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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新常態的員工培訓
結合科技思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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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9月起，由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推動及成
立的「NGO能力發展基金」已為超過100多間小型
社褔機構提供課程資助。基金款項已於2018年第三
季用罄。社聯在此感謝協成行提供的贊助和支持!

為繼續支援小型機構的能力發展，經HKCSS 
Institute督導委員會討論和議決後，HKCSS Institute
成立「小型機構能力發展津貼計劃」，提供8成學費
資助(即只需繳交兩成學費)予小型機構的董事及同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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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合資格
的董事及同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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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以本院網站最新公布的最新的「符合資助資格的機構名單」為準。 ）

申請方法
 

 ▼ 基金資助申請結果通知，將連同課程申請結果通知，於活動舉辦日期前三星期（除另有註明外），
以電郵回覆申請者。

▼ 於課程早鳥優惠截止日期前，一併遞交完整的「資助申請表」及「課程報名表」到本院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9樓906室）。

有關資助的申請詳情及表格，請瀏覽HKCSS Institute網頁：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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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新常態的員工培訓
結合科技思維技巧

文:	李璟怡　黃嘉朗　林莉君

業界友好傳來資訊，說社署的社會工作發展基金最近新修定了，可接受網上參與的

活動資助申請，這也算是回應疫情中所衍生的社會轉變吧。過去數月，受疫情影響，

為保持社交距離，學校停課，社福機構部份服務也停擺。社聯學院也不例外，停了

面授課堂，在二月的時候，當中雖然也有導師願意嘗試網上授課，但一個小型調查

顯示，同工們對此還是很有保留，故只有暫時作罷。

著名文化人及網購企業家的詹宏志(城邦文化及PChome線上購物創辦人)在一報紙

訪問1(2020)中表示， 「網路未來會成為社會運作的備用系統」，而網路不再是一個獨

立的行業，是「所有人的工作內容之一」。社福界在過去數月，因應居家工作的安排，

機構及同工已很努力地利用資訊科技去維持運作，若以此推展至社福界的員工訓練

與發展，是否可行？種種跡象顯示，疫情未必會於短期內離我們而去，機構及同工

們會否已有幾手準備，讓大家在疫情新常態下也能維持如常的工作及學習生活？學

院走訪了不同的社福界友好及專家，讓大家在這方面交流交流。

1:	(2020)	蘋人誌︰「一隻病毒　重劃世界權力」PChome詹宏志，2020.04.26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200426/D63ZFW3YUIZA3QMKVODHEDFP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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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導師配合電腦協助
彰顯適應力及拼搏精神

港鐵公司一直致力為員工提供多元化訓練課程，對象包括學徒、
車長、車站營運員工等等。近期疫情令不少機構的恆常業務受
影響，而港鐵公司適時地作出應變，令大部分的訓練課程得以
進行。究竟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就作出轉變呢？就此，社聯學
院邀請到港鐵車務訓練主管梁耀輝先生(David)，他同時亦是港
鐵學院院長，為我們分享其機構的應變方案。

梁耀輝先生

車務訓練一般包括理論及實習兩部分。在理論課教學方面，為
保持課程運作，一些較易理解及較少互動的課程改為網上授課。
而一些必須面授的課程，則採用小班教學。為保持適當的社交
距離，課室最多坐一半位置，確保每個座位距離並不少於1.5
米。與此同時，每位學員在進入課室時會先探熱及消毒雙手，
並會填寫健康申報表。

	
公司在最初安排網上授課時，遇到不少挑戰，當中包括導師對
授課模式改變、內容上的編排以至硬件設施設置及地點等安排。
賴以各方協作，於三月初得以順利開展。利用網上授課，學員
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地點或家中進行培訓，而每班人數最多可以
達到40至50人，既可保持社交距離，亦可適時培訓，令培訓班
數沒有受到影響。設備及地點方面，經商討及協作後，現時已
經在前綫設置40	多個網上授課點，覆蓋整個鐵路網絡，從而更
好地利用機構資源。

另一挑戰是授課模式上的改變，根據過去數月經驗，David指
出網上教學相對困難的地方是要處理停頓時間(dead-air)：「如
果大家面對面上堂時有些少停頓時間感覺頗自然，但在網上世
界dead-air時會很突兀，所以導師要準備更多內容能接駁下去，
甚至加添提問或引發討論，以確保學員的學習專注度。」同時，
學員在網上平台中「舉手」發問時，導師會因專注教學內容，可
能忽略了顯示舉手標示的「參加者」區域，錯過與學員即時互動
的機會。就此，David建議機構亦應多加留意，導師的工作量及
精神壓力可能會相對增加，適當時在資源上提供適度的支援。
	

至於實習部分，訓練部亦加強崗上培訓設備，包括利用微型模
擬(mini	simulator)	及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幫助前綫員工作
定期實習。為配合進行，訓練部亦為前綫主管提供一些崗上輔
導的指引和培訓設施操作技巧的訓練。
	

學徒訓練方面，訓練部亦有創新改變，採用多元培訓合併模式，
以網上授課及半遙距模式進行實習培訓。當中理論課程部分會
利用網上授課，實操方面，導師會向學徒發放部件和手作處理
程序，方便他們在家熟習。導師其後會每星期作一次個別面授，
此時學徒會向導師解說及操作，而導師則會給予指導及評核。

除了內部訓練外，港鐵學院亦採取相應措施，在疫症期間，為
本地經評審課程提供無間斷的授課，更利用網上平台進行學習
評核。其成效亦被受老師及學生歡迎。

以上措舉得到導師和業務伙伴的支持而獲得正面的成效。
David	認為轉變促使進步，即使有多年培訓經驗的導師，亦願意
學習及適應網上教學。學員亦可在培訓後順利畢業和工作，與其
他同事一起為機構努力。以上種種突顯港鐵公司的企業文化─適
應力及拼搏精神，不斷應變，內外配合，應付疫情造成的影響。	

萬事起頭難　跨越知識鴻溝

香港老年學會(老年學會)秉承著「一定要向前行」的精神，在疫
情期間見招拆招，繼續為安老服務業的員工舉辦不同類型的教
育和培訓課程。其機構總監陳靜宜女士(Susan)與學院分享了很
多寶貴的經驗。初期老年學會也曾全面停止活動，直到大學開
始按部就班以網上教學復課，而機構也要面對收入減少而產生
的財政壓力，機構就開始思變。「窮則變，變則通」，機構就由
內部開始探討循序漸進採用網上教學的可能性。

疫情新常態的員工培訓  結合科技思維技巧

實行初時，無論參加者、導師及機構內部都遇到很多阻滯。就
以參加者來說，Susan解釋疫情下令大眾在資訊科技的知識鴻
溝突顯，越掌握得少的越難學習新事物，正如老年學會很多學
員都是院舍的前線支援員工，他們一般都對科技較抗拒，初時
也認為上網學習同時要使用Zoom非常困難。為令這些學員與時
並進，老年學會撰寫了一份使用手冊，只教學員最基本的功能，
每一個步驟都給予清晰指示。如果學員有需要，可到學會請教
職員或者透過電話逐步學習。而在課堂開始前，學會預留了15
至30分鐘讓參加者首先測試連結，確保一切正常才開班。「同工
未試Zoom前很害怕，但當他們試了第一次，有了經驗知道整個
流程並不困難，之後就慢慢上手了。」雖然觀察到學員的面部表
情能夠更好了解學習成效，但考慮到有些學員身處的實體環境
可能不太適宜開視訊鏡頭，老年學會暫時沒有此要求。

陳靜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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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不斷摸索　同工更積極參與 

網上培訓對習慣於面對面授課的導師來說頗具挑戰，在商界及
社福界擁有多年豐富經驗的培訓導師黃寶琦博士(Joseph)與我
們分享了他的經驗及應對方法。在疫情開始蔓延及實施在家工
作後，商界有某部分公司已經即時轉為網上課程，社福界則普
遍選擇將培訓課程延期，但也有機構勇於嘗試轉為網上形式。
Joseph說：「同工的參與及接受程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作
為導師，事前則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備功夫。」

坊間過往對網上課程的其中一個認知就是課堂參與者之間要有
互動比較難進行，但Joseph說只要靈活運用現今各種線上應用
程式就可以基本上做到以往面授課堂的做法。例如近來逐漸多
人採用的Zoom，其平台容許參加者分組討論、螢幕畫面分享並
能在同一文件上打字。這不是與「寫flip	chart/memo紙」有異曲
同工之妙嗎?

但網上課程有一定的限制，參與上堂的同工的集中力未必和在
課室上般專注，又因導師需要兼顧較多事情，沒有太多時間觀
察同學的微表情，從而較難估計大家對授課內容的掌握程度，
而網上平台有些同工選擇不開視像鏡頭，就算開鏡頭導師也未
必能夠觀察得很仔細。為衝破這些局限，Joseph會在課堂上適
時加插數個小活動，例如在聊天室發問讓大家交流意見、進行
投票、或者多些在課堂提問。

因為導師除授課外更要兼顧以上提及的一籃子事情，鑒於體力
及集中力的負荷加重了，Joseph決定將每次的授課時間縮短，
由過往3小時的半日課程減到1至1.5小時，有時甚至要多一位小
幫手專門處理參加者的系統設定及技術問題。而在設備準備上，
他笑說自己也是向Youtuber學習，為令自己「更省鏡」及可在背
景圖案上有多點空間改變，花了數百元添置綠幕及環形燈。其
他細節都需要留意，例如如果有兩位導師同時在同一房間授課
為同一課程，則要考慮到設備收音的互相影響，導師的位置不
能太貼近同時都要配戴耳機。

黃寶琦博士在網上課程教書時的真實狀況

LinkedIn	Learning最近發表了一份調查2，來自超過

200間機構並對機構預算有影響力的約1,700位人力

資源與負責培訓及發展的業內人士表示，預計機構

會投放更多預算在培訓上，而他們大多都會撥備更

多預算在網上學習上。

2:	(2020)	LinkedIn	Learning	2020	Workplace	Learning	Report	https://learning.linkedin.com/resources/workplace-learning-report

令人感到喜出望外的是，NGO同工比以往更勇於表達意見。
Joseph估計，這與同工在鏡頭前發言比在課堂上感受較輕鬆有
關，以及在聊天室可以打字發表意見，不需擔心「出聲」打擾了
導師的講解。網上授課令參加者不需要舟車勞頓來回上課場地
而變得參與成本較低，就算課程的宣傳期較短也可獲得踴躍的
報名，甚至出席率也提高了。同樣原因，Joseph自己亦安坐家
中參與多了在世界各地舉行的網上研討會，積極充實自己。學
院亦在此文章最後羅列了數個網上學習平台，大家有時間可前
往瀏覽。

為讓更多機構及同工掌握舉辦網上課程的竅門，學院會於稍後
舉辦分享會，讓Joseph詳細講解當中的準備工作及要留意的地
方，詳情請留意學院網站。

導師對網上課程的憂慮就放在教學質素上，認為此種方法教書
不夠「傳神」。老年學會的同工一方面協助導師熟悉Zoom的功
能，善用不同互動功能以增加課堂上發問及討論，另一方面也
堅持導師必須親身到學會的班房，在資訊科技部門的同事支援
下開班，讓導師能夠專注在教學方面，不用擔心技術問題。

