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實習生反思節錄 
 

一、社區發展陣線 
 
呂欹穎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我們到訪多個大埔街市，觀察及比較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情況。 
 

 面對地產霸權，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如何透過推動「墟市文化」 去擴闊

社區經濟的多元性？ 
 

「天水圍由單一地產商發展，與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限制了區內多元經濟活

動，領匯壟斷街市令天水圍物價貴過灣仔，貴租迫小商戶結業並甘願冒險推車

仔做小販。然而，嚴苛的小販管理政策，不斷在前線執法人員與小販之間製造

矛盾和衝突，小販因逃避檢控而發生的意外不斷發生。陣線的角色協助正是成

立天水圍天光墟、爭取合法擺賣。 
 

正如香港社會經濟聯盟提出的《香港社會經濟政策綱領》中提到，發展

社會經濟一方面能回饋社會，同時確保人民能滿足生活所需，並與土地和諧共

生，創造共同永續富裕。另一方面能結合社群，以社會目標優先、高度民主管

理的民間組織如合作社等為骨幹。NGO 的角色是推動公民社會參與經濟、官民

合作平衡資本、民間參與公共決策等去實踐社區經濟。而陣線所提倡的墟市文

化正正是以此為面標，以天光墟、社區小市集為試點，重新建立我們被「地產

霸權」所沖淡的社區經濟文化。 
 

這種文化不但能帶動經濟，更是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社區為本是指

除了滿足一社區的需要，在過程中社區的參與、充權、發展都能為社區帶來改

變。社區成員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人與人之間除了是工作的拍擋，

亦會緊密地交往、互相照顧、互相依存。此對於天水圍、東涌等新市鎮的尤其

重要，居民居於同一社區的時間不長，鄰里關係相對疏離。公民社會的建立、

社會經濟的發展正是改善此情況的契機!」 
 

 



 
 方浩喬 社會學 
 

在這兩三個月的實習，雖然沒有作甚麼大事，但一點一點的參與，讓我

更深體會到公民社會的重要。因著現代化和個人主義，以及政府的打壓，香港

的民間組織力量非常弱。然而，民間組織的作用非常大，藉著組織，人不會將

所有問題歸究於個人，而是更明白社會如何建構出今日的自己，讓基層不再活

於自己控訴自己的生活，使他們重拾自尊和尊嚴。民間組織亦能修補政策和制

度的不完善，人民是政策的使用者和活於制度當中，他們對社會有出於他自己

的期望，民間組織能將這些期望總結出來，再動員群眾改變，讓政策得以修補，

人民得到更合符其期望的生活。奈何基於政治大環境，既得利益者為了其權力，

使公民社會的發展受限，以致市民於社會問題中選擇沉默和麻木接受。在實習

當中，我體會到公民社會於社區的價值，以及明白到他們正面對來於當權者和

社會氛圍困難和限制。 
 

 
 
二、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經濟計劃） 
 
黃浿沂 新聞傳播 
 
藍屋同事羊羊探訪後與我談話，或許因為修讀新聞系，我常常把抽離自

己的情緒，只是將事實匯報。當羊羊要求我表達「感想」時，我不懂反

應。羊羊語重深長地對我說，表達自己感受不等於放任情緒，而對別人

的說話作出回應亦不是隨隨便便，「耐心聆聽」是首要條件，而我們發

言是應該給經過深思熟慮的回應（response）而非想到便說的反應

（reaction）。表達自身情緒和感受除了是人之常情，同樣是理應如此，

只有代入別人的位置，才能明白他們真正所需，我們雖然非「他們」的

親人，但每人均需要別人無條件的支持（unconditional support）和理解。 
 
萬婷欣 城市研究 

 
常說社區營造，這個詞語在香港這種大都市總是顯得單薄理想化。當倦

怠和冷漠彷彿是每一個城市人的預設值，緊密的鄰里關係像電視才會出

現的橋段，而對我這個連鄰居也不太認得的人來說更是難以想像。這次

實習讓我體會到「社區」的可能性。透過藍屋這個媒介和推動者，它不

但是一個容納居民的地方，也是一個連結居民、街區以至社會的網。這

些無形的網若是以機構為中心，就必定要與街坊不間斷地鞏固關係才可

以維繫、擴大它。這個工作往往難以在短期內看到成就，而在我看來，

要相信「自己努力的每一步都有意義」是一件很需要毅力和堅持的事。

所以不但佩服在藍屋努力的人，也很慶幸我能透過實習看見他們的堅持，

被他們的熱誠所影響。 
 



 

