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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香港童軍總會向非童軍之青少年宣揚童軍精神。

To assist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in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couting to non-uniformed young people.

●	組織由政府資助之青少年服務，以促進青少年個人之成長。

To organiz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subvented by the government 
so as to enhance youngsters’ personal development.

●	鼓勵本社會員在日常生活中，恪守童軍處世原則。

To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to practise the Scout code 
of conduct in their daily life.

●	主辦由香港童軍總會委派之各項活動或服務。

To organize activities or services assigned by th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機構宗旨
Organization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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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
成為香港最優秀的青少年服務機構之一，

致力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造福社會。

使命
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價值觀
我們重視：

●	青少年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面對一些困難和阻力；這些

困阻如處理得宜，可以成為他們成長的動力和助力。

●	青少年擁有獨特的潛能；在其成長與發展的過程中，必須

透過體驗和實踐，不斷地探索和發揮。

●	青年人對社會發展的承擔；青少年須透過關懷別人，投入

社群，以完善的人格，回饋社會。

●	良好的成年人榜樣，在青少年建立自我的過程中，擔當著

正面而重要的角色。

●	家庭是培育青少年成長的地方，強化家庭功能有助培養積

極正面、關懷社會的新一代。

●	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

●	童軍運動的方法，有效地促進青少年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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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知友社於過去一年，以專業和多元化服務，回應社區對各種服

務的需要。本社為服務區域內的青少年及家長，提供了一系列的輔導、培

訓、發展及康樂活動。這些活動為會員提供機會，使他們接受訓練和掌握

技能。本社並安排展示能力的機會，以增強和建立自信，及協助他們對未

來做規劃。

此外，對有特別需要的兒童及家長，例如活躍好動的孩子，本社各單

位特別調動資源作回應。對於危機青少年面對的處境和少數族裔生活的適

應等方面，亦提供了針對性的服務安排。綜觀各類服務的設置及資源的投

放，本人欣見考慮周全，配套完善，無論在質或量，加幅甚為可觀。

至於本社的教育中心，去年業務亦都表現出色，除課程多元化之外，

服務惠及各類受眾，當中更有多項課程屢獲殊榮。

以上成就，反映了本社各級同工的共同努力，以及各位總監與會友委

員的支持。本人除表示欣賞之餘，亦要為受眾，感謝大家付出的努力，使

我們服務的社區，因著各位的努力而變得更加美好。

本年度，童軍知友社正踏入服務社群四十五周年，我們秉承服務的核

心理念，並以「鼓勵與關懷」為主題，推出一連串的服務和活動作回應。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熱切期盼各項服務開展。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憑

著大家的努力和各級總監與會友委員的支持，本社的業務，定必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杜溎峰社長

社長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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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知友社為青少年提供服務，轉眼已踏進第四十五周年。我們的服

務，隨著社會需求和年青人的特質變化，不斷更新，時至今日，本社服務肯

定得到不少業界看重。我們從各單位的年度服務報告看到，服務的質與量均

超越一般水平，本社的社工，總數只有50多人，然而，過去一年卻提供了

2,126項活動，參與人數達110,768人，出席人次共168,439次，輔導個案

1,924宗，個案面談共23,372次。從以上的服務數據，足見本社同工的努力

和付出。服務多元化，覆蓋面廣闊，既配合青少年於成長過程中各階段的不

同需要，同時又兼顧了弱勢社群，例如雙失青年、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

需要等。本社各單位秉承了機構服務的核心價值，為服務受眾，創造有利條

件，促進他們建立自我、展示能力、發揮潛能。此外，本社的服務亦積極回

應政府在地區上推動的各種服務措施，包括針對青少年濫用藥物、沉迷上

網、青年就業、家庭暴力、少女援交、社區共融、社區參與、社會承擔、課

後支援及精神健康等等範圍，各單位均有提供針對性的服務計劃作回應。

童軍知友社的綜合教育中心，去年取得很好的成績，先後開辦606項課

程，包括兒童及青少年課程、成人課程、長者課程、成人教育及僱員再培訓

課程等。其中劍橋小學英語課程成績尤為突出，在90位英語公開試考生當

中，有36位考獲滿分，成績驕人。

為兼顧機構服務的未來發展，去年本社加強了同工的專業培訓，包括深

化沙維雅模式輔導及童軍特色歷奇輔導培訓。我們的安排是要為機構未來發

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期望，透過這類培訓，提升同事的專業能力，注

入童軍特色，為未來的挑戰作更好準備。

從本年四月開始，童軍知友社踏入成立45周年，我們以「鼓勵與關懷」	

作為主題，並以一系列的活動做響應。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本社副社長余錦

榮先生，擔任45周年紀念活動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領導各工作小組跟進主

題活動。

過去多年來，本社憑藉同工努力、各級總監與委員及會友的支持，得到

可觀的發展。展望未來，我們深信，本社的業務，將會更加蓬勃。

鼓勵與關懷，正是童軍知友社對青少年培育和對社會責任的承擔。

顏明仁博士

總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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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守人士	

2013至2014年度職守人士
Office-Bearers	for	the	Year	2013-2014

社長
President

副社長
Vice-Presidents

杜溎峰高等法院法官
The Hon Mr Justice TO Kwai-fung Anthony

馮和順先生
Mr FUNG Wo-shun

歐陽卓倫醫生
Dr Henry AU YEUNG Cheuk-lun MH JP

張念平先生
Mr CHEUNG Nim-ping MH

勞國康先生
Mr LO Kou-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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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社長
Vice-Presidents

何照基先生
Mr Peter HO Chiu-kee

陳顥升先生
Mr Herman CHAN Ho-sing

陳永祥先生
Mr Carlos CHAN Wing-cheung

余錦榮先生
Mr YU Kam-wing

羅仁禮太平紳士
Mr LO Yan-lai JP

李鳳翔律師
Mr John LI Fung-cheung

陳永雄律師
Mr CHAN Wing-hung

王柏濤先生
Mr Ford WONG Pak-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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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Honorary	Advisers

陳柏泉先生
Mr Peter CHAN Pak-cheun

楊寶坤太平紳士
Mr YEUNG Po-kwan OBE CPM JP

楊家持先生
Mr Jimmy YOUNG Kar-che

趙不求先生
Mr Cowen CHIU MH

阮雲道前高等法院法官
Mr NGUYEN Van-tu

羅仁禮太平紳士
Mr LO Yan-lai JP

周湛燊博士
Dr CHAU Cham-son OBE JP

梁雲生太平紳士
Mr Vincent LIANG JP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職守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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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Legal	Advisers

王建明大律師
Mr Alexander WONG Kin-ming

嚴元浩律師
Mr Tony YEN Yuen-ho SBS

陳國雄律師
Mr Godwin CHAN Kwok-hung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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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Chairmen

秘書	Secretary 司庫	Treasurer

譚鉅龍先生
Mr Alan TAM Kui-lung

吳龍昌先生
Mr David L C NG

岑文光律師
Mr SHUM Man-kwong

鄭國強先生
Mr CHENG Kwok-keung

職守人士	

主席	Chairman

周炳朝律師
Mr CHOW Bing-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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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熙先生
Mr Antonio CHOW Shiu-hay

邱浩波太平紳士
Mr Stephen YAU How-boa 

SBS MH JP

張學廣先生
Mr Peter CHEUNG Hok-kwong

委員	Members

譚步宏先生
Mr Baldwin TAM Po-wang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陳永祥先生
Mr Carlos CHAN Wing-cheung

楊家持先生
Mr Jimmy YOUNG Kar-che

盧偉誠先生
Mr LO Wai-shing

梁士雄先生
Mr Carlos LEUNG

顧家哲先生
Mr KU Ka-chit

葉建生先生
Mr Patrick YIP Kin-sang

潘偉傑醫生 
Dr POON Wai-kit



12

總監
	Comissioners

童軍知友社總監
FOS Commissioner

顏明仁博士
Dr NGAN Ming-yan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旅團及財務）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Uniformed Groups & Finance)

邱祖耀先生
Mr Jasper YAU Cho-yiu

副香港總監（管理）
Deputy Chief Commissioner (Management)

柯保羅博士
Dr Paul KUA

香港總監
Chief Commissioner

張智新先生
Mr CHEUNG Chi-sun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行政）
Deputy FO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 Administration)

陳立志先生
Mr Tom CHAN Lap-chee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公關）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 Public Relations)

丁偉明先生
Mr James TING Wai-ming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Deputy FO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吳國棟女士
Ms Agnes NG Kwok-tung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青少年服務)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黎培榮先生
Mr LAI Pui-wing MH

職守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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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架構
童軍知友社社務委員會

童軍知友社總監
顏明仁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行政）
陳立志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吳國棟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黎培榮

總部總監（青少年服務）
馮志豪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旅團及財務）

邱祖耀

總部總監
（活動及財務）

陳立基

助理總部總監
（活動及發展）

唐日星

總部總監
（教育）
羅保林

助理總部總監
（活動及發展）

劉仲誠

總部總監
（公關）
梁淑英

助理總部總監
（支援）
李啟明

總部領袖
章嘉輝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教育及公關）

丁偉明

童軍知友社執行委員會

青少年服務
發展小組
委員會

公共關係及
社會服務

小組委員會

刊物編輯
小組委員會

財務小組
委員會

童軍旅團
協調小組
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總監及領袖架構（截止31.3.2014）

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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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至2014年度職守人士
Office-Bearers for the Year 2013-2014
社長：
President：

