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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青少年就業服務

服務 服務提供數量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249 人

入校就業輔導服務 20 + 中學

其他計劃( Project
YANA、Sunnyway

etc..)

120人

• 15/16年度青少年就業服務數
字



Ethnic Minority Ambassador Program

Pre-employment training
The tailored pre-employment training furnishes the Ambassadors 
with basic knowledge of LD's services before they start work. Career 
planning is also an integral part to equip the Ambassadors for their 
future.

Employment Services Ambassador for Ethnic Minorities
Ambassadors work in LD's Job Centres and recruitment functions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job seekers, especially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using LD's services

E-Learning Support Scheme

providing on-the-job training vacancies for 
youngst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IT or 
education industries.

Aged 15-24, graduates of S.5/ DSE to sub-
degree level (or equivalent)
Lawfully employable in Hong Kong
With/ without relevant studies/ work 
experience are eligible to apply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



項目 目的

A. 個別化就業/生涯規劃輔
導
(Individual career 

counseling & support)

1. 運用認知介入，協助個別學生認清個人興趣、
期望、能力，訂立可見目標，促進其自我效
能感。

2. 協助學生掌握更多升學就業資訊，提升其與
父母就升學就業溝通的能力。

B. 家長支援工作
(Parental support)

1. 提升家長協助尋找及引導子女發掘未來的能
力，以免家長因對最新升學就業動態缺乏資
訊以致給予錯誤期望

2. 改善家長與子女間就升學就業的溝通，讓子
女更有「被認同」感覺，提升子女自我效能。

C. 促進家校合作
(School-parent co-work)

1. 由學校協助提供機構與家長進行介入的平台。
2. 由學校邀請家長就不同行業對學生作出介紹

3. 讓老師掌握與家長就學生升學就業意見上的
交流技巧。

入校就業輔導服務



其他計劃-年輕父母生涯支援計劃

寶寶友善僱主網絡 親職知識學堂

本計劃為15-25歲年輕父母而設，提供情緒支援及訂定事業計劃，並從

心靈、知識、物資及就業層面提供援助，使他們更有力量過渡成為父母
角色



「開飯」服務

http://news.sina.com.hk/news/3/1/1/1427548/1.html?l=459336
http://news.sina.com.hk/news/3/1/1/1427548/1.html?l=459336
http://news.sina.com.hk/news/3/1/1/1427548/1.html?l=459338
http://news.sina.com.hk/news/3/1/1/1427548/1.html?l=459338


「開飯」服務

•有營飯堂(充權與社區教育)

•童心飯堂、樂天倫飯堂(跨代貧窮)

•午、善、匯飯堂(向上流動)







計劃目標

〈一〉透過提供廉價 (或免費)、有營養的晚膳，

紓緩低 收入或失業人士的經濟負擔

〈二〉配合就業服務，協助失業人士重新就業

〈三〉配合其他支援服務，協助他們建立社區網絡、

維持家庭和諧及在困難中的復原力。



服務對象 (Service Target)

家庭收入低於入息中位數75%的低收入人士或失業人士
(非綜援及食物銀行受助人)

酌情考慮：
1. 撫養比率高的家庭
2. 新來港人士、未能申請綜援及公屋
3. 居住私樓劏房或入息大部份用作支付租金
4. 傷殘或有特別醫療支出
5. 家庭遭逢突變，經濟出現困境
6. 有子女在學的家庭



2)高信任會員制度，有效篩選N無人士



入屋開飯 (hot meal delivery service low mobility individuals))

3)動員飯堂受惠人士成為社區資本新動力
)



童心飯堂- Kiddy Heart Canteen

4) 配套服務針對低收入家庭的需要



童心飯堂內容

社區合作 (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與學校及社區服務建立轉介系統

•與企業及社區團體建立協作關係，

提供康體藝活動

家庭支援(parent support)

•親子 “正” 策課程 (3P)
•家訪實地指導
•家長互助小組
•危機個案介入
•就業轉介服務

兒童發展性活動
(children development)

•伴讀計劃
•德育課程

•功課輔導及英語課程
•生活眼界及體驗活動

飲食集團
提供由營養師監控
的飯餐 (dietician supervised 

meal)



5)為社區人士搭建參與平台，製造社區支援網
(SERVE AS A HUB TO CREATE SOCIAL SUPPORT 

/COLLABORATION/DONATION/ VOLUNTEER)



5)為社區人士搭建參與平台，製造社區支援網
(SERVE AS A HUB TO CREATE SOCIAL SUPPORT 

/COLLABORATION/DONATION/ VOLUNTEER)



5)為社區人士搭建參與平台，製造社區支援網
(SERVE AS A HUB TO CREATE SOCIAL SUPPORT 

/COLLABORATION/DONATION/ VOLUNTEER)



6) 與教會連合，製造接觸福音與社區關顧牧養平台

訊息講座/ 功輔班 / 看電影 / 節日活動/ 盆菜晚會/義工隊



合作伙伴

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何東基金



社會服務與教會的合作

1.透過服務合作體現信徒社會關懷的合一見證

2.一杯涼水(服務處)，一本聖經(教會)