理論課程可以透過網上進行，但臨床護理技巧(如扶抱/餵食)及
考試還是要親身進行，此舉令部分人責備老年學會「太勇」。但
Susan認為原本院舍的前線支援員工已經人手不足，如果培訓
跟不上機構需求就會令最終的服務使用者更受影響。平衡各方
面的考慮之下，老年學會做了很多功夫才重啟實務教授及考試。
包括加強人手清潔、探熱、進入場內前要先洗手或用酒精搓手
液、踏消毒地氈、派發膠手套、一定要帶口罩、班房人數減為
1/3、班房內分散坐及限制每班人數等等。無奈的是，因為疫情
的關係越來越少院舍願意提供實習名額，導致學員畢業時間需
要延後。

Susan坦言就算疫情過去，老年學會都會維持有網上課程／會
議，唯要考慮成本問題。假如參加者認為網上版本應該收費比
真人出席便宜，那麼機構便要計算清楚收入與支出，維持健康
的財政狀況。凡事都有一體兩面，Susan提醒不能忽略此改變
的好處。譬如簡單的交流會議、單方面聽講的座談、繁忙、因
天氣原因不宜外出或有地域限制的同工都能用網上參與活動，
出席率反而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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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準備要充足　熟習程式設定

由社聯策劃的「港講訴	Time	 to	Heal」計劃過往已經利用網上平
台Zoom舉辦數次逾300人的座談會。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項
目經理何振宇先生(Stanley)認為，相比親身出席的座談會，同
工更需要做充足的事前準備，尤其要了解程式五花八門的設定
對座談會流程的影響。

Zoom是近期才突然興起使用的應用程式，未必每一位社福界同
工都熟悉此工具，所以更加要考慮不太能夠快速掌握資訊科技
的同工可能面對的處境。Zoom提供兩種方法進入「活動會場」，
一種是輸入會議號碼與密碼，或點擊超鏈結(Hyperlink)直接登
入。相比前者，使用超鏈結能方便參加者，亦能避免輸入錯誤
資料的情況。因參加者都以程式登入，對主辦機構來說要辨認
參加者身分則需要對方以「姓名及機構名稱」的名稱格式登入。
再者，活動的重要規矩，例如不可錄音錄影都需要事先溝通清
楚。為了照顧初次或未熟悉使用程式的參加者能順利登入會議
室，同工亦要在電郵中備註安裝程式、登入步驟、裝置規格等
教學，及提供查詢電話讓有需要同工尋求協助。

在活動當日正式開始前，主辦機構可利用等候室的功能辨認參
加者身份。在等候室，大會無法分享電腦畫面，但Zoom能夠自
定義其顯示訊息，例如，「歡迎來到XXX活動」、「請設定顯示名
稱」等，讓參加者知道他們進入了正確的地方，以及需要遵守什
麼規則。Stanley表示，在等候室的參加者無法在程式內與大會
直接溝通，故建議同工除了透過聯天室定期發放消息外，亦要
提供熱線電話，讓有問題的參加者能作即時查詢。

同工應在技術上準備妥當，但都要預備臨場「甩轆」。同工能在
Zoom事先設定，包括參加者進入會議室後的語音或視像預設、
聊天室開放討論、螢幕畫面共同修改等等，以防出現突發狀況。
同時，同工亦應熟習Zoom的用法，或與機構資訊科技部門合
作，即使面對參加者各方面的技術問題亦能隨機應變。Stanley
提醒，使用網上平台時，若操作有誤很容易便會被察覺，因此
同工謹記須作數次事前排練，改善流程及確保對程式瞭如指掌。
應用程式總是難避免編程錯誤(bug)，所以活動當日也要隨時監
察住每個細節，曾經就試過已經預設所有參加者的視像鏡頭為
「關」的狀態，但這設定不知為何不適用於少部分參加者，當刻
就需要手動關鏡頭。

黃羨琰女士

機構考量學習成效　加強互動元素

機構層面的考量會著墨在網上學習是否與參與真人課堂達到
同樣效果。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協會)助理總幹事黃羨琰女士
(Rebecca)對此有一些見解。協會每年都會要求同工參加一定
時數的培訓課程。一般情況下，機構內部會定期開辦不同課程，
而管理層都會鼓勵同工參與機構外的課程，其中一個原因是可
以其他機構的都做類似崗位的同行者互相認識及學習，繼而建
立人際網絡，希望大家將來能夠互相扶持互相幫助。

為確保訓練成效，有兩點要留意。第一點就是上課地點影響專
注力。Rebecca直言多數參與培訓的同工都屬中心同事，如果
要在開放式辦公室內參與網上課程，中心原本就沒有足夠的獨
立房間讓同事入內在不被打擾的情況下靜靜地上堂，假若留在
自己座位上就很容易被其他同事或者到中心的服務使用者打擾，
甚或直線電話響個不停，根本就不能夠專心聽講。第二點就是
缺少了同工之間的互動。同工在上課時的提問及討論，有助加
深學習動機，鞏固知識。現時協會內部培訓時，同工分組透過
網上平台參與培訓或講座時會使用單位的會議室，在配合社交
距離的要求人數之餘，亦增加學習氣氛。至於被問到為何不讓
同工在家參與網上培訓，Rebecca笑說其實家中的環境比在中
心更容易分心。

因為以上原因，Rebecca認為如果網上課程如Youtube或TED	
Talk般免費及單向灌輸知識，機構未必會鼓勵同工申請資助及
利用工作時間參加，除非是一些由資深的專業人士擔任講者的
免費講座。她建議若同工希望得到機構資助收費的網上課程，
課程設計必須令同工隔著螢光幕也可以互相認識及在課堂上進
行更多討論及學習。

她用曾經上過的一個遙距課程為例，在正式上堂前已經要閱讀
院校寄來的資料及筆記，導師會在院校的「網上黑板」定期張貼
問題邀請每一位同學發表意見，也有小組討論及一同做報告，
同時都可與組員有更深入認識，所有這些互動都會計算入評分
標準內。如果課堂上缺少與同學導師之間的互動，就需要在課
堂後用其他方式彌補不足，令學習更生動有趣。



8 Vol. 28︱HKCSS Institute︱進修與進步 活用薪酬報告 為數據增值

思維就是當你於網上開會或提供培訓時，是否仍當自己身處於
辦公室／課室內，有合宜的辦公室行為，當中包括衣着、對答、
背景及行為動作。社聯學院督導委員會主席郭烈東先生表示，
他對網上開會是有要求的，例如，他會穿著整齊入鏡，就算身
在家中也會披上外套，另外，他的機構也預備了幾款corporate	
wall	paper(機構背景）作出鏡之用，比以家居或辦公室作背景為
好，因他認為，網上開會給人看到的都是機構文化的一部份。

要增加讓網上參加者投入的技巧(engage)，Fox	 (2020)4有四個
建議：
1.		縮短每次網上課時間，把原本是一天或兩天的課程，設計為

每節兩小時共數星期的學習時段，處理網上專注力不足的問
題

2.	 重新設計每一節課堂，讓每一節都有線下實踐的機會
3.	 要製造網上專屬的內容，豐富當中的細節，除了現有的投映

片外，加插影片、資訊圖表(infographics)、文件等不同的學
習內容

4.		在線上及線下都要製造互相學習的社交氣氛，就像平常於教
室上課一樣，每個參加者都可以成為互相學習的對象。除了
網上討論，投票等互動外，可加上線下交換習作、提供線下
回饋等。

當中的點子，我們的受訪者也有使用，且效果理想，大家不妨
一試。

改變，無論是自主是被動，有時很難說得清。2003年的SARS
成就了中港台的網購模式。2020年的新冠肺炎帶來的是什麼翻
天覆地的改變，肯定還未塵埃落定。此刻，社福界可以做的，
或許就是堅守岡位、快速應對、開放求變，在機構及員工的學
習成長方面也不能例外。

郭烈東先生

3:		Smith	D(2020)	Being	Virtual	is	Not	Just	Providing	People	with	Technology,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13	May	2020,
	 https://www.td.org/insights/being-virtual-is-not-just-providing-people-with-technology

4.		Fox	D	(2020)	Learning	Engagement	in	a	Time	of	Zoom	Fatigue,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11	May	2020,
	 https://www.td.org/insights/learning-engagement-in-a-time-of-zoom-fatigue

科技思維技巧三線齊下 學習不停擺

現實上，轉變可以比想像中容易，還是困難，讓看你的預備有
多到位。文首所提到的小型調查訪問了18位已報讀課程的同工，
有近7成朋友婉拒把課程轉為網上授課，原因多樣，如沒有合適
的設備、不方便在家中或辦公室參加網上課程、沒有與培訓師
及參加者直接互動的機會等，這些都是課程主辦者要考慮的因
素。

培訓專家Smith	 (2020)3提醒，網上培訓要給參加者的不應只
是科技。他說，我們要預備三種東西給受眾，除了科技工具外
(toolset)，也要包括思維(mindset)及技巧(skillset)。這也正正
回應了不同受訪者的觀察。

科技工具包括軟件及硬件的討論，在坊間已有不少，網上資料
亦多，尤其是在軟件的選擇上，但我們也不要在學員的硬件上
掉以輕心。在學院為機構辦過的一個Zoom內部培訓，就有學員
表示，	雖然他覺得網上模式可接受，但在家只能使用手機，而
手機畫面較細小，看圖時會較困難；其次是在手機上容易按錯
制會自我退出，過程困擾。

關於思維及技能，網上也有一些
取笑沒有兩種能力的搞笑短片，
其中一條點擊率就超過2千萬。

技能就是指我們開會或上堂時所使用的、可達至互動溝通的
技巧。提供培訓的朋友，能否有技能去讓網上參加者投入
(engage)往往就是關鍵。當然，軟件的一些特別功能可以有所
幫助，但我們也要懂得配合適當的軟性技巧去使用，以達成課
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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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各有看法　科技及態度均重要

作為參加者，又對網上學習平台有甚麼看法呢？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傳訊經理黃俐燕
女士(Bryony)曾參與由社聯舉辦的
網上研討會，認同以科技能幫助到
即場投票、問答環節及分組討論，
可加強各人的互動。然而，網上學
習的確對溝通效果有所影響，好壞
參半。一方面參加者更容易吸收課
堂知識，網上教學更方便配合圖片
或動畫，相反線下授課的講義以文

字內容為主，相對地乏悶。但是，網上學習涉及科技
應用，需不時更新程式才能使用，故需要花更多資源
讓參加者學習使用線上平台的功能。「尤其是我們上一
輩的人，需要花一定時間學習呢！」Bryony笑言。

曾參與數個網上課程的香港明愛
高級督導主任蘇貴成先生(Kenneth)
認為需要導師的協調、課堂內容
及參加者的自律性相輔相乘，才
能帶來更有效的成果。Kenneth認
為網上課程絕對是新方向，無疑
在科技方面進步較緩慢的社福界亦
會追隨，而疫症只是一個原因令社
福界「要趕上進度」。課堂內容

相當重要，當教授內容達致參加者期望的確大大吸引他
們的注意力，使他們更為專注，並影響他們對於網上學
習的看法。參加者的態度是最為重要的，他們的參與影
響課堂的成效。

坊間不同的網上課程平台及簡單介紹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

擁有全球一流大學和公司的在線課程、證書與學位，

培養卓越技能

edX
(https://www.edx.org/)

全球140間國際知名院校提供超過2,500項免費課程

FutureLearn
(https://www.futurelearn.com/courses)

涵蓋不同範疇的網上免費課程

Udemy
(https://www.udemy.com/)

擁有超過130,000個影片課程，由專家講師教授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online-learning.harvard.edu/catalog/free)

哈佛大學的免費網上課程

Google	Digital	Garage
(https://learndigital.withgoogle.com/digitalgarage-

hk/courses)

