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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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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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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擊即中聯合飛鏢比賽 

本機構六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於 2017 年暑假合辦《一擊即中聯合飛鏢比賽》，當日除了 11 隊約

40名青少年參賽外，更有參賽者家人及朋友於比賽當日親赴馬鞍山比賽場地觀賽和打氣。比賽現場

氣氛激烈，大部份參賽者均是首次參與飛鏢活動及比賽，飛鏢活動具挑戰及趣味性，並講求集中力

及團隊精神，比賽期間參賽者展現相互支持鼓勵的體育精神。大會當日除透過 Facebook 於網上直

播外，更於另外五間中心的電視同步直播比賽期間的花絮及決賽情況，當日活動獲得超過 2000 瀏

覽人次，藉資訊科技讓飛鏢活動得以向更多人士推廣及分享。

中心聯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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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地板冰壺聯合比賽 

本機構的青少年服務單位於 2018 年 1 月 21 日在聯和墟社區會堂聯合舉辦《地板冰壺聯合比賽》。

比賽共有 15 隊，70 名分別來自 6間服務青少年綜合中心及馬鞍山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的兒童及

青少年參與。賽事初賽以單循環形式進行，各隊員透過商討比賽策略、部署、出賽先後次序及發壺

的位置等，體現了團隊溝通及合作的精神，各隊員亦從對賽中觀摩對手的優勝及檢討自己不足之處，

並透過教練及領隊在每場比賽後的提點及指示，明白到知己知彼的重要。經過多場激烈的比賽，兒

童組最終由恆安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勝出，而青少年組則由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勝出。

中心聯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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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義想天開社會實驗延伸計劃

本機構綜合青少年中心服務、青少年外展服務及生涯規劃隊於 2016 年底合辦《義想天開澳門社會實

驗訓練營》，鼓勵參加者關心社區需要，透過創新的思維方法主動策劃義工服務。逾 100 位義工於

過去一年時間針對各項社會需要，成功構思及推行多項《義想天開社會實驗延伸計劃》，內容包括

體驗低下階層工作和生活、推動親子關係、新來港人士適應及倡議親子義工假期概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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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 2018 年 3 月舉

行分享會，透過人本圖書館及設計思考概念，向其他青少年義工一同分享其中 5個計劃的成果及得

著，鼓勵其他青少年義工積極創新和投入義工服務。

中心聯合活動



6

嘉賓來訪

獲獎消息

陳家強局長探訪本處少數族裔服務家庭 

時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聯同現任局長劉怡翔，於 2017 年 6 月到荃灣區參與「共慶回歸

顯關懷」家訪活動，並由荃灣民政事務專員葉錦菁太平紳士及本機構社工督導梁樹明陪同，前往象

山邨探訪一戶由本機構麗城中心服務的少數族裔家庭。兩位局長於探訪過程中，細心關懷少數族裔

家庭的母親及子女的生活、學習狀況及興趣等，受訪的少數族裔家庭也準備了家鄉小食供局長及其

他嘉賓享用，期間青少年子女更主動與局長分享在南亞族裔深受歡迎的板球活動，兩位局長也送上

回歸二十周年福袋以表關懷，整個探訪活動在輕鬆、融洽及歡愉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由社會福利署主辦的「2018 學生及青年義務工作分享會暨嘉許禮」

於 2018 年 3 月 10 日假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獲選 19

位香港傑出青年義工中，	本機構 2位青年義工，分別來自粉嶺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的鍾慧芯 (Icy) 及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麥瑞瑛

(Sharon)，成功當選 2017-18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活動當日場面

熱鬧，兩位獲獎義工的家人及朋友都到場支持，與她們一同分享喜

悅。經過多輪甄選後，鍾慧芯及麥瑞瑛與其餘 17位傑出青年義工接

受為期 9個月的訓練，包括到越南海外交流，了解越南推動義務工

作及社會服務的策略，令她們大開眼界。她們回港後更會協助鼓勵

青少年積極參與義務工作，以創新手法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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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社區性大使 
麗城中心於過去一年先後舉辦多個幼兒及兒童性教育小組，其中《兒童社區性大使》活動包括小組

及社區快閃體驗，透過不同的遊戲、活動及藝術創作，讓 10 名小一至小四兒童在輕鬆的氣氛中學會

如何保護自己。例如以VR模擬實境引導組員分辨不同場合的合適衣著，參加者十分感興趣且爭相

舉手分享。同時兒童透過具創意形式的社區快閃活動，親身到荃灣區進行快閃，用有趣方式於社區

勇敢表達，向社區人士和其他兒童宣傳保護兒童意識和自我保護的方法。活動除深受兒童歡迎外，

亦備受家長及社區人士讚賞和認同。

指導及輔導服務

（一）專注力及感覺統合訓練

為了回應社區懷疑及確診有特別學習需要兒童及家長的龐大需求，本機構轄下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均有舉辦不同專注力小組。其中粉嶺、大埔、麗城及方樹泉等中心於過去一年，積極運用「感覺

統合運動」為訓練元素，透過不同感覺統合元素的運動訓練，刺激幼兒的觸覺、本體覺及前庭平衡

覺等感覺，以促進專注力、情緒控制及加強身體協調能力等發展，增加參加者成功經驗和自信心；

過去一年，各中心合共有超過 200 位兒童及家長參與「感覺統合運動」訓練，參與家長表示子女的

專注力、情緒管理、表達以至協調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進步，家長亦反映活動有助他們更明白子女

