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真能
改善弱勢社群的
生活質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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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面掌握和理解實施最低工資對弱勢社群的影響，筆者與葉
盛泉在 2012 年進行了「設立法定最低工資對香港弱勢社群勞動力
市場狀況及生活質素的影響」研究追蹤及分析最低工資對弱勢社
群的影響。在 379 名成功接受兩次訪問的被訪者中，殘疾人士佔
26.9%，領取綜援人士佔 21.4%，新來港婦女佔 28.5%，而作為控
制小組的低收入人士則佔 23.2%。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黃洪教授

首先，研究發現實施最低工資對三類弱勢社群 ( 傷殘人士、綜援人士及新來港婦女 ) 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及生活質
素，整體而言帶來正面影響大於負面影響。然而，對弱勢社群正面的影響幅度不及對低收入人士 ( 控制組 ) 的正
面影響；一般低收入人士 ( 不屬於三類弱勢社群 ) 從實施最低工資中能夠獲得更明顯的生活改善。
其次，實施最低工資對新來港婦女、綜援人士及傷殘人士帶來不同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實施最低工資對新來港
婦女帶來的正面影響最大，綜援人士次之，而對傷殘人士的正面影響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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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主愛人 締造豐盛生命

新來港婦女
在三類弱勢社群中以新來港婦女從實施最低工資中得到最大的生活改善。首先，實施最低工資為新來港婦女帶來
正就業效應，其就業率在實施最低工資後出現輕微上升，由 77.6% 上升至 81.3%。
其次，新來港婦女的勞動力市場改善幅度最大，無論其工時 (28.4 小時上升至 31.3 小時 )、按月主要工作入息
(3,212 元上升至 4,621 元 ) 及對工作的滿意度 (14.6 分上升至 20.0 分 ) 於實施最低工資後均顯著增加。
但是，要留意的是，儘管新來港婦女的各指標改善幅度最大及有顯著改善，但是新來港婦女的工資滿意度、工作
滿意度及生活質素無論是於最低工資實施前及實施後均是四組中最低的。
原因是新來港婦女的勞動力市場條件和生活質素原先的水平偏低。由於面對社會歧視，新來港婦女的學歷不被承
認，內地的工作經驗亦不被香港僱主認可，因此必須從事低薪低技術的工作。
再者，由於新來港婦女多為家庭照顧者，為了要照顧年幼子女，很多時必須從事兼職或半職的工作。雖然現時勞動力
市場於最低工資實施後能提供較吸引的條件，但由於托兒及兒童照顧服務並不配套，所以新來港婦女並未能大幅增加
就業比例及工作時間。擴展兒童照顧服務應是提高最低工資對新來港婦女正面影響的廣度及深度的最有效辦法。

綜援人士
在三類弱勢社群中，綜援人士在實施最低工資中的得益較新來港婦女少，但較
傷殘人士多。首先，實施最低工資為綜援人士帶來正面的就業效應，其就業率
在實施最低工資後出現上升，由 65.5% 上升至 70.7%。
綜援人士的勞動力市場改善幅度較新來港婦女少，但較傷殘人士多。其工時並
無顯著上升，但按月主要工作入息 (2,724 元上升至 3,649 元 ) 及對工作的滿意
度 (18.0 分上升至 21.0 分 ) 於實施最低工資後均顯著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綜援人士的工資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及生活質素無論是於最低工
資實施前及實施後均是四組中屬次低的，只高於新來港婦女，但明顯低於低收
入人士及傷殘人士。
與新來港婦女相比，綜援人士的工時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並沒有增長，這是綜援
人士整體生活改善幅度較少的原因。這有可能是由於現時綜援的豁免入息制度
並未配合最低工資轉變所致，令綜援人士難以增加工時。

