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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面談和家訪等，協助青
少年處理其在家庭、學業、就
業、朋輩與情緒等各方面的困
難，並於有需要時，聯絡或

轉介其他有關專業人士。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全球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的一員，又為一建基香港之基督教服務組織，本著「非以
役人，乃役於人」之基督精神，聯合同道，推廣天國，致力倡導及培育青年肩負社會責任、關懷祖國、放
眼世界 ; 並通過多元化服務、全人發展、對弱群之承擔及推動從個人至社會修和 ; 努力建設一個文明、有愛
心的香港。

本隊抱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誠意為處於危機的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服務，幫助他
們建立積極人生，並致力培育服務對象在德、智、體、群四方面的全人發展，並於生活中付諸實行。

1. 為有需要的青少年在教育、職業、家庭、社群或個人問題上提供指導、輔導及轉介服務 ;
2. 協助青少年發揮潛能，給予身心全面發展的機會 ;
3. 預防青少年受到不良的影響。

使命宣言

引言

目標

工作手法

個案輔導 由註冊社工主動接觸和介
入自然結集的小組，為對
象舉辦小組活動。

小組工作

透過講座、調查研究、展覽、
探訪等社區活動，聯同區內組
織，讓有關人士關注青少年之問
題和需要，協助服務的推展，

加強服務成效，為青少年之
健康成長，創造更理想

的環境。

社區工作

介中心簡介中心簡



服務對象

申請及退出使用服務方法

由註冊社工主動接觸的 6
至 24 歲青少年可豁免申請 ;
本隊亦接受自我轉介、家

長或合法監護人、社區
人士或機構轉介。 

申請使用服務

註冊社工按服務對象之
情況作出適當評估以終
止服務 ; 服務對象亦有

權隨時提出申請退
出服務。 

退出使用服務

服務範圍

新翠邨、隆亨邨、
顯耀邨、顯徑邨、美林邨、

美田邨、大圍市中心、
秦石邨、豐盛苑、

新田圍邨。

大圍小隊

禾輋邨、瀝源邨、豐和邨、
沙田市中心、沙角邨、乙明邨、

博康邨、水泉澳邨、穗禾苑、
駿洋邨、碩門邨、沙田第一城、
愉翠苑、廣源邨、富安花園、

錦泰苑、恆安邨、欣安邨、
頌安邨。

年齡由 6 至 24 歲，經常在公眾場所 ( 如球場、網吧、桌球室、遊戲機中心、快餐店、商場等 ) 流連和聚集，
且易受不良環境影響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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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督導的話

P.5 隊長的話

P.6-12 主題 : 疫情下的你我他

P.13-14 快樂七式及趣事分享 

P.15 Follow 我啦

P.16-20 有野 PM 你

P.21-24 限時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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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由一月尾開始漫延香港迄今已十個多月了，由嚴峻至多日沒有確診，又反覆回升至新

高，限聚令回復至四人疫情才得以穩定。近期也有零星及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顯示仍有

隱形病毒在社區中傳播。現在帶口罩、勤洗手、量體温和保持社交距離也成了生活的新常

態。

在疫情肆虐期間，香港嘗試了在家工作或在家候命的工作模式，就是因疫情減少上班的日

子而在家中工作，於是社交媒體 Zoom、Microsoft Teams、Google Meet 大行其道，但

每天坐在鏡頭前開會要特別用心和貼上文件，實在不好過，但工作總是要做的，能減少同

事間的接觸和避免交差感染也是值得的。

學生也要用 Zoom 上課，增加了學習的困難，現在連小學生也用 Zoom 上課也增加了家

長的困難；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增加了親子機會，對家庭也可能是正面的影響。社會服

務機構也忙於為有需要的服務對象申請平板電腦、數據卡，讓我看到同心抗疫、困難互助

的精神。

疫情中有些青年人喜歡在家打機度日、也有些女孩子迷上了網上購

物、也有些人迷上色情網站和網上賭博，害得一身賭債，其實打機

和購物也是非常刺激和有樂趣的活動，但凡事需有節制，避免墮入

沉迷的陷阱，正如箴言 23:4 所言，「要有聰明來節制」，一旦沉迷

成癮，不但影響個人的生活，也會影響精神健康！

最後疫情下我看到仍然堅守崗位的清潔工、食肆及零售店員、醫護

人員和各行業同工努力、堅持服務香港市民，令我們有清潔環境、

健康守護，感謝你們的奉獻精神！也感謝各位社工同事在疫情中利

用線上服務各服務對象，為他們緊守到警署及法庭的支援！無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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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我們生活在新冠病毒疫情下已超過 10 個月了。由剛剛開始全城緊張，四圍撲口罩和防疫物資，然後到

嚴峻的時候，學生要停課、政府實施在家工作和限聚令、甚至有部分行業勒令停業，以減少人群接觸和保持社交

距離來抑止疫情在社區中擴散，直至現在大家似乎也習慣了疫情下的新常態，出街時要帶口罩、食飯前要消毒雙

手、學生進行網課、返工開會要用 ZOOM、出外食飯只可四人一枱等等。一場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讓

我們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愛，到底這個疫情下的你、我、他經歷了什麼 ? 改變了什麼 ? 

這些月來，我感受到、我學會了、我習慣了、我更珍惜和我更感謝的是……

疫情一開始時根本買不到口

罩，全中心只餘下一盒口罩，

怎麼辦呢 ? 這時遠在德國的

前沙田外展同工 In Miss 為

到我們在香港的疫情著急和憂心，更為我們一眾舊同工

在德國撲口罩，然後寄回來給我們以解燃眉之急。

因為疫情和限聚令下，真的少了出街

食飯，多了在家食飯的時間。真心覺

得買外賣回家食是很不健康，所以趁

這個時間都學下烹飪，自己晚餐自己

煮，仲上網自學整蛋糕，讓自己在疫情下都可以食得

好，食得健康和食得開心 !

