及特色手工藝等。
「存『零』行動」
·歡迎透過全港超過70個(南區4點)換幣龍零錢兌換服務站之慈善專項版面，捐出零錢予本會。
南區景致‧慈善線上行2021

2020年10月至11月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

2021年3月

誠盼各位鼎力支持，祝願大家福有攸歸！

查詢電話 3550 5567 吳翠嫻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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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獲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資助，推行「新媒體」計劃，以
新媒體作為工具，讓青年可以「from online to
offline」―由網上世界，重新走到實體世
界，運用學習到的知識回饋社會，關心並幫
助有需要的社群，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服務

計劃提供一系列新媒體培訓，包括影
片製作、開發應用程式和手機遊戲等。第
一期的參加者經過不同的社區探索活動
後，選擇了以「青年」為主題，希望反映
青年人面對的困境。其中一組創作之應用
程式(app) 《Empathy》，傳遞青少年的心
聲，期待身邊人發揮同理心。
下載及了解更多
其他參加者則拍攝了4部微電影：《我
明白了》、《缺口》、《尋覓》以及《霸
凌》，主題圍繞不同青少年面對的壓力，
有興趣可到計劃的頻道欣賞。雖然計劃第
一期已告一段落，但部份青年仍自行經營
社交媒體帳號《靚夢Lemon》，繼續關注社
會，歡迎大家感受青年人的創意、聽一聽
他們的心聲。
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新媒體」計劃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enHweGE-qKTyC4uvultvl4lWh5W_60us

窩居樂助網 劏 房 支 援 網 絡
本會轄下社區中心於2020年6月正式成立「窩居樂助網」，目的是為區
內劏房戶建立互助網絡，現時登記會員約70戶。期望藉此互助網絡凝聚並連
繫區內的劏房家庭，適時了解其需要，讓他們獲得合適的社區資源與服務；
長遠推動他們角色轉變，提升其社區參與的動機及能力，達致互助協作。
中心正籌辦兩項重點活動，誠邀大家一同參與，成為「窩居樂助網」一
員！如有興趣參與或查詢，歡迎致電3550 5540與王詠喬姑娘聯絡。

為「窩居樂助網」會員提供防疫物資。

窩

間
居空

改造

有妙

窩居

法

對象

「窩居樂助網」會員
日期及時間

2021年2月12日 及 2月19日
7:30p.m.-8:30p.m.

「窩居樂助網」協助會員認識及申請社區
資源，減輕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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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不足是劏房戶最常面對的問
題，活動將會教授空間改造妙法；
並從儲物及傢俱擺位着手，讓蝸居
變「窩居」。

義工

大募

集

對象

14 - 29歲之青少年
日期及時間

2021年2月5日 5:00p.m.-9:30p.m.及
2021年2月6日 2:00p.m.-4:30p.m.
誠邀有意參與義工服務及關注社區
的青少年成為義工，與「窩居」會
員一同歡渡佳節，活動包括為劏房
家庭新年大掃除、與小朋友一同煮
團年飯等。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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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大道180號B
180B Aberdeen Main Road, Aberdeen, Hong Kong
印製：3,000份

社區探秘

海上皇宮― 珍寶海鮮舫
中西合璧的裝潢、氣派的「龍椅」、矜貴的珍饈海味，是不少人對珍寶海鮮舫的印象。海鮮舫自1950年代陸續
出現，本身源自歌堂船，乃漁民舉辦神誕嫁娶等喜慶宴會的場所，經漁民裝修改建後，用作招待遊客和達官貴人。
50、60年代，香港的旅遊業暢旺，一度有10多艘海鮮舫停泊在香港仔避風塘。60年代末，商人和前漁利泰員工集資
籌建珍寶海鮮舫，可惜興建至最後階段的珍寶於1971年發生4級奪命大火，被毀於一旦。火災後股東無力重修，最後
由何鴻燊和鄭裕彤收購並重新裝修。1976年10月，珍寶海鮮舫落成營業，船長76米、闊22米、高28米，樓高3層，可
容納超過2,300名賓客，因此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食府」之稱。珍寶甫開幕便大受歡迎，與太白海鮮坊和海角皇宮
平分秋色。至90年代，珍寶收購了海角皇宮及太白，合稱珍寶王國。可惜珍寶王國宣布受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自
2020年3月3日起暫停營業，後來業主更將海鮮舫無償贈予政府，由海洋公園和非政府機構協作活化使用。希望這艘
繁華了40多年的海上皇宮，能在它的第二生命再次輝煌。

資料來自：黎志邦，2018，《從前有個香港仔》。香港 : 香港人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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