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e with young people for a better future
與青年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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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及目標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旨在提供機會及支援，讓青少年透過參與及體驗，各展所長，成為愉快、成熟

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一群。綜合服務主要目標為：

1.	 	培育青少年的個人成長，協助他們了解自我、掌握情緒，培養處理困難及壓力的能力及充份

發展個人潛能。

2.	 	培養青少年積極的價值觀，建立和諧的人際及家庭關係。

3.	 促進青少年關心社會，貢獻社會。

4.	 為處於不利環境或面對困難的青少年提供支援及輔導。

5.	 與社區人士緊密合作，共同建立一個關心青年人的社會及締造有利青年成長的環境。

編者的話
這本刊物名為「織」（Connect）是希望透過刊物內容，介紹中心服務的活動成果及兒童和青少年

的成長故事。加強青少年與他人的連繫，共同與青少年創造美好將來是未來三年本機構綜合青少年

中心服務的工作重點。

本處轄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名單

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220-229 室 2653	8514 2638	5370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明樓地下 105-113 室 2679	7557 2671	2206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第一期第三座平台 2414	8283 2412	3570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十八座地下及一樓 2356	2133 2334	9963

賽馬會恒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恒安社區中心 2-4 樓 2642	1555 2643	0476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 9號御庭軒政府大樓 2樓 2668	2138 3125	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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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聯合活動

（一）「義想天開」澳門社會實驗訓練營及社會實驗延伸計劃

針對青少年服務使用者的培訓及發展需要，2016 年本機構轄下 6個綜合青少年中心服務單位聯同青

少年外展服務及生涯規劃合作舉辦《義想天開澳門社會實驗訓練營》，鼓勵參加者關心社區需要，

並嘗試透過創新的思維及會議方法，思考新的義工服務項目。

超過 120 位青少年義工參與於 2016 年 12 月一同前赴澳門進行三日兩夜的義工訓練活動，透過不同

活動如禮物設計及與澳門嘉賓對話等，激發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同時了解澳門的社會狀況、

不同對象的特色及需要；參加者隨後分成小組到澳門不同地方進行社會實驗，再透過開放空間會議

(Open	space	technology) 一同思考不同的義工服務發展方向，在回港後繼續深入討論，由參加者

作主導，針對各項社會需要作出具體的計劃建議，最終於 2017 年 3 月份成功構思了 9項社會實驗

延伸計劃，服務對象涵蓋兒童、青少年、長者、家庭、就業困難人士、新來港及低收入人士等，預

計將於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間陸續於不同社區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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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地澳門最真實的一面及其社會與香港

的相似與否，以及一些人生的啟示

透過別人的故事得到反思及啓發

啟發了自己對義工

的更多創新想法

可以學到新的思

維去了解社區和

計劃服務

有幸認識到一班

志同道合的朋友

非常感恩大會

能邀請澳門的人士

來帶領及給我們說

說人生

3日 2夜出外地的義工計劃創新，

舉辦單位出心出力，值得讚許 !



( 二 ) 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 II

獲兒童發展基金贊助之「伴我創 TEEN才」培育計劃 II，於 2016 年 11 月 12 日假突破青年村的演

藝廳舉行結業禮，並獲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女士GBS,	JP、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張

傑先生、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執行委員會副主席譚張潔凝女士擔任主禮嘉賓。經過友師的引導，家長

的支持及社工的陪伴下，導生們透過為期三年的計劃，培養出儲蓄的習慣，學習探索個人興趣及發

展方向，並有機會透過計劃實踐個人的目標。結業禮當日，在友師及家長的見證下，譚贛蘭女士為

98位畢業導生進行結業授憑儀式，以肯定了導生們於 3年計劃中的堅持和付出。

當中，8位在計劃中有顯著正面成長的導生獲頒發「破繭高飛獎」以作嘉許，出席人士都為得獎導

生歡呼及給予熱烈的祝賀，場面感人，洋溢著鼓舞的氣氛。此外，4位來自不同單位的友師代表分享

到陪伴導生 3年的點滴，見證著導生成長的感動時刻，當中他們「亦師亦友」的關係，更令彼此都

有所成長。友師更鼓勵身邊朋友參與計劃成為友師，連繫不同的社會資源，共同協助推行計劃，給

予導生更豐富的成長經歷。計劃讓來自大埔、粉嶺及上水區的導生凝聚一起，使他們有機會與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同起籌備結業禮。導生分別於典禮中演出舞蹈，以及親自作曲、填詞、編曲、主唱他

們的原創音樂	-	「追夢人」，更配合了不同樂器的演出，包括鋼琴、結他、木箱鼓、爵士鼓及色士風，

展示了導生於音樂上的才華，更讓在場人士見證到他們的學習成果。此外，計劃更邀請了第一屆導

生教授本屆導生製作茶聚甜品小食供嘉賓享用，不單鼓勵導生將計劃所學習的個人的目標實踐出來，

更將計劃給予他們支持與鼓勵，加以延續及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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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師　徐霖

