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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全人成長優化計劃｣嘉許禮已於 20/3/2016 順利完成，整個嘉許

禮包含了各類表演等觀賞項目，再加上各義工團體及家屬的參與，令我們與

舍童享受了一個輕鬆又歡樂的下午。 

 

在此衷心感謝四個義工團體（同心義工、足球義工、法鼓山及柴灣浸信會）

的踴躍參與，為整個嘉許禮的氣氛增添熱鬧氣息，您們的熱情亦令參加者及

家屬迅速投入活動；其次，亦想藉此感謝各頒獎嘉賓及家屬的來臨，您們的

參與不單代表著您們的熱心；亦能讓舍童感受到大家的關懷。 

 

嘉許禮能夠精彩地進行，當然不少得我們表現出色的主持和表演者。今次特

意誠邀到家豪及美婷兩位為我們主持活動，將平常多言好動的風格轉化成為

風趣幽默的主持組合，為整個過程中增添不少歡樂笑聲。而表演者方面，首

先有家琪與琳琳為我們歌頌一曲｢感激救主｣，見她們事前用心去熟讀歌詞，

就是為求能用心傳意；繼而有紫珊與恩恩合作為我們獻唱一曲｢歲月如歌｣，

耳熟能詳的歌聲引來了一番全場大合唱，令大家愈來愈投入活動；唯一的男

表演者超凡則以牧童笛連環吹奏多首樂曲，充滿信心的表現得到大家熱烈的

掌聲；最後由美婷與詩茵為大家表演經典的雜耍扯鈴，隨著有節奏感的音樂，

加上多元化的花式表演，令觀眾目不暇給。在此感謝各表演者用心的準備及

精彩的演出，令觀眾讚口不絕的同時，更將整個活動的氣氛變得高漲。 

 

最後來到簡單而隆重的頒獎環節，各家的得獎者透過整年度的努力而得到今

天的特別嘉許，作為一個完成目標的總結。不論今年有否獲獎，他們的努力

同樣值得我們欣賞，我亦深信每位舍童也有達成目標的能力，希望他們來年

能夠繼續投入去為自己訂立的目標作出正面轉變。 

 

2015-2016 年度「全人成長優化計劃」以嘉許禮劃上完美的句號，整個計劃

能順利進行，全賴職員的配合及舍童的參與，得以營造出良好的競逐氣氛，

特別是職員對舍童的鼓勵，讓我們可見證舍童逐漸的改變及成長。來年我們

繼續與各義工團體及家屬一起陪伴舍童健康成長，一同接受各種不同類型的

活動和挑戰，為迎接下年度的嘉許禮做好準備！ 

吉 SIR 



 

2016 年 2 月 20 日， 12 位舍童帶同自家製作的香草曲奇探訪低收入人士，曲奇中的香草取自他們上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親自種植的蜜蜂花，將兩者揉合其中，彷如將愛心和誠意交到受訪者手上。 

是次服務對象因不同原因而居住於籠屋、天台屋、閣樓、套房、劏房等，當天，我將 12 位舍童平均分

成四小隊，各小隊需自行到受訪者的居所，除了讓舍童認識香港房屋問題，更重要讓他們了解到受訪者

的真正需要，並給予最真切的慰問。 

當天，我帶領琳琳、子靜及家琪，一同探訪一位 60 多歲的獨居長者，在我認識的琳琳和子靜都是害羞

的小女孩，平日連打招呼的勇氣也提不出來，不過今次兩位小女孩竟主動介紹自己，琳琳更是第一位向

伯伯問好的人，家琪表現既有禮貌又懂得提問，看到她們三個小女孩的表現，令我感到十分安心，在活

動尾聲，全體的舍童一同到達關綜聯的辦公室，舍童們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當中更有深刻的反省和感

受，這充分證明家舍的小朋友具備能力與社會不同人士連結，更有能力去服務他人。 

每一次的活動，都讓我接通他們的心，而我深信每一次的活動，都成為他們成長最重要的契機。 

柯姑娘 

今次與兒童之家小朋友探訪深水埗區的劏房，讓兒童親身觀察劏房的

居住環境，發現劑迫的地方帶來生活上很多的不方便。 

從恩恩自我介紹開始，一連串的話題相繼而出： 

恩恩問：怎樣稱呼你..住咁細地方有冇壓力..你幾年班..你同邊個住..大

個左想住點樣的地方.. 

汶汶問：你幾多歲，你鐘意食乜.. 

