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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張致瑎先生

 香港的青少年生活方式和習慣一般被視為不大健康，例如在飲食方面
沒有節制，喜歡吃高熱量、低營養的食物和零食，長時間玩手機及上網遊
戲，甚至玩至通宵達旦，作息紊亂，要睡就睡到天昏地暗等，加上缺乏運動，
長期下去，體質必受到負面影響，加上學習的壓力，對生理、心理也必然
構成重大影響。為人父母者，對其問題可能束手無策又或出於愛孩子深切，
避免影響關係而間接縱容其行為，因而令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持續。

	 政府鼓勵學校推行很多不同類型的健康運動，例如預防學生吸毒，因
此而推出「健康校園計劃」，認識毒品的禍害，遠離毒品；又例如「健康
飲食在校園」運動，預防學童因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如偏食或濫食而導致肥
胖，為患有不同的長期疾病而埋下種子，但要在學校推展任何健康或預防
計劃並不容易，因為青少年有獨立自主的想法，容易造成出很多叛逆行為。
另一方面青少年有好勝心態，參與競爭的活動以此考考自己的能力。例如
年青人往往以為自己眼光獨到，加上抱著僥倖的心理，很容易跌落賭博的
活動，「防賭校園計劃」是極有必要。但傳統教育是偏重灌輸知識，要求
學生服從及把教授的知識照單全收，未能真正將學到的知識或訊息消化和
了解，要收到預防的效果，需讓學生有自己的思考過程，進而挑戰他人的
觀點與自我批判，最後才會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因此師長要做的是尊重
他們有不同見解，並從旁鼓勵，除非有巨大的偏差要加以提點，否則透過
他們的獨立思考，才能夠真正明白每一個人對事物都有其獨特的觀點，互
相尊重，才能真正掌握得到相關的知識或訊息，最後決定如何採納正確的
行動。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在二零一八年起獲民政事務局平和基金贊助，
舉辦「不賭思議」計劃，以校際辯論比賽形式，讓青少年學生深入反思及
分析賭博相關的議題及資訊，培養多角度及批判性思考，成為一個更具思
考及分析能力的人，從而減低日後參與賭博的風險，此活動自二零一八年
推出以來，由於學校反應熱烈，今年更將此活動擴展至小學，我們了解到
要預防賭博，最好從少接受防賭教育，今次透過資料搜集和分析，參加者
在掌握賭博如何影響個人、家庭及社會方面比由社工或老師以課堂形式教
授知識會更清晰、更易吸收。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方面，多謝社會福利署之社會福利發展基金第三
期撥款，由一八年十二月起，基金用作員工培訓之用，包括青少年情緒與
精神問題、親密關係、特殊學習需要之心理社會干預等，此外還有眼動身
心重組療法 (EMDR)	，培訓延續至今年財政年度 (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 )	
完結，對提升員工的專業發展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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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教育需要 (SEN) 方面，有三大服務方向，第一是到校提供 SEN
訓練小組，提供社交、讀寫及專注力訓練，並透過學習樂器 - 烏克麗麗小結
他，協助 SEN 學生舒發自己的情緒。第二服務方向是在中心舉辦的 SEN 支
援小組，除了有讀寫、情緒、社交故事及專主力小組外，更有飛越界限課
後支援服務，目的是減輕家長教導 SEN 子女功課的壓力，避免父母子女之
間的衝突。第三方向是教育層面，讓家長更明白 SEN 學童的特徵，因應其
他機構及學校的邀請，提供一些 SEN 講座，例如「每家有個特色的小孩」
講座，更設立了 SEN	 Facebook 專頁，提供不同的 SEN 資訊及同工對不
同主題的觀點，例如家長心靈系列、減少標籤系列及淺談系列等。

	 此外，今年因社會環境氣氛變得緊張與複雜，中心更特別關注青少年
的精神健康，尤其幫助那些有抑鬱及焦慮徵狀的青少年，希望能及早介入，
因此員工培訓對青少年的情緒問題更為重視，我們的社工能以更專業知識
和技巧為青少年解決問題，幫助青少年以正確的方法去處理壓力及管理其
情緒，為基層的青少年提供更有成效的精神健康服務。

	 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錫安社會服務處亦早著先機，配合不同
種族的青少年提供不同的服務，中心展外服務在去年已開始與南亞裔青少
年接觸，例如與觀塘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合辦「Project	 App-III」計劃，
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及人際交往，午膳時間入校支援，按其需要開展了
一些社群化活動、自我發展訓練營、藝術工作坊、參與義工服務等，讓他
們多與社區接觸，容易融入社會，不過由於文化背景和宗教上的不同，員
工需注意及尊重其文化上的差異，以免破壞族群的和諧，例如回教的齋戒
月不太方便參與活動。帶領活動時，因少數族裔對異性相處和接觸會較為
敏感，所以盡量以同性別的員工帶領較為合適。茶點要注意信仰禁忌的食
物，如對象是信奉印度教的群體就不要點牛肉食物，伊斯蘭教則不吃豬肉，
對文化要有敏感度和尊重是非常重要。

