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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遍地開花 八達通深入民心穩守席位

張耀堂的務實攻守策略

20 年前，八達通以劃時代科技的姿態面世，輕輕一拍就能完成交易，方便又快捷，
因此迅速成為港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產品。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其他電子支付平台來勢
洶洶，勢要在香港市場分一杯羹，無論是手機、信用卡、銀行、內地支付平台等等，
均如雨後春筍湧現，紛紛加入市場，以更創新、更快捷的形象爭奪本地用家，昔日的
市場領導者八達通不再獨於一尊。面對激烈競爭，在早前的總裁對談午餐會上，八達
通集團行政總裁張耀堂先生分享了他帶領八達通迎戰的心得。

文：李璟怡　關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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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SS Institute 主管林莉君女士（左四）、社聯業務總監鄭麗玲女士（左五）、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左六）、主講嘉賓張耀堂先生（左七），與一眾

HKCSS Institute 督導委員會委員及社聯「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

劃畢業同學會」會員一同合照

台下觀眾就著主講內容踴躍發問

綜觀今日的局面，電子支付已經不再局限於個人與商戶間進

行交易，而是變身為個人電子錢包，從街市或商場購物，以

至每月支付家用，甚或到國內消費，無/少現金隨身的生活

模式逐漸形成。甚至，已經有人提倡無現金城市消費模式。

近年，有部分輿論認為，八達通的科技發展相對落後，沒有

跟上競爭者的步伐。對於孰勝孰優，張先生表示現時難以定

論，他認為內地的掃描 QR Code（二維碼）技術領先全球，

但在香港則是 NFC（近場通訊技術）為主流，因此難以斷言

哪一個較優勝。

攻守有道　選擇與兼容並重

既然難分高下，八達通採取「混合戰略」，新舊市場並行。

一方面，以一系列的新產品和服務來搶攻市場，證明八達通

「跟得上」市場和用家的需求。張先生舉了一些例子，如 

“Smart Octopus in Samsung Pay”，特點是它的 “Always 

On”功能，就如一張八達通卡可即時拍卡支付，比其他

需「開啟」的即時支付工具更便捷；八達通O! ePay手機應用

程式則支援P2P（個人對個人）的付款，方便友人之間「食

飯夾錢」。至於商戶，現在亦可安裝商用版八達通的手機應

用程式，商戶可用手機作為讀卡器，客人以八達通卡或O! 

ePay付款，毋須額外租用八達通讀卡器。

另一方面，八達通亦以原有付款技術，積極開拓新的業務板

塊。例如近年逐漸流行的自助商店、傳統以現金交易為主的

街市濕貨檔，還有最近啟用的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等，都可以

八達通卡支付費用。

張先生認為八達通除要緊貼市場的最新發展外，也要確保新

服務能令用家繼續受惠，以人為本，讓「選擇」與「兼容」

並重，用家可以選擇以新技術付款，但同時八達通會顧及各

類用家對科技有不同的掌握程度和習慣：「我們要確保推出

新服務後，每一個人都生活得更舒適，沒有一個人會因為跟

不上而被排擠在服務之外，造成反效果。」

事實亦如是，八達通經過多年擴展，已經深入生活每一個角

落，不單廣泛應用於全港公共交通、泊車、零售、自助服務、

學校、出席紀錄、康樂設施，也同時應用於住宅和商業大廈

門禁系統，甚至社會福利分配等。市場上，暫時沒有如八達

通般多元化的產品。不懂得使用智能電話或較少接觸科技的

用家如老友記或小童，也毋須煩惱新式電子支付的使用方法。

同時，八達通不用依附在智能電話，不會出現智能電話沒有

電就不能使用的情況。

除此之外，八達通的安全程度亦比其他電子支付優勝。有大

學信息工程學系教授表示*，某些電子支付方法，例如QR 

Code，有潛在保安漏洞可被他人盜取交易權限。而八達通使

用的NFC技術，暫時沒有類似風險。誠如張先生說：「當各

大商戶都使用QR Code時，顧客要很小心不要掃描到一些來

歷不明的QR Code，否則可能招致損失。」由此可見，電子

支付在追求便捷的同時，亦必須考慮其安全及可靠程度。

* 資料來源：https://bit.ly/2DVPBPP

啟發團隊潛力　為社會創造共同遠景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電影《不敗雄心》中的其中一幕：「電影

中，一名欖球隊長說他著重『以身作則』（lead by example）。

曼德拉回應說，這還是不足夠的，因為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

限，領導也不例外。因此更重要的是啟發（inspire）他人發

揮自己的長處，做得甚至比領袖好。」八達通集團會每年進

行名為“My Say Survey”的員工意見調查，以了解員工是

否清楚集團的發展方向，並聽取他們對公司的意見。作為領

袖，張先生會為集團設定方向，而具體執行就仰賴員工提供

點子。

回應市場，亦要回應社會，才能持續贏得普羅大眾所愛。張

先生深明八達通作為香港的本土品牌，大家對八達通的關顧

及自豪感是無庸置疑的。故此，八達通亦希望憑藉其方便及

廣泛使用，為香港創造共同遠景，協助社福機構，例如利用

手機在賣旗時收捐款、降低服務收費支持社企經營等等，為

普羅大眾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區。希望午餐會後社福界與八

達通集團會有更緊密的聯繫與合作。



了解更多細緻薪酬數據 優化機構人力資源措施

NGO薪酬調查2018 文：王靜琪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籌劃的「非政府組織（NGO）薪酬調查 2018」已順利完成。
調查發佈會亦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舉行。社聯已第 15 年舉辦該調查，是次參與調查
的社聯會員機構多達 123 間，創歷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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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NGO 薪酬調查 2018」工作小組與社聯職員的合照：（左起）HKCSS Institute 主管林莉君女士、新生精神康復會助理人力

資源經理梁裕斌先生（工作小組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助理教授林亢威先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企業

事務總監陳本禮先生、社聯業務總監鄭麗玲女士、香港乳癌基金會特別顧問及項目經理黎鑑棠先生、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副總幹

事楊冰梅女士、救世軍港澳軍區機構人力資源總監徐顏皓女士、香港家庭福利會署理總幹事盧嘉洛女士

今年，有關薪酬調查的範圍是涵蓋了所有全職員工的薪酬

（除定影員工外），共覆蓋了40,379位全職員工，約佔業

界六成人力資源1。參與調查的機構當中，大、中、小型

機構分別佔23.6%、23.6%及52.8%，並且約有四成五參

與機構為非社會福利署（社署）資助機構。調查的數據截

取日為2018年10月31日。

為使機構可獲更目標性、更具參考價值的資訊，調查將受

社署資助機構及非受社署資助機構的數據分開處理作分

析。作為初探性測試，社工職位薪金數據同時分開了受社

署資助職位及非受社署資助職位作進一步分析。此外，調

查亦更新了部份職位的內容（例如新增了資深社工職

位），以使更能反映業界薪金的最新實況。

整體薪酬數據
2018 年薪酬調查成功為 64 個基準職位作仔細研究。除薪

俸中位數外，調查範圍包括職位薪酬架構表，提供了職位

的起點和頂點水平，並且提供各職位近 8 年中位數的薪酬

趨勢。為提供更細緻的數據，由 2016 年開始，薪酬調查

分為大、中、小機構作研究。數據顯示，共有 120 間機構

於今年向員工加薪 — 在 40,379 位的全職員工之中，約有

八成獲加薪，即 32,256 位。參與機構的薪酬整體加幅於

加權後為 6.8%，與 2017 年相比稍微上升 1.8%。受社署

資助機構及非受社署資助機構的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分

別為 7.1% 及 4.2%。但值得留意的是，當比較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薪酬數據時，它們的調薪有機會受參與調查的

機構數量、大小、職位的內容變化，今年還包括了採用總

薪級表（MPS）的全職員工的薪酬等因素影響。此外，上

年度有四成四參與機構的薪俸調整皆與公務員調整掛鉤，

它們的調薪有機會受立法會財委會審批有關撥款的日期影

響，令 17/18 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未能及時於 2017 年度

發放，而今年則沒有此調整動作。

流失率
是次調查結果顯示，機構員工流失率仍然偏高(根據香港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2最新的空缺率數據，2018年的流失率

為10.9%﹚，參與機構整體員工平均流失率為19.7%，比

上年微跌3.3%。社工職位的整體流失率為15.2%3。前線

服務人員、醫療專業人員及籌募人員等相關職位的流失情

況有所改善。籌募助理/前線籌募人員的流失率由超過

70%下跌至40%。公共關係助理、企業傳播助理、市場助

理則今年新上榜到流失率最高職位的首5名，流失率由往

年27%上升至39%。 

今年NGO薪酬調查工作小組就「員工流失」研究，選定

了12個職位（包含7個社工職位、3個護理人員職位、物理

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提供近5年流失率的趨勢。

是次的薪酬概覽盼能為社福機構提供最新、及時、細緻的

業界人事資料，讓業界在數據上有更多的思考，從而更好

地訂定持續人事策略的方向，有助推動社會服務的發展。

若需要更多與「NGO薪酬調查」相關的資訊，請與

HKCSS Institute聯絡。 

1 估算參考載於2018香港社會服務機構會員資料數據庫內的數據得出

2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http://www.hkihrm.org/index.php

3 2017社工職位的整體流失率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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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璟怡

因時制宜 系統建構 人才發展機構傳承並駕齊驅

社會服務機構人力資源研討會2018/19

社會褔利界近年正值資深和專業領導層的退休潮，數十名的機構主管及高管級人馬
已陸續退下火線，業界的接班問題已成熱門話題。HKCSS Institute 特加入討論，
廣邀 11 位分別來自公共事業、商界、傳媒及社福界精英，以『傳承』為主題，於
社會服務機構人力資源研討會 2018/19 內，分享各自機構因應其營運的業務特性，
在內部不同層面實施的人才發展及傳承具體政策、計劃及措施。除此以外，機構主
管們也分享了他們成為接班人道路上的個人學習經驗與心得。學院亦公佈在業界進
行的培訓調查結果。冀盼在機構人才發展及傳承上，為業界帶來一點同工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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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總幹事趙漢文先生、社聯業務總監鄭麗玲博士、HKCSS Institute主管林莉君女士、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梁佩瑤女士、資深傳媒人李錦洪先生、港鐵學院院長兼HKCSS Institute督導委員會委員

梁耀輝先生、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縱橫二千集團人力資源總監顏景霞女士、HKCSS Institute督導委員會主席

郭烈東先生、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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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培育人才　也要短中長期策略
港鐵學院院長兼學院督導委員會成員梁耀輝先生（David）

是資深的人才培訓專家。目前，港鐵的全職培訓人員團隊每

年為超過17,000名香港員工和國際商業夥伴提供約7,000個

專業和管理培訓課程。而港鐵學院亦提供認證課程及短期專

業課程，為本地培育更多鐵路人才。學院亦為「一帶一路」

國家以至全球鐵路營運機構提供不同形式的培訓項目。擁有

這些彪炳戰績的同時，相信David有非常多的實戰經驗，現

時採取的方法都是去蕪存菁後的成果。

David先引用哈佛商業評論來點出一些企業在管理上的慣性

思維，例如忽視通才的重要性。過往，港鐵內的專才不乏，

但通才卻不足。在一間大機構內，管理人員不能只專注於案

頭工作，要考慮人際脈絡，與其他部門都能夠保持良好互

動，對其他部門有基本了解，才能更好地在將來提拔成為管

理多個部門的主管。所以，港鐵的人才培育管理階梯採取彈

性處理，容許管理人才在專才及通才之間遊走，務求兩邊都

有相應的人才庫。

談及港鐵與社福界的類似地方，David點出港鐵的業務十分

多元化，其公共運輸系統及其他業務與全港市民的生活息息

相關，正如各社福機構，大家均擁有眾多持分者。要做到內

外兼備，便牽涉到很多不能靠文件儲藏的「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David點出：「當同事離職時，機構

往往著重把文件及需要銜接的工作處理妥當，把工作管理好

便算功德完滿，卻屢屢忽略了隱性知識對機構的重大價值。

這類知識不是理論、不是框架，而是工作實踐的智慧與經驗

的結合體。」要避免此種情況出現，上一級在日常工作當中

便要協助繼任者逐點逐點累積「隱性知識」，待他們日後有

智慧與經驗獨當一面。

在人才管理方面，David解釋，與經營一門生意類近，須要有

前瞻性及市場敏感度，傳承要以業務短、中及長期的策略掛

鈎並配對5至8年內的人才發展方向，判斷機構所需人才是否

在市場上有相對的供應。在招攬人才時，並非單純挑選最優

秀的，而是要篩選機構需要擁有的勝任能力的合適人才。接

著要以持之以恆有培育計劃及人才流向分析，由業務策略審

視全盤計劃及流程，此乃需要整個機構配合才能發揮功效。

顏景霞女士

梁耀輝先生
發掘人才流失痛點　管理層重組架構
縱橫二千集團（G2000）於80年代由香港起家，發展至今已

經成為擁有5個品牌的時尚行政服飾零售商，在全球15個國

家和地區共有超過700家零售點。發展數十年，G2000一直

堅持包攬產品的設計、買料、車衣、市場推廣以至零售點營

運以作有效管理，可以想像到，G2000需要相當多的專業人

才，包括有時尚觸覺的設計師以至到沉穩內斂的車衣老師

傅。要管理如此龐大及多元化的團隊，人力資源總監顏景霞

女士（Clara）定必挑戰重重。

Clara提起初上任時與集團創辦人田北辰先生的談話，「我問

田生，機構在人才方面有甚麼痛點（設計思維的概念）需要

我去解決。田生說，G2000的年輕同事離職率很高，雖然有

努力培育過他們，不時支持他們參加設計比賽甚至因而獲得

獎項，但最終都留不住。」

認識到這個痛點後，Clara花費了一番功夫了解背後情況。首

先，經過與管理層探討及觀察不同會議的情況後，Clara發現

管理層希望設計師同時具備設計創意及商業頭腦，清楚自己設

計的產品在不同地區的銷售情況、受歡迎的程度以掌握之後的

設計方向。但她亦收到設計師的怨言：「Clara，我有很多設

計點子，但要我對數字敏感，知道賣得好不好，我真的不擅

長。」可見管理層對人才的要求和設計師的能力未能配合。

其次，產品由設計到買料、製造、等待適合季節銷售到不同

市場，再由數據反應銷售情況，整個過程需時大約年半至兩

年，很多新世代設計師在未見到成績前就已經離職了。另

外，也有不少設計師在升到某個職級就另謀高就。可想而

知，集團能夠賦予的與設計師所要求的很可能不配合。這些

人才斷層，是影響集團長遠發展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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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通識　掌數據　通管理
是次研討會新增對談環節，讓數位講者就著同一話題互相分

享，迸發出多元又互相輝映的火花。第一個環節為「社工要

通識」。社工是一個專業職位，應該專還是通呢？

資深傳媒人同時在社福界擔任導師多年的李錦洪先生，強調

社工面對現今多變的社會環境，要令社會工作做得更貼地就

要重視通識，發展「通情達理、博古昔今」的能力。他舉了

三個例子，第一是要具備社會常識；第二是要有分析力及整

合力；而第三是洞察人情（管理學、溝通學）、國情（把國

家關注點與香港連結）及世情（了解國際變化、地緣政治如

何影響香港的發展）。所以，社工既要把持社會工作信念，

亦要向外擴展通用知識，了解身邊各項事情如何互相關聯及

影響，才能在服務上更有洞察力。

商界講求數字與回報固之然常見，但運用了不少社會資源的

社福界其實亦然。經營社企出色又風趣幽默的豐盛社企學會

會長紀治興博士，運用趨吉避凶的著力點──「效益」與

「勝算」引發大家以數學程式來思考人才發展策略計劃，更

引用打麻雀術語，解說每款人才的值博率，如效益一般及勝

算高的同事能力中等但可靠，這便是雞糊，可密食當三番；

效益高但勝算一般的同事可能是好牌，或許要花時間資源培

養讓其『食得出』。所以，機構要認清手上人才在服務發展

上的效益及勝算，才能擬定發展策略。

（左起）李錦洪先生、梁佩瑤女士、紀治興博士

要收窄這些差異，確實不易，G2000為此作出大膽嘗試，以

重組架構把設計創意帶到管理層層次，提升五位品牌負責人

至管理層位置。從前，一名創意總監同時帶領設計與買手兩

個獨立部門，每個部門之下又分為5個品牌小隊，只有創意

總監需要與行政總裁及其他部門的高管合作。新的安排設5

個專責的品牌經理，每個經理都有各自的設計及買手團隊，

品牌經理同時都要與行政總裁及其他部門的高管合作，而原

先的創意總監則成為顧問，協助新架構運作。這不單可加快

設計及商業的融合培訓，也讓年輕一代有更快的晉升階梯。

同時，由行政總裁到各部門高管都花了不少時間及精力為品

牌經理提供特別的培訓計劃，以不斷的觀察及反饋助他們掌

握不同範疇的實戰技巧，例如人力資源部門會在培訓後從旁

協助品牌經理處理棘手的人事問題而不直接參與。改組後成

效顯著，年輕同事見到晉升路徑及發展培訓機遇，各隊伍對

品牌更有歸屬感，視為「親生仔」般對業績著緊及對工作更

加投入，令各品牌的定位及形象更清晰及突出，提升集團業

績及穩定將來人才發展。

作為這個環節的主持人，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梁佩瑤

女士（Irene）回想起讀書時代教授的說話：「social work is 

generic」，理應社會工作能應用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和領域。

香港的社會工作至少已有70年歷史，作為社工，要有歷史

觀，了解香港福利制度的演變歷程才能更透徹明白今天的狀

況，這和李錦洪先生強調社工要懂通識有異曲同工之處。另

外，懂管理亦有助於機構倍增影響力。Irene指出社工在社會

服務發揮重要的領導角色，現時160多間接受政府資助的社

福機構中，超過9成的機構主管是註冊社工。再者，市民、

服務使用者和政府均對社福機構的期望日漸增大，希望服務

能對社會產生效益，因此業界努力推行「實證為本」的服

務、推動更多持分者參與講求果效的服務以配合社會發展。

這方面和紀治興博士的「效益」與「勝算」概念吻合。所以

今天的社會工作實務，除了堅守專業的價值和操守外，曉通

識、掌數據和通管理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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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至機構　人才發展多面向
下午的研討會分別有3位機構代表分享培訓計劃讓機構有

穩定的人才庫，為將來的傳承做足準備，以及另外3位機

構主管成為高管期間歷經的身心訓練。
► 全民參與的能力建設藍圖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於2016年開展了其5年的策略

