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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9至 2020年度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020年 5月 29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30至 4:30 

 下午 4:30至 5:30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among Hong Kong Youth" 研究分享會 

地點：  網上會議（Zoom meeting） 

 

出席： 

陳文浩先生（主席） 香港青年協會 

黎小玲女士（副主席） 香港小童群益會 

梁樹明先生（副主席）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黎慧嫻女士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翁少燕女士 香港明愛 

李道生先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陳淑儀女士 香港家庭福利會 

鍾美齡女士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陳烈輝先生 香港遊樂場協會 

廖惠英女士 救世軍 

劉錦楨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李少鋒先生（增選委員）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曾潔雯博士（增選委員） 香港大學  

張俊聲博士（增選委員） 科創社工學會 

姚潔玲女士（總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顏菁菁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邱瑞玲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列席：  

高保麟先生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網絡主席 

盧松標先生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主席 

馮美珍女士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網絡主席 

鄧妙玲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缼席： 

 

朱麗英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麥鏡英先生 香港保護兒童會 

張家樂先生 萬國宣道浸信會有限公司 

 

下午 4:30至 5:30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among Hong Kong Youth" 研究分享會 

其他出席者： 

李靜君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Cheung Hiu Kwan 仁愛堂 

Chow Miu Yin 仁愛堂 

Li Yim Man  仁愛堂 

Verena Hui 香港小童群益會 

Lee Tai Ying 香港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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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Lee 香港青年協會 

Chan Ka Sin 香港青年協會 

Connie Au Yeung 香港青年協會 

Ken Lee 香港青年協會 

Michael Leung 香港青年協會 

Wu Ka In 香港青年協會 

余英豪 香港青年協會 

鄭兆琪 香港青年協會 

鍾淑妍 香港青年協會 

Samantha Leung 香港家庭福利會 

Cindy Lau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Ellen Lai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Cheung Chi Kwan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李學義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Wong Shuk Ching Joan 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部 

Cheung Yeuk Tip Christine 香港遊樂場協會 

劉國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Mak Wing Yee 救世軍 

Lau Shun Hei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Alvin Ng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Ngan Hing Hai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黃賢明 （（Jim Wong）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黃玉明 錫安社會服務處 

Lau Hok Ching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Lau Hiu Kwan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會議議程： 

議程： 

1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是次會議議程獲通過。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020年3月27日之會議紀錄獲通過。 

 

3 跟進事項  

3.1 就社會事件的服務回應及觀察 --「社會事件及疫情下中學生的精神健康及支援需要」

調查 

3.1.1 總主任報告，社聯於4月透過機構會員的青少年服務單位，以問卷形式成功訪

問了1,267名社工及1,651名中學生，希望了解社會事件及疫情下中學生的精神

健康及支援需要。  

3.1.2 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學校社會工作網絡及社聯代表於4月20

日與香港中學校長會（HKAHSS）代表分享了調查結果，校長會成員同意教

育界及社福界可以在以下方面協作：倡導減輕學業壓力、發展尊重青年參與

的精神健康服務模式、協助青年反思身份與價值、探索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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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關調查結果亦於同日由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代表、學校社會

工作網絡代表、前線同工及社聯同事，與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ACMH）主

席黃仁龍先生分享，並就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狀況及需要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ACMH主席同意，青年應適當參與製定青年精神健康政策。  

3.1.4 上述調查並建議以下服務模式及方向  

 支持民間發展線上自助工具，促進精神健康保健  

 發展線上搵社工平台，提供人性導航及服務駁腳  

 擴大線上輔導服務規模及容量，透過真人對話去個別關顧  

 建立自主社區第三空間，編織學校、家庭以外的安全網  

3.1.5 與會者認為值得思考如何於服務提供上改善現時社會上出現年青人與成人之

間的不信任問題，並認為增強線上線下服務能讓更多年青人參與服務，並不

會因社會環境的轉變而令服務停頓，同步地，增強線下服務令地上有自主性

的感覺再出現。 

3.1.6 李少鋒先生建議調查報告結果可與輔導教師協會分享，讓老師及校長了解多

些學生的想法，對學生生涯規劃方向亦有幫助。 

3.1.7 社聯將於6-7月期間舉辦調查結果分享會，與眾參與訪談的同工就調查結果和

青年聲音，進行交流反思。 

（會後備註：我們與青年的距離？「社會事件及疫情下中學生的精神健康及

支援需要」調查結果分享會於7月15日舉行。） 

 

3.2 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兒童及青少年的服務需要、服務所需的調整（模式及涉及的資源

等） 

3.2.1 總主任將於6月1日與社署開會，希望先了解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兒童及青少年

的服務需要、服務所需的調整（模式及涉及的資源等）與會者有以下關注： 

- 社會福利發展基金（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Fund）會否接受有關資訊科

技資助的申請； 

- 社署現時正檢討機構的ICT設備，與會者認為值得檢討軟、硬件及持續的服

務收費（如電話費等）的支援，亦包括人力、設備、訓練等支援，令服務不

會因任何社會因素而導致停頓； 

- 因時代的轉變，社署OC的用途、定義已不合時宜，希望能夠重新檢視OC的

認可支出項目如流動電話、電話卡、上網費等； 

- 建議社署資助地區青少年中心增置監察體温儀器、納米消毒塗層等裝備； 

- 就恢復偶到服務能有足夠通知期，方便中心編更及通知服務使用者； 

- 就限聚令下各青少年服務中心人數上限、操作上如何保護服務使用者及同事

等有具體及清晰指引，希望社署加強內部溝通，讓地區同事能有清晰的回覆，

讓各中心有所依據； 

- 希望向社署了解為何申請社會福利發展基金（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Fund），機構需自行承擔申請總額的10%費用的限制（如申請100萬IT軟件，

機構需付10%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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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事項 

4.1 2020年WAPS檢討 

4.1.1 會議附上2020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建議文件，本年度

建議議題： 

1. 提升兒童院的前線照顧人員職級至社會工作助理 

2. 增加中學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行政及活動支援人手 

3. 增加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的督導人手 

4.1.2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WAPS會議透過Zoom軟件於網上進行，總主任收集與

會者對網上舉行WAPS會議的意見如下： 

- 網上會議可容納更多人參與，但交流相對困難 

- 亦可讓只想接收資訊而不願意發言的參加者有機會參與，了解整體情況 

- 可以網上及實體同時進行 

- 網上會議可再細分小組進行深入討論 

- 可諮詢社署同意，錄影會議以便日後跟進 

- 有與會者認為是次會議預先讓參加者知道每一小組的討論議題是很好

的做法，讓參加者可預備好討論相關資料或預先收集同事意見，令討論

內容更充實。 

 

5 服務網絡動態：沒有報告事項。 

 

6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among Hong Kong Youth" 研究分享會 下午4:30至 5:30 

6.1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李靜君教授與參加者分享關於香港青年的政治歸屬的研

究。 

6.2 過去一年，香港的政治經濟經歷高度動蕩的時期，李靜君教授採用參與觀察研究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入訪談，走進青年人不同的生活世界（街頭抗爭、網

絡文化、社區中心、鄰里活動、學校、家庭、朋友圈、教堂），與他們互動和交談，

探討這些不同的青年群體在這歷史關頭，如何塑造他們的集體未來。 

6.3 李教授呼籲同工如有合適的研究對象，歡迎聯絡她，令研究涵蓋層面更全面。 

 

7 下次開會日期：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