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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服務研習計劃
群芳慈善基金贊助

I.

計劃內容
計劃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正於本
年九月份開展一個全新的「服務研習計
劃」
，為期一年，由群芳慈善基金贊助。
此計劃為嶺南本科生提供多個社福機
構及團體的學習平台，使學生能夠應用
不同學科的理論知識於社區服務中，從
而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提倡「跨代共
融」和實踐「今之學者為人」的博雅教
育理念。本年度的服務研習計劃有以下
三類：
1. 嶺南健康服務大使
本計劃旨在推廣健康教育及長者照顧
服務。學生在基督教靈實協會轄下的胡
平頤養院實習，從而掌握不同的照顧技
巧，老化過程中的生理及心理健康轉
變。計劃內容包括生活故事簿、健康服
務、創意展覽及社會活動。表現傑出者
會被推薦為該院的義工。
2.嶺南社區
嶺南社區研
嶺南社區研究員
本計劃旨在提升學生對社區需要及社
區事務的關注。學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
研究調查方法及技巧，並到各區學校或
老人中心進行各項調查和服務，與及發
表研習結果。計劃內容包括防煙大使、
開心家庭、
、德育劇場、長者講故事及健
康茶室。表現傑出者會被推薦為高級社
區研究員。

3. 嶺南跨文化之友
本 計 劃 旨 在 孕 育跨 文化 和 跨 年 代 友
誼。學生透過培訓工作坊及實踐服務，
從而與居港的非中國籍長者和兒童(以
英語為母語者)建立友誼。學生亦會作
家訪或到院舍探訪。計劃內容包括跨文
化表演、義工服務計劃及探訪計劃。表
現傑出者會被推薦為跨文化之友的資
深會員。
II. 學習模式及特色
學習模式及特色
計劃分三個主要的
三個主要的學習
三個主要的學習模式
學習模式，包括：
模式
 模式一
一 ： 綜合學習課程模式 (ILP)
是一個全年制服務研習計劃，以參
與社區服務為主
 模式二
二 ： 半融合學科模式(PICM)
是一個半年制(一個學期)服務研
習計劃，結合社區服務及學科學習
需求
 模式三
三 ： 全融合學科模式(FICM)
是一個全年制(兩個學期)服務研
習計劃，結合社區服務及學科學習
需求
本計劃的特色是跨學科學習
跨學科學習、跨團體合
跨年齡參與。在上學期，嶺南已有
作和跨年齡參與
多個學科參與本計劃，如社會老年學、
社會及社會改變、罪行與犯罪學及工商
管理系的課程，包括策略性管理及領袖
訓練及合作培訓等。區內多間中學、小
學、幼稚園、老人中心、護養院和田莊
也是本計劃的合作伙伴。參與者包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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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者、資深社工、護士、藝術家、
導師、老師和教授等，合共超過一千
人。在跨媒介的互動中，期望大家能夠
彼此學習，認識不同機構的運作，欣賞
不同文化藝術、知識及分享經驗。

III. 學生對服務研習計劃的期望
參與本計劃的嶺南學生有 115 人，以下
是他們對本計劃的期望：

(黃
黃力力同學
力力同學、
同學、何嘉茵同學
嘉茵同學、
同學、文詩華同學，社
詩華同學，社
會科學系 2 年級；
年級；周雪儀同學，社會科學系
雪儀同學，社會科學系 3
年級，嶺南社區研究員
年級，嶺南社區研究員)
嶺南社區研究員

希望透過在鄰舍輔導會的義工服務，與
老人的交談，了解他們的想法，並根據
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分析老人容易受騙
的原因，再嘗試以活動方式向他們灌輸
一些防騙意識和技巧，從而減少他們被
騙的機會。再者，亦希望在服務中培養
出對老人家的耐性，了解老人家生活的
情況和困難，透過在中心的義工服務，
帶給老人家歡樂與關懷。

(林
林詩敏同學
詩敏同學，
同學， 社會科學系
社會科學系 3 年級，
年級，
嶺南社區研究員)
嶺南社區研究員

能夠透過修讀校內的科目而有機會為
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相信是
一個既難得又寶貴的經驗。我希望透過
服 務 研 習 計 劃 跳出 課室 和 書 本 的 框
框，親身走進社區，把書本上學到的理
論應用到生活中，同時能從服務中得到
一些新的體驗。