初相識時，灝泓被公認為一名貪玩、坐唔定和好

奇心爆棚的小朋友。不過好奇心使到他願意凡事

多嘗試，最終覓得攝影的志趣。經過三年的成長

後，漸漸變得懂分寸、穩重和成熟。看著他在結

業禮用心地協助參加者留下倩影，實在令人感

動。

友師　黃碧琪

經過這三年的相處，我所認識的程程會主動去完

成每一件事，她做事很有責任心和決心，決定了

要去做的便會勇往直前；而且程程性格開朗，對

任何事情都會樂觀去面對，和她相處的時候總會

充滿歡笑聲。		

導生　古浩程 

轉眼三年已過，我最想讚賞友師對我的盡心。知

道友師的工作與學業繁重，即使我們每月只見面

一次，但見面的時候，友師總會樂意聆聽我的近

況、了解我的需要，然後盡她所能助我解決問題。

導生　曾灝泓

在三年的計劃中，好多謝阿霖陪伴我成長，佢花

左好多時間去指導我、教我人生的道理，他真是

一個很稱職的友師。我和他都有一個共同的興趣	

-	「攝影」他和我一起去過很多地方影相，南生

圍、機場等，攝影這個興趣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透過攝影記錄低我們這三年來的成長。

導生　黃京紅

在這次活動中，我最大

的得益就是認識了呀

wood，由剛開始的不熟

悉，到為發現彼此有相同

的信仰，慢慢加深了識。

我們一起經歷開心與難

過，最感恩的事，在我家

庭發生問題時，最難過低

落，有呀wood 在我身邊

陪伴著，安慰我，並引導

我找出正確的解決方法。

很感謝能遇上你，love	

you	woodwood

友師　梁麗明

不經不覺我們認識三年，

看到您在個人成長、學業

上進步不少。計劃快將完

結，但我們的友情始終不

變。

未來仍有不同挑戰，只要

相信自己，勇敢面對，定

能一一衝破，無論受傷跌

倒，都是學習上的重要一

環，盼望再過三年會看到

展翅上騰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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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
明報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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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及輔導服務

（一）展翅青見 
機構轄下六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持續參與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透過勞工處、僱主和機構的

通力合作，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配合一站式

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訓，幫助青少年認識自我和職業志向，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以提

升就業競爭力。本年度機構共為 102 位青少年提供個案管理服務，同時舉辦多項職前培訓課程，包

括求職人際、西式包餅製作訓練、甜品烘焙基礎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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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玩」‧「笑」創意紓壓計劃  
大埔中心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2016 贊助，為區內的兒童及家長，舉辦「開」‧「玩」‧「笑」創

意紓壓計劃。計劃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一系列活動，刺激社區人士的創意思維，鼓勵社區人士「『開』

放自己」，從生活中發揮創意，找出不同的紓壓方法，並在參與及實踐中學習「享受『玩』樂」，

從而協助自己及他人生活中紓解壓力，讓大家能開懷地「盡情歡『笑』」。

計劃於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期間分五部份推行，包括「開」「玩」「笑」創意紓壓開步禮、

多籮籮創意大笪地、輕輕 'zone' 街頭派對、出出氣挑戰擂台及「開」「玩」「笑」創意紓壓嘉年

華，鼓勵親子透過遊戲作正面互動，從而紓解家庭中的不同壓力。與此同時，為加強於社區內推廣

親子正面互動，計劃亦先後於大埔區內不同的公共屋邨舉行街頭派對及咕𠱸設計比賽等活動，共錄

得三千多人次的參加，讓計劃能夠於社區裡栽種紓解壓力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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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築夢之旅 – 師友同行計劃 III 

方樹泉中心得到善行體育基金的贊助，以及來自不同界別，包括香港紅十字會、香港城市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香港賽馬會、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香港明愛等的領袖及專才之支持，於二零一六年

五月至十月期間，舉辨名為「築夢之旅 -師友同行計劃	III」。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城市定向

活動、到訪香港理工大學、警察機動部隊訓練學校、懲教署、明愛天糧社企等地方所進行的生涯探

索及友師分享活動、探訪腦中風人士自助組織及其會友，以及由計劃友師所安排的工作影子日活動

等，協助 26位有生涯規劃輔導需要的青少年，加強了對自我及社會事物的認識，鼓勵他們探索及訂

立自己的夢想、學習實踐的步驟	;	更重要是藉著友師的經驗、知識與智慧分享，讓參加者從中學習如

何以正面的態度，積極準備自己的未來，開展屬於他們的築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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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杯茶  |	我的成長故事

