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社區資源包 
A. 經濟支援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1. 公益金及時

抗疫基金 
- 支援因新型肺炎而遭受突變的個人或家庭，目標對

象為從事酒店、旅遊、餐飲、運輸及零售業的僱員，

以及需接受檢疫隔離而影響生計的香港居民 
 

- 於 2 月 12 日(星期三)開始運作，為期三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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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19 間伙伴機構之 86 間批核

中心提出申請： 
https://www.commchest.org/fu
ndcentre_c.html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
ws/press_release/884 

2. 公益金及時

雨抗疫基金 
- 申請條件: 1. 支援陷入財困，不能維持生活基本開

支的個人或家庭; 2. 等候其他基金和政府資助的人

士 3. 意外失去家庭支柱或天災導致重大損失之家

庭 4. 其他有需要人士 
 

- 一次性津貼，每宗申請援助金約港幣二千元至一萬

元不等。 
 

- 申請當時須未獲其他基金及政府的援助 

向 19 間伙伴機構之 86 間批核

中心提出申請： 
https://www.commchest.org/fu
ndcentre_c.html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
ws/press_release/884 

https://www.commchest.org/fundcentre_c.html
https://www.commchest.org/fundcentre_c.html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ws/press_release/884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ws/press_release/884
https://www.commchest.org/fundcentre_c.html
https://www.commchest.org/fundcentre_c.html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ws/press_release/884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ws/press_release/884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3. 仁濟緊急援

助基金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 因不幸事故、意外或災難而導致生活陷困境之香港

居民；及 
- 於 12 個月內未曾接受本基金援助者；及 
- 非綜援受助人 (原則上只接受非綜援人士提出的申

請，不過倘若綜援受助人提出的申請項目，並沒與

其綜援金的項目重疊，本基金才予以考慮其申請。) 

- 直接致電查詢：8100 7711 

- 社工轉介 

- 轉介表格下載 

- 郵遞寄回表格：荃灣仁濟街

7 至 11 號仁濟醫院 C 座 10

樓仁濟醫院董事局 仁濟緊

急援助基金 

- 傳真表格：2412 0245 

https://www.yanchai.org.hk/services/c
harity-fund/yan-chai-emergency-assista
nce-relief-fund 

4. 抗疫基金－

食物業界別

及持牌小販

資助計劃 

食物業界別中，合資格普通食肆、水上食肆、工廠食堂

持牌人可獲一次性 200,000 港元資助；小食食肆、新鮮

糧食店、食物製造廠、麵包餅食店及燒味滷味店則可獲

80,000 元；合資格小販持牌人可獲 5,000 元，惟牌照必

須於申請審批時依然生效。「2019 年重新編配空置固

定小販攤位並簽發新牌照」下小販不適用於是次資助計

劃。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4 日下午 5 時 

- 於食環署網址下載申請表

格（食物業界別及持牌小

販），或親身到訪分區衞生

辦事處索取。已填妥的表格

可經申請人以親身、郵寄、

網上等方式遞交。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
ng/food_business_subsidy_scheme.ht
ml 

5. 抗疫基金－

建造業抗疫

基金 

為加強建造業工地的防疫措施，建造業議會統籌及發放

補助金予業界。其中向每間合資格的顧問、承建商及分

包商發放港幣 5 萬元；每個合資格的建造業註冊工人發

放港幣 1,500 元。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 

- 顧問、承建商及分包商於網

上遞交申請。建造業工人下

載「安全錦囊」應用程式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
mic_fund/ 

https://www.yanchai.org.hk/f/page/526/4396/%E8%BD%89%E4%BB%8B%E8%A1%A8%E6%A0%BC%E4%B8%8B%E8%BC%89%20Referral%20Form%20download.pdf
https://www.yanchai.org.hk/services/charity-fund/yan-chai-emergency-assistance-relief-fund
https://www.yanchai.org.hk/services/charity-fund/yan-chai-emergency-assistance-relief-fund
https://www.yanchai.org.hk/services/charity-fund/yan-chai-emergency-assistance-relief-fund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food_business_subsidy_scheme.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food_business_subsidy_scheme.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food_business_subsidy_scheme.html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mic_fund/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mic_fund/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6. 抗疫基金－

