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ve in the Service of Hope

Caritas Mok Cheung Sui Kun Community Centre



Caritas-Hong Kong

 Caritas–Hong Kong (Caritas) was founded in

July 1953 by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300 service units from about 150 locations

 5,500 full time staff and receives ongoing

support from over 10,000 volunteers

 Annual budget for recurrent expenditure exceeds

HK$ 1.5 billion



Mission

 To help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the
vulnerabl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actualize their
potential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nciliation

 To nurture a spirit of offer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from which the people have
benefited



Structure of Caritas – Hong Kong

http://www.caritas.org.hk/eng/webpage/aboutus/structure/structure.asp
http://www.caritas.org.hk/eng/webpage/aboutus/structure/structure.asp


Community Centre

 To serve as a focal point for all ages in a locality 
to promot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mutual 
support; 

 To develop a sense of self-reli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hes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To build up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in solving community problem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Policy Statement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Home Affairs Bureau (June 2005)



Objectives of CD Service 

 To build up the capacity of the community

 To foster the spirit of mutual help in the 
community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and to empower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To enhance community cohesion and 
harmony

 To motivat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olicy Statement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Home Affairs Bureau (June 2005)



Caritas Mok Cheung Sui Kan

Community Centre

 Service area: Western District

 Target Population:

251,519 (Census 2011)





 Ethnic Minority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Low Income Tenants 

 Elderly

 Youth

 Women

…………….

What is our target?



The Participatory Design of the 

Public Area 

2012









1. 街頭展覽和投票

2. 問卷調查

3. 西區海濱規劃工作坊
第一次: 2008年12月20日

第二次: 2009年1月17日

4. 社區論壇 共建西區海濱長廊





2014年凝聚營盤迎中秋



2014年營盤樂韻賀聖誕



2015年8月23日盤上城市



2015年9月6日盤上城
市



2015年9月27日 妙想氈開再想社區空間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3)正街：

• 位於西營盤區的中心點，由於道路已封閉
不作行車，可以藉改造轉化成為社區的聯
繫中心，推動社區關係的建立。

擬定公共空間選址：



西環邨組織工作



• 邨屋共公型舊的二數一數港全是邨環西，超已 過50 史歷年，
區西中是也少數邨屋共公的之 一。約有邨全 600戶，住居了
過超2000 人。

• 據根2006示顯計統口人期中年，在60達民居的上以或歲
19% ，比份百高更佔應者長的邨環西於居時現算推果結此按，
的實其副名條一是長者 邨。年多成落已邨環西於由，青年

離遷已都大員成庭家的，邨故戶住少不內者長居獨為，大
援支的區社及人家乏缺間時份部。

• 社區中心一個重要的工作目標是推動居民間互相關心和照
顧，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西環邨長者眾多，民居更要多

者長居獨的里右鄰左心關，區社在者長讓的效有更得獲內
援支。 此外，民居亦應同時顧關邨內的大小事務 ，對強加
西環邨感屬歸的和識認邨內 要需體整的，舍鄰展發後日為
礎基下奠務服助互。

背景：



• 中心於2008年6月透過兩次在邨內設立
服務 站，調卷問行進坊街邨環西向查，
解了他們要需的邨環西於居及其參與
西環邨活動意向，並進行義工的招募。

• 中心期後為有興趣參與義工服務的街
坊舉行了迎新活動，加參讓動活過通
深加識認間此彼者，並共同討論他們
自己的區社需要 ，的區地對加增而從
感屬歸。 最終他們成立了「西環邨互鄰
舍」（下稱互鄰舍），次一期星每過透
議會期定的， 討論務事區地和員動其
他邨民要需的邨環西注關，活躍成員
當時為28人。

西環邨互鄰舍



• 互鄰舍先後針對邨環西的需
要舉辦了多項活動，例如米
米糙送贈商予邨內者長，但
化消易較米白對者長於由，
互鄰舍因而發起換米白斤一

動活的米糙斤一，環西動發
民居邨，米換以方式對達表
注關的者長，而米白之換所
居邨環西由民發分訪家過透

邨到者長內 。
• 坊街反應 躍踴，約有 70居戶
動活米換與參民，換成了200
斤白米送贈了100名長者。



• 百物騰貴，由嘯海融金至今，數年來，即使失
業的情況有明顯的改善，但漲高價物帶來的經
濟壓力似乎仍然是庭家民市層基的少不的重沉
擔負，其中日常必需品價格尤其久久不下。

• 西環邨互鄰舍 過透」購訂體集「式方，廉低較以
品用居家常日及品食油糧買購價市，基省節以

支開活生坊街層，力壓濟經的對面們他緩抒 ，
區地務服進促神精助互的間之坊街內，區聚凝

士人內，絡網區社的密緊更立建。

理念：



• 2008年9月，互鄰舍開始集體購買行動，透
買購同共過， 量力費消民市層基合集， 以
較低廉的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以紓基緩
的活生坊街層壓力。同時居民亦同共過透