傷殘人士
在三類弱勢社群中，傷殘人士於實施最低工資中的得益最少。首先，實施最低工資為傷殘人士帶來負就業效應，
其就業率於實施最低工資後下降，由 94.4% 下降至 74.6%。有約兩成 (22.2%) 於最低工資實施前有工作的傷殘
人士在實施後失去工作，反觀負就業效應並未出現於新來港婦女及綜援人士。
傷殘人士的勞動力市場及生活素質改善幅度亦是三組弱勢社群中最少。其工時並未如低收入人士般顯著上升，按
月主要工作入息及對工作的滿意度亦未如新來港婦女及綜援人士在實施最低工資後顯著增加。簡單來說，對於仍
在勞動力市場的傷殘人士，實行最低工資對他們的工時、入息及對工作的滿意度並未構成明顯的影響。
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在於在職的傷殘人士屬於傷殘人士中能力較高的一群，工作不單為他們提供重要的經濟來
源，對他們尋回自信及維持與社會的接觸亦非常重要。因此，大部份在職傷殘人士非常希望能夠繼續留在勞動力
市場工作，對於現時的工作及生活亦持較正面的評價。傷殘人士的工資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以及生活質素無論是
在實施前或後均是四組人士中最高的；由於本來的評價經已很正面 , 所以評價改善的空間亦有限。
最低工資對傷殘人士沒有明顯影響的另一原因可能是與現行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下殘疾人士生產能力評估所存在的
「後門」有關。現行評估制度容許僱員選擇做評估，但可以不啟動評估的「過渡安排」，令他們可以維持原有工資。

「設立法定最低工資對香港弱勢社群勞動力市場狀況及生活質素的影響」研究是由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及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所提供的第七次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提供全數資助，我們表示感謝。

男士侍產假 — 與我何干？
2014 年 12 月 18 日，立法會通過了《2014 年僱傭（修訂）條例
草案》修正案，這修訂生效後，香港男士便可享有三日有薪侍產
假（支取 4/5 薪酬）。就通過這項修訂法案，勞資雙方曾經有過
激辯，勞方和泛民主派議員曾要求七日全薪的侍產假，資方和來
自商界的立法會議員當然極力反對。現在所通過的法例，可算是
雙方角力的妥協，也是多年來爭取男士有薪侍產假的階段性成果。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 游達裕

資方和商界議員認為侍產假的法案不應太過寬厚，原因總離不開會增加經營成本、削弱香港的競爭力等；確實，
侍產假會增添各行各業的成本，公務員的薪酬支出亦會增加（增加了「無生產力」的有薪假期），而最終由整體
社會共同分擔。但是，法例所建議三日的侍產假（只佔 4/5 薪酬），只要細心計算，就會發現它對香港的經濟影
響實在微不足道 1。
那麼，通過男士侍產假的法例，這對整體社會帶來甚麼影響呢？
簡單說，修訂案通過之後，太太懷孕期間，丈夫會有更多時間（起碼多了三天）陪伴在側，而太太在生育過程中，
正面對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適應問題，極需要身邊人的關懷，尤其丈夫的陪伴、關懷和支持，這對太太克服產前
/ 產後的困擾可發揮重大作用。
而這班男士之中，又以基層人士最受惠，因為他們一般工作時間長，微薄的工作收入正支撐著家庭整體支出，往
往手停口停，如果沒有法例的保障和有薪假期的支持，即使想在太太產前或產後多點時間陪伴，也是有心無力；
因此，侍產假更能夠推動這些基層男士在妻子懷孕或產後期間，給予妻子更多支持和關心。儘管不少人會懷疑，
這三天 4/5 薪酬的侍產假可發揮多大作用？但畢竟這是一個重大進步，希望社會大眾日後可努力去改善這侍產假
的條例。

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但我們甘於此嗎？或許你不會在這修訂案裏直接受惠，但相信大家都希望香港能夠發展成
經濟蓬勃而有人情味的地方。

1

試以一名男子由廿歲工作至六十歲，與太太共生了兩名子女計算，在這四十年的工作生涯裏，他只享有

六日 4/5 薪酬的侍產假，就可知道資方平均每年所增加的薪酬本成是極之輕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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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修訂案能夠為社會帶來一個正面而重要的訊息：丈夫和妻子應共同分擔照顧家庭的責任。過往，香港深
受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定型所影響，不少男士在外工作，將家用交給太太，這就了事，很少參與家務和管教子
女的事務上，長遠來說，這會影響與孩子的關係。因此侍產假正提倡一個重要訊息：在照顧家庭和養育子女上，
父母都擔當著重要角色，丈夫 / 父親的積極參與，更可促進和諧的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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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保姆
嘉許禮 2015
服務傳真