零售業資助

計劃 

計劃對象為在香港擁有固定地址及獨立營運的實體商

店，主要及實質業務為零售的商戶；及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已經開業並於申請當時仍在營業的商戶。至於零

售集團或連鎖零售商店（隸屬同一商業機構並以同一商

業登記經營），在計劃下可獲得最多 300 萬元的資助。

每家合資格零售商戶可獲得一次過 80,000 元的資助，

第一期資助將於 4 月內發放。 

 

申請日期：3 月 23 日至 4 月 12 日晚上 11 時 59 分 

- 商戶可透過個人電腦或智

能手機於專屬網上申請系

統遞交申請及相關證明文

件（包括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及另外兩類近期帳單／結

單，例如強積金供款結算

書、租單及水、電、煤氣費

帳單等）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
2003/16/P2020031600207.htm 

7. 抗疫基金－

運輸業界一

筆過補貼計

劃 

計劃對象為商用車的車主 , 提供以下非實報實銷一筆

過補貼： (i) 為每輛持牌非專營巴士提供一筆過港幣

20,000 元的補貼；及 (ii) 為每輛持牌學校私家小巴、出

租汽車及貨車提供一筆過港幣 10,000 元的補貼。 

 

申請日期：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 

可瀏覽: 

https://www.info.gov.hk/gia/gen
eral/202003/17/P2020031700533
.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
2003/17/P2020031700533.htm 

8. 在職家庭津

貼 
- 申請資格: 申請住戶(包括 1 人住戶)達到工時要

求，而住戶的入息及資產符合有關限額。如欲申請

本計劃的兒童津貼，合資格的兒童必須為 15 歲以

下，或介乎 15 至 21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專

上教育除外） 
- 工時要求: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 入息及資產限額要求: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ssets.htm 

可於指定地點或網上下載表格, 
以郵寄方式遞交表格或投遞至

投遞箱, 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名: 
https://www.wfsfaa.gov.hk/wfa
o/tc/how_to_apply.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ind
ex.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6/P202003160020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6/P202003160020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7/P202003170053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7/P202003170053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7/P202003170053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7/P202003170053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17/P2020031700533.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ssets.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how_to_apply.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how_to_apply.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index.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index.htm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9. 租金援助計

劃 
透過寬減租金 (註一) 援助暫時有經濟困難的公共租

住房屋(公屋)租戶 (註二)。合資格申請人可獲減四份之

一或一半租金。由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減租之年期由

一年延長至兩年。 

可瀏覽: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
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
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
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
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
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B. 生活物資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1. 短期食物援

助服務計劃 
- 恩澤膳 

- 為未能承擔日常膳食開支人士, 例如突變家庭, 低收入人

士／失業, 新來港人士等, 提供短期食物援助 
 

- 提供的食物包括米、副糧、罐頭、水果、熱食、嬰兒食品

等，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不多於 8 星期的短期支援，解決緊

急需要。 
 
- 服務範圍: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其他地區也提供短期食物

援助服務計劃, 並由其他社福機構營辦, 歡迎向社工查詢) 
 

- 需最近 6 個月的收入及資產證明文件 
 

- 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493/tc/Incom
e_and_Asset_Limits_for_STFASPs_(1_August_2019)_Chi.pdf 

- 社工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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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rent-related-matters/rent-assistance-scheme/index.html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493/tc/Income_and_Asset_Limits_for_STFASPs_(1_August_2019)_Chi.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493/tc/Income_and_Asset_Limits_for_STFASPs_(1_August_2019)_Chi.pdf
http://www.skhwc.org.hk/zh-hant/services/main/3/?sub_id=58
http://www.skhwc.org.hk/zh-hant/services/main/3/?sub_id=58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2. 香港明愛電

