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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學生及青年

義務工作嘉許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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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今期「義動」的內容刊載了剛於3月舉行的「2017 

學生及青年義工嘉許禮」 的精彩片段。除嘉許了

20位香港傑出青年義工，也即場揭曉「2015-16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獲獎隊伍。今期

亦特別與大家分享比賽中三個組別冠軍隊伍的義

工計劃，了解義工隊如何啟發創意，推行持續及

貼心的義工計劃，回應弱勢社群的需要。此外

2016-17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檳城交流訪

問團」報道了青年義工在五天的行程中親身體驗

當地的義工文化，透過與外地義工及受助者的交

流和相處，擴展視野，啟發義工新思維。

而今期的三個主題故事特寫：「為基層築安樂

窩」、「Cross Over﹣跨部門分享義工資訊」及「同

笑同哭  為無家者重建一個家」亦顯示了不論任

何行業及群組，只要有愛心及恆心，都可以凝聚

龐大的義工力量，協助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士。

回應地區的特色和需要，荃灣及葵青區推廣義工

服務協調委員會一直致力舉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活

動，匯聚區內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團體之力量，共

同推廣及深化「義工運動」。新一年度「企業義工

隊師友計劃」得到五支富經驗的企業義工隊參與

成為導師。新加入「義工運動」的企業義工隊不

妨把握這個機會與導師義工隊分享及交流義務工

作的寶貴經驗！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義工服務推廣及宣傳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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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學生及青

工作嘉許禮

創新承傳

    拓
展義工路

年

義務

由推廣義工服務
督導委員會主
辦的「2017學
生及青年義務
工作嘉許禮」剛

於3月18日圓滿舉
行，當日吸引逾420名

學界及青年團體出席，盛況
空前。大會即場公佈及頒發「2015-16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的得獎名單、嘉
許20位「2016-17香港傑出青年義工」，以及向30多間

學界及青少年服務機構的義工隊伍頒發嘉許狀，表揚他們於
2015年提供義工服務逾10,000小時。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
及感化服務）郭李夢儀女士

學生及青年義務工作推廣小
組召集人杜子瑩太平紳士

「2016-17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中的20位傑出青年義工
與兩位主禮嘉賓、小組委員及贊助機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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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推動義工發展
青少年在本地義務工作的發展中佔

有重要席位，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郭李夢儀表示

「本港義工運動推展以來，學生及

青少年是推動義工運動的重要人

力。據2017年2月的登記數字，本
港總義工人數達127萬，其中25歲
以下的義工人數65萬9千人，佔總
義工人數的51.6%，足見青年義工
的重要性。」

她續稱：「委員會自2012年推出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鼓勵

學生及青年引發創新思維，策劃可

持續發展的義工服務，配合社區的

不同需要。今屆比賽共收到42份計
劃，都是他們努力的成果。」

青年義工遠赴海外 
分享工作成果
委員會每年會挑選20位「香港
傑出青年義工」，為他們提供培

訓外，並委以香港青年義工大

使的身份向海外義工介紹香港

的義工運動，以及交流義務工

作的經驗。學生及青年義務工

作推廣小組召集人杜子瑩表示：

今屆的『香港傑出青年義工』便

遠赴馬來西亞檳城，向當地人

分享創新及多元化義務工作的

經驗。」她亦呼籲青年人積極參

與新一屆「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

劃」以及將於五月開展的「最佳

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好

好發揮潛能，並分享同行義工

路的點滴。



2016-17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名單 

2015-1

最佳學生及青年 

工計劃比賽得獎名單

中
學
組

冠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義工隊

計劃名稱：「生命孩子」及「生命守門員」
推薦機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亞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社會服務團

計劃名稱：仁人義動」網配資源共享計劃：義享網
推薦機構：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季軍 香港真光書院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義工隊

計劃名稱：健康推廣行動
推薦機構：香港真光書院

優異 聖瑪加利義工服務組

計劃名稱：二手 ·援手社區送暖行動
推薦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大
專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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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冠軍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Vcare

計劃名稱：朋輩輔導員訓練計劃
推薦機構：職業訓練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學生發展處

亞軍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活動大使

計劃名稱：模擬人生
推薦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

季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大學及 
學院青年會協會義工隊

計劃名稱：聯校環保日﹣消「廢」主義
推薦機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優異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 
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Hea Hea Hey

計劃名稱：節慶小廚神計劃
推薦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姓名 推薦機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大會當日吸引逾420名學界及青年團體出席，盛況空
前。

主辦單位特設分享環節，主持人雷慧玲與「2015-16最
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三個組別的冠軍代表，分
享策劃義工計劃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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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組

冠軍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 
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VIP義工隊

計劃名稱：湯訪X紙箱藝術家
推薦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亞軍 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Care Angels」義工隊

計劃名稱：「Care Angels 2 & 3」保良局3-6歲家舍院童義工計劃
推薦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

季軍 郵心出發

計劃名稱：聖誕 ·傳情2015
推薦機構：籽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優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義務坊