我曾參與一個帶領兒童宿營活動，當時我們幾位義工和當中的小孩參加者進行了「秘

密天使」遊戲，而我的對象是一個內

向的小朋友。當刻我感到失望，因為

小孩表現得內向，我難以跟他相處，

在宿營中他總是離群的一個，當我們

在營地上步行時，他往往跟不上速度，

然後我便跟隨在他左右，在步行的過

程中我們都在交談，小孩告訴我各種

生活小趣事，從交談中得知，他朋友

比較少，所以比較害羞不懂如何跟別

人相處。

當時我感到慚愧，我發現我不應該以第一印象來衡量是否接觸或幫助一個人，每一

人都值得受到別人的關懷，當有些人受到忽略時作為一個義工我更應該踏出一步對

他人作出關懷，我更發現義工可說是

一個使命而非消閒玩意，我不應該選

擇自己的幫助對象，作為一個真正的

義工，當我有能力時，便應該盡自己

最大努力去幫助每一位受助者。

另一樣令我最深刻的義工經歷是探訪

露宿者。我記得第一次探訪露宿者時

我感到緊張，在探訪中的初期，我表

現得被動，沒有跟露宿者有太多的交

流，直至我們到了一個聚集了越南露

宿者的住處，交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

情景是一位露宿者邀請我們喝茶，但

我們拒絕了，「是怕髒嗎 ?」露宿者

回應，當刻我感到無比的心酸，亦為

對露宿者抱有戒心和歧視的我覺到內

疚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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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我對探訪露宿者這個義工服務感到疑惑，當時我認為探訪露宿者所做的事意義

不大，因為我們根本無法改變他們生活或困難，但我從是次經歷中我體會到探訪露

宿者所着重的不是其物質而是我們的態度，的確作為義工我們無法改變事實，露宿

者的生活艱苦，我們除了物質上的幫助外，我發現心靈上的關懷更重要，探訪中不

應抱有可憐的態度，這是對他們最基本尊重。經過這次我重新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並明白到幫助不是可憐，尊重及發自內心的關懷才是最重要的。

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使用者

張曉童



為身處不利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一）「玩出專注」服務

粉嶺中心於 2016-2017 年度期間，為

區內約 100 人，4-8 歲懷疑或有專注

力不足的兒童及其家長舉辦了「玩出

專注」服務。服務主要以「感覺統合」

元素為訓練方法，旨在改善兒童的感覺

統合能力，包括前庭覺、本體覺及觸覺

等，藉以改善兒童的執行功能。透過密

集式的小組訓練，有效改善參加者的

執行功能，家長均表示子女的專注時

間增多，此外，自控能力、肌肉張力、

手眼協調能力、視覺追蹤及表達能力亦

有明顯的進步；同時，配合行為治療的

模式推行活動，參加者能在短時間內投

入小組、加強小組凝聚力及促進參加者

建立正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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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我「童」行 

麗城中心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超過 19 萬撥款，舉辦為期接近一年的「融我『童』行計劃，為區內南

亞裔兒童及青少年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服務，包括恆常地每週於中心舉辦的中文及學業支援服務，

推動參加者藝術發展的「藝趣學堂」。如油畫及舞蹈體驗活動，並於區內舉辦南亞文化社區教育活

動等，與此同時，也推動南亞裔及新來港婦女透過不同活動互相認識及共融。計劃自 2016 年 10 月

開始至今，已有超過 2500 人次直接或間接參與，受惠對象包括少數族裔兒童、青少年、應屆DSE

考生及家長，以至本地居民等，計劃預計於 2017 年 8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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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天空」特別學習需要學童支援計劃 
近年，過度活躍或專注力不足之學童數目日增，這些學生在學業成績上未能得到成功感，又常被誤

會為頑皮或懶散的學生，因而至自我形象低落及缺乏自信，因而至他們對學習漸失去興趣及自發性，

造成惡性循環，成績每況越下。有見及此，天平中心在2016年 4月至 9月期間舉辦了「同一天空」	

活動系列，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提供專注力訓練，並揉合「感覺統合」元素，幫助兒童發展其不

同的感官，提升他們適應周邊環境的能力，從而改善過度活躍或及專注力不足的問題。

負責社工為參加者度身設計了

一系列的訓練，包括鍛鍊大小

肌肉、手眼協調、前庭覺等。

活動完結後，家長反映參加者

都有明顯的進步，專注力有所

提升，平衡力都較以往為佳，

此外，他們能夠坐得較以往穩

定，亦學會聽從指示後，才進

行各項的活動。

除了學童之訓練外，天平中心

於 2016 年 4 月 至 2017 年 3

月期間舉辦了「同一天空	–	家

長的生命故事」，以敘事治療

及靜觀認知治療為介入手法，

讓家長回顧從懷孕到現在的時

光，反思自己照顧子女的情

況，從而幫助他們肯定自己對

家庭的貢獻，鼓勵他們繼續照

顧家庭成員及自己之餘，亦學

習不同的減壓方法，疏導他們

面對子女問題的壓力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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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餘託管服務及加強課餘託管服務 