這個疫情除了讓我習慣了戴口罩出街

外，亦讓我習慣了以眼鏡示人，以前我

出街一定要戴隱形眼鏡，從不會以「四

眼 LOOK」示人。醫生話防疫不止戴口

罩，最好也戴上眼鏡，可預防飛沫入

眼，進一步減低染病機會，所以不知不

覺也改變了我生活上的小習慣。

以往家人生日都會出外食飯慶祝，

但今年所有大時大節都因為限聚令

人數所限，全家人只可留在家中慶

祝，今年我更親手製作生日蛋糕給

我爸爸和媽媽。這個疫情的確讓我

少了出街，多留家中，讓我更多時間與家人食飯傾計，

讓我更惜珍與他們一起的時光。

在這疫情期間，外展服務亦受到很大的影響。感謝各同工在嚴峻的疫情下仍謹守崗

位，繼續為我們的青年人提供緊急個案服務。在暑假期間，我更感謝各同工積極透

過 ZOOM 與我們的年青人保持聯繫和進行不同形式的活動，讓他們過著一個不一

樣的暑假，感謝沙田外展所有同工的付出和努力，願我們繼續與區內的青年人同心

同行，為到疫情中的你、我、他一齊打打氣，大家一齊加油 !

我習慣了戴口罩和戴眼鏡

我更感謝所有沙田外展同工的付出和努力

話隊長的

我感受到人間有情 我學會了自己晚餐自己煮

我更珍惜與家人一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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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疫情下

疫情簡介

根據香港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2019 冠狀病毒病是湖北省武漢市 2019 年 12 月起

出現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根據內地衞生部門的調查，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截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全球多達四千六百八十萬宗確診感染個案，奪去多達一千二百萬條寶貴

生命；而香港的確診個案為五千三百多宗，亦奪走了一百零五條寶貴生命。

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為疾病命名為「COVID-19」，CO 代表冠狀 (Corona)，

VI 代表病毒 (virus)，D 代表疾病 (disease)，19 代表確認病毒的年份。

疫情爆發初期，澳門、香港、台灣，遠至歐美國家等地區先後牽起了一輪抗疫用品及食物的搶

購潮。隨著疫情的變化，本港政府曾兩度宣佈全港學校停課及實施政府部門的特別上班安排，

亦呼籲其他僱主彈性處理員工上班安排。同時，本港政府更分別於不同階段實施了限聚令、在

公眾地方必須佩戴口罩，限制堂食開放時間及關閉體育館等等。以上目的均是為了減低社交接

觸和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的疫情下 你
我他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常見病徵及傳播途徑

發燒、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其他病徵包括鼻塞、頭痛、結膜炎、喉嚨痛、腹瀉、喪失味覺

或嗅覺、皮疹或手指或腳趾變色。有些受感染者只有很輕微或不明顯的症狀。經呼吸道飛沫傳

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現時對潛伏期的估計大多是 1 到 14 天，最常見的

是 5 天左右。



現時沒有預防這傳染病的疫苗。市民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衞生，保持雙手清潔。外遊時，不要接

觸動物；不要吃野味；以及避免到濕貨市場、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港後發燒或者有其他

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並馬上求醫，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

疫情持續至今已有十個多月，抗疫期間亦引起及加深了大眾社會對健康的關注，在家運動、家

居清潔、保持個人衛生等等的資訊佈滿各大網絡平台。

病毒不分男女老幼、時間地點、地位高低，大家留意疫情追蹤啦！

參考資料

香港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covid19.html

 
 
 

 

 疫情追蹤

疫情下的新常態

「隔籬」、「隔離」

「隔離」，這兩個字在 2020 年頻頻出現在大家的生活中。在廣東話的「隔

籬」意思是指在旁邊，但在書面上「隔離」的意思卻完全相反： 不能聚在一

起。以往每天都一直在你「隔籬」的同學，老師，朋友，同事 ⋯⋯ 都因應著

特區政府所頒發的《限聚令》以及教育局宣佈停課後，而一一「隔離」。即

使在「隔籬」，大家都需要配戴口罩，不能盡見身邊朋友的全臉， 似乎以上

便是疫情下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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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盒，THX ﹗」  

在這大半年中，口罩成為我們的重要配飾，每天基本平均都要消耗一

至兩個口罩。在 2020 年初，口罩供應量十分緊張，大家都在四方八

面尋覓安全的口罩。面對口罩格價不斷上升，大家都十分擔心未能負

擔昂貴價錢，同時又擔心受感染風險，這個拉扯的生活真的很痛苦。

可是，在這個新常態下，我們都需要從中尋找樂趣。不少生產口罩的

公司，把口罩推上時尚方向，以及滿足不同有人士的需要。

「網絡中相遇」

人類是一種群居動物，社交更是我們的本能。根據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1943），愛、友情及歸屬感是我們重要