計劃名稱：「小空間，大世界」
推薦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

2016-17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名單 
姓名 推薦機構

楊桂銣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何瑋姍 景嶺書院

蕭逸平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張威華 香港傑出學生協進會

周夢莉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簡歷軒 嶺南中學

何俊義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霍穎彤 可風中學

黃振暉 觀塘瑪利諾書院

鄺慶添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

方綺欣 香港心理衛生會

林方濤 香港傑出學生協進會

鍾璧蔚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張雁洋 香港扶貧少年兒童文化中心

李欣欣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郭曉晴 深資航空女童軍

吳澤廷 社會福利署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顏雋 香港教育大學

温穎彤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鍾珮媛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新界西總部



  

「

「

「

「

尊老尚齒是中國傳統美德，同學積極照顧長者飲食，盡顯關愛

陳綽儀同學接受
雷慧靈博士訪問

，分享策劃義工
計劃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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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2015-16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以工策劃及進行持

「創新＊傳承」為主題及創新的義工計劃，以配
，鼓勵學生及青年義

動生活化的義務工作
合現今的社會環境，及有效運用資源及成本效益

及不同社區的需要，並推
應熱烈。比賽分三個組別，包括中學組、大專組和公開組，各組勝

。今屆委員會共收到42份計劃書，反
出者已誕生。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  冠軍計劃大檢
續

閱

中學組冠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義工隊

「生命孩子」及「生命守門員」
推薦機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生命教育
青少年的情緒健康成為近來社會關注的課

題，如何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也是學校十分

重視的任務。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

中學早年已意識到於學校推行生命教育的重

要性，因此於校內組織一隊「生命守門員」

及「生命孩子」義工團隊，透過一系列計

劃，以「啟動生命，積極人生」為口號，落

實生命教育之理念。學校認為培訓學生發展

的方向必須著地，方向包括「燃亮自己」、

「服務他人」、「連接社會」及「發現境外」，

最終讓學生可自主生命，並把這精神及能力

延續。

以大帶小　薪火相傳
生命孩子」以中一學生組成，這些孩子大多對學習缺乏動

力，欠缺自信，甚至不善於人際關係及個人情緒的處理。因

此，在個人培養上，學校透過各類活動讓學生認識個人情

緒、了解性格、建立信心，目的是讓學生先從自己出發，裝

備自己，成為自己的生命工程師。

生命守門員」以中四、中五同學為骨幹，透過一系列的培

訓，除了學會正面思考的方法，突破自己，也須推己及人，

帶領「生命孩子」成長，共同走出安全範圍，放眼世界。

生命守門員」及「生命孩子」以一對一方式照顧，包括每星

期其中兩天的早上與生命孩子會面，談論近況，並會進行

伴讀訓練」，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能力和信心。數年下來，

現在已有中一時曾參加「生命孩子」小組的學生，於中四時

成為「生命守門員」，而這正就是學校的想望 ─ 弱勢學生能
夠突破自己，並於往後的日子有能力扶助校內的師弟師妹，

把團隊的精神可薪火相傳。



連接社會　積極助人
「生命守門員」及「生命孩子」一同參與服務，如於校內舉辦

生命教育周，出版刊物，設計校本關愛貼紙於社區派發，探

訪曾輕生及患有抑鬱症的長者。其中，義工隊更於探訪長者

前組織「寒冬送暖、織『善』助人」義務織頸巾活動，邀請老

師、學生及家長一起編織頸巾。此外，義工隊連續兩年組織

了「服務跨國界．行善顯關懷 ─ 台灣親善義工體驗之旅」，
遠赴台灣照顧長者、助教及為身心殘障的小朋友進行活動

課，同學更有機會發揮所長，運用自己的才能為當地的身心

障礙者獻上表演，如唱歌、朗誦、跳舞及太極等。最後在學

校舉行「生命劇」，推廣面對困難永不放棄及愛惜生命的信息。

未來，圓玄三中將繼續以

「快樂人生」為主旨，

培養學生懂得關注生

命，愛自己、愛家

人及身邊一切的人

和事，同時明白個

人對家庭、社會、

國家及整個世界，均

要勇於承擔責任。

於服務前，學
校安排了一系

列小組活動，
並以「啟動生命

，

積極人生」為口
號

義工協助機構整理由善心人士捐出的獎券
義工隊在探

訪前需接受
社工的指導

，了解和長
者溝通的技

巧；並在探
訪時把毛巾

親手送上

義工隊將各人在交流團中的得著、經歷及領悟，編排了
「生命戲」與同學分享

義工隊已連續兩年組
團到台灣進行義工服

務交流團

透過「寒冬送暖、織「善」助人」義務織

頸巾及寒冬送暖活動，向長者送上一點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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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家， 
PC ﹠ Bud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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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冠軍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Vcare 

朋輩輔導員訓練計劃
推薦機構： 職業訓練局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學生發展處

計劃宗旨
朋輩輔導員（Peer Counsellor）宗旨以誠待人，提升
自己，幫助別人，共建和睦校園。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朋輩輔導員訓練計劃」所具備的

