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宣言：「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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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社訊的內容由本期開始作出革新，除原有單位服務介紹外，特別增加「專題服務計劃」及
「總編會客室人物專訪」，以使社訊的內容更多姿采。
香港童軍總會的『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OLE）」課程導航計劃』是根據教育局於2009年
實施之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計劃其中三個組成部分的建議而特別設計。本社啟業中心
及朗屏中心亦配合總會的發展，安排中心的前線社工與總會的專業童軍領袖共同推行該計劃，並
為是次跨部門的合作新體驗帶來很滿意的成果。兩間中心亦分別於社訊撰文介紹該計劃的內容、
童軍方法和社會工作手法的結合及如何使青少年於參與過程中獲得新的學習和成長經驗。
該計劃完結後，本會現正向全港九的中學推介並將計劃名稱定為「攀越領峰」計劃。歡迎對
上述計劃有興趣的中學聯絡本社總辦事處，查詢詳情。
社訊編委會很榮幸能夠邀請本社執行委員會委員張學廣先生為「總編會客室人物專訪」的首
位嘉賓。張先生在接受總編輯的訪問中，分享他對工作態度、成功的定義、解決困難和人生的看
法，並向青年人給予寶貴的忠告。雖然這篇專訪只是兩頁的篇幅，但是當中蘊含著張先生淵博的
學識、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深層的智慧。更可作為青年人踏足社會，以至個人發展的重要參照，值
得讀者細味當中的精髓。
本期社訊亦安排較多篇幅報道中央活動及各單位服務近況，圖文並茂，使讀者對本社各項服
務有更多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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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詠雯社工

簡

介

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課程導航計劃是香港童軍總會根據教育局於2009年起實施之新高中課
程「其他學習經歷」計劃其中三個組成部分而設計的。該計劃採用活動為本的學習模式，以靈活、生
動及多元化的非常規教育方法，增進學生認識自我的能力、激發他們自我學習和啟發，促進他們自我
反省和建立自信，為進入人生下一個里程碑做好準備。本社為總會屬下為非童軍青少年成員提供服務
的機構，本社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前綫社工幸獲難得機會與總會的一眾專業童軍領袖共同推行該計
劃，可說是一個新挑戰，更是一個跨部門的合作新體驗。

計劃目標
導航課程是根據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首三個部分的要求而編定，計劃的目標是：
1. 拓寬學生的視野，提高他們對公民意識和個人品德的認知；
2. 增強學生認識社會，對不同階層人士的同理心社會關注和尊重；
3. 幫助學生認識工作世界的有關範疇，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和做事態度；
4. 運用群體活動，促進學生全人及均衡發展五育。

計劃特色
1. 以活動為本的學習（Activities-Based Learning）模式
以活動為本，要求學生身心並用去學習，動手動腳(身手共用)刺激腦筋活動，增強學習能力
和記憶。活動為本的學習模式是要學習者同時從身、聲、視、智四方面去學習。

2. 非常規教育
非常規教育是正規教育以外一種有組織的教育活動。目的是透過有意義的團體生活和團體工
作，為學習者提供具教育目的、有意義和富趣味性的學習活動，去達到明確的學習目標。非常規
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提昇學習者的視野、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技巧、思考能力、團隊意識、辦事能
力和領導才能。

主

成

題
團隊精神

社區參與

領導才能

義務精神

領導技巧

誠信何價

公民權責

服務行業

社區認識

銷售行業

弱勢社群需要

意向測驗

效

總會已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對該計劃作全面成效評估，以確定該計劃的績效。從各個課節的觀察所
得，學生表現認真而投入，教師及學生的回應皆非常正面，他們認為該計劃內容豐富，學生的視野得
以拓寬，有助他們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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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
「其他學習經歷」(OLE) 導航計劃

學生心聲
福建中學 施同學
不知不覺參加了這個OLE導航計劃已經大半年了，起初都真的不是太清楚是做什麼的，不過經歷
了十多個課節、戶外活動以及露營，讓我學習了許多。在第一節被同學推舉做了隊長，其實我並不擅
長於人前說話，也很少會做領導角式，但這個計劃讓我有機會嘗試作領導者，令我自信心提高了不
少！隊內原本有很多我不太認識的同學，但經歷了多次小組集會，尤其露營之後，彼此的關係進了一
大步！

福建中學 陳同學
記得第一節上OLE的課節，才知道要打散全級同學分五組，心想：「沒有朋友一起上課一定悶
透了！」。之後想千方百計不上這OLE課，但當然不成功，唯有上吧！上了幾堂之後，發現原來幾有
趣，而且開始和周圍的同學熟絡了！這個計劃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露營，我是第一次去露營的，而且
還有全級百多個同學齊齊露營，真的幾壯觀，再者，當天的多個活動也很富挑戰性，也讓我學會了不
少求生技能，的確讓我經歷了許多！

同工感想
透過該計劃，我們有機會與總會一眾專業領袖作跨部門合作，由始至終，我們一起群策群力地
完成不同課節、戶外活動以及露營，彼此建立起友誼，還擦出了不少火花，最深刻的是我們感受到香
港童軍的「團隊精神」！除此之外，我們亦和各專業領袖交換了對青少年工作的心得，增加了我們運
用童軍手法於青少年發展的實戰經驗，相信有關經驗對我們日常的工作有所裨益！隨著新高中學制推
行得如火如荼，我們祝願「攀越領峰計劃」發展順利，為新高中學制下的學生，帶來不一樣的學習經
歷！

花

絮

挑戰自我 游繩下降
◇

◇ 為長者進行身體檢查

◇ 架設營幕

領導才能訓練
◇

◇ 原野烹飪

◇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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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芝社工

個人挑戰~空中走廊

個人挑戰~游繩下降

生火訓練

急救訓練

導航計劃的誕生：
近年，教育界
對新高中「其他學習
經歷」的討論此起彼
落。過去一年，香港
童軍總會在回應這
個契機，推行了「其
他學習經歷－導航計
遠足訓練
劃」，為香港青年人
成長教育，貢獻一分力。總會擁有先天的優勢經
驗，軟硬兼備。軟件方面，童軍運動擁有紥實的
理論基礎、明確的價值觀、進度性的推行方法；
硬件方面則有不同的營地配合、野外訓練的設施
等，各方面都不假外求。該契機讓非制服成員亦
有機會去體驗運用童軍方法（Scout Method）的
訓練，從而成為一個良好公民。因此，整個計劃
刻意加入童軍運動常用的非常規教育方法，包括
童軍儀式小隊制度、從做中學習，自律誠信，大
自然環境和戶外場地，多元化、具挑戰性和進度
性的活動。

童軍方法結合社會工作手法
在這具童軍特式的計劃中，本社有幸參與
其中。筆者身為童軍領袖，同時又是一位註冊社
工，這次以社工身分參與這個「童軍活動」，實
是一個嶄新的嘗試。
童軍，給人第一個印像，總是穿著整齊制
服、著重紀律、按部就班的團隊；社工，給人的
印象是凡事以服務對象出發，沒有既定的方法或
進度帶領活動。表面看來，兩者實有點扯不上關
係，甚至有點兒互相矛盾。在推行計劃時，如何
在計劃中定位，對作為社工的筆者是一大挑戰。
由於童軍方法是這項活動的一大特式，所
以在每次的活動中加入大量的童軍元素，如每次
的課堂會定性為團集會；每次團集會有特定的儀
式：集隊、升旗、降旗、解散；團集會以小隊制
執行各項任務，各小隊設有隊長及隊副；每次集
會均會選出最佳小隊，各項安排及細節與一般的
童軍集會沒有太大分別。