的成長需要，及在掌握更多管教技巧後減輕了管教壓力，促進親子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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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舒 ‧ 情」舒緩壓力與情緒藝術治療小組

天平中心於 2017 年 3至 4月期間舉辦了「舒‧情」舒緩壓力與情緒藝術治療小組。由學校社工於

個案服務中轉介 6位學習壓力較大或出現焦慮情緒的學生參加。小組以藝術元素為主題舒緩壓力，

由藝術治療師及註冊社工一起推行。小組由一項集體創作點題，訂定安全且保密的小組規則，配合

每節重覆的「天氣報告」( 以天氣的形象模擬當天的心情 )，幫助參加者慢慢習慣運用藝術的媒介表

達自己。整個治療小組以三項藝術創作貫穿，包括：臉譜、自畫的 1比 1人像及一本屬於自己的書。

過程中，藝術治療師誘導參加者關心自己的情緒及身體狀況，藉藝術活動將自己的情緒呈現，並且

作出留意。每位參加者的作品中都有一些生命中的傷患及情緒低落的時刻，治療師與社工一同運用

小組的凝聚力和互助力，鼓勵組員製作或為其他組員的作品添上祝福和盼望，使小組在充滿友誼、

盼望和包容下終結。在小組前後，工作員都邀請參加者填寫「自尊感量表」，結果顯示參加者在大

部份項目中都有正面的轉變，並在活動後了解更多自己的身體狀況，以及掌握一些減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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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創前圖」青年生涯規劃訓練計劃 

獲民政事務局贊助，本機構轄下多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均舉辦「想創前圖」青年生涯規劃訓練計

劃，計劃期望讓高中學生於繼續升學或離校前，能夠探索不同行業及體驗求職之路，為投身工作世

界做好準備，同時亦鼓勵同學開始生涯規劃，不止局限於學業或工作上，而家庭、社會甚至整個人

生亦同樣重要。期間曾為各區多間中學先後舉辦「探訪工作場地」、「選科與前路工作坊」、「行

業試工體驗」、「模擬放榜體驗」、「模擬面試體驗」、「桌上導航小組」、「教師培訓工作坊」

及「家長生涯規劃講座」等不同活動。其中「探訪工作場地」活動分別探訪美容、航空、工程、配音、

科、餐飲、設計及酒店等不同行業，參與同學更包括本地學生及非華裔學生，讓參加者能夠體驗真

實的工作環境，加強對多元出路的了解及協助青少年探索和思考自己的職業取向。

指導及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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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數族裔服務

針對少數族裔的不同需要，本機構賽馬會麗城中心及方樹泉中心於過去一年，積極善用社區資源舉

辦不同的活動和服務。方樹泉中心獲許讓成有限公司紀念基金贊助，舉辦《「讓我閃爍」少數族裔

及共融計劃 (第二期 )》，為 167 名少數族裔兒童、青少年及家長舉辦中文功輔、兒童及家長小組、

樂器及跳舞訓練和快閃公演等不同活動。並邀請香港賽馬會義工教導彈奏Ukulele，用音樂分享愛與

共融的訊息，增加少數族裔人士對香港的文化認識及歸屬感。少數族裔「Let	Me	Shine	Band	隊」

更於「滅罪無國界才藝大賽 2017」獲得了「良好表現隊伍獎」，備受肯定及鼓舞。	

麗城中心分別獲滙豐基金及荃灣區議會贊助，先後舉辦《融我「童」行》和《南Teen遊學尋蹤跡》

兩項計劃，為荃葵青區少數族裔提供功輔、中文學習、言語治療及不同的戶外和家庭活動；並透過

社區走訪及交流，讓本地學生加強對少數族裔的認識和接納，活動合共服務超過 4000 人次。麗城

中心於 2017 年 12 月亦應邀協辦第 27屆荃灣藝術節「樂也容融	-	少數族裔綜藝表演」，透過不同

少數族裔的多元化表演，為少數族裔提供表演平台並促進其歸屬感，同時讓大眾對其族裔文化有更

深認識。表演成功吸引接近約 200 位荃灣區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觀賞，促進彼此文化了解及共融。

為身處不利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二）2017 明日領袖師友計劃

方樹泉中心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八年二月期間獲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區及油尖旺福利辦事處

邀請，聯同 5所九龍城區青少年服務單位合作，一共招募了 26位有生涯規劃需要的 15-24 歲青少

年參與2017明日領袖師友計劃。計劃共邀請了12位不同行業的商界領袖，擔任計劃中學員的友師，

於影子日的過程中分享他們的生涯規劃之道，以至一些人生智慧等。各學員從中學習了許多解決問

題的方法及態度	;	同時，學員在活動中亦對自己有更深入的認識，了解自己的長處與限制。此外，透

過友師的分享，讓學員們更進一步意識到為自己訂立目標的重要，學習如何為自己訂立合適的目標，

他們從友師身上學會更多擔當領袖的素質。於分享會當日，更邀請到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福利專員關淑儀女士及香港九龍城工商業聯會有限公司主席陳健平先生出席擔任嘉賓，嘉許一眾學

員努力及感謝友師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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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出片彩虹 - 基層家庭支援計劃 2017