	 近期香港雖然面臨困難及不明朗的因素，可能令青少年更感迷惘，但
錫安社會服務處的同工是緊守崗位，秉承錫安社會服務處的宗旨提供服務，
在此我衷心多謝全體員工及各委員的通力合作，各委員繼續領導錫安，積
極培養下一代青少年要有願景，以理性的思考和分析能力，處理日常生活
問題，也採取正面的態度積極面對人生。在此，我衷心多謝資助我們服務
多年的社會福利署，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推行，支持我們為青少年提供
適切的服務。最後要多謝是一直支持我們的會員及地區人士，沒有你們的
支持，中心就不可能存在至今天。最後我希望在目前紛亂的社會氣氛下，
青少年能各自安守本份，為和諧的香港添一分動力，重建一個穩定和平的
美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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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社會服務處 2018-2019 年度
組織架構圖
Zion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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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社會服務處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2018 - 2019 年度職員名單
List  Of  Staff  Members  

總幹事：               李焯仁博士

Executive Director :       Dr. Li Cheuk-yan

中心主任：             黃玉明小姐                  黃敏琳小姐 ( 至 2018 年 8 月 )

Centre Incharge :         Ms. Wong Yuk-ming              Ms. Wong Man-lam

中央行政  Central  Administration

會計主任：         莊明莉小姐 文    員：   劉翠華小姐  

Account Officer :         Ms. Chong Ming-li                 Clerical Assistant :      Ms. Lau Chui-wa Delaine

總務管理員：    李小凝小姐

Worker :         Ms. Lee Siu-ying

活動工作員：          袁美婷小姐             馮貽達先生            黃卓希先生                                   

Programme Worker :      Ms. Yuen Mei-ting        Mr. Fung Yi-tat           Mr. Wong Cheuk-hei

 呂家明先生 (至 2018 年 8 月 )                                     

 Mr. Lui Ka-ming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School Social Service
部門主管：             冼炳釗先生                   兼職駐校註冊社工：          李民華先生

Department Head :        Mr. Sin Bing-chiu          Part-time Register Social Worker :  Mr. Lee Man-wah

展外社會工作服務  Reaching Out Social Service
部門主管：             黃錦明先生

Department Head :        Mr. Wong Kam-ming

註冊社工：             麥凱兒小姐          莊春美小姐  

Register Social Worker :   Ms. Mak Hoi-yee      Ms. Chong Chun-mei                       

兒童及家庭服務  Children & Family Service 

部門主管：             黃盛傑先生              

Department Head :        Mr. Wong Shing-kit           

註冊社工：             邵錦芳小姐               呂紫楠小姐       黃俊達先生 

Register Social Worker :   Ms. Siu Kam-fong         Ms. Lui Tsz-nam Katherine        Mr. Wong Chun-tat

輔導員：               蔡頴羚小姐                

Counsellor :             Ms. Tsoi Wing-ling Ruth ( 至 2018 年 11 月 )     

福利工作員：           劉羨程先生

Welfare Worker :         Mr. Lau Si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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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李焯仁博士
Executive Director： Dr. Li Cheuk-yan

中心主任：             嚴浩宇先生    
Centre Incharge：  Mr. Yim Ho-yu   

輔導員 : 吳文春先生 葉家輝先生 朱浩銘先生
Counsellor： Mr. Ng Man-chun Mr. Ip Ka-fai  Mr. Chu Ho-ming

                 翁詠瑜小姐             
                 Ms. Yung Wing-yu 

展外輔導員：            陳小海先生            譚禮佳先生          
Outreach Counsellor：  Mr. Chan Siu-hoi       Mr. Tam Lai-kai
      
  梁繼忠先生 ( 至 2019 年 3 月 )
  Mr. Leung Kai-chung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嚴廷玲小姐      
Registered Counselling Psychologist： Ms. Yim Ting-ling

臨床心理治療師：              沈卓時博士
Clinical Psychologist :     Dr. Vincent Sanchez

義務法律顧問：             黃汝仲律師
Hon. Legal Advisor :     Mr. Eric Wong Yue-chung

數碼營銷主任：                      繆欣華女士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r :   Ms. Miu Sunflower  

兼職總務：                    陳朱美玲女士
Part-time Workman :    Ms. Chan Chu Mei-ling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
及展外輔導及心理教育部 
2018 - 2019 年度職員名單
List Of Staff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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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李焯仁博士 