計劃，當中的策略目標都是由董事及同事參與投票選出，而

與同事息息相關的「人才發展及能力建設」則榜上有名，成

了其中一個人人關心的策略目標。在研討會上，總幹事楊建

霞女士介紹了女青如何把這策略目標落實的過程。在這策略

目標下衍生了一個由同事組成的策略發展工作小組，帶領各

階層同事透過參與多次退修日、焦點訪談及顧問服務培訓，

採用了不同的管理工具，發展出一系列符合機構切實需要的

具體人才發展藍圖及勝任能力模型。當中的每一環節都是同

事的百分百製作。方案可讓不同的小組及部門跟進，方便機

構在有框架及有依據下達致人才發展的目標。而最新的嘗試

是讓部門主管把屬下的人才以表現及潛力劃分，看看可否為

他們訂立更合適及更個人化的人才發展方案。

► 個人化教練方案 帶動深度改變 

數年前領導層深感資深同事的退休潮將至，為救世軍社會服

務的未來發展帶來重大挑戰。救世軍港澳軍區社會服務部總

主任（中央業務）袁淑玲女士提到，為配合機構未來的發展

策略，機構於4年前開始建構有機構發展特色的人才勝任能

力模型，並以此為人才培訓的框架，提供一系列有關的課

程。在過程中，機構深感除知識及技巧的培訓外，管理層同

事對機構價值觀的持守及思維上的變革也是相輔相乘的。去

年，他們以初升任管理高層的同事為重點，提供以行政教練

為主的培訓方案，透過思維改變以協助機構實踐使命和目

標。計劃先為每位參與的同事進行與機構發展掛鉤的領導力

及性格測試，就著職位的成功要訣及個人性格上的特質找出

強弱處，學習取長補短。把脈清楚後，便配合9節行政教練

指導作整全的個人規劃與改進，冀盼在個人、團隊及機構層

面也有所裨益。計劃也安排學員分享個人化教練的成果，建

立互相學習的平台。

袁淑玲女士

楊建霞女士

► 八年的持之以恆 

明愛社會服務部於2009至2018年期間，每年均有系統地推

行人才培訓計劃，八屆學員都是中層管理的同事，計劃至今

已有271名學員。部長陳美潔女士（Maggie）表示，培訓計

劃為期3-4個月，內容包括12節課堂、領導風格評估暨一對

一的教練環節和小組討論。內容框架建基於三個層面 — 個人

領導力及成長、有效管理及實踐機構的策略藍圖，課堂強調

具體個案分析及討論，讓來自不同服務的學員不單能夠從中

互相學習及支持，也可深入認識機構內的不同服務如何實踐

機構使命，凝聚團隊向心力。

培訓活動源自於Maggie對跨服務互相學習的信念，重視不同

服務及專業的協作，與及擴闊中層員工的視野和人際網絡。

由於明愛是一間綜合服務的機構，可提供很多機會讓中層員

工互相認識及學習，透過同儕間深入的分享亦可激發跨服務

的合作創意，並強化中層員工實踐機構使命的精神和信念。

雖然數據顯示約有25%學員獲升職或調任至不同的督導管理

崗位，但計劃的目的是人才培育，並非為升職員工而設。有

趣的是，Maggie發現當機構有職位調動或有升職崗位時，完

成培訓的員工會積極考慮和申請，這顯示員工多了彈性，願

意嘗試新的工作，擴闊管理工作的經驗，以增強個人晉升的

機會，另對機構的繼任規劃而言，為機構的人才庫增添更多

有不同經驗和領導潛質的中層員工，成為管理層未來的接班

人。

陳美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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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於本學期將會舉辦有關人才發展和機構傳承的課程，詳情可參閱 P.45-46。

趙漢文先生

李玉芝女士

梁佩如博士

懷著學習初心　永不停步
無論下至前線同工，上至機構主管，都要像海綿一樣，懷著

學習初心，永不停步，才能夠適應萬變的大環境。3位機構

主管在第二個對談環節「點都要學習」為我們娓娓道來他們

的歷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總幹事趙漢文先生（Raymond）回想

當年由一般社會工作轉做職業配對，需要與商界合作，但因

不了解對方的思維而感困惑，所以報讀了MBA的課程，補足

缺欠；當由服務轉戰社企，又是人生一大知識真空的領域，

他繼續擁抱不足，努力學習。雖然現時已位至機構主管，但

Raymond深深感受到越高職級越要學習的事情仍然很多，他

緊記「先做人後做事」的道理，時刻警惕自己雖無法學曉所

有知識，但要保留學習初心，廣結善緣，也要有知人善用的

能力，才能帶給大眾更好的服務。

重點培訓主題
為人才發展做好能力建設
學院定期都會進行業界的培訓調查，希望以此為同工提供最

適切的能力建設課程。學院主管林莉君女士公佈上年的調查

結果（綜合了問卷和焦點小組訪談）：問卷調查有184人參

與，當中多過一半為註冊社工；而4個焦點小組訪談有29人

參與，約7成為註冊社工。綜合兩邊所得，同工對培訓內容

有5大需求：專業服務、社福界和社會服務的入門知識、同

儕網絡建立、認可註冊課程以及專題深化課程（例如專為新

上任督導／機構主管而設、會計及財務、個人能力等）。學

香港復康會總裁梁佩如博士（Pamela）在復康會的工作上轉

了一個大圈，她到任機構主管前除了任教大學十年外，也曾

在復康會工作。這次回歸，迎面而來的挑戰是要管理好不同

類別的服務、社企及包括復康巴士在內的幾隊無障礙運輸車

隊，以滿足殘疾社群不同的需求。在大學做研究與講學，著

重的是學術理念與教學，與機構發展及管理是兩項截然不同

的要求，知識及操作範疇南轅北轍，怎樣才能順利過渡，領

導機構發展？Pamela感謝社聯的第二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

領袖發展培訓計劃」，除了學習行政管理知識外，還擴大了

人脈網絡，與來自不同機構的同學分享經驗也同時分享困

難，從課程及同學身上學習了各式各樣的解難點子。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女士（Josephine）入行至今只

在現任機構服務，從未經歷其他機構的工作文化及風格，她

認為要有所成長，就要有『有系統』的學習，這種系統學習

在她的工作歷程中，多由工作晉升或者轉換工作崗位所帶

動，讓她有極速學習的良機。最近，她便剛從科大的EMBA

畢業，課程及附帶的外國著名院校短期學習之旅，使她眼界

大開。Josephine慨歎職位越高，會主動反映意見及分享知

識的同事圈子便會越來越少，所以管理層要有系統地學習，

充實自己之餘也不忘在課堂討論、遊學團中，擴闊人脈、吸

收新知，進而把所學運用至機構及服務發展上。

環境改變與人事更替，實屬無可避免的事情。但作為機構的

領導及管理層，有到位的人才，維持機構及服務的可持續

性，實是責無旁貸。人才培訓是回報漫長的過程，其中一講

者提到，當中縱有同事蟬過別枝，只要也在業界服務，也是

天下一家，不需分你我。期待機構都願意以長遠目光，為業

界的人才發展與傳承出力。

院已經逐漸在近期的課程中加入這些內容，詳情可留意各課

程宣傳。當中有兩個有趣的發現，一是不同職級的同工在培

訓主題的選取中雖然心擊專業服務，但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

卻往往是人事及管理；另外，很多其他專業的人士如人力資

源及財務在加入社福界時，雖有一顆熱心，但往往在會議及

日常的工作相處中給不同的行業術語 （jargon） 嚇怕，沒有

明燈支援。



embaenquiry@ust.hk

www.hkustemba.ust.hk

(推廣資料由相關機構提供)

面試及筆試日期: 2019年5月末至六月初
開學日期: 2019年9月中下旬

申請截止日期: 2019年5月10日

(852) 2358 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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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機構健康評估」可靠並帶出反思

有助機構永續服務

2019 年 3 月 5 日，過百機構主管級人馬齊集社聯的「NGO 機構健康評估」分享會，
為要理解在 5 間大中小型社會服務機構 (NGO) 的健康狀況，以及新的機構健康檢查
套件是否也適用於自己機構。

文：王靜琪　李俊釗　林莉君

（左起）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署任部長黎永開先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

務部總幹事陳麗群女士、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院長翁文智女士、西貢區社區中

心總幹事陳曉園女士、項目顧問羅淑君女士、良管善治工作室創辦人方敏生女士、

社聯業務總監鄭麗玲女士、HKCSS Institute督導委員會委員陳啟明先生、香港小童

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先生、HKCSS Institute主管林莉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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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麥肯錫公司網頁(www.mckinsey.com)]

什麼是機構健康？
在分享上，Christine首先解釋麥肯錫將機構的健康訂定為 

「一致性」(Alignment)、「執行力」(Execution)及「機構更

新」(Renewal)3大方向及與之相應的9大與機構健康表現有

關的範疇 (Outcomes) (圖一)，以員工的觀察為導引，設定

指數表達健康狀況─Organizational Health Index(OHI)，為

機構提供了一個簡單但有力的藍圖和指引，藉以改善機構的

健康狀況。

該9大範疇是由37個實務措施 (Practices) 所組成，例如「方

向」這範疇就由3個實務措施：「共同的理念」、「清晰的策

略」和「員工參與」組成。如有50%-69%1的回應者表示

「同意」及「非常同意」，代表成績一般。這些細節都是麥

肯錫經參考超過800項的學術評論、過200個以實證為本的管

理見解中衍生出來，並已集合了超過600間來自不同地區及

行業的機構的參與經驗總結而來的。

早於十年前（2009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在麥肯

錫公司與先行者香港紅十字會啟發下已開始推廣機構健康。

除了在第一、二屆的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課程中教授外，

也在麥肯錫的支持下，於2011年開展了第一次的初探性研

究，共8間NGO參與，希望看看為商業機構開發的機構健康

框架會否也適用於NGO。當時的結果是正面的，NGO都覺得

縱然有少部份的內容過於注重商業模式的表達，但整體來

說，對NGO的狀況也形容到位，結果也有指導性的作用。而

當時的結果是參與的NGO 在「協調」及「創新」上需多加努

力。8間機構中，社聯也是一員，當時的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

（Christine）在離開社聯後，對結果也念念不忘，在她加入

香港大學後，推動香港大學ExCEL3學術團隊與社聯合作，

以麥肯錫機構健康概念的啟發下，一起開發了一個適合社福

界的「NGO機構健康評估」(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OHA) 工具。社聯於去年邀請了 5 家不同大小

的機構及單位，也來一次測試研究，看看這套新的工具會否

更適合與易用。結果顯示參與機構在「向外取向」、「問責」

及「推動」表現較好，而「協調」及「創新」仍需多加努力。

同時經管理層及學者論證，NGO OHA 確實可靠及有用，可

反映機構的健康狀況。

分享會邀請了部分專家及工作小組顧問例如方敏生女士及陳

啟明先生(KM)介紹機構健康的概念及分享調查測試的總體結

果。同時，5間參與機構代表就參與測試和應用調查結果的

經驗作出分享。

與港大合作　精簡問卷　符合社福界脈絡
在 NGO OHA 的開發過程中，學術團隊先以 57 間 NGO 的

問卷回應來微調麥肯錫的 OHI 概念，工作小組成員組成專家

小組，再按業界實際情況優化評估框架中的部份指標，使問

卷內容更為精簡及切合真實社福界狀況和語言，讓此工具能

幫助業界和參與機構清晰地掌握機構健康的現況。為令參與

者更能夠清晰瞭解問卷內容和輕鬆完成整份問卷，專家小組

將原來的 164 條問題減至 92 條，由 37 個實務措施的實踐狀

況減少至 33 個2，及維持 9 大機構健康表現範疇。經此修訂，

大部份參與者均能在 30 分鐘內完成問卷。

問卷可信有效
在數據分析工作過程中，小組同時邀請了香港理工大學研究

助理教授王筱璐博士進行可靠性及有用性測試，並得到滿意

結果。Christine 補充，為進一步完善問卷內容，社聯及後會

根據工作小組及 5 間參與機構代表的反饋，將問卷內容再稍

作微調。

方敏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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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回應正面　期待可參與
與會者在參加分享會後都表示內容有啟發性，且機構分享貼

地，可惜時間太短。有一位參與者更特別提到他被分享者的

真誠態度感動，因他們竟毫無保留的分享經驗，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而這種NGO「分享」的氛圍，正正是大家面對挑

戰時最重要的。

另外，大部分參與者都正面回應全新的NGO「機構健康評估

架構」，表示適用於自己的機構，並表達有很大機會使用。

但他們也擔心由於缺乏專人跟進框架的應用、框架難明、問

卷太長、沒有董事局的支持等， 會阻礙機構應用。他們提議

社聯可多辦活動，讓管理高層及董事局理解，也可提供培訓

課程及顧問服務，並開辦實踐經驗交流平台以協助機構應

用。

全新網上平台　即將開放參與
KM預告社聯在不久將來會推出的「機構健康評估」網上平

台，除可供機構直接使用，還可以建立香港社福界健康評估

結果的數據庫，從中找到具代表性的業界健康圖譜 ─ 明瞭社

福機構的強項及可改善的部份，讓業界在實證依據的基礎上

進行思考，從而更好地訂定改善的方向和機構的可持續發

展。

1 有待改善 (<50%)；一般 (50-69%)；優良 (70-84%)；出眾 (85%+)

2 2012共有37個實務措施，2018刪除了四項︰ 績效合同、後果管理、職

業發展機會及財政獎勵

3 2012參與的社福機構同工共1,055位

4 初探性測試︰直接使用麥肯錫的「機構健康指數」(OHI)問卷內容，調

查結果可掃描右邊QR圖碼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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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構參與試驗　親試問卷　驗證結果
至於是次NGO OHA測試，參與的社福機構同工共1,267位3，

佔參與機構總同工數目 60%。整體結果顯示，5間機構在「向

外取向」(External Orientation)、「問責」(Accountability)及

「推動」(Motivation) 這些方面得分較高 (圖二)。但值得留意

的是相關實務措施實踐要有待改善。KM解釋，在「向外取

向」這範疇，從調查所見，回應者普遍認同機構對政府與社

區關係較為密切，但與顧客或業務夥伴的關係則有待加強。

在「問責」方面，就算機構沒有清晰制度，大部份同工都對

自己負責的工作有自覺的問責意識。在「推動」方面，回應

者同樣認為機構員工有頗高的工作主動性及個人熱忱，但機

構及上司似乎忽視需要啟發、傳遞並展示一套完整的機構價

值觀，使員工、董事會成員、捐獻者及其他支持者都能從中

找到共同努力的意義。

而調查結果中較低得分的是「協調與監控」(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及「創新與學習」(Innovation and Learning)。

回應者在「協調與監控」這範疇，普遍認為監督員工的機制

較多，卻對營運效率（如收集準確可靠的績效資料)、風險

（如發掘潛在的績效問題與威脅）及財務管理（如拓展經費

來源及有效地善用資金)關注不足。在「創新與學習」方面，

回應者普遍認為機構改變／改進的速度慢於業界其他機構，

當中的實務措施可體現為機構較少借鑒其他機構和業界的良

好經驗，和較少鼓勵跨單位的員工集思廣益與提出創意點

子。是次結果與2012年有8間參與機構的初探性測試結果4

(圖一)亦相近。但KM也提醒與會者，由於是次參與測試的機

構規模不一樣，服務種類也不盡相同，不能說是業界的整體

現象。

陳啟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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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經驗　反思再學習

反思現象　提升機構一致性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是全港最大的復康院舍，有過千員工，職級更多於50個。院長翁

文智女士分享，機構收到報告後，管理層本以為機構在「方向」、「文化及氣氛」及「推

動」上應有良好結果，但前線員工/專業人員及工作年資一年或以上的結果卻有相當大的落

差，對管理層有頗大衝擊。這促使他們反思未來應該多注重內部員工的溝通和工作情況，

及計劃在未來會舉辦聚集小組及退修活動，希望從中能夠收集更多員工意見，藉以提升

「一致性」的機構健康指標。
翁文智女士

小型機構快速發展下的指路名燈
西貢區社區中心是一間小型機構，全體職員約有 60 人。總幹事陳曉園女士表示中心在過去

10 年快速發展，不論服務類型、中心服務點及工作團隊均是倍數增長。擴張速度令管理層

看到機構的「能力」有所不足，例如溝通不足、工作無方向、員工流失率高等。機構員工

希望改變，但同時害怕在改變中迷失方向。所以藉參與今次的 NGO OHA，能夠找到指路

明燈。測試結果有助董事會增加對機構健康的認識及關心程度，另一方面亦有助同事反思

及帶動改變。
陳曉園女士

逐項改善　管理層員工齊參與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先生提到，員工在參與是次評估時，都認為評估結果可為機

構未來改進再一次定下基準。有時候，管理層推出一些措施，但背後理念或未能傳達到整

體員工並取得認同，這些落差有可能導致員工對工作環境感到困惑。為此，管理層會先從

落差較大的「一致性」落手，從方向、領導力及文化與環境作改善。接著，機構會把溝通

圈由管理層囊括到前線員工。另外，會加強不同層級員工參與不同服務範圍及政策的制

定，例如假期系統及產假，加強員工的聯結及一致性。
陳健雄先生

改善協調與監控　理解機構運作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信義會）總幹事陳麗群女士提及機構進行過「員工滿意度

調查」，這調查多從同事的關注、期待及實際落差的角度出發。適逢 NGO OHA 的出現，

令機構在考慮前路時，希望可從員工的關注角度，拉闊到整個機構管理層面上，令機構在

決定未來發展方向及維持機構健康方面有所幫助。她分享機構在推行 NGO OHA 的時候，

要有充足準備，例如要舉辦簡介會及令員工明白是次調查的意義，除了是幫助機構外，也

是在幫助業界試行一套新的工具，故同事在參與上更為落力。至於是次結果，較弱的一環

是「協調與監控」，機構未來會加強員工溝通及參與策略規劃和管理，讓他們在發展及運作上，

與機構走得更近。
陳麗群女士

務實改進　終見曙光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署任部長黎永開先生談及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同事在 2012 年參與

OHI 後獲得的啟示及 2018 年參與 NGO OHA 的評估結果。2012 年時，整個機構的同事都

有參與，當比較不同服務單位的分數時，發現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在「創新與學習」得到頗

低分數，自此明愛一直在此方面努力求進，例如成功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開展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Open up」新服務及舉辦「社會創新」德國體驗交流團以加

強員工培訓。同時，機構也鼓勵中心實踐，提交創新計劃，過去，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單位

就挑選四個出色項目並給予每個 30 萬元的資助來實踐計劃。經過多年努力，是次 NGO 

OHA 結果顯示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單位的同事們思維開闊了，並轉化成有效的行動，在「創

新與學習」有亮眼的進步。

黎永開先生

「NGO機構健康評估」可靠並帶出反思 有助機構永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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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及
貢獻者
﹙排名不分先後﹚

方敏生女士 良管善治工作室創辦人

陳啟明先生 HKCSS Institute督導委員會委員

羅淑君女士 項目顧問

陳麗雲教授 香港大學教授

蘇婉嫻女士 香港紅十字會秘書長

趙漢文先生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總幹事

王筱璐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助理教授

黃暢雪女士 前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睿智計劃項目項目經理 

陳健雄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

陳曉園女士 西貢區社區中心總幹事

陳麗群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黎永開先生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署任部長

翁文智女士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院長

林莉君女士 HKCSS Institute主管

王靜琪女士 HKCSS Institute項目主任

楊曉霖先生 前HKCSS Institute項目主任 

NGO OHA的重要里程碑

麥肯錫公司 麥肯錫公司 & 社聯 香港大學ExCEL3學術團隊 & 社聯
(以麥肯錫機構健康概念的啟發下)

2009

2011 2018

2019

2009年
第一間NGO參與OHI

2018年9月-11月
5 間NGO參與初探性研究

公開發佈

2019年年中

2012

分享會

2012年9月

2016

論壇

2016年4月

2018年12月-
2019年2月
完成5 間NGO

的講解會

分享會

2019年3月

2017

諮詢小組成立

2017年年初

2011年12月-2012年5月
8 間NGO參與初探性研究

若需要了解與 NGO OHA 相關的資訊，可致電 2876 2470 或電郵至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訓練課程