杜溎峰高等法院法官
The	Hon	Mr	Justice	TO	Kwai-fung	Anthony

副社長：
Vice-
Presidents：

馮和順先生
Mr	FUNG	Wo-shun

張念平先生
Mr	CHEUNG	Nim-ping	MH

歐陽卓倫醫生
Dr	Henry	AU	YEUNG	Cheuk-lun	MH	JP

勞國康先生
Mr	LO	Kou-hong

陳永祥先生
Mr	Carlos	CHAN	Wing-cheung

李鳳翔律師
Mr	John	LI	Fung-cheung

何照基先生
Mr	Peter	HO	Chiu-kee

余錦榮先生
Mr	YU	Kam-wing

陳永雄律師
Mr	CHAN	Wing-hung

陳顥升先生
Mr	Herman	CHAN	Ho-sing

羅仁禮太平紳士
Mr	LO	Yan-lai	JP

王柏濤先生
Mr	Ford	WONG	Pak-to

主席：
Chairman：

周炳朝律師
Mr	CHOW	Bing-chiu

副主席：
Vice-Chairmen：

譚鉅龍先生
Mr	Alan	TAM	Kui-lung

岑文光律師
Mr	SHUM	Man-kwong

秘書：
Secretary：

吳龍昌先生
Mr	David	L	C	NG

司庫：
Treasurer：

鄭國強先生
Mr	CHENG	Kwok-keung

核數師：
Auditor：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Baker	Tilly	Hong	Kong	Limited

名譽顧問：
Honorary	
Advisers：

趙不求先生
Mr	Cowen	CHIU	MH

楊家持先生
Mr	Jimmy	YOUNG	Kar-che

周湛燊博士
Dr	CHAU	Cham-son	OBE	JP

陳柏泉先生
Mr	Peter	CHAN	Pak-cheun

阮雲道前高等法院法官
Mr	NGUYEN	Van-tu

梁雲生太平紳士
Mr	Vincent	LIANG	JP

楊寶坤太平紳士
Mr	YEUNG	Po-kwan	OBE	CPM	JP

羅仁禮太平紳士
Mr	LO	Yan-lai	JP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法律顧問：
Legal	Advisers：

王建明大律師
Mr	Alexander	WONG	Kin-ming

陳國雄律師
Mr	Godwin	CHAN	Kwok-hung

嚴元浩律師
Mr	Tony	YEN	Yuen-ho	SBS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香港總監：
Chief	Commissioner：

張智新先生
Mr	CHEUNG	Chi-sun

副香港總監(管理)：
Deputy	Chief	Commissioner	(Management)：

柯保羅博士
Dr	Paul	KUA

童軍知友社總監：
FOS	Commissioner：

顏明仁博士
Dr	NGAN	Ming-yan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行政）：
Deputy	FO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	Administration)：

陳立志先生
Mr	Tom	CHAN	Lap-chee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Deputy	FO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ivice)：

吳國棟女士
Ms	Agnes	NG	Kwok-tung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旅團及財務）：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	Uniformed	Groups	&	Finance)：

邱祖耀先生
Mr	Jasper	YAU	Cho-yiu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公關）：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	Public	Relations)：

丁偉明先生
Mr	James	TING	Wai-ming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黎培榮先生
Mr	LAI	Pui-wing	MH

總部總監（公關）：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Public	Relations)：

梁淑英女士
Ms	Jenny	LEUNG	Suk-ying

總部總監（活動及財務）：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Programmes	&	Finance)：

陳立基先生
Mr	Mark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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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總監（教育）：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羅保林先生
Mr	Paulinus	LO

總部總監（青少年服務）：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賴志德先生（至15.9.2013）
Mr	Kenny	LAU	Chi-tak	(up	to	15.9.2013)

馮志豪先生（1.2.2014起）
Mr	Benjamin	FUNG	Chi-ho	(from	1.2.2014)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及發展）：
Assistant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Activity	&	Development)：

劉仲誠先生
Mr	LAU	Chung-shing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及發展）：
Assistant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Activity	&	Development)：

游朝暉先生（至31.8.2013）
Mr	Albert	YUE	Chiu-fai	(up	to	31.8.2013)

唐日星先生（1.2.2014起）
Mr	Terry	TONG	Yat-sing	(from	1.2.2014)

助理總部總監（支援）：
Assistant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Support)：

李啟明博士
Dr	LI	Kai-ming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當然委員Ex officio Members

主席：
Chairman：

周炳朝律師
Mr	CHOW	Bing-chiu

副主席：
Vice-Chairmen：

譚鉅龍先生
Mr	Alan	TAM	Kui-lung

岑文光律師
Mr	SHUM	Man-kwong

秘書：
Secretary：

吳龍昌先生
Mr	David	L	C	NG

司庫：
Treasurer：

鄭國強先生
Mr	CHENG	Kwok-keung

香港總監：
Chief	Commissioner：

張智新先生
Mr	CHEUNG	Chi-sun

副香港總監（管理）：
Deputy	Chief	Commissioner	(Management)：

柯保羅博士
Dr	Paul	KUA

童軍知友社總監：
FOS	Commissioner：

顏明仁博士
Dr	NGAN	Ming-yan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行政）：
Deputy	FO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	Administration)：

陳立志先生
Mr	Tom	CHAN	Lap-chee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Deputy	FO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吳國棟女士
Ms	Agnes	NG	Kwok-tung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旅團及財務）：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	Uniformed	Groups	&	Finance)：

邱祖耀先生
Mr	Jasper	YAU	Cho-yiu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教育及公關）：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Education	&	Public	Relations)：

丁偉明先生
Mr	James	TING	Wai-ming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青少年服務）：
Assistant	FOS	Commissioner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黎培榮先生
Mr	LAI	Pui-wing	MH

財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Finance	Sub-committee：

周兆熙先生
Mr	Antonio	CHOW	Shiu-hay

青少年服務發展小組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

邱浩波太平紳士
Mr	Stephen	YAU	How-boa	SBS	MH	JP

教育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Education	Committee：

張學廣先生
Mr	Peter	CHEUNG	Hok-kwong

公共關係及社會服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Public	Relations	&	Community	Service	Sub-committee：

楊家持先生
Mr	Jimmy	YOUNG	Kar-che

童軍旅團協調小組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Joint	Scout	Groups	Sub-committee：

陳永祥先生
Mr	Carlos	CHAN	Wing-cheung	

總幹事：
Chief	Scout	Executive：

李思行女士
Ms	Evita	LEE	Sze-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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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Members：

顧家哲先生
Mr	KU	Ka-chit

譚步宏先生
Mr	Baldwin	TAM	Po-wang

盧偉誠先生
Mr	LO	Wai-shing

葉建生先生
Mr	Patrick	YIP	Kin-sang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梁士雄先生
Mr	Carlos	LEUNG

潘偉傑醫生
Dr	POON	Wai-kit

列席人士 In Attendance

副總幹事：
Deputy	Chief	Scout	Executive：

謝潔怡女士
Ms	Jess	TSE	Kit-yi

督導主任（啟業）：
Supervisor	(Kai	Yip)：

鄭仲文先生
Mr	CHENG	Chung-man

督導主任（朗屏）：
Supervisor	(Long	Ping)：

蔡宗輝先生
Mr	CHOI	Chung-fai

督導主任（元朗）：
Supervisor	(Yuen	Long)：

何淑華女士
Ms	Kathy	HO	Suk-wah

綜合教育中心經理：
Centre	Manager	(Education	Centre)：

鄭敏怡女士
Ms	Clara	CHENG	Man-yee

行政主任：
Executive	Officer：

顏介中先生
Mr	NGAN	Kai-chung

教育委員會 Education Committee
主席：
Chairman：

張學廣先生
Mr	Peter	CHEUNG	Hok-kwong

顧問：
Advisers:

楊家持先生
Mr	Jimmy	YOUNG	Kar-che

鄭燕祥教授
Prof	CHENG	Yin-cheong

副主席：
Vice-Chairmen：

陳德恒先生
Mr	CHAN	Tak-hang

楊毓照太平紳士
Mr	YEUNG	Yuk-chiu	MH	JP

當然委員：
Ex	officio	
Members：

校董會成員：
School	Managers：

顏明仁總監
Dr	NGAN	Ming-yan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陳立志先生
Mr	Tom	CHAN	Lap-chee

歐陽卓倫醫生
Dr	Henry	AU	YEUNG	Cheuk-lun	MH	JP

李思行總幹事
Ms	Evita	LEE	Sze-hang

委員：
Members：

吳龍昌先生
Mr	David	L	C	NG

譚步宏先生
Mr	Baldwin	TAM	Po-wang

李慶煇先生
Mr	LEE	Hing-fai	BBS

岑文光律師
Mr	SHUM	Man-kwong

葉建生先生
Mr	Patrick	YIP	Kin-sang

盧偉誠先生
Mr	LO	Wai-shing

李啟明博士
Dr	LI	Kai-ming

陳岳鵬先生（27.8.2013起）
Mr	Ronald	CHAN	Ngok-pang	(from	27.8.2013)

列席：
In	Attendance：

柯保羅總監
Dr	Paul	KUA

丁偉明總監
Mr	James	TING	Wai-ming

羅保林總監
Mr	Paulinus	LO

鄭國強司庫
Mr	CHENG	Kwok-keung

謝潔怡副總幹事
Ms	Jess	TSE	Kit-yi

會議秘書：
Minutes	Secretary：

鄭敏怡教育中心經理
Ms	Clara	CHENG	Man-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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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發展小組委員會 Children & Youth Service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
主席：
Chairman：