的需求。一旦這個心理需求無法滿足，少不免感到鬱悶或出現孤獨等負面情緒。

面對疫情來襲，唯有多使用網絡虛擬世界來代替以往真實的交流。現時大多數

團體或學校都會用「Zoom」、「Meet」、「Teams」、「Facetime」來進行

視像教學或會議。這些應用程式有其好處，但同時都有值得留意的地方： 

視像會議程式的好處：

1）不限人數，可以不受《限聚令》的影響，也不用擔心會受感染；
2）不限地域及時間，只要有網路，便能聯繫；
3）視像軟件能使用不同有趣的效果，讓見面添加歡樂。 

視像會議程式需要注意的地方：

1）網絡世界始終無邊際，個人私隱需要好好保障；
2）視像會面需要留意自己家中環境是否容許，有機會受到不同因素影響；
3）欠缺真實感，未能有具體及即時互動；

卡通口罩 聽障人士口罩

ZOOM

TEAMS

Google Meet

Facetime



我覺得戴口罩好焗好熱，我成

日都想除咗佢。有次試過係條街到食

煙，都俾人叫我戴返個口罩，其實我係覺得

好煩架，不過我覺得佢都係關心我既。仲有，

我好想個疫情快啲完，咁就唔使網上學

習，因為真係好悶，快啲返學

就好啦！ 豐仔

疫情下的「你」

疫情至今已經十個多月了，因應疫情而生的衍新常態下，相信大家都有好多不一樣的經歷和體

會。限制多了、活動取消了、約會減少了、停課了、青少年的聲音或許都被埋沒了。有見及此，

今期沙鷗本隊社工邀請了七位青年人分享他們的心聲。現在就讓我們看看疫情下的「你」，有

什麼想與我們分享。

九個月我冇咗啲朋友！冇咗我開心生活，明明已經諗好晒自

己想去邊度旅行同埋去邊度玩，而家只要唔死就 ok 了。同埋

多咗少少錢，因為冇得飲飲食食，冇街出，不過返工好受影

響，我唔驚中招，但驚屋企人中，因為老人家無乜衛生意識，

仲去執紙皮。都好好彩我又唔使捱貴口罩喎，不過而家買口

罩已經唔係我一開始買嘅 50 蚊 50 個啦。仲有呀，真心多謝

啲清潔工人，又熱又曬又戴口罩都要清垃圾，啲口罩亂咁掉，

個個都驚疫情底下，佢地無得選擇揾命搏，仲要得雞碎咁多

人工，又七老八十。其次就醫護啦，又凍薪又忙到死，又要

喺前線，揾命搏，好慘好慘人手又少，謝謝你們！

一事無成的紫珊仔我覺得好悶囉，成日都要留係屋

企，好想個疫情快啲完呀！ 康仔

疫情之中真係好難搵工，而且外

賣需求大量增加，所以我都同一

班朋友試過創業，去做外賣食物

平台，但發現都唔算好成功，所

以依家都打算再去搵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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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譚

唔封關同食野味啲人又唔帶口罩嘅後果！我覺得戴住口罩真係好辛苦，差啲

焗暈咗！又少咗岀去食飯，又唔可以三人行。成日都係屋企瞓瞓瞓、思考人

生，都有研究下新菜式咁，所以都肥咗好多！有時都有寫下歌咁，仲有陪住

屋企人。好想個疫情快啲完呀，唔想再帶戴口罩啦！同埋唔想死呀！疫情之

中，都好想多謝我自己做好衛生、勤洗手、沖涼同消毒屋企仲有日常會用到

嘅野。雖然疫情前我都有咁做，不過無咁密囉，所以都好多謝自己，哈哈！

Hei 



我覺得好無聊！又冇得出街喎，睇電話睇到

厭，想打波又封咗場！同埋好煩！上堂好難

搞，又要入去，又要 down 啲新 apps，網絡

唔好，又聽唔到老師講嘢！我就唔係好怕中

招，反正係屋企應該冇咩事嘅，不過真係超

想個疫情快啲完，因為可以唔使再擔心會有

菌帶返屋企，同埋帶住口罩真係好麻煩！另

外好多謝一班醫護人員，唔係佢地幫啲病者

醫病，香港嘅確診數字會更加多，佢地冒住

生命嘅危險，佢地去接觸病者，真係好辛苦！

BOBO

本人其實啱啱係戒毒村出返黎，入村之

前都未爆發疫情，而家出村發現因為疫情，香港

有好多嘅改變，例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模式，以

前想見朋友就可以一大班人約出尼見面食飯，但

而家都只可以兩三個人一齊去食飯，又例如學生

本應該返學校上堂，但而家就改為網上教學，令

到我個人都有啲唔習慣出返嚟之後嘅生活，仲需

要努力去適應，希望疫情能夠盡快過去，亦都希

望疫情過後自己能夠盡快搵到一份合適嘅工作。

我亦都好想多謝一班醫護人員，每日喺前線不斷

拼搏，亦都好想多謝一班社工，好努力咁關心一

班基層市民，派發口罩同防疫物資比佢哋。

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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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你我」

說到《限聚令》，其實更加準確希望達至的是保持良好的社交距離。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需要盡量保持一米以外。其實自從一月開始停課，五月復課，繼而再出現第

三波疫情導致提早開始放暑假，同學及朋友已經數個月沒有見面。相信於停課初期，大家不用

每天到學校上課，必定感到雀躍。但日子久了，呆在家中數個星期，難免會開始感到納悶，內

心很想外出與朋友相見。但《限聚令》的限制，只能四人一聚，甚至二人一聚，從前的「至八

會」，「五小福」都被迫分拆。以下是一些年青人，他們分享，疫情如何影響他們的「友誼」。

以前好 friend 嘅朋友，係成日見，但係

呢半年真係好驚有肺炎，搞到自己好耐都

冇約佢出黎見。感情都變左⋯

疫情下我同朋友關係反而好咗，因為多

咗傾電話同打機，以前番學個陣好忙，

都冇時間傾電話。

渴望平凡快樂的牛　怡



因為係屋企嘅時

間多咗，同屋企人相處嘅

時間都會多咗，長時間對住

自然會產生爭執。

以上的狀況，相信大家十分有共鳴。在種種限制下，大家唯有關在家中，保障自己，保障他人。 

可是，留在家少不免增加了與家人的相處時間。這個相處過程中， 可能家人會對你有所期望， 

希望你能分擔家庭事務，而且很容易把「在家上課」及「放假」混淆。 但又無可否認，大家在

家多天，一定會逐漸變懶惰⋯ 另一角度，有些家庭關係卻因為家庭成員常在家中，反而變得良

好及健康。以下是年青人及一位在職媽媽於疫情下家庭關係的變化： 

呀如

疫情下的「他 / 她」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至今，香港總確診人數持續上升。見到街道空無一人，商店

門庭冷落，市民足不出戶，相信負面情緒已經慢慢地在我們心中發芽，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亦逐漸地拉遠。可是，疫情所帶來的衝擊不單令自身情緒和人際關