               
                                             街坊在墟市售賣自家製產品 
黃曉丹 新聞傳播 
                 

「這星期是一年一度的秋季豐盛節，我隨土作坊兩名資深的會員到嘉道

理農場擺攤，藉此推銷土作坊出品的有機食品，以及由土作・時分會員自家製

的環保產品。在擺攤時，兩名資深的會員不但展現出對眾多產品的深入認識，

更在很多對服務要求的細節上顯得額外細心。 
 

她們兩位均是我眼中典型的家庭主婦，而過往我對一般家庭主婦的印象

莫過於是精打細算，且遊說技術相當高，但她們卻打破了我個人的偏見，在向

遊人推銷茶籽油時不但應道出它的多種功效，還仔細訴說出它的提煉方式和特

性，這都使我不得不佩服。其實婦女的生活智慧本來已經很不了得，在社區裡

只要能為她們提供更有彈性和友善的工作條件，她們便不但能發展個人潛能，

更能回饋社會，與人共享年月和經驗累積下來的大智慧。」 
  

 
 
楊茵淘 日本研究 
 

            
                                   土作時分產品 
 
在「土作．時分」實習期間，我無時無刻都被這群團結，親力親為

的婦女所感染。有會員說感激街坊所捐贈的二手物，讓她喜歡上來「尋



寶」；有會員特地上來購買比市面稍貴的有機菜，說要吃得安心之餘要

支持本地農夫；有車衣班的學員勤力到機構練習；有會員會舉辦工作坊

教授如何修理雨傘......她們所做的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這些小事堆

砌起來，令「土作．時分」成為充滿人情味的一隅。我記得一次與社工

到區內小店探訪，店主都表示懷念昔日寧靜的社區，自水貨客和藥房日

益增多，他們已甚少踏足上水市中心購物。街坊的無奈，更加體現到

「土作．時分」的角色。如果說「土作．時分」提供了一個讓街坊發揮

才能的平台和結交朋友的聚腳點，她們的熱情投入和付出則發揮著連結

社區關係的重要作用。我意識到只要有一個合適的平台，社區經濟模式

不但可以鼓勵街坊多服務，多貢獻自己的學識，而且還可以使一個社區

更和諧、更緊密。但願以「土作．時分」這種模式運作的小店能擴展至

本地不同的社區，連繫著更多的人和事。 
 

 
 

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甄家倩 生物化學 
 

               
//實際上最令我驚訝的，是工友們對工作的盡責和自豪// 

 
「在實習中最深刻的事，是外出探訪清潔工。剛巧當時發生了一位女士

因去了公廁，傷口受感染而死亡的個案，就打算籍此機會看看清潔工有沒有得

到足夠的安全以及薪資保障。當時探了很多在上環的公廁，我們會和他們談大

約十分鐘左右。雖然只是短短十分鐘，但他們倒是本非常的熱情，什至會拿其

他工友送贈的食物和飲品給我們，又很坦白地分享他們在此工作的感受，他們

所遭遇到的難處等等。 
 

他們大多都滿意薪酬的，只是由於公司需減省開支，就把一天兩更變為

一天一更。雖說工作時間沒有延長很多，但由於沒有了夜更，變相他們第二天



早上回來就要清理前一天晚上的混亂，工作量也增多不少。同時，很多公司也

沒有提供足夠的清潔配套，而是要求清潔工自行購買。什至有的時候廁紙都耗

盡了，也等幾天才送新的過去，加添清潔工友們不少麻煩。 
 

雖說如此，但實際上最令我驚訝的，是工友們對工作的盡責和自豪。他

們或許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低下階層，我也以為他們會不喜歡這份工作或是感

到自卑。但在我們稱贊廁所很乾淨的時候，他們自豪的說自己非常認真的清潔，

這一幕真的令我感到很欣慰。」 
 

 
 

