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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家長及學員：  

祝你們中秋節快樂！在這個人月兩團圓的佳節裡，你們是否會與
親朋好友一起歡聚、賞花燈及品嚐口味多元化的月餅呢？中秋節
期間，全港多處都會舉行中秋綵燈會，讓市民歡聚同慶佳節。其
中以維多利亞公園的中秋綵燈會規模最大，豐富節目包括綵燈展
覽、傳統技藝表演、攤位遊戲及燈謎競猜等。最後，再次祝你們
有個難忘又愉快的中秋節！                                 
                                                                                   社工 張金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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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

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

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

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

見。 

 

中心每年制定年度計劃及檢討。

另外，設置意見箱讓各界人士隨

時提出意見。定期舉行家長聚會

及每年派發問卷調查予服務使用

者，收集新意見及發出報告。  

 

 

 

 

中心每年會制定財政預算，並半

年檢討能否確實執行預算，展望

下半年之財政開支及收入。 

服務質素知多少 
標準 5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

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

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分

守則。  

本中心備有有關法律責任

的政策及程序，讓員工知

悉及邀請法律顧問作為徵

詢法律意見。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確保有效的

財務管理。 

中心為各級職員每年一次考績

評核，並為職員訂立來年職員

訓練。此外，每半年不少於一

次職員督導。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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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康良好實務指引  

第三章  收貨料程序 

今期為大家介紹第三至五章的運作安排： 

(1) 查驗及點算客戶於來料單上列明的貨品及數量。 

(2) 客戶如未附有送貨單，單位即時提供收貨料單，讓客戶簽回作實。 

(3) 貨品分類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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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產程序 

生產過程 

(1) 聯絡客戶確實樣辦及落貨期/驗貨期。 

(2) 場地/生產工具安全評估。 

(3) 安排人手及控制產量。 

(4) 填寫生產日報跟進表。 

 

外發加工程序 

(1)  因應以下因素，貨品需要外發局內單位或其他福利機構： 

a) 貨品數量龐大，貨期有限。 

b) 現有檔期未能安排人手協助。 

c) 颱風及假期影響生產進度。 

d) 貨品體積大，存貨位置不足。 

e) 客戶提前交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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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絡局內單位或其他福利機構，是否有生產檔期。 

(3) 報價形式 (適用於局內單位或其他福利機構) 

      報價程序會依購物程序處理(按員工手冊 D1.1)執行。 

(3) 評估承辦單位的工作能力、過往記錄及加工服務費。 

(4) 填寫外發加工協議書及交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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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貨品完成及交貨程序  

貨品完成及交貨程序  

(1) 貨品完成後需存放合適位置及記錄。 

(2) 通知客戶安排落貨期。 

(3) 填寫交貨單，與客戶/指定運輸點算後，方可落

貨，簽收作實。 

餘料結存處理 

(1) 如客戶超過 2 個月仍無加工指示，應向客

戶發出餘料結存表促其作出處理。 

(2) 若客戶 1 個月後再無任何指示，需發出餘

料結存逾期最後通知。 

合作形式 

(1) 合作形式 (適用於局內單位)：局內單位可以用合

作形式，文件以備忘錄說明合作內容，不會收取任

何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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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動向 

 

家長會膳食監察小組成員在 14/7、

17/8 及 16/9 到中心試食，  整體對膳

食的質素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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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王群英女士及馮善慧女士

於 25/8 探訪中心學員，以表對

學員的關心。 

 

家長會委員 (左至右 )屈藹儀女

士、 陳慎翩女士、李武忠先生、

馮善慧女士及司徒月瑤女士於

15/9 一起聚餐聯誼感情，氣氛一

片融洽。 

人事變動 

1/7/15       社工許妙鳳調職至本局夏莉萊博士伉儷綜合復康中心。 

15/7/15     第 2 組職康導師鄺藹儀離職。 

15/7/15     社工周正凱入職，負責第 2 組學員個案工作。 

4/8/15      汽車美容服務導師 III 游嘉明離職。 

11/8/15      職康導師黎美婷入職，負責第 3 組組內工作。 

24/8/15    登記護士汪慧儀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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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  周正凱 