係受損，還對社區不同界別和行業的人士造成很大的影響。正當我們為「撲」

口罩而煩惱，為長期留在屋企而感到鬱悶時，不妨可以留意一下社區中被忽略

的一群。本期「沙鷗」有幸可以邀請到疫情下仍冒著染疫風險為市民服務的無

名英雄 – 清潔工，了解他們工作的困難和辛酸。

11

呢段時間，因為疫情少左同朋友出街，成日係屋企真係好悶。 

媽咪都知道我悶，所以佢最近都會帶我出街，買下野 。等我

唔洗咁悶。多左時間相處，佢好識得企係我角度諗。 
七

我對仔女咩都都懶晒，叫野食剩係識叫唔識

郁。 有咩就叫我落街買，話擔心浪費口罩。

一位在職媽媽 啊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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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日常

兩名受訪者所屬的清潔公司在新翠邨有四十多名清潔工，每人都有不同的職責。受訪的二人分別負責掃

地和清理花槽，他們每日工作 9 小時，由早上七時半到下午四時半，風雨不改。他們均表示起初適應比

較困難，但都要硬著頭皮去完成工作。

其中有一名受訪者之前一直在老人院做前線工作，

照顧長者。可是，她近年受腳痛影響，令她不能再

行樓梯到這家老人院工作，於是選擇辭職，當一名

清潔工，為自己居住的社區服務。現在已經做了四

年多了。四年來，即使腳痛也堅持每天為新翠邨清

潔，這種精神絕對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

另一名年過 70 歲的受訪者則認為年輕一代工作

比她們辛苦，既要供樓又要養妻活兒。既然年輕

人面對辛勞和逆境都繼續努力，所以她相信自己

仍有能力下，都要繼續工作。即使子女勸她盡快

退休，但她的意向亦從未改變。

疫「情」

「唔怕」、「我地咩都唔怕」、「都要做架」…… 

這些話都是一說起疫情，受訪者異口同聲說的話。

有一位受訪者坦言：「我獨居，除了返工，我不會

出街，有甚麼好怕？」後來發現，她上一次見自己

的孫兒們已經是數月前的父親節和母親節，原來她

說的「唔怕」，意思是自己獨居，即使染上疫症也

「唔怕」傳染病毒給自己的親人。雖然實體見面少

了，但家人靈活變通，每日都打電話、網上會面，

保持溝通，這就是疫情下家人之間的「情」。

疫情下同事之間的「情」也相當重要。她們所屬

的清潔公司每日會派 2 個口罩給員工，縱使這個

數量對清潔工來說並不足夠，但這一份支援都算

是一份支持。她們又指她們的經理十分體諒她們

的工作情況，經常問她們口罩數量是否足夠，提

醒她們多喝水、適時休息、量力而為等等。工友

之間的「情」，令她們能夠繼續堅持堅守崗位。

總結

從空無一人的街道，至醫院、公廁、到有多宗確診個案的屋邨等的潛在病毒傳播地，都見到有清潔工人在

背後默默耕耘，負起清潔防疫的重責。他們敬業樂業的背後，工作卻是危機重重。除了清潔工，社會上還

有很多行業及弱勢社群需要被關注。在街上遇到他們的時候，簡單的一句問候和體諒，對他們來說已經是

珍貴無比的支持。我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不妨多留意身邊的人的需要，締造一個更和諧美好的社區。

背後的故事



式快樂七式快樂七 你快唔快樂？快樂七式以正向心理學教人尋

找持久而有意義嘅快樂。快樂唔一定得七種

方法，但快樂七式可以話係整理出最核心嘅

方法，擁抱快樂人生！你值得真正嘅快樂！
感謝與讚美

可以於每晚將當日發生值得感恩嘅事

以錄音 / 文字記落電話，同時可以放

上 IG、Facebook、Snapchat 同 家 人

朋友分享喜樂等 ( 溫馨提示：分享時都

要小心個人私隱啊！ )，或可以寄信比

一年後嘅自己。記錄事件可以係身邊

嘅人，如家人、老師、朋友對自己嘅

關心，或今日食到好好味嘅野食等等。

保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多做運動，例如做 GYM、跑步，運動

會分泌胺多酚，會令人產生快樂嘅感覺；保持良好飲食習慣，唔好

揀飲擇食保持良好體格。

健康樂悠悠

敬業樂業

培養個人興趣，例如踩板、跳舞，參

與群體活動，例如夾 BAND、打波，

同時能發揮自己潛能及智慧。可以訂

立個人正面目標，做一件有意義嘅事

情或活動，可以係參與義工，幫人同

時都獲得滿足感。

嘉言善意

可以喺 IG/Facebook like 或者 follow 正面既 Page，咁平時碌 IG/

Facebook 既時候，閒暇睇八卦野果陣，就會突然彈 D 正面思想或

句子出黎，呢個時候就可以花少少時間閱讀正面嘅句子鼓勵自己，

肯定自己嘅長處，培養樂觀和正面思想。

為善最樂

日常生活上，亦可以幫助身邊嘅人，

例如出入時幫街坊開門、借文具俾同

學、幫老師處理事務、於疫情下關心

他人及給鼓勵等，又可以到 NGO 參與

義工工作，呢啲都可以感受到幫助別

人時嘅快樂！

常懷寬厚

長期陷入怨恨，嬲嬲豬，只會一直唔高興，亦無暇關注身邊既事物，

無法解脫。倒不如選擇寬恕別人，放低事件。可以向你相信嘅人傾

訴，例如係家人、社工、老師，從傷痛或哀怨中解放自己，從嬲嬲

豬變開心豬。

天倫情話

同屋企人保持良好嘅溝通，可以嘗試以多元嘅方式同家人溝通，可

以從 whatsapp 開始，send message、以至錄音、影相、錄影留念、

甚至一個紀念品象徵某個事件，呢啲都可以係好好嘅媒介嚟同屋企

人回味呢啲時光。亦可以透過一齊同枱食飯，飯後傾計，增加同家

人相處嘅時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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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趣事分享趣事分

