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焦點 / 服務焦點

謹在此再次感謝在疫情期間與我們同行，給予我們各種各樣支持與援手的社區團體 / 人士、
商界朋友、政府部門、義工和居民等等，讓社區也能在逆境中發揮大家守望相助互助互愛的
精神。
願疫情早日過去，社區互助關懷能持續發展。捐贈團體 / 人士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中西區區議會
東亞銀行集團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加油
億京集團
高富諾集團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蘋果日報
社區人士

聖安多尼愛心服務隊
印度會
古天樂慈善基金
社會福利署
華仁之家
香港青年協會
無名氏
新世界發展集團
綠色煮人小組
灣仔太原街攤販
香港建築師學會

聖安多尼堂
聖母玫瑰堂
信義會真愛堂
生命樹
Waffling Beans
熹記蔬菜
淞壽司
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
FOOD-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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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初期，一群熱心的義工努力製作環保布口罩給區內的長者及
基層家庭後，部份成員願意留下來成立社區創意工房，繼續為社區
服務。他們不斷發揮栽裁剪及縫紉技能，首先為本中心另一社區服
務「家常飯計劃」製作了 40 個保溫袋，以便基層劏房街坊提取餐
盒回家後，飯餸仍然保持溫暖可口；之後工房組員自行設計及縫紉
了 20 個時尚手挽袋，給本中心網上慈善特
賣場籌得約 700 元善款；最近他們再接再
厲，為「家常飯計劃」的烹調員度身訂造
20 條圍裙，這些圍裙將會是烹調員的制服，
增加團隊效益。工房未來或許成為培訓基
地，由核心成員指導待業人士學習及發展裁
剪及縫紉技能，從而協助他們在這方面賺取
外快，幫補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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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中心諮詢委員會 2021-2022 年度選舉議席
Community Centre Advisory Committee 2021-2022 Election

選舉結果 Election Results
明愛社區中心諮詢委員會 2021-2022 年度選舉議席選舉結果如下：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are:
候選人編號
Number

候選人
Candidate

所得票數
Vote Received

結果
Result

1

黎智成 LAI, Chi Shing

259 票

當選 Elected

2

葉華德 IP, Wah Tak Walder

234 票

當選 Elected

總投票人數 Total No. of Votes

：369

3

黃稼梅 WONG, Ka Mui Maria

204 票

當選 Elected

有效選票 Valid Votes

：352

4

陳倩梅 CHAN, Sin Mui Marveen

164 票

-

5

謝真真 TSE, Chun Chun Jessica

169 票

當選 Elected

廢票 Rejected Votes

：17

6

劉詠儀 LAU, Wing Yee Miranda

196 票

當選 Elected

上述最高票數的五位候選人，當選為本中心諮詢委員會委員。
惟本委員會之委員須經香港明愛社會工作委員會任命，最後經由香港明愛管理委員會副署，完成有關程序後才作實。
The above 5 candidates received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shall declare elected as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entre Advisory Committee (2021-2022) of this centre. Al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ar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aritas Social Work Committee, and endorsed by the Caritas Board of Management.
黃志鴻 WONG CHI HUNG
選舉主任 Returning Officer
2020 年 12 月 9 日 9th December, 2020

開檯食飯
「家常飯計劃」
因應香港社會經濟進入困局，不少劏房戶首當其衝，失去
或減少工作，面對沉重壓力。承蒙高富諾贊助，開檯食飯
於 10 月推出「家常飯計劃」，為西區劏房戶提供免費飯盒，
發揮鄰里互助精神，共同渡過難關。我們集合區內資源，
收集社區的食材捐贈，並由基層街坊親手製作成為健康「家
常飯盒」。
「家常飯計劃」會為劏房戶提供一星期二次 ( 星期二及四 )
家常飯盒，每人一餸一飯，希望通過參與計劃以減低生活
上開支。計劃已為劏房戶家庭製作了 727 盒家常飯 ( 截至
30/11/2020)。現時有 23 戶劏房戶，共 70 人參與計劃。
計劃亦以兼職形式招聘了 5 位基層街坊，負責製作飯盒及
處理收集食材，為基層街坊創造就業機會。為推行家庭友
善政策，計劃歡迎街坊帶同小朋友參與工作，讓街坊不會
因為照顧小朋友而錯失了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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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恒生銀行贊助 8 間 NGOs 的「友伴童恒」學童支援計劃，已
於 11 月順利完成。
由於疫情，6 月中復課後只有半日上學，當中有學童需要延長
課託時間，於是本中心參與計劃，免費向中心 12 名屆乎小二
至小六成績較弱的基層學童 (CSSA，全書津，半書津 ) 提供課
後三小時飯餐及學習支援，本來計劃預計 8 月完成，但因 7 月
香港再爆第三波疫情，所以計劃延至 9 月底全港復課時再度提
供服務，至 24/11/2020 完成為 12 名基層學童提供每人 180 小
時延託和學習補底服務。
透過事前事後問卷，基本上有 8 成學童認為計劃令他們對學
習上增加了信心，對家長而言，免費支援計劃幫了他們很大
忙，而且期間還收到不少贊助，包括：食物、書包、文具套裝、
口罩等等，大人小朋友都感到高興。

勞力士計劃
「勞力士」計劃希望讓大眾認識大廈清潔員的工作、風險和
智慧。大廈清潔員年中無休，每天清理大廈垃圾，部分兼顧
大廈清潔。
2020 年，我們走訪西區的垃圾收集站，與 20 位大廈清潔員進行深入
訪談。他們平均年齡 58 歲，超過九成是個體自僱戶。不論是服務公屋、唐樓或洋樓，清潔
員承受同等的工作風險：被尖銳垃圾割傷，也需徒手撿起地上的口罩、手套及紙巾。
為改善住戶的丟廢習慣和減低清潔員的工作風險，我們 與清潔員共同製作圖文集，以作衛生
教育之用。我們特意邀請攝影師跟隨清潔員工作，以照
片如實呈現他們的工作日常、風險、智慧和敬業精神。
我們亦創作插畫呈現清潔員建議的五大廢物清理竅門，
鼓勵住戶共同維持大廈環境衛生。
不論時局動盪、疫情險峻，仍然謹守崗位。2021 年，
讓我們傾聽大廈清潔員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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