3.不少成功例子因生活需要而接觸飯堂，繼而
慕道信主，生命得著很大改變

4.扶貧項目與教會關懷事工的具體實踐



經驗分享
• 荃灣浸信會牧愛福音堂 - 荃灣三陂坊14號安安大廈地下

• 飯堂主要服侍低收入人士、正在戒毒(男士為主)、露宿者、及長者。

• 過往一年教會成功開展’過來人小組’於週六晚, 由8-10位開始到現在已有約20位參與

週六、日的小組和崇拜。

• 決志人數達十多位, 更有數位男士

成功戒除毒癮, 每週日回教會崇拜。

• 一班弟兄姊妹一直固定出現飯堂去關心

街坊和傳福音，亦有參與家訪。

值此機會鼓勵他們歸信耶穌!  



經驗分享
• 佐敦浸信會 (社區飯堂)

• 新曙光教會 (童心飯堂)

• 新曙光教會於週六開辦免費功課輔導班10AM – 11.00AM. 

11.15 – 12.30PM 兒童聖經故事電影(中、英語)、敬拜、遊

戲、背誦金句……

• 10AM – 12.30PM 母親和幼兒先跳讚美操、BREAK TIME之

後有靈修、聖經分享及小組時候、彼此代禱。超過約30位街

坊參與此服務，15人決志信主。

• 佐浸飯堂於 2013年5月開飯, 開辦“愛心小組”成功邀請20

個參加者出席小組，現有17位決志信主。



兒童發展基金第五批計劃
Step Up 5 生命導航計劃



政府於2008年正式開展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以新的
模式來協助弱勢兒童計劃較長遠的個人發展目標，減少跨
代貧窮帶來的影響。

鼓勵兒童規劃未來、養成建立資產的習慣，並同時累積金
融和非金融資產(例如正面的人生態度和思想、個人抗逆
能力和才能，以及社交網絡)。

計劃背景



10至16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並需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其家庭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或

其家庭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資助 或

家庭收入低於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

※之前曾參加基金計劃的兒童將不合資格參加其後的計劃

計劃對象



服務家庭：共809個

2008-2012 先導計劃 (港島區)：100個

2010-2013 第二批計劃(港島區)：100個

2011-2014 第三批計劃(港島區)：132個

第三批計劃(九龍城及油尖旺區)：132個

2014-2016 第四批計劃(九龍城及油尖旺區)：115個

2015-2018 第五批計劃(港島區)：115個

第五批計劃(九龍城及油尖旺區)：115個

招募友師: 超過1000位



計劃主要元素

1. 目標儲蓄

2. 個人發展規劃

3. 師友配對



目標儲蓄

合共$12,600
第三年開始運用，
實踐個人發展目標

參加計劃學生
首2年，每月儲蓄$200(共

24個月)
$200×24=$4,800 

商業機構及個人

1:1配對捐款

$4,800 

政府獎勵金

$3,000



個人發展規劃

Goal目標設定期

為全個計劃招募對象，進行簡介會、面見參加計劃的兒童、家長及師友，
為所有參加者進行培訓。

Go行動發展期

定期培訓活動﹕自我認識、人際社交、社區服務、生涯規劃、職業導向、
理財訓練、家長工作坊及友師培訓活動。

Growth成長期

職業技能發展﹕婚禮統籌、學車、化妝、寵物美容、廚師；興趣發展﹕舞蹈、

樂器、藝術、素描、電腦、攝影；

學習發展﹕語文、拼音



自我認識、人際社交訓練



理財訓練、社區服務



生涯規劃、職業導向



生涯規劃、職業導向



師友配對

 每名兒童獲配對一名義務的成人友師

 來自宗教團體、其他義務組織，可以個人或組合名義參加

 所有友師均會接受機構面試和培訓

 年滿21歲或以上，學歷最少達中五程度或以上

 具有良好品德操守，並沒有犯罪記錄

 性格成熟、有責任感，對青少年有承擔，願意委身計劃年
期內(3年)服侍青少年

 須出席友師培訓課程、定期參與友師分享會及聯誼活動等



1. 每名友師最少獲配對一名參與計劃的兒童，提供指導及協助他
們訂立和實踐個人發展規劃

2. 以身作則成為兒童的榜樣，與參與計劃的兒童及家長分享個人
成長經驗，助他們健康成長

3. 須出席友師培訓課程、定期參與友師分享會及聯誼活動等
4. 每月最少直接與兒童接觸一次，包括面見或電話聯絡
5. 對參與計劃兒童的個人資料必須保密
6. 與計劃社工保持緊密聯絡，以交流兒童最新情況
7. 保持正常師友關係，禁止涉及任何利益衝突、不恰當的親

密關係

友師角色及責任



友師培訓內容

3年內必須出席7次核心培訓活動
(包括首年 4次, 第二年 2次, 第三年 1次)