邱浩波太平紳士
Mr	Stephen	YAU	How-boa	SBS	MH	JP

顧問：
Adviser:

陳樹鍈太平紳士
Mr	CHAN	Shu-ying	SBS	JP

副主席：
Vice-Chairmen：

陳寶釗先生
Mr	CHAN	Po-chiu

陳偉道先生
Mr	CHAN	Wai-to

委員：
Members：

陳鑑銘先生
Mr	Ken	CHAN	Kam-ming

李建賢博士
Dr	Mark	LI	Kin-yin	ACSW,	PhD

列席：
In	Attendance：

顏明仁總監
Dr	NGAN	Ming-yan

吳國棟總監
Ms	Agnes	NG	Kwok-tung

黎培榮總監
Mr	LAI	Pui-wing	MH

賴志德總監（至15.9.2013）
Mr	Kenny	LAU	Chi-tak	(up	to	
15.9.2013)

馮志豪總監（1.2.2014起）
Mr	Benjamin	FUNG	Chi-ho	
(from	1.2.2014)

謝潔怡副總幹事
Ms	Jess	TSE	Kit-yi

鄭仲文督導主任
Mr	CHENG	Chung-man

蔡宗輝督導主任
Mr	CHOI	Chung-fai

何淑華督導主任
Ms	Kathy	HO	Suk-wah

會議秘書：
Minutes	Secretary：

梁翠媚幹事
Miss	Vicky	LEUNG	Chui-mei

財務小組委員會 Finance Sub-committee
主席：
Chairman：

周兆熙先生
Mr	Antonio	CHOW	Shiu-hay

委員：
Members：

鄭國強司庫
Mr	CHENG	Kwok-keung

顏秀峰先生
Mr	Joseph	NGAN	Sau-fung

林炳玉先生
Mr	Yury	LAM	Ping-yuk

列席：
In	Attendance：

顏明仁總監
Dr	NGAN	Ming-yan

陳立志總監
Mr	Tom	CHAN	Lap-chee

邱祖耀總監
Mr	Jasper	YAU	Cho-yiu

陳立基總監
Mr	Mark	CHAN

謝潔怡副總幹事
Ms	Jess	TSE	Kit-yi

鄭仲文督導主任
Mr	CHENG	Chung-man

鄭敏怡教育中心經理
Ms	Clara	CHENG	Man-yee

會議秘書：
Minutes	Secretary：

顏介中行政主任
Mr	NGAN	Kai-chung

公共關係及社會服務小組委員會 Public Relations & Community Service Sub-committe
主席：
Chairman：

楊家持先生
Mr	Jimmy	YOUNG	Kar-che

顧問：
Adviser:

莫元堅先生
Mr	MOK	Yuen-kin

副主席：
Vice-Chairman：

余錦榮先生
Mr	YU	Kam-wing

委員：
Members：

紀曉經先生
Mr	Stanley	KI	Yiu-king

王永權先生
Mr	Nicol	WONG	Wing-kuen

陳小慧女士
Ms	Ivy	CHAN	Siu-wai

吳永基先生
Mr	Stanley	NG	Wing-ki

龐家年先生
Mr	PONG	Kar-lin

鄭善華女士
Ms	Rimmy	CHENG

列席：
In	Attendance：

顏明仁總監
Dr	NGAN	Ming-yan

陳立志總監
Mr	Tom	CHAN	Lap-chee

丁偉明總監
Mr	James	TING	Wai-ming

梁淑英總監
Ms	Jenny	LEUNG	Suk-ying

何淑華督導主任
Ms	Kathy	HO	Suk-wah

顏介中行政主任
Mr	NGAN	Kai-chung

會議秘書：
Minutes	Secretary：

梁翠媚幹事
Miss	Vicky	LEUNG	Chui-mei

童軍旅團協調小組委員會 Joint Scout Groups Sub-committee
主席：
Chairman：

陳永祥先生
Mr	Carlos	CHAN	Wing-cheung

顧問：
Advisers:

馮和順先生
Mr	FUNG	Wo-shun

顧家哲先生
Mr	KU	Ka-chit

周愛珠女士
Ms	Grace	CHOW	Oi-chu

龐家年先生
Mr	PONG	Kar-lin

鄭善華女士
Ms	Rimmy	CHENG

梅志強先生
Mr	MUI	Chi-keung

李勁冲先生
Mr	Alexander	LEE	King-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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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編輯小組委員會 Publications Editorial Sub-committee
主席：
Chairman：

岑文光律師
Mr	SHUM	Man-kwong

特別顧問：
Special	Adviser:

楊毓照太平紳士
Mr	YEUNG	Yuk-chiu	MH	JP	

顧問：
Adviser:

楊禤麗麗女士
Mrs	Liliane	YOUNG	HUEN	Lai-lai

譚步宏先生
Mr	Baldwin	TAM	Po-wang

委員：
Members：

梁淑英總監
Ms	Jenny	LEUNG	Suk-ying

蔡宗輝督導主任
Mr	CHOI	Chung-fai

胡偉明社工
Mr	WU	Wai-ming

蔡慧煌社工
Ms	CHOY	Wai-wong

鍾詠雯社工
Ms	Liz	CHUNG	Wing-man

莫綺婷助理中心經理
Miss	Ivy	MOK	Yee-ting

列席：
In	Attendance：

顏明仁總監
Dr	NGAN	Ming-yan

丁偉明總監
Mr	James	TING	Wai-ming

會議秘書：
Minutes	Secretary：

梁翠媚幹事
Miss	Vicky	LEUNG	Chui-mei

 

副主席：
Vice-Chairman：

陳立志總監
Mr	Tom	CHAN	Lap-chee

委員：
Members：

東九龍第138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138th	East	Kowloon	Group

黃頴飛小姐
Miss	Iris	WONG	Wing-fei

荃灣第42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42nd	Tsuen	Wan	Group

郭靈琳先生
Mr	KWOK	Ling-lam

沙田南第45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45th	Shatin	South	Group

董曼琪女士
Ms	Macky	TUNG

十八鄉第22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22nd	Shap	Pat	Heung	Group

秦愛麗女士
Ms	Alice	CHUN	Oi-lai

港島第241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241st	Hong	Kong	Group

蕭百明先生
Mr	SIU	Pak-ming

大埔北第6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6th	Tai	Po	North	Group

葉美蓮女士
Ms	YIP	Mei-lin

新界第1184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1184th	New	Territories	Group

懸空
Vacant

新界第1185旅旅長
Group	Scout	Leader	of	the	1185th	New	Territories	Group

李彩鳳女士
Ms	LEE	Choi-fung

總部總監（活動及財務）：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Programmes	&	Finance)：

陳立基先生
Mr	Mark	CHAN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及發展）：
Assistant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Activity	&	Development)：

劉仲誠先生
Mr	LAU	Chung-shing

助理總部總監（活動及發展）：
Assistant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Activity	&	Development)：

游朝暉先生（至31.8.2013）
Mr	Albert	YUE	Chiu-fai	(up	to	
31.8.2013)
唐日星先生（1.2.2014起）
Mr	Terry	TONG	Yat-sing	(from	
1.2.2014)

助理總部總監（支援）：
Assistant	Headquarters	Commissioner	(Support)：

李啟明博士
Dr	LI	Kai-ming

總部領袖：
Headquarters	Scouter：

章嘉輝先生
Mr	Frankie	CHEUNG	Ka-fai	

列席：
In	Attendance：

各旅務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the	Group	Council

顏明仁總監
Dr	NGAN	Ming-yan

邱祖耀總監
Mr	Jasper	YAU	Cho-yiu

顏介中行政主任
Mr	NGAN	Kai-chung

林嘉惠中心協調職員
Ms	LAM	Ka-wai

植嘉穎中心協調職員	(至12.1.2014)
Ms	CHIK	Ka-wing	(up	to	12.1.2014)
岑佩儀中心協調職員	(由13.1.2014)
Ms	SHUM	Pui-yee	(from	13.1.2014)

會議秘書：
Minutes	Secretary：

梁翠媚幹事
Miss	Vicky	LEUNG	Chu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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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及統籌

周年會議
第43屆周年會議於2013年7月16日在香港童軍中心舉行，香港總監張智新先生宣佈香港

童軍總會委任杜溎峰法官為童軍知友社新一屆的社長。

獎勵
本社於本年度共有7位人士獲總會頒發獎

勵，表揚他們對童軍運動所作出之貢獻：

功績榮譽獎章：陳立志先生

優異服務獎章：余錦榮先生

　　　　　　　周炳朝先生

　　　　　　　梁士雄先生

　　　　　　　岑佩儀女士

優良服務獎章：杜溎峰法官

　　　　　　　陳小慧女士														

財務
2013至2014年度之財政收支結算報告，

已夾附於本年報內。

會員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本社之中心會員

共21,698人，會務委員共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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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
就職典禮
本社於2013年7月16日舉行了2013至2014年度社務

委員會就職典禮。由香港總監張智新先生頒發各會務

委員委任狀及童軍知友社社長杜溎峰法官致辭。

新春團拜
本社甲午年新春團拜已於2014年2月8日（年初九）在

香港童軍中心舉行，約有130人參加，當中包括本社會

務委員、總監、旅團領袖及成員、同工及其親友。當日

除了舉行切金豬儀式外，並由本社社長杜溎峰法官向在

場人士獻上新春獻辭，並舉行長期服務獎勵頒發儀式及

新春遊戲環節，各參加者均全情投入，與會務委員及總

監打成一片，歡笑聲不絕；壓軸環節是新春大抽獎，整

個活動在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下渡過。

大家全情投入玩遊戲 用馬公仔做主題玩遊戲，
祝大家馬年行大運

本社會務委員一齊
喜氣洋洋渡新春

中央行政及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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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綜合服務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1. 前言
啟業中心於2013/14年度提供了559項活動（只計核心活動），活動節數共3,782節（只