特色是獨一無二、創新、關愛、互相支持及承傳。

此計劃由資深朋輩輔導員（Senior Peer Counsellor，
經過一年培訓及成功畢業的朋輩輔導員）、朋輩輔導

員（PC）及同學夥伴（Buddies，包括有特別學習需要
的（SEN）同學、輪椅同學及社交能力較弱的同學）
組成。

透過三個組別的配對、SPC及PC以同行者的角色為
校內有需要的buddies提供支援、陪伴、聆聽、一同
成長，共同經驗愉快校園生活。

計劃內容涵蓋了對SPC，PC們培訓、自我成長訓練
營。讓他們對Buddies及SEN同學的需要多一份了解
及明白、從而多一份同理心及關懷。

「創新」
這是建基於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校園獨特性、特別

關注到就讀設計的學生經常通宵在校園ZONE24趕功
課（ ZONE24是全天候開放給學生做功課的地方）。
很多時SPC及PC對Buddies及同學的需要會作出即
時的回應。如早前社會上頻繁出現學生自殺個 
案時，PC立刻舉辦Caring In Action，於晚上在
ZONE24為趕功課的同學送上暖暖的燒賣，熱食。 
我們不止關心Buddies，也將這份關愛發放於院校其
他同學身上，冀望宣揚正能量的訊息。

此外，PC亦特別為輪椅同學舉辦了郊遊活動，令很
多輪椅同學有機會接觸大自然，與SPC及PC共享輕
鬆愉快的野餐，令緊張的心情，可稍為放鬆。藉此

亦能增進大家之友情。



SPC於校園首創「校園大笪地」，用以物易物的方
式，為校內師生提供一個平台，為物件尋找合適的

主人。此活動除了推廣環保訊息外，亦提供一個安

全的平台讓一些社交能力較弱的Buddies在PC的陪
伴下多與人接觸。這些都體現了計劃的原創性，獨

特性。

PC在去年母親節前夕，邀請了熟悉皮革製作的
SPC、教PC，Buddies及有興趣的同學為母親準備一
份有心思的禮物（玫瑰皮裝飾）。過程中大家有更多

的交流、互動，合作。除了學會多一份手藝外，同

時亦提昇了負責教授SPC的個人效能感。                                   

「承傳」
每一屆的PC也是由SPC親自甄選。將PC精神及所學
習的承傳至新一屆。「薪火相承」，大家來自不同的

成長背景，但我們有一樣的使命∼傳遞「愛」。PC以
一個同路人，同行者的角色從日常生活關心體貼

Buddies及身邊的同學，藉此能令義務工作更生活
化。SPC亦在不同的活動及訓練中與新一屆PC分享
經驗，令新PC的關顧工作更順利、這正呈現出薪火
相傳的延續。

PC們透過參與不同的培訓及體驗活動，有不同的個
人成長。但我們時刻謹記「聆聽而非治療，關心而非

輔導」。適切的聆聽、關心及回應令Buddies感受到
SPC及PC的關愛，讓他們在校園裡找到多一點的
愛、歡樂，並鼓勵他們一同宣揚正面訊息。

PC因相同（信念）而認識、因不同而

成長。欣賞彼此的不同，互相滋潤。

Caring In Action 
熱騰騰燒賣為通
宵在校園ZONE24
趕功課的同學及
BUDDIES 打氣

與輪椅同學一齊享受野餐樂，配合藝術創作元素

「校園大笪地」以
物易物，為物件
尋找合適的主人

為母親，親手製作的玫瑰皮革

長洲長者安老院探訪活動

朋輩輔導員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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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婦女於「湯水工
房」活動大顯廚藝，交
流煲湯心得

義工帶同愛心湯水與服務對象分享

義工深入劏房，關心基層家庭生活情況

公開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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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VIP義工隊

湯訪X紙箱藝術家
推薦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VIP」是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青年義工小組。小組名稱
表達了他們對義務工作的信念：Volunteer Is Power。義工小組成員相信，青年義工可
發揮自己的創意及影響力，關懷他人，為社區帶來改變。

承繼「迫‧不得意」青少年關社計劃（ 2013-14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公開組冠
軍計劃） 服務基層街坊的心志，義工小組全體組員一致確認劏房家庭及基層長者就是他
們的VIP，為他們設計了「湯訪X紙箱藝術家」。

為了協助劏房家庭建立與社區及鄰里間的連繫，VIP團隊主動出擊，以洗樓及家訪的方
式接觸服務對象，向他們介紹社區資訊，並邀請他們參與計劃。其次，更舉辦「湯水工

房」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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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漸漸發展成基層街坊之間互相認識的平

台，透過參與中心活動鞏固鄰里之間的連繫，擴闊其支援的網絡。



VIP團隊亦透過「紙箱大師」活動接觸區內拾荒長者。除了關心
他們「執紙皮」的原因及拾荒行業的生態外，更向長者收購紙

箱，並將紙箱加工轉化為藝術展覽品。一方面以「等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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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訪」VS「劏房」
「拾荒長者」  VS「紙箱供應商」