 ✓ OHA 模型要點

 ✓ 如何演繹數據

自用手冊

 ✓ 評估的使用指南

 ✓ 準備工作

 ✓ 數據收集

 ✓ 數據處理和分析

 ✓ 調查結果和報告

 ✓ 解說及注意事項

網上平台

 ✓ 網上問卷

 ✓ 數據收集

 ✓ 簡化版報告

服務

內容

社聯暫定在 2019 年第三季將推出一系列有關NGO OHA 的相關服務 :



「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

畢業同學會

甚麼模式的學習最有效？甚麼樣的支援最到位？對一班 NGO 領導人來說，莫
過於能透過不同機構管理人的實戰經驗分享及交流，讓智慧在跨機構承傳！

社聯學院舉辦了兩屆的「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培訓課程中，
講員的教授當然十分重要，但參加的同工們都十分珍惜同學間坦誠分享在不同
機構管理路上遇到的處境、挑戰及應對的成敗經驗。此種信任的交流，長知識
擴眼界外，也開啟了互相支持的基礎。培訓計劃雖已完成，但學習、成長及支
持不會停下，於是第一屆及第二屆的參加同工們組成了「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
袖發展培訓計劃」畢業同學會（「社服領袖畢業同學會」），成為一個重要平台
持續此種珍貴之跨機構交流、分享及攜手前行精神。

「社服領袖畢業同學會」於2018年12月正式成立，現有45位會員，來自40間
不同規模的NGO，其中不少會員是新承担機構重任的CEO／副CEO／總監，所
以同學會的「持續學習及分享，增進會員領導及管理專業知識」之使命十分重
要！同學會已通過會章內容，亦選出12位同工為幹事會委員。作為首任會長，
會與各位委員共同努力，讓同學會成為提升業界能力的重要平台，讓管理智慧
在業界承傳！

陳靜宜女士

「領導、綱絡、影響力」
面對日趨複雜的社會發展，社會服務

的角色和功能正受著不同挑戰。社聯

學院所舉辦之「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

導發展培訓計劃」，正提供機會學習

和更新如何成為「到位」的領導，帶

領機構策略發展。「社福領袖畢業同

學會」的成立，更提供平台促進持續

學習和交流，凝聚志同道合者互相支

持和鼓勵，長遠為社會的未來發展發

揮更大、更廣、更深和更遠的影響力。

就讓我們為社會一起努力！

賴君豪先生

「社服領袖畢業同學會」成立不久，

會員都是每天忙到晨昏日暗的社會服

務機構高層管理人員。雖然如此，大

家都很珍惜每次會面的機會和踴躍參

與。每次聚會設有不同主題分享或參

觀，大家可以互相學習和交流，但最

重要的是彼此可以有深入的交談，分

享管理工作的各項挑戰，和知道最新

的業內發展，實在是繁重工作中的強

心針。

梁惠玲女士

幹事會成員
會長 陳靜宜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高級顧問

副會長 賴君豪先生 救世軍社會服務部助理社會服務總監（服務策劃）

副會長 梁惠玲女士 協康會副行政總裁

成員 李雯珊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服務總監（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成員 陳家立先生 匡智會助理總幹事（教育）

成員 陳曉園女士 西貢區社區中心總幹事

成員 馮祥添博士 利民會總幹事

成員 翟冬青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幹事

成員 潘少鳳女士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成員 黎永開先生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署任部長

成員 鄭妙娜女士 香港戒毒會社會福利總監

成員 黃美坤女士 安徒生會總幹事

成立晚宴參與會員合照

19「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 畢業同學會



文：關子宇

理論 x 實踐 x 建網交流

奠定社福籌款專業

社福機構提供林林種種不同服務，需要不同資源來支持營運。除了接受社會福利署／
賽馬會／公益金的恆常資助外，亦需積極在坊間探索資源和尋求合作機會，以維持或
擴展現有服務和開拓新的領域。對不少社福機構而言，籌款是獲得資源的其中一個主
要方式，然而要有效和成功地說服他人捐贈資源，對很多同工而言都是難以掌握的一
門學問。

有見及此，HKCSS Institute 再度推出《社會服務機構籌款證書課程》（社服籌款證書
課程），是次課程的最大賣點是新增模擬面見基金會代表的環節，由學員親自撰寫申
請基金計劃書，並在課程最後一課進行模擬面見，由學院邀得的慈善基金會代表作評
審。經過親身上陣和觀察其他學員的面見過程後，學員們皆表示對申請基金的流程認
識多了和增強應付類似工作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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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論 x 實踐 x 建網交流　奠定社福籌款專業

社服籌款證書課程有9個共37小時的課程*，包涵制定籌款策

略、捐款人關係管理、籌款活動、以講故事形式籌款、籌款

宣傳規劃、應用科技籌款、撰寫計劃書和籌款相關的條例及

道德操守，最後一課就會進行模擬面見基金會代表。學院邀

得四位慈善基金會代表與課程導師作模擬面見的評審，即場

評價學員的表現和有待進步之處。期望令同工掌握更全面的

籌款知識和技巧，並能在職場上學以致用。

且讓我們聽聽多位慈善基金會代表、課程導師和部分學員的

評價和感受，藉此讓大家從多方面了解如何有效地向基金會

申請資助的各項要點。

先了解　後申請 
前期準備工作不可少
凱瑟克基金總幹事王玉芬女士（Fanny）表示，一般而言，

社福機構申請服務經費時只把計劃書遞交給基金會。 其實，

他們可先與基金會接觸，了解資助範圍及要求，介紹申請項

目的目的、內容、服務對象和服務發展策略等等。在取得一

定程度的共識時，再正式提交計劃書。何張淑婉慈善基金項

目總監陳翠琼博士（Liliane）亦認為前期的聯絡工作是拉近

社福機構和基金會雙方關係的重要契機，她以情侶關係作比

喻：「就像拍拖一樣，雙方要『夾』才能水到渠成！」。

李國賢基金會高級項目經理楊可欣女士（Sindy）則分享

說，一些基金會會適時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以李國賢基金

會為例，近期只資助與0-6歲幼兒和長者有關的項目；而且多

數由基金會主動邀請機構就特定的主題遞交計劃書，較少接

受自薦。因此，社福機構在正式作出申請前，必須與基金會

進行大量的前期聯絡工作，以增加成功申請的機會。如若在

前期階段，雙方已了解到暫未有合作機會，社福機構可擱置

提交申請，減低白費功夫的機會。眾基金會代表在點評學員

表現時，亦一致強調前期準備工作的重要性。

Liliane

Fanny

Alan

訂立明確目標　回應社會需要
與伙伴一同「發夢」
社福機構向基金會申請資助，主要是用作推行社福項目，服

務特定的受助社群。因此，社福機構必須向基金會證明資助

金額能夠轉化成有效的服務以回應社會需要。陳廷驊基金會

執行董事鄒秉基先生（Alan）認為這部份是申請基金資助的

核心元素。他概括了三項要點：

1.確立社會需要：

社福機構須證明特定群體對某項服務有強烈需要，而現時

社會上提供的服務有缺乏或不足之處

2.提出具針對性的項目：

建議的項目必須能回應上述社會需要

3.證明機構具能力推行項目：

泛指執行能力，機構如能提供往績或先導計劃成效證明能

力，便能建立基金會對它的信任

Alan舉例說，本港市民對居住空間有強烈需要，然而假如社

福機構建議推行的，是在深圳興建房屋讓香港人居住，這就

是偏離了社會需要、沒有成效的項目了。課程導師之一、國

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蕭美娟博士（Kanie）則強調社福

機構要根據機構的VMV釐定及實行籌款策略，從而獲得足夠

資源，才能「發夢」，以回應社會需要。另一導師、救世軍

拓展總監梁志衡先生（Wilfred）就形容，社福機構和基金會

的關係如同伙伴，雙方為著共同的美好目標而合作，要一同

前行，一同「發夢」。不論如何形容也好，這就證明了「做

事必須要有目標」這句老生常談，應用在籌款工作上亦同樣

適用。

動之以情　以故事觸動人心
有了雙方皆認同的目標後，怎樣才能進一步說服基金會出資

合作？導師之一的香港紅十字會傳訊及資源發展部主管王詩

韻女士（Winnie）就認為最好莫過於以「說故事」形式帶出

社福項目的成效。所謂的故事並非憑空構想，而是運用過往

推行項目當中的成功案例作說明，把冰冷的數字和抽象的成

效，轉化成一張張的有血有肉的快樂笑臉，呈現在基金會代

表面前。Winnie特別欣賞其中一位學員，以她自身的經歷作

分享，能夠更具感染力。Wilfred亦認同「說故事」容易感動

別人，若能附上受惠者真實名字和相片，渲染能力會更強。

特別
鳴謝

﹙按筆劃序﹚

何張淑婉慈善基金
李國賢基金會
陳廷驊基金會
凱瑟克基金

* 可掃描QR碼

 獲得更詳盡內容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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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明細須詳盡　讓數字說明成本效益
另一個與數字有關的要素是項目的收支明細。大部分學員都

懂得把收支項目分拆成各個細項，讓評審們查閱。數字能夠

客觀呈現社福項目內各個部分所佔資源多少，從而反映出資

源是否用得其用，物有所值。這亦是在模擬面見中，各評審

不時向學員追問詳情的部分。例如是在一個為期一年的長者

耕作田園項目中，預算三份之二的資金都用在田園的硬件部

分，Wilfred便認為這部分的投入所佔比例太高，當項目於一

年後完結而未能繼續，這部分的投入便形同浪費，不符合成

本效益。又例如學員匯報的一個研究項目中，需聘請大學研

究人員合作，預算所需的薪酬為三十萬，「心水清」的

Liliane便問到：「當一名研究助理的月薪是一萬五千元，一

年便要十八萬，如果再加一名文員支援，三十萬一年到底夠

不夠用？」

另一方面，基金會對於資助聘請人手的支出項目，也會希望

得到更多詳情。Sindy就問到，聘請的人手希望有什麼學歷

程度，和執行什麼的工作。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另一個匯報

中，項目建議聘請職業治療師為受助者進行八節職業治療，

薪金共需某個數目。Alan即場拿出了計算機，計出每節薪金

並問到：「這是否市場水平？會否太貴？」由此可見，可以

預期基金會代表作為撥出資源的一方，必定會鉅細無遺地審

視每一筆支出是否用得其所，以及所需金額是否合理。

最後，評審們在各個匯報中，亦經常問到如何令項目具有可

持續性。基金會每次批出的資源，可能為期三數年不等，然

而當資助完結後，項目又是否隨即停止？這也是學員們需要

解答的問題。而要解答這條問題，Wilfred就認為學員必須帶

出機構在該服務範疇的願景：「當機構向某基金申請資助

時，它必須顯示有信心日後可向其他基金申請到資源，甚至

是爭取到政府的恆常資助，把項目繼續下去。」這樣，也能

向基金會展示為社會作出改變的決心。 

Kanie

Wilfred

Sindy

匯報內容固然重要　
遊說技巧同樣不可忽視
經過事前的準備功夫，和細心撰寫項目建議書後，終於到

基金會代表面前匯報，希望憑誠意打動基金會答允資助。

那麼在短短的一次會面之中，又是如何最有效地說服各位

評審？Fanny給學員們的「貼士」就是在整個建議書之中

抽取重點作匯報，在所限定時間內向基金會說明建議書的

內容。同時，說話流暢清晰也很重要。Sindy亦認同臨場

表現很重要，認為要展現對該服務很熟悉及充滿熱誠，才

能說服評審。

Kanie提醒學員如有機會面對基金會演說籌款建議時,與評

審保持眼神接觸，以表示自己對籌款建議的信心。她還介

紹了一些演說的技巧，來應付演說時間不足的問題。她

說：「你可以先演說重點，而把一些想講但來不及解釋的

部分抽出來，放在最後的補充資料部分中。當到了問答環

節被問及時，便可翻到補充資料部分即時解說。」這樣既

能展示有充足的事前準備，亦能較有效率地解說項目，總

比因「趕時間」而每部分都匆匆帶過更好。

總括來說，正如Wilfred形容：「當基金會在尋找合作伙伴

時，而你要在它的考慮清單之中！」當基金會願意付出資

源去推行有益社會的項目時，社福機構亦要懂得把握推銷

的機會，向基金會展現自己有能力擔此重任。

說之以理　訂立指標證明成效
另一關鍵的遊說要素，就是有沒有清晰客觀的關鍵成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簡單而言，KPI 的作用是量

度項目的成果（output），在多大程度上為受惠者帶來成效

（outcome）。在模擬面見環節，眾導師和基金會代表皆非常

關注學員匯報的項目有何 KPI 作參考。Fanny 在評價一個為

弱智人士提供高爾夫球訓練的項目時，提醒學員要用 KPI 支

持服務成效，「不能只說服務使用者參加了訓練後『開心啲』

便算」。Liliane 則在評價一個長者耕作田園的項目時指出，

KPI 方面如不能自行釐訂，便要尋找本地或國外的既有量度

工具來評估成效，能較有說服力。除此之外，Kanie 就提醒

學員，於籌款建議書中釐定精準到位的 KPI 及影響力評估是

重要的，這是基金會評核建議書重要元素之一，負責籌款的

同工應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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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導師及基金會代表與學員合照

各導師及基金會代表與學員合照

解開心中疑團
對籌款工作更有信心
為期兩個月的課程經已圓滿結束，學員們不單增進了籌款的

知識和技巧，同時亦藉此課程結識了專責籌款的社福同工，

建立了互相交流、互相支持的人際網絡。兒童癌病基金發展

總監黃瑞霞女士（Lucille）表示，報讀此課程是想認識更多

的籌款方式、哪些是比較有效，和有什麼失敗例子可以作參

考，而這些目標在課程中都達到了。她特別讚揚「撰寫籌款

計劃書」的一課，對她而言可說是意外驚喜：「以前我一直

都在摸索怎樣才能把籌款計劃書寫得更好，現在好像被『點

醒咗』一樣，清楚知道整個計劃書的脈絡是如何，還有最重

要是寫好『問題論述』。」Lucille亦很欣賞課程可以令學員

看到其他學員的匯報，特別欣賞評審們有很多真實、「夠

狠」的評價，這樣才能令大家進步。

另一學員、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服務經理梁鳳媚女士

（Allison）就表示課程對她有很大的啟示作用。Allison於修

讀此課程時，才新轉職至現時的崗位不久，一些工作仍處於

摸索階段。而修畢整個課程後，她就像解開了心中很多的謎

團。Allison說，以前不太清楚在向基金會申請資助前，原來

要先進行一些前期聯絡工作，才能增加成事機會，「現在終

於知道以前的申請石沉大海的原因了！」令她恍然大悟。除

此之外，她還盛讚課程請來多位社福界的前輩，包括已退休

的行政總裁和現職的資深籌款同工擔任導師，特別感激他們

毫不保留地分享自身的真實經驗。

而在知識與實踐之外，這個課程也發揮了建構交流平台的作

用。榕光社發展及籌募經理秦玉英女士（Ku）分享說，她

在這個課程中認識多了業界的朋友，尤其是當大家可以暫時

放下工作，沒有「各為其主」的包袱時，更能夠暢所欲言，

分享在籌款路上的點點滴滴。Ku 和一些學員亦建立了

WhatsApp 群組，不時交流籌款資訊之餘，間中更會約出來

共膳。此外，Ku 也讚揚模擬面見基金會環節令她大開眼界，

「尤其是有些同學的匯報很專業，像論文分享一樣！」，令

她可以借鑑不少。Ku 還建議如下次再辦同類型課程時，可

加入更多數碼宣傳的元素，例如是如何以 Facebook / 

Instagram / WeChat 進行籌款，方便同工以更符合潮流的

方式，募得更多的善款。

各個基金會代表的真誠分享帶給社福界很多啟示，其中一樣

就是，籌款需要「講他們的語言」，要明白接觸對象在想甚

麼，需要甚麼，當滿足了對方的訴求後，就能水到渠成獲得

資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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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企業持續增長要訣：

獨有的管理方程式 x 支持創新的機構文化

於去年的總裁對談午餐會上，HKCSS Institute 邀請到連續三年入選全球權威管理雜
誌美國商業週刊《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之「全球百位最佳
CEO 榜」的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常務董事陳永堅先生分享他的管理
理 念：「G= i x i」，G 是 Growth，即 企 業 增 長；兩 個 i 分 別 是 Innovation 和
Implementation，即創新力和執行力。由於午餐會時間有限，陳先生未能詳盡講解煤
氣公司如何在內部落實執行「G= i x i」，但見參加者對此概念反應踴躍，陳先生便即
時邀約同工到煤氣公司參觀以更詳細了解如何在內部落實執行。社會服務界一行 26
人於 3月 6日齊集煤氣公司北角總部，實地取經。

文：柳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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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個人特質　人才及機構互相配合

煤氣公司策略及創新總監馮文傑先生

(Daniel) 自大學畢業後便加入煤氣公

司擔任工程師，至今已超過 30 年，

可謂與機構共同成長。現在他更領導

策略及創新部，專責推行創科工作。

煤氣公司相信執行「G= i x i」的人才

最重要。他首先向大家介紹了這兩個

i 背後所需人才，以及各自擁有的十

種特質。同事會進行性格評估，了解

公司需要的特質是否與自身的長處脗

合，減低人才錯配的情況。為了減少

同事的壓力或避免混淆，這個性格評

估不與工作表現評估掛勾，只是用來讓同事和公司更能互相

了解。

支持創新的機構文化

Daniel 亦指出機構文化的重要性。他笑言若同事提出一些瘋

狂的點子，上司的反應是嘲笑，或覺得愚蠢，那就不會再有

同事願意創新。故此，煤氣公司不但設立舒適放鬆的討論場

所、提供完善設備的測試實驗室，且在廿七年前已經主動開

展優質服務計劃，讓前線同事自組不同服務改善建議小組，

由下而上將所累積的經驗和智慧轉化為一項又一項的創意方

案，從而得出豐厚的創新成果。此外，煤氣公司在 2016 年

亦成立創新基金，資助同事將其創新意念付諸實行。如果同

事的創新方案能成功實踐，不單會獲得上萬元的獎金，還有

機會外出考察。

為了推動和表示對內部創新文化的重視，煤氣公司在香港總

部大樓設立了「煤氣創新館」，除了展示旗下員工的發明，

還附以設計團隊相片作表揚，Daniel 笑言，縱使是部門主管，

若沒有參與發明，他的相片也不會放在創新館呢。另外，總

部大樓更設有餐飲及食肆的廚房示範，讓參與者一睹自動化

運作的廚具設備。

最後，煤氣公司正準備新一輪的捐贈計劃，以長者服務為目

標。今次捐贈物品選定為「浴室寶」。天氣冷時，為浴室提

供暖氣，減低長者著涼機會。因此，Daniel 呼籲在場從事長

者服務的同工留下聯絡方法，以便商討計劃細節。這可算是

這次參訪之外的意外之喜！

1. 出眾思路
2. 持續學習
3. 跳出框框
4. 思維開放
5. 敢於冒險

6. 勇於改進
7. 前瞻遠望
8. 熱衷科技
9. 觀察入微
10. 能幹精神

1. 團隊建立
2. 溝通技巧
3. 政商手腕
4. 關注細節
5. 重視品質

6. 勇於承擔
7. 行動迅速
8. 堅毅耐力
9. 統籌能力
10. 使命必達

創新力需要
的特質

執行力需要
的特質

是次活動，煤氣公司向在場每位參觀的同工贈送

了一隻為「低碳Action 齊齊減碳」活動所設計，

名叫「煤氣小伙子」的公仔（見右圖）。除了提

倡綠色生活外，此造型得意的公仔將用作籌款之

用，而所得款項會全數捐贈給社福機構。

展示設計團隊照片
為了表揚員工的創意和努力，

展品旁邊特意展示該產品的

設計團隊照片。

自動拋鑊煤氣炒爐
該爐一分鐘可自動拋鑊過百次，將要求體力且重

複的動作自動化，減低工作勞損和工傷。

立管檢查飛行器（航拍機）
檢查大廈外牆的煤氣喉管，既安

全快捷，又能為公司節省成本。

在場同工也把握機會，爭相發問，向Daniel取經。

同工也參訪了客戶服務熱線中心，可見背後顯示熱線即時

使用情況，短短一個早上已處理過千個查詢。辦公室也張

貼了他們的服務承諾－「您能聽見我們的笑容」。 

百年企業的經驗分享，讓同工不單對這個香港本地品牌增加

認識，也啟發了同工如何應用創新意念於其機構內部運作或

服務發展上，實在不虛此行！

活動合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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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