李玥瀅 性別研究 

 
透過這次實習，我取得一些寶貴的實戰經驗。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為我們

安排了不同的工作方向，如落區宣傳、舉辦墟市及合作週等，加上機構又會定

期舉辦工作坊和電影會與大眾探討不同議題。此外，實習同學又能參與政策提

倡，跳出象牙塔，取得實戰經驗。這次於女工會實習實在受益匪淺，更有助我

將來從事相關職業以及研究相關議題。最後，我十分感謝女工會的同事在過去

的日子對我們照顧有加，更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特別感激美蓮，那麼包容我

們，亦要感謝博群非牟利團體實習計劃給予我這樣珍貴的機會去學習。 
 

 
 
四、綠腳丫 
 
吳樂希 社會學 
 

           
                                 草地親子繪本日：親子摺紙工作坊 
 

//原來，社區一直都在？// 
 



「這次實習有很多令我很深刻的片段，啟發了我對社區及親子關係的看

法。 
 

記得在草地親子繪本日前一天，我們把物資運送到中山公園，從中午一

路做準備工作到很晚。我們在那裡繼續準備物資，過程中不時有街坊走過問我

們是不是有活動，我們就叫他們明天來玩。在中山公園，我們砌完了所有康樂

旗枱，很快就有人想開枱玩。 
 

起初，我們只是開了一張枱，逐漸逐漸地八張枱都開出來，街坊就聚在

那裡玩耍。 
 

有的是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有的是家長教小孩玩，有些則反過來由小孩

教爸媽。他們一玩就幾小時，我們就在旁繼續準備第二天的物資。 
 

原來，社區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一直缺乏了可以聚腳的設施，社區才變

隱形了。公共空間每一刻都可以發生遊戲，只要我們把一些簡單設施放在當中，

社區就在那裡發生。」 
------------------------------------------------------ 

 
綠腳丫的親子教育，原來不只教育小朋友，家長才是教育對象？ 

 
「驟眼看這個機構的目的就是推廣親子讀書風氣，其實有更加豐富的願

景。 
 

透過推廣親子讀書風氣，一方面重新發掘了家庭的力量，讓這些人們更

多走進社區之中，推動社區凝聚。同時，透過親子閱讀活動，家長與小孩一起

學習成長，成為世界公民。」 
  

 
 
陳籽穎 新聞傳播 
 

「在實習剛開始時，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混淆了『親子教育』和『幼兒教

育』，除了小朋友，其實家長也是親子教育的對象之一，而且實際上，比起與

小朋友溝通，有時反倒與家長交流的機會更多。 
 

有一次，我們登上名為大石磨的小山丘，期間負責人村姑不時會向大家

講述大石磨的歷史，以及新界東北一帶未來的發展。這些話題對小朋友而言或

許略為艱辛，但村姑並沒有刻意將內容簡化以遷就小朋友，而是針對家長提供

資訊，我非常欣賞這種做法。 
 

我想起曾經在地鐵站看到某張海報將『親子』譯成 “kids”，先勿論翻譯

的對錯，但它確實是反映了現時親子教育最大的問題──我們總是誤把小孩視為

親子教育最主要的對象，忽略了家長的需要。 
 



在設計親子活動時，我們不時會傾向簡化活動內容及方式，期望小朋友

能夠更容易吸收資訊，最後整個活動都只圍繞著孩子，令家長在親子活動中的

角色更加模糊不清，這種只能算是幼兒教育，而非親子教育。 
 
大地學校讓我重新審視家長在親子教育中的角色，他們也應是親子教育

的受眾。在參觀、體驗、聆聽繪本故事等針對孩子的活動外，其實加插一些針

對成年人的資訊也非常重要，而且孩子也不可能每分每秒也集中精神於活動中，

此舉除了讓孩子有放空的隙縫，亦能令家長有實際的知識增長，甚至在活動以

外，以個人的身分將影響散播開去，例如有些家長會與綠腳丫合作，將在活動

中參與過的工作坊帶到自己公司。在大地學校的活動中，我看到家長和孩子都

只是學員，兩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陳籽穎 新聞傳播 
「在實習剛開始時，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混淆了『親子教育』和『幼