天平中心於2017年 7月至9月期間舉辦「畫出片彩虹	–	基層家庭支援計劃2017」，分別舉辦「觸

摸感官的世界	-	專注力及社交訓練小組」、「Jump	Together!	花式跳繩訓練	(初階班 )」及「珍惜．

轉贈活動」。「觸摸感官的世界	-	專注力及社交訓練小組」共有 6位確診及懷疑「特別學習需要」

及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參加，活動以「社交訓練」為主題，讓參加者學習如何與朋輩建立良好關

係。「Jump	Together! 花式跳繩訓練	( 初階班 )」共有 12位兒童參加，一半來自一般低收入家庭，

另一半則為確診或懷疑是「特別學習需要」兒童，透過花式跳繩訓練，促進參加者互相合作，互相

包容並建立友誼，大部份參加者都掌握到活動的內容，並能夠與其他參加者建立良好的關係。最後

的「珍惜．轉贈」活動共有 50位來自低收入家庭人士參加，中心於活動前收集了不少閒置資源，大

部份參加者都能夠找到自己所需的物品，例如讓將開學之兒童取得新書包及文具，不用花錢去購買，

從而幫助他們減輕了家庭財政的負擔，並能夠讓資源重新分配，達到提倡社區互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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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身處不利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四）我的起跑線

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

年活動統籌委員會計劃資助，粉嶺中心於 2017 年

下半年，為超過 100 名基層兒童舉辦「我的起跑

線」	-	基層兒童及青少年支援計劃 2017。計劃在

超過 50名青年義工協助下，共推行 12 個躲避盤、

冰壺、Ukulele、藝術創作、趣味英語等專項才藝

培訓、訓練營會及學習支援服務等。透過正面的學

習經驗，協助參加者探索最合適及有效的學習方法，

建立個人信心、積極的態度及持續學習動機，幫助他們踏上屬於自己的起跑線。計劃更鼓勵兒童成

為社區的創革者，於 2017 年 12 月 10 日，於聯和墟和睦路遊樂場籌備大型社區活動「社區營造才

藝 Teen」，發揮創意及運用於計劃中培訓的才藝技能，設計特色的社區節日活動，讓超過 500 名

社區人士一同參與，建立社區的歸屬感及凝聚力。活動成功展示兒童的多元才能，讓家長及社區人

士有機會認識及肯定他們學術以外的能力。

（五）「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

本處獲兒童發展基金贊助之「伴我創 TEEN才」培育計劃 III 結業禮暨亦師亦友分享會，於 2018 年

3月 24 日假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禮堂舉行，並獲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 青年及感化服務 ) 郭李夢儀

女士、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基金會副會長李錦雄先生、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執行委員會義務秘書梁歡

蕙女士擔任主禮嘉賓。經過友師的陪伴，家長的支持及社工的引導下，第三屆的 100 位導生們順利

完成了為期三年的計劃，當有 7位導生獲頒發「破繭高飛獎」，以嘉許他們有顯著而正面的成長，

在座人士都為得獎導生歡呼及給予熱烈的祝賀，場面感人，現場洋溢著鼓舞的氣氛。同時，第四屆

的導生亦已完成了第一年計劃的活動，2位第四屆的友師代表以Kahoot 網上互動遊戲形式，分享他

們擔任友師的經歷、意義和得著，當中他們與導生建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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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了不同的社會資源，共同協助推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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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藝律動」青少年發展計劃

天平中心於 2017 年 10 至 12 月期間舉行「潮藝律動」青少年發展計劃，共招募 16 名熱愛音樂的青

少年參加。導師教授參加者彈奏樂器的技巧，並鼓勵他們積極練習，突破自己的界限，並支持參加

者創作自己的歌曲，令參加者在音樂範疇上作多方面的發展，參加者表現都非常投入及盡力練習，

工作員與導師在每節後亦會與參加者進行檢討，參加者表示訓練能增強自信、更認識和了解自己，

個人的效能感有明顯提升。參加者在訓練營中透過多項歷奇活動，有機會與不同的人合作，完成具

挑戰性的歷奇任務，從而提升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兩組參加者於 12月的「冬‧搖滾音樂祭」

中演出，在 70位觀眾面前演奏音樂，展示他們在課程中所學到的成果。

社教化活動

（二）電競動漫音樂祭

粉嶺中心於 2018 年 1 月 21 日舉辦了「電競動漫音樂祭」活動，活動合共吸引了超過 120 名青少年

參加。透過籌辦電子競技比賽、動漫歌舞表演及Cosplay 攝影活動，中心青少年義工吸收了舉行大

型活動的經驗，藉此提昇籌辦活動能力及服務技巧，同時亦促進參加者的多元興趣發展。活動為北

區的動漫電玩愛好者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平台，讓他們彼此切磋和交流，將所學習到的技能運用出來，

更能與同學及好友分享喜悅，亦能夠提昇社區人士對電競動漫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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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能 SING 戰

粉嶺中心獲得北區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北區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的資助，於 2017 年 9月至 12 月舉行