社聯會員機構

董事會成員及

機構主管參加

主講嘉賓：
香港天文台 台長 岑智明先生, JP, FRMetS

總裁對談午餐會系列
CEOs meet CEOs Luncheon Series

天氣不似預期
但要測又要期望管理
Expect the Unexpected with Forecasting and Courage

簡介

岑智明先生於1986年加入香港天文台（天文台），任職科學主

任。經過25年的鍛鍊，由2011年開始岑先生以47歲之齡出任天

文台台長，是最年輕的華人台長。新上任後，岑台長更新了天

文台的「抱負、使命及信念」，強調「科學」、「創新」和

「多元合作」。天文台負責的氣象服務本就是一門嚴謹的科學

學科，要如何創新？又，除了每天的天氣預報外，怎樣讓外界

能明白天文台的外星文，做到「多元合作」？

極端天氣頻繁出現，岑台長任內短短8年已經歷經強颱風韋森

特、超強颱風天鴿及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並發出了三次十號颶

風信號，無論對天文台抑或廣大市民的防災應變都是極大挑

戰。當中牽涉的風險管理、危機管理、決策與溝通等等，都可

以是一門又一門讓社福界可以借鑑的管理課堂。

天氣不似預期實屬等閒事，天文台本就不可能猶如「水晶球」般預測到所有氣象變化。但俗語亦有云

人定勝天，在即將舉行的總裁對談午餐會上，岑智明先生將會分享他帶領天文台夜以繼晝地知地、知

天、知人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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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230-1430

對象： 社聯會員機構董事會成員及機構主管

編號： 19A-CEO1

語言： 粵語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5字樓香港醫學會會所

菜式：
 
中菜圍席

查詢：

 

電話2876 2470 或

電郵institute@hkcss.org.hk

蔡海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歡迎辭

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

主辦機構：

岑智明先生, JP, FRMetS
岑智明先生於1985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理

學士學位，主修物理。1986年加入香港天文

台，任職科學主任。自1990年代起，岑先生

專精於航空氣象領域。他為1998年開幕的香

港國際機場引入世界上最先進的多普勒天氣

雷達，以探測風切變。岑先生於2000年代帶

領一組研究團隊，為香港國際機場開發出全

球第一套激光雷達風切變預警系統，克服了

在無雨環境下探測風切變這個長久的問題，

獲得本地獎項及國際嘉許。

岑先生自2000年代初起擔任多項國際職務。

由2010年至2018年成為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WMO)航空氣象學委員會(CAeM)主席。這是

有史以來首位亞洲人在WMO擔任這個位置。

 

留座詳情
1.  截止報名：2019 年 7月 30 日（星期二）

2.  名額：100 人

3.  餐費：餐費為每人 $100；

符合申請「小型機構能力發展津貼計劃」的同工免費

4.  免費名額為每小型機構 2名

5.  確認通知將於活動1星期前以電郵通知參加者。若於活動

前3天仍未收到通知，請與本院聯絡

6.  參加表格可於本院網址

http://institute.hkcss.org.hk/b5_enrollment01.php 下載

或致電 2876 2470 索取

7  「小型機構能力發展津貼計劃」的詳情可瀏覽

http://institute.hkcss.org.hk/b5_enrollment03.php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 19A-14

日期 ： 2019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 ： 1630 – 1830（2 小時） 

地點 ：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日善街 23 號

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對象 ： 社聯機構會員機構主管及需要與

董事局合作的管理人員

語言 ： 粵語（以英語輔助）

查詢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盧子健博士是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和傳訊專

才。九十年代初，他與林乃仁合作成立公共事

務顧問公司，後於 2013 年成立正品揚聲傳訊

策劃有限公司，為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提供

服務。他亦是多家顧問公司的合伙人，包括全

港最大的公關顧問公司縱橫公關集團。另外，

他曾任多個國際及本地社福機構董事局成員及

政府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於 2005 年更獲委任

為太平紳士，2004 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

院士。

盧子健博士

良管善治工作室董事及顧問

分享嘉賓

費用全免

黃昏座談—
　向上溝通的智慧

黃昏座談—
　向上溝通的智慧
無論是商業機構或是社會服務團體，縱使貴為機構主管，也不是一人說了算，他們也要向上問責，與董事

局建立好的伙伴關係，爭取信任。

如果是社會服務團體，機構管理的既然是大眾資源，機構主管及董事局更是有更大的責任去以機構實際營

運狀況及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去作出明智而具前瞻性的決策。在過程中，機構主管需要與來自不同界別、專

業甚或以服務使用者的身份的董事們提供多方位的資訊，讓董事局可作多角度的思考、監督，並帶領機構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當中亦師亦友，亦老闆亦伙伴的關係，極需以溝通與智慧維繫。 

盧子健博士是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和傳訊專才，不時參與社會服務機構的管治，當中有關溝通智慧的觀察

與反思，他將與NGO高管們，在星期五的黃昏一一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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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組合管理」(Service Portfolio Management)是一種可將

機構的服務以服務效益及財務效益兩個維度顯現的組合定位圖，圖

表讓你一眼盡覽機構的服務定位組合 (如圖一)，可在於年檢時更容

易以人人明白的狀況下，討論及訂出服務發展的優次及資源整合，

以達至最好的機構服務效益。 

服務檢視及定位以自我評估機制而進行，每項服務以自訂的指標收

集數據並以X-Y軸製作圖表，過程亦可各團隊以機構共通的評估工

具，進行有系統的溝通及檢視，更容易達成服務發展及更替共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 於2013 年推動「服務組合管理」的概

念，現時每服務單位基本上都在使用，每年亦有數據及組合定位圖

讓管理層與同事一起訂出服務及資源安排的優次。當中歷時超過五

載推動的高山低谷，是服務管理極好的教才。社聯是次邀得女青合

作，把「服務組合管理」的概念、過程及其所需的圖表及製作過

程，以自學教材手冊的形式與業界分享，並於9月20日舉辦分享

會。分享會內容及報名詳情如下：

第一部份 - 產品組合 服務組合 對對碰

第三部份 - 案例分享

徐家健先生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單位主任

　蘇嘉儀女士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單位主任

主持

林莉君女士 - HKCSS Institute主管

第二部份 - 「服務組合管理」的推動及實踐

潘廣輝先生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服務總監（長者服務及女青運動）

日期：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時間：0930-1300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對象：機構會員董事局成員、機構主管及管理層

語言：粵語為主（輔以英語）

「服務組合管理」

高山低谷睇得見

特別
鳴謝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

李玉芝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

為此項目提供寶貴意見

第四部份 - 轉化要訣

紀治興博士 -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

于德超先生 - 

屈臣氏實業飲品製造市務總經理

楊建霞女士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

費用
全免



今年的非政府組織薪酬調查將於10月開始，同時包括每兩

年進行一次的福利調查（例如：休假福利、醫療福利及其

他福利），調查預計在2019年12月完成。調查結果發佈會

將於2020年1月下旬舉辦，我們誠意邀請　貴機構參與。

參與機構除可獲「非政府組織薪酬調查2019」及「非政府

組織福利調查2019」完整報告各一份，也可出席薪酬調查

發佈會，費用全免。去年，參與的機構會員共有123間

（當中包括68間受社署資助機構及55間非受社署資助機

構），調查覆蓋業界約6成人力資源。

本會將於2019年9月下旬舉辦簡介會，介紹調查之背景、

目的、設計及時間表，有興趣參與機構亦可提出意見，以

便作出改善。簡介會上亦會示範如何填寫問卷，以及在機

構層面上如何應用調查報告的數據。

*「非政府組織薪酬調查2019」報告只提供予參與機構，不設售賣。

自2004年開始，社聯每年均會進行「非政府組織薪酬調查」，為業界提供過去

一年的薪酬及福利數據，供參與機構參考，藉此幫助機構釐定相關策略，改善

人力資源管理，以面對充滿挑戰的營運環境。

 參與機構反饋:

「報告內的薪酬數據及業界流失率數據非常有用」

「調查將受社署資助機構及非受社署資助機構的數據分開處理作分析，獲得更具參考價值的資訊」

「薪酬數據覆蓋業界大部分職位」

非政府組織薪酬調查2019簡介會

簡介會

2019年9月下旬

時間：1430 – 1730 (暫定)

對象：只限社聯機構會員

語言：粵語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費用：全免

留座詳情

1. 截止報名：2019年9月上旬

2. 每間機構會員最多有2個名額

3. 確認通知將於活動一星期前以電郵通知

參加者。若於活動前3天仍未收到通

知，請與本院聯絡。

4. 如欲查詢最新消息，請電郵至

institute@hkcss.org.hk 或致電2876 

2470查詢。



分享嘉賓

關潤柏先生

Wantedly, Inc.

業務拓展經理

NGO人力資源經理會
查詢 : 2876 2470或電郵至institute@hkcss.org.hk

會員申請 : 請於institute.hkcss.org.hk下載申請表格

分享嘉賓

徐志欣先生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
高級防貪主任

社福機構每年獲得政府投放龐大的資源，亦得到社會上的慈善團體和善長仁翁的資助，市民對社福
機構人員的誠信操守一般有較高的期望。隨著社會各界愈來愈關注社福機構如何運用公帑和捐助，
非政府機構要得到公眾更大的信賴，必須提昇管治質素，優化採購的制度。負責採購的同事們有足
夠的警覺性嗎?是否應檢視一下機構的採購的制度、內部指引、行為守則等，確保能因時制宜？

非政府機構 ─ 誠信管理及採購

內容
‧ 與非政府機構有關的誠信管理問題（例如處理利益衝突）
‧ 採購中常見的貪污問題
‧ 非政府機構人員「行為守則範本」建議的防貪措施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 HRC2019-02
日期 ： 2019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
時間 ：1530 - 1700（1.5 小時）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費用全免

以機構文化來吸引新生代人才 ─ 

「Casual Visit」的新見工模式

內容
‧ 為什麼難請人？
‧ 2019 年招聘趨勢及貼士
‧ 何謂僱主品牌？
‧ 如何運用僱主品牌吸引合適人才？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 HRC2019-03
日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二 ) 
時間 ：1530 - 1700（1.5 小時）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費用全免

傳統招聘以履歷表上的工作經驗、薪金等硬性條件去挑選候選人。新生代是否單以面試或筆試就可
以知道自己適應公司的文化？始終喜愛一個品牌不代表員工的性格能配合公司內部文化。社交招聘
平台Wantedly提出名為「Casual Visit」的新見工模式，捨棄以利益關係為公司和僱員進行配對的
傳統，取而代之以才能及對公司的興趣和理想將他們連繫起來。

現時越來越多機構著重「僱主品牌」，應如何踏出第一步？究竟要怎樣呈現機構內部文化吸引有志
者入行？怎樣才能知道求職者是否享受他們的工作，並為工作感到自豪？在香港的社會服務界別又
是否合用呢?



Digital Marketing Seminar
for NGO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The digital marketing landscape that encompasses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ocial media, content marketing and many 
more is witnessing a dramatic shift in 2019.   There are many new digital marketing trends and strategies that are evolving in the 
current high-tech, Internet-connected era and businesses now need to use them to succeed in their e�orts because what worked for 
you last year may not work this year.

Like any commercial brands, the urge for NGO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to excel in digital marketing is vitally important.  Not only it will 
help you to achieve communicating your social missions and organisation objectives to target audience, it will also help your 
organization to engage and grow new potential audience.  This FREE seminar will walk you through new insights and practical tactics 
on digital marketing, content marketing and social media. Come join us and take some successful tips home.

Latest Digital Marketing Trends & Insight 
with successful case studies

Successful SEO Marketing 
"Make-Easy” and Key Tactics

How Media Industry excels 
Content Marketing in Social Media

CONTENTS

Speakers

Mr Samson Tong 

Managing Partner & Chief Creative Officer 

Echo Asia Communications

Mr Samson Tong is the Managing Partner and Chief Creative Officer of a 
CSR-driven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Echo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has 
more than 19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branding, advertising and digital & 
integrated marketing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Having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multi-media creative, digital media, online marketing and 
social media in Hong Kong and China since 2007, Samson has led many 
award-winning and ROI-driven integrated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 such as Cathay Pacific CSR Community Programs, Starbucks 
Hong Kong CSR campaign, BlueCross Insurance Sporting Marketing and 
Branding Campaign, Hong Kong Science Park’s Elevator World Tour 
Campaign, Hong Kong T·Park Launch Campaign, Kai Tak District Cooling 
System Open Day 2018 (by EMSD), Disney World’s English’s rebranding 
launch campaign and many more. 

Ms Karie Chan 

Founder & Chief Trainer

DIGICOM Academy & DIGICOM Consultancy

Ms Karie Chan is an award winning and Certified Digital Marketing 
Professional and Trainer in every discipline within the e-Commerce and 
Digital Marketing.  She i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Hong Kong in the subjects 
of SEO (2003), SEM (2004), Social Media Advertising (2008) and 
Programmatic Media Buy (2014).  Karie has won more than 10+ awards in 
1.5 years including the Media Agency of the Year Gold Award by AOTY and 
Yahoo Big Idea Chair. She has both 4As agency experience and in-house 
experience oversee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ients like Langham Hotels 
International, Hotels.com / Expedia.com, Huawei, Galaxy Macau, etc.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15
Date : 10 July 2019 (Wednesday)
Time : 1430 – 1700 (2.5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staff with hands-on experience of 

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s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Mr Tom Shum 

Strategic Creative Lead

New Media Group

Tom obtained BA (Hons) degree in graphic design from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e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pathfinder of Hong Kong 
online creative industry, he has been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over twenty years.

The blending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e talent turned Tom into a digital 
advertising wizard who conjures up innovative ideas from boring theories. 
His know-how of consumers’ behavior and digital marketing promote his 
remarkable and integrated advertising campaigns. His works have already 
won him more than 20 awards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roughout the 
years.

Before joining the New Media Group, Tom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 
Creative Director of Rice 5 Ltd. which was one of the hottest digital creative 
agencies in the industry and acquired by WPP at 2014.



查詢

申請截止日期

第一期截止日期：2019年10月18日（星期五）
第二期截止日期：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逾期、不完整及不正確的申請概不受理。

簡介分享會

本獎學金及助學金計劃旨在培養領袖及增強社會福利界非政府機構的管治。獎學金讓服務於

社會福利界非政府機構的工作者前赴海外修讀全日制學士或碩士學位課程，助學金則資助工

作者參與海外短期進修課程。

非政府機構管治課程獎學金 

‧ 資助海外全日制學士或碩士學位課程。 

‧ 兩批申請之名額共2位。獎學金或包括以下項目

的資助：學費、實習費用、住宿、生活費用及交

通費。

‧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於社會福利界非政

府機構有至少一年工作經驗，或擁有社會福利界

非政府機構工作經驗的應屆畢業生皆可申請。 

‧ 申請人如沒有上述學歷，但於香港社會福利界非

政府機構擁有3年以上管理經驗，亦將獲考慮。

非政府機構管治課程助學金  

‧ 資助海外短期進修課程。

‧ 每年名額4位。助學金或包括以下項目的資助：

學費、住宿、生活費用及交通費。 

‧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擁有學士或碩士學

位及於社會福利界非政府機構有至少一年工作經

驗，或擁有社會福利界非政府機構工作經驗的應

屆畢業生皆可申請。 

‧ 申請人如沒有上述學歷，但於香港社會福利界非

政府機構擁有3年以上管理經驗，亦將獲考慮。 

TUYF
至
慈善基金

2019 2020年度獎學金及助學金計劃

滙豐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Ms Yvonne Chung
電郵：yvonne.y.m.chung@hsbcpb.com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電郵：institute@hkcss.org.hk

有關申請資料、詳情及表格，
請瀏覽 www.hkcss.org.hk/institute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日期：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

時間：1530 — 1700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內容： ‧介紹計劃的申請流程和注意事項

 ‧曾參與計劃的同工親身分享經歷和心得

講者及分享題目：

何婉慧女士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廣蔭頣養院院長

分享題目：待定

修讀學校: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SA)

修讀課程: Executive Programme for Non-Profit Leaders

鄧緯榮先生 

義遊行政總監

分享題目：史丹福想的和你不一樣

修讀學校: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SA)

修讀課程: Executive Programme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ackground
Every person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ies, which influence their thinking,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 The DISC 
Personality System is a tool that aims to help individuals increase in effectiveness as they identify and capitalize on strengths, 
whilst recognizing potential limitations and blind spots.

DISC is a four-quadrant behavioral model based on the work of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Ph.D. (1893 – 1947) to examine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environment or within a specific situation. People with similar styles tend to exhibit specific 
common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ll people share these four styles in varying degrees of intensity. The acronym DISC stands 
for the four personality style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s: Dominant, Influencing, Steady, Compliant.

Objective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be a certified Behavioral Consultant (with a title “Certified Behaviorial 
Consultant” ). This 2-day workshop will prepare the participants to learn intens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to be qualified 
exponents of DISC; unlike other DISC programs that only accredit participants to learn to use the tool.

Target Participants
NGO managerial and supervisory staff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 Assignment
i)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The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multiple choice examination to ensur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content. 
Examination result will be sent via email separately to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in 3 weeks upon course completion. For those 
who fail th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will be required to re-take the examination on web with no extra cost.

ii) Assignment
A home assignment will be sent to the participants through email after the 2-day workshop; 2 DISC Analysis Reports, written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are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to IML for marking. The assignment result will be sent through email 
to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within 4 weeks from the date of submission.

Certificates
• Attendance Certificate will be issued by HKCSS Institute to participants upon 80% attendance of the 2-day training
• DISC Certification will be issued by The Institute for Motivational Living, USA to participants who have completed this 2-day 

training and passed th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 Assignment. 