方樹泉中心於 2016 年 4月至 2017 年 3月期間，為 6至 12 歲的兒童提供「課餘託管服務」及「加

強課餘託管服務」，共有 382 人次參加。服務目的是支援九龍城區有照顧兒童需要之家庭，幫助家

長減低需要面對工作，及同時面對照顧子女的雙重壓力。中心除了提供星期一至五下午時段「課餘

託管服務」外，亦會於平日晚上、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提供「加強課餘託管服務」，以支援工作

時間較長、工時不固定、需要在週末工作之家庭。過往一年，中心合共提供了 480 節功課輔導、成

長及多元智能訓練、戶外活動及親子活動等。家長們十分滿意中心提供的「課餘託管服務」及「加

強課餘託管服務」，他們表示除了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指導他們的子女完成每天的功課外，亦欣賞

中心著重培養兒童的品格和極積學習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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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極尋寶 - 少數族裔青少年生涯規劃服務

本處得到香港賽馬會社區事務部之邀請，於 2016 年 1 月至 5月期間舉辦「『職』極尋寶 -少數族

裔青少年生涯規劃服務」，活動分為兒童組及青少年組，計劃招募來自九龍城區、深水埗區、荃灣區、

港島區及葵青區，合共約 300 名南亞裔青少年及兒童參與，分別在深水埗區、荃灣區及港島區進行

了 6次活動。透過行業參觀，例如酒店 / 餐飲、歷奇挑戰和訓練日營，讓青少年參加者進一步認識

自己，學習生涯規劃的概念及嘗試裝備自己未來的職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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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亦邀請了一些南亞裔青少年感興趣的行業，例如紀律部隊及運動教練，包括拳擊、足球、欖球等，

舉行運動體驗環節。青少年與不同行業的在職人士分享後，他們更能掌握實際行業資訊，開始思考

個人興趣和能力與選擇職業之關係。此外，計劃運用社會模擬遊戲，令南亞裔兒童學習定立目標及

如何實踐夢想。他們活動期間經常運用廣東話及中文，進一步提升他們運用廣東話於日常生活中的

信心，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動機。計劃同時得到香港賽馬會 58名義工熱心參與及協助，他們於活動

的投入直接帶動南亞裔參加者的參與。在融洽及愉快的氣氛下，義工與參加者互相分享大家不同體

會，彼此交流自己意見，體驗出共融和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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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南TEEN有個約會  |	我的成長故事

在2016 年暑假期間，我在麗城

中心參加了不同種類的義工服

務，其中包括「南 TEEN補習

學堂 -師友初探篇、「南Teen

文化友共情」與一班南亞裔的

兒童及青少年參觀黃大仙廟、

博物館等。我在服務當中了解

到他們的飲食文化，因而對彼

此的文化差異有了更深的認識，

亦多了一份尊重。

對南亞裔服務對象而言，他們

不曾認識中國語文和中華文化，

但他們並沒有對學習這種語言

和這個文化感到厭煩，反而我

看到的是他們用心學習和尊重

中華文化，因此亦鼓舞著我幫

助他們學習中文，喜歡中文。

我認為補習服務不只幫助他們

融入本地學校，也改變了我以

往文靜被動的性格，學會主動

幫助別人。在往後的日子，我

有一個願景，希望有更多熱心

的義工加入，因為義工服務令

我的人生充滿了意義，也希望

其他人也可透過參加義工服務，

發掘自己的人生意義。									

2016 年荃灣區暑期活動十大傑出義工 (青年組 )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使用者

潘嘉穎



I	am	housewife.	I	am	educated.	But	I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work	outside.	

So	we	come	to	 join	this	centre.	This	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centre	

provide	good	facility	to	learn	children	and	adult	volunteer	teacher.	My	two	kids	

also	join	this	program.	They	also	geel	pleasure	to	come	here.	After	finishing	

their	schoolworks,	 they	play	here.	so	 its	good	way	to	 learn	 languages	and	

more	activities.	I	am	very	much	to	want	learn	here	to	read,	write,	speak	and	

listen	Chinese	lanuage.	So	I	suggest	also	if	more	educated	people	to	join	this	

program	then	 its	good	way	to	communicate	more	people	all	sides	of	Hong	

Kong.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使用者

少數族裔家長

Harvinder	K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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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化活動

（一）「快樂家庭廚房計劃」2016

本計劃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聯同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下為 30個家庭舉辦了「快樂家庭廚房計劃」。計劃參考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教導參加者運用「家家好

健康」的理念，方樹泉中心透過親子定向、親子烹飪、親子日營等活動，例如一起製作健康愛心薄餅，

過程中學習正面雙向的溝通，包括以言語及行動的方式，學習多讚美及答謝家人，並教導參加者少

糖健康飲食，以「少糖、少鹽、少油」的原則，認識食物營養標籤，鼓勵參加者於日常生活實踐健

康飲食的概念，從而促進家庭的快樂、和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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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加者分享活動提醒他們對家人彼此間更多的關注，例如更留意到家人的優點、彼此詢問對方所

