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 

              聯校服務及體驗活動日 –「眾」所「少」知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部：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自 2003 年於香港各間大專院校成立大學青年會及學院青年會,  
派駐學生發展主任於大學內推行一系列的領袖培訓工作,與校方保持緊密合作, 促進學 
生個人成長。透過舉辦非形式教育的活動,如本地及海外服務體驗團、領袖訓練計劃等,
培育學生成為具備適應力、解難能力及創新思維的社會棟樑。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自 2013 年成立,是由九間大專院校的大學及學院青年會組成之  
學生組織。協會提供聯繫的平台,共同策劃大型聯校活動,本著「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的服務精神,為會友籌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以促進各大學及學院青年會之間的溝通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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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 

              聯校服務及體驗活動日 –「眾」所「少」知 

 
「眾」所「少」知 
 
在香港，我們可能忽略這班人。 
在香港，我們可能無人關心這班人。 
在香港，我們可能標籤這班人為「小眾」。 
社會上有不同的小眾一直在香港努力生活，我們有否嘗試過去關心他們？ 
我們又知不知道這班被忽略的群體背後的故事？ 
「眾」所「少」知當中的「眾」代表小眾這群體，而「少」是指社會少數人認識這些

小眾。 
只要我們用心去聆聽及了解，便能夠真正認識他們及消除既有的偏見。透過參與「體

驗服務」，反思不同小眾群體的需要及社會支援。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將於本年4月8日﹝六﹞，定為聯校服務及體驗活動日 –「眾」所 
「少」知，透過真人圖書館及各種服務及體驗，與大家一起認識香港現時社會上不同

的小眾！ 
 
日期： 2017年4月8日 （星期六） 
時間：  
 

09:00 - 18:00 （活動完結時間視乎下午服務活動而定，詳情請參閱
以下資料） 

活動地點

：  
 

上午活動 -「真人圖書館」： 香港浸會大學 
下午活動－「服務 X 體驗」：視乎各個服務 / 體驗的地點 

對象：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會友 （歡迎於報名時即時申請入會） 

語言： 廣東話 

費用： 報名費 ＄40 ＋ 按金 ＄20 
*參加者必須完成所有活動方可獲退回按金；並只限於4月8日活動結

束後即日領取 

活動內容

： 
 

本活動分為上午活動「真人圖書館」及下午活動「服務 X 體驗」。 
活動詳情參閱下頁。 

報名方法

：  
1.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https://goo.gl/wenjHT) 
2. 報名後的三日內繳交所需費用交至所屬大學青年會或學院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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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 

              聯校服務及體驗活動日 –「眾」所「少」知 

辦公室 

查詢： 9121 6705 (Edwina) / 5177 0839 (Tszki) 

Facebook: Alliance of University & College YMCAs 

 
**參加者必須網上報名後的三日內到所屬大學青年會或學院青年會辦公室

(http://www.ymca.org.hk/zh-hant/contact-us )繳交所有費用才獲取錄，否則可能將被

取消資格 
***參加者需自行支付活動期間之飲食及交通費用 
 
活動詳情： 
 
上午活動－「真人圖書館」 
是次活動我們將與「Human Library @HK」合作。所有參加者將齊集於香港浸會大學
，一起參與真人圖書館。每位參加者屆時能「閱讀三本真人圖書」(即是聆聽三個不同
小眾群體的嘉賓分享)了解該群體的背景情況、困難、個人勵志故事等。 
 

嘉賓名單 
 圖書類型 名稱 

A. 南亞裔新移民 阿Bish 

B. 癌症康復者 Polly 

C. 傷殘運動員 Fung Sir 

D. 戒毒人士 大B 

E. 式微傳統手工藝工作者 黃乃忠師傅 
 

F. 焦慮症康復人士 阿邱 

G. 難民 Nasr 

H. 農夫 輝哥 

 
如欲了解更多Human Library @HK的資訊，請參閱：
http://breakazine.wixsite.com/breakazine-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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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活動 －「服務 X 體驗」 （任選其一* ） 
 
認識了不同的小眾後，參加者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參與其一小眾相關的服務或體驗活
動。不同院校單位，八個小眾群體，大家同時在全港不同地方參與「體驗 X 服務」。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舉辦單位 

1 港‧南亞－南亞文化體驗 14:00－16:00 大學青年會 
（香港浸會大學） 

2 與癌同行 14:30－17:30 大學青年會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3 傷健運動挑戰賽 12:30－17:30 大學青年會 
（香港科技大學） 

4 戒毒 · 扶持 13:15－16:45 大學青年會 
（嶺南大學） 

5 司機有落 - 小巴牌製作工作坊  14:30－17:15 大學青年會 
（香港中文大學） 

6 無憂無「慮」 13:30－16:15 學院青年會 
（恒生管理學院） 

7 下一站 · 難民 13:30－16:00 大學青年會 
（香港理工大學） 

8 「農」的傳人 14:30－18:00 大學青年會 
（香港大學） 

 
**下午服務/體驗的活動會在當日完成上午活動「真人圖書館」後即場網上報名。每個
服務/體驗活動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 參加者選擇活動後，不設調換及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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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南亞－南亞文化體驗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香港浸會大學） 

活動時間： 14:00－16:00 

活動地點： 尖沙咀重慶大廈 

活動目的： 1. 增加參加者對南亞裔人士生活的了解 
2. 透過與南亞裔人士互相溝通及參觀其社區，提供平台交流文化特色 

活動內容： 1. 由導賞員帶領參觀重慶大廈 
2. 團體活動及品嚐特色食品﹝自費﹞ 
3. 與南亞裔人士交流，了解他們在港生活的困難和不公平待遇 

參加者名額： 15人 

合作機構： 文化交遊 http://www.culturaloutings.org/multi-cultural-tours 

 
 