提供一系列免費的網上推廣及營銷教學內容，是實用

的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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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薪酬調查2019 ——
關注員工薪酬福利待遇 與時並進方能持續發展

文:	游俊威

圖為「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及「非政府機構福利調查」2019工作小組與社聯職員的合照：（左起）HKCSS Institute項目
主任游俊威先生、HKCSS Institute主管林莉君女士、社聯業務總監賴君豪先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企業事務總監陳
本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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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乳癌基金會特別顧問及
項目經理黎鑑棠先生、救世軍港澳軍區機構人力資源總監徐顏皓女士、新生精神康復會助理人力資源經理梁裕斌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籌劃的「非政府機構薪酬調查」及「非政府機構福

利調查」2019有賴社聯機構會員的支持，經已順利完成。調查發佈會亦於

2020年1月23日舉行。是次參與調查的會員機構有122間，涵蓋了43,824位

全職員工，約佔社聯機構會員總員工的65.7%。1參與調查的會員機構規模：

大、中、小型機構分別佔24.6%、24.6%及50.8%，而非社會福利署（社署）

資助機構佔45.1%。調查的數據截取日為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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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在上年度的初探性測試中，14個社工職位就受社署資助職
位及非受社署資助職位的數據分析得到好評，本年度新增了4個
社會服務項目職位作同樣數據分析，以回應業界的需要。此外，
本年度的福利調查將以機構在各類假期的「日數」及「薪金」與法
例的要求作更深入的比較，務求能反映業界的最新實況。

薪酬數據

本年度薪酬調查成功為64個基準職位作仔細研究。調查範圍
包括職位薪級表及員工薪酬的中位數，並且提供各職位近8年
的薪酬變動情況。為提供更細緻的數據，薪酬調查分別以大、
中、小型機構、受社署資助機構及非受社署資助機構作詳細分
析。調查結果顯示，共有117間機構於今年向25,946位全職員
工加薪，佔總員工59.2%。參與機構的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
為5.8%，與2018年相比稍微下降1%。就大、中、小型機構而
言，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分別為5.8%、5.7%及5%。就受社
署資助機構及非受社署資助機構而言，薪酬整體加幅於加權後
分別為6%及4.4%。但值得留意的是，當比較2018年和2019年
的薪酬數據時，它們的調薪有機會受參與調查的機構數目、規
模、職能範圍的變化等因素所影響。此外，今年度有部分參與
機構的薪酬調整皆與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掛鉤，因而受立法會財
委會尚未通過有關撥款所影響，以致數據未能反映相關因素。

流失率、招聘與挽留人員

業界的員工流失率仍然偏高，參與機構整體員工平均流失率為
20.9%，比去年上升1.2%。社工職位的整體流失率有上升趨
勢，由15.2%增至19.8%，當中社工(少於一年經驗要求)更由
22.1%增至28%。流失率最高職位的首五名分別為：籌募助理/
前線籌募人員(63.9%)、培訓/員工發展主任(42.1%)、項目主任
(39.9%)、籌募主任(39.3%)及接待員(39.1%)。數據亦顯示與
籌募有關職位的流失率在近年持續高企。值得注意的是，當問
及聘請與挽留的挑戰時，數據卻與流失率最高職位的首五名不
一致。或許帶出的啟示是，在營造良好工作環境與氛圍上，機
構對每一位員工的關注都應聲聲入耳，事事關心，才能促進員
工的歸屬感。

福利調查

機構除了注重薪酬待遇外，亦嘗試透過福利組合，促進員工的
工作與生活平衡，以減低員工的流失率及應對招聘與挽留人員
的挑戰。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參與會員機構提供優於法
例基本要求的年假日數。在法定可領取疾病津貼病假日數(四日
或以上)方面，62.7%的參與會員機構提供的可領取疾病津貼病
假日數優於法例基本要求，76.4%的參與會員機構提供的疾病
津貼亦優於法例所訂以4/5計算；而少於四日的病假，則超過九
成的參與會員機構提供有薪病假。就醫療津貼而言，超過六成
的參與會員機構會為全職員工提供住院及門診津貼。約三成的
參與會員機構表示會在未來兩年改善福利組合，當中以年假、
產假及醫療津貼為主。

福利組合是機構重視員工價值的體現。然而，機構不能「一本通
書睇到老」，直接複製業界的做法，而應因地制宜，根據自身情
況及員工背景，才能制訂出最為合適的方案。

本年的薪酬及福利調查結果盼能為業界提供最新的資訊及數據，
讓機構思考及分析，從而與時並進，推動機構持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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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香港社會服務機構會員資料數據庫內的數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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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x AI 未來發展的契機
尋求突破  融匯企業設計思維

文:	黃嘉朗

自90年代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多次戰勝人腦，喚起了全球

對於這種新科技的關注：例如於2011年，IBM Watson在美國益智問答電視

節目「Jeopardy! 」擊敗兩位人類冠軍；2017年，AI程式在圍棋比賽中擊敗世

界冠軍；同年，由美國的大學開發的AI程式壓倒性以德州撲克連贏四位頂級

職業高手，參賽者事後更稱「AI就好像看透了我的所有牌！」。人工智能的每

一次勝利，都彷彿在宣告世界已經逐步邁入AI年代。

AI科技時至今日其實已漸漸融入人類的日常生活，為了讓社福機構與時並進，

學院與IBM合作，舉辦「創新體驗@IBM」活動，期望同工透過聽取IBM傑出

工程師及香港區首席科技專家戴劍寒博士的分享，對AI的基本元素、近年發

展趨勢有基本概念。同工籍今次機會也可體驗IBM企業設計思維(Enterprise 

Design Thinking)體驗工作坊，為他們帶來思想上的啟發：將AI應用到社福

服務的潛在可能性，從中以創新方式滿足機構或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一眾參與同工與IBM傑出工程師及香港區首席科技專家戴劍寒博士(右一)及IBM香港創新中心經理何育龍先生
(右三) 及 IBM香港企業公民及事務主管羅慧愛女士(右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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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人工智能概念　未來發展焦點

在活動開始之初，戴博士介紹AI的運作，及其現時的發展趨勢。
簡單來說，AI會模擬人類思維過程，從而模仿人類的能力，如
思考、五感、情感等，透過運算得出不同具「智慧」的行為。AI
基本上有兩款運作機制：第一種是機器學習，以數字及統計
方式整合數據，找出當中的運算方式，並運用不同的演說法
(Algorithm)，根據一連串指令及固定的方式去得出結論。隨著
大數據(Big	Data)及電腦的運算能力指數級增長，AI已能深度學
習，它模擬人類的神經元(Neuron)，將不同方式的學習成果聯
繫，建構多層次的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而當中最厲害
的技術就是生成對抗網絡*。

戴劍寒博士於2014年獲委任為
大數據和分析領域的IBM傑出工
程師。在擔任IBM香港區首席科
技專家的同時，他亦出任IBM大
中華區智慧分析部門的首席架構
師，負責領導同事致力創新。戴
博士亦作為IBM與各政府資訊科
技委員會和大學社群合作的橋
樑，提供專家建議，探索和開發
最合用的尖端創新方案。

具備Watson AI功能的機械人，會聽
取目標對象的不同指令

戴劍寒博士

*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

AI會自動生成數據，通過讓兩個神經網路相互博弈學習，
進一步建構網絡，當電腦「學會了」就能以數據計算並生成
相關的作品。例如，你有想過AI能夠跟隨梵高的畫風，建
立一幅能模仿大師風格的畫作嗎？而且，它還能建立鑒識
能力，辨別畫像真偽。

除此之外，IBM於2010年推出的AI技術「Watson」，其衍生幾個
比較落地及生活化的應用能協助機構工作。例如社會工作者能
以「Watson	Care	Manager」為不同的服務使用者整合資料，在
輸入如背景、健康狀況（吸毒記錄、醫學紀錄等）後，程式會為
使用者作出需求評估，建議同工下一次接觸他們時最適當和最
有效的目標和行動。而另一例子為「Watson天氣分析師」，除了
能更精準地預測天氣，Watson更可為各行各業提供數據分析及
諮詢。透過AI的自我及深度學習特性，Watson能夠辨別天氣變
化帶來潛在的危機，例如天災及停電等，好讓相關企業能夠提
早意識問題，作出應變。

體驗工作坊  注入企業設計新思維

IBM的企業設計思維工作坊，其目的有別於坊間的設計思維工
作坊，其框架及應用範疇亦適用於多個行業（包括保險、銀行業
等），並已為多間公司、機構及大專院校舉辦，期望能開導新想
法。一般而言工作坊需要兩至三日才能完成整個流程。雖然是
次體驗工作坊只有短短1.5小時，但都希望能為社福界同工帶來
啟發，在機構層面上初步構思AI於NGO中的應用範圍。

工作坊主持人何育龍先生先帶領一眾同工進行熱身環節。同工
們需要先設計一個新鬧鐘，再想像各式各樣令人起床的方法。
其實起床方法不一定局限於鬧鐘，也可以是一個震動的枕頭，
甚至是把人滾下床的裝置。熱身環節就是希望以這些天馬行空
的想像，帶出同工們應跳出框框、多方位考慮，從而套入NGO
當中，因為我們並非只由服務出發(service-oriented)，同時亦
應以人為本(user-oriented)。

經過一輪熱身後，何先生介紹IBM企業設計思維的三大原則。
這三點分別是：一、「The	 loop」，同工應不斷重新發明(Re-
invent)，能透過重組/重塑問題(Restructure/Reframe	question)	
反覆思考任何潛在可能性，並透過當中過程思考每一步能改進
的地方；二、「Diverse	empowered	 teams」，機構應保持團隊
多元化，確保團隊成員能夠以不同的身份及角度集思廣益，令
討論能夠不斷延伸出去；三、「The	keys」所著重的是如何由理
想轉化成實現，當中涉及不同的實際操作，以務實結果為最重
要的考量方針，而設計出可行的方案，同時確保操作實行過程
當中能完善進行。

要將設計思維融合AI，首要步驟是要構思新想法，發掘新方向。
首先，機構要為所提供的服務找出痛點(pain	point)，進行初步
策劃。所以，在開始設計之時能先選擇一個AI核心價值**訂為
目的(AI	 Intent)，並嘗試說明AI能幫助機構解決現時面對問題的
三種情況。以特殊教育為例，AI能夠整合不同數據，進行分析，
實現有力建議(recommend	with	confidence)的價值。透過歸
納服務使用者的需求、能力、性格、興趣等要素後，為他們度
身訂制教育框架。

AI技術看似遙不可及，但其發展已日漸成熟，甚至已經在日常
生活中看到其蹤影。在參觀當日IBM展出一款機械人，可辨識
人面並一路跟隨人的移動。社聯舉辦的樂齡科技博覽中也有類
似產品。有外國機構更將此機械人改良後在「老友記」需要服藥
時把藥送到他們身邊，平時亦可與老人閒聊，甚至讓親人在世
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與家中長者透過機械人視像通話。簡單如聊
天機器人(Chatbot)也應用了AI技術。

**IBM為AI這個類別就其特質設計了一共六個核心價值：

1.	 促進研究和探索	(accelerate	research	and	discovery)
2.	 豐富互動	(enrich	the	interaction)
3.	 預測及預防	(anticipate	and	create	disruption)
4.	 有力建議	(recommend	with	confidence)
5.	 擴大專業知識和學習範圍	(scale	expertise	and	learning)
6.	 檢測醫療負擔及風險	(detect	liability	and	medicat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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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訂立目的後，IBM則建議定義目標對象(Persona)，為其創作
三個需要陳述句(Need	Statement:	“The	_____	 (target),	need	
a	way	 to	_____,	so	 that	he	can	______.”)，當中須包括目標
對象、實質操作過程和期望結果，針對目標對象並深入了解其
需求。舉例說，特殊教育學童需要個人化、貼心的方法，以讓
他們能更專注學習，不會「扭計」。