兒教育』，除了小朋友，其實家長也是親子教育的對象之一，而且實際

上，比起與小朋友溝通，有時反倒與家長交流的機會更多。 

 
有一次，我們登上名為大石磨的小山丘，期間負責人村姑不時會向

大家講述大石磨的歷史，以及新界東北一帶未來的發展。這些話題對小

朋友而言或許略為艱辛，但村姑並沒有刻意將內容簡化以遷就小朋友，

而是針對家長提供資訊，我非常欣賞這種做法。 

 
我想起曾經在地鐵站看到某張海報將『親子』譯成“kids”，先勿論

翻譯的對錯，但它確實是反映了現時親子教育最大的問題──我們總是誤

把小孩視為親子教育最主要的對象，忽略了家長的需要。 

 
在設計親子活動時，我們不時會傾向簡化活動內容及方式，期望小

朋友能夠更容易吸收資訊，最後整個活動都只圍繞著孩子，令家長在親

子活動中的角色更加模糊不清，這種只能算是幼兒教育，而非親子教育。 

 
大地學校讓我重新審視家長在親子教育中的角色，他們也應是親子

教育的受眾。在參觀、體驗、聆聽繪本故事等針對孩子的活動外，其實

加插一些針對成年人的資訊也非常重要，而且孩子也不可能每分每秒也

集中精神於活動中，此舉除了讓孩子有放空的隙縫，亦能令家長有實際

的知識增長，甚至在活動以外，以個人的身分將影響散播開去，例如有

些家長會與綠腳丫合作，將在活動中參與過的工作坊帶到自己公司。在

大地學校的活動中，我看到家長和孩子都只是學員，兩者的地位都是平

等的。」 
 

 
 

五、影行者 
 



譚綽琳 藝術 
 

                      
                                                       毛片剪輯片段。 

 
影行者聚焦草根階層，以藝術推動社區參與，提倡基層美學，以實踐其

核心價值：「我們致力於把藝術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藝術」。實習同學由其

剪片既經驗反思藝術創作中既「美」該如何定義，又由誰來定義？  
 

「我係影行者負責剪輯請願紀錄、市建論壇行動及街坊請願行動，時常

剪到街坊理直氣壯咁講野，或者講到 d 好正既東西。 
 

呢 d 影片唔需所謂「fine」既包裝，但它們極「raw」嗎？好似兩者都唔

係，覺得長期係藝術系，身邊氛圍都是追求「fine」或創作媒介上既突破，所以

剪輯影行者既片時，好易會認為佢地唔 fine，唔夠 』藝術『 ，但我卻覺得佢

地——有內容。 
 
影行者既片幫助我，記住藝術家對社會、文化既理解，長期處於象牙塔裡，即

使有多沈醉，都唔會做到好的藝術。」 
 

	
	 	
	 謝潔寧	人類學	
	 	

「帶著影像去修行」是影行者一個概括的理念，但藝術對於機構來說是

方法亦是根本的理念。以藝術普及化的方式關注和提倡基層和草根的組織和自

主，亦會關注和倡議不同草根的議題，在社區中舉辦不同的活動。其中一個特

別之處是機構下會再有不同的組織，由不同的成員關注不同草根議題。 

 

在是次的實習中，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群體的人，不論是生活背景、經歷

都很不同，但大家都對社區運動都有很豐富深刻的想法，而當我有機會和街坊

成員聊天的時候，亦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因為最初加入到機構時，固然會想

到是會參與一些實務的工作和項目等等。但後來參與不同的活動後，才更了解

影行者的另一個工作，推動不同參與社區運動的人互相交流想法和經驗。大家

會在累積一定經驗再聚集起來，反思社區運動和藝術在香港這個環境下可以有



怎樣的關係和如何善用。這種經驗亦反映在成員平日籌備活動的時候。大家對

於社區放映會有不同的意見，而他們會提出詳細的理據和清晰的原因向其他人

解釋。 

 ⋯ 

社區放映主要是每個月一個固定的日子，便會在公共地方舉行的一個放

映會。會播放不同類型的短片(例如紀錄片、電影、社會行動片)，再加上不同

的藝術形式(例如裝置藝術，手工製作)，去認識社區中不同的群體，例如勞工、

租户、少數族裔等，有一些議題希望可以分享給居民了解。所以主題可以有很

多創作的空間以接觸不同的群體，有一個接觸街坊的機會。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好好的體驗，藝術的形式實際實踐的方式，可以是一