疫情下安在家中，開發左好多新興趣！開始好

鍾意睇狼人殺，我正面運用呢個興趣，學左好

多新既事物！學習剪片剪關於狼人殺既片段，

觀察人地點樣玩；睇書學習人既微表情 / 動作，

點樣反映一個人既心理狀態；網上睇辯論，點

樣可以更有組織同說服力去說服其他人。但疫

情下都打番機 ( 傳說對決 )，用 excel 用數據

分析裝備，一度沉迷曾經打到全服 400 幾名。

最後覺得不可沉迷，於是利用 excel 記錄自己

打機時數，同時又發展其他興趣 ( 上面果 d)

先控制。打機有時真係獲得成功感，以及好多

感官上嘅刺激，但真係要小心控制！

疫情下為咗保持社交距離，都好少外出食飯，

日日食外賣都真係頂唔住。所以，平日「無飯

家庭」嘅屋企，都變成「私房菜」！日式、

中式、西式都試過！簡直激發起人類潛藏嘅

烹飪技能 .... 不過唔係我嘅技能 ... 係我老公嘅

廚藝 level up ！因為佢廚藝 level up... 我都

有樣技能 level up... 大家估唔估到係啲咩技能

呢？ ... 係「洗碗」呀，練成用最快時間最少

水洗最多嘅碗碟，煮一餐飯真係要用好多碗筷

廚具！煮飯煮 2 小時，食飯食半小時，洗碗清

潔廚房又用 1 小時 .... 真係要好好感激每晚為

你預備好每一餐嘅人！真係好多愛！

疫情期間成日都食外賣 , 覺得好貴同埋唔健

康，所以我就開始自己煮野食。一開始煮飯成

日都冇味，又試過炒菜心牛肉嘅時候落左一塊

包裝膠袋‥‥‥但之後一路煮就愈嚟愈好，可以

煮一餐生日飯畀屋企人食真係好有成功感啊！

證明堅持係有機會成功㗎！

不經不覺「酸味味」已經 14 個月大了，佢終

於識行啦，真係感動到流眼淚，原來媽媽既喜

悅真係可以黎自咁微小既成長。見到佢咁單純

既微笑，亦令我學習到快樂其實可以好簡單 !

KILA MISS

陸 SIR

牙姑娘

LILY MISS

想係度同大家分享一件與網課有關的趣事。從前有

一班學生，他們要在網課上做分組小組報告，在兩

組匯報完成後，一切看似正常。到了最後兩組匯報

時，多了一把奇怪的聲音……..「喀…呀….. 喀…. 呀」

這把聲音夾雜在同學的匯報發言中，一直到下課

前。知情的同學不斷致致電及訊息 A 君，可惜完

全阻止不了。到課堂完結後，老師點名，叫 A 君

名字時，有同學大笑。A 君不明同學為何笑。於是

同組同學發了以下訊息給 A 君 :「頭先成個鍾頭嘅

Present，你冇關到咪，你訓覺嘅鼻鼾聲好大，同

學同老師都聽得好清楚。」。依個真實故事，教訓

我地上網課個陣要專心，如果唔係，係會出事。

呢一年，因為疫情，我嘅婚禮改左期 3

次，我總共結左 3 次婚，都結唔成（銀

芽！） 我唯有用樂觀角度去睇，瞬間成

為左一位結婚經驗豐富嘅人， 都係一件

小趣事。

以往假期可以去旅行，今年就邊到都去唔到，

所以 Staycation 「宅度假」突然間變得好流行，

成為一種新的享受假日方式。「宅度假」提倡

的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探索鄰近的景點與行程，

享受當中的悠閒生活。我喺疫情期間就去左太

平山山頂觀光。我仲記得對上一次去已經係小

學嘅時候，能夠再次踏足呢度，眺望香港的美

景，真係一件賞心樂事。

YIP SIR

江 SIR

TAM C



!FOLLOW我啦!FOLLOW我啦

Yo! 大家好 ! 我係新入職嘅社

工，牙姑娘。大家見到細細粒，

短頭髮嘅女仔就係我喇 ! 平時

我最鍾意玩同食，所以我隨身

都會有啲野食 ~ 濃湯粟米波波

係我最愛 ! 得閒都會去影相，

跳舞 (包你估唔到我跳咩舞 )，

睇戲同打機。

除左玩之外，我都有認真嘅一

面，我隨時準備好去聽你地嘅

故事。我地可以一齊玩一齊笑，

都可以一同經歷高低起跌啊 ~

基本上我會喺碩門邨，沙田第

一城，水泉澳邨，愉翠苑，廣

源邨出現，希望有緣遇見大家

啦 !!

牙姑娘
Hello ！我係新入職嘅社工 – 

江 Sir ！講樣野你地知，我個

花名叫「飯煲」，喺呢到就唔

講咁多，如果想知點解就黎問

我啦！

我有唔少興趣，動至踢波、游

水、空手道、露營……靜至唱

歌、結他、魔術、桌球…… 不

過我有傷在身，暫時除左踢波之

外，我全部都可以同大家玩架！

我平時會喺禾輋邨、瀝源邨、

沙角邨、乙明邨、博康邨、水

泉澳邨呢啲地方出沒，如果見

到我，不妨揾我嗲兩句，變個

魔術都得架！

江 S i r
Hi ！我係陸 Sir (6 Sir) ！我

好鍾意玩狼人殺架！我仲鍾意

食譚仔，但明明唔食得辣都要

爭住食！我鍾意打籃球，睇 NBA

好多年，好多隊都可以同你傾！

仲會玩傳說對決 ( 最高全服 300

幾名 )/ 王者榮耀 ( 新手雷友，

雷到你主堡爆 )、打乒乓球，歡

迎隨時擺低個 1 蚊銀黎同我玩

籃球 / 乒乓球 / 打機！我通常

都出沒喺新翠、隆亨、顯徑、

新田圍。我望落似 18~30 歲，

見到我就黎估下我幾歲，同我

吹兩句，來者不拒！

陸 S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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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野pm