(何
何嘉茵同學
嘉茵同學，
同學，社會科學系 2 年級，
年級，
嶺南健康服務大使)
嶺南健康服務大使

這 個 計 劃 提 供 了一 個另 類 的 學 習 途
徑，我可以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老人家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他們相處
可以使我更加成熟，又可以學懂和老人
相處的技巧。另外，我也希望真的可以
幫到這些老人，為他們平淡的生活帶來
一點點歡樂，將自己的知識轉化為力量
幫助他們，達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柯
柯俊盈同學，
俊盈同學，社會科學系
同學，社會科學系 2 年級，
年級，
嶺南跨文化之友)
嶺南跨文化之友

報名參加 service learning 的時候，我希
望能夠給自己的大學生活加添一些新
挑戰。去了 briefing 之後，我開始覺得
事情並不如想像般容易。這不僅是一
次體驗，更是一種承擔。但對比起那些
少數族裔所面對的生活難題，我們所面
對的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希望能夠幫助
這些少數族裔人士融入我們的生活，讓
他 們 明 白 愛 能 跨越 文化 和 種 族 的 界
限，亦希望自己除了能學習到溝通技巧
及領導才能外，更能學習到用耐性和愛
心去接納和自己不同的人。

(陳
陳永豐同學，社會科學系 2 年級，
年級，
嶺南健康服務大使)
嶺南健康服務大使

我希望透過到靈實實習對長者的需要
有多些了解。雖然我以前曾在老人中心
做義工，但這是我第一次到院舍實習，
所以到靈實實習是一個新嘗試。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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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參與籌劃院舍的活動，因為這是
一個很難得的機會。第三，我是負責寫
生命故事簿的，故此，我希望可透過這
次實習，從長者的人生經歷中學習。

(李
李嘉敏同學
嘉敏同學、
同學、黃海寧同學
海寧同學、
同學、曹敏怡同學和孫
敏怡同學和孫
潔盈同學，
潔盈同學，社會科學系
同學，社會科學系 2 年級，
年級，
嶺南社區研究員)
嶺南社區研究員

參加計劃的目的是很想知道他們吸煙
及放棄吸煙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教導年
青一代不要吸煙，長者的角色及戒煙的
寶貴經驗便能有效地防止他們染上吸
煙的習慣。計劃所學得的經驗是從書本
上學不到的，而且亦希望透過計劃能改
善跨代的關係，培養共同興趣。

IV.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對
合作伙伴對本計劃的期望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非常榮幸有機
會應邀參加研習計劃，藉此推動屯門區
邁向「愛心凝聚及跨代共融」的精神。
啟思幼稚園致力實踐尊重幼兒發展課
程的幼兒教育機構，校監陸趙鈞鴻博士
是香港首屆傑出教育家，十分欣賞嶺南
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倡導的博雅教育
精神，她曾以「博雅修為自幼時」的幼
兒 辦 學 方 針 與 教育 文化 界 分 享 及 推
廣，正配合嶺南大學的「博雅教育」辦
學理念。我們的優質課程、歡樂的校
園，凝聚了孩子、家長及老師的愛心，
送給屯門社區的朋友。

啟思幼稚園
林麗萍校長

我們期望孩子和家長們能在連串活動
中，學習關愛身邊所有人，實踐基督給
予我們這重要的誡命。中華文化以「仁」
為本，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可是，現
今社會中，能夠做到的人卻有如荒漠綠
洲，少之又少。一家親、愛心、誇代共
融的理念並不是一些知而難行的事，只
要大家手牽手、心連心，「愛人如己」
便不再是一句順口開河的話，而是我們
區內力量凝聚的表現。