該計劃在中
學推行，參與的
對象是全級中四
學生，人數約為
180人，由於大
部分學生都沒有
童軍背景。要硬
推童軍方法，真
的很難想像。加
向區議員報告社區情況
上筆者對這班年
青人的認識不多，感到十分猶豫，面對這群年青
人，應著重紀律；還是應按他們的情況，「彈性
刪減儀式」呢？看來兩者是互相矛盾的，應如何
平衡當中的利弊是推行時必須弄清楚的。
於推行活動時，筆者不斷反思童軍方法及
社會工作手法的推行重點，中間會否有相通的地
方呢？童軍方法由七種元素組成：小隊制度、具
有象徵意義的訓練架構、從做中學習、童軍誓詞
與規律、進度性訓練、成年人的支援及大自然，
最終的目的是讓青年人成為一個有承擔的良好公
民。而社會工作的訓練主要是建立對人的價值
觀，如接納、尊重、自決、保密等；小組及個案
手法亦是常用的方法，這兩種手法，都是讓青
年人體驗、給青年人機會作不同的嘗試、建立自
我、實現自我；社會工作與社會所發生的事有著
緊密接觸，讓青年人的緊貼社會地成長；這正是
本社的使命宣言：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
建立自我、貢献社群。
在比較兩者的異同時，發現彼此都重視群體
的發展，就像童軍方法中的團隊及社工手法的小
組活動；彼此都重視親身經歷多於理論表達；彼
此都重視在成年人的指導下成長；彼此的目標都
是希望年青人成為有貢獻的公民。兩者都有不少
地方不謀而合，發現兩者非但不是互相扯不上關
係、互相矛盾，而是能夠相輔相成，若推行時能
作出適當的調適，計劃將發揮得更完善。

青年人的改變
在過去一年推行計劃的經驗，與這班年青人
經歷了六個專項訓練課：自立能力、野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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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導航計劃─ 一同成長

集隊
預備晚餐~原野烹飪

個人成長、領導才能、社區參與及職前準備，協
助青年人認識自己，提升自覺能力、與人相處的
技巧和做事的能力；從而培育學生的人格和品
德，激發他們的主動學習態度，獨立思考和判斷
能力。
計劃推行初期，要求一班非童軍成員，完
成已安排好的「集會」程序，實在不容易。第
一次在班中簡介集會程序、掛起小隊旗、第一
次「class fall in」至「class dismiss」，第一次升
旗、降旗。正如我們想像這班年青人的回應是
「無聊、愛理不理」、「浪費時間」、「點解要
我升旗，『咁樣衰』」，第一次、第二次集會過
去，帶領的過程並不好受。
回想帶領童軍旅團的情況，團員絕對不會公
言反對，因大家都知道要做童軍，就要遵守童軍
禮儀、童軍規則。加上童軍們當穿上制服，他們
會有共同的使命，「我要合作、守規、我要做好
自己」。同樣，穿起整齊制服的領袖，自然會有
一種威嚴，得到團員的尊重。童軍在不同的支部
有不同的童軍儀式，我們不難看到，童軍們在參
與這些儀式時的認真及投入，儀式象徵著他們是
同一團隊，令他們團結和服從。
這次，沒有制服，參加的年青人沒有共同
使命，年青人看來對這樣的安排感到反感，不太
願意跟從，就算是合作的，都只是本著這是學校
活動，「我必須合作」的心態。那時，筆者心裏
想著：是否要放棄這些儀式情況會比較好呢？這
時，過往的社工訓練，讓我反思，應從年青人們
的需要開始，再訂立帶領他們的要求。年青人需
要時間接受與他們生活常規不同的新事物，他們
需要別人的認同及接納；我們堅信「人是會改變
的」；同時，帶領童軍的經驗告訴我，紀律及一
些屬於團隊的儀式，能夠有效地加強他們對團隊
的歸屬感及對活動的集中程度。所以我們堅持要
求他們認真地參與團隊儀式，因我們相信基本團
隊儀式及紀律是必要的，重要的是我們相信他們
是有能力做到的。更重要的是，童軍方法中，強
調的：成年人引導，不是正正要求我們這群成年
人，去克服不同的困難，去服侍有需要的青年人
嗎？結果，我們決定將童軍手法堅持到底！
我們的堅持，直至踏入第七次集會，開始
看到點點成效。他們開始熟習集會的要求，集隊
時間由開初的三十秒，改善至十五秒，期間更會
有隊員主動叫其他隊員安靜及站好，這現象是前
所未有的。小隊長亦開始明白自己在小隊中的角
色，在導師簡介處理事工後，他們會主動協助。
他們對最佳小隊的看法亦有改變，他們開始認同
最佳小隊的意義及期待成為最佳小隊。以上種種
改變，令集會程序開始建立及穩定，課堂紀律及
他們的投入感亦明顯增加。除了我們看到年青人

齊心合力：起營
齊

們的改變，校方
們
亦感受到他們
的轉變。校方
主動要求在每次集會前四班同時在操場集隊、宣
主動要求在每次集會前 班同時在
佈、升旗，然後才回課室集會，所有集會內容完
成後，再齊集在操場降旗、解散。可見校方對我
們所採用方法的認同及成效。
繩結訓練

在初步建立固定的模式後，我們按照自己
帶領年青人的經驗，依著他們反應，對計劃作出
微調，如不時對表現好的小隊，作出掌聲鼓勵，
提升他們的參與度。他們投入集會的程度漸見改
善，討論氣氛都有所進步；在小組討論的環節，
每組都能主動地派代表分享，不像起初三四堂
時，要再三邀請，才會有代表免為其難地匯報；
在活動中後期的一個職業講座，更有一位年青人
發了一封電郵給講者致謝。他們的轉變在「大自
然探索訓練營」中，最為明顯。在各同工的鼓勵
下，他們完成了突破自己的訓練：如空中走廊、
游繩下降、建造軍事塔，及從未試過的原野烹
飪，在完結時，有不只一位年青人說「不捨得」
「為什麼這麼快完」等說話；更有些年青人咀邊
哼著營火會唱的歌。透過整個計劃，我們相信，
年青人在這計劃中是有所得著的。
過程中，筆者親身體驗到，童軍方法在一個
非童軍活動上成功地推行。童軍方法明確地給了
計劃一個重要的推行模式、給了年青人一個共同
的理念，創造歸屬感及投入感，讓計劃推行得更
有效、更順利。

攀越領峰計劃繼續發光發亮
導航計劃已圓滿結束，筆者亦好好的上了一
個如何落實童軍手法的「課節」。這次成功的經
驗，讓我明白童軍手法不但於制服成員上可以發
揮作用，對於一般，甚至是較反叛的非制服青年
人，亦有非常理想的果效。另一方面，社工手法
與童軍手法亦是一個「絕配」，是可以為青年人
成長教育範疇上，發展成一個獨特而有效的介入
手法。總會已設計了一個橫跨高中三年的「攀越
領峰」計劃，本社亦會繼
續全力支持，將童軍
方法及社會工作手法
揉合，令計劃發光發
亮，令更多年青人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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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血壓服務

編：總編輯蔡宗輝
張：張學廣先生

人生的歷練，蘊含著深層的智慧，在這一期的社訊，總編會客室，請來了
張學廣先生作專訪嘉賓。張先生現為本社執行委員會委員及教育委員會委員，
退休前在律政司政務及發展科出任副政務專員（行政）（1989-2004），並於
2007至2009年期間出任香港申訴專員公署總調查主任，張先生在過往幾十年，
先後在多個政府部門工作，身居要職，每一個決定，都與廣大市民息息相關，
舉足輕重。而張先生幾十年來的人生取捨，處事原則，解難智慧，正好是給青
年人面向前路的睿智參照。
編： 張Sir，以往多年來你都身居要職，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影響著全港市民，可謂舉足輕
重，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以甚麼態度去面對這些工作呢？
張： 我很認同learn from doing邊做邊學，我做了二十多年EO（行政主任），及至律政司
副政務專員，以及在香港申訴專員公署做總調查主任，我都是邊做邊學。有鑑於今
日青年人，缺乏方向感，學習和待人處事態度都很值得斟酌，希望可把自己的一些
工作感受，與青年人分享，給他們一些提點。
我很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人必須要瞭解自己的長處短處，所謂有「自知之
明」，自知，就會著力正確，不會浪費光陰力氣，知自己的能力所在，就不會輕言
放棄，自知之外，也要知別人的長短處，那就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幫補，因為人不
可以孤獨自閉，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交流。
編： 現時的青年人對自己無要求，工作亦缺乏動力，你有何建議？
張： 其實這一代的青年人能力很強，尤其在資訊搜集方面真是水準一流，對有興趣的事
物學習能力高，很快上手，但弱點是沒有自己的目標，事事跟大隊，一窩蜂，有成
見無主見。有不少青年人，在工作崗位上仍然抱著學院的評分尺度去工作，以為出
兩成錯誤仍可以評級為Ａ，但在職場上，兩成錯誤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工作對他
人、對公眾會有影響，在工作崗位上是不容有失的，所以，抱著學院的心態在職場
上工作是不合格的。
工作在性質上可分為FACTS AND OPINION，FACTS是最基本的，不容有失的，例如
接聽電話，連對方的姓名，相約日期、地點都弄錯，是任何老闆都不能接受的，而
OPINION，還可以因為經驗不足而得到諒解。青年人強於搜集資料，但欠缺分析，
又或因逃避承擔責任而不提意見，沒有達到客觀分析，主觀決定的要求，一大堆資
料了無用處，BARE FACTS ARE WORSE THAN NONE。
其實很多青年人質素頗佳，可惜欠缺責任感，這是一種消極心態，影響很大，若要
作為一個領袖，必須願意承擔責任，否則只會停留在中下游，變成屈屈不得志。
此外，做事必須考慮優次，我習慣以事情的不良後果為考慮重點，若有閃失，後果
影響有多大，是否有能力承擔，以此作為評定優次的決定。
對今日的青年人，我認為他們要加強與人接觸和相處，加強與人對話的能力，擴闊
視野，也要擴闊胸襟，學習對人積極友善，不要逃避面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因
為人必須與人合作，不能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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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總編會客室人物專訪
張學廣先生