Kila Miss

子欣 : 記得你話過，同我見面的時候，就好

似俾自已「透下氣」，我會繼續做你嘅新鮮空

氣供應商，自己生活自己揀！你想健康啲就搵

我多啲喇！

浩天 : 好記得你分享你面試成功被取錄時嘅笑

容，充滿自信同期待！僱主會取錄你，肯定你

是一個有才能又好學的人！好好珍惜機會，為

你自己想過的生活努力！

家怡 : 轉了新的讀書環境要慢慢去適應，可能

會不習慣或者遇上不同的挑戰，不過黃姑相信

你有能力一一面對…… 因為今次的決定係由你

自己揀～支持你呀！

CNT: 上天好奇妙，當你不停的關上一扇又一

扇窗，衪總會在另一端為你打開另一扇新的窗；

也許你的心，正在經歷狂風雷暴，但我陪你等

待雨過天晴的來臨。

嘉寶 :「學會愛自己更多」從前成長的經歷讓

我們只懂得戴上「負能量」眼鏡去看自己和別

人；但我們成長了，有能力去除下舊有的，換

上新的「感恩」眼鏡，你會看到新的風景，支

持你。

Kazaf: 生命好似連綿不絕的風浪，我地控制唔到

風浪幾大幾細幾時黎，但我地可以學習用不同的方

法去面對風浪的到訪；今次的你，曾經被風浪沖倒

了在大海中飄浮，但最後你用了「堅定的意志」去

衝破風浪，回到了人生的航道。

希仔 : 滿身滿心傷痕的你，學習好好愛人之前，你

可以先學習好好愛惜你自己啊！ 

檸檬 & 烔烔 : 原來你地兩個整甜品整得咁叻，跟

得上課堂進度又餘，仲好有創意去裝飾個甜品杯！

個個見到都大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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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C

嘉 : 知道呢一年好多野都唔同左，而且好似搭左一架
高速行駛嘅的士咁，經歷左好多野，好多都未必係你

呢個年紀會經歷嘅野。可能踏上呢架車會有好多感受，

包括：興奮，㥬惶，疲倦，迷失，溫暖。的士係一個

好好代步嘅工具，但望住個錶係咁跳嘅時候，代表要

付出嘅愈來愈多。你有冇回想番係邊個送你上車呢？

唔知你會唔會有一刻想落車呢？唔知你又期待緊咩人

會係總站個到等你呢 ？好想同你一齊探索呢個旅程。

茵 : 聽到你最近番左去從前溫暖嘅地方，好為你感

到開心。見到你嘅成長，由以前一株會因為大風而

吹到站不穩腳嘅小草，長大成為而家反而有力量安

撫人心嘅人蔘，哈哈。未來嘅路緊記除左多擁抱自

己，同時學習理解別人，凡事「吸一口氣，消化一

下，慢慢呼出」。

程 : 知道你最近都忙著好多嘅事務，八足咁多爪。
我都見到你好有信心去管理不同嘅事務，亦不能否

認你係有能力嘅，不過感受到你其實都會好攰。每

個人攰個陣，其實都會想 hea 下，懶下，放鬆下，

咩都唔想理（我都會）。係呢個時候，就係要搵一

個真正舒服，健康或者無憂嘅環境俾自己放鬆下。

又或者，適當嘅時候，就要拔走一兩隻爪，儲番 D

力量俾自己用，真真正正照顧下自己嘅身心。可能

呢個係一個大課題，但我相信你係可以做到嫁。

YIP SIR

浩 : 你改變左好多，上齊網課聽書又做足功

課，而且成績有所改善，見到你的改善替你高

興。記著「知識就是力量」，繼續努力學習，

將來或可以幫助你改變你嘅生活。

然 : 知道你已你畢業，而且會有「迷惘」的時

候，「迷惘」幾乎是畢業生的必經階段，面對

前路不知如何抉擇，可以問問自己，踏入新的

階段，你有什麼目標 ? 有沒有一些事情想做而

至今未做的 ? 周遭或者有許多意見，不過也要

聆聽自己的內心。

樂 : 疫情期間搵工難，繼續嘗

試，裝備自己，頂住啊，加油！

江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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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 : 依兩年陪你經歷咗好多，一切都好唔容易，依

家你又有一個新嘅挑戰啦，亦係你人生嘅重大轉捩點，

希望你地一家繼續平安、健康、快快樂樂 !

豐仔 : 呢段時間發生咗好多事，慶幸能陪你經歷但同時

亦好擔心你、好唔想你既成長裡出現呢啲經歷。有人話

名字會影響自己的人生，上次個小訪問我問你想點叫自

己，你答我：「豐仔」。我無講出口，但其實我內心好

開心。唔知你有無留意，我從來都無叫過你新改既花名，

因為我相信你仍然係我當初識個個「豐仔」。

豪 : 花花世界驟眼看似美麗，會否只是過

眼雲煙呢 ? 倒不如腳踏實地，尋找真正屬於

你的一片天 ~~

Synthia: 恭喜你 ar~~9 月多了一個新

的身份，重新開始，重新出發，重新長大 !

撐你 ar~~~

家杰 : 記得愛自己多一點喔，最好的尚未

來臨 ~~ 專心工作嘅人都好有吸引力 ga~~

星 : 知道你也會常常遇見不同的試探，能

夠抓緊這份堅持，確實難能可貴！願你繼

續堅持，成就全新的你！

伍姑

鵬、肥鋒、聰、老 A: 你地四個都有一

個共通點，就係過去兩年你地曾經都擁有

一個「機會」，希望你地明白機會唔係必

然，要好好珍惜！諗下依家既生活係咪真

係真正既快樂，而你地真正想要既快樂又

係啲咩呢？有咩諗唔通搵我傾啦。

松鼠 : 仲記得當日係後樓梯陪咗你五個幾鐘，陪你唱

歌、替你抹眼淚、聽你分享。後來你再次回去，現在

你再次回來，知道你就快考到寵物美容師牌啦，心底

裡一直替你高興。願你繼續高飛，做每件事之前深思

熟慮，別再讓自己身心受傷。記住我一直都支持你！

BOBO: 好欣賞你參加活動時的認真及投

入，完咗活動之後又會繼續問既態度！要

繼續保持住呀，因係你未來既人生裡面呢

啲態度係好重要架！加油呀！

Way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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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工作不如意事十常