了全能SING戰的一系列活動，經甄選後共 15位青年入選成為全能SING戰計劃的成員。透過全能

SING戰音樂人甄選、全面舞台訓練、音樂交流會、表演考核、街頭演出、個人演唱會及大匯演等 7

項活動，15 位青少年參加者經歷不同的訓練及於不同地方表演，從中建立了對表演的信心及了解自

己的優點和不足。參加者分為 4組，各自統籌屬於自己的演唱會，並分別於沙田第一城及紅磡置富

都會等地方舉行演唱會，吸引了 1803 位社區人士參與及觀賞，這對於參加者來說是一個難得的體

驗，除了可實踐他們的夢想，鍛練他們的能力，同時亦讓他們建立自信、效能感及支援網絡。

（四）綠「惜」。好生活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贊助，大埔中心舉辦了以環保為主題的『綠「惜」。好生活』計劃。期間舉行了「綠

“惜”手作部隊」，參加者學習製作環保酵素，亦協助籌備攤位活動，並於廣福邨平台協助推行「綠

“惜”街頭派對」，當日由數十位義工協助推行以環保為主題的攤位遊戲，從遊戲中向公眾宣揚環

保訊息作為活動的總結。參加者認為計劃能增加他們的環保意識及知識、並認識減廢、珍惜資源、

循環再用等環保概念，讓他們明白實踐環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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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財慳多 D

為了提昇兒童的理財觀念，麗城中心舉辦《理財慳多D》小組。12 名兒童先透過故事角色拍賣活動

認識「需要」及「想要」兩種截然不同的消費態度，深化正確的金錢使用及分配觀念，並藉著親身

格價提昇參加者對日常衣食住行支出的注意。參加者亦透過設計實惠及健康的餐單，學習實踐理財

分配的原則，從中加強兒童對金錢的概念、明白正確的理財原則，期望讓參與兒童明白珍惜和善用

資源的重要性。

社教化活動
（五）棋「玩」有品 - 桌遊品德教育暨大使訓練計劃

獲荃灣區議會贊助，麗城中心與荃灣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棋「玩」有品	-	桌遊品德教育暨大使

訓練計劃》，期望透過桌遊活動培育參加者學習建立良好品格及學習尊重他人，同時訓練耐性、促

進人際關係及溝通。計劃內容包括中小學的填色比賽、桌遊比賽及校園推廣大使訓練等。其中共有

逾 50位學生參與大使訓練，參加者在感受桌遊樂趣及挑戰性的同時，也能學習互相尊重和欣賞，包

容自己及別人的能力，從部份參與學校老師主動提出增加訓練節數，接近 150 人報名參與荃灣區桌

遊比賽、參賽者家長的正面回應及逾1000參與及受惠人次，可反映出桌遊品德教育的吸引力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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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社會責任及才能

（一）義人聯盟 - 專才義工訓練計劃

方樹泉中心義人聯盟期望透過一系列義工活動及訓練讓 32名青少年透過 23節訓練學習不同技能，

訓練成專才義工回饋社會。義人聯盟技能訓練活動包括「智甜工房」甜品製作訓練、「神奇愛美俠」

化妝技巧訓練、「攝錄特工隊」拍攝技巧訓練及「畫出彩繪」印度Henna彩繪訓練。除技能訓練外，

義工亦學習到組織活動的技巧。義工們於中心暑期活動嘉年華實踐所學，協助中心負責不同之活動。

義工們表示認識了組織活動的技巧，明白到事前準備工作的重要，義工的自信亦得以提升。

（二）鐵人嶼我 - 六日五夜環越南北大嶼山野外訓練

青少年升中時期，學習環境及身邊重要人物都有急劇轉變，再加上青春期身心急劇變化，希望在暴

風來臨前預早介入，在新生活更有信心及能耐地面對不可預測的挑戰及困難。活動目標是為一班

升中學生，透過一次可具深刻體驗、深度了解及深情的訓練，建立正確價值觀及抗逆能力。恆安

中心「鐵人嶼我	-	六日五夜環越南北大嶼山野外訓練」活動設計的理念以 90年代美國開始發展的

Adventure	Therapy(Gass,	1993	&	2012) 為基礎，並參考台灣都市人基金會共生營的手法，嘗試

建構一個切合香港升中學生的六日五夜的露營訓練，透過共同的經歷，參加者與導師建立真誠互信

的關係，困難中願意敞開自己	-	『因面對而建立』。在良好關係的承托下，參加者在活動中能夠有

效發揮個人潛能，鍛鍊忍耐力，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以小組形式進行，讓參加者加強團隊合

作的精神，提高社交能力。活動於本年 7月尾舉行，山頭天氣酷熱，加上風雨變幻莫測，參加者需

做好準備挑戰六日五夜的環越南北大嶼山的旅程。旅途中，我們經歷跌倒擦傷、凌晨的暴雨、蚊蟲

纏身、掛念媽媽的飲泣，大家學習自己面對難關，磨鍊自己的意志。當然我們更會苦中作樂，大家

高聲歌唱振奮士氣，舒發辛酸。最終，大家憑著自己一雙腿和一份堅持，把肩膊上的重量忘掉，提

起酸痛的雙腳，攀過高山穿過谷，為自己寫下自豪的一頁。經此一行，寄望每一位隊員將來能繼續

成為一個如鋼鐵般堅韌的人，將來站起自己承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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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寮』義工體驗服務計劃