腦工場 
- 雖然電腦已經普及化，價格相對早年亦便宜了很多，但對

於一些低收入人仕來說，仍然是一個相當重的負擔。故此，

為了幫助一些家中沒有電腦或電腦太過殘舊的有需要人

仕，我們把回收而來的電腦，經過翻新及檢查後，他們可

以以廉價購買二手電腦及正版軟件。作為微軟 Registered 

Refurbisher 的會員，我們會為所有送出的二手電腦安裝正版

window 系統或文書處理軟件，以減低弱勢社群因無法負擔

購買電腦的支出而產生社會隔膜。 

 

 

申請資格:  

-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之人士（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金、傷殘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等）。 

- 獲學生資助辦事處發放的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

上網費津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學費減免計劃。 

- 現正接受政府發放的援助（如交通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等）。 

 

可瀏覽: 
https://ccw.caritas.org.h
k/app.html 

https://ccw.caritas.org.hk/app.html 

 
 
C. 身心及支援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1.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網上網上活動系列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各單位提供網上直播及錄播,  
主題和內容包括煮食教學、電競、手工製作、電

影分享、兩性關係、時事以及運動教學等, 讓青

/ 直播節目表: 
https://czchannel.hkcys.hk/news.php#l
oaded  

https://ccw.caritas.org.hk/app.html
https://ccw.caritas.org.hk/app.html
https://ccw.caritas.org.hk/app.html
https://czchannel.hkcys.hk/news.php#loaded
https://czchannel.hkcys.hk/news.php#loaded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少年在停課期間也可發展不同的興趣。 

2. 一微^_^米 
eSm^_^iley 網上

青年支援隊 

於青少年常用的互聯網上平台接觸青少年，如青

少年在進修、就業、人際關係、情緒等各方面遇

到問題或諮詢意見，聆聽及提供支援。 

/ https://esmiley.hkcys.hk/ 
 
Facebook / Instagram / 
WeChat/Telegram: esmileyhk 
 
Whatsapp: 6280 6281 

3. Open 噏 (Open Up) 
- 24 小時網上情緒

支援平台  

- 24 小時提供服務的網上輔導平台，透過社交

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與年青人溝通，以及

面對來自學業、家庭、朋輩相處、工作等引

致的情緒困擾。 

/ 
 

 www.openup.hk 

Facebook / Instagram / WeChat: 
hkopenup 

4. 明愛向晴軒網上支

援服務 
疫情影響讓很多家庭和社會人士承受額外的生

活壓力及焦慮，令家庭關係更為緊張，故以網上

在線的形式，支援和陪伴有需要人士，提供疏導 

/ 
「債務及理財輔導服務」網頁  

http://debt.caritas.org.hk   

「婚外情問題支援服務」網頁 

http://ema.caritas.org.hk   

「飛越愛情輔導服務」網頁 

http://love.caritas.org.hk   

https://esmiley.hkcys.hk/
http://www.openup.hk/
http://debt.caritas.org.hk/
http://ema.caritas.org.hk/
http://love.caritas.org.hk/


服務名稱 內容和申請資格 申請途徑 網址 
5. 香港青年協會: 

「好義配・好義

補」 

- 為全港小學及初中生網上解答學習疑難，無

須登記，即可在網上查問各學科難題，由 30
多名義務導師輪流當值協助解答。 
 

- 網上實時問功課服務: 星期一至六中午 12 時

至晚上 8 時 

/ https://yvn.hkfyg.org.hk/study/ 

備注: 老師如了解到學生家庭因疫情影響而有上述需要，可向其提供有關資訊，或轉介學生至學校社工跟進，如有查詢，歡迎與學校社工聯絡。 

https://yvn.hkfyg.org.hk/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