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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所以關懷每顆年輕的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北區及天水圍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及天水圍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

隊，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轄下的青少年服

務單位。分別成立於 1992 年及 1993 年，一直為新界

北區及天水圍青少年提供發展及輔導服務。 

工作隊的專業外展社工會主動接觸有需要之青少年，

為他們提供個人或小組輔導，協助他們誇越危機及迎

接挑戰；同時，亦會為一些轉介個案提供相關服務。 

工作隊主要透過不同的教育及康樂活動、技巧訓練、

面談及家訪等活動，協助服務對象發掘潛能及定立目

標，從而令身、心、靈得以全面發展。 

此外，工作隊亦會透過展覽、講座等活動，推動社會

人仕及社區關注青少年需要及所面對的挑戰，營造更

有利青少年成長的環境。 

Winnie 

年齡：18 
家庭背景：媽媽與我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媽媽 
最貼切形容自己的形容詞：孝順 
喜好：行街、整指甲、睇戲、打邊爐 
夢想：開鋪做生意 
最喜歡的顏色：紅色 
最喜歡的食物：薯子炆雞翼 
最想改變的習慣：戒煙 

笑……成為我過去的面具 

Winnie： 
「多謝妳幾年嚟聽我講咗咁多嘢......我開心過，唔開心過，
煩惱過，傷心過，妳都一直喺我身邊支持我！多謝妳！」 

社工方淑儀(方 Miss): 
「感謝神讓我們四年前彼此認識......妳在我心中彷如野地裡
的百合花，在逆境中成長，並成就今天璀璨耀目的妳。」 

傷痕由兩歲開始 
自小與外婆相依為命。直至小四，Winnie 才有機會與媽媽每星
期一聚，卻換來「成身瘀痕，一條條傷痕」。從此，Winnie 只
有一個念頭---「我不喜歡媽媽，不喜歡家！」 

不喜歡家，唯有四處遊蕩！吸煙、飲酒、唱 K、爭吵、打
架......雖然沒有濫藥，卻依然叫 Winnie 媽媽心痛！痛得走
投無路，拉著 Winnie 自殺；傷的失去理智，以玻璃打在
Winnie 身上。鮮血混著心血，印在母女心坎上！ 

愛﹒飛翔 

幸運地，在《展翅計劃-單元二 Camp》的一個夜行體驗中， 
Winnie 得到啟發。可惜，背負的傷痛太重，愛無法隨心飛翔！ 

直至認識外展社工方 Miss，Winnie 終於重新發現愛！四年相
處，一路結伴走來面對悲與喜，方 Miss 讓 Winnie 學懂了如何
面對困擾及懂得與人「分享」；更因為方 Miss 的鼓勵與幫
助，Winnie 參加了《家變計劃-愛·回家小組》及《家變計劃-
雙軌行動》，令 Winnie 與媽媽連繫在一起！ 