編： 張Sir，這幾十年你有那麼多的經歷和體驗，在你心目中，對成功有沒有一個定義
呢？
張： 我在退休前，都希望自己能升級，當然，升級主動權在老闆，我能夠做的就是盡力
而為，把每一件交到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我認為一個人有責任感，講得出做得到
就是成功，此外，我亦相信一個人要成功，要多方學習，多涉獵不同事物，正所謂
「學成百藝好旁身」，對自己不明白、不熟悉的事物，要不恥下問，多與人交流溝
通，對自己的工作要有要求，目標宜定高一點，那麼成就機會亦會因此看高一線。
編： 張Sir，在過去的日子，你有否遇過一些困難時刻？你是如何面對的，可分享一下
嗎？
張： 困難時刻實在不少，尤其是涉及一些與眾人利益，政府機密，即使連枕邊人也不能
說，心裡記掛，晚晚失眠，實在很不好受，不過，凡事要向積極處看，很多時，創
新的思維有助解決問題，以往曾處理過公務員假期計算爭議，街市上蓋發展等項
目，以及前律政署政府律師本地化，都是憑創新意念解決困難。（編：內容恕不詳
述）
編： 今天的分享實在很豐富，如果請你對青年人作忠告，你認為青年人要注意甚麼呢？
張： 我認為語文和心態是最重要，兩文三語，有助良好溝通，任何行業，都必須有良好
的溝通能力。至於心態，青年人要有成熟思想，明白自己，也要明白他人的要求，
有成熟的人格就必定有機會。現今的青年人，有不少自信爆棚，眼高手低，好高騖
遠，目標模糊不清，無方向感，加上語文能力不足，力有不逮。我認為青年人要腳
踏實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崗位上盡力而為，累積經驗，加上良好心態和語文能力，
他日必有所成。
編： 與張Sir你傾談實在獲益良多，最後想問，你的人生經驗那麼豐富，可否分享一下，
你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張： 我 認 為 人 生 最 重 要 的 是 責 任 感 ， 是 做 好 自 己 的 崗 位 ， 無 論 對 自 己 、 對 家 庭 、 對 社
會，都能做好自己的份內事，多年來，我自己在做人處事上有一個概念，我稱之為
P.R.O.S.E.的一個縮併詞（ACRONYM）。P是練習（Practise），人是需要多學多練，
或許此刻你不知道所學所練的效用，但往往遇到困難時，多學多用有助你發揮創
意，解決困難。R是反省（Reflect），反省有助於避免重複錯誤，改善效能。O是觀
察（Observe），是放眼世界，拓寬思維，廣闊的胸襟，有助接受新鮮事物，亦有助
於客觀判斷。S是讀書研習（Study），終身學習是立足社會的基礎，而 E是充實自
己（Enrich），要突破自己的局限，必須有充實的生活，所以我很喜歡旅行，讓自己
多接觸新事物，有助擴闊思維，也使人生顯得豐富。

後記（總編輯蔡宗輝）
與張學廣先生談了兩個多小時，實在獲益良多，張Sir人如其名，學識淵博廣闊，人生經
驗豐富，加上親切和藹，誠懇的器度，為青年人的福祉言無不盡，相信上述訪問內容，對青
年人極有指引作用。張Sir為了預備這一次專訪，據張太說他緊張了幾天，還把重點記在手機
上，可見張Sir處事認真嚴謹，一絲不苟，對一個簡單的談話，都以最大的誠意認真處理，實
在令人敬佩，我謹在此向張Sir致以萬二分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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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瑜社工

啟業中心於2009年獲得社會福利署觀塘區
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撥款，成功舉辦一項名為
「粵行．愈精彩」的文化交流活動。該活動的
對象為區內身處不利環境的兒童，透過境外的
探訪活動，讓他們擴寬個視野及體驗三地（澳
門、中山及香港）的文化差異。
交流過程中，社工們帶領了一眾參加者去
澳門及中山。期間參觀了著名的澳門海防博物
館、孫中山紀念館和大三巴，探訪了中山市紀
念中學三鑫雙語學校，與該校小四學生進行文
化交流。

三鑫學校很大，有很多展館，展覽品都是同學製造的

回港後，參加者在導師的指導下，製作了
交流活動的網頁，與大眾分享所見所聞。他們
都表示獲益良多。

我們與三鑫學校的同學一同上課，他們上課時態度
好認真，我們要向他們好好學習

大家在看什麼，原來魚池裏有很多
錦鯉魚，都是由學生飼養的

我們第一次來到澳門，很開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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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啟業中心︶

粵行．愈精彩

少年分隊活動–
集咭社
陳錦燊福利工作員

集咭社是一個以遊戲咭為主題的興趣小組，由於不少青
少年經常在區內的快餐店或公園內玩遊戲咭，故特意設立該
小組吸引他們參與，繼而延展他們參與中心的其他服務。
該小組的長遠目的是凝聚一班擁有共同興趣之青少年，
藉以培養他們對時下潮流文化的正確價值觀及態度，從小組
中學習與人相處之道及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此外，中心亦
會善用小組集會的時間向他們灌輸其他正確的價值觀，如社
會責任感等意識，培養他們服務大眾及關心社會。中心亦不
時舉辦遊戲咭比賽，藉以吸引更多青少年參與該活動，而每
次的反應都非常踴躍，為青少年增添不少的喜悅。

他們正在享受這場比賽

該小組已運作了半年，參加者透過小組已建立了他們自
己的社交網絡，當中有不少的參加者除了定期出席小組外，
亦利用空餘時間參與本中心之義工服務，如探訪長者，賣旗
等，可見他們不是只顧時下的潮流玩意，亦
學懂了回饋社會。

睇下佢幾高興

比賽的熱鬧場面

他們都是小組一份子

地區數碼中心聯網(DCCA)

朱立港社工

啟業中心已經加入地區數碼中心聯網，
旨在為區內人士提供更多元化的數碼服
務，縮窄數碼鴻溝。近年來資訊科技發展
一日千里，互聯網成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
一個環節。然而，資訊科技除了帶來方便
外，亦產生了一些問題，如上網成癮、網
上欺凌等等。適當的教育可以更有效讓家
長及青少年面對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影響。
透過地區數碼中心計劃，該中心設立了
一間電腦房，用作開辦基本的電腦課程，
包括電腦的基本認識和軟件的應用。至今
已經舉辦了多個課程，參加者包括家長、兒童及青少年。此
外，該計劃亦提供了手提電腦及電腦室供有需要的人士借用，
讓更多社群可以有機會接觸和使用資訊科技和互聯網服務，融
入資訊科技社會裏。
該中心於未來冀望發展更多元化及更深入的電腦課程，配
合社會的需要為社區提供合適的數碼共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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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文社工