場由不同組織機構自主運用的一種媒介，集合大家不同的意見和倡議，一個多

元化的表達方式。而且作為一個在公共空間舉行的活動，社區放映更能了解何

謂社區網絡。一個可以用較低成本的方式聚集社區中不同的人其實是以前一個

社區中常見的方式。這個活動便是一個機會再去接觸這些網絡。因此，其中一

個深刻的印象是我會有很多機會在街上跟不同路過的人聊天，如何有勇氣打開

話題，從中了解他們，得到對方的一些資訊，在不同的立場中表達清楚自己的

意見都是我一個很深的體驗。 

 
 冼楚翹 全球研究 

實習後，我認為社區並非了無希望，香港並非了無希望。因為在社

會中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希望改變這個所謂沒救了的社會，希望可以從

組織街坊開始，提倡不同的想法，鼓勵不思考開始思考自己的生活。也

希望透過資訊分享，讓他們掌握自己的權利，對抗社會不公。有些事情

並不需要默默承受，民眾有權利反抗及提出自己的意見。 

 
以一句話同總結整個實習期的話，我想會是拒絕當順民，拒絕民眾

當順民。 
 

	
	

六、關注草根生活聯盟 
 

陳蘭恩 社會工作 

 

實習期間，我接觸了不同面向的基層，小至學童權益大至房屋倡議都能

顯示社會現行扭曲的價值觀及結構問題，透過親身籌辦民間墟市，讓無牌小販

能在公共空間內合法擺賣，從中為他們爭取的不但是一個合法擺賣的地方，更

是為他們一直以來視作生計的工作重奪一份尊重，此外，透過縮短售賣者與消

費者的距離，重塑兩者之間的關係，對現行領展壟斷的現狀作出控訴。實習過

程中，亦接觸到正籌辦社會房屋的『好宅』成員，制定了香港第一份民間平等

租約，協助保障劏房居民的租金及租務權益，杜絕被壓榨或無理逼遷的情況出

現。 



 

大大小小的議題也離開不了現行福利制度的漏洞以及草根基層在政策前

的無助，在為街坊解釋如何申領福利前，往往要上速成班先理解一次，作為大

學生，看着全是中文的申請表格，但竟然也茫無頭緒，上完一課後，總有種喘

不過氣的感覺，表格上複雜的專業字眼、申請過程時繁複的手續與遞交文件、

前線員工與上級溝通不良使申請屢被駁回，種種情況使街坊灰心，遞交表格時

政府前線員工的刁難亦令他們倍感難堪，明明這些福利援助是他們應得的，他

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只是因為制度問題，才被推向社會的邊緣，與其說他們

是在乞求這些補助，倒不說這些補助是政府對他們應有的賠償。很多時候，我

們接觸的資訊很表面，財政預算案列出一大堆數字，向公眾表述政府投放一大

筆金錢，卻不了解分配時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因此，透過此次實習站在前線，

設身站在街坊角度，能讓我們看到制度對基層市民無處不在的壓迫。 

 

街坊從來不是受助者，在社會中，低收入人士被定義為弱勢、等待救助，

但這次實習告訴我，他們擁有的能力比我們多出百倍，長久以來，社會以薪金、

學歷定斷一個人的市場價值，彷彿人天生就是一件商品，學習興趣班、讀好的

大學，全都只是為了換取身上的價錢牌達到更好的價格，但人的價值真的能被

如此量化嗎？街坊在社區紮根，他們的社區經驗比我們這些門外漢更深，只有

他們才知道自己社區的不足和需要，這些生活經驗是我們讀再多的書，也無法

追過的，除此以外，街坊的好奇心、自省力、創意、溝通等等，遠比我們高，

墟市中接觸不少基層檔主憑著自己一雙巧手，吸引許多人駐足欣賞，而且街坊

間人情味相當濃厚，有次晚上落區擺街站，有街坊特地拿整袋橙和飲料來慰勞

我們，又有街坊經過聽到我們叫喊，便放下手上的工作，加入一起擺街站，這

種互相支撐同行的感覺使我真正明白一個社區的價值，不在於金錢，而在於人。 

 