當目的與目標對象都清楚後，機構能設計情境(As-if	scenario)，
以四格漫畫描繪服務對象的一日生活，使情節圖像化，能更生
動地了解他們的現階段狀況。然而，服務對象並不一定等同目
標對象，以特殊教育為例，機構的目標對象是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童，但機構並不一定會直接服務學童，而是向他們的家長
提供協助。故漫畫能夠描述家長花大量精神及體力照顧特殊教
育子女的的一天：清晨時子女因需早起床而發脾氣、放學回家
後不願做功課在家中跳來跳去、家長來回客廳與廚房及因為累
透而在梳化上睡著等畫面及情景都能夠畫出來。

來自不同機構的同工會分成不同小組，一同討論，集思廣益

設計服務對象一日生活的四格漫畫能透過圖像為同工啟發新想法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如何從上述所提及過的內容，整合出制定
問題的解決方法(Big	 Idea)。由第一步找出痛點，到制定目的
和定義目標對象，再為服務對象設計情境後，同工們則可以由
以上步驟所取得的資訊中，創作一個符合上述要點的最終想法。
例如，機構能設計一個「在家好同伴」AI機械人，機械人能理解
使用者的背景、性格、特殊教育需要的特質及處理方法後，分
析出一個適當的教導方式，既可安撫他們的情緒，又能抒緩家
人日常的壓力。

在工作坊每個環節結束後，工作人員會將同工的工作集合，
一步一啟發

AI能為機構尋求新突破，將正面對的問題一一解決，或衍生出
嶄新的服務，促進業務發展。IBM提及到，運用AI於社福界的
可能性其實很大，並能活用於不同方向、範疇當中，只待被發
掘。一人之力未必可以完事，但如果可以一同協作，將各自的
專業集合則能集腋成裘創造更大影響力。而跨界別亦是IBM未
來的發展方向。各位同工，你又想到哪些AI在社福界的應用潛
力嗎？

何育龍先生



CYBERPORT
Innovative Digital Community in CyberportInnovative Digital Community in Cyberport
參觀數碼港創新數碼社群參觀數碼港創新數碼社群

數碼港在香港開創了共享空間的先河，早於2009年
推出首個Smart-Space共用工作間。數碼港現時位
於薄扶林的園區內設有7個Smart-Space，而Smart-
Space FinTech則是專為金融科技初創公司而設，內
設資訊室、金融科技角及演講室。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雲集1,500間數碼科技公司。數碼港近年集中發展數碼科技範疇，
包括應用範疇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數碼娛樂與電子競技；以及科技範疇如人工智能與大數
據、區塊鏈及網絡安全。

在數碼港的導賞團中，你將會了解更多數碼港的願景及使命。在概覽部份完結後，導賞團將遊覽數
碼港的設施及智慧園區，包括共用工作間Smart-Space FinTech、IT Street及智慧生活概念店及數
碼港電競場館：

IT STREET及智慧生活概念店﹕
走進IT Street，你將會看到數碼港的名人
堂及智慧生活概念店。名人堂上記錄了園
區初創公司所獲成績及其最新發展。同時
亦提供不同數據供參考。而於智慧生活概
念店裡，設有不同的自動機器，包括新鮮
沙律販賣機、自動回收機及散銀兌換機，
以上均由數碼港的社群公司提供服務，締
造智慧誠市的未來樣貌。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雲集1,500間數碼科技公
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扶助初創企業，推動數
碼科技發展，為香港締造嶄新的經濟動力。數碼港一直
竭力培育青年和創業家、扶植初創企業；透過連繫策略
夥伴及投資者，促進協作、創造機會；同時加快企業及
中小企應用數碼科技。數碼港集中發展數碼科技範疇，
包括應用範疇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數碼娛樂與電
子競技；以及科技範疇如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區塊鏈及
網絡安全。

B045
參觀詳情
參觀地點: 數碼港 (香港數碼港道100號)
日期: 2021年第一季 (待定)
對象: 社會服務機構的機構主管及管理層
  (對創新思維有興趣)
名額: 30人

費用全免
查詢: 2876 2434或電郵institute@hkcss.org.hk 

活動及報名詳情請留意學院公佈

SMART-SPACE FINTECH﹕

數碼港電競場館﹕
電子競技（電競）是香港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新興行業，具有很高的
經濟潛力。數碼港電競場館於2019年落成，至今已舉辦了不同的業
界活動，包括國際及本地聯賽、電競選手訓練、行業交流會議等。
電競場館面積達300平方米，設有9.5米高LED主螢幕及專業系統，
可容納400名觀眾欣賞電競賽事。

合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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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娛樂於公益
用故事貫穿籌款 文:	鄺蔓芊　李璟怡

一眾籌款界同工與導師及嘉賓的合照:（第一排左二起）Omaze共同創辦人Ryan Cummins先生、 
好單位行政總裁張凌瀚先生、籌款課程導師馬錦華先生、梁志衡先生、王詩韻女士以及 HKCSS 
Institute主管林莉君女士

你有想像過和「星球大戰」的明星一起行紅地氈參加首映禮嗎？或者跟隨國

家地理頻道探索南極洲？美國一個網上籌款平台Omaze1把大家平常難以實

現的願望轉化成抽獎獎品，只要捐出低至港幣80元便可以參加抽獎，令籌

款不但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也提供機會讓參加者享受到千載難逢的體驗。

Omaze不以「慘」、「可憐」等等的畫面去激發人的同情心既而捐款，而以「驚

喜」、「快樂」、「開心」的體驗吸引人參與籌款。而在整個籌款過程當中，說

故事(storytelling)在籌款過程中擔當至關重要的角色。

由2012年成立至今，Omaze已為超過350間慈善機構籌款，捐款者來自

多過180個國家，籌得款項總數高達港幣10億2。學院去年11月在好單位

(Good Lab)行政總裁張凌瀚先生的介紹下邀請到Omaze的共同創辦人Ryan 

Cummins參與「籌款知識茶座」，詳述Omaze的新式籌款模式及其要訣。

1:	https://www.omaze.com	
2:	https://www.omaze.com/pages/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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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結合千載難逢的體驗 

Ryan在讀書時期，與當時還是
同學的另一位創辦人Matt參加了
一場慈善拍賣，但二人因為財力
有限，未能得標，結果與自己的
童年偶像、NBA的傳奇球星「魔
術強森」(Magic	Johnson)見面
的機會擦身而過。事後Ryan與
Matt便忽發奇想，假如如此難得
的體驗不是以價高者得的原則獲
得，而是捐少少錢再以抽獎形式
獲得，讓更多人都有平等機會參與，豈不是一件更有趣的事？
Omaze的籌款形式就是在這個情境下產生的。

但這個籌款模式是否可持續？開始時很多人參與但後期會越來
越少？又怎樣找到更多的千載難逢的體驗成為獎品？

Ryan解釋，在現今世代「體驗經濟」當導下，年輕一代如Z世代	
(Generation	Z)及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不再埋首於物質上的滿
足，而會追求獨特的生活體驗。近年興起的貨車生活(Van	Life)
以至背包旅行者(Backpacker)喜愛的深度旅遊都是體驗經濟蓬
勃的例子。所以Ryan相信Omaze的籌款模式是可持續的，也一
定可以吸引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市民大眾參與籌款。

以故事打動人心　以快樂維繫善意

與明星名人見面是很多人的夢想，但究竟如何才能打動他們一
起合作呢？要說服一個名人合作的確會花費不少時間，Ryan提
出，加速合作的重點在於尋找他的關注點再以合適的故事打動
他，及後以簡單及雙贏的模式合作。Omaze曾與「鐵甲奇俠」巨
星小羅拔唐尼(Robert	Downey	Jr.)合作，當Ryan打聽到小羅
拔唐尼的朋友的小孩患有嚴重疾病時，他便說服其與Omaze合
作為一間兒童醫院籌款。同時，亦配合其於拍攝「復仇者聯盟」
電影的繁忙日程，獎品就乾脆於拍攝場地與他共晉午餐及參觀
片場，也為其慈善基金Random	Act	Funding籌款從而捐款兒
童醫院3。Omaze借助小羅拔唐尼及「復仇者聯盟」電影的人氣
籌款，而小羅拔唐尼又可借Omaze這個籌款平台為其慈善基金
Random	Act	Funding宣傳、不需額外舉辦籌款活動也吸引到
大眾捐款及後捐款到兒童醫院。

圖片來源: https://www.omaze.com/products/robert-downey-jr-avengers-set-visit 

小羅拔唐尼與Omaze合作的其他籌款項目中與得獎者的合照
圖片來源: https://winners.omaze.com/robertdowneyjr

對Ryan而言，能說一個好故事對吸引捐款者也同樣重要，敘
述一個「開心」的故事比「慘」的故事更好。在70至80年代，大部
分籌款的影片及宣傳都專注於世界上悲慘的人／動物，例如是
營養不良、瘦骨嶙峋的被遺棄狗隻。真實地呈現現實雖然可以
很震撼的讓公眾理解現實問題的存在，但卻讓人不想或不忍觀
看這些片段，這又怎能長期用這些畫面帶動公眾投入救助活動
呢？我們都較喜歡「快樂」、「開心」的故事。「假如網上有條短
片，你看到一班小狗像人類一樣在餐桌上用餐，做出一些滑稽
的動作令你哈哈大笑，片尾最後呼籲你捐款予慈善組織從而協
助這些狗隻被領養後能有個溫暖開心的家，這條片比讓你看路
邊骯髒的流浪狗更耐看，也會更多人看」Ryan舉例。4

如果你有瀏覽Omaze的網頁，你更會發現快樂無處不在。簡單
以Omaze與「美國隊長」演員克里斯伊凡(Chris	Evans)合作的一
次活動為例，Omaze以密室逃脫的惡作劇為影片題材，讓克里
斯與大眾互動，當中不乏笑點，而片末更鼓勵大眾參加Omaze
的抽獎及簡介受惠機構5。Omaze亦會拍攝得獎者的獲獎感受，
包括得獎者的捐款金額、家鄉和個人感受，除了讓大眾可以感
受「千載難逢體驗」可帶來的快樂，更增加得獎的真實性6。

貫徹說故事的做法，Omaze也將各籌款活動的受惠機構清楚在
網頁交代，以故事說出該機構的理念。Omaze結合抽獎、千載
難逢的體驗及快樂三大元素，由當初只籌得700美金到現時單
是2020年1月就已籌得110多萬美金的彪炳成績。7

3:	https://bit.ly/3dv1JbE,		https://bit.ly/2UmXG9T	
4:		https://bit.ly/2WWkSvI
5:		https://bit.ly/3dylsaf
6:		https://winners.omaze.com
7:		https://blog.omaze.com/impact-update-january-2020/	

有同工認為是次Omaze的分享提供了一個香港NGO
可參考的模式，其嶄新的籌款理念能夠刺激思維，增
加視野，頗值得機構與內部同事探討實行的細節。同
時，亦有同工認為行政費用、文化差異、資源及人脈
限制等等亦是效仿Omaze籌款模式當中需要考慮的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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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匯聚
社交媒體為NGO 帶來「新的領悟」