需、嘗試理解對方的感受等。於日營活動中學習減少負面的言語，多說讚美的說話，讓參加者嘗試

欣賞及鼓勵家人於遊戲過程中的付出。同時學習零時間、零金錢及零器材，有助增進家人感情。參

加者學習了互相稱讚家人的努力嘗試與堅持，學懂以言語或行動來表達對家人的欣賞、鼓勵和感謝，

並培養了他們及家人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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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攜手樂「童」行

攜手樂「童」行義工活動由恆安中心協康會合作，由於義工們第一次接觸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

因此邀請了協康會的同工詳盡講解了不同特殊兒童的特質、需要及相處注意事項，透過兩節訓練工

作坊，能夠大大提升義工對服務對象了解及服務的技巧。其後參加者分組商討及按特殊兒童的需要

設計 8節的服務，內容方面義工按自理能力及與人相處的主題，設計了熱身遊戲、簡易手工、小食

製作及過三關競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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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過程中，義工十分耐心及友善，更會單對單個別照顧小朋友，所以他們與小朋友逐漸建立了良

好的關係，而且義工設計及準備的活動都能配合他們的能力，大家在愉快輕鬆的氣氛下完成服務，

在最後一次的親子服務中家長亦表示欣賞及肯定義工的付出、用心的準備，小朋友回家後亦會提起

義工們，可見義工的用心照顧及彼此的相處讓小朋友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義工亦感到滿足，並希望

日後可以持續服務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總括而言，活動讓參加者認識及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

能夠引發他們參與義工服務的動機，有助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及助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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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色家長 2016 之「U+ 家」家長青年交流計劃

天平中心獲得北區區議會資助，於22/9/2016至 17/12/2016期間，舉辦了「出色家長2016之『U+

家』家長青年交流計劃」，對象是家長及高危青少年，分別有28位及 16位參加者。目標有三方面，

( 一 ) 是鼓勵家長深入了解青少年的潮流文化與危機，學習正向的管教模式，( 二 ) 提升高危青少年

面對各項不良文化影響下的抗逆力，( 三 ) 是促進家長及高危青少年兩代之間的互動及交流，了解彼

此的特性和需要。

在家長方面，負責社工邀請了本機構深宵外展服務之「過來人」作分享及帶領家長親身到訪年青人

的「蒲點」，包括遊戲機中心、網吧、酒吧、道場 ( 飛鏢酒廊 )、格仔店及咖啡室等，幫助家長深入

了解時下青少年的特性，以及他們所面對的誘惑與危機。家長們除了掌握到更多資訊外，最重要的

是他們認識及體會到青少年接觸上述危機背後的原因和動機，例如缺乏愛與關顧、與家人關係欠佳

等。再者，經過上述的親身體會後，家長在「正向家長管教工作坊」中更容易掌握有效的管教態度

與技巧，有助他們扶持子女走過青少年階段的信心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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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危青少年方面，舉辦了「藝術創作工作坊」，幫助參加者檢視自身的強項和價值，工作坊亦加

入性教育的元素，透過製作「理想情人」( 藝術品 )，幫助參加者探討和反思他們的擇偶條件及對愛

與性的價值觀，同時進行「競投」理想情人的體驗活動，有助他們對自身的價值觀有更深的體會。

在兩代互動方面，負責社工安排了Art	Jamming、甜品製作及競技活動，讓家長與青少年透過互動

過程，彼此發掘對方的特性和價值觀。過程中，參加者都感受到彼此價值觀的差異，尤其是家長能

夠觀察到時下年青人的特性，例如青少年有強的專注力、容易受朋輩影響、有自信、有潛質、大方

表現自己等，經過社工的整理後，家長們表示更有信心發掘自己子女的特性和改善與子女的相處。

另一方面，青少年參加者了解到他們對成年人有不少不滿，例如不嘗試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事情、

一開口就罵、太著重學業成績等；透過活動，青少年參加者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反思到原來自己

渴望一種和諧的親子關係，亦從家長及工作員的回應中學習到「施與授」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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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角度』社區共融計劃 

麗城中心獲香港懲教署及九龍樂善堂贊助，與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合辦「『新角度』社區共融計劃，

對象為小三至小六學生。期間除了安排 18位參加者參觀藥物資訊天地，了解毒品之禍害及對個人、

家庭及社會的影響外，也透過義工有品戲劇團，讓九位小演員透過戲劇形式向公眾推廣更生的概念，

參加者在完成十節訓練後，分別於在中心及區內長者中心向超過四十位居民和長者表演，傳達知錯

能改及負責任的訊息。計劃亦招募了四十位學生參加滅罪小先鋒訓練營，從中透過更生人士的分享、

分組遊戲、人生交叉點選擇及討論，明白毒品的禍害及拒絕之重要性。參加者認為活動較互動及新

鮮，從中亦令他們體會承擔個人選擇之後果及避免誤入歧途。學生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在麗城區舉