機會，與及加強各班組之間的交流，凝造
在跳舞技巧上良性競爭，本中心於過去的5
月份，於天水圍天瑞體育館舉辦「無毒有舞
Battle Night」。

無毒有舞 Battle Night 的現場指導及評判

吸毒，已成為處理青少年問題的頭號公
敵。由娛樂場所到公眾地方，甚至是學校、
私人住所，可見吸毒普及化、年輕化的情況
愈益嚴重；因毒品而引至的家庭、學校及犯
罪問題更不容忽視。對於青少年人口密集的
元朗及天水圍區，處理吸毒問題就更加刻不
容緩。
根據我們的外展工作經驗，吸毒往往只
是一個外顯的表徵問題，隱藏背後的大多是
自信心不足、缺乏生活目標與及成功感。因
此自2008年起，本中心致力以發展舞台表演
藝術為介入點，透過培育音樂、舞蹈等才藝
技能、以及提供演出機會，為高危青少年發
掘生活目標，建立自信心及成功感，從而減
低他們吸食毒品的動機。

該活動以淘汰賽形式舉行，分為三人隊
制及個人賽，隊制賽共有8隊，而個人賽則
有 12人 參 加 。 除 比 賽 外 ， 當 晚 更 設 有 觀 眾
即場交流獻技時間，而我們更邀請其中一位
導師評判作出示範及指導。經過一輪激烈的
比拼後，Swift Soul Crew可謂是當晚的大贏
家，除獲得隊制賽冠軍外，同時亦囊括個人
賽的第一、二名，最終冠軍為舞藝稍勝一
籌的敖家偉所奪得。當晚的比賽雖然在700
呎的跳舞室內進行，但計算參加者及觀眾在
內 ， 人 數 多 達 70人 ， 他 們 均 表 示 希 望 日 後
能有多些同類活動，好讓他們一試身手，與
及從旁偷師。從他們的表現、反應與投入程
度，可反映出，表演藝術的培訓除了可減低
他們吸食毒品的動機，長遠更有助他們發掘
自己的個人目標，為開創未來打下一個穩固
的根基。

承蒙禁毒基金贊助，朗屏中心
自2009年起加強舞台表演藝術的發
展，至今已開設更多的Break Dance
舞蹈訓練班，讓更多的年青人受
惠。為讓參加者有更多發揮舞技的

個人賽冠軍~
敖嘉偉

隊制賽冠軍 ~ Swift Soul Crew

參賽者的激烈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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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朗屏中心︶

樂不思「毒 」~
無毒有舞Battle Night

共創成長路~
元朗天主教中學

廖志文社工

人生在不同的階段都需要面對不同的轉
變，而其中的過度與適應往往會在我們生命
中帶來關鍵的影響。對於青少年來說，第一
個轉變可算是高小到初中的階段，適應新的
校園生活和學習環境、新的朋友圈子與及青
春期所帶來的生理和心理變化，是一個很大
的挑戰，而在這轉變中成功過度與否，對青
少年的正面成長更起了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為了回應這個需要，「共創成長路」便
應運而生，著重提昇初中學生的抗逆力、能
力感和自尊感、與及培養對成年人的正面聯
繫，從而協助青少年適應升中生活所帶來的
挑戰。朗屏中心自2006年起一直在中心所支
援的三所中學推行該系列活動，而今年，朗
屏中心更獲得區內元朗天主教中學的邀請，
為學校中一及中二學生，提供「共創成長
路」活動。
中一級計劃名為「中一新人王」，故名
思義是著重協助中一級同學適應學校生活，
透過營會、原野訓練與及小組學習，提升
他們的解難能力、加強他們對自己能力的
肯定、與及學習如何表達自己及接受別人意

見。此外，中一級的計劃亦滲入師兄師姐的
元素，利用高年級的學長，對各「新人王」
的升中生活作出提點與協助。在剛剛過去的
新人王結業禮中，新人王上、學長分享自己
在過去一年中的難忘點滴與及自己進步的地
方；而老師分別分享他們所見證到各新人王
及學長的進步。
而中二級的計劃名為「領航Teen使」，
著重協助同學培養正確的是非觀、對後果的
思量與選擇、與及強化拒絕違法行為的能
力 。 「 領 航 Te e n 使 」 計 劃 分 為 「 法 治 」 、
「毒品禍害」、「男女相處」與及「人生目
標」四個大主題，40名學生被編入不同的主
題。不同主題的組別，當中輔以參觀、名人
訪問、歷奇訓練與及小組學習來加強各組員
對主題的認識並從中作出反思。最後組員更
透過舉行攤位遊戲活動，將各組別的主題傳
遞給校內中一的同學。
「中一新人王」與及「領航Teen使」兩
個計劃除了著重協助同學的個人成長，同時
亦強化他們對其他同學、學長與及老師的聯
繫，加強對校園的歸屬感，果效受到同學、
家長與及校方的肯定，因此來年度朗屏中心
繼續獲得校方邀請，推行「共創成長路」活
動，協助更多的青年人越過成長的挑戰。

「中一新人王」~ 歷奇營

「中一新人王」~ 原野烹飪

「領航Teen使」~ 歷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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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交問題的探討
援交少女專訪

由援交少女黃嘉梅被殺，至近日有會計師利誘近百多名未成年少女發
生性行為而判刑，少女援交問題，值得關注。援助交際，是一個刻意模糊
道德的概念，自90年代初，由日本開始，蓆捲台灣及至香港，少女為滿足
物慾追求或彌補失落的愛，不惜與成年男子以肉體或親密關係來交換，美
其名是互相援助，各取所需，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賣淫行為，加上互聯網
這個方便的交易平台，援交資訊容易傳播，甚麼援交貼士，入行指南，露
骨大膽，俯拾皆是。有鑑於問題影響深遠，趨勢熾烈，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特別訪問了援參少女，探討援交問題，剖析原因及作出建議。
以下是我們訪問了一名曾經援交的少女，或許能給予我們在了解問題
背後的原因，有一點點的啟示。

學生阿欣（假名），初次援交是在中一下學期，當時阿欣只有十三歲，由於剛剛失
戀，心靈空虛，無聊時經常上網，在討論區、自拍組群中尋找刺激，也期望尋找失落的
愛。有一次，網上有人問阿欣是否「等錢洗！」問她有無興趣與對方「咩呀！」阿欣就是
這樣，為了千五元，開始了援交。
阿欣在這個「客」家中與他發生了性行為，完事後還一起食薯片，但沒有甚麼被愛的
感覺，阿欣覺得根本無feel，因為與她發生性行為的並不是她的男朋友，這次援交，並沒
有滿足阿欣對愛的追尋，但覺得援交的確比在麥當奴上班更容易賺到錢。在阿欣心目中，
援交少女有自主權去揀客，比妓女高level很多，同時，阿欣亦不覺得自己是濫交，因為她
援交的目的不在於性慾滿足，她只是以性去滿足自己在物質上的需要。
阿欣走上援交之路，原意是去追尋失落的愛，但在初次援交之後，阿欣感到很後悔，
她發現援交得來的金錢，雖然可讓她多買兩個名牌手袋，但無法填補她失去的愛，加上母
親發現她從事援交後，傷心欲絕，使阿欣認真地意識到那兩個名牌手袋換來對家人、對母
親和自己的傷害，心裡覺得很難受和很痛苦。
訪問完結時，阿欣語重心長地勸告少女們不要嘗試援交，要學會愛惜自己，因為援交
之後不單不能找到愛，還會有憎恨自己，看低自己的感覺，痛過之後，阿欣深切體會到愛
惜家人、讀好書和自我增值才是最重要。

後記：
筆者在訪問阿欣之前，曾在網上及報章搜尋有關援交的資料，發現香港少女援交的情
況有增加及年輕化的趨勢。事實上，在訪問阿欣後，以下是筆者的感想：
首先，互聯網是導致援交情況日趨普遍的其中一個原因，青少年上網已成習慣，不少
聊天網，交友區已成為援交的基地，不少少女往往只是在網上交個朋友，談談天，最後卻
被不法之徒借用此方法侵犯她們。
第二，現今青少年物慾性很強，往往從物質名牌去表現自己，取得自信心及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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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社工
湯雯慧 陳潔瑩 楊浩麟供稿
督導主任蔡宗輝整理