	 近期大家都面對社會及政治議題的影響而對香港狀況及前景感到不安，

我們近月聽到一個名稱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其實『和理

非』與情緒有很大關連，要做到『和理非』，就不要受到情緒控制和困擾，

不去憤怒，不會衝動行事，不受環境影響或他人煽動而作出激進的回應，特

別是年青人，大腦前額葉還未成熟，主要依賴杏仁核作出情緒回應，於是容

易衝動而不能理性思考，就不會『和理非』，當然也跟個人在孩童時代的成

長過程，與父母及家庭互動有關，孩子的訴求如果經常得不到家長的回應，

或是家長本身情緒也不穩，未能作出適當回應和處理，於是孩子會嘗試用不

同方法或行動去「違抗」父母的指令，久而久之，情緒未能恰當地受到控制

或管理，便會容易產生怨恨、愤怒、焦躁、沮喪等等的負面反應。

	 作為青少年的服務機構，要幫助青少年發展自我管理能力，學習情緒

管理是非常重要，除為有情緒困擾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指引和支援服務外，

協助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包括問題解決能力、如何處理衝突、決策能力、提

升自信心、社交技巧及舒緩壓力能力等均有助他們的自我管理，減低青少年

非理性的衝動行為。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之服務如「情緒小主人」、「正向

生命全人發展計劃」、「突破界限	-	自信心訓練小組」、「勇氣可加	-	心同

感受！」、「錫安義工隊」及「抗逆先鋒」等，透過服務及活動的體驗，讓

青少年了解自己的情緒及性格，學習如何自我管理，用理性不以情緒解決問

題，當他們能以適當方法回應困擾，問題解決後，自信心便會提升。在人際

方面，學習如何幫助和關懷別人，與人分享感受，壓力就得到舒緩。

	 近年南亞裔新移民不斷往香港移居，香港已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

南亞人士帶來了自己的語言、宗教、運動、習俗、節慶和食物，並保留至

今。觀塘是較多南亞裔人士聚居地之一，近年統計處人口普查記錄觀塘區內

非華裔人口逾二萬人，佔區內總人口百分之三。有研究顯示，受訪少數族裔

的青少年在社交方面，由於學校同學多為同族裔人士，故其朋友圈子多為同

聲同氣的族群。另有受訪少數族裔青年表示，因華裔人士其對他們有不良觀

感及負面印象，多抗拒與他們接觸。倘若少數族裔人士在港的生活處境沒有

得到改善，他們或會出現失落和失望情緒，甚至可能作出反社會行為以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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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這對香港整體社會發展有損無益。要幫助南亞裔青少年融入社會，錫

安亦是義不容辭，由去年開始，觀塘區議會贊助的一項名為「ProjectApp」

活動，中心的展外社工已到區內有較多南亞裔就讀的學校在午膳時間提供活

動和服務，鼓勵他們放學及於學校假期多到中心參與活動，融入社會。

	 至於「勗勵軒」輔導中心在多年前已開始以展外手法接觸不同行業的僱

員及負責人，推行「無賭工作間」，亦得到一些商界及集團認可，推行一些

與防賭有關的培訓及講座，此外自去年 ( 二零一八年 ) 獲平和基金額外撥款

舉辦的「不賭思議」計劃，以校際辯論比賽形式，甚得學校支持和參與，今

年 ( 二零一九年 )	繼續獲撥款舉辦，反應同樣非常熱烈，除感謝各學校的踴

躍支持外，員工的努力是不能忽視的，在此多謝員工精心的策劃和推行，才

能達致青少年對賭博禍害的深入思考，寄望日後「不賭思議」計劃能持續成

為勗勵軒的恆常活動。

	 無論香港日後有甚麼改變，我要多謝張致瑎主席及管理委員會各委員，

他們相信年青人對社會，對家人是有承擔，有責任感，機構的服務宗旨是培

養年青人成為良好的公民，縱使有特發事件需要管理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商

討，各委員並無任何怨言，委員對服務的無私奉獻精神是值得我們所有員工

致敬。當然社會福利署和民政事務局平和基金對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和勗勵

軒的資助亦是功不可沒，地區團體和地區人士一直以來的支持也極為重要。

僅代表錫安仝人祝大家身體健康，更重要是祝福香港，能讓每一個香港人安

居樂業！



輔導及指導服務

	 輔導及指導服務是錫安社會服務處

四個核心服務範疇的其中之一，目的是

為青少年提供全面性的輔導和	指導服

務。由於兒童及青少年在成長中需要面

對各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轉變，這些轉

變容易令他們感到迷失，對前路的方向

及自身充滿著疑問和困惑。加上香港社

會正在經濟轉型當中，在智識型的經濟

發展和全球一體化帶來的衝擊下，使他

們需要面對更激烈的競爭和壓力，而適

當和及時的輔導和指導卻有助兒童及青

少年適應社會上的各種不同的蛻變，以

預防一些行為上的問題，例如「問題賭

博」、「上網成癮」、「過度消費」、

「校園欺凌」、「濫用藥物」、「吸煙」

等。錫安社會服務處為配合不同兒童和青少

年需要，舉辦了各類型的輔導和指導計劃 :

「成長的天空計劃」等，矯正少年不正確價

值觀，加強他們分辨社會不同歪風的能力。

正向生命及友愛校園講座

	 近年社會出現不少學童自殺的個案，其

中的原因十分複雜，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互相

影響。事實上，高中學生，除了要適應學校

生活、面對學習壓力、朋輩關係問題及家庭

關係外，的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亦十分重要，

因此本機構特意舉辦學生講座及正向小組，

讓學生認識壓力來源、學習減壓方法、增加

對精神及心理健康的認識及推廣正向心理，

促進學生積極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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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成癮及預防網絡欺凌