 
 

蘇墁鈺 新聞傳播 

 

一開始實習，同事 就跟我們解釋這裏是倡議團體，關心不同議題，包括

濫收水電、住屋問題、SEN 家長、學童問 題等等，同事會以議題區分不同小組，

召集街坊定期討論問題，並了解他們的情況。我曾經參 與不同小組的旁聽，包

括 SEN 家長組和土瓜灣住屋組，從街坊的親身經歷和意見，更貼地地了 解議題。  

⋯ 

以「實習生」的身份工作，同事會容許你犯錯，但同時也會給予你更加

多機會，我好高興關宅 讓我學習到更多，也符合自己當初報實習的期望，老套

但真實的「獲益良多」。 

 



實習讓我更了解不同基層街坊的需要和難題。關宅關心很多社會議題，

其中之一就是基層街坊住屋問題，我曾經到土瓜灣住屋組旁聽，負責小組的同

事講解很多關於組務上面對的問題。例如在劏房居住的街坊，就可能會面對濫

收電費水費的問題，另外租約、申請公屋等等，其實都有不同漏洞，有些分享

更令我感到吃驚。有住在劏房的街坊坦言，曾經因為想更快獲得公屋，有想過

謊報家裏有家暴，夫婦離婚後就會更快以單親家庭身份取得公屋。這個做法，

我一聽上來很荒謬，但偏偏有街坊想過用這個方法，就是為了儘快取得公屋。

旁人可能會覺得，街坊為了公屋無所不用其極，但這偏偏反映到現狀的無奈。 

	
七、Translate	for	Her	

 

魏芷玲 全球研究 

作 為 一 間 小 型 的 非 牟 利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 要 維 持 營 運 是 很 困 難 的 。

Translate for Her 的 營 運 是 靠 樂 施 會 的 基 金 才 可 以 繼 續 運 行 。 

⋯  

小型社會服務機構的出現是為了填補其他組織（包括政府、其他非牟利

機構）未能觸及到的工作範圍，例如 Translate for Her 是填補了需要即時翻譯這

個空隙，但它們的生存卻需要依賴不同社會組織的基金去營運。我覺得這種架

構很扭曲，因為完全不合理。政策未能覆蓋整個社會的需要是政府的責任。但

當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政府卻不會負上這個責任。所以當有機構自願地補上

時，是政府有欠於那個機構，而不是讓它自生自滅又或者讓那機構自行尋找維

持「生計」。反之，政府應該擔任主動的角式，為小型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

提出支援，從而讓整個社會受惠。 

在這實習中，我不但學會了一間社服機構的營運模式，了解如何策劃活

動，又或者如何解決我們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更多的學習是如何溝通。理



性溝通在任何工作上都十分重要，因為它有助思想交流和增加工作效率。跟同

事 Joanne 的溝通去安排自己的實習時間表；跟其他實習同學溝通，發揮合作；

跟婦女溝通，更了解她們的需要。 

這次實習機會確立了我要改變社會的決心。若然可以的話，我想改變現

在社服機構獲得資金的制度，好讓 Translate for Her 等小型社會服務機構有更多

資金流動的空間，發揮自己的作用。 

  

 

羅煒婷 新聞傳播 

我其實很喜歡 Translate	for	her 大家協作、共同策劃的運作模式，仿佛

是在傳統制度外的新思維，擺脫傳統大機構的那種官僚、許多行政的模式。但

另一方面發現好壞沒有絕對，新機構固然可以令我共同參與共同商談方向，有

較大的空間，但細機構缺乏的是財力，缺乏的是人手，缺乏這些東西即使有好

的意見都無用武之地。	

	 ⋯	
雖然實習期間體現到這些無力感，但整體上得著較多。現在對於少數族

裔的敏感度大大的提升，我分得清楚各族裔的文化不同，我記得我面試的時候

說希望進入 Translate	for	her 是因為希望消除歧視，現在想起覺得有點傻氣，

因為當時我連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都分不清，因為消除歧視的起步點應該是了

解。在這幾個月的時間我跟不少婦女建立了關係，讓我覺得窩心的是他們對朋

友很真誠，而且只見過面一次都會把你當成好朋友，這些關係對我而言是難得

的，也是我再無力感中繼續下去的動力。	
	

	
	 	