第三，在講求金錢掛帥，追求名利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疏離，青少年要尋
求真愛和被愛，但卻未能在家庭、友儕、學校裏獲取愛。「真愛難求」、「不求天長地久，
只求曾經擁有」在阿欣身上活現出來。阿欣表示在家中得不到家庭關愛，在學校亦未取得理
想成績，獲得成功感，因此便在網上尋求「知音人」。
早熟、小學生開始談戀愛，成為青少年尋找愛的開始，為求得到對方的愛錫，物慾的滿
足，不惜獻出自己的身體作交易亦不覺得是問題。「自決」、「自選」卻變成這羣援交少女
當援交的原因。
歸根究底，「尋愛」是援交少女的”夢想”。阿欣的援交經歷正是其中一種青少年
「愛」的世界的寫照，值得大家參考及關注。

援交盛行的原因
縱觀有關援交的調查及資料，我們認為有以下四項誘因。

誘因
1. 互聯網絡的普及應用
透過互聯網絡的普及應用，現在我們即使是足不出戶外亦能夠知道天下事。但是「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援交」的不良資訊亦很容易透過此渠道入侵青少年的世界，當中尤以
青少年經常接觸的網站，如聊天室、討論區等為甚。加上網絡世界隱閉性高，使欲嘗試援交
交易的男女，能減低“被發現”的風險，亦因而「似乎」減低了賣淫及嫖妓的標籤。就如受
訪少女亞欣一樣，縱然當初沒有「援交」的打算，但亦在被邀約後躍躍欲試。

2. 社會道德觀的偏倚
對於「笑貧不笑娼」這句說話，大部份人士都或會表示反對，認為是道德淪亡的表示。
但是當整個社會都談論著應如何不惜一切，嫁入豪門；讚賞著某明星賣弄媚態及身材是聰明
及現實以達致快速竄紅之道；傳媒對這些價值的吹噓報道，性感照片及接近淫穢字句的大行
其道的同時，其實都忽略了年青一代的道德價值觀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

3. 漠視援交的危機/影響
如受訪少女亞欣所言，網上的“援交指南”會詳列黑名單、注意事項等，因此容易讓少
女以為 “援交交易” 就萬無一失，其實她們漠視了援交對身心的影響。例如她們忽略了就
算使用安全套亦不是百分百減低患性病及懷孕的風險；她們亦忽略了有機會被行劫、勒索、
強姦、被拍下性愛片段等。而且據很多曾經援交的少女表示擔心被人知道後會遭受蔑視，因
而深感壓力，終日誠惶誠恐，深感後悔，顯然很多援交少女最初都沒有預計援交對個人影響
之深遠。

4. 性觀念開放
自從「一夜情」再不被社會所不屑後，部份年青人視「性行為」為潮流玩意，因此當年
青男女要表示深愛對方的同時，似乎便不能拒絕「性行為」的要求。而多數援交少女都表示
在援交前就已有性經驗，可見性觀念開放及過早的性行為會較易使少女選擇以援交獲取金
錢，而沒有好好保護自己。性觀念開放下，年青男女在價值觀薄弱下，容易錯誤定為「性行
為」，忽略其實它與自愛及愛的關係，造成長遠的身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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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
1. 家庭功能失效
家庭是孕育個人成長的搖籃，是個人價值觀培育的基石，更是遇有困難時的避風港。然
而調查中及受訪少女亞欣不約而同均表示與父母關係疏離、欠缺溝通及感受不到關愛，可見
家庭功能對她們而言已經失效。

2. 成長需要不被滿足
大部份援交少女表面上需要金錢，但多數是購買奢侈品，就如受訪少女亞欣，想要的就
是名牌手袋，但金錢背後其實可能反映他們一些成長需要。據艾力遜人生八階的理論，處於
青春期的少女渴望獨立自主及得到同輩認同，金錢能帶給她們以為有自主的感覺，名牌就讓
她們認為得以被同輩肯定。
受訪少女就曾表示可以自主地按心情出席及“揀客”，有錢亦可以自主地買名牌。但是
“盲目尋求自主”很多時只是反映她們面對生活的無助感，例如校內沒有滿足感及身邊沒有
關愛的掙扎方法，這亦是受訪少女亞欣的寫照。

建議
家庭、學校及社會均需提供整全、一致及延續的性教育及道德教育以助青少年能抵禦社
會的引誘。
留意青少年朋友的上網習慣及交友模式，提醒不負責任的性關係及以金錢為主的援交交
易對個人的危機及影響。及早識別，對於處於危機當中的，盡快協助尋找輔導。

總結：從「援交」看青少年愛的世界
馬思勞有關「自我實現」的理論就提到每個人在生理需求滿足後，必需感覺到安全，才
懂到去愛與被愛，從而學懂尊重自己，繼而自我實現。
我們發現青年人在成長階段中有很多成長任務及需要，其實當我們擔心援交少女不懂得
自我尊重的同時，關心年青人的師長、家人、青少年工作者又有否檢視過
我們有否給予她們安全感及被愛的感覺呢？在家庭中不被關懷，在學校因成績不理想而
不被重視，她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追逐「被愛」及「自愛」。而以上兩點建議也是需要建基
於她們是否覺得被尊重才會接受。當然，作為年青人的亦總不能把責任推卸、只懂埋怨，懂
得愛自己才會更值得別人的愛惜！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獲評為優質服務
2010年1月27日，社會福利署到學校社會工作
服務，作服務質素標準（SQS）評檢，童軍知友社
學校社會工作獲評為「能為學校提供持續優質服
務」

各同事為SQS評檢成功慶祝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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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常言道：「木先腐而後蟲生」，我們相信歸根究底，家庭功能失效及青少年的成長需要
不被滿足是「援交」問題的根本成因。

共創成長路
粵北連南–生活體驗

學校社工
陳筠儀姑娘

元朗公立中學學生發展組及學校社工於四月復
活節假期為中二級參與共創成長路第二層次活動的
同學舉辦了「連南生活體驗活動」，目的是透過國
內生活體驗，讓他們關注貧窮地區的問題；並反思
學習態度及生活模式，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他們積
極參與，充分表現出肯承擔及付出的團隊精神。他
們在守紀律、積極性及與人溝通上有所進步，令他
們在成長路上再跨一大步。

在冒峰山穗華心素質教育基地
受訓–
受訓
–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

同學反思節錄
陳采兒
ז྿ቚᒉĂฺ̾࿅ޢಶฟؕԧࣇ
ᓞ֙۞˘͇Ąԧࣇѣˬ̈ॡ۞ቚॡ
มČČࢋ۞ءՐĂˬ̈ॡ۞၆
ԧ҃֏ည˩к࣎̈ॡ۞ቚĂᔵ֙ޝ
ࡴĂҭԧጯົ˞િԡĂĶЪந۞
ࢋՐߏቚĂ̙Ъந۞ࢋՐߏ᎐ቚķĄ
ฺޢᔘϏЃिĂࢋܮତצΩ˘ૅቚė ĶႝՎˠϠྮķĄ
ႝՎ
дĶႝՎˠϠྮķ̚ԧጯົ˞࠹ܫҾˠĂѣֱॡ࣏Ϊያҋ̎Ξ
ਕᙱͽԆјЇચĂဘྏ࠹ܫҰ۞ϾҡĂΞਕົѣՀр۞ඕڍĄ