策決，作合里鄰強加 。

• 他們由選定產品、尋找商戶、擬定價錢，
到落實訂購數目，以至分發貨物等工序都
是親力親為。還有個別居民由於行動不便
或年老體弱，他們還會送貨上門。

集體訂購大行動





• 西站街購訂體集邨環約70次，西邨環的基層街
坊透過其緊密的絡網舍鄰，由西環邨邨民成組
格價 伍隊，助協 物色不同的供應商，與不同的
供應商洽談以爭取一個合理的價格，諮詢邨民
對不同生活品的意見，再由格價隊伍統籌訂購
品用活生。

• 所訂的日用品 如例：紙廁，米，等品食油糧 ，
更新增了不少新的貨品如罐頭、新年食品等。

• 這 區地務服進促神精助互的間之坊街內，立建
絡網區社。 烈熱應反動活， 總參與人數佔全邨
超過一半。



• 承接「動行大購訂體集邨環西」，「集區社小
劃計購訂體」擴展了原來西環邨社區的集體
訂購服務，並主要分2 行進區社個，括包 原

來的 域區的集密樓唐街正及邨環西，象對
分劃作域地以； 此因」區社邨環西「象對的

坊街的邨環西於居是，而」區社街正「對的
象為 坊街的近附街正於居。

劃計購訂體集區社小



• 為了進一步推動邨民互助，
轉及物易物以過透動活本

邨進促贈配分再源資內，
同時更可推動環保 神精。
此外更設立了「雄英邨環西
榜」，讓 長所展各民居， 自
願提出可以為街坊提供的
服務， 修維電水如例、剪
髮及等習補學小中，然後
再配對予有需要的住戶，
令到他們不用負擔昂貴的
支出。

有鄰有往情義互助大笪地



基層租客的組織工作



目前西區租客所遇到的困難

• 面積非常狹小

• 租金高(現時已達$5000-$6000)+租金加幅高
+呎租高
–平均三年加幅為54%

• 搬家密度高/不穩定

–有被訪者表示過去三年曾搬屋，其搬屋次數最
多者為4次，平均1年為1.36次。

• 搵樓難(尤其家庭)

• 環境/衛生差



服務方向

• 權益教育

• 個案/服務支援

• 集體行動

• 政策倡議



權益教育：
街頭諮詢站

• 租務疑問

• 申請公屋

• 房屋相關議題

• 迫遷法律常識





個案/服務支援

• 服務轉介

• 迫遷程序諮詢

• 提供緊急援助

• 愛心飯局





近年曾組織的迫遷大廈

• 保發大廈
• 再發大廈
• 均益一期
• 興漢道18號
• 均益街1-9號
• 敬裕樓
• 必發大廈
• 桂香街（單數樓宇）
• 皇后大道西246號
• 南里
• 西邊街
• 第一街25號興業大廈
• 第三街145至155號及水街8至10號
• 卑路乍街56E-F, C-D
• 西環大樓



集體行動成果

• 與發展商談判

• 處理大廈管理問題

• 大廈免租期

• 延長租約

• 免加租

• 發展商「安置」租客

• 搬遷費



政策倡議



政策倡議





政策倡議

• 中西區增建公屋：規劃署已於5月份向中西區區議會，建議在前摩星嶺平房區、

前已婚警察宿舍和香港學堂臨時校舍用地上興建兩千多個公營房屋單位。規
劃署將收集和考慮各方提出的意見後，才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及落實計劃；

• 放寬申請公屋資格及讓一般家庭選擇市區公屋的權利：立法會申訴部已承諾
跟進三年仍未能上樓的個案，並將於七月份開會跟進；

• 管制加租幅度及收購重建時對租客的保障：立法會於本年7月財務委員會會議

上，議員有建議當局恢復推行租金管制，亦有議員表示可能為此提出一項私
人議員條例草案。

• 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關愛基金已計劃於今年年底前再次
推出「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項目，並將放寬對「環境惡劣
居所」的定義，以涵蓋所有符合入息和租金限額以及其他受惠資格的私人樓宇
住戶。



少數族裔人士住屋困難

• 不同的少數族裔人士住在中西區內一些舊
型樓宇的小型單位或劏房之內，環境十分
擠迫。

• 在眾多民族當中，以巴基斯坦族群的處境
較為困難。

• 人數眾多的家庭面對更大的困難。

• 宗教信仰需要住在市區。



• 往立法會申訴部，向議員表達訴求



與不同的團體結連(building 
partnership)



全港基層住屋大聯盟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巧遇」張炳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