四年前，Winnie 從不相信任何人，每每戴著笑的面具，避免別
人追問她的傷痛！今天，笑已不再只是面具，而是愛與被愛的
喜悅！ 

Winnie： 
「我知道媽媽是世上對我最好和最愛我的人，沒有她也沒有今天
的我，真的不敢想像沒有她的日子會如何！只要媽媽開心，我便
開心了。」 



妙琪 

有咩夢想：寵物美容師 

最鐘意的既顏色：黑色 

最鐘意既地方/最想去旅行的地方：日本 

最鐘意既 BDF 活動：寵物美容訓練 

最滿意自己 d 咩：史迪仔 

第一次吸毒幾歲：08 年平安夜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樂宜、姑姐 

奇妙的突破 

妙奇： 

「現在的我，過著一個正常健康的生活。我很喜歡回

家，家中的熱鬧及溫暖感覺總是吸引著我，一家人常

常一起笑，真的很開心。」 

社工： 

「我感受到，她那份對人生充滿盼望的喜悅。這一次

的經歷，給她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希望憑著她種種

的得著和成長，邁向人生新的一頁。」 

從前的我 

零八年聖誕，妙奇開始吸毒。家人的責罵與勸告，令

妙奇不想回家。「家」，只不過是旅館。 

「吸毒」是妙奇失去家人，失去朋友！剩下的，只是

「毒品」、自以為是的「快樂」，以及相繼被捕的

「好友」。 

奇妙的轉捩點 

沿途執迷不悟，妙奇最終因犯事被判入荔枝角懲教

所。經歷了一段沒有自由的日子，妙奇開始掛念對她

不離不棄的家人及朋友。他們的每一滴眼淚，讓妙奇

重新發現，愛原來就在身邊！ 

回復正常生活後，妙奇參加了《技能訓練班-寵物美

容》，憑著自己的努力，考獲「專業寵物美容師 C

牌」。妙奇承諾會更用心盡力，向著專業寵物美容師

的目標進發！ 

妙奇： 

「我承諾不會再容許自己犯事，因為代價實在太大

了。回想起來，真不明白自己當初為何會吸毒。在街

上遇見以往吸毒的朋友，反而來得不自然，跟他們好

像已經沒有話題了，而且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們仍面

對隨時被捕的危機，過著擔驚受怕的生活。我很想鼓

勵他們，不要再吸毒！其實戒毒成功與否，只在於自

己的決心！」 

亞傑 

年齡：17 

生日：3 月 27 日 

學歷：中四 

家庭背景：父母、哥哥及姐姐 

曾參加中心的活動：《技能訓練班 - 寵物美容》、

《髮型學徒試工計劃》、《義工活動》、《體驗活動 

- 創業體驗》 

創業勇者 

亞傑： 

「十分感謝 Lai Chan 的協助。現在，我已經重返校園

中四......我希望可以報讀社工系，立志做社工，以

自己的經歷和愛心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社工李麗雅(Lai Chan)： 

「今天，亞傑或許仍未是一塊價值非凡的「美玉」。

但是，他能反省過去的生活及訂立將來的目標，這樣

的覺悟已是難能可貴。現在才是亞傑新生命的起步，

即使將來仍會遇到困難及挫折，但我相信他，必定能

夠憑著個人的毅力及信念，逐一衝破，加油！」 

我的轉變 

自覺一無是處、一事無成，生活百無聊賴、亞傑最後

借助毒品消磨時間。恐怖得難以言喻的生活，給他帶

來極大的傷害。毒品蠶食了他健康的身體，亦令他性

情變得暴躁，傷害了自己，亦傷害了與家人的關係。 

後來，阿傑認識了外展社工 Lai Chan。憑著耐性與關

懷，令阿傑重拾信心和理想。無論是開心的，是失意

的，Lai Chan 總是願意坐在他的身邊，細心聆聽；此

外，更鼓勵亞傑參加不同活動。透過這一連串的活

動，阿傑最終明白到夢想以及讀書的重要性，亦改善

了與家人的關係。 

賺取比金錢更重要的經歷 

今年暑假與以往不同，亞傑與五個互不相識的年青

人，參加了《體驗活動-創業體驗》，一起學習，一起

經歷！在兩星期的努力下，車仔檔終於開檔，雖然較

預期賺取的目標為少，但亞傑卻賺取了更重要的學習

機會，與組員建立了深厚友誼。 

亞傑： 

「我曾經跌跌撞撞，感受人生失意和前路茫茫。幸

好，有家人、社工和朋友在身邊，實在感激他們的支

持。我也希望其他青少年和我一樣，不要輕易放棄自

己，更不要借助毒品逃避問題，要好好珍惜現在所擁

有的，並努力建立自己的將來。」 



亞糖 

年齡：17 

生日日期：7 月 2 日 

喜好：打排球、打太鼓 

家庭背景：父母，兩位姐姐，一妹一弟 