八九！同時唔好因為自己的工作，而忽略自己的

學業，汲收今次的經歷，未來努力實踐你自己的

目標！

威、晉、麟 : 疫情上創業絕對唔容易行，

兼顧埋學業 / 工作會面對更多的挑戰，但係

相信你地會好好運用你地的能力去面對挑

戰，加油！

天 : 最近的事件，對你黎講係一次好痛既經

歷，相信你可以從中成長，開始一個新的經歷。

梓豪 :知道你對你屋企人非常好！非常孝順！

但記得做決定要考慮周全 D，好彩今次你行動

力都好高，好快就做到補救措施！

陸 Sir

LILY Miss

五尺 : 欣賞你好有勇氣同埋領
導力，係疫情期間仍然可以創

業，支持你呀，祝你生意越來

越好，服務範圍擴展到全港。

董、MING MING、阿翹 : 好耐無同大家見面，
只可以隔住個 MON 溝通，知道大家都有好努力繼

續返工同返學，真係好叻仔，要加油呀 !

戚君 : 這大半年期間，同你一齊經歷左好多，希
望你當中有反思同成長，黎緊又係一個新開始，要

努力追返失去既時間，搵新既目標再出發，支持你。

九妹 : 雖然大家好耐冇見面，但聽到你既好消息
都好替你開心，你要繼續比心機返工呀，加油 !

文傑 : 見到你都好積極咁參加線上活動，表現十
分投入，一定要讚賞下你先。希望你可以繼續將你

既積極同投入，運用在適當的地方，便可以好好咁

發揮自己。

文熙 : 呢幾個月都同你經歷左好多野，我見到你
喺事件入面既改變同埋成長，真係可以講句「你真

係大個仔左好多了」，黎緊將會繼續面對不同既挑

戰，我都會陪你一齊去行，希望事件完結後可以一

切重新開始，撐你呀 !

Heidi: 記得你話想好好讀書，
唔想再好似以前咁無聊，我見到

你有努力去改變自己的生活，今

年可以順利升班我替你開心，希

望你可以繼續努力尋找個人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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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陳 : 喺你屋企傾左好多，識咗咁多年咁深入

咁傾到你所遇到嘅一切，當你平時跑跑跳跳，

靜落嚟，你會好識諗嘢，呢個係你寶貴累積番

來嘅經驗，真真正正去搵你想要嘅生活吧！

卡卡 : 雖然你可能未睇到，但我

相信之後我，或你屋企，或一直

支持你嘅人，將會再見到，會係

一個懂事成熟嘅你！ 家明 Sir

汶滔 : 以前可能年少無知，宜家大個仔喇，做

個有承擔、有膊頭好男人，珍惜愛錫你嘅身邊

人！

細細舊 : 今年風浪好多，唔好被擊倒，人生

仲有很多精彩嘅事情等緊你！

嘉俊 : 從錯誤中學習，除了表達也要聆聽，獨

立的生活不可怕。

可怡 : 要克服生活的憂慮和挫敗，要

先學會做自己的主人，照顧好自己。

彭姑

JESSICA、青蛙、言、力神 whiskey: 

不是境況造就人，而是人造就境況。你地都會

得。

駿、嘉雯、嘉盈 : 人生如天氣，可預料，但

經常出乎意料。預留一點點空間比自己面對不

預知既變化。

泰燊 : 童真是現實生活中的調味料，適時加

一點，人都開心點。願你早日找到能展現童真

的人。

遠 : 將來外在環境可能令你有不安，但重要

是你知道有人珍惜你，你不會一個人。

霖 : 想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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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限時動

I 住你抗疫

有無人喺 IG 留意到 # I 住你抗疫 呢個 Hashtag 呢？其實

呢個 Hashtag 係我地開始 IG 嘅理念，不如趁今期沙鷗同

大家分享下喇！

I 住 = 挨住，YMCA 沙田外展社工挨住你一齊抗疫

I 住 = IG Instagram，用 Instagram 同你一齊保持連繫

我地由 3 月開始第一個 IG Post，由零個 Follower 去到

宜 家 己 經 有 接 近 250

個 Followers ！多謝你

地 每 一 個 Like/Share/

留言 / 心心！我地會繼

續保持「I 住」大家嘅

初衷，繼續喺 IG 同大

家保持聯繫～

如果你未 Follow 我地

IG，就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啲 Follow 我地喇 !

IG：ymcastyot 

Facebook Highlight More

隔住口罩拉闊你

認真問！ 7 月同 8 月時有無睇我地個 IG live 先？未睇就

快快去我地沙田外展嘅 IG 重溫下喇！

重點重溫： 

第一集 - Lily 唱「不要低頭光環會….」但 Wayness 話唔

好低頭因為會見到雙下巴…

第二集 - 彭姑開金口同大家講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第三集 - 有心無力的家明 Sir 你見過未？

第四集 - 江 Sir 同黃姑做咩事會變咗一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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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飯」風順

沙田外展與烏溪沙青年新村獲得有心人贊助，於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 逢星期一至五 ) 舉行為期兩個月的一「飯」

風順計劃，已順利完成。計劃旨在協助受到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影響的 50 位居民提供免費飯盒，服務對象主要為大