文:	黃嘉朗　李璟怡

相片提供: FACEBOOK香港

「創新」一向都是知易行難。在社聯學院2018年的「NGO機構健康評估」測試

研究中1，NGO在「創新與學習」的這項指標屬「有待改善」，相比起其餘指標

屬於最低分的，反映回應者普遍認為社福機構的創新速度不甚理想。而當機

構「創新」的步伐跟不上社會轉變時，則影響到與社區及服務使用者的連接。

談起推陳出新，相信不少人腦海中都會浮現Facebook，畢竟他們顛覆了人

與人及人與世界之間連結方式，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改變。現時Facebook

香港市場活躍用戶超過500萬，可見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大部分市民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Facebook每 年 度 都 會 舉 辦「Facebook慈 善 公 益 日 」（Facebook Good 

Causes Day），邀請社會服務界的同工參與並交流，藉此分享NGO如何利

用其社交媒體平台為機構帶來改變，以有效且創新的方式協助社福機構宣

傳其服務及理念，達至更大服務成效，推動公益事務，以實現機構的願景。

學院於上年與Facebook合作，邀請各社福機構參與12月9日舉行的公益日，

同工們透過是次活動得到甚麼啟發？

1:	詳情見課程手冊第26期的文章：「NGO	機構健康評估」可靠並帶出反思	有助機構永續服務	
(https://bit.ly/2UyDH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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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於活動當日舉辦了一連串分享及座談會，涵蓋不同主
題，包括與專家探討NGO活用Facebook協助機構工作的實例
及應用Facebook功能的實際技巧等，每個主題除闡述社交媒體
的最新發展狀況，同工也能從中獲得不少體會與得著，了解社
交媒體的功效，增強機構的洞察力。

以相關字了解年青人的內心世界　主動出擊  

香港明愛於2008年開始積極融合社交媒體與機構的工作，主動
發掘、接近及聯繫更多服務使用者，此舉可能比電話或實地外
展等傳統途徑行之有效。社交媒體的獨特之處是每個用戶的發
言權均等，他們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能夠發表比較真實及即時的
感受或意見，尤其是年輕一輩。變相地，如果能夠閱讀到他們
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某程度上可以接觸他們的「內心世界」。

由上年6月開始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令香港人情緒大受影響。民
間團體及自願機構發現很多社群出現情緒問題更有部分在社交平
台分享。因此他們會善用各類平台，包括Facebook，利用它們
強大的網絡及互動功能於網絡上尋找有潛在需要幫助的人士。大
家希望能讓感到孤獨、沮喪的年青人感到有人與他們同行，願意
分擔他們的困擾。例如團體先透過Facebook找出相關敏感內容
帖文，例如有自殘或自殺傾向等帖文，透過平台與他們聯繫，在
適時鼓勵他們接受社福機構等專業人士的協助。「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可以令社區聯繫更緊密，而這些工具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我們可以在各方面找到及聯繫到有需要朋友，令
他／她的情緒最後可以平靜下來。」香港明愛陳偉良解釋。

Facebook 是用戶和親友分享生活中重要時刻的園地，他
們會分享慶祝和喜悅的時光，也可能分享自身經歷的艱難
時刻。作為主要的社交媒體，Facebook背負著莫大的社
會責任，並須主動維護網絡安全。無論是透過 Facebook 
群組協助擁有類似經驗的用戶互相聯繫，或透過工具和資
源為有自殘或自殺念頭的用戶提供援助，Facebook 的信
念是幫助有情緒困擾的用戶獲得支援，持續推出相關工具
和資源，協助打造更安全的社群園地，讓用戶能安心地
在 Facebook 和其他網絡空間彼此聯繫。更多資訊可瀏覽
facebook.com/safety/wellbeing。

以數據分析釐清目標對象　扭轉宣傳效果  

當然，除了協助機構提供服務外，機構也能分析社交媒體的數
據從而使溝通變得更有效率，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
心的「永續坊」便是其中一例。永續坊已營運數年，機構期望能
活化因為城市化而慢慢衰落的鄉村，推動新社區經濟模式，為
村落注入活力，並將鄉村傳統智慧資源散播大眾，連結城市與
鄉村，永續香港的發展。然而，項目主題並非主流議題，相對
地較難廣泛推廣，機構亦較難定義目標對象，過去在宣傳定案
及成效上較難掌握。

永續坊在3年前創立了「荔枝窩有農墟	Lai	Chi	Wo	Farmers’	
Market」Facebook專頁，以推廣鄉村社區創新及計劃活動。
在專頁成立初時，永續坊只會用「加強推廣帖文(Boost	Post)」
功能「落廣告」：簡單選取目標群眾的興趣，再輸入總預算，
Facebook就會自動生成方案的預計時期、接觸總人數範圍等推
出廣告。然而，當時他們只是「盲摸摸」地使用Facebook功能，
帖文接觸到大量用戶但互動率低，同工感到宣傳費用花了但未
找到很多對機構倡導的理念認同的大眾，在宣傳上只得到有限
的成果。

在2019年， 永 續 坊 參 與 了Facebook計 劃「 同 行 計 劃–綠
色篇章」，建立了新專頁──「永續社區學院	Academy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將機構曾做過的研究、集結的知
識推廣，以及宣傳學院的活動及課程。由於專頁主題概念較深，
需要用較多文字表達概念，但單一使用文字會令整體效果沉悶。

在 諮 詢Facebook團 隊 後， 他 們 使 用 了「 廣 告 管 理 員(Ads	
Manager)」，一個由Facebook推出的廣告管理平台，仔細選
擇廣告目標、目標群眾的人口特徵、喜好，亦利用「Instant	
Experience」*功能以全螢幕互動廣告推出帖文。透過幾個步驟
置入不同素材，再撰寫相關內容，便能得出改善用戶體驗的設
計，令訊息更易「入口」，傳遞得更深入。另外，他們透過「洞察
報告(Audience	 Insight)」查看各專頁的數據，分析兩個不同專
頁的人口特徵、喜好等，例如「荔枝窩有農墟」專頁的群眾主要
為25-40歲及女性，而「永續社區學院」則相對男性比例較高，團
隊便根據數據及專頁的群眾喜好風格微調貼文內容及廣告目標。

Facebook於當日安排了座談會環節，討論NGO如何能夠用將Facebook發揮更大效
力： (左起) Facebook香港、台灣及蒙古公共政策總監陳澍、香港互動市務商會主
席司徒廣釗、著名棟篤笑演員Vivek Mahbubani、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工作服務
總主任陳偉良及Facebook大中華區品牌業務總經理林慧敏
相片提供: FACEBOOK香港

「永續社區學院 Academy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Facebook專頁

*



社聯及社會服務機構認同機構的健康運作對機構的永續發
展的重要性，早於2012年已在麥肯錫公司（香港）的協助
下為8間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機構「驗身」。啟發自麥肯錫的
機構健康框架，社聯與香港大學賽馬會睿智計劃(ExCEL3)特
別開發一個更適用NGO的機構健康評估概念──『NGO機構健
康評估』(NGO Organis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OHA)，除說明
了NGO 也可應用麥肯錫的機構健康概念外，也修改了架構中的一
些指標，提出了建立NGO機構健康的基本實踐。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Course Series

「NGO機構健康評估」課程系列  

如欲了解過往NGO 
OHA的發展，可閱讀
過往HKCSS Institute
的兩篇文章。 
(見QR Code)

2019年 2014年

機構的健康程度取決於組織內於三大範
疇(Cluster)中是否有持續不斷的能力，
它們是一致性 ( A l i g n m e n t ) 、執行力
(Execution)及機構更新(Renewal)，及其相
應的9大機構健康範疇(Element)。(見圖片)

圖片來源：https://www.mckinsey.com/solutions/
orgsolutions/overview/organizational-health-index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第一節: NGO機構健康基礎與可持續發展
Session 1: Induction to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for Sustainability
日期: 11/12月

第二節: NGO機構健康與制定改善措施
Session 2: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Interventions
日期: 11/12月

第三節: NGO機構健康及評估工具的應用
Session 3: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HA Tool
(*only open for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d Session 1)

日期: 11/12月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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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互動與實時　成吸睛組合

要達到有效宣傳，專頁內容可謂貼文的精髓，而Facebook認
為最佳做法為「對的時間、對的訊息、對的人(right	 time,	 right	
message,	 right	people)」。構思內容的第一步應從用戶角度出
發，了解用戶習性，考慮用戶體驗，才能構思最吸睛的組合。

那麼，什麼內容才更吸睛呢？ Facebook提出四大元素，讓內
容達更高成效：第一、原創性：內容的包裝固然重要，但須表
達到機構的特色，吸引到讀者的注目，從而認同機構的理念；
第二、互動性：使用Facebook	Live直播功能、回應粉絲的提
問、按讚及留言及與別的專頁互動等，透過互動塑造親切生動
形象，與讀者建立關係；第三、實時性：緊貼趨勢，以討論熱
話、即時新聞等創作內容，令讀者有興趣繼續追看，及；第四、
一致性：機構的內容模式元素協調一致，不要讓讀者感到有很
大的落差，加深他們對機構品牌的印象。假如機構在構思題材
時感到苦惱，Facebook香港及台灣政治及政府事務推廣經理
周子烈先生向同工提供了創作建議：「不知道出甚麼內容？最簡
單就是拿起你的手機拍下同事提供服務中的模樣，就可以更新
機構的專頁，讓你們的Follower（專頁追蹤者）知道機構在做甚
麼，帶出你們的故事。」

當然，除了四大元素外，學院同工參加完Facebook為參與機構
安排的諮詢環節後，也學到幾點小技巧。首先，機構在文案上
都能夠做一個「標題黨」，以精簡而有趣（甚至有少許誇張）的文
字標題吸引讀者點擊觀看帖文。舉例，「籌款的最新方式」與「顛
覆籌款方式，捐八十蚊就能夠與Iron	Man合照的大好機會？」，
兩者都是講述籌款的新穎方法，是不是後者更能引起你閱讀的
興趣呢？再者，在每個帖文都上載至少一張圖片，效果更相得
益彰。

什麼因素決定貼文顯示於動態消息中?