天平中心於 2017 年 8月 2日及 5日舉辦了「同『寮』義工體驗服務計劃」，共有 13 名青少年義工

參與。計劃分為寮屋生活體驗及義工服務兩部份。在寮屋生活體驗上，參加者走到馬屎埔村寮屋區，

認識寮屋成因、建築結構、環境及城鄉發展與寮屋居民的關係，幫助參加者加深對寮屋的了解，繼

而走訪整個村落，走進農田中，認識以務農為生的居民，與他們交流，讓參加者探討寮屋居民所面

對的問題和困難。在義工服務中，參加者憑著他們的親身體驗，在寮屋區舉辦了攤位活動，並派發

禮物予寮屋居民，約有 150 人受惠。是次計劃讓參加者接觸到不同的弱勢社群，了解他們的問題和

需要，並運用自己的力量服務他們，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義工的公民意識。

（四）澳門迷你工作營 2017

大埔中心帶領多位參加者到澳門與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進行10節的澳門迷你工作營2017交流活動，

並從多方面介紹澳門及認識不同形式的義工服務。參加者過程中了解不同的人和事，有助他們認識

世界公民理念，有助拓寬個人視野。此外，活動需要參加者構思及籌劃街頭快閃活動，過程中讓參

加者學習籌辦公民活動及與人合作的技巧，有助發展參加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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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友」凝「喜」義 ~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交流團

恆安中心「友」凝「喜」義	~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交流團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撥款

推行，為本中心 25 位青少年進行 2次啟程訓練營及 6日 5夜的湖南服務及文化交流，目的是促進

人際相處技巧及提升自我效能感，擴闊青少年的視野。訓練營中，參加者在解難及團隊遊戲表現雀

躍及投入，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學校，但很容易打成一片，建立良好的關係。在交流中，參加者到訪

湖南保靖縣昂洞村 3天進行體驗服務、參加農家篝火晚會及到農家住宿一宵，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

及如何克服困難，並分組為 70位小學生進行義教。總括而言，活動能達到預期目標，隨後亦舉行分

享活動，讓參加者可鞏固交流團的得著及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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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喜」動。愛共融》社區關愛計劃

恆安中心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資助的《「喜」動。愛共融》社區關愛計劃，計劃主要目的是

透過不同類型的才藝培訓小組以發展兒童的潛能及才能，以加強個人的自信心，並以他們所學習得

的才藝為媒介，於社區內不同的社群及機構作演出，表達關心及接納。九十多位兒童參與訓練，透

過九個才藝及運動工作坊，包括雜耍魔術、HIP	HOP、搖搖、實用武術、口琴、話劇、織布、閃避

球和跳繩，學習及鍛鍊技巧，並提升互相合作能力及自信心。在最後愛共融巡禮中，組員們十分落

力演出，得到家長及出席觀眾的欣賞，讓整個計劃順利完成，而參加者的才藝亦得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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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the	care	and	support	you	lent	us	participants.	I	thought	

that	the	trip	was	extremely	well	planned	and	executed.	I	think	it's	extraordinary	how	

you	kept	us	from	arguing.

活動參加者	應天琛

辛苦你們帶着一班黃毛小子去六日五夜鐵人生

活，其實你們的心理包袱都重。既要安撫他們

的情緒，又要顧全他們的安全，作為家長都體

會到你們的心情。都知道中心舉辦過的活動都

好安全同順利。所以都好放心將小朋友交給你

們。小朋友返來都好開心 , 話好好玩，學到好

多新嘅嘢，嘗試過好多未嘗試過東西……希望

以後幾位導師繼續用你們的熱心同熱誠幫助同

培育更多的青少年 , 令他們將來也可以為社會

出一份力。

參加者家長

鐵人嶼我 - 六日五夜環越南北大嶼山野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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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時間的過客，我們用自己的筆去描繪

自己的人生，當中相識的每一位，出現在

你的世界並非沒有意義，反而令你更加了

解自己，因為他們是一面鏡子，透過他們

對你自身的評價，使你對自己明白多些。

在我探訪農戶的時候，一開始我認為他們

會抱怨自己的生活環境，但他們並沒有。

他們反而知足常樂，沒有一點抱怨。反觀

我生於香港，平日卻抱怨功課多，住屋小。

在這彈丸之地，我認為應像他們般知足常

樂。這次交流，我由慢熱變得成熟多了！

人類就是不斷經歷事情才會蛻變成長。

林敏兒

這次交流團是湖南義工的交流團，它充

實了我的假期，也充實了我的人生，我

不但擴闊了社交圈子，我的知識也成長

了。在義教中，可以體會當地的教育文

化，小學生也很活潑。和小學生玩遊戲

的過程中我很開心，他們認真的投入，

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另外在遊覽鳳凰古

城中，城裡風景令我感到興奮，導遊的

講解，令我對鳳凰古城更加認識。

劉松豐

「友」凝「喜」義～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交流團

我覺得這次的交流團令我變得更加勇敢。

平時有人問我路時，我都非常膽小，但經

過這次後，我覺得自己勇敢了。這個是我

第一次參加的交流團，我覺得是一個很好

的體驗，可以令我知道不同地方的人是過

著一個怎樣的生活，看到自己的生活是多

麼幸福。希望日後的日子都可是參加多一

些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

禤萃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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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次的服務團，我深深明白到遠方的朋