圍市中心唐樓或新翠邨低收入家庭、獨老及雙老等。6 月

份已完成每日派發 50 個免費飯盒予已接受本隊需要評估

之人士及家庭，社工及義工會為行動不便人士提供送飯

服務。由於 7 月份仍有少量等候申請人，經評估後，7 月

份將名額增至 58 個。整個計劃的受惠住戶共有 47 個。

本計劃亦讓青年人有服務社區的機會，每日平均有 2 至 4

名義工協助派發或送飯服務。

Facebook Highlight More

賽 馬 會 青 創 社 區 系 列
YMCA「藝動人生」計劃

藝動人生已經踏入第三階段啦﹗雖然疫情出現左第一、

二、三波，都無阻我地編作劇場嘅組員們繼續：圍爐

取暖、談天闊地。大家隔住個螢幕，一齊分享生命中

嘅大小故事，一齊學習 「講」、「聽」、「作」。一

齊創作屬於大家嘅「劇本」。

贊助 :



烘出幸福 

2020 年 8 月是一個特別的暑假，因為疫情關係，中心活

動轉為網上進行，雖然沒有實體烘焙班，不過為了大家

的幸福，烘出幸福轉了網上形式進行，參加者的反應熱

烈，兩場線上甜品教學也爆滿，而且參加者也很專注教

學，最後的作品也很美 ! 除了製作甜品之外，參加者還

做了愛之語心理測試，認識自己所屬的受的語言，有助

增進與人的關係。參加者製作了「甜心的禮物」加上心

意卡上「肯定的語言」，收到甜品的一方一定感受到滿

滿的幸福啊 ! 

Facebook Highlight More

義人童行

疫情下，人人都被困在家，真係連笑容都少左。幸好有

班年青人，參加了 11/8 及 25/8 之義人童行活動，學習

魔術及扭汽球，雖然只是很基礎的技巧，但原來都要花

時間去練習。

感謝有心的年青人，於 4/9 透過 ZOOM 與 5 名小朋友

分享魔術和玩遊戲，即使疫情下，總有義人童行。

贊助 :

民政事務處

贊助 :

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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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藝墟 - Hey 墟

八月連續四個星期五晚上，我地同大家一齊喺網上學習不

同的才藝技能，分別有「日語教室」、「Rapping 教室」、

「女士護膚教室」及「男士護膚教室」。最最最最最欣賞

各位青年人參加 Hey 墟時嘅主動同投入。即使因為疫情，

大家要留在家中保持社交距離，上堂都只可以用網上方式

進行，但都掩蓋唔到大家求學問嘅上進心！我地一齊講初

めまして（請多多關照）、一齊創作抗毒 RAP、一齊素

顏開 CAM 敷面膜同埋一齊用髮泥 Set 個靚髮，好開心又

難忘！每堂兩小時真係好快過！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想玩

想學，記得話俾你地相熟嘅社工知呀！

Facebook Highlight More

激光中穿梭

過往暑假，球場或中心都會出現年青人嘅踪影，今年

遇著疫情，我哋將活動放喺網上平台、傳說對決同埋

王者耀榮戰場，不受社交距離同限聚令限制進行線上

電競比賽。今次邀請咗 PandaCute – Sleepyz 介紹咗

電競呢個新興行業比咁多位年青人認識，仲有搵咗立

倉、拉比、丸子擔任兩場冠軍賽嘅裁判旁述錄播，又

以短片同有獎問答向年青人講述有關大麻對身體、心

理、精神狀況嘅影響。首次舉辦電競線上賽，一共有

14 隊參賽隊伍參加，隔住個 mon 都感受到大家嘅反

應，亦都好欣賞大家團隊合作，上演多場精彩打吡賽，

多謝大家寶貴意見去讓活動再做好啲。最後恭喜「幫

你戒網癮」、「TF」分別成為傳說對決、王者榮耀電

競比賽冠軍，期待下次喺電競館同大家再打機！

贊助 :

民政事務處

贊助 :

民政事務處



你可能有興趣的活動你可能有興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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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大家能清楚了解 SQS 內容，本隊列出每項標準的細則俾大家參考，
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大家詢問本隊職員。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
                          閱。
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 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標準 4：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標準 5： 服務單位實施有效職員招聘、發展、訓練、評核及調派守則。
標準 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受助人、職員及其
                          他關注的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法律責任及專業精神。
標準 9：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受助人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 10： 服務單位確保受助人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 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受助人的需要。
                         （不論受助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 12： 尊重服務使用者對所得服務作出知情的選擇。
標準 13： 服務單位尊重受助人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 14： 服務單位尊重受助人保護私隱和保密權利。
標準 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
                          罰，所提出的申訴應得到處理。
標準 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受助人免受侵犯。

服務質素標準 SQS服務質素標準 SQS



World at a glance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Section  
 

 

Global Y-Connect: An alternative response  

for YMCA members  
  

The current year continues to be one that will be difficult to forget. The ongoing pandemic has 
changed our daily living significantly, propelling us to adapt the new “normal” while sacrificing 
many things along the way. Spending time with 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playing sports, going on 
holidays or visiting the closest YMCA Centr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are no longer able to 
do so freely.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has also been impacted drastically, even though our service units 
could for a short period carefully reopen and slowly welcomed our members back, the recent third 
wave of infection is taking its toll on the city and brought the summer programmes to a halt. Day 
camps, city-hunts, outings, sports events, art shows and so many other fun and excit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canceled, as the city is taking measures to fight the pandemic.  

Regardless of these cancellations, the 
YMCA is more committed than ever to 
serve its members, and following this 
premise we are offering new and attractive 
online programmes. The Global Y Connect 
is one of those to highlight for its rich 
intercultural aspect. Participants join a 90 
minutes session sharing, discussing and 
learning from topics such as: Culture, 
Traditions, Spor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VID-19, etc. with overseas YMCA members from countries like Brazil, Colombia, 
Kosovo, Malaysia, Peru and South Korea as well as Mainland China among many others. So far, 
over 50 participants have joined different sessio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July. 

The Global Y Connect sessions are scheduled weekly on every Wednesday at 9:30am and Friday 
at 6:00pm Hong Kong time, and we welcome all young adults from Hong Kong and overseas to 
participate.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online community that we are creating 
and make new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s, reach out to your closest YMCA centre or go to our 
Facebook & IG page @Global Y Explorers and join us as we sail through these tough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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