 錫安社會服務處曾於過往向多間學校進

行上網成癮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青少

年使用互聯網的情況非常普遍，每日平均上

網時間約 2	-	3 小時，部份學生的上網時間

超過 5 小時以上，無疑這直接影響了青少年

的日常生活、與家人的關係和與朋輩的社交

關係。本機構為了讓學生及家長了解上網成

癮帶來的影響，到訪不同學校進行預防上網

成癮學生講座、家長研討會 ;	對於受上網影

響的學生，本機構的社工特別到訪學校，進

行上網成癮治療小組，讓學生瞭解和改善其

上網習慣。

為受壓力、

情緒及精神困擾提供疏導

	 以「及早識別」和「及早介入」為主要

服務策略，讓受壓力、情緒、社交及精神困

擾學生提供輔導服務，協助他們再次看見、

認識及認定自己的特質	(strengths)	與內

在資源	(inner	resources)，促使他們能從

生命裡面更了解自己，欣賞和感恩身邊的人

和事，找到解難出路。本機構提供不同類型

的活動給兒童、教師及家長，例如義工服

務、情緒管理、溝通小組、自我照顧小組、

領袖訓練等，提升他們的心理健康。我們深

信人本主義心理學羅哲斯 (Carl	 Roger) 提

出人有能力去成長，所以人能夠突破自己、

突破界限。此計劃透過不同的服務，突破個

人、社交、家庭及社區四個範疇，當中包括

獨立、情緒、溝通及助人自助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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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習需要服務

	 有鑑於社區上越來越多有特殊教育學

習需要的兒童，例如專注力不足及過渡活躍

症、自閉症、亞氏保加症、讀寫障礙等，本

機構為了回應社區的需求，開始於中心發展

不同類型的小組，針對特殊教育需要兒童，

例如專注力小組、社交小組、情緒小組及讀

寫小組。藉著不同的訓練，協助學童克服困

難，並發揮長處。

	 中心近年亦開設特殊學習需要課後支援

服務 - 飛越界限，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

於提供課後支援服務。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

星期五，下午四時正至七時正，由導師教授

學生完成功課及溫習，希望藉此減輕家長於

教授子女學習時所遇到的壓力。

	 學校方面，本機構透過到校服務，推行

讀寫小組、專注力、情緒及社交小組，為學

童提供行為、學習動機、自信心及情緒上支

援，從而減低他們在學習和社交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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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性服務

	 錫安社會服務處致力提供高質素的支

援服務，以協助青少年和家長解決各種生活

上的困難。特別是青少年在學習的過程中經

常會遇到困難，故本機構希望借助一些支援

服務協助他們；另一方面，在職的父母和單

親家庭在香港甚為普遍，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能夠令家長可以在照顧子女上得到適當的

支援，特別是對一些學習障礙兒童的父母，

更需要特別支援。中心支援性的服務包括 :	

中心支援性的服務包括 :「課餘託管」、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服務」、錫家 Teen	