友，他們生活上的困難與生活上的樂趣。他

們迫切需求醫療人手，因為他們年輕的小伙

子們都早已到城裡工作，村裡只留下年幼或

年老的留在家中，所以勞動人手不足，以致

人手需求。金錢亦是他們的需要，因為他們

如果要改善基建，得先有錢，沒有錢的話一

切只是空談。

但是，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且十

分快樂。他們不需要多好的智能電話、電腦

或是先進的電子設備，只要能在空閒時與鄰

居跳跳舞、說說笑便足夠了。這樣的生活正

是他們長久以來的生活。團中也有許多大大

小小的事發生，最讓我深刻的是小學探訪服

務，一群小學生十分之熱情⋯

刁仁杰

呢一個聖誕係我人生過得最有意義既一個。

係正式返內地交流前，雖然大部份人對大家

都好陌生，但大家對活動好投入。返到內地

後我以為農村人會比較冷漠，但同我所想既

相反，佢地非常熱情。其實由呢個交流團一

開始直到而家結束，我一直係有好多野想

講，但一切都難以用文字黎表達，當中有開

心既、難忘既仲有心酸既回憶。一切都只能

在心中回味，最後多謝有份搞呢個活動既社

工及同工，其他在心中吧！

賴偉賢

「友」凝「喜」義～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交流團

參加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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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家長 2017- 線上「友」圈套

欣賞何Sir	( 是次計劃社工 ) 分享的禪繞畫，令人放鬆心情，

領悟「禪」意的奧妙。與年輕人分享過往的錯誤，決心改邪

歸正，成為一位好青年。好感謝這次活動的一切安排，讓我

更懂得年青人的心態。我會與孩子共進取好成績﹗

我最欣賞三位年青人 ( 過來人 )，將他們的經歷，及他們所做

的壞事，都亳無保留同我們分享，令我知道以後要怎樣關心

自己的孩子。十分多謝他們的分享。

參加者家長

有幸於成長路途上認識駐校社工Wallis 羅社工	，將我從平

凡日子，引領去精彩的人生。

記得在我中一那年暑假，由駐校社工介紹下，參加了由香

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舉辦的	

“城”工在望暑假工作實習計劃，自此方樹泉中心就陪伴

了我整個精彩的中學生涯。

起初不了解甚麼是義工服務，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逐漸

我感受到義工服務令我人生變得多姿多彩，獲益良多。於

是我便於中學數年間全心全意投入方樹泉中心的義工生活。

當中值得回味的日子的確有很多，就是認識很多不同學校

的義工朋友，可以開拓眼界、互相交流和學習。服務過程

有甜亦有甘，但所流的汗水係值得。義工服務的價值除了

服務他人外，最重要係可以學到不同範疇的技能和知識，

這些寶貴的經驗，對我的學習和今天的警務工作，實在有

莫大的裨益，我十分感謝方樹泉中心社工們對我的栽培，

令我體會不一樣的中學生涯。

伍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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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義工杜炘駱。我參加了中心的義工服

務，不經不覺已有 3年。還記得在 2015 年的時候，駐校社工林姑娘介紹我參加了方樹泉中心

的活動「築夢之旅 II 計劃」，在活動中我認識了社工Kim	Miss 和庭 Sir。後來，我很高興能

夠在「築夢之旅 II」結業禮中擔當司儀，讓我感到有成功感。計劃完結後我更積極參加中心不

同類型義工服務，例如探訪長者、兒童服務、戶外活動及少數族裔服務等。

當中令我最深刻的是2017年 6月 18日舉行的「讓我閃爍」支援少數族裔共融計劃快閃活動，

在活動中我學習到策劃一個大型活動需要有後備方案，以及如何將不同意見整合，讓組員團結

一致地達成目標。我反思到活動是否能成功舉辦是有很多不能預計的變數，因此我們的應變能

力極為重要。

我對中心漸漸建立了很大歸屬感，我好開心在中心成長和學習，我認為參與義工服務不應只為

了義工時數，而是能夠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並將助人自助的精神感染身邊每一個人。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杜炘駱

我今年暑假在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主要參加了

兩項義工活動，其中一項活動是「兒童社區手作市集」，由一班義工哥哥姐

姐教授我們做一些手作放在中心擺賣，賺到的錢全數捐給區內一間素食店製

作免費飯盒分派予區內有需要人士！我們還很榮幸，邀請到區議員黃偉傑先

生到來光顧我們的攤檔！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為有需要人士付出的努力還感染了其他人，有朋友

知道我做義工，都問我做義工的感受，還打算也要一起去做義工呢！雖然做

義工有時會很累，但我喜歡做義工，因為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義工心聲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潘 康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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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由「義想天開」活動中隨口提出了一個意念，

希望透過一個活動讓青少年以「貼地」方式認識、

關心、了解屬於我們的香港，沒想到能夠獲得機構

支持，並取得活動經費讓我和幾位義工朋友和中心

社工 Frankie、Daisy 一起由零開始策劃和完成這

個活動。

在這次活動策劃中，我深深感受到做義工其實得到

的比付出的可以更多，尤其在活動中我們選擇了探

討社會議題作為活動的方向，讓我們在構思如何透

過活動讓參加者認識香港不同的社會議題的同時，

亦給了自己一個機會用平常沒留意的角度重新了解

香港不同的社會問題，讓我在面對香港新的社會議

題時可以有更多角度的思考。

這次活動已經告一段落，我很感激這半年能夠與幾

位義工朋友和中心社工 Frankie、Daisy 一起把我

不經意提出的意念轉化成一個 3日 3夜的活動，亦

感謝十多位參加者能夠投入參與這3日3夜的活動。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IVAN

過去一直都會參與協助中心的暑期活動義工，但是由零開始去計劃、申請資助去執行活動，實在是一次非

常難得的機會。因為參與一次「義想天開」的活動而認識到一班會願意花時間、心血去籌備活動。其實在

計劃及執行活動的過程中都有遇到不少的困難，幸好有合作的伙伴的努力及社工的意見，才能順利舉行到

是次活動。活動的過程中，看到參加者投入當中。這令到自己很有滿足感，感覺之前所花去籌備活動的時間、

心機都沒有白費到。活動在一開始想帶一些訊息給參加者，後來一班籌委其實在籌備的過程中亦能夠更了

解到當中的社會議題。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像我們當初計劃活動的名字一樣，像O	Camp一樣薪火相傳，繼