Characteristics
• Entitlement of using the title CERTIFIED BEHAVIORIAL CONSULTANT (CBC) in your business card.
• Flexibility to purchase and use both online and paper versions of the assessments via the HKCSS Institute platform
• Full use of PeopleKeys online report
• A complimentary set up of online account for future training and consulting work via the HKCSS Institute platform
• A complimentary facilitation kit that includes training slides (with both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trainer’ s guide, training 

videos
• Full follow up and complimentary one-on-one coaching by our resident consultants to run your workshop or training
• A complimentary set of training props that includes DISC Quick Identifier Cards, Activities Guide, “Who am I?” DISC Game 

Card
• Complimentary one-on-one coaching for certified consultants using DISC for (upon request) communication skills, coaching, 

leadership & management, stress management, sales training

Co-organizers:

Be a Certified Behavioral Consultant – DISC Certification
專業行為分析師認證課程
Octo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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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1. Welcome & Certification Program Overview
2. Introduction to DISC Behavioral Styles
3. History, Theory & Background
4.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Behavioral Styles
5. Hippocrates Theory
6. The Trust Model – Johari Window
7. Uses of the DISC Profile
8.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C Profile
9. Knowledge, Formation & Interpretation of Graphs
10. Validity of Graphs
11. Blends of DISC Styles
12.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yle, Motivator & 

Greatest Fears
13. How to Recognize Different DISC Styles
14. Graphs Meaning & Blends
15. Introduction to Online DISC Profiling Report
16. Steps to Graph Interpretation
17. Identify Pattern & Meaning of Special Patterns
18. Practice and Giving Feedback
19.Comprehensive Reviews

DAY 2

1. Review of Day 1
2. Application – Case Studies 
3. Introduction of Radar Graphs of DISC
4. Introduction to IML PowerDISC – 7 Elements of 

Leadership for each DISC Profile
5. Application of DISC – Personal Development (4 

Behavioral Strategies)
6.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t Styles – Using 

DISC with Teams
7. How to Adapt to Different DISC Styles
8. Introduction to PeopleKeys System – Recruitment 

& Job Benchmarking
9. What’ s Next? - Design & Customize Training 

Projects Using Different DISC Products
10.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 Assignment Briefing 
11. Follow Up Work
12.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Course Structure

Mr George Quek 郭仲杰先生

Master Trainer

Distinctions Asia (HK) Limited

George is a certified Corporate Coach, a Certified Behavioral 
Consultant, an accredited MBTI administrator and practitioner 
and also a certified trainer in “KnowBrainer” , an innovation 
and process programme from USA. He has over 15 years of 
senior management experience throughout Asia Pacific with 
Fortune 500 and regional companies. Companies he has 
worked with before in Hong Kong/Macau include: Mass 
Mutual Insurance, Dragon Air,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Hong Kong CSL,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Marco Polo Group of Hotels; and in China: GT 
Group. He has also provided training in India, Thailand, 
Korea and Singapore. Prior to setting up his own regional 
training and consultancy, he was Director of Service Quality 
Centre belonging to part of the Singapore Airlines Group. 
George earned both Bachelor and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Trainer

Ms Lois Lam 林莉君女士

Head, HKCSS Institute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Ms Lam has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She specializes in NGO’ s capacity building and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 She assisted the Council to 
establish the HKCSS Institute in 2007 with an aim to enhance 
management quality of the sector. Ms Lam has provided 
management consultancy on organization review and talent 
development for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She is also the 
project-in-charge of salary survey and competency modeling 
on leadership. She is a certified DISC behavioral consultant of 
the Institute for Motivational Living and certified practitioner of 
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of the Center for Applied Cognitive 
Studies (CentACS), USA, and Harrison AssessmentsTM. She 
holds an EMBA (HKUST), MSc in Social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LSE) and a GDip in Management Consulting 
(HKU).

Guest Speaker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C01
Date : 3 & 4 October 2019 (Thursday & Friday)
Time : 0930 – 1730 
  (7 hours each day, 14 hours in total)
Medium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Class Size : 30
Fee for NGO Staff : $9,250
Fees for HKCSS : HK$8,950 
Agency Member Staff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12 September 2019: HK$8,65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Remarks : Small NGO Capacity Development Subsidy Programme is not applicable for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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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certificate is a new programme specially designed to help NGO staff of non-financial background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accounting / financial issues to master more advanc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managing NGO finance.

Objectives
• To provide more in-depth knowledg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for centre supervisors / service managers in 

managing NGO finances
• To help managerial staff master budgetary control and monitoring for making good decisions
• To develop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funds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from financial perspective
• To assist centre supervisors / service managers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risk-based internal control, handling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with confidence

Certificates
Certificates will be issued by the HKCSS Institute to participants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session(s) enrolled with 80% 
attendance in total.

Advanced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NGOs
社會服務機構會計實務及財務管理進階證書課程
August to September 2019

Fees  : 
Fees for HKCSS : 
Agency Member Staff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Sessions 1,2 & 3
(7 hrs each)

HK$1,340 per session
$1,240 (enrolment received

three weeks before
the session commences: $1,070)

$530 (enrolment received
three weeks before

the session commences: $460)

$570 per session

Sessions 4 & 5
(3 hrs each)

$4,540 (enrolment received
on/before

16 July 2019: $3,900)

$4,900

Full Certificate
(27 hrs in total)

Session 1 : Budget Management and Budgetary Control and Monitoring for NGOs 

Course Structure

Course code: 19A-C15

6 Aug

0900-1700 (7 hours)

AM session:0900-1300
PM session:1400-1700

Mr Steve Lam

Practice of budget preparation for NGO
• To practice the budget preparation and walk through the whole budgeting process
• To master the concern areas during budgeting process and how to tackle those areas 

smartly

How to conduct budgetary control and finaAncial monitoring for NGO
• To practice the budgetary tools used in services shaping for better budgetary control
• To study limitation of those budgetary tools
• To execute the financial monitoring for how to achieve a better end result 

Note: 
It is assumed that participants have already ha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ost information and budgetary 
planning before enrolling in the course.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C15 to C19
Date : 19A-C15: 6 August 2019 (Tuesday)
  19A-C16: 13 August 2019 (Tuesday)
  19A-C17: 28 August 2019 (Wednesday)
  19A-C18: 12 September 2019 (Thursday)
  19A-C19: 12 September 2019 (Thursday)
Time : Please refer to individual sessions for detail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Duration : 26 hours
Target Participants : Center Supervisors, Service Managers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for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operations of subvented and / or non-subvented services of NGOs 
Selection Criteria : 1.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applicants who enroll in the full certificate programme
  2.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HKCSSI’ s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NGOs will take priority.
  3. Applications from target participants who can meet the above two selection criteria will also be 

processed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Class Size : 30
Medium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Course materials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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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teve Lam 林志輝先生

BSc (Econ), MBA, FCMA, CPA(Aust), FCPA

Deputy Director

(Finance & General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Mr Steve Lam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reas of Agency’ s finance, accounting,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 has fruitful experiences in dealing with 
practical financial issues of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s. With his experiences in the 
financial profession of over 25 years and in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he is able to 
provide insights to NGO staffs in topics relat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Prior to 
joining HKSPC, he was the Finance Manager of an NGO and has already had well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axation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He is also an experienced instructor in many similar 
training courses for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Steve is a popular speaker in many 
NGO seminars with topics relat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He currently holds the 
qualification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harter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and 
Certified Practicing Accountant (Australia). 

Trainers

Ms Elizabeth Law MH JP 羅君美女士
FCPA (Practising), CA (Canada), ACA (England & 

Wales), FCPA (Australia), CPA (Canada)

Stephen Law & Company,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aw & Partners CPA Limited

Member of LAWCPA Network

Ms Law has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She i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and a Council Member of Association of Women Accountants (Hong Kong) 
Limited. Ms Law had varies roles in the Society of Chinese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President (1993), Chairman of Taxation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of Insolvency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of Government & Professional Bodies Relationship 
Committee, and currently is a Council Member.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he participates in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 community services, 
such as Chairman and Past Treasurer of the Hong Kong Employment Development 
Services Limited, Chairman  of 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Alumnae 
Association Education and Charitable Fund Ltd, Vice Chairman & Treasurer of 
Musicus Society and Member of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Users' Committee. She 
is also the Hon. Treasurer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Mr Isaac Cheng 鄭頌仁先生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New Life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Mr Cheng is the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New Life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He is a fellow member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olding a first class honor bachelor and a master of 
philosophy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a master of laws 
degre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as 
obtained from a Big Four firm, the civil service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e 
also acts as the council member or honorary accountant for sev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ession 4 : Risk-based Internal Control for NGOs Course code: 19A-C18

12 Sept

0930-1230 (3 hours)

Ms Elizabeth Law

How to set-up a risk base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for NGOs?
• To master techniques of how to set up a risk base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 To study potential areas for investigations under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To monitor financial risk for projects/activities

Session 5 :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NGOs Course code: 19A-C19

12 Sept

1400-1700 (3 hours)

Mr Issac Cheng

•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porting requirements
• To master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for statutory compliance
• To grasp the public accountability issue on financial reports
Note: Pre-course knowledge on fundamental internal control and basic guidelines given in Lump Sum Grant 
Manual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is required.

Course code: 19A-C16

13 Aug

0930-1730 (7 hours)

AM session:0930-1230
PM session:1330-1730

Mr Steve Lam

Session 2 : Strategic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in NGOs

Cost for short-run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break-even analysis
• To study relevant costs decisions and how they assist us in making better short-run 

financial decisions
• To master the use of break-even analysis, its application and limitations in NGOs

Strategic in price setting, analysis and making decisions for self-financing projects
• To master the techniques of pricing strategies, setting and analysis for self-financing 

services and projects
•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strategic financial decisions for self-financing services and projects
Note: It is assumed that participants have already ha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running self-financing services and projects.

Course code: 19A-C17

28 Aug

0930-1730 (7 hours)

AM session:0930-1230
PM session:1330-1730

Mr Steve Lam

Fundamentals of fund development, different and diversifying fund sources and their 
strategies
• To identify and describe different funds development and their sources
• To explain the strategies of how to obtain funds for NGO’ s sustainable, long-term growth
• Case studies of why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is so important today

Fund-raising policy, campaigns and events execution from financial perspective
• To explain fund-raising policy, different campaigns and events execution for NGOs
• To practise campaigns and events execution on how to do better fund-raising for NGOs

Session 3 : Financial Perspective of Funds Development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NGO's 
Sustainable, Long-term Gro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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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小型社福機構（年度經常開支少於一千萬港元）往往面對資源及發展的問題，在資源短缺下，機構管理人員需兼顧對外及對內的事務。

近年，巿民對社會服務機構的問責與服務要求亦不斷提升，作為管理人員，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滿足不斷湧現的新挑戰呢？事實上，

機構穩固地發展的基石，在於其領導才能、與董事會合作、身為負責人的使命、發展策略、籌款、機構形象、人事、財務，以及運

用資訊科技上。課程專為小型社福機構度身設計，旨在提供實務及參考性高的知識和智慧分享。

目的
• 提升機構的整體策劃 • 建立機構間的支持網絡

• 集中機構資源，提升服務質素 • 提升管理人員自身行為的認知，發揮潛能及認識個人盲點，增強工作間的表現

課程特色
1.DISC 工作行為取向及性格分析 
• 提升個人強項及動力的意識 • 加強人際溝通技巧及團隊管理

• 發掘事業發展機會

2. 建立跨界及業界網絡
• 認識資深、專業及業內講員 • 凝聚小型社福機構的行政人員

3. 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 
• 每位證書課程學員須撰寫及表述一份機構案例，討論解決方案

• 方案討論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服務管理人員領袖發展培訓計劃」畢業同學會 ( 社服領袖同學會 ) 全力支持，見 P.19

學費資助
符合「小型機構能力發展津貼計劃」（計劃）資助資格之小型非資助社福機構，只需邀交兩成之學費，每個單元名

額五個，報讀證書課程者優先。學費資助申請結果將連同課程確認通知電郵，通知申請者。計劃詳情，請掃描 QR

圖碼並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頁。

證書
• 報讀兩部分的證書課程之學員必須完成單元1及2並選擇其他單元的課程，但課堂總時數必須不少於46小時，如選擇單元4、7、10、

11及13則需就其課堂內容撰寫及表述一個個案，便可獲得由HKCSS Institute發出的「小型社福機構行政人員發展培訓課程」證書。

• 報讀個別單元或其中一部分證書課程的學員，如出席率達80%或以上，可獲由HKCSS Institute發出的出席證書。

課程結構
第一部份：課堂講授

第二部份：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 (安排於個別單元的最後部份，此部份只開放予證書課程的參加者。)

備註
• 本課程並非採用先到先得的方式，社聯學院及導師可就個別報名人士作出甄選是否適合報讀本課程

• 小型社福機構（年度經常開支少於一千萬港元）之社聯會員職員，若報讀兩部分的證書課程將獲優先取錄

*早鳥報名優惠截止日期 個別單元：開課前三星期

 I.知人篇／證書課程／申請「小型機構能力發展津貼計劃」：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

 ll.識事篇課程：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早鳥費用）*

非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社聯會員機構職員費用

 
單元 1

 單元 2 至 6,8,9, 單元 7, 10, 11 I. 知人篇 ll. 識事篇
  12,13(3 小時 ) (6 小時 ) ( 課堂、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 ) ( 課堂、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 )

 
$690 $460 $920

 $2,570 $2,570

    ( 原價：$4,280) ( 原價：$4,280)

 
$790 $530 $1,060

 $3,470 $3,470

    ( 原價：$4,960) ( 原價：$4,960)

 
$830 $570 $1,140

 $4,820 $4,820

    ( 原價：$5,360) ( 原價：$5,360)

每單元／證書課程費用

課程詳情
總時數： 共 57 小時，課堂 48 小時、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 9 小時

日期︰ 2019 年 6 月至 11 月

時間︰ 請留意每單元安排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日善街 23 號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名額︰ 30
對象： 小型社福機構／自助組織的機構主管及管理人員

 ( 社聯會員機構優先取錄 )

名額： 30 人

授課語言： 粵語

查詢︰ 2876 2470 或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I.知人篇 2019年6月至8月 II.識事篇 2019年9月至11月

小型社會服務機構行政人員培訓課程
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Small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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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第
一
部
分
：
知
人
篇

第
二
部
分
：
識
事
篇

單元 8：基礎財務管理及資料披露 ( 受資助社福機構 )
‧ 財務管理下之會計法規

‧ 在資助制度下如何建立有效的之機構財務監控系統

‧ 如何根據社署最佳執行指引制定良好的財務管治：資料披露與公眾責任

2019 年 9月 18 日 ( 星期三 )
證書／單元課程：1400 ─ 1700

19A-C09
林志輝先生

講員

單元 9：基礎財務管理及資料披露 ( 非受資助社福機構 )
‧ 財務管理下之會計法規

‧ 在資助制度下如何建立有效的之機構財務監控系統

‧ 如何遵守公司條例內之財務資料披露與公眾責任，制定良好的財務管治

2019 年 9月 26 日 ( 星期四 )
證書／單元課程：1400 ─ 1700

19A-C10
林志輝先生

講員

單元 2：與董事會成員建立關係的策略　
‧ 董事會的角色與義務 

‧ 籌組穩健董事會要訣及有效管理 

‧ 與董事相處的軟性技巧

‧ 董事經驗分享：董事的角色、與機構主管合作、帶領機構發展及注入資源

2019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二 )
證書／單元課程：1430 ─ 1730

19A-C03
陳啟明先生

講員

單元 5：以原則為本及應用創新方法達至高效領導 
‧ 有效領導模式及創新

‧ 以原則及創新提升個人效率及領導力

‧ 以原則及創新建立高效團隊

2019 年 7月 30 日 ( 星期二 )
證書／單元課程：0930 ─ 1230

19A-C06
何朗秋先生

講員

單元 6：與人事相關的法例意識
‧ 提升對人事有關法律的敏銳度，認識處理技巧，避免紛爭

‧ 勞工法例、平等機會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概述

‧ 員工福利、利益衝突、透明度和問責制相關的處理

2019 年 7月 30 日 ( 星期二 )
證書／單元學習：1330 ─ 1630

19A-C07
黎鑑棠先生

講員

單元 7：人事管理
‧ 聘請要訣

‧ 勝任能力及績效評估

‧ 督導

2019 年 8月 14 日 ( 星期三 )
證書課程：0930 ─ 1800
單元學習：0930 ─ 1630

19A-C08
鍾衍文先生

講員

單元 4：機構發展策略 
‧ 檢視機構的目的及發展方向 

‧ 從機構目的到訂定策略計劃及執行

‧ 做多與做專的迷思

‧ 機構案例分享

2019 年 7月 9日 ( 星期二 )
證書課程：1330 ─ 1800
單元學習：1330 ─ 1630

19A-C05
湯崇敏女士

講員

西貢區社區中心機構主管

陳曉園女士

嘉賓講員

單元 3：機構負責人的使命 
‧ 機構負責人對內及對外的使命 

‧ 對內及對外的關係建立 

2019 年 7月 9日 ( 星期二 )
證書／單元課程：0930 ─ 1230

19A-C04
湯崇敏女士

講員

伍杏修先生
嘉賓講員

單元 1：溝通與領導 ─ DISC 工作及領導行為取向及性格分析
‧ 認識 DISC 不同類型的性格及其工作行為取向

‧ 了解自己的領導力溝通取向  

‧ 了解不同類型團隊隊員的溝通方法及特點

( 連 DISC 性格測試網上版及領導行為分析報告 )

2019 年 6月 25 日 ( 星期二 )
證書課程：0930 ─ 1400
單元學習：0930 ─ 1230

19A-C02
林莉君女士

講員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名譽助理教授

林亢威先生

嘉賓講員

單元 10：機構形象建立及宣傳
‧ 如何建立機構形象及宣傳策略 

‧ 新聞發佈及與傳媒的溝通技巧 

‧ 尋找同路人建立伙伴網絡

2019 年 10 月 9日 ( 星期三 )
證書課程：0930 ─ 1800
單元學習：0930 ─ 1630

19A-C11
黃啟恩女士

安徒生會機構主管

黃美坤女士

講員

嘉賓講員

單元 11：小型機構籌募策略與實戰經驗分享
‧ 籌款方法多面睇

‧ 申請基金要訣

‧ 基金會分享挑選伙伴機構的考慮因素及撥款申請的注意事項 

‧ 企業伙伴的物色、建立及維繫

2019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三 )
證書課程：0930 ─ 1800
單元學習：0930 ─ 1630

19A-C12
湯崇敏女士

講員

李錦記家族基金經理－
發展及運作

劉明燕女士

嘉賓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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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 按姓名筆劃序 )

卜福晨先生

扶康會

服務總監 ( 九龍西區 )

自 90 年代開始，卜先生曾在不同社會服務領域擔任管理職位，並在各大專院校兼任講師

及導師，並連續多年被邀請在社會工作管理課程中擔任嘉賓講者。除了取得社會工作碩士

外，他亦獲得哲學碩士（傳播）及科學碩士（資訊系統）學位。他並為香港電腦學會會員。

何朗秋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學習及發展經理

何朗秋先生現職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港鐵 )，主要負責港鐵優質服務學院及港鐵於海外及

澳門業務的管理培訓工作。何先生過去所負責的培訓項目曾獲得多個本地及國際獎項。個

人成就方面，何先生是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傑出培訓員獎」得主，亦獲得香港人力資源