非 常 多 因 素 影 響： 用 戶 留 言 數 量、 貼 文 的 頻 率、 經 過
Messenger分享內容的次數、花在有關內容的平均時間、
互動情況、內容分類、朋友與發文者的互動、貼文的資
訊量、發佈時間、個人檔案完整性

Facebook建 議 機 構 能 考 慮 使 用 不 同 的 社 交 媒 體，
Instagram(IG)是青少年常用的社交平台，其中以	18	至	34	歲
人士最為活躍，佔此平台60%用戶2。IG的限時動態(Stories)更
是社交媒體發展的新潮流，備受用戶大力支持。用戶能上載文
字、照片、短片於	Stories中，及只會顯示24小時，過後用戶
能夠自行選擇是否繼續擺放Stories。再者，用戶能使用不同的
內建效果豐富內容，如他們能夠使用懷舊復古、菲林風等的特
效濾鏡，甚至是能預測來年運情、檢測「撞樣」藝人等有趣的鏡
頭特效。這種具彈性及具創意設置的社交媒體深受年青人歡迎，
機構能夠在這方面探索一下。

科技可以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以建立更親密的群體。有
時候，創新就是在現有的資源中，找出發展的可能性。社交媒
體演變快速，故此機構需透過不斷學習謀求捉緊及利用社交媒
體的優勢。學院將會在10月推出關於Facebook及IG的公開課
程，詳情請留意學院網站。

2:	資料來源	https://bit.ly/3d8p6rc

FACEBOOK香港辦公室剛於去年5月搬到現址，
室內裝修處處洋溢香港本地特色以及節日氣氛，
將其企業文化及價值表露無遺

Facebook香 港 及 台 灣 政 治 及 政
府事務推廣經理周子烈先生

其次，機構能好好利用關鍵字標籤(Hashtag)，讓相同主題的
內容串聯起來。使用者能在搜索欄中查看該關鍵字的帖文，吸
引他們進入專頁。同時，機構亦能透過關鍵字找到對相關話題
感興趣的用戶，便能更容易接觸目標群眾。在初步建立關係後，
機構亦能為用戶開群組(Groups)，集合相同愛好者，加強互動。
專頁都是機構作主導，專頁追蹤者只能在機構的帖文中留言。
相反，在群組中，成員能夠主動發佈內容，與其他成員展開討
論。機構能從中觀察成員的行為，如討論的話題，以更了解他
們的喜好及特質，甚或在群組中分享獨家消息、相片或活動。

當日，Facebook更為參與機構安排了超過60節一對一的
諮詢環節，讓同工能夠針對機構特性及過往利用社交平台
時的疑問請教社交媒體專家。



社聯及社會服務機構認同機構的健康運作對機構的永續發
展的重要性，早於2012年已在麥肯錫公司（香港）的協助
下為8間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機構「驗身」。啟發自麥肯錫的
機構健康框架，社聯與香港大學賽馬會睿智計劃(ExCEL3)特
別開發一個更適用NGO的機構健康評估概念──『NGO機構健
康評估』(NGO Organis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OHA)，除說明
了NGO 也可應用麥肯錫的機構健康概念外，也修改了架構中的一
些指標，提出了建立NGO機構健康的基本實踐。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Course Series

「NGO機構健康評估」課程系列  

如欲了解過往NGO 
OHA的發展，可閱讀
過往HKCSS Institute
的兩篇文章。 
(見QR Code)

2019年 2014年

機構的健康程度取決於組織內於三大範
疇(Cluster)中是否有持續不斷的能力，
它們是一致性 ( A l i g n m e n t ) 、執行力
(Execution)及機構更新(Renewal)，及其相
應的9大機構健康範疇(Element)。(見圖片)

圖片來源：https://www.mckinsey.com/solutions/
orgsolutions/overview/organizational-health-index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第一節: NGO機構健康基礎與可持續發展
Session 1: Induction to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for Sustainability
日期: 11/12月

第二節: NGO機構健康與制定改善措施
Session 2: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Interventions
日期: 11/12月

第三節: NGO機構健康及評估工具的應用
Session 3: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HA Tool
(*only open for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d Session 1)

日期: 11/12月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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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福樓集團(敘福樓)90年代開始經營中式酒樓，最顛峰的時期最

多擁有33間分店，每年營業額高達20億。然而經歷2003年的沙

士疫潮及2008年的金融海嘯後，敘福樓陷入經營危機，從大賺變

大虧，而分店數目驟減到只剩下6家分店。前路茫茫，應該何去

何從？在這艱難時刻，父親為叙福樓創辦人之一的黃傑龍先生毅

然放下多年的工程師事業，臨危受命，加入叙福樓，接手集團主

席及行政總裁一職。

歷經十數載，黃傑龍先生為敘福樓帶來多項革新措施，包括首創

「無翅宴會」、成立子公司「株式會社」、引入並建立多個日式餐

飲品牌，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行多項社會公益活動等。關關難過

關關過，黃先生陪伴集團面對困境依然力挽狂瀾，令集團在業界

屹立不倒。敘福樓更在2018年上市，擁有10多個自家或特許餐飲品牌，包括「牛角」、「温野菜」、「牛涮

鍋」等，餐廳數目達到34間。

但好景不常，在2019及2020年，香港經歷長達半年的社會運動及全球傳播的肺炎疫情，叙福樓又怎樣

渡過每次風波？在即將舉行的總裁對談午餐會上，黃傑龍先生將會分享他帶領叙福樓危機處理的要訣。

誠邀
社聯會員機構
董事會成員及
機構主管參加

主講嘉賓： 黃傑龍先生
 叙福樓集團 主席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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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畏無懼迎風波——
叙福樓危機管理之道
Fearless Leadership – Deal with Unexpected Crises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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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止報名：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

2.	名額：100人

3.	每間會員機構最多2個名額（董事及高管的組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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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參加表格可於本院網址(https://institute.hkcss.org.hk/	

zh-hk/enrollment/enrollment-forms)下 載 或 致 電	

2876	2434索取

時間： 1230-1430

對象： 社聯會員機構董事會成員及機構主管

編號： 2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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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全免
菜式：中菜圍席

查詢： 電話2876 2434 / 2876 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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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

留座詳情

黃傑龍先生畢業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為擁有深厚

工程背景的企業家。現為叙福樓集團及株式會社有限

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主要經營日本菜餐飲品牌，包

括「牛角」日本燒肉、日本涮涮鍋專門店「温野菜」及「牛

涮鍋」。

黃先生為2011年十大傑出青年，現任「香港日本食品

及料理業協會」主席及「稻苗學會」會長。2017年，黃

先生獲日本酒サービス研究會．酒匠研究會連合會

（SSI）頒授為名譽唎酒師酒匠。2018年獲Recruit選為

卓越管理人。2019年1月，獲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委

任為客座教授。

於2014年，黃先生獲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現任公職

包括：優質旅遊服務業協會主席、餐飲業行業培訓諮

詢委員會主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非執行董事

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僱員再培訓局副主席、扶貧委員

會委員、香港旅遊發展局成員、以及環境諮詢委員會

成員等。

黃傑龍先生

主辦機構：





NGO人力資源經理會

查詢 : 2876 2434或電郵至institute@hkcss.org.hk
會員申請 : 請於institute.hkcss.org.hk下載申請表格

費用全免

平等機會委員會去年收到300多宗有關《性別歧視條例》的投訴，當中約30%涉及工作間的性騷擾。僱主亦有機會因
僱員作出違法的性騷擾行為而負上法律責任。因此，僱主及人力資源從業員有必要認識及預防在工作間出現的性
騷擾情況，以作合適應對。本課程除解釋「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及法律責任外，亦會向參加者介紹處理性騷擾投訴
的原則，及預防性騷擾的措施等。

內容
•	《性別歧視條例》下性騷擾的定義及構成性騷擾的行為
•	 個人及僱主的法律責任
•	 如何有效處理性騷擾投訴
•	 機構預防性騷擾的措施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HRC2020-01 
日　　期： 2020年 9月18日（星期五）
時　　間： 1430 - 1700（2.5小時）
地　　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預防及處理工作間的性騷擾

疫情下的人力資源處理須知
由今年年初開始，全球爆發的肺炎疫情嚴重影響整個香港，社福機構亦不能倖免。此疫情不但規模大，肆虐時間
更是前所未見地長。為快速配合政府各部門的疫情應對措施，機構的運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員工的工作
安排及工作間的防疫措施。人力資源部在應付是次疫情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有見及此，學院特邀請到熟悉勞工
法例的律師向大家介紹疫情下的人力資源處理須知。

內容
•	 在疫情下僱主有甚麼法律責任及義務？				
•	 若員工擔心在疫情期間外出工作或返回辦公室工作，僱主應該如何處理？    
•	 若員工需要接受強制隔離，僱主應如何安排其工作？      
•	 若員工不幸感染肺炎，僱主應如何處理？  
•	 僱主如在疫情期間解僱員工或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期，
 有甚麼注意事項需要留意？   

活動詳情
活動編號： HRC2020-02
日　　期： 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時　　間： 1430 - 1700（2.5小時）
地　　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譚卓詠律師
孖士打律師行
僱傭及福利業務組合夥人

分享嘉賓

費用全免

分享嘉賓

龍子茵女士
平等機會委員會	
高級訓練主任	

活動以混合模式進行，可以親身出席或透過線上平台參與



(推廣資料由相關部門提供) 

在現時社區發展服務資源的發展趨勢，愈來愈多具時限性的計劃資源在服務範疇出
現，探討怎樣以社區發展的服務理念和手法，適切回應社會問題。同時，社區發展
服務業界都希望可嘗試利用一個有效的概念框架，促進不同服務範疇間，在實踐時
的協作和交流。

社區發展服務網絡於2019至2020 年度，開展了「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工作小組」。
參考由國際社區發展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8
年公佈的「國際社區發展實踐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actice)，工作小組旨在找尋一套有效的方法疏理現時本地社區發展服務業界
的寶貴實踐經驗 -「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

建立「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目標

推廣到業界同工使用以審視工作有關社區工作的元素，
有利服務的經驗傳承。
提升服務的效能和彰顯社區發展服務的特色和焦點。
幫助未來籌劃社區工作的服務及不同服務範籌的合作。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876 2466或
電郵至ws.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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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趣社區工作手法的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詳情將於6月公佈

活動內容

業界工作坊 (日期﹕2020年7月及10月)
 向業界簡介「國際社區發展實踐標準」
 協助業界鞏固本地社區發展實踐經驗
 收集本地業界對本地實踐標準的意見
 發展一套適合本地業界不同服務範疇使用的「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

活動資料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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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社區發展服務資源的發展趨勢，愈來愈多具時限性的計劃資源在服務範疇出
現，探討怎樣以社區發展的服務理念和手法，適切回應社會問題。同時，社區發展
服務業界都希望可嘗試利用一個有效的概念框架，促進不同服務範疇間，在實踐時
的協作和交流。

社區發展服務網絡於2019至2020 年度，開展了「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工作小組」。
參考由國際社區發展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8
年公佈的「國際社區發展實踐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actice)，工作小組旨在找尋一套有效的方法疏理現時本地社區發展服務業界
的寶貴實踐經驗 -「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

建立「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目標

推廣到業界同工使用以審視工作有關社區工作的元素，
有利服務的經驗傳承。
提升服務的效能和彰顯社區發展服務的特色和焦點。
幫助未來籌劃社區工作的服務及不同服務範籌的合作。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876 2466或
電郵至ws.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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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趣社區工作手法的會員
費用﹕全免
報名﹕詳情將於6月公佈

活動內容

業界工作坊 (日期﹕2020年7月及10月)
 向業界簡介「國際社區發展實踐標準」
 協助業界鞏固本地社區發展實踐經驗
 收集本地業界對本地實踐標準的意見
 發展一套適合本地業界不同服務範疇使用的「本地社區發展實踐標準」

活動資料

主辦

社會服務機構財務管理進階證書課程 (專為財務人員而設) (第二屆)
AdvancedCertific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NGOs (The 2nd Cohort)
日期：6月

財務管理及會計實務基礎證書課程 (專為文職及會計人員而設)(第二屆) 
Certificate in Fundamen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Practices for Clerical and Accounting Staff in NGO (The 2nd Cohort)
日期：8月

財務管理及會計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會計及財務管理」是社會服務機構一個
重要且實用的範疇，更是非財務的中層管
理人員和機構主管的核心功能勝任能力 
(Core Functional Competency)，故此一
直是HKCSS Institute的核心課程。

為配合不同學員的職責、擔當會計和財務
管理的工作範圍及工作機構的性質（如：
資助與非資助機構），學院將繼續推出更
多有關會計及財務管理的課程，並特別針
對不同職務的群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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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certificate-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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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certificate-courses

Coaching Clinic®  證書課程 – 成為「教練型經理」(第四屆)
Coaching Clinic® Certificate Programme - To be a “Coach Manager”
(The 4th Cohort)
日期：8月

領導力提升
Leadership Enhancement

Coaching Clinic® 證書課程旨在培養企業或
機構內的管理人員、領導和主管成為「教練
型經理 Coach Manager」，於機構的管理
位置上運用教練技術，協助整個團隊達成機
構目標。