續會有更多人參與義工活動。

一切都係由澳門既一個義工活動開始：接觸一班有想

法既朋友仔，一齊行多兩步去探索社區、用放大鏡睇

深入少少社會實況、反思自己有咩可以做多少少？原

來我可以	「積少成多」、「主動」、「做義工」	。大

學搞過O	Camp，參加過義工活動，	原來「搞義工活

動」	係另一回事。大家由諗社會有咩需要、諗自己有

咩資源⋯再由計劃、籌備、到真正活動既一日，原來

「想多少少」、「傾多少少」	就可以成就一個咁有意

義既義工活動	。全因為有一班人願意「行多一步」，

不論係帶領既社工、計劃既小組成員、唔少得既係一

班參與既朋友仔。	活動令我最印象深刻既係，大家係

大雨中出發	、淋濕身都繼續前行；第二日又曬足一日、

出晒汗都繼續自己既小任務；	果兩餐晚飯	，睇得出大

家付出左唔少	，同時滿足既笑容		可以見証大家都收

穫左唔少。	希望通過活動	，播下小小既種子：）

「交野喇！」、「邊日得閒開會」這數個月來經常在

群組中聽到，無論在學的義工也好、在職的義工也好，

他們憑著共同的信念，犧牲了閒暇時間，一起創造了

這個獨一無二的社大O	Camp活動，作為同行者的社

工也被那份熱誠所感動，願日後有更多的義工一起將

這份「義念」延續下去！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Natalie

義工心聲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徐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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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做義工已有 15 個年頭，但我似乎越做越有幹勁。由一開始只是在旁邊協助，到現在負

責策劃、籌備、執行等等……我一樣享受義工工作。我曾遇到一位獨居長者，她個性比較憂鬱，

我與其他義工每次去探訪她時，她都會說自己已經是一位沒有用的人，我們無論怎樣都說不過

她，直至有一次無意中讚美她烏黑柔順的頭髮，她十分高興，自此之後，每次我們一提起她擁有

美麗的秀髮時，她總會流露出甜絲絲的笑容，眼裡還流露出小小的自豪感！

近年，我除了協助中心探訪長者之外，還在中學的家教會義工組中擔任義工大使，帶領同學們進

行義工活動。當中有一位同學已經在義工組三年，今年她已升上中四，當她入讀中一時，因家庭

問題，曾屢次作出自殘行為，我與校方商討後，決定設計多一些義工活動，給有需要的同學參與，

她就是其中一位參加者，自從她參與義工活動之後，她深深明白自己並非是一個不幸的人，反而

看清楚自己也擁有別人的愛護，變得更懂得珍惜自己。現在，她除了積極參與義工活動之外，讀

書成績亦進步不少 ! 能夠當上義工，是我一生的榮幸！

義工心聲 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杜 小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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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

我抱着探究和學習的心，加入香港傑出青年義工的大家庭，希望交流義工經驗，了解香港的義

工服務及發展，令自己在義工路上有所領悟。果然，這大半年的訓練不但沒有令我失望，更令

我滿載而歸，當中最深刻的必定是五天四夜的越南交流之旅！

領悟

經過多天的參觀和交流，我反思到當「人生安全」，如嚴重的販賣婦女問題，變成了一個恆常

的社會現象，而當局又未有針對性的政策打擊問題時，義工又能為無助的一群做些什麼呢？幸

好，當地的社福組織、非牟利機構和社會企業的發展比我想像中蓬勃。有不少學生對義工充滿

熱忱；社工及社區機構在政府的政治打壓和資源限制下，仍保持一顆堅毅的心；社會企業更以

自己的力量去幫助有需要的人。無疑，政府在推動義工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層面上角色至為重要；

但我深信我們每一位的力量也不容小覷，因為我們都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帶領者！

感恩

感謝當日推薦我的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及推薦人鄭Sir。

在這幾年的義工路上，他們一直伴我同行，有幸得到他們信任，推薦我參加「2017-18 香港傑

出青年義工」並成功獲選。我亦衷心感謝社會福利署提供機會，讓我們 19位青少年有緣相識，

在這大半年內互相照顧和包容。但今天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屬於我們的新開始！

寄望

「人可以被毀滅，卻不能被打敗。」──這是海明威在《老人與海》內的經典名句。希望大家

在日後的義工路上，無論遇上任何困難都不要輕易放棄，因為希望的出路總是隱藏在堅持的背

後。只要有助人的心，沒什麼能把你難倒的！

義工心聲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2 0 1 7 - 1 8 香 港 傑 出 青 年 義 工 	 鍾 慧 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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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參與的義工活動是由中學公益少年團舉辦的慈善籌款遠足開始，這一次的活動讓我