限核心服務，不包括個案面談節數），參與人次58,400人次（核心活動參與人次）。就

著活動而言，啟業中心於2013/14年的整體服務量是較往年為高的。於個案工作方面，

我們共提供了198個案服務，面談節數超過2,007節。2013/14年啟業中心將主要服務分

成5個服務主題，將逐一簡介有關服務主題的成果。

2. 共建美好家園（扶貧家庭服務）
啟業中心一直致力支援於不利環境的青年及其家庭的需要。過去一年，我們為觀塘區的

貧窮家庭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低廉的價錢，透過中心參與不同的地區活動。透過中心

服務，他們不單可以接受不同的服務，更透過活動，將自己的才能展示予社區人士。另

一方面，家庭成員透過參加我們的活動，認識到互相欣賞，建立和諧家庭的重要性。我

們於過去一年成功地推行“家在啟業＂計劃，超過100個區內家庭接受了有關服務。

再者，我們亦為雙職父母提供支援，設立了課託服務，為超過30個家庭的子女，提供了

課託服務。其中，我們更訓練義工，成為“大哥哥大姐姐＂，每晚為有需要的學童，提

供義務功課諮詢服務。

我們更加強了貧窮學生的生涯規劃服務；加強對

待業青少年於擇業、求職和就業適應等需要。我

們透過知友明天計劃及青見展翅計劃，為待業青

少年提供了培訓及輔導。我們與童軍會飛羽軒合

作，讓青年人得到實習機會。我們過去一年為接

近600名待業青年人提供了服務。

過去一年，我們正式開展了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校本服務），與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合作，

為貧窮學生提供服務，並且發動了超過30名義

工，出任成長導師，以作為學生的明燈指導。

籃Teen舞台

歷奇訓練－以 
Lego共建高樓

歷奇訓練－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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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建關愛社區（童軍歷奇為本領袖訓練計劃）
啟業中心於2013/14年度，嘗試建立一套有進度的義工領

袖訓練制度。過去一年我們開展了3個初級訓練及2個中級

領袖訓練課程，成功培訓了超過40名義工領袖。

另一方面，我們成功推行“MUSIC	&	CARE”計劃，青年人

以音樂去關懷露宿者。青年領袖參與了不同的訓練，包括

義工訓練、歷奇領袖訓練、音樂創作、了解社會需要等；

讓青少年獲取正面成功感，並建立關懷社區的意識。其

中，我們更舉辦了一場音樂會，以自身創作的音樂，唱出

自己的感受，並表達對露宿者的關懷。在音樂會中，他們

分享自己如何超越自我的過程。透過這些活動，參與的青

少年無論在自我管理的能力或者潛能發揮上，都有所長進。

4. 上網支援及少數族裔服務
啟業中心透過知友快線(I-STATION)，為貧窮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健康上網服務；並透過

本中心服務，加強對少數族裔的支援。在健康上網方面，我們為區內超過20間學校，進

行講座和展覽等活動。我們成功招募了超過1,200名有需要的學童，成為I-STATION	會

員，更為他們舉辦了超過100節的電腦課程，從而加強他們的電腦知識。

除此之外，我們亦同時為少數族裔提供服務。透過“孝悌無國界”計劃，我們成功為超

過200名少數族裔，提供超過300節的活動。其中150名少數族裔會員更會定期參與中

心服務，從而建立他們對社區的參與及歸屬感。“孝悌無國界”計劃更被青年事務委員

會，評選為2013/14年度優秀青年計劃。

5. 共建美好學童成長校園（特別學習需要學童支援計劃）
於2013/14年，我們以試驗計劃形式，開展了對過度活躍症學童的支援服務。服務包括

專注力訓練，家長管教技巧訓練及學童情緒訓練等。我們共提供了4個平行小組（即家長

與子女一同參與）、2個情緒訓練小組及2個家長管教技巧小組。另外，我們為減輕家長

的壓力，特別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課託服務。作為一個試驗計劃，我們獲得很好的經

驗；並且更明白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來年的服務打下良好基礎。

青少年綜合服務

家在觀塘－少數族裔表演 成長的天空－雜耍訓練

自我挑戰－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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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亦透過與個別學校合作，為校內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小組訓

練。於2013/14年度，我們共提供了5個小組訓練。

6. 共建美好生命態度—「珍我生命教育計劃」
啟業中心透過與區內中／小學合作，為高小及初中學生，以不同的服務計劃模式，提供

專業的成長訓練小組，為接近5,000名學生提供支援，協助他們認識解決困難的方法，建

立積極人生觀。於地區層面，我們亦舉辦了不同的小組，協助初中生及高中生，積極面

對學習帶來的壓力。我們於是年共提供超過500節的活動，為接近5,000名有需要的青少

年提供服務。

另一方面，我們亦透過不同的活動，為高危青少年建立新的生活態度，積極面對自己的

困境，學習正確處理問題的態度。我們是年分別以“知友明天計劃＂及“起動人生抗毒計

劃＂，以多元介入的手法，為超過150名有需要青少年提供服務。

7. 其他
除了周年主題服務之外，啟業中心於2013/14年亦如過去一樣，為區內青少年提供多元

化的活動，包括不同的文娛康樂活動、親子活動和興趣班等，共超過1,600節，參與人數

超過39,000名。

另外，本中心強化與地區學校的合作關係。中心於2013/14年與區內的7間中學建立了新

的合作關係，並且因而成功申請「共創成長路計劃」的資助。另一方面，我們也與區內6

間小學，建立伙伴關係，為小學生提供服務。我們深信透過這些合作伙伴，啟業中心將

可以為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服務。

8. 總結
總結2013/14年度，啟業中心無論在主題服務發展或其他方面，都有長足的增長及成

效。於該年啟業中心亦因應服務的多元發展，增加了社工人手。展望來年，我們有信心

於良好的基礎上，服務更上一層樓。

知友明天計劃之髮型訓練－為區內長者進行義剪

知友明天計劃之汽車美容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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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服務統計數字
在過去一年，朗屏中心舉辦了活動1,312項，程序節數有4,798節，報名人數54,830人，

而出席總數是75,734人次。青年發展活動，集中在領袖訓練、義工服務及社區參與，合

共舉辦相關項目145項，活動節數616節，出席人數為5,975人。個案方面，朗屏中心於

去年共處理個案678宗，面見次數為7,055次，而個人諮詢共686次。

年度服務重點檢討
中心及學校支援隊，在過去一年著力於幾個服務主題，包括：教導兒童保護自己，免受

誘惑；為ADHD兒童、少年人及其家長，提供支援服務；促使在學青少年人，完成成長過

程中的事工；培養兒童及少年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及公民意識；加強少數族裔學童於本土

生活的適應；鼓勵兒童、青少年及家長正確使用資訊科技與及鼓勵兒童及家長善用餘閒

生活。

就以上各項服務而言，去年服務表現理想，在強化家庭對兒童照顧、加強兒童自我保護

意識，免被陌生人及互聯網誘騙，朗屏中心先後舉辦了21場講座，派發小冊子19,000

份，47節家長小組。ADHD服務，是朗屏中心過去一年銳意發展的專業服務，服務內容包

括治療小組、管理及組織力培訓、情緒管理、親子溝通技巧及相關家長訓練。2013年，

朗屏中心出版了「躍動孩子心之提升專注力」教材套，並就此主題舉辦了「躍動孩子心

之管教不一樣的孩子」專業研討會，與業界同工，分享經驗，當日有134人出席。

中一迎新活動，同
學都玩得十分開心

同學第一次在學
校的禮堂宿營，

感覺很新鮮

解決困難小組

青少年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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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進青少年成長，主要透過成長的天空計劃、生活營、訓練營及工作坊等計劃，再輔

以家長培訓工作坊。為此，朗屏中心共舉辦了超過120個小組，300節活動，服務人數超

過5,000人，去年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之學校共有6間，各校對服務都表示滿意。

在培養兒童及少年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及公民意識方面，去年朗屏中心舉辦了超過50個訓

練小組及義工服務，節數超過260節，為超過4,500人提供服務。在加強少數族裔學童

於本土生活適應上，我們舉行了調查、街展、義工活動、舞蹈班、街舞比賽、交通縱橫

遊、網絡安全大使等活動，節目多姿彩，內容亦十分豐富。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是我們關注課題之一，中心參與有機上網計劃，使低收入家庭能以

相宜價格取得上網服務及購買電腦，同時，我們亦舉辦基礎電腦課程，如中文輸入法，

建立facebook，預防網絡欺凌及認識互聯網陷阱等，協助家長提升能力，加強與子女溝

通。

中心高危青少年服務隊，於去年有幾個特別關注的服務主題，包括：關注青少年援交；

協助高危青少年訂定社會認可及訂定個人目標；協助青少年於兩性關係中，提升青少年

對自己的掌握能力；減少青少年聯群結隊生事情況；提升反吸毒意識，減少區內青少年

吸毒情況。

援交服務去年開展，但進展緩慢，未見成

效，來年必須調整策略，使對象易於使用服

務。訂定個人目標方面，主要是為輟學待業

青少年而設，以知友明天計劃作為介入策

略，協助青年人訂定個人目標，提供發展機

會及技能培訓。去年參加知友明天計劃共

只送不賣！收集了很
多 同 學 及 老 師 的 物
資，再擺地攤，為沒
用的物資尋找新主人

PATHS 歷奇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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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人，當中有七成學員能完成計劃，重返