之後介紹禮物袋的食物名稱及送上兒童自製的曲奇餅， 

平平問：你點樣返學..Ｄ衫放邊度.. 

之後平平送上關中聯的津貼給主人，大家送上祝福語後才離去。 

兒童學習關心別人，認識更多社會情況，活動幫助兒童建立良好的品

格及價值觀，包括樂於分享，積極主動發問，有助提昇自信心及正面

思維的能力。 

今次更要多謝被訪問的哥哥，因他親切笑容而且耐心有禮地鼓勵小朋

友向他提問，以致整個談話過程都在愉快的氣氛下完成。  

感謝主，賜給我們無盡的恩典! 

 

義工:惠珍(白白) 

相距差不多一年再與兒童之家的小朋

友見面和一同服務，見到他們長大了，

思想也成熟了。今次在探訪前見到他們

嘻嘻哈哈的，講解及商討活動時又不太

認真，心想他們這樣子，怎樣可以與探

訪者交流呢?但結果卻讓我另眼相看，

見到他們細心觀察，仔細聆聽，在身上

表達出對人的關心，真是要給他們讚

賞，欣賞他們的勇氣。原來他們有著童

真的可愛，又有做事的認真，你們真

棒，努力呀！期待再與他們一同玩樂及

服務。 

 惠玲 Cindy 

今次和兒童之家的小朋友一起去探訪板間房的老友記，讓我

多一份體驗，雖然平時也在電視節目中看過，但親身去體會

真的不一樣，在那種壓迫的環境生活，真的很辛苦，所以我

希望所有人應該更加珍惜現在所擁有的，因為我們已經生活

得很好，不要去羨慕其他人的美好。 

Memi 

 



在香港裡，一月的天氣不是乾燥和寒冷嗎?然而在 2016 年 1 月氣候出現異常的變

化，不單打破 59 年來最低溫紀錄，亦刷新 132 年來最高總雨量紀錄，遲來的冬天，

換來是最濕最冷的 1 月，早在 3 個月前所定出的活動日子便巧遇這個不利的天氣，

天文台更預測訓練日當天將會下大雨，畢竟我們的舍童只有 6-17 歲，大家都憂心不

穩的天氣會否造成很大的危險，故此我們特意添置雨衣和暖包，期望給予舍童多一

點的保護，為他們作最妥善的安排。 

  訓練日如期的舉行，當天早上翻起狂風大雨，雨量之大，單薄的雨衣根本無力抵

抗，很快大家的衣服都濕透了，我們一行 25 人由南丫島走進蜿蜒曲折的山間小徑，

陣陣寒風吹，凍得人牙關打震，45 分鐘的路程一點也不好受，沿途上，數名舍童情

緒有點不穩，不時大發脾氣，就在這時我看到一幕幕溫馨的場面，志波在未有職員

的要求下，主動肩負起照顧子靜的角色，看著兩個嬌小的身軀，手拖著手，教人感

動，在崎嶇的山路上，嘉俊不時自我勉勵，釋放正能量，梓峻協助拿取物資，沒有

半點抱怨，我曾經懷疑自己挑選了錯誤的地點，然而我看到他們的表現時，更能看

到每個舍童如何在逆境中自處，這無疑是培訓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到達營地時，礙

於場外雨勢仍是很大，我們只能改為一系列輕鬆的室內遊戲，導師更教授舍童如何

利用小工具生火，看著舍童一面專注和積極嘗試，我想起愛因斯坦一句話:「重要的

是不要停止疑問，好奇心有其存在的理由。」，孩子們，你們確實地做到這一點，午

飯過後，天空終於放晴，活動也可以在戶外進行，我們為舍童安排「墨攻」，一個攻

守兼併的遊戲，為了順利到達終點，舍童們必須透過合作和一致的動作去推動戰車，

舍童初時不協調，慢慢地掌握到當時要訣，尋找到適合各人的方式，更能達到預設

的成績。 

  天氣不似預期，人生就如天氣，我們不能精準地掌握每一件事情，正因如此，更

能體現到舍童如何克服種種未知數和逆境，在活動過後，我再聽不到舍童們任何抱

怨，或許這一天已給予你們重要的啟示。 

 