辦抗毒嘉年華，向社區士宣揚抗毒及拒絕毒品之訊息，共吸引接近七百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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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第一次  |	我的成長故事

當知道有幸能夠參與「義想天開─

澳門社會實驗訓練營」時，我對於

這個活動充滿期待，因為這是我第

一次去澳門這地方。

最讓我驚喜的是剛到步就可以嘗到

澳門的特色食物	-	葡撻。第二天進

行了一連串的活動，其中讓我深刻

的就是大會邀請到數位澳門「本地

人」，分享他們的故事，包括個人

的人生經歷及信念，帶給我不少的

反思和啟發。

吸取了「本地人」的看法後，我們就出發去進行社會實驗	–	街頭訪問。這是我第一

次於街上與陌生人聊天，對我來說是一大的個人突破，一開始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

去訪問，而且很不順利，於是帶領著我們一位本地人就帶我們到澳門的一間大學繼

續訪問，去了我開始作出嘗試，之後的一切就開始變得順利起來，完成訪問後我亦

覺得很有成功感，同時亦可以了解到澳門大學生的想法。



到了第三天我們要設計一個屬於我們的活動，一開始有很多的天馬行空的想法和意

見分歧，但經過社工及導師的指導，我們終於完成了設計活動這艱鉅的任務並得到

肯定，我從未想過可以設計一個自己構想的活動，這使我充滿著成功感。總括而言，

這幾天的工作營雖然很辛苦，但從中亦嘗試到不少的「第一次」，亦學習到很多事

情，留下了許多的美好回憶。

義想天開─澳門社會實驗訓練營參加者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使用者

蘇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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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社會責任及才能

(1) 2015-16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辦「2017 學生及青年義務工作嘉許禮」於 2017 年 3 月 18

日順利舉行，大會即場公布「2015-16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得獎名單，本機構賽馬會粉

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VIP 義工組憑”湯訪X紙箱藝術家”計劃，於公開組中，以蟬聯姿態奪冠。

VIP 義工組除了獲邀接受媒體訪問，介紹計劃特色外，小組成員鍾慧芯更於得獎台上分享策劃義工

計劃的心得，鼓勵青少年發揮創意，投入義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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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訪X紙箱藝術家”計劃於 2016 年 5月至 9月服務粉嶺聯和墟劏房家庭及基層長者，計劃包含

藝術介入手法、家居探訪及廢物回收等元素，將區內不同的弱勢社群連結起來。青年義工特別關注

劏房家庭的需要，親手烹調愛心靚湯作探訪禮物，建立有「湯」就有「訪」的習慣。義工主動向劏

房家庭介紹社區資訊，並邀請他們參與計劃。更舉辦「湯水工房」，邀請服務對象走出社區，到中

心分享烹調湯水的心得，透過活動認識其他街坊，提升他們繼續參與社區活動的信心。另一方面，

義工邀請基層拾荒長者成為合作伙伴，為計劃提供高質紙箱，以高於回收商的合理價格收購紙箱，

並將紙箱加工轉化為藝術展覽品。一方面以金錢肯定長者的勞力；同時透過展覽品向社區人士分享

計劃內容及服務對象的生活情況，提升他們對劏房家庭及長者生活情況的理解及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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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16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

由社會福利署舉辦「2015-16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中，恆安中心「Hea	Hea	Hey」義工

組喜獲大專組的優異獎，肯定他們義務工作的付出。「Hea	Hea	Hey」義工組由數個來自不同大專

院校的學生組成，原本大家都是中學同學，中學畢業後再度聚首，機緣巧合到本中心以「Cafe小店」

形式一嘗創業滋味。後來發現此舉深受歡迎，不少人都對製作甜品有濃厚興趣，同時惠及區內基層

家庭，皆因「價錢實惠，食品到位」。眼見區內出現大型財團壟斷，許多小店被逼關門大吉，得悉

不少基層家庭都難以負擔日常開支，唯有在「食」方面節省金錢，即使在度過節日也不會特別慶祝，

平日也不會走出自己的社區，因為交通費用也很昂貴，實在令人感到痛心，與義工們相比能夠四處

遊玩，其實已經很幸福。有見及此，他們於 2013 開始試驗、籌備及實踐「節慶小廚神計劃」，旨在

服務區內基層兒童及家庭，對象包括領取綜援或低收入家庭，每逢特定節日與他們進行不同形式的

小廚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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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年亮點 @ 大埔 2016 

承蒙民政事務處大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資助，大埔中心聯同區內其他青少年服務機構，舉辦「青年