葦田成長中心社會工作員 羅穎渝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能成功推行，實有賴一眾社區保姆對幼兒的愛心及對義務工作
的熱誠。
本機構為確保照顧服務質素，一直致力為保姆提供各類育兒知識及技巧培訓，保姆們專業
的表現亦贏得家長的信賴。除提供具彈性的幼兒照顧服務外，中心更透過義工服務、探訪
及家庭活動，以拉近保姆與受托管兒童家庭之關係，建立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
社會福利署在 2015 年 3 月 1 日舉辦「社區保姆嘉許禮 2015」，以表揚全港四百多位一直
在默默耕耘的社區保姆，她們的貢獻為社區及幼兒建立了一個關懷網絡。當日深恩軒及葦
田成長中心共有 36 位保姆出席嘉許禮，保姆們對於能夠出席嘉許禮並從社會福利署署長葉
文娟女士手中領取嘉許狀感到十分雀躍及榮幸，更樂見其努力得到社會的認同，是次嘉許
禮不但肯定了保姆的付出，亦堅定她們繼續擔任社區保姆的決心。
為讓更多人認識「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社會福利署邀請了有線電視到深恩軒及葦田
成長中心拍攝宣傳短片，並於公共交通工具上播放。保姆們在短片中均表示能成為保姆感
到開心，既能幫助地區上有托兒需要的家庭，又能從照顧幼兒上得到滿足感，這都是推動
保姆持續服務社區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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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無長者」
福禧頤樂天地中心主任 簡鳳群
扶貧委員會於 2015 年通過關愛基金再次推出「非公屋、
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以紓緩低
收入住戶的經濟壓力。是年度本中心參與協助推行此項
目，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長者住戶申請上述津
貼。
在處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些長者戶既符合津貼的要
求無公屋、無綜援、低收入外，還有不少共通的「N 無」
特性，包括「無家人同住」、「無接受正規社會服務」、
「無鄰里支援」、「無嗜好」、「無閒暇活動」……等，
委實叫人感受到他們的「無助」及「無奈」。長者們並
沒有接受正規社會服務的原因紛紜，需要更深入跟進才
能瞭解長者們的需要，並為他們提供全人的關顧。

中心曾嘗試瞭解長者們既需要卻沒有領取綜援的原因，
部份長者表示：「生果金加上家人間中的資助勉強尚可
應付生活所需」、「擔心子女不願意簽署『衰仔紙』」、
「仍可依靠任職低收入的工作維生」等等。
中心藉著「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
貼」項目，接觸到區內的「N 無長者」，中心遂積極邀
請「無嗜好」、「無閒暇活動」的長者參與中心各式各
樣的活動，並安排社工探訪「無家人同住」、「無接受
正規社會服務」、「無鄰里支援」的長者，期望透過各
項服務協助長者們脫離「N 無」族群，並成為「N 有」
長者 ─「有支援」、「有關顧」、「有嗜好」、「有
歡顏」、「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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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親子運動會
安強幼兒學校老師 曾曉芬
隨着步操樂聲響起，各校的家長教師會代表及孩子們列隊昂首步進會場，司儀亦宣佈是年度的聯校親子運動會
正式開始！
2015 年 1 月 15 日，本機構五所幼兒學校合共超過 1,000 位家長及幼兒齊集沙田運動場，參與聯校親子運動會。
活動甫開始，參加者精神抖擻的站在跑道上進行熱身運動毛巾操。比賽項目開始，各校的健兒以親子協作形式
參與分組賽事，過程中不論祖父母、父母，或是幼兒皆全力以赴，賽事非常緊張刺激。各校別出心裁的啦啦隊
更展現了家長與幼兒無窮的活力，更為精彩的是啦啦隊與看台觀眾的彼此呼應，歡呼聲、拍掌聲此起彼落，帶
動全場氣氛。
運動會的另一高潮是家長及師生的校際接力賽，最使人感動的是各隊員此刻均放下身段，無分長幼，眼中只有
隊友，一接棒便忘我地向前奔跑，台上觀眾聲嘶力竭的喊「加油！加油！」為己隊打氣，將全場氣氛推至高峰。
所有賽事完結後，觀眾再以熱烈的掌聲鼓勵頒獎台上的健兒們。在歡呼聲中，眾人的臉上皆展現着滿足的笑容
與汗水，運動會亦告圓滿結束。