田景邨
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田景
陳孟宜校長

「屯門一家親多元智能研習計劃」 之
「開心家庭趁墟日」
二零零零年，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
壽基小學與屯門青年協會定期在屯門
各社區舉辦「區校同心育社群」活動，
目的是希望學生無論在家裏或是跑進
社區，都像在學校般，感受到長者對他
們的體諒、尊重與關懷。
二零零四年，我校培育社群的心願，獲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認同，更
將老人家及少數族裔人士也納入了培
育社群的對象裏，使活動包容性更廣
泛，計劃更完備。同時又得馬可賓紀念
中學、啟思及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的
支持，聯合舉辦為期一年的「屯門一家
親多元智能研習計劃」，藉此推動「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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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凝聚及跨代共融」的精神。「開心家
庭趁墟日」是何壽基小學參照鄉間墟市
的傳統文化而構思出來的延伸活動，藉
此鼓勵家庭開放自己，增加鄰里彼此認
識的機會，發揚守望相助的精神，並透
過親子活動，改善長幼關係，讓孩子及
其家人共渡別具意義的假日。
此外，嶺南大學同學亦會對「趁墟
日」活動進行家庭網絡與鄰里關係的研
究，檢討成效，將經驗與各區學校分享
和試辦。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李國雄校長

本校十分榮幸有機會與嶺南大學亞太
老年學研究中心、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
會何壽基小學、啟思幼稚園和田景邨浸
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合辦研習計劃，藉
此推動「愛心凝聚及跨代共融」的精
神。希望此活動能凝聚社區內不同人士
的資源和力量，宣揚互相關顧精神，建
立一個守望相助、和諧融洽的社區。

地點：基督教靈實協會轄下的
胡平頤養院
內容：分享會及綜合遊戲節目表演
嶺南社區硏
嶺南社區硏究員及
嶺南跨文化之友
活動名稱：「開心家庭趁墟日」
日期：200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何壽基小學
內容包括以下表演及活動：
1. 德育劇場 - 學生將會與幼稚園學
生成立德育劇場和巡迴表演團隊；
2. 長者講故事計劃 - 學生及長者會
接受一連串演說技巧的訓練，然後
長者會到各幼稚園為小朋友講故
事；
3. 反吸煙大使計劃 - 學生將會與長
者和中學生合作到社區宣傳反吸煙
的推廣活動；
4. 文化表演；
5. 「開心家庭趁墟日」 – 綜合表演及
攤位擺賣以宣揚和親睦鄰、守望相
助的精神及改善長幼關係。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陳加恩校長

V. 活動預告
 嶺南健康服務大使
日期：20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VI. 評估研究
為評估服務研習計劃的成效，本計劃實
行一種名為「行動研究」的方式來作出
評估。行動研究方法能有效及持續地指
導及改善計劃中的每個階段及步驟。而
且，為了確保研究的可信度，本計劃將
會把不同界別的參與者及機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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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互對比。行動研究當中採用了數
數
質量的方式進行研究。
量及質量
質量
表一簡介不同界別在未來一年需要負
責的工作
表一：參與計劃界別及負責工作
參與計劃界別
負責工作
學生
(1) 日誌
(2) 中期及後期的自
我評估報告
(3) 計劃前及計劃後
的問卷
社會服務機構 (1) 中期及後期的評
估表格
(2) 深入訪談

導師

計劃聯絡人

(3) 計劃前及計劃後
的問卷
(1) 中期及後期的評
核報告
(2) 計劃前及計劃後
的問卷
(1) 日誌
(2) 計劃前及計劃後
的問卷

數量及質量的研究方式內容主要包括
以下六大方面 1) 學科相關的知識 2)
研究方法認知 3) 溝通技巧 4) 組織
技巧 5) 社交能力及 6) 解決問題的
技巧。

VII. 聯絡及查詢
詳情請瀏覽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ln.edu.hk/apias/slrs/，
亦可致電 26167425 或電郵 wnlau@ln.edu.hk，與劉小姐聯絡。

VIII.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志貞學校
五和公立學校
田景村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戴東培護理安老院
東華三院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醫院
香港兒童德育(EQ)歌劇團
香港紅十字會
元朗大會堂
珠穆朗瑪多元文化社區中心
編輯委員會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主編：馬學嘉小姐及馮明穗小姐
執行編輯：黃海濤先生及王漢裔先生
地址：屯門嶺南大學通識教育樓一樓
電話：26167425
網址：http://www.ln.edu.hk/apias/s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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