管理學會頒發「卓越人力資源專業人員」獎，表揚他對業界的貢獻。何先生擁有香港大學

工程學士、香港科技大學 MBA，及獲頒發英國志奮領獎學金於英國著名大學深造領導學

課程。

單元 13：小型機構知識管理要訣－承傳特色服務
‧ 基礎知識管理概念

‧ 良好手法及知識的紀錄及保存，承傳及分享

‧ 知識管理的內部推動

2019 年 11 月 6日 ( 星期三 )
證書課程：1330 ─ 1800
單元學習：1330 ─ 1630

19A-C14
卜福晨先生

講員

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
單元1，1.5小時：課程簡介，包括收集學員對課程期望、講解「同儕學習及個案研究」及課前評估。

單元4、7、10、11及13，1.5小時：每位證書課程學員須撰寫及表述一份機構案例，討論解決方案。

方案討論由社服領袖同學會全力支持

陳啟明先生

良管善治工作室

創辦人兼主要顧問

陳啟明先生良管善治工作室創辦人兼主要顧問，亦是資深註冊社工，有 30 多年的前線服

務及機構管理經驗，在過去十年在其服務機構成功策動了多項有關績效管理、薪酬架構、

籌款、策略規劃及知識管理的大型改進計劃。除社會工作外，陳先生並同時持有社會服務

管理、城市規劃、公共關係及傳播、知識管理和災難應變等多項正式資格，並曾參加哈佛

商學院主辦的「非營利組織策略視野」行政人員進修課程。

林莉君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HKCSS Institute 主管

林女士在社會服務界別擁有超過 10 年的經驗，主力於 NGO 能力建設和跨界別合作發展

等領域。她於 2007 年協助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立了 HKCSS Institute，旨在促進業界的

機構管理質素。她亦曾為不同的機構提供機構評估及人才發展等管理顧問項目，並主力負

責業界的薪酬調查及領導模式等研究工作。林女士是認可的 DISC 職業行為分析師 (IML)、

Big5 諮詢師 (CentACS) 及 Harrison AssessmentsTM 培訓員，並擁有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 (HKUST) 、社會心理學碩士 (LSE) 及管理顧問專業文憑 (HKU)。

林志輝先生
BSc (Econ), MBA, FCMA,

CPA(Aust), FCPA

香港保護兒童會副總幹事
( 財務及一般行政 )

林先生於香港保護兒童會主要負責機構的財務、行政及資訊科技。在財務管理方面，擁有

超過二十五年的相關經驗。透過其專業會計知識及社會服務機構經驗，能給予服務機構員

工掌握實質的財務管理知識。此外，林先生持有香港會計師和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澳洲會

計師資格，亦曾於不同機構和專上學院擔任導師及培訓相關的工作。

單元 12：資訊科技與管理工具系統的應用
‧ 資訊科技與管理工具應用與發展趨勢

‧ 管理工具與方法介紹

‧ 如何選擇合的管理系統（財務及人事）

2019 年 11 月 6日 ( 星期三 )
證書／單元課程：0930 ─ 1230

19A-C13
卜福晨先生

講員

香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公眾使命總監

陳思源先生

嘉賓講員

湯崇敏女士

親切

總監

湯女士現出任社會服務機構「親切」總監一職，過去一直帶領親切團隊進行重要的服務及

機構革新，包括發展多元籌募模式、拓展商界伙伴協作、制定不同服務指標、提升機構透

明和問責度，致力實踐小型機構獨有文化和在社會服務中擔當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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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講員 ( 按姓名筆劃序 )

劉明燕女士

李錦記家族基金

經理－發展及運作

劉明燕為香港註冊社工，於 2018 年完成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 ( 非營利管理 ) 課程並取

得優異成績。 劉女士對社會企業的經營尤感興趣， 曾被各界邀請擔任社會創新項目的評判。

劉女士現為李錦記家族基金發展及運作經理，負責率領團隊審核及協調與伙伴機構的合作

項目。基金致力推動跨代溝通及活齡工作，並以促進爽樂家庭關係為使命。

陳曉園女士

西貢區社區中心

機構主管

陳女士於 2001 年加入西貢區社區中心。作為社區中心重要領導者之一，她憑著紮實的服

務開發和管理技能帶領機構發展成為西貢鄉郊地區的多元化社會服務中心。而近 10 年機

構的快速發展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管理挑戰，她正帶領團隊作出精準變革，讓機構可持續

「茁壯成長」。

黃美坤女士

安徒生會

機構主管

自少立志做個腳踏實地默默耕耘的社工，性格低調，喜愛閱讀不同的書本和世情，15 年

前在機緣巧合下，當上安徒生會的總幹事，為了提升員工士氣、吸引適切的服務使用者和

增加機構的資源，用緊拙的條件去開拓機構宣傳和品牌建立的工作，去年的媒體報導便達

104 次。

陳思源先生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公眾使命總監

陳思源先生為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公眾使命總監，主要負責建立培育初創的生態系統，

提供全面的企業家培訓計劃及前期的財務資助，鞏固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地位。陳先生擁

有 30 年多科技相關行業的工作經驗，是一位特許工程師、特許市務師及英國工程技術學

會院士。加入數碼港前，陳先生擔任環球全域電訊總監，亦曾於電訊盈科、PCCW 

Consulting Services 及香港電訊等國際電訊及資訊科技服務公司擔任高級職位。陳先生

持有倫敦大學工程系學士學位、曼徹斯特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及曾於歐洲工商管

理學院及 IESE 商學院修讀行政管理課程。

林亢威先生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系

名譽助理教授

林先生是一名資深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具三十多年的豐富經驗，涉獵建築房地產、電訊、

貿易及金融等行業。自九十年代初，為不同的非牟利組織提供管理相關的培訓課程，且擔

任不同社福機構其委員會成員。林先生也曾多次擔任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及執行

委員會成員。另外，他亦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工作小組成員。目前，

他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名譽助理教授。

伍杏修先生 伍杏修先生是註冊社工，曾任香港復康會總裁，現任「沙田慈氏護養院」的醫院管治委員

會成員。伍先生於 2010 年獲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頒發 60 周年「傑出校友」

獎項表揚其對專業的承擔。

鍾衍文先生

Human Focus Consulting

人力資源顧問

鍾衍文先生累積了近 30 年的人力資源管理的經驗，他曾於多類型的商業機構，擔當人力

資源領導的角色。

他並曾擔任企業顧問，為不同機構教授 “富蘭克林柯維” 的課程，他曾為不同的企業主持

專業培訓及講座，有效地協助員工發揮潛能，提升員工士氣。�在他主持的培訓課程中，

他鼓勵參加者掌握新的思維，將學習靈活運用，實踐新的管理行為，企業提高運作效率。

黎鑑棠先生 

F.I.H.R.M (HK), 

M.HKIoD�

人力資源顧問

黎先生為香港董事學會會員及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資深會員，並曾於 2005 至 2008 年

出任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一職。 黎先生為前中電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人力資源經理。

亦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及多間院校之講師。黎先生現為香港紅十

字會理事會及人力資源諮詢小組主席、香港善導會理事會及人力資源員會成員、香港芭蕾

舞及香港乳癌基金會之人力資源委員會委員。

黃啟恩女士

企業傳訊顧問

商界及社福界公關及機構傳訊經驗逾二十年。早年任職於國際公關顧問集團，協助不同類

型客戶建立形象和宣傳活動，其後於「四大」之一的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大型活動策劃和市

場推廣工作逾十年。融匯商界經驗，黃女士也曾於不同規模的社福機構服務，包括擔任香

港基督教服務處企業事務及拓展部總主任，領導機構傳訊工作，致力推動商社伙伴協作，

建立「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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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從同儕交談到工作滙報、從內部溝通到面對公眾，高效的溝通內容與說話技巧，

有助化解紛爭，促進和諧，發揮以小制大的影響力，是現代職場不可或缺的裝備。

本課程以兩個單元，循序漸進的互動訓練，令每位學員都可以成為信心十足的

演說者。

基礎篇 - 溝通基本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編號：19A-11）
目的
‧ 學習溝通基本功，能清楚、有效及扼要述說重點

‧ 增強演說自信心

內容
‧ 開啟人心的鑰匙 ‧ 三支顏色筆的裝備

‧ 溝通黃金方程式 ‧ 送你幾顆維他命 C

‧ 點線面的思考模式 ‧ 遊說與說不的藝術

‧ 建橋、插旗與移山 ‧ 有效簡報的五種力量

‧ 關鍵詞彙的掌握 ‧ 模擬演練

進階篇 - 演說見真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編號：19A-12）
目的
‧ 學習抓緊觀 / 聽眾的注意 

‧ 克服站台的緊張情緒

‧ 能自如地與觀 / 聽眾交流

內容
‧ 目標為本與受眾分析 ‧ 刺激視覺的 ABC

‧ 要說話不要讀稿 ‧ 台上一分鐘的提煉

‧ 古、靈、精、怪演說技巧 ‧ 人生故事與故事人生

‧ 龍頭、豬肚、鳳尾的三段式 ‧ Q & A 答問技巧

‧ 聲音的掌控與運用 ‧ 向大師學習

‧ 比喻、明喻、暗喻 ‧ 模擬演練

觸動人心的演說技巧
Impactful Presentation Skills Drilling

李錦洪先生

資深傳媒人

資深跨媒體工作者，歷任報紙主編及電台電視節目主持，近年

專注為教會及公私營企業開設培訓課程，應不同界別及地域邀

請作專題演講，既授劍法，也傳心法。同時在 D100 全球網絡

電台主持《新聞天地》及《人間錦言》節目，任職香港城市大

學 EMBA “Public Speaking & Communications”課程特聘講

師。

講員

課程詳情
日期　　 ： 基礎篇 ：2019 年 6 月 19 日 ( 星期三 )

　　　　  進階篇 ：2019 年 6 月 28 日 ( 星期五 )

時間 ： 0930 – 1700 ( 各 6 小時 )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對象 ： 中心督導主任、服務經理及管理人員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 ( 以英語輔助 ) 

費用 ： $1,140

社聯會員機構 ： $1,060（如開課前三星期繳款，

職員費用  每位 $920）

查詢 ： 2876 2470 或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目標
‧ 認識義務工作管理學之概念

‧ 透過解說技巧之運用減少義工流失

‧ 如何有效督導義工

‧ 認識義務工作管理人員之核心價值及操守

內容
‧ 義務工作管理學五步曲 - 策劃、組織、配備、指揮、控制

‧ 服務後解說技巧之應用

‧ 督導及激勵義工之要訣

‧ 維繫義工的理論及藝術

‧ 優秀義務工作管理人員的特質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19A-02

日期　　 ： 2019 年 7 月 17 日 ( 星期三 )

時間 ： 0930 – 1700 (6 小時 )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對象 ： 負責義工統籌的社會服務機構同工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 ( 以英語輔助 ) 

費用 ： $1,140

社聯會員機構 ： $1,060（如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前繳款，

職員費用  每位 $920）

查詢 ： 2876 2470 或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優秀義務工作管理人員
Be an Effective Volunteer Coordinator

劉定忠先生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義工學院經理

劉先生過去十多年一直於社會福利和公共機構工作，如荔枝角

醫院、香港紅十字會、醫院管理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義務工作發展局。他具豐富的義務工作管理、培訓及義工服務

經驗，包括精神病患者、殘疾人士、具發展障礙的兒童、長者

和其他弱勢社群等。現時，劉先生致力為不同界別的義工、義

工領袖及管理人員提供多元化的義務工作管理、領袖才能、團

隊建設、風險管理、衝突處理之體驗式培訓課程及相關顧問服

務。

劉先生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持有輔導及心理學榮譽文憑，並持

有澳洲新英倫大學的輔導學碩士學位、美國 The Institute for 

Motivational Living DISC 專業行為分析師及香港商業風險評估

專業協會核准風險評估策劃師之資格。同時，為中國首位獲得

美 國 Council for Certification in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的 

Certified in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之資格。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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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 – 
An Overview of Basics & Latest Updates, AFR and Procurement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 上集 ) – 基礎概覽及更新、周年財務報告及採購程序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Objective
To provide participants with necessary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Contents
• To cover an overview of Lump Sum Grant (LSG) Subvention System and 

its updates
• To study the requirements of Annex 5: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of LSG 

Manual
• To briefly explain the requirements of Annex 8: Section 9 Procurement 

under LSG Manual (Part 1)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05
Date : 4 June 2019 (Tuesday)
Time : 0930 – 1745 (7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Accounting staff and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for or involved in the accounting 
operations in SWD’ s subvented organizations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340
Fees for HKCSS : $1,24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14 May 2019: $1,07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Remarks
• The course is not offered on the basis of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 Screening of applications by the HKCSS Institute and trainer for eligibility for taking the course may apply.
• Fo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other statutory report requirements and compliance, they shall be covered in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I – Reporting and Implications of Lump Sum Grant Manual & Lotteries Fund”.
• The Procurement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of Chapter 6: Procurement and Stores Management under Lotteries Fund Manual (Part 2) will be 

covered in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I”.

Remarks
• The course is not offered on the basis of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 Screening of applications by the HKCSS Institute and trainer for 

eligibility for taking the course may apply
• The course will NOT cover SWD’ s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 Participants are not required to study “Lump Sum Grant Sub-

vention System - Part I - An Overview of Basics & Latest 
Updates, AFR and Procurement”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Mr Steve Lam 林志輝先生

BSc (Econ), MBA, FCMA, CPA(Aust), FCPA

Deputy Director

(Finance & General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Mr Steve Lam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reas of Agency’s finance, 
accounting,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 has fruitful experiences in dealing with practical financial 
issues of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With his experiences in 
the financial profession of over 25 years and in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he is able to provide insights to NGO staff in topics 
relat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Prior to joining HKSPC, he 
was the Finance Manager of an NGO and had already 
possessed enormous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axation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He is also an experienced instructor in many 
similar training courses for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Steve is a 
popular speaker in many NGO seminars relat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He currently holds the qualification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harter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and 
Certified Practicing Accountant (Australia).

Trainer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I – 
Reporting and Implications of Lump Sum Grant Manual & Lotteries Fund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 下集 ) - 整筆撥款及獎券基金的匯報與涉及影響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Objective
To provide participants with necessary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Contents
• To study SWD statutory report requirements and compliance (other than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in annual submission
• To cover the report requirements of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Fund
• To briefly explain Best Practice Manual and its compliance
• To cover an overview of the Major Grant and Block Grant of Lotteries 

Fund: their usage, application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 To study the procurement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of Chapter 6: 

Procurement and Stores Management of Lotteries Fund Manual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06
Date : 21 June 2019 (Friday)
Time : 0930 – 1745 (7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Front line/accounting staff and non-financial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for or involved in the 
operations of SWD’s subvented organizations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Handouts will be in English
Fee : $1,340
Fees for HKCSS : $1,24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31 May 2019: $1,07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Mr Steve Lam 林志輝先生

Trainer

See upper page.



Course Details
Dates : Session 1: 5 June 2019 (Wednesday)
  Session 2: 18 June 2019 (Tuesday)
Time : 0930 – 1700 (6 hours each session)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supervisors responsible for or involved in people 

management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140 each session
Fees for HKCSS : $1,060 each session (Payment received three weeks
Agency Member Staff  before the session commences: $920 each session)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Introduction
These two refresher courses are designed for those who have had basic 
knowledge of employment related legislations. The trainer will mainly use 
court cases to illustrate application of the legisl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o as to reinforce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f employment related 
legislations. Case analysis and group discussion on NGO cases will be 
included to enhance practical experience exchange among participants.

Contents
Session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rse Code: 19A-03) 
• Employment Ordinance
Session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rse Code: 19A-04)
•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 Minimum Wage Ordinance
• Equal Opportunities Ordinances
•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 Labour Relations Ordinance

Mr K T Lai 黎鑑棠先生

F.I.H.R.M (HK), M.HKIoD

Independent Human Resources Consultant

With over forty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people management 
profession, Mr Lai is experienced in HR management strategy, 
rewar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Prior to his current role, 
he was the Group HR Manager of CLP Holdings, Ltd., the 
parent company of China Light & Power Group, managing the 
Group's remun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its HR 
Information System. He is also a regular speaker and guest 
lecturer at local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bodies.

Trainer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Employment Related Ordinances – Refresher Course with Case Studies
僱傭相關條例 – 案例研習篇

Objective
To equip the participants with both the sensitivity and know-hows to tackle 
any media situation in a confident, credible and proficient manner.

Contents
• The Media Landscape & Media Handling Skills 
• Crisis Management & Communication 
• Looking the Part – how you dress and conduct yourself on camera 
• Demonstration of real-life video examples
• Mock Media Interviews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10
Date : 13 June 2019 (Thursday)
Time : 0930 – 1700 (6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Managerial & Supervisory Staff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140
Fees for HKCSS : $1,06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23 May 2019 : $92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Mr Andy Ho, JP 何安達先生

Managing Director

Andy Ho Public Affairs Consulting Co. Ltd 

(AHPAC)

Mr Ho was appointed PR adviser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from February 2006 to June 2012. As Information 
Coordinator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 Office, he was tasked with 
overseeing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aspects of all major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ssues.

He took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overnment’ s reactions to a wide 
spectrum of crises. He also oversaw the launch of the Facebook page 
and other online presence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 Office. After his 
term of office, Mr Ho has helped both business concerns and public 
bodies to boost their readiness to tackle crisis situations involving the 
new media.

He is a veteran media practitioner and has served as communication 
strategist for a wide spectrum of corporations, utility concerns, public 
bodies and government units, including recently the Automall, CLP 
Pow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and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specializes in the reading and shaping of public opinions. Over 
10,000 officials and executives have attended his communication 
courses over the decades. 

Mr Ho was the Chief Editorialist of Ming Pao and Political Edito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e had hosted several programs for the 
Commercial Radio, Metro Radio and RTHK. He also edited the Who's 
Who in the HKSAR and wrote two books on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kills.

Trainer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Media Skills
媒體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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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Design, Manpower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組織架構設計、人力資源編制及繼任人選安排

Introdu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uman resources have truly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s. As every organization competes for talents, knowledge 
in designing an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anpower pla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leadership competences. Besides, in the talent 
war, employees leave their organizations with crucial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network. An effective succession plan is necessary for 
any organizations to ensure a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a smooth 
transition.

Objective
In this programme, participants wil l  learn to use a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review and improve their organizational design. 
They will also assess and predict the current and future manpower needs 
so as to develop a winning manpower plan and succession plan. 
References will be made to best practic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to 
facilitate participants’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s.

Contents
• Steps in reviewing and design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Manpower planning tools
• Talent assessment and identification
• Develop plans for talents
• Succession planning for sustainability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07
Date : 12 June 2019 (Wednesday)
Time : 0930 – 1700 (6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Managerial & Supervisory Staff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140
Fees for HKCSS : $1,06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22 May 2019: $920)
Enquir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Mr Wong has 20 years of HR leadership and training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and across Asia. He has been the 
Department Head of HR in reputable local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like Hutchison 
Whampoa (conglomerate), Johnson Electric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Sony (consumer products), Avery Dennison 
(manufacturing) and Nestle (consumer products, retail,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He is also an instructor at 
HKU SPACE, HKUST, CUHK, PolyU and HKIHRM.

Mr Wong holds a BBA degree in marketing and a Master degree 
in transport. He is a Fellow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KIHRM), and a DDI and 
FranklinCovey licensed trainer.