–
金坑中小學閱覽室建立–
由零開始

王凱茵
ௐ˟͇Ăԧࣇ˘ѝΝ៍࠻̿ၮᆇёĂ࠻
ֱ֤ءፋᆅ҃ѣ˧۞ՎݻĂ˘ૣ
ຏڵ҃ϠĂд֤ᐹ࡚۞Վ˭ݻĂߏࣇ
Ը˞ٸк͌۞Ӆ˧િબĕ

一想到這些個閱覽室可以幫助到連南貧苦
的學生，導師及同學都忽然充滿活力。

劉知滔

呂子雄

陳栩政

ԧО෪எߏ۞גཌྷ
ିĄᔵΪѣ࣎Η̈ॡĂ
Ξߏԧݒਕଂ༊̚ᅳुז
ޝкڌҘĄཏ͇ৌ۞̈ޅ
̄Ă၆˘̶˘ٺ୮ౌ˩̶ࠡ
ଓĂ֤ົညԧࣇࢶപ۞͌ܦ
ѐĂજᅄಶ˯܅ᇴͽѺࢍ۞
ܛֽ෴˘ІЩൕҗ˘ٕڇ
ొາഠྖĄԧࣇ۞ᒖဩᔵ
ͧࣇрĂΞߏॾݡᇇҖ
ݒᅈᅈ̙̈́ࣇĂ̙ᙱͅ
ߍࠎң઼̚۞ጯϠͧࢶപ
ጯϠૻĂԓ୕ᔘΞѣкֱ
ᙷ߿જĄ

ז྿ా۞ݑௐ˘͇-ԧࣇז
༊г۞˘ٙ̈ጯޙϲဦ३ᐡĂ
ଂ˭֘̈זጯᔘѣ˘߱ᗓĂ
ԧࣇࢋԯޙϲဦ३ᐡ۞ͽྤۏ
ˠ͘ວྻזጯ७۞ሁĄ֤
ॡ-ԧ࠻֍Տ˘࣎ˠౌ˩̶Ӆ˧
г ວ Ă ҃ ԧ ˵ ̙  ަ ၙ ČČ Ą
༊ԧࣇ˼֙༱ࡴгԯ३ߛࡂр
ޢĂ̂छޝҋгј˞˘୧
۞ܜܜĶˠ҇Ꮾਖ਼ķĂͽ็
ᅍ͞ёᇴ˼ώ३ώ็ਖ਼˯३
ߛĄ֤˘ဥඕд˘۞ຏᛇ
ޝপҾĂ˵΄ԧॡ֙צֳޝ
ࡴ࿅֤۞זޢјΑຏĄ

࣎ᝌሄ۞ॠ΄ԧ൴ன
˞ҁर۞ᆖचĂЯࠎдཌྷି۞
࿅̚Ăࢋᄃ˘ཏԆБ̙ᄮᙊ
۞̈ޅ௭͇ߏ˩̶ӧᙱ۞ְĂ
ҭԧࣇ۞ҁर̶͕˩ݒгྋ
ඍԧࣇ۞યᗟĄ҃дྺ͗ଣణ
۞ॡ࣏Ăԧ൴ன˞ᔵྺϔ
˩̶ళĂҭ࿅ޝԣሄ-
΄ԧځϨזಱѣళ̙֭ࢦ
ࢋĂΪࢋԣሄಶΞͽ˞Ąдԧ
ࣇΝણ៍ྺ͗۞ॡ࣏ĂЯࠎྮ
ࢬ͉ᒅĂ˞ೀྲĂІְ
΄ԧځϨזĂ֕ྮಶтઇˠ˘
ᇹࢋኼኼ၁၁Ă˘ՎՎг֕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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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諾怡
གྷ࿅˘͟؆۞Ă࿅ᔵߏ
֙ࡴĂҭԧᛇߏ۞ࣃޝĄЯࠎԧጯ
ົ˞િૻԡĂ҃ԧϺځϨז༊ˠ
۞ࡴĄ΄ԧО෪எ۞גĂߏௐ˘͇
˯۞؆ҖĂᄋீ࠻̙ڌזҘĂ΄ԧ
ॡਜ਼ε˞͞ШĂБያ֗य़۞ລᑫග̟
ϯĂ͔΄ԧ֕ϒቁ۞ྮĂ̖΄ԧ̙ࣆĄ࣎ྼᑚ΄ԧጯົ˞ဥඕ
ܫЇĂࡶࣶ̝ม՟ѣܫЇĂ࣎ྼᑚߏᙱͽԆјĄ
ੵѩ̝γĂྺ͗ଣణϺ΄ԧᒔৈ։кĂԧѣ፟ົវរ۞͗ྺזϠ
߿Ăੵᗔਨ࠻ߏᖎಏĂҭវរ࿅ޢҰ˞ົܮྋѣк֙ࡴĂ҃ـϣ۞ྮ
˫˫ܜ˫ᙱҖĂ˘̙͕̈ົܮࣆĄ
ѨాݑϠ߿វរ̝ॠĂᓁ߁҃֏
ߏޝјΑĄ̙ҭវរזళࡴ۞ˠࢋࢬ၆۞ӧᙱĂᔘஎஎځϨݑాז
۞̈ࢶྫྷޅപጯϠ۞३ᒖဩमளѣк̂Ą

何慧雯
ௐˬ͇Ăԧࣇѝ˯ᑒܛӫ̈ጯޙϲဦ३ᐡĄ̂छ̶̍ЪүĂࡂ
എ̄Ă३ᕢĂڵ႗Ăଵ३Ąགྷ࿅̂छ˘൫Ӆ˧ޢĂ̂छޙϲ˞˘ม
ဦ३ᐡĄ̂छ·႕јΑຏĄԧຐ̙̂ߏ۞זछΞͽдΗ͇ॡมޙ
ϲ˞˘มဦ३ᐡĂ҃ͷᔘઇᆃԆ࡚Ą˭̾Ăԧࣇ̶Ν˞̈ጯ
ొซҖཌྷିĄཌྷିֱ֤̈ޢጯϠᔘԧࣇගࣇᆷ۞ࡔهΊĄຐ
̙ࣇזᆃሤଐĂ˵΄ԧវົזтڍҰБ͕БຍΝઇڇચĂҾˠ
ߏ࠻۞זĄ

陸俊杰

農戶探訪–
–
體驗農家生活

д̈ጯཌྷିॡĂԧࣇࢋͽೀ࣎ˠ۞˧ณ
Νᑕ;˟˩к࣎̈ጯϠĂৌਕૉវរҁर
ߏк֙ࡴ۞Ăԧࣇᑕྍͅ࠷˘˭Ăࠎࠤᆃ
πॡ˯ኝࢋ֤ᆃဢӝĔᔵ̣͟α؆Җ
ᖎൺĂҭݒਕૉវរޝкĂ֭ਕ၆ҋ̎
۞ᕇᐹᕇΐஎᄮᙊĄ

甄浩廷

曾紹熙

Җז྿ௐˬ͇ĂԧࣇЪ˧ࠎܛӫ̈ጯޙ
ϲဦ३ᐡĄЯࠎྻਖ਼ဦ३۞ྮܜޝĂٙͽԧ
ຏޝזিĄҭ΄ԧᓑຐזд྆˯ጯ۞
ጯϠĂՏ͇ౌࢋ֕ᆃᅈ̖ਕ˯ጯĂ҃ԧ
Тጯݒѣՠ֘ՎĂԧࣇৌ۞ͧࣇضĄ

дѨ߿જ྆ԧΞͽᄲԧ၆઼̚۞ᄮᙊ̙Ϊߏ
ܑࢬĂᔘѣ̰ᛃĄԧд྆វົזԧࣇ۞Ϡ߿͉
ׁĂࣇ˘࣎͡۞ˠ̍Ϊૉԧࣇϡೀ͇Ăԧࣇᒡ̙
۞ࢴۏдࣇ۞ீ̏̚ߏ˘ІᚗۏĂЯѩд̫Ѩ
߿જᓞ֙۞̄྆͟ԧវົזĶض̙ߏυķή
ྖ۞ৌϒຍޥĄ
̫Ѩ۞Ϲ߹ޝѣຍཌྷĂдෛ˯࠻۞זˠĂ
ຏזໂૺྒޘĂΞߏѨ۞ଣణߏݒវ҃ৌ၁Ą
ᔵࣇ۞Ϡ߿՟ѣညෛ˯࠻۞֤ᆃஇၝĂҭݒ
ֹώֽ˘͕˘ຍֽ۞ەԧ႙႙វົזᕇႍĂ˵ٛܕ
˞ԧ༊гˠ۞ᗓĄԧࣇд֤྆ҝ˘ĂЫ˘
ฺ̙ზߏ̦ᆃયᗟĄΞߏࣇҝ۞ͧԧࣇೋ
КĂЫͧԧࣇ͌Ăܜߏݒഇ՟ڱԼត۞ְ၁Ą