Home( 錫家展外服務隊 ) 等等。

課餘託管服務 -

「愛無限．課餘託管服務」

	 錫安社會服務處為協助在職家長解決照

顧孩子的困擾而設立「愛無限．課餘託管服

務」，讓孩子得到全面的照顧。課餘託管服

務計劃由富經驗的員工統籌和協助，在課餘

時間照顧小一至小六學童，並設計多元化活

動，讓學童有多方面的發展。除了在學業的

照顧外，機構關注個人的發展，為有需要的

學童提供小組活動及個案輔導。此外，為增

強家長與子女的親子關係，亦舉辦親子活動

及講座等。

	 課餘託管服務以小組形式進行指導，

務求於指定時間完成功課及溫習，每組學生

不超過八名；而活動方面更見多元化，包括

生日會、家庭旅行、家長講座、參觀等。整

體而言，課餘託管服務讓學童得到悉心的照

顧，啟發其潛能以達致身心平衡。因應小學

已轉為全日制，課託服務的服務時間為星期

一至星期五，下午四時正至七時正。

	 時正，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錫家 Teen Home

（錫家展外工作隊）

 錫家 Teen	 Home( 錫家展外服務隊 ) 自

二零零三年四月成立，支援流連街頭的青少

年，由展外社工主動到他們聚集的地方，了

解及關懷他們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個人或小

組輔導，讓他們得到全面發展。為了提升青

少年解難和抗逆能力，本機構舉辦富挑戰性

的活動，啟發青少年面對和處理危機或困難

的能力。另外，本機構亦定期舉辦適切的小

組，例如樂器、舞蹈、表演藝術及烹飪等等

體驗課程，發展青少年個人潛能，從而找尋

自我價值和建立自信心。

	 為關注到地區上身處歧路邊緣青少年

的需要，本機構與社會福利署青少年服務地

方委員會及觀塘區展外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

各單位合辦計劃，讓青少年發展多方面的興

趣及技能，我們並期望能根據青少年的獨特

性，協助發展其不同的成長需要，內容主要

集中在三部份。第一部份是 : 透過提供體藝

技能培訓或創作，鼓勵身處逆境 / 邊緣青少

年發展正規興趣，並以正確途徑去表達感

受 ; 第二部份 : 推動年青人發掘自己不同的

興趣，藉此協助將來發展成為創業或謀生的

工具;最後，第三部份:透過合作大型活動，

讓年青人有空間及機會總結自己的經驗，分

享成果，使年青人及社區人士交流，提升其

自信，並顯示出邊緣青少年積極的一面。

	 觀塘區貧窮家庭的子女往往成為競賽

下的弱勢社群，未能有機會於餘暇發展他們

的潛能。本機構聯同各地區團體與觀塘區議

會及九龍東、觀塘、沙田離島扶輪社合辦

「給孩子一點關懷、愛心、勉勵計劃」，動

員商界、區議會、社福機構、地區團體協助

貧窮家庭青少年，透過資訊科技知道、社會

探索、摯友行動、閱讀與學習獎勵計劃、社

會服務，讓參加者在學業、人生經歷及個人

素質上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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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及社教化服務

	 錫安社會服務處注重青少年及兒童的發

展性及社教化服務，發展性當中以個人品格

和個人潛能發掘為重，因此本機構舉辦了不

同類型的活動、小組、興趣班。

	 在品格發展方面，本機構致力發展服

務對象的德育培訓，舉辦了各種範疇的活動

以達致德、智、體、群、美多方面的均衡發

展。同時本機構向服務對象提供定期的義工

訓練，並希望透過這些訓練培養服務對象關

心社會和無私奉獻的精神。

	 在個人潛能方面，為協助服務對象適應

智識型的經濟轉變和發掘他們個人的潛能，

增強他們的抗逆能力和發展個人興趣，錫安

社會服務處於一八至一九年度中舉辦了不少

相關的活動，如錫安魔術義工隊、「紅十字

會少年團及青年團」、錫安跑步隊等。

	 在社教化當中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務，

以促進社會和諧作為服務的宗旨。服務對象

在成長過程中，容易對自我形象及自信心感

到困惑，透過參與群體活動，服務對象能學

習與人相處及溝通技巧，以加深對自己的瞭

解，從而肯定自我價值，提升個人自信心。

除此以外，讓服務對象接觸不同的生活層

面，從而擴闊他們的個人視野和了解社會上

不同情況也是社教化服務的另一個服務目

標。有見及此，本機構的社教化服務包括：

「成長的天空計劃」、親子活動、性教育講

座、社交小組、禮儀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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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主要是訓練學生的抗

逆力，當中包括「效能感」、「歸屬感」

及「樂觀感」，工作員透過悉心設計的活

動，讓參加者從中體驗及反思，配以工作

員的講解，從而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人

際關係、情緒控制及解難能力等。當中亦

會舉行親子溝通及培養良好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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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活動

錫安社會服務處注重青少年個人品格的發展和個人潛能的發掘，舉辦了不同類型的公眾宣傳

及教育活動，本機構致力發展青少年德育培訓。本年度亦重點宣揚正向生命，帶領義工到區

內進行公眾宣傳及公眾教育等。



P.21



「星」級義工獎勵計劃

1.	計劃目的

	 ●	 透過記錄分數，肯定義工的付出與努力

	 ●	 正面鼓勵義工參與義務工作，建立機構的義工服務文化

2.	義工分數計算準則
	 ● 義工服務包括事前訓練、準備及服務 ( 義工訓練不包括在內 )

	 ●	 分數以學年計算，即每年 9 月開始計算至翌年 8 月

	 ●	 義工需每半年 ( 即每年 2 月及 8 月內 ) 交回記錄冊予本機構，以便計算義工服務

分數

	 ●	 以任何形式參與本機構所舉辦或協辦之義工服務，每 1 小時可獲 2 分義工分數

	 ●	 參與本機構以外所舉辦之義工服務 ( 學校、其他社會服務單位等 )，經該服務之

負責老師或社工簽署確認服務內容及時數，於本計劃亦可獲每 1 小時 1 分義工分

數

	 ●	 不足 1 小時之服務亦會當作 1 小時計算

	 ●	 義工服務分數須於完成服務後 1 個月內進行記錄，並給予本機構同工簽署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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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許準則

 義工分數	 	 	 星級制

	全年最多義工服務分數	 錫安 5 星級義工

	100 分	 	 	 錫安 4 星級義工

	75 分		 	 	 錫安 3 星級義工

	50 分		 	 	 錫安 2 星級義工

	25 分		 	 	 錫安 1 星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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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服務及偶到服務

	 香港出生率雖然下降，但新來港的學童卻不斷增加，我們對新來港青少年的發展

所需亦不敢怠慢，機構與區內中、小學合作，提供學校適切的服務，包括 : 為新來港

兒童提供學業、適應、溝通、親子的支援、領袖培訓、抗逆力訓練等，如 :「新來港

兒童校本支援計劃」，在英文、數學、IT 及個人成長上協助學生如何面對在學業及社

交上所帶來的沉重壓力，以及舒緩老師在輔導學生時面對的壓力。本機構按不同學校

及學生的需要，提供適切的小組、活動、講座及展覽，務求協助學生得到全人發展。

此外，無論是否新來港或本土出生的學生，中心於平日開放時間會為會員提供偶到服

務，會員可以借用玩具、康樂用品、電腦、觀看電視、閱覽報紙雜誌等。

自修室服務
	 本中心提供自修室服務讓會員能夠在寧靜地方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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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員統計
類別                         合計