經過這個計劃後，VIP團隊更關注區內的弱勢社群，從基層長
者和劏房家庭身上，除了體會到社會上仍有很多需要被關懷的

對象是未被發現外，更明白到關懷他人原來是一種藝術。關懷

藝術的第一步，就是要為服務對象除去標籤，減低他們的弱勢

感和無能感。例如，VIP小組嘗試以獨特的介入手法為「劏房」
二字重新定義：帶同親手烹調的愛心湯水探訪劏房家庭，除了

表達對他們的關懷外，更藉此建立有「湯」就有「訪」的習慣，

以「湯訪」取締「劏房」。同樣地，VIP小組理解基層長者希望自
力更新，拒絕直接施予。故此，他們並非視基層長者為受助

人，反而邀請拾荒長者成為合作伙伴（紙箱供應商），發揮擅長

的技能，為計劃收集高質紙箱，並以高於回收商的合理價格向

長者收購紙箱，讓他們的勞力得到肯定及回報。

VIP團隊心目中的VIP
為服務對象建立新身份不單有助社區融入及提升他們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體現了VIP義工團隊的另一個核心信念：服務對象
不是單純的受助者或弱者，他們各有能力和價值，是重要的社

會成員，是VIP團隊心目中的VIP。

推薦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義工街頭接觸基層長者了解他們生計及向他們收
購高質紙箱

義工於區內商場舉辦藝術展覽活動，向社區人士
分享舉辦計劃的經驗及得著

義工以紙箱製作社區模型

義工以紙箱製作的部分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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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檳城著名的
「姓周橋」合

照

到訪馬來西亞政府轄
下負責義工政策的社
會福利局

致力為失明人
士制定

生涯規劃的大
型社

福機構（St. Nicholas 

Home Penang）

到訪救援受虐孩童的組織（Children Protection Society），與當地孩子度過了一個温馨而有意義的下午

2016-17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檳城交流訪問團

馬來西亞分為東西兩大部分，

是個多元種族的國家。檳城位

處馬來西亞西北側，人口密

集，是經濟發展重鎮之一。由

於馬來西亞的天然生態環境及

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涉

及環境保育及社會民生的義工

服務急速發展起來。故此，我

們今年安排應屆的香港傑出青

年義工到訪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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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令青年義工能親身體會並瞭解當地的社會文化
特色、福利及義工發展，行程安排到訪馬來西亞政
府轄下負責義工政策的社會福利局（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of Penang）；以有限資源及人手救援
受 虐 孩 童 的 義 工 組 織（Children Protection 
Society）；致力為失明人士制定生涯規劃的大型社福
機構（St Nicholas Home Penang）；以愛服務智障人
士的民間組織 （Eden Handicap Centre）；以宗教信
念 服 務 印 度 弱 勢 社 群 的 印 度 教 兒 童 院（ The 
Ramakrishna Ashrama）；以支援窮困的癌症患者及
家屬為宗旨的福利機構（National Cancer Society 
of Malaysia, Penang Branch） 及積極推動學生參與
義 務 工 作 的 著 名 大 學（University of Science, 
Malaysia），希望讓青年義工較全面及多角度瞭解當
地義工發展。

除了參觀不同機構及團體外，我們並
於Eden Handicap Centre及The
Ramakrishna Ashrama進行義工服
務，包括與智障人士做手工及與來自
弱勢印度家庭的兒童唱遊、踢足球及
跳街舞等，讓青年義工能更親身體會
馬來西亞的義工文化。

經過五天的參觀拜訪，青年義工們深
深地感受到檳城的熱情投入、以心服
務他人的精神。我們期望透過是次兩
地的交流，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能把他
們在馬來西亞檳城的所見所學用於香
港，並能更投入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士，積極響應「人人做義工 生活不
一樣」這個年度新主題，將愛與關懷
的義工精神傳揚開去。

參觀支援窮困的癌症患者及
家屬的福利機構 （National Cancer Society of Malaysia, Penang Branch），並與當地
義工交流

青年義工到印度教兒童院做

服務，並教導孩子們跳街舞

（The Ramakrishna Ashrama）

與積極推動學
生參與義務工

作的著名大學
（University of 

Science）的學生義工
交流心

得

到訪以愛服務智障人士的民間組織
（Eden 

Handicap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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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層築安樂窩
家居維修義工協會

每個家庭都希望擁

有一個「安樂窩」，但維

修家居動輒花上數千元，未

必人人負擔得起。一群熱心的

裝修師傅於2015年成立「家居維修
義工協會」（下稱 「協會」），透過義務

維修家居，改善低收入家庭、獨居

長者的居住環境；又舉辦家居維

修課程，教導義工維修知

識，讓他們參與義務家居

維修工作。

與其他裝修師傅一樣，協會創會會長陳漢文開設公司承接各項維

修工程，直至為「惜食堂」及其他社福機構裝修，才啟發他創立

協會，「當時有機構轉介了一些個案給我，希望我可以幫手做義

務維修，起初只有我一人去做，之後覺得工作量頗多，有點應接

不暇，想試下找其他機構幫忙。」及後他發現本港提供同類型服

務的機構不多，於是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組織義工隊，義務為

有需要人士維修家居。

滿足感大　開班招募更多義工

協會提供小型的家居維修服務，如維修水喉、髹漆、鋪地板等，

大部分個案由社工轉介，亦有人會主動聯絡他們。收到個案後，

義工先會上門家訪，了解受助人的需要，再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服

務。陳漢文表示，施比受更為有福，過程中帶來的滿足感很大，

有次到古洞幫一位女士維修家居，及後她親自煮了一餐飯給我

們，感覺很溫暖，是一種有錢也買不到的感覺。」

隨着接收的個案增多，協會需要招募更多義工，於是陳漢文自上

年起開辦家居維修課程，學員需要花兩晚時間上課，並出席兩天

的義工服務作為實習。陳漢文認為透過課程在教導學員一些家居

維修基礎技巧之餘，亦可從中招募更多義工加入協會，現時協會

義工人數維持在三百至四百人。

「

義工隊到社福機構服務

家居維修義工協會幹事：（左起）陳漢文、
張凱鳴、方志康

協會在工廈開班教導家居維修

學員上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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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導
師
心
聲