Trainer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Mr Anthony Wong 黃德健先生

Managing Consultant

SIMCO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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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competency modeling has attracted growing 
attention from both profi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defining hard and 
soft skill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required of individual members as 
well as the whole organization to survive and succeed. An effective 
competency model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an entire organization, 
specific job functions and individual jobs not only advises on talent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t 
also directs behaviors and supports the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its 
strategic goals.

Objectives
•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process of competency modeling
• Diagnose your organization’s strategies, goals and needs to link up with 

relevant competencies
• Learn and experience the best practices of competency modeling
• Introduce competency model to your organization

Contents
• Introduction to competency modeling
• Different types of competency model
• The six steps of competency modeling
• Linking competency model to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and culture
• Case studies: Competency model to ensure right peopl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 Design of an effective competency model
• Applications of competency model in talen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 Action planning – Build a competency model for your organization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08
Date : 29 May 2019 (Wednesday)
Time : 0930 – 1730 (6.5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Agency Heads, Senior Management 

responsible for people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090
Fees for HKCSS : $1,01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8 May 2019: $920)
Enquir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See P.45.

Trainers

Guest Speakers

Mr Anthony Wong 黃德健先生

Managing Consultant

SIMCO Solutions

See P.35.

Ms Lois Lam 林莉君女士

Head, HKCSS Institute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Competency Modeling in HR for People Development
—Enhance Tal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職能架構設計及應用–優化人才管理、機構發展及績效評估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Ms So hosts Master Degree in New Media,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 in Non-profit Management Course i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s So joined the Hong Kong Red Cross in 1990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major services and promoted to Secretary General in 
2015 leading 1,300 staff members and 22,000 volunteers. She 
has been involving in a wide range of disaster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all over the world. She is a member of 
the Field Assessment and Coordination Team (F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and the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FRC Asia 
Pacific Fundraisers’ Network.

In 2006, Ms So was awarded The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of Hong Kong. In 2012, she established the 
Face-to-Face Monthly Giving Alliance in Hong Kong as 
founding Chairperson. Currently, she i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Work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KCSS), and the 
member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She is the Consultant of 
the Association Concern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dvisor of the InspiringHK Sports Foundation, and the member 
of the RTHK program Advisory Panel.

Ms Bonnie So 蘇婉嫻女士

Secretary General

Hong Kong Re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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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Planning and Visioning
策略規劃及願景實現

Objectives
• To enhance knowledge in the area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visioning 

and know-how on systemic thinking and practice on centre development 
with the mother organization

• To align the language and mindset in terms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visioning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among senior staff of centres and 
mother organization

Contents
•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inking
• Graphic history review
• Environment scan, PEST and SWOT analysis
• Cover story vision and project identification
• Project opportunity assessment and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 Case study and application to a NGO and a NGO unit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09
Date : 5 July 2019 (Friday)
Time : 0930 – 1700 (6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Managerial Staff & Supervisory Staff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140
Fees for HKCSS : $1,06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14 June 2019: $920)
Enquir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Dr Joseph Wong is a management training expert and 
seasoned management practitioner with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experience in peopl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management. He has held management positions in education 
services, support services, quality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global IT company, and holds a Doctor of 
Education degree in lifelong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 t t i ngham.  Joseph  has  t ra ined  more  than  10 ,000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in NGOs and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areas of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leadership,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He is renowned 
for his interactive approach and the ability of integrating 
management best practices and making them simple and easy 
to apply. Joseph is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 
Agile Certified Practitioner (PMI-ACP), certified Scrum master, 
advanced DISC practitioner and behavioral consultant, and 
MBTI administrator.

Trainer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Dr Joseph Wong 黃寶琦博士

Principal Consultant

Pro-Key Learning Services Ltd.

Angie has joined Sai Kung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Limited 
(SKDCC) since 2001. As one of the leaders to develop SKDCC 
from a single service unit to a multi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in Sai Kung rural area, she has acquired solid skills in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10 years has bought great challenge to SKDCC at the 
moment. She is leading her team to react precisely and thrive 
in the midst of change.

Ms Angie Chan 陳曉園女士

Chief Executive

Sai Kung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Limited

Esther Lam has been serving Caritas Family Service for 
more than 13 years. 

She graduated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with a major in 
Social Work and Family Counseling. Later she was 
accredited as sex therapist and play therapist to expand her 
expertise. 

Her counseling experienc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family 
problem, such as stress and trauma, family violence, child 
abuse, child neglect, elderly, rehab and sex issues. 

In additional to frontline work, she supervises the placement 
social worker students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s Esther Lam 林綺霞女士

Assistant Social Work Officer

Caritas - Hong Kong

Guest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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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Engaging in social research becomes increasingly vital for contemporary 
NGOs looking for initiat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policy changes. Best 
research practices allow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ringing influences 
on the policy realms and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that involves both 
science and ‘art’ of research practices. To have more flexibility, volunteers 
such as students and experts of different fields can be involved in research 
as well as being supporters in campaigning.

Based on the situated knowledge of the trainer, this course offers an 
introductory guide for thinking through the dynamics between social 
research and campaign ing,  prov id ing a  cer ta in  unders tand ing o f  
problematics, strategies, tactics and actual context of social research in 
Hong Kong.

Contents
• Life 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 Research as campaigning
• Cases in focus: Land and Housing, Environment and Archives Law
• Independent, Collaborative and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Pract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PE01
Date : 16 July 2019 (Tuesday)
Time : 1400 – 1700 (3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NGO Staff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570
Fees for HKCSS : $53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25 June 2019: $46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Mr Chan Kim Ching 陳劍青先生

Member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Mr Chan focuses his research on space, housing and land 
problems. He is dedicated to pushing local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rainer

Bridging Between Social Research and Campaign
– Engaging Supporters i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Campaigning Action

連接社會研究及社會行動
– 另類義工參與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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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Introduction
It is a common practice for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to conduct service 
evaluation for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but only a 
few agencies will demonstrate their outcomes of their interventions with 
soci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ject donors and organizers, HKCSS had attempted a number of 
SIAs to articulate the social impacts of service projects. In 2014, our 
Guidelines and Protocol outlin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n SIA and 
delineating the principles, guidelines, and protocol of conducting SIA were 
launched.

To take one step forward, HKCSS would like to forge a platform for SIA case 
sharing to encourage NGOs and their practitioners to think about their 
projects in terms of social impacts and to actively conduct SIA on their 
projects in particular those related to the youth.

Objectives
• To help NGOs and their practitioners interested in impact articulation to 

grasp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and steps of SIA in more realistic 
terms through examining individual cases of SIA

• To stimulate the participants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of their service and 
social issues

• To introduce new materials, resources, tools and create network of 
interested parties for NGOs’ use for SIA

• To guide social service workers to identify what outcomes of their projects 
should be and understand how to effectively measure them

Contents
•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about SIA
• Setting of social objective
• SIA Framework developed by HKCSS and HKU
• SIA in specific service contexts
• Procedure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Outcomes and Measurements
• Lessons learnt and tips for NGOs to conduct SIA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PE05
Date : 21 August 2019 (Wednesday)
Time : 0930 – 1700 (6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Practitioners interested in research, researchers 

concernin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enior 
management in NGOs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140
Fees for HKCSS : $1,06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31 July 2019: $92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Mr Keith Wong 黃子瑋先生

Chief Officer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and Advocacy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Mr Kei th Wong is  current ly  the Chief  Of f icer  (Socia l  
Development) of the HKCSS.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ree major 
areas of work concerning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and the 
society, namely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research for service 
excellence,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Previously, he 
worked in the Council as the Officer (Policy Research and 
Advocacy) and managed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Keith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degre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Master of Social Work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a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in Hong Kong.

Trainers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Dr K.K. Law 羅景強博士

Project Officer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and Advocacy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Dr K.K. Law is currently the Project Officer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HKCSS.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jects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 Before joining the Council, he worked 
at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some local NGOs as 
research assistant with experience of conduc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He obtained his PhD of Social Work 
from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his specialty is on 
mental health.

Demonstrating Social Impact with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 
Sharing of the SIA Tool Sets & Cases
實證為本的社會影響評估 — 工具及個案分享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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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本課程旨在讓參加者認識國際紅十字運動、香港紅十字會的危機應變，並主要

運用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國際紅十字會）的心理急救模型，帶出

心理急救的入門技巧及行動原則。除理論外，亦提供機會予學員以互動的方式

練習基本技巧。

內容
‧ 簡介國際紅十字運動、香港紅十字會的危機應變

‧ 創傷事件心理反應與心理急救基本概念

‧ 心理急救內容（三個行動原則）

‧ 技巧演練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19A-PE02

日期 ： 2019 年 8 月 13 日 ( 星期二 )

時間 ： 1400 – 1700 (3 小時 )

費用 ： $570

社聯機構會員：$530 ( 如於 2019 年 7 月 23 日或之前繳款，

職員費用  每位 $460)

心理急救基礎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講員

楊陳惠敏女士、張依勵博士

講員

張依勵博士、胡皚心女士

目標
本課程是由香港紅十字會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首次合辦的心理急救課程，主要

運用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國際紅十字會）的心理急救模型，教授

危急事件後常見心理反應、心理急救的入門技巧及行動原則。除理論外，亦提

供機會予學員以互動的方式練習心理急救技巧，為受危急事故影響的人緩和情

緒及如何照顧好自己和他人的心理需要。

內容
‧ 創傷事件所引起的心理反應

‧ 心理急救基本概念

‧ 心理急救內容（三個行動原則）

‧ 同理心與溝通技巧實踐

‧ 對不同群體實施心理急救 — 個人心理急救、兒童心理急救、團體心理急救

‧ 心理急救助人者的照護

‧ 實習演練 

課程詳情
課程編號 ： 19A-PE03

日期 ： 2019 年 9 月 10, 17 ( 星期二 ) 及 19 日 ( 星期四 )

時間 ： 0900 – 1700 (6 小時，共 18 小時 )

費用 ： $3,420

社聯機構會員：$3,180 ( 如於 2019 年 8 月 20 日或之前繳款，

職員費用  每位 $2,760)

心理急救 18小時證書課程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18-hour Certificate Course

詳見右頁

詳見右頁

心理急救系列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Series

地點 ： 香港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對象 ： 社工、心理學家、教師和在工作或生活中有機會處理危急事件

的人士

名額 ： 5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 ( 以英語輔助 )

查詢 ： 2876 2470 或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對象 ： 社工、心理學家、教師和在工作或生活中有機會處理危急事件

的人士

名額 ： 30 人

授課語言 ： 粵語 ( 以英語輔助 )

查詢 ： 2876 2470 或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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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導師

楊陳惠敏女士

香港紅十字會副秘書長 ( 服務 )

楊女士在加入香港紅十字會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

區政府）中擔任政務主任不同職級的工作二十多年，負責

制訂和實施各項政府政策及服務。她亦曾在特區政府駐比

利時的歐洲代表處、前中央政策組、多個政府決策局及部

門工作。

楊女士現正管理香港紅十字會四個主要服務部門的20多項

本地及海外服務，包括推動香港紅十字會參與特區政府在

本地天然災害的防災備災及緊急應變的工作，如2018年9月

發生的超強颱風山竹。她與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不同成

員亦建立了夥伴關係，以制訂和實施緊急救援和恢復工

作。她也是國際紅十字會的全球心理支援中心於2019-2020

年度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也是自中心成立以來，首位被選

舉出的亞太地區代表。她是香港紅十字會急救員，心理急

救員，和社區防災備災導師。

胡皚心女士

BSc.(Hons) Public Health, 

M.A. in Psy, MSSc in Clin. Psy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HKPS)

香港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

臨床工作主要聚焦在危機介入、預防自殺及心理急救方面。

她曾於不同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如聯合國）工作，現職香

港紅十字會的臨床心理學家。

她曾為超過 1000 名災後應變人員及社區義工提供精神健康

和社會心理支援培訓，當中包括社工、緊急應變人員、教

育工作者、醫護人員、政府部門人員、非政府機構員工及

航空業界人士等。當社區發生危急事故時，她將統籌心理

支援服務及提供臨床心理介入，以及和社區中其他精神健

康服務機構作出連繫。

張依勵博士

BSSc, MSSc in Clin. Psy., PhD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HKPS)

香港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暨心理支援服務主管

國際紅十字會全球心理支援中心專業顧問

張博士的臨床及研究工作均集中於災後的心理健康和心理

急救。張博士現職香港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暨心理支援

服務主管，同時為國際紅十字會的全球心理支援中心亞太

區的專業顧問。曾培訓國內外災後心理支援課程的導師和

前線人員。於過去多年，她亦參與多項本地及海外災難事

故應急和備災項目，足跡遍及不丹、日本、馬來西亞、新

加坡、中國各省。亦曾參與西非利比利亞控制伊波拉疫情

(2014年)、尼泊爾大地震(2015年)、及到孟加拉衝突和人

口移徙(2017年)等行動。張博士亦為「世界衛生組織」編

制的《心理急救指南》中於大中華地區的唯一的專家評

審。

雖然說香港是福地，但危急事件，如颱風山竹、交通意外、自殺事件等，往往突如其來，並可能涉及人命傷亡，對直接或
間接受影響的人士造成身體或心靈的創傷。經歷危急事故後，容易令人消極、對身邊事物失去掌握及安全感，並感到無奈
和被動。科學研究指出不恰當的心理干預方法會使受助人加重傷害，而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一種國際
性廣泛使用並配合研究支持的心理干預方法，能有效減低危急事件所引發的初期不適感，並提升受影響人士對事件的適應
及應對能力。心理急救的對象包括經歷危急事件的兒童、成年人、其親屬和家庭，以及救援或其他前線工作人員。

自2004年以來，香港紅十字會致力於發展心理支援服務，積極地為本地及海外的前線救援團體提供心理急救訓練，對象
包括政府部門入境處、消防處、民航處、衛生署，和本地團體如社福機構、中小學校及大專院校。透過講座或工作坊形式
提供心理急救課程，並培養社會人士成為「心理支援隊」，以備在危難時提供及時的心理支援服務，減輕弱勢群體及其照
顧者的情緒困擾和痛苦，並促進他們的適應及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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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Exploration in Sandplay Therapy
沙遊治療初探

Introduction
Sandplay therapy is a hands-on, non-verbal psychological work which 
facilitates the psyche's natural capacity for healing.  It is useful to many 
client populations particularly with those who are not easily expressed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is workshop wil l  provide a first-hand experience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have heard about sandplay therapy but  not  yet  
experienced it. During the workshop, the participants will take part in a 
number of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to make contact with the sand, the figurines 
and their work with the sand. Furthermore, the basic theoretical background 
which makes sandplay therapy work will be shared. Also,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guidelines to set up sandplay therapy as well as case 
illustrations will be used throughout the workshop.

Objectives
After attending the workshop,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will:
1. Experience the connection with sand, figurines and the creation of a 

sandplay
2. Achie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sandplay 

therapy
3. Acquire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guidelines in setting up sandplay 

therapy

Contents
• What is Sandplay Therapy? 
• Experiential exercise
• Role of the therapist
• How does sandplay work?

Course Details
Course Code : 19A-PE04
Date : 11 October 2019 (Friday)
Time : 0930 – 1730 (6 hours)
Venue :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arget Participants :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social workers, 

counselors, psychotherapists, psychologists, 
psychiatrists and academics

Class Size : 30
Language :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Fee : $1,140
Fees for HKCSS : $1,060 (Payment received on/before
Agency Member Staff  20 September 2019: $920)
Enquiries : 2876 2470 or institute@hkcss.org.hk

Remarks 
All participants are requested to bring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to be used by 
themselves and shared with the group during the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1) 5 to 10 Objects/figurines/miniatures*
2) A shoe box (or box similar to the size of a regular shoe box)
 (*They may include the objects that the participants personally relate to 

and / or objects that exit in the universal. The size should be put within 
the shoe box.)

Dr Ruby K.S. MUI 梅金嫦博士

PsyD(Clinical Psychologist)

Committee Member

Hong Kong Sandplay Therapy Association 

(HKSTA)

Dr Mui is an experienced therapist specialized in working with 
children who have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as well as 
attachment related issues. Currently she is in private practice 
mainly working with children with SEN and their families, 
adoptive families and adults who suffered from depress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Moreover, she regularly teaches 
attachment related issues to parent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She has started to use sandplay therapy in her 
treatment with clients since 2004. Dr Mui is a current HKSTA 
Committee Member.

Trainers

（課程內容只提供英文版本）

Ms Brenda W.S. Koo 古詠思女士

R.S.W., C.T., B.S.W., M.Soc.Sc.

Honorary Secretary

Hong Kong Sandplay Therapy Association 

(HKSTA)

Ms Koo has been a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since 1997, an 
ADEC certified Thanatologist since 2004. From 1997-2010, she 
worked with the end-of-life patients and the bereaved persons in 
a local NGO. She has started her private practice since 2012. In 
her clinical practice, she is particularly experienced in working 
with children who encounter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 
Furthermore, she regularly conducts training in end-of-life and 
bereavement care to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Ms Koo has 
started to use sandplay therapy in her work with clients since 
2004. She is a current HKSTA Committee Member.