D100 電台 ~ 心靈在線
服務督導主任 杜雪荔

經過連串的製作會議、首月廣播後的反思、意見諮詢、以及時代論壇資深傳媒人的分享，
我們決定將節目定位在宣揚普世價值，期望讓聽眾在困境中覓得盼望。節目的主題相當
廣泛，其中包括生活態度、戀愛、子女管教、家庭關係、個人素質建立、移民等議題。
最令我們鼓舞的是時代論壇及聽眾們對節目的回饋，曾有聽眾在面書專頁中留言，表示
節目中分享的資訊對他有所幫助，亦欣賞我們從心靈的角度分享移民的考慮。
為豐富節目的內容，我們又定期邀請不同的嘉賓出席，與聽眾分享他們對生活的所思所
感。盼望我們的節目能更精益求精，成為聽眾在繁忙生活中的心靈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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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應基督教時代論壇的邀請，於是年 2 月開始每周在 D100 電台擔任恩典時刻節目
之「心靈在線」時段的主持。是次協作，對機構及 3 位擔任主持的社工同事來說可算是
一大學習。同事們初次啼聲，整個節目的製作團隊無不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但想到可
透過公共廣播，將社工專業及社會服務資訊以生活化的形式與聽眾分享，為聽眾帶來心
靈上的支援，心裡又有一份莫名的雀躍。

心靈青草地
臨床心理學家 何思敏

栽種憐恤的心懷

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間，心理治療進入了第三代 (3rd wave) 的發展歷程。無獨有偶，新一代的療法
都涉及到憐恤 ( 或譯作慈心 ) (Compassion) 這概念。近年的研究指出，自我憐恤 (self-compassion)
是治療長期抑鬱症和自我形象低落的關鍵因素。憐恤是一種自小培養的特質，其發展跟成長以來
所體驗過愛和歸屬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簡而言之，一個人要有憐恤的胸懷，他先要曾深刻體
會過被憐恤的滋味，使他能擁有海納百川的胸襟去接納自己和別人的限制，並與人建立真摯的關
係，以能應付時有洶湧的情緒，並消化人世間各樣苦難所帶來的衝擊，領略五味人生。