• 友師角色與責任

• 青少年成長需要

• 自我認識

• 有效溝通技巧

• 如何與家長建立互信關係

• 如何訂立個人發展計劃

• 認識社區資源及關係延伸



友師嘉許



友師．學生．家長聚會

暢遊迪士尼

聖誕節活動



捐助機構/人士 支持團體/教會

2009先導計劃
(港島區)
I • Money @3G 同行計劃

BCT銀聯集團
百仁基金有限公司
以勒基金有限公司

百德浸信會
和孩樂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基督教協基會嶺英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康宏愛心義工隊
耀東浸信會福音堂

2010第二批
(港島區)
伴你同行@3G計劃

BCT銀聯集團
力圖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以勒基金有限公司
吳潔儂女士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恩新(香港)企業有限公司
善銘國際有限公司
匯喬發展服務有限公司
薰衣草有限公司
體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JCI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靈泉堂
基督教協基會嶺英堂
康宏愛心義工隊
葡萄藤教會
職業訓練局
耀東浸信會福音堂

捐助及支持團體名單



捐助機構/人士 支持團體/教會

2012 第三批
(港島區、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
Match & Go生命導航計劃

BCT銀聯集團
以勒基金有限公司
百德浸信會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香港浸信會醫院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
恩新(香港)企業有限公司
陳淑珠女士
聖保羅男女中學
蔡鳳儀女士
譚廣培先生
體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沙田浸信會
柴灣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協基會嶺英堂
基督教宣道會利福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康宏愛心義工隊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
義工Team力量」
葡萄藤教會
優質師友網絡

2014 第四批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Step UP 4生命導航計劃

BCT銀聯集團
力圖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香港浸信會醫院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
恩新(香港)企業有限公司
教會關懷貧窮網路
陳淑珠女士

尖沙嘴浸信會
香港基督教宣聖會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捐助及支持團體名單



捐助機構/人士 支持團體/教會

2015 第五批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Step UP 5生命導航計劃

Mr. William Wong
九龍塘浸信會
土瓜灣浸信會
沈文浩先生
香港浸信會醫院
恩新(香港)企業有限公司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教會關懷貧窮網路
梁慧敏女士
郭海珊女士
張慶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匯喬發展服務有限公司
鄧少華先生
駱景儀女士
體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九龍塘浸信會
九龍聖安德烈堂
土瓜灣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長沙灣基道堂
中華傳道會紅磡基督教會
尖沙嘴浸信會
旺角浸信會
紅磡基督徒會堂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葡萄藤教會

2015 第五批
(港島區)
Step UP 5生命導航計劃

BCT銀聯集團
Mr. William Wong
百德浸信會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城市的盼望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炮台山獅子會
恩新(香港)企業有限公司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張慶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鰂魚涌浸信會
灣仔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愛秩序灣堂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有限公司
基列社會服務中心
神召會西環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柴灣萬善堂
基督教宣聖會香港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基督教會恩雨堂
康山浸信會
鰂魚涌浸信會
灣仔浸信會

捐助及支持團體名單



與教會合作契機

•加強堂、社、校合作

•突破教會「框框」，推動信徒走進社區，服侍基層需要

•促進跨宗派結連

•回應教會青少年信徒斷層現象，將計劃學生及家庭帶入教

會，認識福音。



信仰為本師友研究計劃

由四間營辦兒童發展基金的非政府機構(包括浸信會愛羣社會

服務處)，以及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

會科學系進行追蹤研究。

10%

90%

友師人數：574

非基督

徒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信仰為本師友計劃研究計劃」

44%
56%

青少年人數：833

男

女



大部份友師活躍於參與教會活動、祈禱及教會服待，但卻很

少會與教會以外的對象分享信仰，甚至邀請其參與教會活動。

信仰為本師友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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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 祈禱 教會服侍 分享信仰 邀請參與教會

從來不會

很少會

偶而會

有時候會

時常會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信仰為本師友計劃研究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進程

信徒呼召

透過參與服侍，實踐使命

提升信仰

成熟度

確立

呼召感

*友師透過參與兒童發展基

金計劃，成為他們信仰進
深機會。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信仰為本師友計劃研究計劃」



信徒友師參與師友計劃後...

• 超過80%友師表示曾向青少年分享信仰

• 約88%友師感到自己對青少年發揮正面影響

• 超過70%友師認為教會有支援信徒參與師友計劃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信仰為本師友計劃研究計劃」



青少年接觸信徒友師後...

• 接近80%青少年表示友師曾與他分享信仰，更有60%表示友師對他

的信仰有很大的影響

• 其中有15%青少年在宗教上有轉變，有60多人表示相信基督教

• 有差不多50%友師教會提供活動予青少年參加，當中有35%青少年

表示曾出席友師教會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信仰為本師友計劃研究計劃」



與教會合作契機

• 加強堂、社、校合作

• 突破教會「框框」，推動信徒走進社區，服侍基

層需要

• 促進跨宗派結連

• 回應教會青少年信徒斷層現象，將計劃學生及家

庭帶入教會，認識福音。



社會服務部與浸聯會合
作的事工



謝謝電話：34131643

電郵：bokss@bokss.org.hk

網址：www.bokss.org.hk

mailto:bokss@bok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