 

2. 與癌同行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活動時間： 14:30－17:30 

活動地點： 待定 

活動目的： 1. 透過認識癌症康復者，讓參加者了解他們與癌細胞奮鬥的故事 
2. 喚醒參加者對癌症患者關注，並鼓勵他們正極面對人生 
3. 讓參加者消除對癌症患者的偏見及誤解，建立共融社會 

活動內容： 與癌症康復者一同參與義工服務 

參加者名額：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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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傷健運動挑戰賽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香港科技大學） 

活動時間： 12:30 – 17:30 

活動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 

活動目的： 透過親身體驗傷健人士運動上的限制，加深對傷健運動員的了解，學

習他們積極克服困難的毅力 

活動內容： 迷你運動會 
學生代入傷健人士的角色，進行運動競賽，從而了解傷健運動員所遇
到的困難，學習他們堅持不懈的毅力 

參加者名額： 15人 

 
 
 

4. 戒毒· 扶持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嶺南大學） 

活動時間： 13:15-16:45 

活動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 

活動目的： 1. 了解青少年吸毒者背後的沉重的故事及重投社會面對的困難和心理壓

力 
2. 給予戒毒者信心和支持，消除偏見 

活動內容： 與戒毒青少年進行互動交流 

參加者名額

：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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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基督教信義會靈愛中心中途宿舍 http://www.lingoi.org/aboutus.php  

 
 
 
 
5. 司機有落 - 小巴牌製作工作坊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香港中文大學） 

活動時間： 14:30-17:15 

活動地點： 油麻地炮台街 39號閣樓 

活動目的： 1. 透過從事製作小巴牌的師傅（麥錦生）分享，讓參加者重新認識香

港獨有的紅綠色小巴背後的故事，加深他們對香港本土文化的認識 
2. 藉親身製作小巴牌，讓參加者體驗傳統手藝，從而肯定製作小巴牌

師傅背後的努力和堅持 

活動內容： 1. 介紹香港小巴及小巴牌的歷史及背景 
2. 製作小巴牌  

參加者名額： 15人 

合作機構： HAWK LTD 巧佳小巴用品 麥錦生師傅

https://www.facebook.com/HAWKLTD/  

 
 

6. 無憂無「慮」 

舉辦單位： 學院青年會（恒生管理學院） 

活動時間： 13:30-16:15 

活動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 

活動目的： 1. 對焦慮症有更深入的認識 
2. 學習紓緩壓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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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1. 進行焦慮症檢測及講解 
2. 減壓藝術活動 

參加者名額： 15人 

合作機構：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青少年精神健康推廣及治癒中心

http://www.cfsc.org.hk/rehab/ym/zh/index.php  

 
 

7. 下一站·難民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香港理工大學） 

活動時間： 13:30-16:00 

活動地點： 深水埗 

活動目的：  1. 透過讓參加者親身接觸難民及家訪，認識他們在香港生活的處境 
 2. 提升參加者對難民的關注，鼓勵他們日後更關心難民的需要 
 3. 讓參加者消除對難民的偏見 

活動內容： 參加者分成4小組進行家訪，透過與難民直接對話，了解難民家庭在香港

的生活，部分難民家庭有在學兒童，參加者可以幫忙指導學習。家訪後

，參加者和難民家庭互贈心意卡和贈送少量日用品給探訪家庭 

參加者名額： 15人 

合作機構： 香港難民協會 網頁： http://www.refugeeunion.or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refugeeunionhk/  

 
 

8. 「農」的傳人 

舉辦單位： 大學青年會（香港大學） 

活動時間： 14:30-18:00 

活動地點： 鄉土學社 (上水華山村) 

9 
 

https://www.facebook.com/refugeeunionhk/
http://www.refugeeunion.org/
http://www.cfsc.org.hk/rehab/ym/zh/index.php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 

              聯校服務及體驗活動日 –「眾」所「少」知 

活動目的： 1. 透過與嘉賓交流以及進行農務體驗，加深對農夫的認識和了解 
2. 探究這班青年下鄉耕種背後的理念和目的 
3. 減少或消除大眾一般對於以農務為生的人之偏見或誤解 

活動內容： 1. 農務體驗 
2. 農夫分享 

參加者名額： 15人 

合作機構： 鄉土學社https://www.facebook.com/soilhk2012/ 

 
 
報名方法及詳情 

1.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https://goo.gl/wenjHT 

2. 報名後的三日內繳交所有費用至所屬大學青年會或學院青年會辦公室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部 

 

香港九龍彌敦道466-472號恩佳大廈3樓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部 

電話：2705 2231 

大學青年會(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永隆銀行商學大樓4樓

401室 

電話：3411 7826 

大學青年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

院)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龐萬倫學

生活動中心4樓 

電話：3943 1108, 3943 1498 

大學青年會(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一樓學生事務處 

電話：3943 7253 

大學青年會(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學術樓1樓 1001室 ( 升降機 4)  

電話：2358 5851, 

大學青年會(嶺南大學) 屯門青山公路8號嶺南大學康樂樓316室 

電話：2616 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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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青年會(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S座文康大樓平台S209室 

電話：3400 3126 

大學青年會(香港大學)  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學鈕魯詩樓216室 

電話：2859 8091 

學院青年會(恒生管理學院)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行善里恒生管理學院M603 

電話：3963 5519 

學院青年會(青年會專業書院) 

- 只限青年會專業書院參加者 

香港九龍彌敦道466-472號恩佳大廈3樓 

電話：2705 2231 

 

*開放時間請瀏覽http://uniy.ymca.org.hk/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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