亮點@大埔 2016。計劃目的是希望透過計劃透過不同類型的才藝培訓，讓青少年學習咖啡拉花、

劍球、樂隊演奏、短片拍攝等技能，一方面培育個人的正常興趣，另一方面透過地區表演展示其學

習成果，強化參加者的自信心發展。此外，為推動青少年的參加，計劃特別成立花絮拍攝小組及大

匯演籌備小組，以記錄參加者於過程中對夢想的實踐與堅持。過程中，花絮拍攝小組經過十多節的

課堂、外景拍攝及剪接，並於大匯演上播放有關的微‧記錄片，而大匯演籌備小組則為計劃提供寶

貴的意見，以設計切合大會主題的宣傳品及紀念品。最後，計劃以青年手作攤位及青年才藝大匯演

作結，並錄得約 800 人次參加當日大匯演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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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極虹」青年發展計劃

天平中心應北區民政事務處的邀請，於 2016 年 5月至 2017 年 3月期間聯合舉行「北極虹」青年發

展計劃，以「個人成長」、「團隊合作」及「社會服務」作主題，為接近 100 位青少年進行領袖才

能及義工發展方面的培訓。計劃內容包括「性格透視」工作坊、歷奇領袖訓練營、體驗式義工練習

課程及一系列的技能訓練課程如咖啡拉花、一級運動攀登、塗鴉體驗及玻璃吹製體驗等，讓參加者

加深對個人性格的認識、發展個人潛能名及建立團隊精神。計劃隨後選出 13 名積極參與的成員成立

核心小組，一起籌備及推行了一次大型社區嘉年華，名為「當文青遇上沸青」，向公眾展示時下青

年文化。綜合而言，參與的青少年認為計劃內容十分豐富，與一般計劃不同的是他們能夠自由選擇

喜歡參與的活動，有機會讓他們接觸到不同的事物，讓他們增廣見聞，發展潛能，為日後參與社會

事務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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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義工路 — 毋忘初衷  |	我的成長故事

踏入義工路的第九個年頭，首

先要多謝推薦我的機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

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裏一

眾社工及職員，還有我的義

工小組「Play	together」的

成員及其負責社工歐陽姑娘。

這裡是我真正開始接觸義工

服務的一個地方，亦從這裡

獲得大部份義工服務的經驗

和成長，簡單來說，沒有他

們便沒有今天的我。

由一個服務社區的義工突然跳出來，與來自香港不同地區的義工一同進行訓練，後

來更衝出香港到外地進行義工交流，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體會。這個義工計劃當

中一連串的講座、機構參觀、訓練營和檳城交流團，及在期間與十九位同伴的共同

經歷、互相分享所見所聞，真是擴闊了我的義工視野。大家雖有著不同背景和經驗，

但卻同樣抱著一份服務別人的心。

這趟檳城交流之旅，最深體會的是義工心中所堅持的信念和熱誠。檳城和香港最大

的不同是他們是一個發展中的城市，能看到周邊環境亦仍在建設當中，同樣，義工

運動也是在慢慢發展中。我們看到的是，有不少人在盡他們最大的能力走出來，幫

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從以前到現在，即是在面對資源及資源上的不足，他們都謹守

一顆服務別人的心，把所有困難一一解決，目的就是想讓一眾需要幫助的人得到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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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的你我都不知道將來的自己在義工運動發展上有多大的貢獻。隨著年紀的增

長，會發現更多可在義工運動發展的領域和進步的空間，當中或會遇到困難或瓶頸，

或會有感到沮喪的時候。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分享當日參觀的感受，當時一番熱

烈討論帶出一段訊息：「在該有崗位做好自己本份，以平常心面對所有服務對象，

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態度。」

毋忘初衷，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做好，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方法，共勉之。				

2016-2017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服務使用者

李欣欣	Viann



來年計劃 (2017 至 2018)