何家駒

「記得有一次去為殘疾人士調整坐廁

的高度，能夠幫助到他們生活上的

需要，讓我感到很開心，別人看似

不太重要的事，對他們而言是意義

重大。現時我也有教導家居維修課

程，希望有更多學員加入義工隊。」

端椀凌

「義工團隊很熱心幫人，記得有次

到上水鄉村維修天井，學員及導師

互相討論，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案，

即使有時出現錯誤，大家也從中學

習，過程十分愉快。」

維
修
班
學
員
心
聲

馮煒發

「從網上認識到家居維修義工

協會，我希望透過家居維修

來幫助弱勢社群，而且助人

為快樂之本，能夠學到家居

維修知識外，更可以幫助別

人，實在很有意義。」

義工融入生活　望推廣鄰舍精神

要兼顧教班、義務維修及公司的裝修工程，陳漢文可

謂分身乏術，問到有甚麼原因讓他堅持下去，他表示

已將義務工作融入自己生活當中，並笑說：「當自己接

多了工作，只是有些收錢做，有些免費做。」在他心

中，義務工作帶給他的滿足感遠比金錢重要，「最近我

正在教導一群邊緣青年，透過外出做服務，建立他們

的責任心，過程亦令義工們很開心。」

陳漢文又指，創辦協會亦希望把關懷鄰居的精神推廣

開去，教導學員基本的家居維修技巧，讓他們可幫忙

社區中有需要的人，「我期望在全港十八區也有義務維

修隊，每區設立一個地方，幫助居民解決家居維修問

題。」

學員完成課程後獲發證書

導師即場示範維修技巧

陳漢文上門為
基層進行家居

維修

學員在堂上可練習各項維修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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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Over -
跨部門分享義工資訊
公務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

每人也有服務社會的熱忱，即使是本身為市
民服務的公務員，也希望透過義工服務，幫
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為有效地統籌義工服
務，19個政府部門的義工隊自發成立「公務
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分享義工服務的資
訊，為各部門義工隊提供活動機會。

公務員義工隊在愛德基金會第六屆「活水行」合照

今年義工隊參與一社福機搆舉辦的賀團
活動，與一眾長者團年

義工在團年飯中準備食物予長者

在2013年，義工隊參與「千人手語傳愛
大行動」，以手語去喚起市民對殘疾人士
的關懷，達到傷健共融的目標

義工隊參與消防處舉辦的清明零山火活動

參與長者地區中心萬歲迎新賀團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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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於2004年底創辦，至今參與過的義工活動
數目達747個，參與義工數目達14,075人次。計劃最初由路政署義工
隊發起，同為計劃成員之一，來自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李玉儀

Anna）表示，計劃能建立平台，招募更多義工，「部分政府部門的義工
隊人數不及紀律部隊，有時不夠應付服務需求，而這計劃則成為資訊發

佈的平台。」她又指，各部門有固定的服務機構，透過計劃可令義工參

與其他部門的義工服務，讓他們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義工活動和服務 
受眾。

口耳相傳招募義工
整個計劃的運作簡單，各部門接到義工活動後，便會發電郵予其他部門

的義工隊負責人，再由他們招募義工。Anna笑指，計劃以「口耳相傳
的方式招募成員，很多是在不同義工活動中，認識其他義工隊成員，及

後邀請其加入計劃。各部門可藉着計劃，參與義工活動，計劃亦會每2
個月舉行一次定期會議，分享及檢討活動成效。

參與義工活動的全為公務員，雖然當中有現職及退休的，但他們日常已

為社會服務，為何仍願意花額外時間做義工？ Anna認為義工服務不單可
以幫助別人，更能透過計劃結識其他部門的同事，她亦成功感染丈夫，

夫妻一同做義工，把服務社會的精神傳遞至身邊的人。

計劃亦吸引不少退休公務員參與，曾經在地政總署工作的黃祥東是其中一員，退休前已有參與義工服

務，後來愈來愈有興趣，「在政府工作多年，退休後亦有長俸，已算是生活穩定，固希望可以在空閒時服

務社會。」現職公務員大多在週末才有空參與義工活動，因此退休公務員主力負責平日的服務，盡量滿足

舉辦活動單位對義工人手的需求。

親身體驗施比受更有福
多次義工服務中，Anna感受最深的是一次探訪長者的經驗，「其中有
一位老人家經常到中心學習製作手工藝，但有一段時間她並沒有出

現，原來因為老伴離世而太傷心，不想外出；及後她知道我會到訪中

心而返回中心，因她想與我聊天。當刻我很開心，同時亦開解她，看

到她心情漸漸變得開朗，自己亦覺得開懷。」她又指，上門探訪長者

時，雖然義工隊並不是經常探訪他們，但不少長者也認出義工，也期

待他們來臨，大家逐漸成了好朋友。

同為退休公務員的莫婉萍（Emily）認為，計劃讓她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除了能幫助別人，更可體驗「施
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每年我們也會為愛德基金會的『活．水行』擔任義工，該活動以步行籌款的方式為