協辦主辦



備災基礎訓練課程

在危難事故發生前，如果個人及社區已經具備足夠的知識及應變能力，例如

基本的求生技能、急救常識等，便能夠減低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促進社區

及早復原。

為提升公眾應對危難事故的知識及技能，同時改善高危社群應對城市危難事

故的能力，香港紅十字會開辦備災基礎訓練課程，適合各界人士參與。

通過互動學習，課程將介紹備災的基本要素，包括香港常見災害、逃生包、

傳染病、急救學原則和心理急救的基本概念。修畢課程後，學員可選修指定

範疇的進階課程。

Training Course

日期 : 按申請機構要求，再作安排

地點 : 按申請機構要求，再作安排

課程時數 : 3小時

課程內容 : 1.香港常見災害: 樓宇火警及極端天氣
  2.逃生包介紹
  3.傳染病的認識與預防
  4.基本急救學原則及施救程序
  5.心理急救簡介

主講導師 : 本會備災基礎訓練課程認可導師

授課語言 : 廣東話

費用 : 全免

人數 : 30-50

證書 : 完成課程可獲出席證書

查詢 : cr@redcross.org.hk / 2514 2298

SURVIVAL KIT

SURVIVAL
GUIDE

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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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資料由相關機構提供）



樓瑋群博士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

王愛玲博士

資深家庭治療師

黃愛球女士

香港家庭福利會社會工作顧問

張傳義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學系

榮譽助理教授

證書課程

講者

證書課程

講者

證書課程

講者

基礎課程及

證書課程

講者

講者資料

課程簡介

社聯與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秀圃)進行「護老者身心狀況及服

務需要研究」，發現大部分護老者

均面對沉重照顧壓力、家庭功能薄

弱及出現抑鬱徵狀，其中25%的受

訪者更同時出現以上三種情況，屬

高危照顧者。而社會福利署於2018

年10月，向安老服務單位增加資源

為護老者提供服務，部分服務更需

為照顧者定期進行需要及風險評

估。因此，秀圃及社聯共同制定了

「多維度照顧者風險評估工具」供

業界參考，並將舉行「照顧者為本

個案管理及支援」基礎課程，加強

同工辨識護老者需要及風險的能

力。

「照顧者為本個案管理及支援」基礎課程

場次五

日期：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4月3日

確認報名日期：2019年4月8日

場次六

日期：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5月2日

確認報名日期：2019年5月8日

場次八

日期：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7月4日

確認報名日期：2019年7月8日

場次七

日期：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5月23日

確認報名日期：2019年5月27日

備註：所有場次（包括2018年舉辦的「多維度照顧者風險評估工具」培訓工作坊場次一至四）內容相同。

時間  ：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對象  ： 單位內的專業同工 

地點  ：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薄扶林香港賽馬會跨學科研究大樓2樓) 

收費  ： 港幣100元正 

名額  ： 每個課程60名 

講者：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   樓瑋群博士 

如有任何查詢或報名，請致電 2864 2952 或電郵至bianca.choi@hkcss.org.hk 索取報名表格。

主辦機構 計劃伙伴

「照顧者為本個案管理及支援」
基礎課程（場次五、六、七及八）



課程簡介
社聯去年聯同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秀圃)進行照顧者狀況及服務需要調

查，在全港18區的長者中心及17間企業機構訪問護老者，並獲得超過1,600份

有效回覆，用作分析護老者的照顧情況及需要。結果顯示25%年長護老者及

44%在職護老者出現照顧壓力沉重、抑鬱徵狀及家庭功能薄弱的情況，急需更

深入的臨床輔導服務。為加強同工推行護老者為本服務的能力，社聯獲嘉里集

團支持，將聯同秀圃於2019年4至9月舉辦三次「照顧者為本個案管理及支援」

證書課程。內容包括實證為本的介入模式，為護老者而設的個案管理以及家庭

調解基本技巧。

課程目的
加強專業同工就護老者服務的

臨床個案管理能力，協助護老

者訂立照顧計劃，舒緩護老者

壓力及抑鬱症狀，並促進其家

庭功能及動力。

課程組別：

組別一

2019年4月1日(星期一)

2019年4月3日(星期三)

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

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

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3月22日

報名確認發出日期：

2019年3月26日

組別二

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

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

2019年6月26日(星期三)

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5月28日

報名確認發出日期：

2019年5月31日

組別三

2019年8月9日(星期五)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

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

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

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7月29日

報名確認發出日期：

2019年8月2日

各題目詳情內容:

．訂立護老者為本照顧計劃的基礎知識

．討論個案管理中倫理兩難的原則及解決方法

．分析香港照顧者的負擔及壓力源

．評估不同介入項目的有效性

．臨床案例分享及討論

．了解護老者有機會出現抑鬱徵狀的成因

．分析導致抑鬱的來源及對應的介入項目

．講解問題解決技巧 (problem solving skills)

．臨床案例分享及討論

1.護老者個案管理及訂立護老者為本的照顧計劃及

臨床支援：分析照顧壓力來源及壓力舒緩技巧

2.臨床支援：處理抑鬱症狀的技巧

．探討照顧者與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和調解的關係

．探討家庭調解程序

．在護老者為本的個案中應用家庭調解技巧

．評估家庭調解技巧在香港的成效

．臨床案例分享及討論

4.家庭調解基本技巧

．教授家庭功能評估及家庭為本介入方法

   (family center care approach)的知識及技巧

．透過評估結果分析家庭動態，邀請及鼓勵

    照顧者家庭參與

．講解為照顧者家庭提供治療上的系統導向方針

．聆聽及說話技巧

．臨床案例分享及討論

3.臨床支援：認識家庭動態(family dynamic)

及促進家庭功能技巧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6時 (課堂時間共49小時)

            修讀證書課程的學員，如出席率達 80% 或以上，可獲發證書。

地點：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薄扶林香港賽馬會跨學科研究大樓2樓) 

對象：安老服務單位內的專業同工

          (已完成「多維度照顧者風險評估工具」培訓工作坊

           或「照顧者為本個案管理及支援」基礎課程的專業同工優先)

名額：每組別25位  

收費：每位港幣3,000元正 (本課程已獲嘉里集團贊助其餘50%學費) 

內容： ‧護老者個案管理及訂立護老者為本的照顧計劃

 ‧臨床支援：分析照顧壓力來源及壓力舒緩技巧

 ‧臨床支援：處理抑鬱症狀的技巧

 ‧臨床支援：認識家庭動態(family dynamic)及促進家庭功能技巧家庭調解基本技巧 

 ‧家庭調解基本技巧

如有任何查詢或報名，請致電 2864 2952 或電郵至bianca.choi@hkcss.org.hk 索取報名表格。

課堂時數：14

課堂時數：14

課堂時數：14

課堂時數：7

總共：49小時

備註：組別一、二及三課程內容相同。

主辦機構 計劃伙伴

「照顧者為本個案管理及支援」
證書課程 (組別一、二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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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別合作與支援

HKCSS Institute 提倡跨界別的合作及專業知識交流，與多間專上學院、專業學會、工商機構及社會服務機構建立

伙伴關係，以其專業及資源，合作推出不同的課程、研討會及獎勵計劃，以推動終身學習，支持香港社會福利界

的發展。

[ 合作夥伴（按機構英文名稱字首序）]

[ 創院贊助 ]

Distinctions Asia was founded in 2005 by a team of experienced business leaders as well as 
human capital and 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consultant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Singapore, Hong 
Kong, China and Thailand; with support from alliance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t operates out of 3 countries,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hailand. The 
people in Distinctions Asia are uniquely identified by their combined consulting and industry 
backgrounds. Each person has worked in an executive capacity before accumulating significant 
consulting / coaching / facilitation experience.

Distinctions Asia

Sandplay therapy is a hand on, non-verbal psychological work which facilitates the psyche's 
natural capacity for healing. Hong Kong Sandplay Therapy Association (HKSTA) is founded in 
2010 and our objective is to support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Jungian Sandplay Therapy. Our goal is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Sandplay Therapy in theory, clinic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We regularly offer qualified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in Hong Kong. In 2017, HKSTA has become a regiona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andplay Therapy. 

Hong Kong Sandplay Therapy Association

尚亞傳訊有限公司是面向亞太地區的創新型的數碼及多媒體傳訊機構，以社會企業模式營運，我們將透

過不同的方案，從多元化媒體、品牌效應、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幫助企業著手推動和發展低碳及可持

續發展的文化理念。我們的使命是為求通過系列和專業的宣傳及活動，最終幫助企業和團體實現可持續

性增長。配合創新的方式，令每一項商業決策都能對保護環境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提供專業諮詢及幫助。

尚亞傳訊有限公司亦會將總收益的 1％捐獻給本地慈善團體及幫助邊緣化社群，以實現對可持續發展事

業的支持。

ECHOASIA

香港紅十字會創立於 1950 年，作為國際紅十字運動的一份子，我們力求世上人人都能尊重及保護人的

生命和尊嚴，並能自願地以一視同仁的態度施以援手，改善弱勢社群的境況。

現時香港紅十字會的工作包括本地及境外的緊急救援及備災服務，例如提供心理支援服務、尋人服務、

輸血及造血幹細胞服務等；本地社區健康及教育服務，包括提供急救訓練等；建立了人道教育中心，提

供不同類型的人道參與及教育服務；以及提供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創立於 1920 年，是歷史最悠久的婦女團體。時至今日，秉持「生命的栽培」

服務宗旨，女青現已發展成為一個領先的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廣泛的服務，包括：

婦女與家庭、青年發展、耆年、教育等。女青於全港設有逾 80 個服務單位，每年有超過 3 百萬人次受

惠於本會的優質服務。有關女青的其他資料，請瀏覽：www.ywca.org.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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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培訓及企劃

鳴謝

鳴謝上期公開活動之導師及嘉賓講員：（按姓名筆劃序）

方敏生女士

伍謝倩雯女士

朱佩珊小姐

何安達先生

余愷賢女士

李玉芝女士

李曉亮先生

李錦洪先生

沃馮嬿琼女士

周吳秀珊女士

周志光先生

林志輝先生

林祥文先生

林莉君女士

紀治興教授

奚培正先生

翁文智女士

袁淑玲女士

張耀堂先生

梁佩如博士

梁佩瑤女士

梁啟智博士

梁耀輝先生

畢靄琼女士

陳美潔女士

陳健雄先生

陳啟明先生

陳曉園女士

陳麗群女士

馮文傑先生

黃子瑋先生

黃德健先生

黃寶琦博士

楊建霞女士

溫振昌博士

趙漢文先生

劉定忠先生

樊文韜先生

黎永開先生

鍾大為先生

鍾衍文先生

鄺俊偉博士

顏景霞女士

羅景強博士

除公開課程外，HKCSS Institute 特別鳴謝以下於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月期間委託本院安排

內部培訓或顧問服務之非牟利機構：（按機構中文名稱筆劃序）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

尖沙咀坊會松柏鄰舍活動中心

香港明愛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救世軍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有限公司

圓玄學院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

職業訓練局

寶血女修會寶血兒童村



Application Guidelines 報名須知
1.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can be made in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ways:
 I. Complet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form together with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and submit to HKCSS Institute   

by post, fax or in person. The application 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KCSS Institute website: http://institute.hkcss.org.hk/en_enrollment01.php
 II. Enrol through the Institute’s on-line membership and payment system: http://institute.hkcss.org.hk/login/login.php 

申請者可透過以下途徑報名及付款︰

 I.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抬頭之劃線支票，郵寄、傳真或親身遞交。報名表格可於HKCSS Institute網頁下載︰

 http://institute.hkcss.org.hk/b5_enrollment01.php 
 II. 透過網上會員系統，於網上報名及繳付費用: http://institute.hkcss.org.hk/login/login.php 
2. Applicants who enrol for more than one activity/course should pay separately for each activity/course. Please make correct payment for the fee required. Incomplete application 

form or wrong payment will not be processed.
 如報讀超過一個活動/課程，請按活動/課程個別繳費。申請者應繳付正確費用，資料不全的報名表或支票恕不受理。

3. Activities of HKCSS Institute are specially catered for HKCSS Agency Members, who can also enjoy early bird discount. The discount is subject to the application period of each 
course. 

 Remarks: Applicants are entitled to enjoy the early bird discount if payment is made on or before the early bird deadline.
 HKCSS Institute課程專為社聯機構會員而設。社聯機構會員可享「提早報名優惠」，請參考個別課程的報名日期。

 附註: 如申請人欲享有「早鳥報名優惠」，必須在早鳥報名截止日期當天或之前繳交課程費用。

4. Applicants are normally processed on a �rst come, �rst served basi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pplication result will be noti�ed through email prior to the activity/course 
commenc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Institute if you do not receive any noti�cation one week before the activity/course starts (Tel: 2876 2470).

 如非另外註明，學院一般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活動/課程報名，申請結果將於活動/課程前經電郵通知。申請者若在活動/開課一星期前仍未收到任何通知，請與學院聯絡

（電話：2876 2470）。

5.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losing date for application is three week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ctivity/course. Late applications will only be considered if there are 
vacancies.

 除另行通告外，所有活動/課程均在開課前三星期截止報名。若有餘額，才考慮取錄逾期申請者。

6. For award-bearing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mes, applicants will normally go through a selection process. Please refer to speci�c programme descriptions for entry requirements. 
Admissions are subject to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availability of seats. Applicants meeting the minimum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re not guaranteed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申請者報讀學歷頒授或專業課程，一般須經過甄選程序。請參閱個別課程的簡介，了解有關取錄條件。甄選過程將視乎取錄要求及名額而定，符合基本要求也非取錄保證。

7. Withdrawal, change of programmes, transfer of fees and seats are not allowed upon con�rmation of application acceptance.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fees by respective 
payment deadlines.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to issue payment advice to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for any unsettled payments after the deadline.

 一經取錄確認，申請者不得退出活動/課程、轉報其他活動/課程、或將費用及名額轉讓他人。申請者須於付款限期前繳交有關費用。學院保留權利向相關機構發出付款通

知，收取逾期費用。

8. Fees paid are not refundable for withdrawal or absence from the enroled programmes.
 無論申請者退出或缺席課程，已繳交之學費將不獲退還。

9. Certi�cates will be awarded to participants achieving at least 80% of the total course hours (unless otherwise speci�ed). A statement of attendance can be issued upon written 
request for those who fail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for certi�cate issuing.

 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或以上的參加者將獲頒發證書（除另有註明外），未能符合有關要求的申請者，請以書面向學院申請出席證明。

10.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changes to the activity/course when necessary. The Institute also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an activity/course owing to insu�cient 
enrolment or other special occasions, and to notify the applicants via email. Refund of programme fees will be arranged.

 如有需要，學院有權變更活動/課程的內容及安排。學院亦保留權利，在活動/課程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情況時取消該活動/課程，並以電郵通知申請者及安排退款。

11.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rrange photo taking, video or voice recording during activity/cours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學院在活動/課程進行期間有可能安排拍照、錄影或錄音，作為日後宣傳或推廣等之用。

12. A personal account will be created by the Institute in the on-line membership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on application forms. The information is used by the 
Institute only for enrolment and administration purposes.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pplicants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make 
correction of their personal data. Applicants wishing to make amendments on personal data should submit written requests to the Institute by emailing to institute@hkcss.org.hk.

 學院會根據申請者於報名表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在學院網上會員系統中開設個人戶口，有關資料只用作處理報名及行政手續等相關事宜。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

者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者如欲更改個人資料，請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並電郵至 institute@hkcss.org.hk 。
13. Application procedures can be completed electronically in the Institute’s on-line membership system. The Institute’s personal account does not equal to HKCSS Agency Member, 

it is for the applicant’s personal use only. Applicants must provide complete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by the system.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Institute will activate the 
account and send con�rmation email within 3 days after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account. Upon being accepted as the Institute’s member, applicants could apply for HKCSS Institute 
activities through on-line membership system. Please visit http://institute.hkcss.org.hk/en_index.php for further details.

 申請手續亦可於學院網上會員系統內完成。網上會員系統以個人為單位，成為學院的網上會員並不代表成為社聯機構會員，個人戶口亦只供其本人之用。申請者建立個人

戶口時，必須按系統要求提供完整資料。在一般情況下，學院會於接收申請後的三個工作天內啟動戶口及發出確認電郵。成功登記後，可於網上報名。詳情請瀏覽: 

http://institute.hkc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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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適用於本院舉辦的各項2天或以下的短期管理課程、專

業提升課程、研討會及講座，津貼名額為該活動總名額之

15%，短期管理課程、專業提升課程的名額上限為5個(合辦

課程除外)。

合資格申請者的服務機構必須為：
1.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會員，

2.年度經常開支少於一千萬港元，及

3.不符合「社會福利發展基金」的申請資格。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站。

Management courses,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courses, forums and seminars 
(not more than 2 days) held by HKCSS Institute are applicable, a maximum of 5 
quota (for management short courses &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courses, except 
co-organized courses) or 15% of total quota will be given to subsidy applicants.

Applicants must be a paid sta� or board member of :
1.an Agency Member of HKCSS
2.its annual recurrent expenditures is ＜HK$10M, and
3.which is not eligible for the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Fund.



Signature 簽署 Date 日期

Application for Seminar, Forum & Course 
研討會、講座及課程報名表格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system 

is now activated.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網上報名平台經已開啟，請即

到HKCSS Institute網址申請。

Application Guideline can be downloaded at our website：http://institute.hkcss.org.hk/en_index.php
有關「報名須知」可於網上下載：http://institute.hkcss.org.hk
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in BLOCK LETTERS. 請以正楷填寫此表格

 

Course Code 課程編號 Programme Title 活動名稱 Fee 費用 Cheque No.* 支票號碼 

*  Please issue one cheque for each course. You may also settle the payment on our online payment system.

 請以一張支票支付一個課程。除此之外，你亦可於學院網上會員系統繳費。

2. Personal Particulars 個人資料
 

Organization

機構名稱

Title 稱謂 Mr 先生 Mrs 太太 Ms 女士 Miss 小姐 Other 其他 

 
Job Title 職位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Family Name姓氏     Given Name名字      (as shown on HKID Card 如香港身份證所示)

 Rank     
職級

Agency Head

機構主管

Service/Department Head

服務主管/部門主管

Non-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非社工專業人員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專業社工

Other Professionals

其他專業人員

General Staff 

非專業職系人員

Board/Committee/Advisor

董事/委員/顧問

Service Users

服務使用者

Department    
部門

Headquarter/Director Office

機構總部/總監辦公室

Social Service

社會服務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

Account

會計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企業傳訊

Public Relations

公關

Human Resources

人力資源

Others 其他Governing Body 管治單位Fund Raising 籌款

Administration

行政

Sales and Marketing

市場及推廣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Education Level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Post-Secondary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or above Others

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專上 大學 研究院或以上 其他

 

Email

電郵
(For Application Result, Course notice & Promotion 報名結果/課程通知及宣傳將送往此電郵)

4. Declarations 聲明
1.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to my best knowledge, accurate and complete.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之所載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及正確。
2.  I consent that if registered, I will conform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Institute.
 本人同意如本人獲取錄入學，本人當遵守學院的一切上課指引及規則。
3.  I have noted,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e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Guidelines”.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報名須知」的全部內容。

　

3. Information Updates 資訊索取 

    

I do not wish to receive...  

我不欲接收⋯ e-promotion from HKCSS (except HKCSS Institute) 社聯的電郵宣傳(學院除外)

e-promotion from HKCSS Institute 學院的電郵宣傳

e-promotion from HKCSS 任何來自社聯的電郵宣傳

e-Promotion 電子宣傳
I want to obtain the  next prospectus by⋯ 

我希望從以下途徑索取下期課程手冊⋯

By Email  電郵 By Post 郵寄

Prospectus 課程手冊 

Yes 是  No 不是Are you a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請問你是否註冊社工？

Cheque payable to

支票抬頭
：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Address 地址 ： HKCSS Institute, Rm 906, 9/F,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9樓906室HKCSS Institute

Enquiry 查詢 ： 　　　　 　　　　

1. Application for Seminar, Forum & Course 研討會、講座及課程報名

WhatsApp︰9159 8441Tel電話︰2876 2470 / 2876 2454 Fax傳真︰2876 2485 E-mail電郵︰institute@hkcss.org.hk



institute.hkcss.org.hk HKCSS Institute


	HKCSS_issue26_P02_Caring Company Expo
	HKCSS_issue26_P03_Table_of_Content
	HKCSS_issue26_P04-05_AC_CEO
	HKCSS_issue26_P06-07_Salary Survey_V2
	HKCSS_issue26_P08-13_Human Resource
	HKCSS_issue26_P14-19_OHA
	HKCSS_issue26_P20-23_Article_Fundraising
	HKCSS_issue26_P24-25_Towngas
	HKCSS_issue26_P26-27_CEO Luncheon Info
	HKCSS_issue26_P28-29_Seminar_19A-14 & Service Portfolio
	HKCSS_issue26_P30-31_NGOs Salary Survey & HRM Club
	HKCSS_issue26_P32-33_Seminar_Digital Marketing & Web_AD
	HKCSS_issue26_P34-35_CC_19A-C01 DISC
	HKCSS_issue26_P36-37_CC_19A-C15-C18_Account
	HKCSS_issue26_P38-41_CC_Small NGOs
	HKCSS_issue26_P42-43_SC_19A_11, 12
	HKCSS_issue26_P44-45_SC_19A_3, 4, 5, 6
	HKCSS_issue26_P46-47_SC_19A_08, 09
	HKCSS_issue26_P48-53_19A-PE04
	HKCSS_issue26_P54-55_Ad_Caregiver
	HKCSS_issue26_P56-57_Acknowledgements
	HKCSS_issue26_P59-60_App Guide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