與公益少年團結下了不解緣，亦逐漸改變了我對義工的看法 ......。

在那次遠足之後，我通過公益少年團參與

了不同義工活動。最印象深刻的是中三那

年參加了由公益少年團及麗城中心合辦的

「Amazing	Teens- 荃灣 CYC聯校領袖培

訓計劃」，不但令我對自己有更深入認識，

更讓我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義工朋友。記得

其中一次活動有幸與深水埗明哥一起派發愛

心飯盒予聚居於通州街公園的露宿者，透過

聊天了解一群露宿者的無助。雖然明哥只是一個普通市民，但都不遺餘力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令我明白我們將來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運用社會力量去幫助社會。這亦正正是「以生命影

響生命」的意義。

義工活動可以令人了解人間冷暖，認識富裕的社會的另一面。例如我曾經去探訪過獨居長者，

透過與公公婆婆的聊天我才發現，一次簡單探訪不但令我了解更多獨居長者的情況，亦讓他

們樂上半天。有時候，義工活動亦可以與自己的興趣結合，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創作和繪

畫的人，很高興在 2015 年夏天能透過麗城中心參與壁畫創作義工活動，我和幾個朋友在荃

灣的天橋底下揮灑著青春汗水，努力地為牆壁塗上我們設計的圖案，宣傳綠化和環保的信息。

是次活動讓我發現義工和興趣原來是可以結合的，從中尋找到其意義與樂趣，更成為繼續參

與義工的推動力。

去年很榮幸能獲麗城中心推薦，參加香港傑出青年選舉，並且獲選為 2017-18 香港傑出青

年義工。在 2017 年的聖誕節，我與 19 個滿腔熱誠的夥伴到訪越南，也成為了我第一次國

外義工服務經驗。轉眼間，我參加義工服務已經踏入第8個年頭，回想自己做義工服務種種，

發現原來自己已經不是以往的井底之蛙，只看到城市富裕、五光十色的一面，變得更了解社

會需要幫助的另一面。並不是隔著冷冰冰的屏幕聽著語調平淡的新聞，而是透過雙眼去發掘、

雙耳去聆聽、心靈去感受。義工服務對於我的影響，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

我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一個人力量或許十分渺小。但我相信我們能積少成多，積沙成塔。

總有一天眾人微小的力量也能成為堅固的堡壘，以我們能力以內能做的事守護着社會中的弱

勢社群，守護着社會中需要我們幫助的人。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呢？

義工心聲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2 0 1 7 - 1 8 香 港 傑 出 青 年 義 工 	 麥 瑞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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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重 點 項 目

1.1

推廣精神健康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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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參考台灣都市人基金會

共生營的手法，舉行鐵人嶼我	-	六日五夜環越南北大嶼山野外訓練，

建立正確價值觀及抗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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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服務」、「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健康校園計劃」、

「創路雄心計劃」、「精神健康急救課程」、「青少年朋輩守門人」

訓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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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壓力。計劃包括園藝治療、正向思維、表達藝術、

和諧粉彩作、Mindful	parenting精神健康教育等，向社區人士推廣「正

面文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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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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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入校訓練活動，技能訓練和工作實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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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包括築夢之旅 -	師友同行計劃、創業啟航─青少年營銷體驗

計劃、「創路雄心計劃」、「職‧夢－社福護理工作體驗計劃」、在

職人士以「人本圖書館」、Busking、電競活動系列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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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Teen 遊學尋蹤跡及功課輔導計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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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生趣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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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港英語啟航小組、「伊

人計劃」等。加強跨專業團隊，例如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特殊

幼兒工作員等合作，計劃包括「童喜行」特殊學習需要支援計劃、「專

注能力學習坊」等。同時運用「感覺統合訓練」、「Theraplay」等專

2018-2019 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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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手法，支援特殊學習需要之兒童 / 青少年及其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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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里同行」	

–	社區支援計劃、「星星同學會」、「教育大學義工」等。

  

1.4

 發展「與青年同行」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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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社創科技及青年創業培育計劃–	彈‧想‧頭項

目」、LEGO	Serious	Play® 工作坊、「設計思考工作坊」、「人本

圖書館」、「義凝」領袖訓練計劃、「社區聆聽	~	青年公民參與計劃」

等。

•	 拓展企業義工的培訓和協作，凝聚社會資本，計劃包括「童「畫」派

對」、「回到過去」等。同時，亦將協助社會福利署工商機構義務工

作推廣小組舉辦企業義工訓練課程，訓練有心的企業義工成為友師。

•	 發展專業義工，培養青年領袖，計劃包括非常同學會」青年義工導師

計劃、「北極虹」計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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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區其他有需要人士，達致社會共融的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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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包括有品數碼公

民教育訓練計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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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青少年服務創新計劃」、關懷

龍城青年網絡計劃、粵北山區義工服務交流 -、「友」凝「喜」義	~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交流等。

•	 今年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單位仍會聯同年青人一起策劃「一擊即中

聯合飛鏢比賽」及「地板冰壺聯合比賽」。

  

1.5

發展多元化義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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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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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與書伴我行 ( 香港 ) 基金會的社區伙伴計劃、「親子棋遊」桌上遊戲親

子小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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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包括邀請網絡紅人為家長分享與子女建立有效的溝通、「支．

里．心」三項鐵人計劃、出色家庭2018	–「情網」．	這陷阱偏我遇上?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