國內嚴重缺水地方建立供水設施，讓更多人關注貧困地區人民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參與活動讓我感受到

清潔食水的重要性。」她期望可繼續透過這個協作計劃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同時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

公務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成員：（左起）
莫婉萍、李玉儀及黃祥東

在2012年，義工隊接受香港中國國術
龍獅總會之邀請，舞動一條長達16888
尺的巨龍，創造「世界健力士紀錄」

義工隊為長者進行歲晚大掃除

參加公務員義工服務協作計劃的19個政府部門義工隊包括：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建築署

Buildings Department 
屋宇署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土木工程拓展署

Companies Registry 
公司註冊處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香港海關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渠務署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香港消防處

Highways Department 
路政署

Immigration Department 
入境事務處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稅務局

Labour Department 
勞工處

Land Registry 
土地註冊處

Lands Department 
地政總署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差餉物業估價署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工業貿易署

Transport Department 
運輸署

Treasury Department 
庫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水務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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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笑同哭

為無家者重建一個家

問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訪 外展義工隊

　

香港無家者的身後，背負着一個怎樣的故事？

1987年成立的「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連同逾
百名屬下義工，多年來走訪大街小巷，了解每個

新界及九龍區無家者的故事，以同行者的角色陪

伴他們，將他們視為「老友記」，透過不同岡位

的義工，攜手照顧他們基本的生活需要，改善居

住環境，同時協助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及人際關

係網絡，重建破損的生命。

家，是一個固定而舒適的居所；而無家者

HOMELESS），並不只是露宿者（STREET SLEEPERS），
更泛指居住於不能稱為家的臨時宿舍及惡劣居

所，例如：籠屋、板間房、棺材房等人士。無家

者於近年有上升趨勢， 2015年「全港無家者統計
行動」結果顯示香港約有1,614名無家者。設於深
水埗的「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致力為無家者提

供全面服務，旨在協助重建破損生命。

逾100義工擔當不同角色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副總幹事羅瑞雲表示：「我

們現時為聚居於深水埗超過300名露宿者，及超
過700名板房居民提供服務，可見深水埗有很大
的住所需求。」她又指出，機構目前有逾100名來
自不同界別的義工，擔當着外展探訪、支援、興

趣小組、補習、裝修等重要角色。他們不單是機

構的義工，更是職員的隊工：「機構能為無家者提

供各種全人關懷服務，並與老友記建立深厚關

係，實在有賴於一班熱心的義工們。」

羅瑞雲坦言，全港超過
300名露宿者聚居的深水
埗有很大的住所需求

外展義工探訪無家者，以行動表現關懷之
餘，亦用心聆聽他們的故事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副總幹事羅瑞雲（中），與義工伍玉
權（左）及梁紹輝醫生（右）均視無家者為「老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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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14年義工經驗的外展資深義工伍玉權與機構有
深刻的羈絆：「我曾是無家者的過來人，後來受助於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伍先生曾於多年前因吸毒