目標 重點項目

1.1 推廣精神健康 •	 協助推行優質教育基金「尊重生命．逆境同行」好心情計劃，推動生

命教育，加強青少年的抗逆力及堅毅力。

•	 與地區團體或學校合作，及早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情緒支援服務。計劃

包括「共創成長路」第一層核心課程及第二層培訓活動、理想籃圖	

2017	之「精」彩生活由我創、「身」「居」大翻新、「寵。幸。您」

親子生命教育計劃等。

•	 運用多元化介入手法，推動身心靈發展，加強青少年及其家人於精神

健康的教育工作。計劃包括「快樂的指法」家長支援小組、「同理心‧

同你心」生命教育體驗計劃和「躍．動行」計劃等。

1.2 推展生涯規劃的服務 •	 繼續與勞工署合辦展翅青見計劃，為有需要的待業青少年提供生涯規

劃服務。

•	 繼續於學校推行「織」夢．「職」動生涯規劃服務及與民政事務局合作，

推行「想創前圖」青年生涯規劃訓練計劃，提升中學生及弱勢青少年

的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鼓勵他們建立夢想。

•	 舉辦專才導師訓練，為低學歷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多元職

涯發展服務。計劃包括專才導師訓練 2017 等。

•	 透過跨界別及地區團體協作，加強對有學習適應需要青少年的支援服

務。計劃包括My	Signature	我的起跑線 -青少年教練培訓、「My	

Way」成長計劃、理想藍圖 2017–Teen 涯之旅、「職‧夢－社福

護理工作體驗計劃」等。

1.3 加強抗沉溺教育 •	 繼續協助推行禁毒基金舉辦「健康校園計劃」，提升青少年的抗逆力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啟發青少年多元化的興趣及能力，鼓勵他們善用多媒體的機會，協助

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以減低網上沉溺行為。計劃包括「喜有明

Teen」計劃、LEGEND系列活動、創路雄心、青年亮點等。

•	 運用藝術、戲劇等多元化介入元素，加強青少年對性教育的正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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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加強青少年預防網絡性危機的意識。計劃包括「Teen 性行動 -青少

年性教育戲劇訓練」、「性在你有心」性教育學堂等。

•	 透過「強項為本」介入手法，提升青少年之效能感，建立同理心和關

愛文化，以預防欺凌行為。計劃包括「荃賴有你」社區共融計劃等	。

1.4  支援身處不利環境的

青少年服務

•	 繼續與勞工及福利局合作，合辦兒童發展基金	-	「伴我創 Teen 才」

培育計劃，支援弱勢家庭子女之多元發展，擴闊他們的視野。

•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及「加強課後支援服務」，回應有需要的兒童

及其家人的需要。

•	 與賽馬會義工及地區團體協作，提升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少年之學業及

技能發展，促進他們與社區聯繫。計劃包括「讓我閃爍」少數族裔支

援及共融計劃、融我「童」行、南Teen 遊學尋蹤跡等。

•	 加強地區團體或學校合作，推行跨境 / 新來港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支援服

務。「同聚北區樂融融」-	敢創由你新來港家庭服務支援站、同聚北區

Buddies 同行計劃等。

•	 運用「言語治療」、「感覺統合訓練」、「Theraplay」等專業手法，

加強對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兒童及青少年的處理專注力、社交、情緒及

自理能力。計劃包括關愛「童」心計劃、「Group	Theraplay	小組治

療遊戲」系列活動、玩出專注。

•	 加強跨界別友師計劃，鼓勵學業成績稍遜及弱勢家庭青少年，建立規

劃個人發展方向的能力，提升個人競爭力。計劃包括我的起跑線 -基

層兒童及青少年支援計劃 2017、畫出片彩虹–基層家庭支援計劃

2018、成長協奏曲 2017-2018、築夢之旅 -	友師支援等。

1.5 發展多元化義務工作 •	 鼓勵青少年以多元及創新手法參與義工服務，加強對弱勢社群的關顧。

計劃包括義想天開義工實踐活動、「義想傳情」學習Fun 等。

•	 拓展企業義工的培訓和協作，凝聚社會資本。

•	 發展專業義工，鞏固跨界別協作計劃包括非常同學會」青年義工導師

計劃、山系義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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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新來港家庭、少數族裔家庭、幼兒家庭參與義工服務，發展多元

化義工服務。計劃包括「北極虹」計劃等。

1.6 發展公民教育 •	 透過「開放空間論壇」訓練及服務，擴闊青少年視野，培養多角度思

考的意識，提升他們的分析能力和表達技巧。計劃包括「開放空間論

壇」義工訓練及服務、社大O	Camp等。

•	 運用多媒體介入手法及「理想 TEEN地」手機應用程式、串流媒體廣

播等，加強體驗性活動，推動青少年表達聲音。

•	 鼓勵青少年實踐公民責任，運用地區聯合活動 ,	社區參與計劃或對外交

流活動，推動青少年關心和參與社會事務。計劃包括Amazing	Teens

荃灣CYC聯校領袖培訓計劃 2017、LINE	UP	青少年校園參與實驗計

劃、「友」凝。「喜」義	-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交流團等。

•	 申請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推行「青少年創新服務計劃」，舉辦創新

科技的探索活動，並推動青少年用創新手法解決社區問題，以擴闊青

少年的多元發展，並回應不同的社區需要。

1.7 強化青少年與家庭關係 •	 透過親子治療遊戲、繪本、藝術、靜觀減壓等元素的小組及活動，促

進兒童及青少年情緒管理能力，提升親子之間的溝通及連繫，抒緩家

長的管教及照顧壓力。計劃包括靜觀家長減壓小組、出色家長 2017–

線上有圈套、「家。加愛」家庭活動系列計劃等。

•	 運用社區教育介入手法，促進親子建立良好關係，營造和諧的家庭氣

氛。計劃包括親子義仁行、親子力量繽Fun 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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