旅程完畢大合照

楊礎榮
ԧᛇгТጯ̝ม۞̶Ҿߏम͇ВгĂࢶ
പ۞дኝૅ˯ኘ͇ಂᆝĂ̰г۞д͕˯ኝĂ՟
ѣᓏࢰĄЯѩԧࣇᑕྍԼචኝૅ˯۞ጯ௫ၗޘĄ

童軍知友社第40期社訊 2010.08

17

學校社會工作服
服服 務
務務

小學義教服務–
–
教學相長。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校社工
彭翠雲姑娘

四川交化交流與保育遊學團
「麻辣」是四川獨有的飲食文化，普通人一嚐川菜後便
辣得面紅耳赤，淺嚐即止；但四川人卻吃得津津樂道，回味無
窮！「辣」總給人一種挑戰極限及勇敢無畏的感覺，或許就是
這種「麻辣文化」，培養了四川人堅毅不屈的特性。兩年前發
生的大地震正正顯現了四川人這種情操。今年學校以四川為
遊學團目的地，也是希望同學在這一片黃土地上擴闊視野、
反思生命及獻出關愛，體驗這種「麻辣文化」。

2010年3月27至31日，26名中二及中三的學生懷著興奮
雀躍、熱切期待的心情向四川出發去！在五天的行程中，目
這裡 就是 黃龍 溪川 西古
鎮， 你看 ！我 們鮮 紅色
的
隊衣 跟背 後的 燈籠 多麼
睹巍峨壯觀的樂山大佛、琳瑯滿目的錦裏夜市、古色古香的
合襯 ！
黃龍溪川西古鎮、薈萃四川歷史的三星堆博物館，及令人樂
而忘返的大熊貓繁育基地。而最重要的是探訪了在地震中死了二百多名師生的映秀小學。從以下回憶
錄中分享的節錄可見，學生深切地體會了四川的「麻辣文化」。

二愛班
二

許衡翔

「在整個旅程中，令我最難忘的回憶是探訪映秀小
學。我看見學生的書包和書本是用過很多次，而且看
學
起來十分破舊。當我聽到他們的老師說在地震中有很
起
多
多學生失去了父母時，我想起自己經常與父母吵架。
經
經過這一次四川之旅，令我更加知道親情的可貴。」
我們也想下棋，

不如一起玩啦！

三善班
三

陳嘉瑩

「在這次
「在這次旅程中，最令我學會了的就是『珍惜』，因
為自從探訪映秀小學後，看到那些小學生的
生活，我再不會像從前一樣，亂花金錢購買
一些生活上根本不需用的東西，因為我知道
他們在汶川簡陋的板間房居住。」
他

三望班
三

四川的小

食真的很

辣，不過

來到三星堆博物館，同學開心到飛起！

好味道。

黃家進

「這次旅程讓我最深刻的是前往映秀小學交
流。看著小學生迎面而來的笑容，我卻感到更
流
加心痛。在未來坎坷的道路中，他們依然要面對
加心
艱辛，堅強地生活下去。他們上課時認真的態度
艱辛
也讓我感到慚愧，在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多
也讓
麼的愚蠢呢！」
麼的

三善班
三
三善

陳思諭

「這次令我最為感動和認為最有意義的是探訪映
秀小學，那裏的師生堅強地面對將來，真是和我
想像中的情景截然不同。當跟小學生表演和遊戲
時，我們遇到了一些困難，雖然同學們只是相處
了好幾天，但卻令我看見每位同學都能發揮同舟
共濟的精神。」

三善班

我們與映秀小學生一同上課。

我們與映秀小學生渡過了一個開心的早上。

鄭漪敏

「在映秀小學的探訪中，學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很勇敢和堅強，他們
上課十分專心，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提醒，我亦要好好地向他們學習。」

二信班

我們與映秀小學學生玩遊戲，多麼開心！

周冠瑤

「第三天一大清早，我們在成都坐了兩個小時的車程去汶川地震遺址和映
秀小學。這段車程十分恐怖，我們要到山上最高的地方，沿途非常危險，
幸好司機也很小心。到了映秀小學，老師把我們分了四組到班房跟學生上
課。他們上課非常專心，也很積極回答老師的問題，表現很有禮貌。學生
能夠在地震後生活得那麼堅強，我們也要學習他們的態度和精神。當離開
的時候，我有些不捨得的感覺。當想起跟學生玩的時候，感動得想流下淚
來，我認為坐了這麼久的車程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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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my！Yummy！
四川的羊肉串燒真的好好味！

本中心自2003年正式獲僱員再培訓局批
准開辦首個再培訓課程，由於當時中心發展
尚未完善，故只能提供一項標準保安及物業
管理課程，當年畢業學員亦只有50位。及後
隨着香港勞動市場之轉變，僱員再培訓局亦
不斷擴展其下之再培訓課程，再加上中心之
穩定發展，在短短的7年內，本中心之再培
訓課程已由一項增加至二十八
項，2009年之畢業學員已達到
1,100位。

鄭敏怡中心經理

保健員文憑
課程上課及
實習情況

為配合發展，中心不斷按
各培訓項目需要而添置不同實
習教材，使培訓效果與實際工
保健按摩證書課程上課實況
作環境更為相似。同時亦視乎
行業需要，為學員安排實地參觀，讓學員對實際工作模式
有更深刻的了解。此外，中心亦主動聯絡很多相關行業僱
主，藉此深入瞭解各行業情況、入職需求及發展潛力，並
鼓勵聘請中心之畢業學員，使他們能善用所培訓之技能，
盡快用於社會。中心將定期結集各僱主及學員工作轉介經
驗與各學員分享，並為有需要學員提供職前輔導。
師資方面，中心亦按僱員再培訓局資歷要求聘請合資格導師任
教，他們均是專業人士，並擁有多年培訓相關行業經驗。課堂上導
師除教授基本行業知識外，更會與學員分享實際工作經驗，透過案
例協助學員分析各情景應對。實務技能上，導師亦會教授學員多種
臨牀技巧，學員可透過課堂上模擬練習，增進對個別行業之實際工
作認識。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證書
課程上課實況

第2屆ERB
「人才發展計劃」頒獎禮

鄭敏怡中心經理

僱員再培訓局於2010年
1月16日舉行第2屆ERB「人
才發展計劃」頒獎禮，頒
獎禮上共頒發9個獎項，目
的為嘉許逆境自強的培訓學
員、表揚僱主機構及社會各
界對學員的支持，並向作為
「人才發展計劃」合作伙伴
的委任培訓機構及其導師致意。而本中心有幸能在
頒獎禮上獲頒授『ERB課程管理獎』，以表揚中心
在不同範疇上推動僱員再培訓課程的突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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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教育服務

僱員再培訓資助課程

余兆麒醫療基金資助–
手語大使計劃
鄭敏怡中心經理

為慶祝知友社40周年，本中心特意申請
了「余兆麒醫療基金」以舉辦手語大使計
劃。該計劃主要資助有急切需要學習手語，
但礙於學費問題而未能報讀的低收入家庭之
家長、長者或義工，使弱勢社群也能受惠於
該課程，達至溝通無障礙的目標，並在生活
或工作上為聽障人士提供即時協助。
該 課 程 將 於 2010年 7月 至 2011年 6月 舉
行，學員會由淺入深認識香港手語之單字、
詞語、文法及日常句法的使用和與聾人溝通
的技巧，內容生動活潑，令學員在樂趣中學
會生活化的手語。

劍橋中小學英語課程
講座暨頒獎禮

莫綺婷助理中心經理

本學期的「劍橋中小學英語課程講座暨頒獎
禮」於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舉行，當日共有
超過150名家長及學生出席講座及參與入學測試，
場面熱鬧。
該課程由最初為期8堂的短期課程發展成現時
為期20堂的連貫性課程，學生人數由早期的每期
100人擴展至現時每期超過300人。多年來學生於
劍橋考試中亦屢創佳績，於2009年11及12月的小
學及中學級別考試共有25位同學考獲15個盾牌及
Pass with Merit。
頒獎禮實況