及家庭問題而流落街頭，並遇上機構職員，短暫居

留於機構宿舍。後來經歷不少波折，甚至切掉因吸

毒而血管閉塞的左手，巧合地於醫院重遇機構職

員，重新入住宿舍，並開展義工生涯。「義工的流失

率高，但作為過來人的我留下來了，不知不覺便成

了資深義工，偶爾帶領新加入的義工外出探訪。」

過來人以生命影響生命

現時伍先生為晚間露宿者探訪員之一，每個星期四

出發至佐敦及油麻地探訪老友記，亦會按照老友記

應診時間陪診，比起定時定候外展的義工，更像一

個朋友般的同行者，配合他們的需求。伍先生指

出，溝通過程必須用心聆聽他們的故事，並表達關

心與接納，打開他們的心窗，帶給他們信心，然後

了解他們的需要，逐一為他們解決問題，例如幫助

就業、穩定工作、最後解決住宿問題。

另一位資深義工梁紹輝醫生則為老友記提供牙科義

診服務，25年來均盡心盡力地以自己的專業幫助他
們，每兩星期便抽出兩個小時，只為「幫得幾多得幾

多」。問及堅持多年義診的動力時，梁醫生直言有過

想放棄的一刻：「看見病人的牙齒都壞了，而自己只

能解決一兩顆牙齒的問題，便懷疑自己實際上能幫

得多少，很是挫敗。」然而，《聖經》提醒他義診的意

義：「其中金句『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

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讓我想到，老友

記不就是弟兄中『最小的一個』嗎？」他認為，如果

他也放棄義診，便沒有人幫助他們了。

堅持診治　細水長流待轉變
除為老友記義診外，梁醫生亦參與外展探訪，其中

最深刻的經驗為探訪一個較年輕的老友記：「他的背

景很複雜，最初不願意跟我們分享心事。在他30歲
生日那天，我與另一位探訪姊妹買了蛋糕為他慶

祝，他很感動地流下了淚，後來便慢慢敞開心扉。」

他說，改變並非一時三刻：「過程或會跌倒許多次，

但重要的是：當他跌倒，你在他身邊，細水長流地

陪他轉變。」

一起笑、一起哭，一眾義工成為老友記的同行者。

梁醫生說：「我們不會抱持批判眼光，因為他們的故

事有太多我們無法明白的事。」伍先生亦表示，當上

義工，是為了協助改善老友記的狀況。「可是，我亦

曾遇過患癌的老友記，雖然無法助他們扭轉狀況，

但也能陪他們走過生命最後一段路。」以「施比受更

有福」為格言的伍先生，堅定地說：「除非我的腿無

法再走，否則我仍會繼續做義工。」

多年來，資深義工梁紹
輝醫生亦堅持為老友記
提供牙科義診服務

外展資深義工伍玉權曾
是無家者，明白「老友
記」的需要

協會設有活動中心，為無家者提供各類活動

無家者居住環境一般較差，故義工為他們提供維修及清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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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及葵青區
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辦事處轄下荃灣及葵青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一直致力

推行多元化的義工活動，鼓勵荃灣及葵青區人士積極參與義務工作，以互助互愛的精神服務有需要人士，共

建關愛社區。委員會多年來匯聚了區內個人、家庭及團體義工的力量，共同推廣及深化義工運動，在眾多舉

辦的活動當中，「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和荃灣及葵青區愛心商戶及企業嘉許禮皆為區內義務工作

的盛事。

「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

為配合義工運動的持續發展，委員會自1999
年開始推行「荃葵青義工大學」義工培訓計劃

（下稱「義大」），為地區培訓義工新力軍。至

今，義大已經為荃灣及葵青區培育超過 
3,000名義工，為區內義工服務的長遠發展
奠下穩固基石。

第17屆義大於2016-17年度共培訓了186位新力軍，他們來
自20間非政府機構及地區團體，合共組成18隊義工隊伍。在
過去一年，他們接受了一連串的訓練，包括團隊精神、人際溝

通，以及領袖及小丑活動帶領技巧等。同時，他們多次探訪區

內弱勢社群，服務超過2,000人次，活動包括定期探訪獨居長
者，促進跨代共融；到訪特殊學校，向智障學童傳達社區人士

的關愛；及探訪基層、寮屋區居民及新來港家庭，推廣社區共

融的訊息。

第17屆「荃葵青義
工大學」學員出席開
學禮暨訓練日

第17屆「荃葵青義工大
學」畢業禮，主

禮嘉賓與畢業義
工合照

「荃葵青義工大學」團隊為安老院舍長者送上關愛

「荃葵青義工大學」學員參與義工訓練

「荃葵青義工大學
」學員研習扭汽球

及小丑化

妝技巧，希望將歡
樂帶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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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 
荃灣及葵青區義工嘉許禮暨
第17屆「荃葵青義工大學」畢業禮
為表揚於過去一年服務時數分別超過50、100
及200小時的荃灣及葵青區義工，委員會於
2017年3月4日舉辦2016-17年度荃灣及葵青
區義工嘉許禮，本年度獲嘉許的義工共有122
名。活動當日亦同時舉行第17屆義大畢業禮，
得獎義工及義大畢業同學分別透過分享及回顧

義工體驗，進一步鼓勵地區人士將義務工作融

入生活。



2016年荃灣及葵青區愛心商戶及 
企業嘉許禮暨共融工作坊

為推動商戶及企業善用自身業務專長及營運優勢以服務有

需要社群，委員會聯同荃灣及葵青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

合辦2016年荃灣及葵青區愛心商戶及企業嘉許計劃（下
稱「嘉許計劃」）。 
嘉許計劃共收到200個來自區內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及地
區團體的提名。評審委員會從200個提名中選出5個傑出
愛心商戶及企業獎項，得獎商戶及企業分別為香港寬頻網

絡有限公司、桂香燒味茶餐廳、風鈴音樂藝術中心、時信

電子有限公司及星緣創藝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後），有

關獎項已於2017年1月20日舉行的「2016年荃灣及葵青
區愛心商戶及企業嘉許禮」頒發。嘉許禮當日同時進行攤

位活動及招聘會，藉此讓商界人士及市民進一步認識殘疾

人士的能力，鼓勵他們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培訓、實習及

工作的機會。

愛心商戶免費借出場地舉辦節日活動
，並提供食物

愛心商戶到訪安老服務單位教授健康操

獲嘉許的傑出愛心商戶及企業

愛心商戶在嘉許禮
中表演

愛心商戶及企業嘉許禮中舉辦招聘會，給予殘疾人士面試及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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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荃灣及葵青區的義務工作得以順利發展，實