大家好！我是 7 月份新入職的社工周正凱，相信
大家對我不會感到陌生，很高興可以在石硤尾職
業服務中心認識到大家，以後我將會主力處理第
二組學員的個案。不經不覺來到中心工作將近兩
個月，每天都能與大家談話聊天，了解大家的喜
好和生活習慣，自然增加了不少認識呢！相信大
家對我亦如是吧！未來的日子我將與大家一起在
中心共同努力，如果大家有心事或有說話想與我
分享，歡迎找我傾訴。 

職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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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康導師 黎美婷 

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第三組職康導師黎美婷，很高興加入這個
大家庭 。在這裡除了有一班盡責的同事外，還有對生命和工作充
滿熱誠的學員們。 
 
還記得剛到中心上班， 學員們正在為膠袋進行加工，我當時拿起
膠袋，一邊觀察一邊模仿他們認真的製作步驟：首先是拿起膠袋
把它的底部固定好，然後將紙條放入指定的位置上， 最後將手挽
扣緊，本以為是件簡單的工序，結果手挽扣得不對稱。然而學員
們很熱心地指點我：「黎姑娘， 你可以在這個步驟……」，「做
膠袋有這個技巧……」。他們主動介紹自己，不怕
接觸第一次見面的我，令我感到很窩心很高興。 
 
每個學員都有不同的特點，有的很專心工作，有的
工作很有條理、有的很孝順父母、有的很愛和別人
談天及分享自己的看法、有的很懂得照顧組內的學
員，例如會提醒他們記得洗手，多喝水等等。因為
他們， 我每天都過得很愉快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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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我們終於有機會大

展歌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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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 心曲齊頌唱(摯友社活動) 

8/8/15 夏日派對(摯友社活動) 

29/7/15 第 4 組小組活動 – 科學探究之旅 

好開心可以一起玩
遊戲同唱歌。 

科學實驗真是很
奧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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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5  夏日麼麼茶(摯友社活動) 水果拼圖，真是又
消暑、又解渴。 

29/8/15  「天天快樂方程式」嘉年華 

保良局康復服務承蒙「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天天快樂方程式」
計劃，於去年 12 月開展至今，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理念，並以
「人人皆可行」的趣味體驗活動為媒介， 讓居民關注精神健康，實
踐健康生活模式， 培養正向思想生活態度。  本中心共 25 位家長及
學員獲邀出席 29/8/15 在天水圍天瑞邨商場歡樂廣場舉行的「天天快
樂方程式」嘉年華， 場面熱鬧， 家長及學員們積極參與其中， 共同
感受正面思想氣氛。 

我們以後也要多
注意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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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2014 —「亮點再創‧並存共融」計劃 

由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2014 贊助的「亮點再創‧並存共融」計劃，致力
透過「街頭亮點」為主題，重視居民參與及發掘居民智慧，藉此增加
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本中心為計劃的主辦單位， 盼望學員積極參與
其中，受益於本計劃當中。計劃已於 22/8/2015 舉行「亮點社區‧深水
埗」頒獎禮，提供凝聚社區平台，匯聚社區人士，共享計劃成果，頒
獎禮的順利完成亦為整個計劃畫上完美的句號。 現在讓我們一起回
顧頒獎禮當天的活動點滴吧！ 

來賓皆細心欣賞頒獎禮內容，他們表現得很雀躍及高興。 

圖 1 

圖 3 

圖 2 

圖 1 ：保良局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 (康復
服務) 馮慧湘姑娘(右)擔任頒獎禮
主禮嘉賓，並致送錦旗給各計劃協
辦團體代表。 

圖 2 ：保良局服務督導及發展主任呂香頴
姑娘(右)頒發「再創昔日」小組作品
優異獎項給活動參加者。 

圖 3 ：本中心經理楊錦輝先生(右)頒發「亮
點快拍」攝影比賽獎項給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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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學員為頒獎禮表演手語歌，帶出傷健共融的精神。 

保良局八八觀塘工場的學員帶來才藝表演。 本中心「特能跆拳道」訓練班學員充滿活力的 
表演，贏得來賓滿堂掌聲。 

展覽區展出本計劃「再創昔日」小組的優異作品，包括皮革、陶藝、攝影及布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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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融坊體驗計劃 
本中心多年致力為學員提供不同職業復康訓練機會，隨著人口老
化的問題日趨嚴重，本中心現時逾 55 歲或以上的學員已接近 32
名。為關注學員老齡化的退休需要，本中心已於本年 6 月開始推
行「樂融坊體驗計劃」，藉此讓年紀較長及能力有明顯衰退的學
員獲得更全面的照顧。 