校園。至於兩性關係中對自己的掌控，介入

策略以提供多元活動以增廣見聞，製造反思

機會。計劃共有５個少女組群參與，約20

人，訓練及活動超過100節，我們為這群少

女安排大量表演、比賽及交流活動，藉此提升她們的成功感，只是，有關兩性關係，在

一系列活動中未能針對相關主題，成效不彰。在處理減少青少年聯群結隊生事，仍然是

以建立學習目標，提供表演及比賽平台，藉此加強歸屬感與滿足感。整體而言，社工於

計劃設計上，讓參加者經歷豐富，有反思空間，而比賽表演，有助學習建立目標和成功

感。青少年吸毒，是過去一年較為關注的重點服務，介入策略包括音樂，舞蹈，職業培

訓，營會，身體檢查，再加上過來人分享經驗。總結成效，由於現時服務對象以高危接

觸吸毒為主，而有吸毒習慣的組群數量較預期少。系列元素活動單一以毒品為題，受到

抗拒，效果一般。其他有關活動，例如日間網吧；深宵專題活動，都是就著高危青少年

特性而設，使深宵時段留在中心活動，一來加強社工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同時也可減少

深宵流連社區的時間。

總結過去一年，朗屏中心服務能按地區服務需要，作出調整，在回應特殊需要孩子及家

長服務上，有較理想成效。於高危青少年服務方面，在回應各類服務需要上，手法較為

單一，致使部份服務，未能達致預期效果。朗屏中心，面對服務環境的轉變，於去年進

行三年服務發展籌劃，未來三年，朗屏中心將以三個主題為發展重點，包括：活躍多動

孩子服務、為青年人提供生涯規劃培訓、為高危青少年安排知友學堂，以協助雙失青少

年重返校園或就業。為配合服務發展需要，朗屏中心重組服務架構，在新一年度開始，

重新啟動青年工作隊，以照顧區內有服務需要的青年及中學生。

社交小組

為了讓同學感受低下階層的生活，
同學們在炎炎夏日之下執紙皮

與肌肉萎縮症人士
舉辦聖誕派對

青少年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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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於過去一年仍然穩步發展，各前線學校社工繼續積極為元朗區及屯門

區內共10間中學提供學校社工服務。面對青少年學生的不同需要及不斷轉變的問題，

學校社工除定期裝備工作上的新技能及新知識外，更要就青少年學生的需要及問題制訂

多元化的服務方案，以吸引及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生在互動的參與歷程中總結經驗，

健康成長。學校社工服務着重以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家長工作、教育活動、發展性活

動、社區參與及義務工作等模式推行，而當中又以個案服務為核心模式。

1. 學校社工服務重點
1.1 學生服務

從服務總結中反映學生於2013-2014年度所面對的問題，主要環繞學校、家

庭、朋輩關係、情緒/心理健康及成長中的適應問題等。學校社工除提供個案服

務以協助學生解决或紓緩所面對的問題外，亦就學生不同的需要擬訂不同的主題

服務，以進一步裝備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面對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困惑。分述如

下：

A. 建立健康人生：

於2012-2013年度起，本單位以「健康人生」作為連續三年的年度服務主題。

在首年，各學校社工在所服務學校舉辦以「健康人生」為主題的服務，強調

「愛人」、「愛己」及「愛家庭」的三大核心元素。踏入第二年（2013-2014

年），各學校社工延展及深化這三大核心元素，並首先以「愛己」及「愛人」作

為各校推行服務的重點元素。在「愛己」方面，強調正面思維的重要、熱愛生命

及珍惜自己的訊息。在「愛人」方面，重視關愛別人及負責任的態度，並鼓勵以

正向生命影響生命。

在服務推展中，「『元』途有你計劃」、「伴我同行朋輩支援計劃」、「健康人

生Go	Go	Go」及「破繭行動」等都是學校社工回應「健康人生」主題的活動。

參加學生從活動中學會積極面對困難，學習從不同角度探索生命，並從中結識朋

友。學校社工透過不同介入點協助學生建立健康人生。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同學乘著自製的
竹筏跨越大海

樂TEEN大使訓練活動 -
團隊合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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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培養學生自信心、領導才能及組織能力

各學校社工於年內着重培養學生的自信心、領導才能及組織能力，並安排不同的

活動，包括：「輔導學長訓練」、「朋輩輔導計劃」、「室內游擊戰」、「野戰

訓練」、「突破自我訓練營」、「領袖生歷奇訓練營」、「將帥堂」、「乘風航

海上歷奇體驗」、「中一種子計劃」及「成長歷奇訓練日營」等，出席學生能於

當中學習領導技巧及組織策略。另香港賽馬會「共創成長路」資助部分學校推行

活動，如：「讓我閃耀成長小組」、「義工成長宿營」、「歷奇訓練營」及「生

命教育日營」等，都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領導才能。

C. 推展義工服務計劃

義工服務可讓學生發揮潛能、擴闊視野，並於實踐過程中學習解決困難，掌握策

劃、組織及表達的技巧，透過經驗總結，提升學生於組織活動的自信心及成功

感。為提升學生對參與義務工作的興趣及動機，學校社工亦會裝備學生不同的服

務技能，如：魔術、雜耍及手工藝等，並安排機會使學生於服務過程中能夠運用

有關技能，以達到「學以致用，服務社群」的目的。

各學校社工於年內為學生推行不同的義工服務，包括：伯特利中學學校社工在

2013年5月，安排參加「共創成長路」的學生到區內兩間長者服務中心，運用所

學到的魔術表現技巧，為該兩間中心長者推行了兩次魔術表演義工服務，此活動

亦提高了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並學習到如何有系統地籌劃義工活動。而趙聿

修紀念中學學校社工安排學生參與義工訓練，探訪獨居長者，並鼓勵學生關注弱

勢社群，獻出愛心，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另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學校社工

安排學生參與「鄰舍服務日」，裝備學生服務嚴重殘障人士所需的知識及技巧，

包括：如何使用輪椅等。學生對服務亦感到很滿意，能夠從中獲得成功感。

D. 推廣共融訊息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學校社工成立「我們這一嘉共融小組」，目的為促進華語

及非華語學生的文化交流及和諧共融。透過小組活動讓華語及非華語學生一起服

務區內視障長者。學生在過程中，一起參加體驗活動（如：參觀「黑暗中對話」

體驗館）、義工訓練、籌備工作及服務視障長者，並學習欣賞各學生在不同成長

及文化背景的所長。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魔術義工隊訓練

合作的力量

「信任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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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性教育活動

學校社工舉辦不同主題性教育講座/工作坊，讓學生認識自己，加强對性及愛的

看法，分辨友情與愛情，迷戀及戀愛的分別等；另學生能透過工作坊學習兩性相

處應有的態度及技巧、建立正確的戀愛觀和性價值觀、並能學會保護自己及明瞭

性行為的後果。而「教我如何保護自己」工作坊，是透過多媒體的運用，令學生

學會保護自己的身體及尊重別人。

F. 生涯規劃

學校社工推行不同生涯規劃活動，以協助學生建立個人目標，認識自我能力和職

業性向，未雨綢繆，以面對未來升學就業的需要。重點活動包括：「尋夢之旅小

組」，讓學生瞭解自己的就業方向，認識美容及美髮的行業概況、化妝及髮型設

計技巧等。另「青春夢生涯規劃工作坊」包含兩個系列，一個為南亞裔學生而

設，讓學生認識不同行業，瞭解面試要訣及學習擬訂升學就業計劃。另一個系列

是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而設，透過小組活動、短講及外出參觀，讓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有效地瞭解自己的升學及就業方向。學校社工亦與本社童衡中心合

作，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不同主題的生涯規劃工作坊／講座，學生獲益良多。

G. 預防吸食毒品問題

為提升學生對吸食毒品禍害的認識，「預防學生吸食毒品」繼續是大部分服務學

校的其中主題活動。重點活動包括：「創意劇場」—透過學生自編、自導、自

演、及幕後製作帶出「反吸毒」的訊息，從而提升學生抗拒毒品的能力及自信

心。「預防吸食毒品工作坊」—以分組互動問答、挑戰遊戲、影片等，帶出毒

品的禍害及拒絕吸食毒品的技巧。「模擬監獄」體驗及過來人分享活動—讓學

生更深入明白毒品、損友及犯罪等後果，並反思遵守規則的重要性及違規行為的

後果，提升學生對毒品、損友及犯罪等防備意識。各學校社工就學生需要，舉辦

不同主題抗毒工作坊/講座，以使學生認識毒品的禍害，從而遠離毒品。

TREATS共融日營2013－團體舞蹈  

勇敢夢生涯規劃工作坊－「機會之城」 
學生在配對合適自己的工作

青春夢生涯規劃工作坊
之寵物美容工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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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學習善用網絡