有賴區內非政府機構、學校、其他政府部

門、地區人士及團體等各界積極參與，讓我

們可以共同建造一個關愛的社區。委員會將

會繼續於地區層面推廣義工運動，鼓勵人人

參與義工服務，強化跨界別伙伴合作，深化

義務工作，並配合地區需要以服務更多弱勢

社群。



2016-18最佳企業義工計劃比賽
為鼓勵企業義工隊運用企業專長，策劃創新及持續性的義工服務計劃、推

動工作與生活平衡、切合不同社區及弱勢群體的獨特需要，新一屆

「2016-18最佳企業義工計劃比賽」繼續以「創新‧遠見‧持續」為主題，
鼓勵義工隊夥拍不同界別的義工隊伍、福利機構及退休員工共同協辦及推

動企業義務工作，促進義務工作生活化。

截止報名日期  2018年6月30日

比賽現已接受報名
有關計劃詳情請瀏覽「義工運動網」 ：

www.volunteering-hk.org/tc/
CVBestProject2016-18

01

02

2017企業義工隊師友計劃
為鼓勵更多企業及中小企成立義工隊，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推行「企業義工隊師友計劃」，

驗的企業義工隊伍成為新加入「義工運動」的企業義工隊伍的師友，並為有興趣參與計劃的義

行配對，讓有經驗的企業義工隊分享他們組織及推行義務工作的寶貴經驗。希望透過經驗承傳

強化新成立義工隊的運作。本計劃純屬意務參與，費用全免。

有興趣參加本計劃的企業請致電  義工運動專線 2234 0100 查詢

邀請富經

工隊伍進

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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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企業義工隊師友計劃
導師機構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恆隆地產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太古地產



2017-18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
為鼓勵學生及青年義工隊伍，突破傳統義工計劃的框架，

開創新的義工服務範疇及類型，以配合現今的社會環境及

不同社區的獨特需要，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

員會」以「關懷同行 無限可能」為主題，透過義工經歷及
關愛互助的行動，將經驗及關愛他人的精神，繼續承傳 
下去。

新一屆「2017-18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現已開
始接受報名，詳情及表格下載可登入：

www.volunteering-hk.org/tc/
SYBestProject2017-18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10月31日

01 「新地義工Team力量」秉承集團「以心建
家」理念，圍繞「家」作服務開展，將「愛

家、惜家」精神，推延到香港這個「大家

庭」的每一個角落 。

02 「恒隆一心義工隊」的活動以青少年發展、

環保活動及長者服務為主，鼓勵員工及親

友積極服務社群。去年舉辦超過 100 項義
工活動，貢獻服務時數14,000 小時。今年
以「Shaping The Future」為主題，繼續推
陳出新。

03 煤氣溫馨義工隊在1999年正式成立至今，
累積服務時數已超過697,000小時。 2016 
年 12 月 10 日，煤氣溫馨義工隊與香港耀
能協會聯合舉辦「煤氣溫馨滿冬日‧耀能

好友運動會2016」，邀得時任勞工及福利
局副局長蕭偉強先生擔任主禮嘉賓，與現

場近500位運動員和義工一起合照。

04 「新創建愛心聯盟」為新創建集團的企業義

工隊，成立至今行義逾15載，成員以個人
之長如舞蹈、理髮、手工藝等服務不同社

群，累積社會服務時數逾150,000小時。

05 太古地產愛心大使成立於2001年，以「齊
建共融社區」為理念，善用員工專長服務

社區，宣揚共融力量。特色活動包括為基

層家庭改善家居環境的「維修特工隊」，以

及結合環保、慈善及教育元素的「書出愛

心 十元義賣」書籍義賣等。

03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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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運動」新鮮人 
截至本年4月底已超過 2,984 個團體及企業登記成為義工運動參與機構，這份令人鼓
舞的成績，有賴各界義工團體及以下新加入的團體支持。我們希望更多義工隊加入，

讓更多市民參與義工服務，以響應「人人做義工  新活不一樣」。　

  維多利校服公司

  愛無疆藝術服務團

  逸傑國際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西營盤街坊福利會

  愛鄰舍義剪服務

  嘉福金朝國際慈善基金會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我愛香港社會服務團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護理及 
健康學部

  種籽匯集

  恩澤保險代理公司

  九龍社團聯會黃大仙地區委員

  東聯社會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新家園協會少數族裔人士 
支援服務中心（油尖旺）

  司儀義工團

  鳳凰智匯

  基督教宣道會興華堂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仁善堂

會

  香港保寶護眼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南京總會義工隊

  通利琴行有限公司

  畢架山一號

  閃亮家族

  忠誠國際資產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龍華花園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高雲臺

  澤安邨居民服務中心

  國際婦女會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國際義工恊會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國際飛行協會

  樂延協進社

  舜禹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漢興企業有限公司

  匡懷（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

  身心美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同心牽

  信德集團

  陽光舞集有限公司

  足印Angel Paws

  毛孩守護者有限公司

  陳僖儀慈善基金

  七星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樂頤居

  鄉師自然學校

  鴻發號糧油食品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 
志願人員協會

  樂動之友

  香港社區網絡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環保園

(排名不分先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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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

區
是我
家

為鼓勵屋苑居民成立義工

隊，主動關顧社區上有需要人

士，並推動一些富創意、有意思及配

合社區特色及需要的義工服務項目，將

工助人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2017/18 社區是我家」現已接受報名，推
行日期至2018年12月底，詳情及參加
表格下載可登入 : 

www.volunteering-hk.org/tc/
caringestate2017-18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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