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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經歷



A1) 有形需要 回應 結果
A1.1 
防疫物資

(包括：
快速
檢測包、
食物、
藥物、
日用品)

搜羅物資 a. 社工和樓長分別為所有居民和按個別居民的需要在區内或跨區進行
採購

a. 社工和樓長之間的分工和配合讓社工團隊可在人手不足及時間緊
急的情況下，成功搜攞最多及需求最高而短缺的物資再進行派發

b. 居民主動聯繫相熟的商戶和NGOs捐贈物資 b. 社工成功獲得所需的物資，居民的個人網絡能延伸到社工團隊，
從而擴大社區的網絡

c. 合作夥伴（商戶/私人公司/NGOs/教會）主動捐贈物資 c. 合作夥伴能為社工團體提供市面上嚴重短缺的物資，讓社工快速
為有需要（特別是已確診）的居民提供物資支援

儲存 社工和樓長處理物資存放
社工存放在辦公室而樓長則存放在家裏，存放的分工能把物資快捷
地派發給有需要居民，亦能在有限空間下保存大量物資

包裝
社工和樓長為大範圍派發工作及按居民的個別需要（緊急性/年齡/家
庭規模/身體狀況）包裝不同的防疫包

預先預備了不同物資的防疫包讓社工在面對居民不同種類的需要時
能更快速及針對性地回應

派發 a. 社工在街站中派發防疫包予居民
a. 在屋邨範圍内舉辦街站讓社工有機會認識更多居民並了解他們的
狀況

b. 社工、樓長及教會義工出動把防疫包放在居民的門外，派發對象分
爲所有居民，個別需要的居民和緊急即日派發

b. 三方的合作能在短時間内分發大量的防疫包。分類式的派發方法
能更貼近居民的實際需要

A1.2 資訊發佈 a. 社工透過Whatsapp廣播、社交平台上電話聯絡公佈資料，再由樓
長和居民發放到自己的網絡

a. 社工先大範圍發佈資訊，再由居民分發到自己的網絡，成功擴大
覆蓋率

b. 社工在Facebook收件箱回覆居民的查詢 b. 社工的Facebook收件箱回應能快速解答居民的查詢及安撫居民

c. 社工和樓長幫忙致電政府部門詢問確診資料
c. 政府部門熱線電話繁忙，大部分致電工作未能聯絡相關部門。部
分能打通電話的居民會向社工和居民分享資訊，保持資訊流通

A1.3 經濟援助 社工協助居民申請援助：

- 緊急救濟金申請

- 失業救濟計劃申請

- 食品銀行援助申請

- 社工的機構基金申請

居民能獲得即時的援助，社工在處理申請過程中亦能認識更多居民



A2）無形需要 回應 結果

A2.1 
情感支援

a. 社工根據居民聯絡資料表大範圍致電（mass cold call）居民
了解他們的需要及作跟進

a1. 社工能直接知道居民的情況，並能即時篩查出緊急個案

b. 社工把聯絡方法張貼於大廈的資訊板上，並設計聯絡卡交給
保安分發和放在防疫包裏

b1. 未被社工接觸但有需要的居民能直接聯絡社工，服務的覆
蓋層面能擴大，並盡量減少遺漏的情況出現

c. 社工為參與電話慰問工作的樓長安排心理健康支援培訓課程 c1. 樓長在關懷居民的工作中能運用所學到技巧及工具（問
卷），去協助社工了解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
c2. 培訓課程能減少樓長對有心理健康需要的居民的標籤，從
而鞏固邨内的支援

d. 樓長致電關懷配對探訪對象（長者），形式分別有社工組織
及樓長主動支援

d1. 樓長在不能實體探訪的情況下能透過電話慰問與配對對象
維持關係
d2. 樓長持續跟進配對對象的情況，社工在有需要時才介入，
從而減輕了社工的工作負擔

e. 社工發現不少兒童有情緒需要而有安排線上支援活動 e1. 透過不同渠道掌握有可能需要被支援的兒童，再進行篩選。
集中提供「娛樂活動」給予重點對象，以求減輕情緒波動

A2.2 
疫情康復者
支援

社工舉辦線上及實體活動，讓康復者在活動中分享及梳理其經
歷及情感。他們因有相類似的經驗而能在活動中互相支持

康復者的分享讓其他居民能更了解確診後的實際狀況而預先作
準備
分享内容能呈現邨内支援網絡的連結性
分享内容能呈現邨内社群在面對和解決問題的共同感
（togetherness），從而增加居民的歸屬感
社工從留言板的居民訊息能間接地評估自己的回應工作

A2.3 學童停課
（臨時暑期）

社工按學童的學習需要安排線上課程 線上學習課程讓學童在停課期間仍能保持學習進度

A2.4就業機會 由社工會轉介工作機會至受影響的居民 社工的轉介增加了居民另覓就業機會的渠道



B)使用電子平台所引發出的需要 回應 結果

1. 協助居民建立使用電子平
台的能力

a. 社工為居民提供zoom 使用教學 a. 社工將可能出現的困難製作成指南，
讓居民能自行解難而減低對社工的依賴

b. 社工提供數據卡、iPad及Wifi蛋給有需要的
長者

b. 硬件借用能方便長者保持活動參與和
與社工的聯繫

c. 讓有需要的個別長者在社工的辦公室内參與
zoom 活動

c. 讓街坊在不能處理技術及硬件困難的
情況下仍能參與活動

2. 用電子工具保持居民群組
内的關係建立

社工為居民群組舉辦遙距活動，例如「祕密天
使活動」

社工在實體活動暫停期間透過非線上的
遙距活動的設計加強群組內的關係

3. 處理居民之間對立
及衝突

社工介入處理及調和在網上通訊平台中的居民
衝突及對立

社工讓居民了解電子平台的使用原則，
並製造平等及安全的空間讓居民交流資
訊及意見



社工的角色及成效

社工的角色帶來四個顯著的效果 社工的角色

1. 保持社區的訊息流通，增加居民的防疫信心 i. 發佈公告
ii. 闡釋政府新冠疫情政策
iii. 監管網上平台
iv. 引發居民傳播資訊的雪球效應
v. 調解員

2. 提供可靠防疫物資供應，解決居民的即時需要 i. 成為跨界協作平台的核心樞紐
ii. 資源收集與分發
iii. 提供新冠病毒防護

3. 提供情緒支援，緩和居民負面情緒 i. 情緒支援

4. 舉辦突發臨時活動回應緊急事故 i. 舉辦臨時暑期活動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
(一般理解）

關係

規範

價值

社會資本不是一種活躍的資源，
它處於一種休眠的狀態，在有需要時可以被激活。

動態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in action)

擁有資源

容易採用

能夠使用

對接式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連結式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簡報者
簡報註解
Social capital in action in(動態社會資本)The existence of resources and network doesn’t mean there is social capital The key point is – the ownership of resources, accessibi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 ability to use these resources2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and 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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