兒童	(	6-14 歲 )	 875

青少年 (	15-24 歲 )	 336

附屬會員	(25 歲或以上 )	 337

會員總數	 1,548

2. 核心服務節數統計
類別 合計

指導及輔導	 1,067

支援服務	 866

發展和社交活動	 1,649

社區參與活動	 226

服務總節數	 3,808

3. 核心服務參與人次統計
類別 合計

指導及輔導	 6,983

支援服務	 6,575

發展和社交活動	 15,510

社區參與活動	 10,873

服務總人次	 39,941

4. 中心資料統計
類別 合計

開放日數	 280

開放節數	 790

偶到服務人次	 18,411

非核心服務節數	 367

2018-2019 全年會員人數、核心服務及中心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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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

2018 報告
	 錫安社會服務處於2002年開始設立戒賭輔導服務現已踏入了第十六載的歲月，

機構於 2007 年獲得民政事務局平和基金撥款資助，成立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

導中心，提供戒賭輔導服務。主要為受賭博困擾的人士及其家屬提供戒賭輔導和情

緒支援，服務團隊匯聚同工的專業知識和技巧，至今已處理超過 3,000 個個案，個

案成功率維持百分之六十以上。

	 戒賭服務包括直接補救性的個案輔導至預防性的教育工作，還有跨專業的合

作和經驗交流等，目的讓社區大眾認識戒賭輔導服務，使有需要的受助者及早意識

問題賭博的影響，及早獲得適切的幫助。從戒賭服務統計看，戒賭熱線的撥打數字

雖然每年下跌，但戒賭個案開啟量卻有增無減，可見賭博問題仍然嚴重，只是受賭

博問題困擾人士的求助模式開始改變。時代不停變遷，讓戒賭服務不能固步自封，

開拓展外輔導服務、善用線上即時通訊工具等，使求助者能跨時間或地域限制地求

助，正視由賭博問題帶來的困擾，獲得優質的輔導。

個案工作方面：

●	 本年度中心共開啟了 360 個求助個案，結束個案達 103 個，累積往下年度繼續

跟進的有 588 個個案，成功達標率達 67%。整體的求助者中約有七成為賭徒，並

以男性賭徒居多，佔整體的約八成半；女性賭徒佔一成半；家屬求助者佔整體的

三成。全年共提供了 2,475 節面談輔導，674 次電話會談跟進，當中求助者參與

不同類形的支援小組或發展小組，參與人次達 1,415 人次。

熱線求助方面：

● 服務使者可透過 1834633 的戒賭熱線獲得戒賭資訊或直接聯絡輔導員尋求即時

的輔導，勗勵軒輔導中心開放及接聽戒賭熱線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早上 10 時至

晚上 10 時及星期六早上 10 時至下午 6 時。本中心全年接獲近 1,336 次熱線查

詢	 ( 包括查詢戒賭輔導服務 )，當中 722 個需要與輔導員對話聯繫，另有 196

次直接聯絡中心的求助來電，而實際能與輔導員聯絡有 366 人。要讓社區人士知

悉戒賭求助熱線，實在有賴官局方注入更多資源向社區大眾作廣泛和持續性的宣

傳策略，同時，本中心在不同網絡媒體、社福團體、學校網絡及香港賽馬會提供

戒賭資訊及服務單張及轉介的資料，希望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知悉求助的方法，

藉此提高大眾人士對預防問題賭博的意識。

小組活動方面：

● 本中心提供不同類型的小組活動：全年提150節支援小組活動，受惠人次達1,415

人次。目標協助求助者提升及鞏固戒賭復康的動力和意志力。他們透過參與不同

的小組生活，藉此建立朋輩支援，重整正面價值觀；認識賭博的禍害，學習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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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發展個人潛能，鞏固戒賭的動機和意志，提升個人的抗逆能力。

