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社工 譚瑋恩 林文浩

給上水官立中學的學生及家長…

疫境資訊包

情緒支援資訊經濟援助資訊

抗疫相關資訊

聯絡學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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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及家長，假如你們的家庭生計受到疫情影響，需要經濟援助渡過難關，你們可以考慮聯絡以下機構申請

緊急金錢援助：

當疫情影響了家庭生計…

經濟援助資訊

基金名稱 資助對象 詳細資料：官方網站

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 電話 • 因受新型冠狀病毒而遭受突變的個人或家庭
• 從事酒店﹑旅遊﹑餐飲﹑運輸﹑零售業的僱

員
• 需要接受隔離而影響生計的香港居民
• 家庭入息及資產限制，如下：

• 每宗受助個案所獲援助金額為港幣2,000元至
10,000元不等，按家庭成員數目釐定。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r
ainbow-
fund/centres?search%5Barea%5D=&s
earch%5Bdistrict%5D

截止日期：5月12日

( 北區 )
明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

26692316
23536119

( 屯門區 )
明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救世軍青少年綜合服務
明愛樂興幼兒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24668622
24614741
24609603
24656868

( 元朗區 )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救世軍牛潭尾社區展計劃

24797383
24827175

嗇色園緊急援助基金

(電話：2277 4688 )

• 於20年1月至6月期間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之個案;及申請人必需為香港居民;

• 及申請人及其家人因是次感染而影響家庭收入;
• 非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人;
• 家庭資產總額不高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申

請者資產限額。

https://www1.siksikyuen.org.hk/

截止日期：6月

建造業抗疫關懷行動
建造業議會
(電話：2100 9000)
(申請：WhatsApp/微信至9764 
1945)

• 受強制隔離工友
• 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工友
•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離世的工友之直系家屬

http://www.cic.hk/chi/main/caring_ca
mpaign/

截止日期：8月31日

以上援助申請均須通過機構審批，詳細請聯絡相關機構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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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及家長，假如你們的家庭生計受到疫情影響，需要經濟援助渡過難關，你們可以考慮聯絡以下機構

申請食物援助：

當疫情影響了家庭生計…

經濟援助資訊

食物銀行服務
機構

服務內容 詳細資源：官方網站

香港婦聯
膳糧行動
(大埔、沙田、北區)

(電話：2672 8633 )

• 為難以應付日常食
物開支的個人或家
庭，提供短期食物
援助

http://www.grandmint.com.hk/
portfolio/hkwda_website/social
_service.php?id=6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恩澤膳
(屯門區)

(電話：26688078 )

http://www.skhwc.org.hk/zh-
hant/services/main/3/?sub_id=
58

保良局
天朗膳糧坊
(元朗、天水圍)

(電話：26581511 )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tc/page.aspx?pageid=1647

以上援助申請均須通過機構審批，詳細請聯絡相關機構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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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及家長，假如你們的家庭生計受到疫情影響，需要經濟援助渡過難關，你們可以考慮聯絡以下機構

申請長期經濟援助：

當疫情影響了家庭生計…

經濟援助資訊

社會福利署保障部 服務內容 詳細資源：官方網站

聯絡電話(粉嶺) ： 2675 1624
聯絡電話(上水) ： 2682 4853
聯絡電話(南大埔) ：3183 9302
聯絡電話(北大埔) ：2665 2612
聯絡電話(東元朗) ：2477 2351
聯絡電話(西元朗) ：2443 2500
聯絡電話(屯門) ： 2441 7910
聯絡電話(蝴蝶) ： 2467 2927

• 協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
物質援助的人士，應付
基本及特別需要。

• 申請人必須通過入息及
資產的審查

https://www.swd.gov.hk/tc/inde
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
b_comprehens/

以上援助申請均須通過社會福利署審批，詳細請聯絡社署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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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及家長，面對嚴峻疫情及停課，情緒難免起伏不定。如有需要可向專業人士尋求輔導，

除了聯絡學校社工外，亦可考慮聯絡以下熱線：

當疫情影響了我們情緒…

情緒支援資訊

熱線名稱/服務機構 熱線/網址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 2466 7350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open嗡」(11-35歲) 9121 2012

生命熱線：青少年生命專線 2382 0777

明愛向晴熱線 18288

香港青年協會關心一線 2777 8899

香港明愛連線Teen地 2339 3759

香港紅十字會 ”Shall we Talk”心理支援服務 5164 5040

東華關懷熱線 2548 0010

女青輔導熱線 2711 6622

「Chat窿」網上聊天服務 http://chatpoint.org.hk

澄心輔導熱線 5135 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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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疫情影響了日常生活…

抗疫相關資訊
以下是抗疫相關的資訊，可能對你們的生活有幫助，歡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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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資訊 官方網址

疫境童行：
兒童及青少年應對病毒心理支援手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m4XAsOAGT-n-
rDGA7IAR1bPfScVsx5Y/view?fbclid=IwAR1AH2mjUVmpyNa
_ee1Y9v3B65Uo-r6eGM22UflaM-ec5mZLFHYBmnCpFzk

心之流 [HK FLOW Tool] ：
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 (青少年精神健康小組) 
設計的不記名工具，以幫助年青人評估精神健康。

https://hku.au1.qualtrics.com/jfe/form/SV_6zEJ0R1E6aLqyJ
n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抗「逆」行動e錦囊

第1集：抗「逆」五常法
https://youtu.be/SiCvMA1-usk

香港大學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及香港輔導
教師協會：靜觀資源套《「疫」境中的靜觀空間》

http://www.jcpanda.hk/ms202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停課抗疫在家活動小冊子
(給家中有幼兒的家長)

http://www.charactercity.hk/wp-
content/uploads/2020/02/%E5%81%9C%E8%AA%B2%E6%
8A%97%E7%96%AB-
%E6%B4%BB%E5%8B%95%E5%B0%8F%E5%86%8A%E5%A
D%90TeamA.pdf

衛生署Youth Can
提供「寓樂資訊」，以輕鬆有趣的手法，將青少年關心和需
要具備的健康知識、基本生活技巧、社區資源等資訊帶給他
們。

https://www.youthcan.hk/zh-hk/index.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m4XAsOAGT-n-rDGA7IAR1bPfScVsx5Y/view?fbclid=IwAR1AH2mjUVmpyNa_ee1Y9v3B65Uo-r6eGM22UflaM-ec5mZLFHYBmnCpFzk
https://hku.au1.qualtrics.com/jfe/form/SV_6zEJ0R1E6aLqyJn
https://youtu.be/SiCvMA1-usk
http://www.jcpanda.hk/ms2020/
http://www.charactercity.hk/wp-content/uploads/2020/02/%E5%81%9C%E8%AA%B2%E6%8A%97%E7%96%AB-%E6%B4%BB%E5%8B%95%E5%B0%8F%E5%86%8A%E5%AD%90TeamA.pdf
https://www.youthcan.hk/zh-hk/index.html


當疫情影響了日常生活…

抗疫相關資訊

以下是抗疫相關的資訊，可能對你們的生活有幫助，歡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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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疫情影響了日常生活…

抗疫相關資訊

以下是抗疫情相關的資訊，可能對你們的生活有幫助，歡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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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學校社工

在停課期間，如果想聯絡學校社工…

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學校社會工作辦事處

電話：2715 9558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00A.M-5:00P.M)

學校社工 譚瑋恩 林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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