學校社工安排「善用網絡工作坊」活動，透過短講、問答及短片播放，以喚起學

生對於網上交友的關注，瞭解網絡交友的危機，藉以防止學生因網上交友受騙。

另針對學生沉迷上網，學校社工和輔導組合辦「健康上網工作坊」，讓學生瞭解

沉迷上網的影響，工作坊可作預防及治療之用。另亦安排「有機上網	–	網絡欺

凌講座」，提高學生對使用互聯網的警覺。

I. 協助學生面對學習上的挑戰

學校社工在中學文憑試放榜前為中六學生及其家長安排「放榜預備講座」，以協

助學生及其家長面對放榜，並教導中六學生紓緩壓力的方法。另舉辦「學習目標

工作坊」及「壓力處理工作坊」，目的是加強學生處理學習上困難的能力。學校

社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舉辦「讀寫障礙分享會」，讓參加學生透過體驗活

動－金氏遊戲，運用多種感官提升自己的記憶力。另學校社工與老師安排活

動，讓新中一學生對學校環境、老師及同學有初步的認識，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

屬感，建立健康校園生活。

1.2  家長服務
為了協助家長認識青少年子女的成長需要及時下的青少年問題，以能進一步裝備

家長管教子女及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學校社工亦照顧家長的服務需要，為學生家

長安排不同的服務，包括：「家有升中兒」講座、「網絡沉溺」講座、「協助子

女健康上網」講座、「親子溝通工作坊」及「升中生活適應」講座等。另「家長

學堂」是趙聿修紀念中學學校社工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的活動，定期為家長舉辦不

同主題的講座/工作坊，以協助家長提升親子關係的技巧及進一步認識子女的成

長需要。

伴我同行朋輩支援計劃卓越學長計劃－ 
義工服務2014

「躍動可道心」－老友記裹粽及派粽交流
活動 — 學生向長者學習裹粽

輔導學長齊心合力完成指定任務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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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危機處理
學校社工亦協助所服務的學校，處理不同的緊急個案，包括：終止懷孕、未婚媽

媽、學生離世、老師意外離世、家庭暴力、虐兒及精神病等。年內因服務的其中

一所學校出現了三次的危機事件，督導主任及學校社工全力協助學校處理事故，

最後能協助學校及學生過度困難的時刻。在每次危機事件後，校方及學校社工也

會作出檢討及跟進。而校方對本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就危機事件的快速回應及

支援，化危為機，表示欣賞及感謝。

2. 社區資源運用
伯特利中學及元朗公立中學的學校社工於年內繼續運用香港賽馬會「共創成長路」的

撥款，為兩校學生舉行一連串活動。為了更有效協助學生正面成長，各學校社工聯絡

區內外不同服務機構，並引進適合的服務，以能進一步豐富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及回應

學生的不同服務需要。

3. 專業刊物出版
一如往年，學校社工整合在各校的服務經驗，出版了兩期「互動校園」專業期刊，包

括：「健康人生」特刊，集結各校推行「健康人生」的活動經驗，與區內人士分享。

「一切從新高中開始」，內容是透過訪問學生、教師及家長，探討並分析新高中學制

在學習壓力、精神健康和生涯規劃三方面為他們帶來的影響。對青少年工作者及老

師，均具參考價值。

4. 未來工作重點
總結各校2014-2015年度的主要工作重點，包括：預防學生吸毒問題，提升學生的抗

逆力、推動學生健康上網、加强學生的領袖才能、鼓勵學生熱心參與義務工作、關注

中一學生適應及協助有需要的學生處理升學就業問題等。家長服務方面，會繼續以講

座/工作坊形式，提升家長於親子溝通及管教子女技巧。展望新一年，學校社工服務

團隊定會繼續努力，為各校安排合適及多元化的服務，使學生及家長受惠。

探訪長者

到台灣交流期間為新北市私立好
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的長者提
供義工服務

義工服務－長者教授義工同學賀年紙花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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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綜合教育中心自1995年6月成立，至今已成功累積了19年辦學經驗。中

心一直本著為社會不同人士提供教育機會，並積極拓展各類型學術及興趣課程。

2013-2014年期間，中心開辦的課程多達643項，學員人數接近6,302人。由1995成立至

今，已接近有124,178人次參加過本中心的課程。自2000年起，中心推行會員制，進一

步加強與學員的關係，迄今已有接近11,740名會員。

兒童及青少年課程
中心一向以兒童及青少年課程最受歡迎，課程類別主要是英語、普通話、藝術、音樂、

電腦、數學、創意及科學等。另外，中心所舉辦之「劍橋中小學英語課程」亦創下佳

績。2013年中心共有90名同學參加「劍橋小學」英語公開考試，其中有36位同學考獲

滿分（14個盾牌或以上）。同時，中心亦成功於本年獲得兩項榮譽	–	Cambridge	ESOL	

Exam	Preparation	Centre	及	Addvantage	Partnership	Programme	銀獎，以顯示中心有關

課程之質素保證。

綜合教育服務

看圖說故事，小朋友耐心地聽，看看故事如何發展

面對外籍老師，小朋友毫不怯場

朗讀古文，
幼兒也學得會

跟老師一起
動動手腳

與普通話老師一起
唱兒歌

齊齊用心學做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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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課程
與此同時，中心亦提供了多方面培訓課程給各行各業之在

職人士，其中包括英語、普通話、電腦、美容、花藝、手

語、珠心算導師、奧數導師課程及其他興趣課程。

政府資助課程
中心除了推廣自行開辦之課程外，亦積極協助政府提供各類型資助課程，包括成人教

育、僱員再培訓及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1) 勞工及福利局資助之成人教育課程
在勞工及福利局資助下，中心提供了一系列廣泛而實用之成人教育課程，包括：

「長者電腦」、「長者進階電腦」、「長者保健飲食」及「新來港人士基礎電腦」等。

(2) 支援待業人士：僱員再培訓課程
為協助失業人士，中心在僱員再培訓局的資助下，本中心課程種類亦由10年前之數

類課程提升至數十類，而當中以電腦、護理、陪月及花藝課程最受學員歡迎。本中

心於2013-2014年成功推廣「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單元證書」課程資

格。	

未來展望
現在，中心已成功為不同需要人士，提供多種類學術及興趣課程。在2014/2015年，本

中心將集中推廣幼兒課程，並擴大現時之課程種類，增加職業技能課程種類。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證書課程

倉頡輸入法班，看誰打字打得快

猜猜我是誰，我們都是小國寶

熊貓面具齊來做！

導師悉心教導學員如何裝配各樣LEGO零件LEGO零件看似很複雜，卻難不到
充滿創意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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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吳仰明校長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與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一直

是緊密的合作伙伴，曾在過去兩年持續協辦「共創成長路」賽馬會社

區青少年培訓計劃，「生活鍛鍊基地」和「四社幹事訓練」。期間，

「生活鍛鍊基地」得以擴展至全級中一生，而社務幹事的交替和栽培

亦漸上軌道，中心積極而專業的支援確實是一大助力，在此本人深表

謝意。

今年，我們的伙伴關係更進一步，正合力營辦「兒童發展基金校本模

式試行計劃」，為全港首批成功申辦的組合之一。這次不再只是專業

教學和社工團隊的協作，更引入一班具誠意和服務經驗的資深義工，

共同以「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的原則，引導受助的基層學生為未來

人生作規劃。雖然目前只是開展階段，但我們理念一致，溝通無間，

已為計劃奠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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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 Noman
大家好，我是Noman，我是一名巴基斯坦青少年。如

果你問我點解會來童軍知友社，我會答你在童軍知友

社有很多優點吸引我們。中心提供了一個安全及良好

的環境，而且還有很多設施供我們借用，中心成為了

我們南亞裔青少年的聚腳點。中心的職員態度友善，

我們遇到什麼問題，他們都願意協助我們。我經常都

參加中心舉辦的活動，如海洋公園及迪士尼、歷奇訓

練營等活動，這些活動都給予我很多的精彩體驗，我

期望中心於未來能繼續為我們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戶

外活動。

Music & Care會員－
Jeffrey	@The	Punks

我 從 前 是 一 位 「 人 叫 我 做

什麼便做什麼，不會質疑是

對或錯」的人。自從愛上了

Band	Sound之後，深受樂隊The	

Clash、Sex	Pistol	及Green	day的

影響，學會了懂得質問現狀，嘗試

去找更適合自己的方式去面對人生。

自從參加了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業青少年

服務中心舉辦的「Music	&	Care關懷無家者行

動」之後，我發現了更多寶貴的東西，例如我認識

了露宿者的困苦狀況、明白了更多引致社會不公義的原因、露宿者為何會這樣生活等問

題。我有機會直接去探訪及關心露宿者的需要。同時，我更可以用夾BAND/音樂的力量

去表達對露宿者的關懷；學習作曲作詞，用自己的音樂喚起更多人關懷露宿者的需要！			

整個計劃改變了我的價值觀及音樂態度，讓自己更明白當年The	Clash的影響力。我十分

希望可以創作更多歌曲，喚起更多人關懷露宿者、關懷身邊的弱勢社群！！

Je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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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學生－
張紫慧

周雯影社工
周：	你對童軍知友社在學校的服務有什麼意見？

張：	我今年參加了很多由學校社工周姑娘舉辦的活動，當中包括參加了「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以及數次的義工服務。在活動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如何帶領初中同學適應校園生活。而在

義工服務當中，我能有機會接觸到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士，除了學會如何籌辦活動的技巧