香港實習：往屆實習生推介  
 
一、社區發展陣線 

 
程頌琪 社會學 
 

         
 
「在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的三個月裏嘗試了很多第一次，擺街站，協助籌備社

區生活節，跟社工和街坊們一起商討行動，跟街坊一起到區議會發聲，參與屋

邨活動等。 
 

過程中認識到更多有關社區經濟，地區小販，攤檔和公營街市，地區貧窮等議

題。除了議題的深化外，我更察覺到做社區發展(CD)跟一般的社工服務不同之

處，我們非常強調與街坊的關係，每次跟街坊的相處都以尊重和平等為前提。

我們相信街坊是最了解自己的社區的當時人，而他們也是絕對有能力為自己爭

取和發聲，我和社工們都是促進者而非帶領者。在這次實習裏，我領略了不少

做社區發展的精神和理念，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經過這次實習後，我相信：只要在社區撒下種子，讓街坊發現和相信自己的能

力，社區自決的花瓣就能盛開。」 
 
 

  



二、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經濟計劃） 
 
張美怡 社會工作 
 

                 
 

「在土作時分實習的幾個月中， 我看到了社區的另一種可能 -- 不用金錢

交易， 街坊互相幫忙， 基層婦女發揮自主， 實踐綠色生活， 本土農業與社區

連結....... 
 

在香港說社區想像， 可能很多人會話你傻， 但這些"傻事"偏偏就有一班

"傻人"在做。 實習令我最深刻的， 不是我做過甚麼或學到甚麼， 而是機構中的

社工﹑職員和街坊的熱誠感動了我。 
 

記得一次活動的籌備中， 街坊懇切地跟我說希望土作時分的理念能宣揚

開去。 從他們的每一句話中， 我感受到他們對土作時分的歸屬感和認同。 
 

在石地上栽花， 雖然很難， 但依然要做。 
 
你願意來感受社區另一種可能嗎？」 

------------------------------------------------------------ 
 

  



吳怡 地理與資源管理 
 
 
 
 
 
 
 
 
 
 
 
 
 
 
 
 
 

「2016 年，我在聖雅各福群會轄下的上水土作時分實習。三個月內，我

試過在天橋擺街站、推車仔搬運物資、與街坊一起分菜；也試過協助籌備農場

參觀活動、環保工作坊、墟市節。搞咁多野，目的是實踐社區經濟。 
 

所謂「社區經濟」，是源於社會很多資源不能好好運用：有人懂得裁衫

車衣，有人懂得裝修，有人懂得種菜，但他們的才能在現今香港社會不被承認；

有人物資太多，無處擺放，有人卻不夠物資。香港社會一定要如此運作嗎？有

沒有另一種可能？ 
 

每人都有其專長，每人都可以貢獻社區。我們能夠好好運用社區本身的

資源，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為今天資本主義行先、利益行頭的香

港尋找另一條出路。 
 

若你認為社區不應只剩下陌路人， 
若你覺得我們對社區應有更多想像-- 仲諗？報名啦。」 

 
 

  



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甄家倩 生物化二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 於 25/5/2014 舉行 25 周年慶祝聚會，邀請會

員及街坊一同回顧及認識女工會多年來的工作。取自草媒。 
 

//想更了解基層勞工和落手落腳做訪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是 2016 年在婦女勞工協會實習。 
 

最深刻的，是機構規模雖小，涉獵的範圍卻很多，如勞工權益的保障，

法例監管，公司的外判比例報告等，都是工作的範圍。 
 

由於人手很少，所以要凡事親力親為，由派小冊子，處理行政事務，到

守攤賣女工們的貨品，實習生和全職員工都無分你我，必然要落場幫手。所以

對小型的 NGO 很快就有一個如何運作的概念，也對相關的社會問題有了一定

的認識。最難得的是我們會有很多與勞工們，如清潔工及零散工，親身接觸的

機會。透過和他們談話，可以切身理解到不同的社會階層是如何看待現今社會，

他們又有什麽需要。 
 

總括而言，今年在女工會實習對很多方面都開了眼界。如想更了解基層

勞工和落手落腳做訪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