Coaching Clinic® 證書課程結合知識、技術
及實用技巧，讓管理者和領導者懂得因應各
自的工作情況，於工作上能更勝任自信地運
用並且可以快速地看見成效。Coaching 
Clinic® 已被證實可以：

- 促進創新，加速成果

- 改善組織的溝通和團隊效能

- 有效地開發和留住有價值的員工

- 深化個人上，專業上以致組織目標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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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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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certificate-courses

Coaching Clinic®  證書課程 – 成為「教練型經理」(第四屆)
Coaching Clinic® Certificate Programme - To be a “Coach Manager”
(The 4th Cohort)
日期：8月

領導力提升
Leadership Enhancement

Coaching Clinic® 證書課程旨在培養企業或
機構內的管理人員、領導和主管成為「教練
型經理 Coach Manager」，於機構的管理
位置上運用教練技術，協助整個團隊達成機
構目標。

Coaching Clinic® 證書課程結合知識、技術
及實用技巧，讓管理者和領導者懂得因應各
自的工作情況，於工作上能更勝任自信地運
用並且可以快速地看見成效。Coaching 
Clinic® 已被證實可以：

- 促進創新，加速成果

- 改善組織的溝通和團隊效能

- 有效地開發和留住有價值的員工

- 深化個人上，專業上以致組織目標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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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新晉升主管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for Newly Promoted Supervisors in NGOs 
日期: 9-11月

新晉升主管的管理及領導
Newly Promoted Supervisors - Management &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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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upervisor, management

根據 HKCSS Institute 的培訓需求分析 (NGO 
TNA，2018)，發現初級管理人員難以適應已轉
變的角色，尤其在態度和技能方面，例如員
工監督、工作量和工作層面的管理範疇。他
們需要一個相互支持的人際網絡來應對不斷
的挑戰，並有不同的機會來擴大自己的視野。
“The First-time Manager”(2015年)明確指出
主管的角色和職能包括招聘、溝通、計劃、組
織、培訓、監督、績效評估和解僱。基於已被
確認的培訓需求及滿足新晉升的主管不斷變化的
角色，學院在2個月內安排為期5天的課程，當
中分為兩類技能，即個人效能和人員管理，此
課程亦可幫助參加者在機構外建立同儕網絡。

課程第一部分將側重於個人成長、自我管理和
領導力發展，而第二部分將側重於參加者以督
導身份與同工合作時需具備的人力資源方面的
知識及技巧。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certificate-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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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合作
Working with Others

短期課程
     Short Courses

學院培訓項目乃依據「社會服務機構人員勝任能力模型」*和「社會服務
機構培訓需要調查」的結果策劃。由於課程設計從清晰的職能勝任及社
福機構從業員的需要出發，故學院所提供的培訓活動能有效支援社福機
構從業員的工作，有助其協助及帶領機構的運作與發展。

*聯合業務改善項目，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2年。

個人效能
Personal Effectiveness 工作成效為本

Results/ Tasks Orientation

策略性企劃
Strateg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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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合作
Working with Others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Short Course

短
期
課
程

溝通技巧： 
與人交往之能力；能以清楚、簡潔有序的手法去傳遞事實訊息、理據、
意念和指引；此外在言語及文字表達方面則以接納及正面的態度來聆聽
及理解別人的意念及觀點。

團隊之建立： 
具動員他人參予建立團隊，使團隊成員感到有價值，互相合作及投入團
隊從而達成共同目標的能力。

員工管理： 
辨識及發展員工之潛能，並通過管理他人的技巧取得員工對機構的承
諾。當中包括向員工提供工作方向、期望、指引、資源及一個富激勵性
的工作環境。此外也願意作出推動員工正面發展工作文化的管理決定。

人際網絡：
運用一己的影響力與相關機構、主要之工作參予者及公眾人士建立夥件
關係的能力。

社福主管如何有效管理投訴
Effective Complaints Management by Managers in NGOs
日期：7月



與他人合作
Working with Others

短期課程
     Short Courses

學院培訓項目乃依據「社會服務機構人員勝任能力模型」*和「社會服務
機構培訓需要調查」的結果策劃。由於課程設計從清晰的職能勝任及社
福機構從業員的需要出發，故學院所提供的培訓活動能有效支援社福機
構從業員的工作，有助其協助及帶領機構的運作與發展。

*聯合業務改善項目，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2年。

個人效能
Personal Effectiveness 工作成效為本

Results/ Tasks Orientation

策略性企劃
Strategic Planning

31Vol. 28︱HKCSS Institute︱進修與進步 活用薪酬報告 為數據增值

與他人合作
Working with Others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Short Course

短
期
課
程

溝通技巧： 
與人交往之能力；能以清楚、簡潔有序的手法去傳遞事實訊息、理據、
意念和指引；此外在言語及文字表達方面則以接納及正面的態度來聆聽
及理解別人的意念及觀點。

團隊之建立： 
具動員他人參予建立團隊，使團隊成員感到有價值，互相合作及投入團
隊從而達成共同目標的能力。

員工管理： 
辨識及發展員工之潛能，並通過管理他人的技巧取得員工對機構的承
諾。當中包括向員工提供工作方向、期望、指引、資源及一個富激勵性
的工作環境。此外也願意作出推動員工正面發展工作文化的管理決定。

人際網絡：
運用一己的影響力與相關機構、主要之工作參予者及公眾人士建立夥件
關係的能力。

社福主管如何有效管理投訴
Effective Complaints Management by Managers in NGOs
日期：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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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為本
Results/ Tasks Orientation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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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 – An Overview of Basics & 
Latest Updates, AFR and Procurement
日期：11月

數碼營銷系列
Digital Marketing Series

僱傭相關條例 – 案例研習暨旁聽勞資審裁處案例
Employment Related Ordinances – Refresher Course with Case Studies (Session 1,2,3)
日期：7月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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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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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策劃及監控：
具界定及引進優次、架構及行動計劃的能力。當中包括利用策劃及監
控，用以發展和監察服務項目以達致機構目標。

資源管理：
具探索及發掘新資源的能力，同時亦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資源，並
以高質素的成績達到機構的目標。當中包括開拓及發展資源，藉以盡量
擴大服務果效。

追求效率及效益的動力：
熱切地作出充分準備去組織及執行工作，以達到理想的預期結果，從而
承擔需要發揮最高生產力的責任。

以客為本：
具提供優質顧客服務，並能滿足相關人士的需要和令他們稱心的能力。

責任承擔：
誠懇地處理及承擔個人職責，並決心為自己的表現負責。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1

2

3

4

信息圖像製作：要訣與陷阱 Making Infographics: Principles and Pitfalls
i 第一節 (Session 1):
 原理與分析技巧 (第一節) Principles and Analytical Skills (Session 1)
ii 第二節 (Session 2):
 設計要訣與常見陷阱 (第二節) Design and Common Pitfalls (Session 2)
 日期：5月
社交媒體平台的管理: Facebook及Instagram
Management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Facebook & Instagram
日期：10月
如何成為關鍵意見領袖(KOLs) – 對NGO的啟示 The making of KOLs - Implications to NGOs
日期：7月
社福機構數碼宣傳 – DIY 輕鬆大製作 智能電話短片拍攝及剪接工作坊
Digital Marketing for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 DIY and Easy to be Professional 
Workshop of Video Production by Smartphones
日期：5月及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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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為本
Results/ Tasks Orientation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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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mp Sum Grant Subvention System – Part I – An Overview of Basics & 
Latest Updates, AFR and Procurement
日期：11月

數碼營銷系列
Digital Marketing Series

僱傭相關條例 – 案例研習暨旁聽勞資審裁處案例
Employment Related Ordinances – Refresher Course with Case Studies (Session 1,2,3)
日期：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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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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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策劃及監控：
具界定及引進優次、架構及行動計劃的能力。當中包括利用策劃及監
控，用以發展和監察服務項目以達致機構目標。

資源管理：
具探索及發掘新資源的能力，同時亦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資源，並
以高質素的成績達到機構的目標。當中包括開拓及發展資源，藉以盡量
擴大服務果效。

追求效率及效益的動力：
熱切地作出充分準備去組織及執行工作，以達到理想的預期結果，從而
承擔需要發揮最高生產力的責任。

以客為本：
具提供優質顧客服務，並能滿足相關人士的需要和令他們稱心的能力。

責任承擔：
誠懇地處理及承擔個人職責，並決心為自己的表現負責。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1

2

3

4

信息圖像製作：要訣與陷阱 Making Infographics: Principles and Pitfalls
i 第一節 (Session 1):
 原理與分析技巧 (第一節) Principles and Analytical Skills (Session 1)
ii 第二節 (Session 2):
 設計要訣與常見陷阱 (第二節) Design and Common Pitfalls (Session 2)
 日期：5月
社交媒體平台的管理: Facebook及Instagram
Management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Facebook & Instagram
日期：10月
如何成為關鍵意見領袖(KOLs) – 對NGO的啟示 The making of KOLs - Implications to NGOs
日期：7月
社福機構數碼宣傳 – DIY 輕鬆大製作 智能電話短片拍攝及剪接工作坊
Digital Marketing for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 DIY and Easy to be Professional 
Workshop of Video Production by Smartphones
日期：5月及6月

策略性企劃
Strategic Planning

願景及遠見：
具確定願景，訂立目標，發展政策和營造策略的能力。當中包括估量處
境，建立解決方法和選擇合理行動；鼓吹改革和改良創見並爭取關鍵人
士參與的能力。

業務發展觸覺：
能按轉變中的社區需要和政策去發展業務策略；當中包括擁有良好的分
析和判斷能力，為發展機構的效能作出貢獻。

危機管理：
未雨綢繆地去預測及管理危機，具有快捷和準備充足的回應能力；當中
包括使用過往的經驗從而帶來持續不斷的改進。

以用戶主導的設計思維優化NGO 用戶體驗
User-centered Design for Optimizing NGO User Experience
日期：8月

與董事會共舞 - 與董事會成員建立關係的策略
Working with the Governance
日期：8月-10月

管理自資服務或社會企業 - 以數值分析推動可持續發展
Manage self-financed services or social enterprises - A numeric
mindse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日期：10月

新服務的策劃及發展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Providing New Services

第一節 (Session 1):
新服務的策劃 Planning New Service 
第二節 (Session 2):
新服務策劃的財務考慮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in Planning New Service
第三節 (Session 3):
新服務計劃書之撰寫及跟進 Preparing New Service Proposal
日期：7月

1

2

3

1

2

3

「NGO機構健康評估」課程系列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Course 

第一節 (Session 1):
NGO機構健康基礎與可持續發展 Induction to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for Sustainability 
第二節 (Session 2):
NGO機構健康與制定改善措施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Interventions 
第三節 (Session 3):
NGO機構健康及評估工具的應用 NG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HA Tool   
日期：11月-12月

Short Course

短
期
課
程

如欲查詢，請     致電 2876 2434 或
     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與 HKCSS Institute 聯絡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training-courses

了解更多課程內容， 請瀏覽
      HKCSS Institute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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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的「賽馬會社工創新力量」（InnoPower@JC）已開展了三
屆，計劃旨在為社福界培育具創變能力的人才，鼓勵社工以創新意念及具體行動回應社福界的需要與挑
戰，為業界的長遠發展作出貢獻。計劃以人材為本，提供一系列多元的學習機會，包括進修假期、外地
考察及跨界別領袖協作等機會，讓社工可以藉此拓展他們的知識領域、國際視野及創新能力，建立專業
學習社群，來凝聚及展現專業力量，持續推動社福界的發展，以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透過閱讀以下數個創新社工夥伴的故事，我們便能更深入了解他們在計劃下經歷的創新旅程。