外，亦讓我有機會回饋社會。今後如有機會，我都會繼續參加這些有意義的活動。

中心會員區倩茵（左）與

林寶玉社工（右）合照

專訪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中心會員
區倩茵 林寶玉社工

林：	你何時開始參加中心活動？

區：	我大約於一年前開始參加中心活動。

林：	你參加了甚麼活動？對那些活動印象較

深？

區：	我參加了數期的Amazing小組，每期小

組有不同內容，活動包括老人義工服務，為

家人製作甜品，小組組員互相做對方的Secret	

Angel。我最近加入愛與夢Amazing計劃，將有很

多活動，包括功課輔導班、攀石活動、義工小組、升中適應小組，還有很多戶外活

動，包括歷奇宿營、元朗大搜尋、展館遊踪等。

林：	你最喜歡那些活動？

區：	我最喜歡刺激的活動，例如歷奇宿營、攀石活動，希望可以爬得很高。

林：	你參加中心活動後，有那方面的進步？

區：	我學會了不要「hea」，態度要認真，堅持及有目標。我在參加老人義工服務時，表

演唱粵曲，學到表達自己。在製作甜品後，我急不及待拿給爸爸品嘗，可以向家人

表達心意。在Secret	Angel活動，我學懂關心朋友。

林：	你對中心社工的印象怎樣？

區：	你們都很nice，除了林姑娘外，我亦認識很多其他社工。

社工感想：
從倩茵的受訪內容，我感到她清楚各活動主題，亦能從各項活動中有所得著。在初認識

倩茵時，她有太多空閒時間，最感欣慰是她表示學會了不要「hea」，期望她在日後的活

動能繼續堅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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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街舞訓練－
「Forward	Only」街舞隊成員 李瑞康社工

細進︰	我於深宵街頭認識童軍知友社社工，社工除了安排導師教授跳舞

之外，亦為我們安排了不同的比賽及表演機會。還記得去年7月

第一次參加街舞比賽的我，真是「驚到腳震、勁緊張」，雖然沒

有獲得任何獎項，但經歷過這一次比賽之後，我自覺膽量和自信

心也提升了，能勇敢地在其他人面對表現自己。

黎明︰	我是在網吧認識中心社工，感謝他們給予我一個機會學習街舞。

從街舞訓練中，我感受到當自己有明確目標，朝著它而努力，過

程中不斷進步，這種感覺十分良好且深刻。

異口同聲︰	社工並不單是讓我們學習街舞，過去一年多相處中，他們亦

與我們一起面對自己生活中其他挑戰，例如協調與家庭的關

係、發現自己的優缺點等。

左：鄧家進 (細進) 

中：社工李瑞康

右：張子黎明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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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學生－
麥海曈、勞俊煒、張懿慧、吳家熒 植燕怡社工

是次專訪筆者邀請了4位同學作訪問，包括中二級的麥海曈、吳家熒、中三級的勞俊煒、

中六級的張懿慧。他們也曾參加學校社工所舉辦的活動及接受個案服務，表示很喜歡與

社工相處和接受社工安排的服務。同時他們也是社工室的「常客」，閒時也很喜歡主動

來社工室一聚。他們在這次專訪分享了對學校社工及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看法，訪問反

映了學生與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之間的合作關係與期望。這次專訪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

行，筆者也很感謝4位同學真誠的分享。

學校社工給你們的印象是…
在未接觸社工之前，4位同學也認為需要約見社工的同學一定有問題、一定是壞學生，

或者有情緒問題需要輔導。因此在他們印象中，最好也不要接觸社工或被社工接觸。但

在他們接觸社工後，不約而同地發現社工並非如他們之前所想。他們發現社工不只服務

「有問題學生」，原來社工也很樂意聆聽每一位學生於生活中、家庭中、朋輩之間、學

習上，甚至是感情路上各種的情緒和想法。這新的印象完全消除他們對社工的抗拒和防

範，令他們更樂意接觸社工。

學校社工對你們的幫助是…
張同學提及社工提供的活動啟發了她，她表示很感謝社工在她中一時鼓勵她參加「驕陽

計劃」，讓她學習相信自己，還有找回她樂觀和開朗的一面。

而勞同學、吳同學、麥同學也認為社工提供的輔導、面談，甚至是在需要時候的陪伴最

能幫助他們。勞同學、麥同學表示社工的耐心聆聽能讓他們放心分享自己的心事，這種

暢所欲言能使他們驅走心中的不快。吳同學表示在她煩惱時社工聆聽她的感受、與她分

析問題和陪伴她走過困難日子，能真正幫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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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中最重要的元素是…
4位同學一致認為保密是最重要的元素，他們表示保密讓他們不會擔心秘密和心事有其他

人知道。基於這種信任，使他們更願意在社工面前開放心靈，真誠的面對自己。張同學

表示社工抱持樂觀的態度也很重要，才能感染更多身邊人。

你們對學校社工的期望是…
他們期望學校社工對他們的談話保密，使學生繼續放心表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張同學

和麥同學也期望學校社工繼續關心學生的狀況和聆聽他們的感受。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學生家長－
唐美華女士 謝彩虹社工

我接觸學校社工，是因為女兒在學校出現適應的問題。我覺得學校社工就女兒的問題，

經常與我保持聯絡及溝通。學校社工在輔導女兒過程中，為女兒適應學校生活作好準

備，例如：學校社工會進行家訪及陪同家長見醫生。我、學校社工及學校幾方面合作協

助女兒，例如：我在家中與女兒多溝通及了解她的心情。學校社工為女兒提供輔導，瞭

解女兒內心的掙扎及困難，並聯同學校老師為女兒提供參與不同活動的機會，擴闊女兒

的視野。使她由抗拒上學逐步轉變及改善，最後能投入學校生活。令我深深感到透過學

校社工作為橋樑，能有效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學生家長 
唐美華女士(右)與謝彩虹社工(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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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鄭振發校長 曾玉英社工

鄭振發校長在訪問中表示，雖然與本社社工

合作只有兩年，但彼此合作愉快、關係和

諧，並給予本社服務高的評價。

他認為社工在處理學生問題上，除可修正

學生問題外，亦可預防學生問題的出現。

社工能以一種前瞻的態度去偵察學生的問

題，以防範於未燃。總結而言，社工能協助

學生朝向美好的方向健康成長及發展，故十

分滿意本社的服務。

鄭校長十分重視學生的成長，對輔導工作充滿熱誠，且熟悉輔導技巧及認同輔導工作的

重要性，故十分願意投入不同的資源以配合社工服務的需要及發展，從而讓學生的身、

心、靈獲得更大的裨益，而社工有幸與這位愛護學生的校長合作，可謂與有榮焉。

趙聿修紀念中學輔導主任－
黃彩雲老師 吳麗華社工

輔導主任黃彩雲老師表示與童軍知友社合作多年，感受到學校社工的專業及熱誠，並感

謝學校社工竭力籌辦各項活動。在過去一年，學校曾啟動危機處理機制，黃老師對此印

象深刻，認為學校社工在處理危機事件上具有效率，同時給予不少支持及鼓勵，有助共

同面對危機事件。經過此事後，黃老師認為彼此的關係更緊密，信任度提升不少，在合

作上也有更多的交流，對輔導服務有莫大裨益。 輔導主任黃彩雲老師(前排右二)參與
中一種子計劃訓練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鄭振發校長 
與曾玉英社工合照

專訪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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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小學英語課程－
主任導師	Miss	Lo

綜合教育中心一直重視對青少年語言方面的

培訓，當中尤以劍橋中小學英語課程最受

歡迎。此課程每年之收生人數約600人，於

2000年開辦至今已有13年歷史。究竟此課程

最初之開班目標是什麼?	目標又是否已經達

到？我們就此訪問了此課程之主任導師Miss	

Lo。Miss	Lo曾於多間不同之教育機構設計英文課程，有相當豐富之英語教學經驗。

莫：	劍橋中小學英語課程不經不覺至今已有13年歷史，請問此課程最初之開班目標是什

麼？

Lo：	當時我們有兩個明確的目標：第一是根據劍橋英語課程大綱，讓學生從小能在英語

聽、講、讀、寫四方面打穩基礎，並進一步提升其英語能力。第二是幫助學生在國

際認可的劍橋英語考試中取得最佳成績。

莫：	那這些年來目標是否已經達到？

Lo：	很高興及自豪地說，我們達到了預期目標，甚至超越目標。有些學生，一學就是十

年，每一級都考取了優異的成績，現在他們都升讀本地或海外的大學了。大部分學

生不但在劍橋英語考試中取得佳績，他們在校內成績方面，也能名列前茅，而其中

英文好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們最欣喜看到的是，學生由一開始羞於啟齒，到後來滔

滔不絕地說英文故事，表達意見及與人詳細討論。有些學生年紀小小就學會寫Fun	

story,	letter,	article,	essay,	proposal 等。

莫：	能有此佳績，實在是要多謝各導師悉心的教導。那麼對此課程的未來有什麼展望

呢？

Lo：	英語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通用語言，所以展望未來，真是滿肚密圈。唯一目的是

令各級學生(K2	至F5)學得更輕鬆、更充實，成績考得更好，令當中所有參與者(家

長、老師、學生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由2014年7月開始，學生可以讀一個課程，

考取兩張國際認可證書(劍橋英語及聖三一口語各級考試)，因手上多一張證書，就

多一個發展機會。此外，我們也想增加對外交流的機會，如參加各項英語比賽、到

海外交流等等，以增強他們英語表達的自信心及令他們增廣見聞。

莫：	最後有沒有什麼說話想跟學生說?