那一天,我覺得攻防戰是在該天玩得較為刺激的活動,我

覺得在整個活動做進攻的一方是很容易.在原野烹飪的

時候,我覺得自己燒的食物十分好吃呢~不過,玩了整天,

我感到十分疲倦呢~到完成訓練下山時,雖然不小心跌

倒,不過,我希望可以再參加這類型的活動   
                                      凱恩 

我對今次的活動感到很開心,因為這活動能訓練
我們的團隊精神,雖然那天下着滂沱大雨,但我們
還是安全由山下到達山上的訓練營.到了下午,雨
停了,太陽伯伯也在這時出來了,於是我們便用自
製的竹製燒烤义進行燒烤.食完了,我們便開始最
後一個活動,它叫攻防戰,那是一個很需要團隊精
神的活動.今天是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一天,雖下着
大雨,但因為大家的互助互愛才能令這天的活動
變得有意義.                                             

詩茵 

2016年 1月 17日的時候,家舍舉辦了一個去南丫島的活

動.這活動同時亦是一個考驗我們的智力、鍛鍊機動性和

合作能力,但這天下大雨.所以有些室外活動取消, 而在

室內玩其他遊戲, 測試我們的反應力.下午大雨過後,我

們玩攻防戰,雖然最後我那隊輸了,但我們學會一個道理, 

就是全隊要學會合作才會成功.  

                                          志波 

 

 

我認為這次的活動安排很好,時間方面也不緊凑,活動

也富有挑戰性,雖然開始時下了很大的雨,但這也是挑

戰我們的.我最喜歡的部分是攻防戰的時候,負責攻的

那方需要的是有策略地合作,而負責守的那方需要的

是靈活的頭腦,令我最深刻的是軒俊那隊的人,他們在

前進的時候被我們隊推的車輪胎卡住了,他們迫於無

奈下下車弄走車輪胎,因此要再把木頭車放回原位才

能繼續進行,最後他們那組未能在限時內攻入我們的

防線,輸了.希望家舍能在日後多舉辦這類型的活動,

教導我們一些求生技能的知識. 

嘉俊 



 

 

共印 200 份 

通訊地址﹕新界荃灣仁濟街 18 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 8 樓 

電子郵件﹕ic.sgh@ychss.org.hk / aic.sgh@ychss.org.hk 

電話﹕2558 3265  傳真﹕2558 8635 

「中秋眾樂樂」 親子活動 
在這個圓月高掛的中秋節裡，大人及小朋友暫且拋開家

務、書本和工作，好好享受親子同樂的好時光，為彼此

注入生命力，打打氣。 

日期:  2016 年 9 月 (稍後公佈) 

時間: 下午 2:30 至晚上 8:00 

地點:  待定 

內容: 燒烤、沙灘游玩及享受場地設備 

名額:  35-40 位 

費用: 全免(包旅遊巴及燒烤費用) 

***(1 位舍童及 1 位家屬，若多出原定的人數，可列入

後補的名單) 

負責職員: 柯姑娘及林姑娘 

 

「暑假歷奇大激戰」成長訓練日 
我們為大家安排一系列既好玩又有趣的活動，透過

歷奇活動促進個人成長，從而建立自信心、

提高溝通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活動日期: 201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 

活動時間: 10:00am-4:30pm(暫定) 

地點:  待定 

活動內容: 集體遊戲、歷奇遊戲及水上挑戰 

備註: 如非得到主任/副主任的批准，所有舍童必須

參與) 

負責職員: 柯姑娘及林姑娘 

 

 

聖約翰救傷隊「笑容重現」牙齒保健日 
向上刷 向下刷 不可放任胡亂刷 … 

 

在開心愉快暑假的暑假完結前,  

我們安排了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的牙科醫生為大家 

檢查及清潔牙齒, 預備健康的牙齒, 開展新學年 

 

活動日期: 2016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 暫定) 

活動時間: 10:00am-2:00pm(暫定) 

地點:  10B 家舍 

活動內容: 牙齒清潔及講座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朱姑娘 

 

 

「6.26 試後放輕鬆」海洋公
園 Fun Fun Day 
大朋友及小朋友都為學業辛苦了一整

年, 隨著 6 月考試月的完結,我們為大

家安排了到海洋公園遊玩, 試後放輕

鬆, 熱烈地迎接歡樂的暑假來臨 

活動日期:2016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 

活動時間: 9:00am-5:00pm(暫定) 

地點:  海洋公園 

活動內容: 機動遊戲、園內展覽館參觀 

名額:  60 位, 如報名人數超出 60 位

之名額, 則會以抽籤形式安排 

報名詳情可向本院寄養社工查詢, 或

聯絡朱姑娘 (2558-3926)、張姑娘 

(2558-77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