● 互助性質的「沿途有你支持小組」、「家添喜樂組」，小組定期與服務使用者舉

行聚會及康樂性活動，另會辦季度生日會和主題性講座如：「無須戒賭，仲有本

錢」、「人生路線圖」、「你愛賭？愛我？愛家？」等。與基督教香港錫安堂一

起協作，從宗教角度啟發參加者建立良好的操守和負責任的行為，每單月舉行一

次信息分享：「價值觀重整」，從宗教靈性學角度啟發參加者認識成癮並學習處

理及建立良好的溝通和負責任的行為。

● 自助小組如自務小組和勗勵義工隊：小組定期聚會，從求助到幫助別人，讓賭徒

及其家屬成員能助人自助。「自務小組」主要策劃予本中心服務使用者的活動如

遠足郊遊等，以往亦曾多次協助本中心籌備週年聚餐，從而讓組員發展個人潛

能，活動又凝聚對中心的歸屬感；「勗勵義工隊」主要策劃予社區有需要人士的

義務工作活動，

	靈性小組「靈性互勉小組」及「伙伴關顧同行小組」，逢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六

晚舉行，加強組員間的連繫及對靈性培育和關顧，發展屬靈體現戒賭的歷程。

	「導航足球隊」定期舉行足球訓練，讓服務使用者建立健康生活模式，並向社區

人士宣傳「不賭波的訊息」，「跑步組」則善用觀塘海濱，讓組員於工餘鍛鍊體

能，培養興趣活動，建立服務使用者的健康生活。

專業培訓方面：

	 本中心與不同社福團體同工交流工作經驗，全年共提供了 40 節的培訓，參加

人次達 1100。

● 為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及一團火等義師團體合作，舉行義師心理健康培訓，令他

們受助之餘更將心理健康關注推及低收入兒童，從根源預防賭博問題。

● 向明愛專上學院和香港樹仁大學社工系學生分享戒賭輔導服務。

● 與和諧之家作交流，鼓勵將戒賭輔導服務推介給有需要的受虐人士個案。

● 向來自新加坡的三巴旺神召會牧師及傳道人團隊、來自韓國的 Korea	 Center	 on	

Gambling	 Problems 及來自澳門的工聯會北區綜合中心等介紹戒賭服務，交流開

拓服務的經驗。

● 應邀為大都會人壽、香港傷健協會、太平洋酒吧、宏利金融、翠華集團、街坊工

友服務處、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心理健康講座，向聽眾講解心理健康的

重要及與賭博之間的關係。

預防及教育工作：

● 應寶覺中學、寶血女子中學、樂善堂楊仲明學校、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香島道

官立小學、香港四邑工商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樂善堂劉德學校、中華基督教會

基華小學、羅定邦中學、樂善堂余近卿中學、閩僑中學、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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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李求恩紀念中學、保良局朱敬文中學、聖公會馬利亞堂

莫慶堯中學、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天主教郭得勝中學、聖文德書院、香港中國

婦女會中學、粉嶺禮賢會中學、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德雅中學、香

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等，與學

生及家庭進行講座及工作坊。

2018-2019 年服務計劃：

● 以綜合服務的理念推行一個社區關懷，預防及緩減賭博對家庭、社區帶來的傷

害和負面影響。在預防性和補救性工作方面雙軌並行，特點包括：第一，協助

服務使用者正常的融入家庭；第二，強調參與和責任；第三，提倡建立互相關

懷的社區。減少賭博帶來的負面社會成本，發揚社區互助精神，建設互助互愛

的社群生活。

透輔導中心 --- 自行求助：

● 	 透過致電戒賭熱線或自行到訪求助接觸；亦有由外界機構轉介個案預約面談

輔導

●	 提供個案面談輔導

●	 組織不同互助支持小組、成長發展小組及家庭活動。

展外模式 --- 展外接觸：

●	 聯絡到訪五大高危行業，接觸機構商談合作協議，並協助機構制定防賭及緩

減問題賭博的政策，宣傳推廣防賭教育工作；

●	 定期展外探訪，提供個別面談諮詢及組織不同的心理健康講座或培訓活動

地區滲透工作：

●	 透過定時在各區擺放路站，向大眾灌輸防賭訊息，讓大眾認識問題賭博成癮

的原因和禍害。

●	 推廣戒賭輔導服務，讓受問題賭博困擾的人士及其家屬能獲得及早識別，及

早獲得幫助。

●	 籌辦不同類型的講座和活動：每季組織防賭及債務處理講座和賭博失調處理

的分享會。

●  服務推行模式



       小組性質	 												小組名稱	 						對象

 支援性	 家添喜樂組 --- 家庭	 家庭成員

		 沿途有您戒賭支持小組 --- 家屬	 家庭成員

		 沿途有您戒賭支持小組 --- 戒賭人士	 戒賭人士及其家屬

	義務工作、發展成長、	自務小組	 戒賭人士及其家屬

	興趣	 導航足球隊	 「男士」戒賭人士

		 跑步小組	 戒賭人士及其家屬

		 勗勵義工隊培訓及小組	 戒賭人士	

	靈性輔導關顧	 靈性互勵小組及靈性互勵家人小組	 戒賭人士及其家屬

 關閉式治療及預防性小組	< 靜觀 - 善待自己 I> 工作坊	 戒賭人士及其家屬

		 <靜觀 -善待自己 II>工作坊	 戒賭人士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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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	 組織各項有關預防或處理問題賭博成癮的相關研討會、工作坊或培訓課程等，

增加員工或業界人士認識賭博成癮者的需要並提昇其專業知識技能。

發展不同互助小組：

●	 加強運用電子科技媒體推廣防賭訊息：如面書、網頁及網上媒接觸有需要的服

務使用者，宣傳防賭戒賭的訊息，鼓勵及早求助。

Closed Therapeutic 
and Preven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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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足球世界盃：