Lo：	我會借用一位國際著名心理學家Mr.	Frank	Smith的一句說話‘One	language	sets	you	

in	a	corridor	for	life.	Two	languages	open	every	door	along	the	way.’現在的學生是

未來社會的棟樑，掌握好英語是必須的，希望他們的英語水平一天比一天提升！

專訪
（綜合教育中心）

莫綺婷助理中心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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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綜合教育中心）

課程導師－ 何仲基先生
中心每年都會舉辦多個僱員再培訓課程，吸引不少在職或求職學員自我

增值，裝備自己，以加強競爭力或重投勞動巿場。

課程導師何仲基先生成為僱員再培訓計劃的導師已不知不覺間踏入第十五個年頭了。我在香港

童軍總會－綜合教育中心任教亦已快接近五年，在這裏主要負責任教各種有關資訊科技及個

人素養等科目，何先生表示他所遇到的學生來自不同種類的課程，包括陪月、美甲、花藝、保

安等各式各樣的同學，很幸運地，這些年來，他所遇到過的學生，無論是僱員再培訓或是中心

電腦課程的學員，無論是年長還是年輕的學生，而大部份都是非常好學及專心學習的一群，而

且更是他在不同的教學機構中遇過最勤力及最懂得關

心別人的學生，可見中心除了提供了一個非常理想的

學習環境外，更重要的是這裏瀰漫着一股可遇不可求

的氣味－人情味。何先生記得其中有一個學生，他雖

然是精神病康復者，但他沒有將自己的世界關閉，反

而積極重投社會，學習電腦增值自己，附近的同學不

單沒有害怕或疏遠他，反而主動提供協助，雖然這位

學生的學習進度比其他同學慢，但同學們都沒有因此

而感到不悅，反而於課餘時與他分享生活點滴，使大

家都能愉快地學習，這使何先生感到十分鼓舞，對教

學的興趣更是有增無減。

僱員再培訓課程學員心聲－「保健員文憑課程」－亞燕
20出頭的亞燕兩年前隨家人由福建來港定居，由於父母年紀老邁，故要尋找工作以維持家裡的

開支。

擁有國內“護士牌”的亞燕剛來香港定居，她透過不同渠道的找尋醫護的工作，但由於國內的

護士證書未獲承認可於香港從事註冊護士或登記護士的職位，加上廣東話不太好，找工作往往

碰釘。在親戚的介紹下，報讀了本中心的保健員文憑課程。

課程旨在讓學員掌握在院舍照顧長者的護理技巧，如失禁護理、餵食技巧，藥物派發等。課程

亦包括院舍參觀，所有安排均能鞏固學員對院舍運作及照顧長者的技巧，以便學員投身安老院

舍的職位。

因導師授課語言為廣東話，筆記又是繁體字，尤其是藥物派發項目的藥物名稱均為英語專用

詞，亞燕在初期無法適應；因此她比其他人更加倍努力，回到家後又熟讀筆記，背熟各種英語

生字、自行練習各種照顧長者的技巧。加上班中同學互相鼓勵，終於也能順利完成課程，獲得

合格證書，令亞燕學得一技之長；亦增加找工作的信心。

完成課程後，亞燕經中心介紹下現於安老院舍任職保健員，亦因她擁有一顆「天使的心」，視

各位院友如至親，照顧得宜，甚得各長者院友的歡心，主管亦對她讚賞不已。亞燕並將於6月繼

續進修護士課程，以投身醫院的工作，亞燕最後鼓勵新來港人士，「學海無涯」，不斷進修才

能提升自己。

何Sir細心地為學員講解各種平板電腦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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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青少年服務）

其他
147 

總數: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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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輔導統計 

中心 個案數量 面見總次數 個人咨詢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198 2,007 88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678 7,055 686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1,048 14,310 5,874 

總數 1,924 23,372 6,648 

青年發展活動

性質 活動數目 活動節數 出席人數

領袖訓練 126 467 6,093 

義工服務 180 795 6,150 

社區參與 39 101 2,882 

學習／交換計劃 5 20 680 

總數 350 1,383 15,805 

活動項目數量及出席人次

中心 活動項目數量 節數 人數 人次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559 3,782 29,317 58,400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1,312 4,798 54,830 75,734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255 966 26,621 34,305 

總數 2,126 9,546 110,768 168,439 

服務統計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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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643 

總數: 6,302 

服務統計
（綜合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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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團活動及發展
本社轄下旅團共8個（見附表）。這8個旅團的運作有些歷史悠久，根基雄厚，有些成立

不久，有待發展，但是各個旅團都以服務青少年為己任，提供多姿多采的活動，以吸納

更多的成員。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童軍成員人數共543人（小童軍支部88人，幼童

軍支部230人，童軍支部154人，深資童軍42人，樂行童軍29人），童軍領袖人數共83

人，總人數達626人。各旅團的旅長及旅務委員會主席如下：

旅團 旅長 旅務委員會主席

港島第241旅 蕭百明先生 　　－

東九龍第138旅 黃頴飛小姐 梅志強先生

荃灣第42旅 郭靈琳先生 余錦榮先生

新界第1184旅 － 　　－

新界第1185旅 李彩鳳女士 　　－

大埔北第6旅 葉美蓮女士 繆旭輝先生（至30.11.2013）

沙田南第45旅	 董曼琪女士 陳永祥先生

十八鄉第22旅 秦愛麗女士 戴耀華太平紳士

在2013年11月舉行的香港童軍大會操，各旅團亦派員協助大會派發紀念章的工作，負責

在參加者離場時的派章安排，獲得各方的好評，亦充分體現本社旅團在分工和協調上的

能力。

旅團活動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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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部人數分佈

樂行童軍
29 (5.3%)

小童軍
88 (16.2%)

幼童軍
230 (42.4%)

童軍
154 (28.4%)

深資童軍
42 (7.7%)

各旅團人數分佈

東九龍第138旅
 187 (29.9%)

荃灣第42旅
67 (10.7%)

沙田南第45旅
45 (7.2%)

十八鄉第22旅
149 (23.8%)

大埔北第6旅
78 (12.4%)

港島第241旅
28 (4.5%)

新界第1184旅
29 (4.6%)

新界第1185旅
4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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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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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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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53



54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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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Unit

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No.

傳真
Fax No.

總社辦事處
Head Office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

Mon	-	Fri	:	9:00am	-	6:00pm

Sat	:	9:00am	-	5:00pm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8樓814室

Room	814,	8/F,		
Hong	Kong	Scout	Centre,		
Scout	Path,	Austin	Road,	Kowloon

電郵：foseo@scout.org.hk

網址：http://www.sahkfos.org

2957	6355 2302	1661

香港童軍總會－ 
綜合教育中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Education Centre

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星期六及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Mon	-	Fri	:	10:00am	-	8:00pm

Sat	&	Sun	:	10:00am	-	3:00pm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8樓818室

Room	818,	8/F,		
Hong	Kong	Scout	Centre,		
Scout	Path,	Austin	Road,	Kowloon

電郵：ec@scout.org.hk

網址：http://www.scout.edu.hk

2957	6499/	
2957	6495

2302	1410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
服務中心
Jockey Club Kai Yip 
Service Centre for  
Children  &  Youth

星期二、三及六：上午9時30分至	
　　　　　　　　晚上9時15分

星期四及五：下午1時30分至	
　　　　　　晚上9時15分

Tue,	Wed	&	Sat	:	9:30am	-	9:15pm

Thur	&	Fri	:	1:30am	-	9:15pm

九龍啟業邨啟祥樓1至4及	
10至27號地下

Units	1-4	&	10-27,	G/F,		
Kai	Cheung	House,	Kai	Yip	Estate,	
Kowloon

電郵：kyadmin@sahkfos.org

網址：http://www.kyit.sahkfos.org

2754	9561 2756	4413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
服務中心
Jockey Club Long 
Ping Service Centre 
for Children & 
Youth

星期二、三及六：上午9時30分至	
　　　　　　　　晚上9時15分

星期四及五：下午1時30分至	
　　　　　　晚上9時15分

Tue,	Wed	&	Sat	:	9:30am	-	9:15pm

Thur	&	Fri	:	1:30am	-	9:15pm

新界元朗朗屏邨賀屏樓	
216至225室

Units	216-225,	Hor	Ping	House,	
Long	Ping	Estate,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郵：admin@foslpit.org

網址：http://www.foslpit.org

2475	5441 3005	4922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星期一至四：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Mon	-	Thur	:	9:00am	-	6:00pm

Fri	:	9:00am	-	5:00pm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盈水樓平台	
201-203室

Units	201-203,	Podium,		
Ying	Shui	House,	Shui	Pin	Wai	Estate,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電郵：sswadmin@sahkfos.org

網址：http://fosssw.sahkfos.org

2443	3640 2443	2522

總社及服務單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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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之學校

學校名稱 地區

南屯門官立中學
South	Tuen	Mu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屯門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PAOC	Ka	Chi	Secondary	School

元朗公立中學
Yuen	Long	Public	Secondary	School

元朗

趙聿修紀念中學
Chiu	Lut	Sau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Kei	Long	College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S.	K.	H.	Bishop	Baker	Secondary	School

伯特利中學
Bethel	High	School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Ho	Dao	College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Pok	Oi	Hospital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Yao	Dao	Secondary	School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中學部）
ELCHK	Lutheran	Academy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MFBM	Nei	Ming	Chan	Lui	Chung	Tak	Memorial	College

天水圍

聖若瑟英文中學
St.	Joseph’s	Anglo-Chinese	School

九龍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小學部）
ELCHK	Lutheran	Academy

元朗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天水圍



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Creating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for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themselves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