在輔導室裡我曾遇過一個青年人，轉介的原因是他個多月來一直被強烈的自毀念頭所困擾。猶記得第一次面談
時，他低著頭曲著背，多次哽咽說：「從六、七歲開始，每當我不滿意自己時，我便會關上門，跪在地，連續
掌摑自己幾十遍，好令心中那股極為憎惡自己的感覺褪去。來到今天，我已經無法壓抑懲罰自己的行為，更懼
怕去思想自己的生存價值。」細問之下，發現原來這年青人在其父母嚴厲的管教下，從小便給自己定下一個扣
分制：每當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他便會責怪自己怎麼不勤力點；即使已經表現不錯時，他也會怪自己怎麼不把
事情做得更完滿。與此同時，他需要以懲罰的方式去補償自己的過失。起初，他也不甘心生活於「有彈無讚」
的牢籠中，但日子久了，他卻不由自主地將這套根深柢固的想法「推己及人」─對自己嚴苛，也對別人嚴苛，
同事朋友因而漸漸疏遠他，人際關係的失落叫他越發討厭自己，進一步將他推向失望與痛苦的旋渦之中。
愛與被愛本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和渴求，但對於在批評和否定中成長的人來說，被包容 和被接納的經驗是那麼陌
生，他們甚至對善待自己產生抗拒和恐懼 (fear of compassion)。舉目環顧我們身處的世代，物質富裕為我們帶
來舒適的生活，但資本主義概念 ( 例如市場價值、成本效益、競爭力等等 ) 卻同時將人「物化」，這些植入的核
心價值驅使我們過於追求外顯的成就表現，以一把相當扭曲的尺去量度人的價值，以嚴苛的標準律己，以刻薄
的言詞待人。
筆者曾讀過一句話「痛苦是一個由自我偏執至自我捨棄的歷程」，當人過度執著時，往往無法看見恩典，無法
明白生命蘊藏的奧秘，並將自己及所重視的人統統趕入窮巷。惟願我們能依從聖經中的教導，「要以恩慈相待，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 4:32)」，將對完美及永恆的追求投放在上帝而
非人身上，不再期望人、事甚至制度完美無差，人與環境際遇永不改變等等。受過傷害而又能跨越的人，他們
總是格外明白別人的痛苦，對在困苦掙扎中的人心生憐憫，亦更能夠與受傷的人同哭，就好比一杯涼水使口渴
的人得滋潤。

參考資料
Gilbert, P. (2009), Introducing 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 Advance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15, 199-208.
Gilbert, P. (2009), The Compassionate Mind: A New
Approach to Life Challenges,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London, UK.

敢承擔 ‧ 樂分享 ‧ 譜和諧
本機構以「敢承擔 ‧ 樂分享 ‧ 譜和諧」
為 2014-2017 的年度服務主題，目的是鼓
勵服務使用者敢於承擔責任，從而更有效
地履行其個人發展、工作、家庭崗位和社
會公民等角色任務及責任，並進一步透過
分享個人故事、知識或技能，共同建立一
個彼此守望的和諧社會。

特稿

服務督導主任 楊素娟

「敢承擔」理念
「承擔」是一種生活態度，這生活態度直接影響我們的行事為人。願意承擔的人一般較有成就；相反，沒有膽量承
擔的人通常表現懦弱，難以突破自己。敢承擔表示每個人以負責任的態度在其角色及崗位上悉力以赴，克服困難，
把事情做好，更有勇氣面對檢討，承認過失，承擔責任，致力完善。

實踐「敢承擔」
「承擔」不分年齡、不分性別。千萬別輕看年紀輕輕的幼兒，他們也能承擔與他們能力相符的差事，例如：生活自
理的吃、喝、學穿衣、上廁所、參與學習專題、遵守規則、收拾玩具物資等，相信從小培養幼兒「敢承擔」的品格，
乃避免他們養成「公主病」與「王子病」的最有效方法。這一輩的年青人，「敢承擔」是要負責任地認識自己的潛能，
把握學習機會，裝備自己，為社會作出貢獻。家長們的肩膊可不輕，勇於承擔照顧家庭、育兒養老之責，建立和諧
幸福的快樂家庭。對長者而言，也許歲月令他們的能力及健康並不如前，但積極樂觀的「敢承擔」態度，可以讓他
們好好管理自己的健康和生活。推動他們投入義工行列，進一步承擔良好公民的責任。

「敢承擔」活動
是年本機構在轄下服務單位推行一系列以「敢承擔」為主題的活動，推動服務使用者勇於負責任、勇於擔當、勇於接
受及勇於嘗試，以激勵大家奮勇向前。內容包括：「敢承擔約章」、「跨單位交流活動」及「敢承擔故事大募集」等，
各項活動鼓勵服務使用者按其個人處境訂立敢承擔目標，促使其履行個人、家庭及社區層面的責任，又推動各服務單
位舉行交流活動，讓服務使用者體驗不同群體彼此服侍的正面經驗。同時，機構期望搜集服務使用者的敢承擔故事，
一方面表揚他們樂於接受挑戰及勇於面對困難的勇氣，又藉着經驗分享，鼓勵更多的人培養這份「敢承擔」的勇氣！