 

本計劃內容如下 

1) 健康照顧：每天進行簡單健康檢查及體操運
動，使用健體器材達致保持身體機能及保健
效果。 

2) 個人發展：提供不同興趣班及活動，培養個
人興趣，充實閒暇生活。 

3) 社康發展：透過不同社交康樂及節日慶祝活
動，增加生活情趣，為將來的退休生活做出
預備。 

 

本計劃推行至今已有三個多月，學員積極參與其
中，已達 17 人。 
 

觀察學員的參與情況，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機能及認知能力的提

升。透過午間運動、時事新聞討論、音樂共賞、保健飲食常識及
應用、電影欣賞、創意藝術手工藝及書法研習等活
動，學員每天都能保持愉快的心情，面帶笑容。 

 

其中一位患有身體顫震及步履不穏的學員，至參與此計劃後得到
明顯的改善，他的顫震程度亦減輕了不少，舉步及從椅子起來站

立等動作做起來亦較容易，步履亦見穏健。此外，亦有
一位性格較為固執的學員，過去出席率有待改善，但加
入此計劃後，他漸漸變得開朗起來，亦願意多回中心參
與活動，可見此計劃對學員均帶來良好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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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於他們的創意畫作製成品前拍照留念。 

學員用「扭計蛇」玩具創造出不同圖案。 

學員利用扇子擺出不同個人造型。 

同月份出生的學員愉快地一起慶祝生日。 

學員燦爛的笑容比花朵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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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水事件 

2) 承商午膳餐盒用水質量聲明 

九至五飲食有限公司為本中心學員提供午膳餐盒，除確保食
品安全及供應膳食質量外，亦會每年定期檢測其工場使用的
食水，所有檢測項目，均符合世界安全標準的要求。此外，
午膳工場所使用的銅製喉管，沒有使用燒焊技術焊駁，全部
經由鏍絲及絲帽接駁，各位學員可以安心享用。  

1) 中心飲用水機過濾質量聲明 

近日社會各界人士均關注含鉛事件，對飲水設施之過濾裝置
安全標準存疑。 

為確保學員飲水安全，本中心的飲用水
機過濾設備早於 2007 年 3 月開始使用
美國愛惠浦 EVERPURE，符合國際飲
用水安全標準，只需一年換濾芯一次，
能夠有效去除水中害菌、化學毒物、重
金屬包括鉛、鎘及銘等之有害元素達
99%以上。為確保學員飲用清潔衛生的
水質，中心改為每半年更換濾芯一次，
每支濾芯均有原廠發出的獨立產品編
碼，以可確認產品來源及有品質保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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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易 
日期 名稱 服務對象 

10/2015 環保小先鋒(摯友社活動) 學員 

11/2015 10 至 11 月學員生日會 學員&家長 

12/2015 聖誕節聯歡活動 學員&家長 

12/2015 家長聚會暨家長會選舉 家長 

中心服務概覽 

類別 項目 5月 6月 7月 

中心活動 摯友社活動 

（人數/人次） 

2次／ 

36人次 

1次／ 

19人次 

1次／ 

24人次 

學員服務 接受中心服務學員 219 223 223 

輔導就業學員 

（訓練人次） 

552 940 640 

公開就業學員 4人 4人 8人 

職業治療 

個案服務 

接受治療個案總人數及

訓練次數 

13人／ 

18次 

11人／ 

20次 

12人／ 

20次 

臨床心理服務 評估個案 0 3 1 

治療個案 3 2 3 

諮詢個案 0 0 1 

 總個案    7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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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中心有任何意見，或希望向季刊投稿，歡迎郵寄、傳真、

電郵、投放於本中心的意見箱或與本中心經理楊錦輝先生聯絡。 

 
 

地址：九龍石硤尾邨 42 及 43 座平台       

電話： 2778-1237  

傳真： 2777-3861 

電郵： skmvsc@poleungkuk.org.hk                

 

2015 年 7 至 9 月 

編輯小組 ： 張金鳳、林錦瑩 

督印人  ： 楊錦輝 

印刷份數 ： 250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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