第二屆創新社工夥伴司徒錦燊（Sam）表示	，「InnoPower@JC
的訓練，為我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我從未試過那麼懷疑、甚至
質疑自己作為社工的角色。從前我以為現行的青年工作能夠滿
足青年的需要，但原來事實並不然！」Sam的服務對象是隱蔽
青年，參與InnoPower@JC令他重新認識一班社交媒體成癮的
青年人。

計劃強調服務要以受眾的需要出發，Sam特地約了三位女生
做訪問，其中一位表示，她不會找社工聊天，因透過IG	story
分享近況，得到的關注及回應更多。他明白到，這份孤獨和空
虛，驅使他們終日使用社交媒體，上載照片和動態，期望結識
朋友。於是在十星期的進修假期中，他的英國之行亦以「孤獨」
為研究題材，希望更加了解一班迷失於網絡世界的年輕人的
真實需要。他最終找到突破口，推出「InnoPower@JC:	Break	
and	Build」創新項目，倡導大眾關注本地青少年社交媒體成癮
的問題。Sam主動到學校推廣體驗活動，通過邀請學生填問
卷，找出潛在社交媒體成癮的青少年。計劃旨在中斷使用社交
媒體的時間（take	a	break），透過桌遊、宿營等活動，讓年青
人放下手機，認識新朋友，發揮潛能，助年青人重建健康數碼
生活（build	yourself）。

作為社會工作者，我們每天在前線工作，看似很了解服務對象
的需要，對社會問題的成因也像有透徹的了解，但計劃透過提
供空間、時間、支援網絡及自我提升的機會，讓參加者發現他
們可能一直只是在問題的邊陲搏鬥，殊不知一直沒有找到問題
的核心。的確，營營役役的忙碌，很容易會令人迷失。Sam的
覺悟也許殘酷，但亦十分真實。唯有找準問題的核心，我們才
能開創真正有效的服務，為我們的服務對象帶來改變。

找準問題    開創新服務



第二屆創新社工夥伴黃慧慈（Bobo）發現，獨居長者營養不良
的原因之一，是因街市或超市總是以每斤或每份為單位出售食
物，不願意把食物分拆售賣。曾有長者因要求購買少量食物而
被小販辱駡，也有獨居長者因為不想浪費，即使餸菜腐爛仍然
堅持繼續食用。

十星期的進修假期強調改變系統，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啟發
Bobo以倡導有利獨居長者或弱勢社群的消費文化出發，著手
籌備創新項目。她開展的「賽馬會社工創新力量：有營市集」計
劃，由長者負責營運市集，透過「共議」、「共購」及「共膳」，
向街市檔販宣揚非捆綁式零售，讓檔主看到長者的購買需要。

發掘問題根源    以改變系統、可持續發展為長遠目標

在一起    我們就會有力量

創變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英雄行為。InnoPower@JC的一大特
色，是建立創新社群，並藉推動社群內的同行及交流，支援創
新夥伴走得更遠。

第三屆創新社工夥伴冼昭行（Benjamin）剛完成進修假期，在牛
津學習期間，他對社會創新有了新的啟發。一天下午，課堂間
有個空檔自由時間，他隨課程總監到了牛津大學的Pitt	Rivers	
Museum參觀。這所博物館的特別之處，是會將同一品種的物
品放在一起，參觀人士可看到一櫃子木梳、一櫃子手杖、又一
櫃子玩具，從中看到在不同年代，人類如何結合前人的智慧與
創新思維，一步步改善生活。閒逛其中，裡面有個半身小玻
璃櫃，木台上放滿一個個栩栩如生的木雕人像，原來是個籌款
箱，只要放一英磅入櫃身的小槽，一眾木頭公仔便會雙眼發
光，一齊鞠躬。原來，刻劃的都是歷任館長。那一刻他內心很
受觸動。

一代接一代的館長為同樣的歷史使命貢獻自己，而代表他們的
木頭雕像，至今仍一排排的站在一起，為大家的一分貢獻致意
感謝，正好提醒我們，創新意念隨時間流轉，有賴同行夥伴與
後繼者累積一分分力量，聚沙成塔，最終定能留住一個美好世
界給下一代，為他們締造希望。

Benjamin深信只要和其他創新社工夥伴及同行者站在一起，一
同思考一同策劃，一齊應對沿途風雨，就會有力量帶動到一點
點社會革新。你又是否期望能夠成為其中一員，推動社會改變
呢？

市集每周團購新鮮食材，再分拆成細小份量，以成本價賣給長
者，長者可以有尊嚴地買到一隻雞蛋、一個蘋果，甚至一條香
蕉，亦能維持健康飲食。這個創新項目除了即時解決長者購買
食材的問題，最重要是為現行的制度及系統帶來衝擊，透過在
商販買賣文化中注入新的價值元素，令商販明白捆綁式零售並
不利於弱勢長者，鼓勵他們在賺取利潤之餘亦關注獨居長者的
需要，長遠而言亦有利改變系統，為受眾帶來裨益。

這一點也是InnoPower@JC對各位創新社工的寄望：作為創變
者，不但要洞悉社會問題的核心，更要有推動系統改變的決
心。

報名加入「賽馬會社工創新力量」
我們歡迎所有對社會服務有熱誠、具創見及視野、
勇於嘗試及實踐的社工加入這個創新社群。參加計
劃的社工將獲資助參加十星期的本地及海外退修學
習，開拓視野，並獲得二十萬的項目資助和專家支
援 ， 用 一 年 時 間 實 行 他 們 設 計 的 創 新 項 目 ， 將 創
新文化帶回所屬機構。參加者更可提
名兩名「夥伴同行者」，與其在創新
路上並肩作戰。詳情請瀏覽 h t tps : / /
jc innopower.hk/social_workers/ 或
掃瞄二維碼。

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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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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專業培訓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專業培訓中心致力為各企業機構提供以正向為本的「企業僱員服務」。
我們關心企業僱員的身心健康、正面的職場人際關係、快樂的家庭與生活。這些都能有
效提升僱員的工作表現，直接為企業帶來更大的回報。

Facebook

The	Facebook	company	builds	 technologies	 that	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find	communities	and	grow	businesses.

香港青年協會 Media 21 媒體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Media	21	媒體空間	(M21)	座落港島南區，佔地近四千平方米，
是一所特別為青年	而設，集媒體實驗、媒體教室和媒體輔導於一身的綜合多媒體互動
平台。	青年充滿創意和想像力。在廿一世紀流動資訊與互聯網盛行的科技新世界，年
輕人需要更多機會，釋放	他們的創意空間與潛能，並且讓社會給予認同和肯定。M21	
以青年為本，蘊含青年成長所需的學習、實踐和互動三大元素。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雲集1,500間數碼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
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扶助初創企業，推動數碼科技
發展，為香港締造嶄新的經濟動力。數碼港一直竭力培育青年和創業家、扶植初創企
業；透過連繫策略夥伴及投資者，促進協作、創造機會；同時加快企業及中小企應用
數碼科技。數碼港集中發展數碼科技範疇，包括應用範疇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
數碼娛樂與電子競技；以及科技範疇如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區塊鏈及網絡安全。

B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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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上期公開活動之導師及嘉賓講員：
（按姓名筆劃序）

除 公 開 課 程 外，HKCSS Institute特 別 鳴 謝 以 下 於
2019年11月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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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亢威先生 

林志輝先生 

何育龍先生 

余蕙芳女士 

李錦洪先生 

林莉君女士 

紀治興博士 

奚培正先生 

徐顏皓女士 

陳本禮先生 

陳麗群女士 

梁裕斌先生 

黃寶琦博士 

溫振昌博士 

蔡雅翠女士 

潘潔霖女士 

黎鑑棠先生 

戴劍寒博士 

Mr Ryan Cummins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西貢區社區中心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香港明愛

香港保護兒童會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幼兒學校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

職業訓練局

寶血女修會寶血兒童村

*稍後推出

全新網站經已推出
隨時隨地　一覽無遺

‧ 支援各種流動裝置及系統
‧ 全新內容與項目

‧ 更佳用戶體驗
‧ 更快獲悉課程與活動的報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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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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titute.hkcss.org.hk/en/enrollment/
enrollment-forms

II Enrol through the Institute’s on-line membership and payment system: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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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zh-hk/enrollment/enrollment-forms
	 II.		透過網上會員系統，於網上報名及繳付費用: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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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pplication result will be notified through email prior to the 
activity/course commenc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Institute if you do not receive any notification one week before the activity/course starts (Tel: 2876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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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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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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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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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tificates will be awarded to participants achieving at least 80% of the total course hour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 statement of attendance can	be	
issued	upon	written	request	for	those	who	fail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for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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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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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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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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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nstitute.hkcss.org.hk。



Prospectus 課程手冊	 	
I want to obtain the  next prospectus by… 
我希望從以下途徑索取下期課程手冊…

2. Personal Particulars	個人資料
Title	稱謂	 Mr	先生	 Mrs	太太	 Ms	女士	 Miss	小姐	 Other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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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sation
機構名稱

Job Title 職位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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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k    Agency Head    Service/Department Head    Social Work    Non-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職級	 	 機構主管	 	 服務主管/部門主管	 	 專業社工	 	 非社工專業人員
	   Other Professionals    General Staff    Service Users    Board/Committee/Advisor 	
	 	 其他專業人員	 	 非專業職系人員	 	 服務使用者	 	 董事/委員/顧問

Department	   Headquarter/Director	Office	   Social	Service	   Soci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部門	 	 機構總部/總監辦公室	 	 社會服務	 	 社會企業	 	 資訊科技
	   Human	Resources	   Account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Sales and 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
	 	 人力資源	 	 會計	 	 企業傳訊	 	 市場及推廣	 	 公關
	  Fund	Raising	籌款	  Governing	Body	管治單位					  Others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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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Education Level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Post-Secondary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or above    Other 
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專上	 	 大學	 	 研究院或以上	 	 其他

Application for Seminar, Forum & Course 
研討會、講座及課程報名表格
Application Guideline can be downloaded at our website：https://institute.hkcss.org.hk/en
有關「報名須知」可於網上下載：https://institute.hkcss.org.hk
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in BLOCK LETTERS. 請以正楷填寫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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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eclarations	聲明
1.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to my best knowledge, accurate and complete.
	 本人聲明在此申請表之所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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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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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l電話: 2876 2434 / 2876 2454   Fax傳真: 2876 2485   E-mail電郵: institute@hkcss.org.hk  WhatsApp: 9159 8441

Signature	簽署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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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formation Updates	資訊索取
e-Promotion 電子宣傳	 	 	 	
I do not wish to receive...	 	 e-promotion from HKCSS Institute HKCSS	Institute的電郵宣傳	
我不欲接收…	 	 e-promotion from HKCSS (except HKCSS Institute) 社聯的電郵宣傳
	 	 					（HKCSS	Institute除外）	
	 	 	 e-promotion from HKCSS 任何來自社聯的電郵宣傳	

By	Email	電郵 By	Mail	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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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圖表學管理系列 
管理自資服務或社會企業 ─
以數值分析推動可持續發展

如何成為關鍵意見領袖(KOLs)
─對NGO的啟示

社交媒體平台的管理：
Facebook及Instagram

黃傑龍先生

無畏無懼迎風波
——叙福樓危機管理之道

疫情新常態  員工培訓結合科技思維技巧
顯示員工在培訓的同時有科技、思維、技巧三個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