「樂分享 譜和諧」
儘管「敢承擔」是主題重點，機構更盼望透過鼓勵服務使用者彼此間的分享，推動服務使用者彼此尊重、接納、欣賞；
互相配搭、甚或取長補短，祈達至互相效力促進社會和諧的果效。

總結
願意藉着這年度主題的推動，讓香港現今有更多人願意承擔責任，願意發揮彼此守望、
同舟共濟的精神，讓社會達至和諧共融。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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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以弗所書 4 章 16 節這樣寫：「全身都靠他 ( 天父 ) 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期望我們的身體、家庭、工作單位以至社會也藉着上帝，彼此相連，儘管
各人均有不同的職責崗位，只要能夠以愛心彼此配搭，互相幫助，便能在愛中共同成長。這有如一篇美妙的交響樂
章，每位演奏家各按曲譜中所負責的段落演奏，使能奏出和諧動人的樂章；反之，各自發揮，互不呼應的後果只會
是一片吵耳的噪音。

金句
箴言 10:22

捐款表
本人樂意支持 貴機構之社會服務，並 □ 是次
捐助港幣 $
□ 每月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支票號碼 :

( 抬頭請註明「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或 The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Social Service )

□ 直接將款項存入本機構戶口 - 匯豐銀行：018 - 129924 - 004 或 中國銀行：012 - 875 - 0 - 047998 - 1
□ 以右方的條碼到 7 - 11 便利店捐款
如欲索取收據，請填妥以下資料，連同存款單據 ( 直接將款項存入本機構銀行戶者適用 )
或交易紀錄 ( 透過 7 - 11 便利店捐款者適用 ) 寄回本機構地址或傳真至 2331 3277。
姓名

先生 / 太太 / 小姐

電話

地址

本機構服務單位

( 請用正楷，並在適用方格以

表示 )

* 任何捐款 $100 以上憑收據可申請扣減稅項

單位

地址

電話

電郵

安康幼兒學校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70 號太子中心 2 字樓 C 室

2779 6861

oh@ttmssd.org

安基幼兒學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 5 期青樺苑第 9 座平台

2764 7050

oi@ttmssd.org

安強幼兒學校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 5 樓

2321 0580

ok@ttmssd.org

安仁幼兒學校

新界大埔富善邨 ( 明雅苑停車場側 )

2661 2866

oy@ttmssd.org

安怡幼兒學校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盛樓地下

2727 6468

oe@ttmssd.org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地下 130 - 131 室

2657 5522

eh@ttmssd.org

福康頤樂天地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平台 207 - 209 室

2651 4082

fh@ttmssd.org

福禧頤樂天地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 1 樓 130 室

2677 4111

jb@ttmssd.org

和禧天地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地下 71 號

2677 4511

fl@ttmssd.org

廣福頤養院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3 樓

2653 0636

kf@ttmssd.org

妥安心 - 家居照顧服務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 101 - 103 室

3590 9270

hcv@ttmssd.org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達樓地下 20 - 30 號

2647 7337

st@ttmssd.org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家庭及青少年服務支援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邨雲雀樓地下 33 號

2647 7335

st@ttmssd.org

深恩軒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 17 - 19 號深崇閣 2 樓

2776 7600

fg@ttmssd.org

葦田成長中心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 32 - 36 號帝權商業大樓 11 樓 1102 室

9036 9017

rf@ttmssd.org

崇恩匯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 32 - 36 號帝權商業大樓 11 樓 1101 室

2547 9300

gp@ttmssd.org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 2 - 7 號

2331 2877

ssw@ttmssd.org

臨床心理服務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 17 - 19 號深崇閣 2 樓

2776 7600

cp@ttmssd.org

督印人：潘少鳳

編輯小組：黃慧嫻、簡鳳群、吳慧蘭、林越珍

效主愛人 締造豐盛生命
機構資料 :
地址 /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 2 - 7 號 / G2-7, Kai Yue House,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 電話 / 2331 2877 / 傳真 / 2331 3277 / 電郵 / ssd@ttmssd.org / 網址 / www.ttmss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