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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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為持續提供優質服務，多年
來不斷為同工舉辦在職培訓，藉以提
升專業知識，過往曾舉辦的培訓工作
坊包括:「青少年精神健康」、「青
少年就業」、「演說技巧」等。

其他資訊

危害青少年精神毒品
在職培訓工作坊
家廖 承輝 先生
於 2010年 3月 15日 職 員 培 訓 工
香港 善導 會臨 床心 理學
香
同工 小組 討論
作小組亦為同工們舉辦了「危害青
少年毒品」的工作坊。邀請到香港善導會臨床心理學家廖承輝先生和葵涌
善導會臨床心理學家廖承輝先生和
醫院副顧問醫生張偉謙醫生擔任講者講解從心理學角度探索成癮行為及處
理手法、現時青少年流行吸食的毒品對身體的影響、吸食後徵狀和治療手
法。同工表示工作坊的分享豐富而實用，對他們日常的工作有莫大幫助。

香港童軍100周年大露營

葵涌 醫院 副顧 問醫 生張 偉謙 醫生

將於2010年12月27日至2011年1月1日舉行。本社負責「營地服務」項目。為此，設立了兩
個工作小組負責營地服務及紀念品設計，分別由陳立基先生及梁淑英總監負責，營地服務小組
負責籌組各項營內的服務；紀念品設計小組則負責設計吉祥物、紀念章及各項紀念品等。

營章設計概念
紀念章以香港童軍100周年為設計概念，當中
為設計
的圖案，既代
表阿拉伯數字100，同時亦將帳篷
阿
融入「1」字當中，與帶有童軍領巾
的
「0」字圖案一同帶出了童軍特色及露營元素。最後，將整個圖案
了童軍
打直看的話，會看出這個形狀
有中文字「百」的意思。
紀念章以獅子山為背景，突顯出這是香港的童軍運動，以紫色、黃色、橙色為主色調，帶
出在郊野露營渡宿的感覺。

預早報名章設計概念
預早報名章與紀念章一脈相承，採用
脈
打直擺放，更能突顯出
這個「百」字。

圖案，而且更明確的將

為配合“Early-Bird”的意念，這個章的設計採用青色、藍色等顏色，
予人「清晨」的感覺。相對紀念章的獅子山背景，預早報名章的背景是大嶼山的鳳凰山、圖中
的牌坊是昂平營地的「鳳凰觀日」牌坊，以紀念是次大露營在大嶼山舉行。

特報！大露營營章內有玄機！
是次大露營營章及「首輪報名章」設計獨得，原來大有文章！
各參加者只要集合「首輪報名章」、大露營營章及另外6個營內銷售限定
的特別版營章，將可以合併成為一個中文「百」字的拼圖！
為鼓勵童軍成員身體力行實踐童軍銘言「準備」“Be-prepared”，「首
輪報名章」將不設任何替代品！
落實童軍銘言，為這件香港童軍的世紀盛事早作準備，及早報名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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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屆周年會議
於2010年7月19日（星期一）在香港童軍中心11樓1106室
集會堂舉行，會議由社長湯寶臣法官主持。

2010-2011年度社務委員會
就職典禮及周年晚宴
由本社公共關係及社會服務小組委員會籌劃的2010-2011年度社務委員會就職典禮及周年
晚宴於2010年7月19日（星期一）在香港童軍中心8樓金陶軒舉行。當晚邀請到香港童軍總監陳
傑柱先生出任主禮嘉賓，並延開10席，場面熱鬧。

童軍知友社第40期社訊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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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40周年紀念，本社特意製作社歌。社歌以Tipperary（為愛爾蘭歌曲，第一次世界
大戰被英國遠征軍用作行軍歌曲）原曲為基調改編，並由本社蔡宗輝督導主任譜上新詞，表
達本社服務社群的精神。社歌首次於40周年誌慶晚會中由各會友委員同工及中心會員共同演
唱，象徵本社各成員同心協力，在未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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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童軍知友社社歌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政務委員名單
社長
湯寶臣高院法官
副社長
馮和順先生
張念平先生
歐陽卓倫太平紳士
勞國康先生
陳永祥先生
李鳳翔律師
何照基先生
余錦榮先生
陳永雄律師
陳顥升先生
鄧 紹先生
練均華先生
羅仁禮先生
名譽顧問
趙不求先生
楊家持先生
周湛燊太平紳士
陳柏泉先生
阮雲道先生
梁雲生太平紳士
楊寶坤太平紳士
羅仁禮先生
徐慶全太平紳士
法律顧問
王建明大律師
陳國雄律師
嚴元浩律師

主席
周炳朝律師
副主席
譚鉅龍先生
岑文光律師
秘書
吳龍昌先生

委員
顧家哲先生
邱浩波太平紳士
譚步宏先生
張學廣先生
蔡志華先生

財務小組委員會
主席
周兆熙先生
委員
顏秀峰先生
陳樹堅先生

青少年服務
發展小組委員會
副主席
邱浩波太平紳士
鄧應標先生

總監名單

副主席
余錦榮先生

副香港總監（屬會）
盧偉誠先生
童軍知友社總監
陳樹鍈太平紳士

主席
顏明仁博士

委員
紀曉經先生
王永權先生
陳小慧女士
吳永基先生
蔡志華先生

顧問
楊家持先生
鄭燕祥教授

童軍旅團
協調小組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司庫
鄭國強先生

主席
梁士雄先生

顧問
莫元堅先生
岑文光律師

委員
何潔雲博士
龐家年先生
陳寶釗先生
陳偉道先生
陳鑑銘先生
李建賢博士

執行委員會

副主席
陳德恒先生
楊毓照太平紳士
委員
吳龍昌先生
譚步宏先生
李慶煇先生
張學廣先生
岑文光律師
葉建生先生

公共關係及
社會服務小組
委員會
主席
楊家持先生

主席：
陳永祥先生

香港總監
陳傑柱先生

副童軍知友社總監
陳立志先生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旅團及財務）
李勁冲先生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教育及公關）
丁偉明先生

顧問：
馮和順先生
顧家哲先生
周愛珠女士
龐家年先生
劉仲誠先生
陳立基先生
鄭善華女士

助理童軍知友社總監
（青少年服務）
黎培榮先生

委員
梅志強先生
郭靈琳先生
董曼琪女士
秦愛麗女士
葉美蓮女士
蕭百明先生
李彩鳳小姐

總部總監（教育）
羅保林大律師

總部總監（公關）
梁淑英女士
總部總監
（活動及財務）
邱祖耀先生

助理總部總監
（活動及發展）
游朝暉先生
助理總部總監（支援）
鄧國英先生

各單位聯絡資料
總社辦事處

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行政主任：顏介中先生）

（督導主任：鄭仲文先生）

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香港童軍中心8樓814室
電話：2957 6355 傳真：2302 1661
電郵：foseo@scout.org.hk
網址：http://www.sahkfos.org

地址：新界元朗朗屏邨
賀屏樓平台216至225室
電話：2475 5441 傳真：3005 4922
電郵：admin@foslpit.org
網址：http://www.foslpit.org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綜合中心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督導主任：何淑華女士）

（督導主任：蔡宗輝先生）

地址：九龍啟業邨啟祥樓
1至4及10至27號地下
電話：2754 9561 傳真：2756 4413
電郵：kyadmin@sahkfos.org
網址：http://www.kyit.sahkfos.org.hk

地址：新界元朗水邊圍邨
盈水樓平台201至203室
電話：2443 3640 傳真：2443 2522
電郵：fossswu@netvigator.com
網址：http://www.fos-school.com

香港童軍總會–
綜合教育中心
（中心經理：鄭敏怡女士）
地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香港童軍中心8樓818室
電話：2957 6499 傳真：2302 1410
電郵：info@scout.edu.hk
網址：http://www.scout.edu.hk

監督及出版：童軍知友社
顧
問：余馮月娟律師、楊禤麗麗女士、譚步宏先生
編輯委員會：岑文光律師（主席）、梁淑英總監（負責總監）、蔡宗輝先生（總編輯）、胡偉明先生、
岑佩儀小姐、鍾詠雯小姐、莫綺婷小姐、曾善美小姐

社訊已上載於總社辦事處網址內，如有任何寶貴建議，歡迎直接電郵至fos@scou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