我要高飛 

亞糖： 

「現在的我，雖然還是有很多缺失，但是我目前已經

有了明確的方向，我會一步一步努力的向前行，不會

放棄！」 

社工盧穎怡(Wing Miss)： 

「我很感謝妳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我們無所不談，

所以感情也很深厚......妳生命力很強，這是妳的優
點，我很希望妳能多點欣賞及愛惜自己，而在妳日

後的路上，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待妳發掘，就像這

幅相片一樣，我們一起走！Wing Miss支持妳！」 

我的生「捱」 

一年多前，亞糖因為毒品令家人失望、令學業荒廢、

令身體變得一團糟！那時，亞糖只顧玩樂，還主動到

朋友家一起「Hi 嘢」。一時衝動，一時無知，卻帶來

嚴重後果，最後，更要在住醫院個多月。尤幸在住醫

期間，亞糖想起了許多問題，而這一連串問題，亦令

他的生活漸漸出現變化！ 

出院後，亞糖的生活慢慢重回正軌。在一次偶然的機

會下，亞糖重遇了最尊敬的班主任，鄭風老師。以為

會備受責罵，但鄭老師卻對亞糖循循善誘。在他的信

任與支持下，亞糖學懂了做人要樂觀，千萬不要浪費

自己的道理！ 

我要在天上飛！ 

自我醒覺，加上社工協助，亞糖正向著人生目標，腳

踏實地一步步往前走！《家變計劃-雙軌行動》和

《家變計劃-愛·回家小組》將他與家人重新連繫；

《潮藝訓練班 -Jazz 訓練》，令他變得更有責任

感......現在，亞糖已為自己定下目標，成為一個空

中服務員，一步一步在人生的跑道上奔馳，為天上飛

的目標做好準備！ 

亞糖： 

「雖然我的經歷一點也不順利，但我會更加努力去感

謝身邊為我付出過的所有人......為家人付出，我也

是願意的！」 

星仔 

年齡：18 
生日日前：21/2/1991 
星座：典型的雙魚座 
喜好：平時鍾意諗嘢，乜都諗 
主題：飛翔 
風格：以星星及有關時裝設計的物件(例如尺、布料、
衫等)做背景 
社工：白艾榮(小白 sir) 

「糜」「好」的改變 

星仔： 
「日子看似很灰暗，但我在這九個月亦做了很多感覺
很「充實」的事情，感謝「小白 Sir」不斷鼓勵我參加
不同的活動，透過多次的義工服務，不同行業的就業
培訓與創業體驗等等，令我獲益良多，生活變得更有
意義。」 

社工白艾榮小白 Sir： 
「戒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星仔可以戰勝毒品，他那
份決心真是比很多成功人士還要厲害。我相信他將來
必定可以實現他的夢想，成為一個成功的時裝設計
師。星仔，我撐你呀！」 

一切由認識小白開始 
一年前，星仔認識了小白 Sir。回想起來，星仔亦承認
過在認識小白 Sir 之前的生活，只能用「糜爛」二字
來形容。不上學、不回家，每晚北上「落 D」濫
藥......無毒不歡的他，最終傷透了母親的心。母親
紅著雙眼，聽著警員說出星仔捲入了毒品案件那個情
景，對星仔來說，依然歷歷在目。 
案件足足拖延了九個月，在這段時間，星仔認識了小
白 Sir。在小白 Sir 不斷的鼓勵下，星仔參加了不同的
活動，透過多次的義工服務，不同行業的就業培訓與
創業體驗等等，令星仔的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 

美好的改變 
更重要的是，在小白 Sir 的支持下，星仔在等候審訊
期間，已完全斷絕了接觸任何毒品；更學懂了不同的
技能和待人接物的技巧，變成一個積極進取、有目
標、有計劃的年青人。未來，或者變幻不定、或許難
以預測，但星仔已下定決心把握現在，增值自己，追
回以往失去的時間。 

星仔： 
「因為毒品，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東西......我有時候
也不明白，自己當初為何會這麼傻、這麼天真、這麼
愚蠢，衷心希望其他青少年能夠引以為鑑。」 

星仔後記： 
今天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是我上庭接受審判
的大日子，結果我獲判無罪釋放，終於可以重獲
自由，展開我人生新的一頁！

星仔 


	愛與夢飛翔 走進青少年心底世界 
	愛與夢飛翔 走進青少年心底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