為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中心致力藉此熱潮宣傳「不賭世界盃」，預防青少年賭

博成癮，製作了 2018 世界盃紀念小冊子及以俄羅斯套娃為主題的小書簽，分派予社

區及學校，並舉行了三十場防賭講座。此外於 7 月舉行了名為「大腳八世界盃暨嘉年

華」的兒童足球競技活動及嘉年華會，反應相當熱烈。

展外輔導及心理教育部報告：

過往的資料顯示，從事服務性行業的業內人士參賭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容易引發財

務問題和賭博失調。因此平和基金於 2014 年開始額外撥款資助勗勵軒輔導中心成立

展外輔導及心理教育部，先導提供展外戒賭輔導服務予飲食業界，藉「無賭工作間．

營商管理好」計劃，讓中心輔導員為計劃會員提供預防問題賭博的支援配套。至 2018

年中心年度統計中，來自飲食業、保安業、金融業、運輸業及建築行業等五大服務業

的戒賭個案佔全部戒賭個案近六成，可見其值得關注的程度。另外憑藉相同的展外服

務理念，中心積極接觸地區代表如區議員，透過建立地區聯網進行地區滲透工作。

●	 中心為五大服務業機構提供預防問題賭博的支援配套，包括：(1) 協助公司訂立

員工預防問題賭博的政策和守則；(2) 協助員工對問題賭博建立正確的認知態度，

如安排防賭講座、工作坊或培訓等；(3)透過提供心理健康講座、職員及團隊培訓，

提升員工的心理健康質素，達預防賭博成癮之效果；(4) 接受個案轉介，為正受

賭博或財務困擾的員工及其家屬提供免費的輔導服務。中心在本年度曾合作的相

關機構如下：香港賽馬會旗下餐飲、宴會及會所部門、彩福集團、叙福樓集團、

株式會社有限公司、翠華集團、嚐 . 高美集團有限公司	( 前身為世昌集團 )、花

串日本料理、稻苗學會、香港酒吧業協會、香港調酒學校、太平洋酒吧、友邦保

險、大都會人壽、宏利香港與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等。

●	 中心於地區或為地區組織提供預防問題賭博的支援配套，包括：(1) 定期定時定

點「服務推廣站」，作為戒賭輔導中心以外的流動服務處；(2) 隔月舉行「服務

推廣日」，以攤位及展覽形式於社區中推廣防賭訊息及戒賭方法；(3) 與地區代

表如區議員定期合辦防賭講座、債務處理工作坊或心理健康講座等；(4)	接受個

案轉介，為正受賭博或財務困擾的居民及其家屬提供免費的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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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回條

P.63

感謝支持！
*請在□內 P出合適的

□	本人	/	本機構願意捐港幣 ____________ 元予錫安社會服務處支持機構各項服務。

	 可直接入賬恒生銀行戶口：352-9-038774 或以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錫安社會服務處

有限公司」，請將存根傳真 (852-27901111) 回本機構或寄回香港九龍牛頭角道馬蹄

徑一號寶恩大廈一樓	錫安社會服務處收。

□		本人	/	本機構願意捐港幣 ____________ 元予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支持戒

賭輔導服務。

	 可直接入賬恒生銀行戶口：269-552659-668 或以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錫安社會服務

處有限公司」，請將存根傳真 (852-27039311) 回本中心或寄回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52-54 號豐利中心 10 樓 1015 室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收。

------------------------------------------------------------------------------

*	凡捐獻港幣壹百元以上之捐款將獲發收據作申請減免稅務之用，敬請填妥本捐款回條個	

		人資料及通信地址。

捐款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

通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由中心職員填寫 )

閣下所提供之資料只用於簽發收據及本中心內部行政用途

如有垂詢歡迎致電話：852-23448989	或 852-27039893	與會計部聯絡。

電郵址：ylh@zss.org.hk		 	 網址：www.zss.org.hk



Donation Reply Slip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Please mark with a P where you find suitable

□ I / My agency would like to donate HK$___________ to Zion Social Service Limited to support 

agency’s social services. 

 Hang Seng Bank Account No.:352-9-038774 or cross cheque payable to “ Zion Social Service 

Limited”. Please return the bank statement to our agency “Zion Social Service” via fax (852-

27901111) or by mail (Address: 1/F, Bo Yan Building, No.1, Horse Shoe Lane,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 I /  My agency would like to donate HK$___________ to Zion Social Service Yuk Lai Hin 

Counselling Center to support counselling services to gamblers and their family. 

 Hang Seng Bank Account No.:269-552659-668 or cross cheque payable to “ Zion Social Service 

Limited”. Please return the bank statement to our agency “Zion Social Service Yuk Lai Hin 

Counselling Centre” via fax (852-27039311) or by mail (Address: Room 1015, 10/F, Hewlett 

Centre, 52-54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nation of $100 or more, the receipt can be used as a claim for charitable donation for tax deduction.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 correspondence purpose.

Name of Donation Agenc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Donation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o. of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p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Agency Staff Only)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for administration only 

Enquiry: 852-23448989 or 852-27039893 (Account Office)

E-mail: ylh@zss.org.hk   Website: www.z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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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四十六週年

日期：2019年11月16號
督印人：李焯仁先生
印刷數量：200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