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香港實習：機構及工作介紹 

一、 社區發展陣線 

「社區發展陣線」（Community Development Alliance）於 2005 年正式註

冊成立，本會宗旨為： 

 

1. 實踐及傳承香港社區發展工作 

2. 擴大基層人士就業及生存空間 

3. 倡議另類經濟作為檔販、自家生產者及短期勞工的生活選擇 

4. 捍衛基層生活尊嚴 

 

成立初期，本會主要向大專學生傳承社區發展工作及公民參與的理念，透過工作

坊教導學生組織居民，推動政策倡議的技巧。至 2008 年，本會開始在天水圍這

個偏遠新市鎮開展扶貧工作，2011 年更在東涌逸東邨開展扶貧項目，組織當區

居民參與政策討論及研究，透過不同的渠道向政府反映，並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以達致相關政策的改善。 

 

過去多年，陣線於天水圍及東涌這兩個偏遠新市鎮所推行的扶貧工作，主要分為

三大範疇： 

 

1. 探索有效的滅貧方案 

進行各種社區需要研究，了解造成貧窮的成因。組織居民成立關注組，定期

與居民召開會議討論社區問題及設計改善方案，並透並透過不同渠道，向議

會及相關政府部門提出意見及要求。 透過試驗計劃方式落實扶貧方案，例

如：墟市、民間生產計劃等 

 

2. 社區教育 

整理與貧窮議題或社會政策相關的資料，透過街站、居民會等方式進行社區

教育 組織及培訓當區居民成為導師，透過講座、工作坊和社區導賞活動等，

教育中學生與貧窮相關的知識 

 

3. 社會創新實踐 

家庭式生產為有效促進基層家庭就業，並發展所長，為突破目前食物生產的

條例限制，借用各區餐廳的「閒置廚房」，即廚房的閒置時間，讓基層婦女

借用炮製美味的食物，並進行銷售。一方面改善基層婦女的生計，並宣揚支

持本地食品製作的訊息，更鼓勵擁有較多資源的人，將用不著的資源和社會

分享。 

 

 



建議實習生工作內容*： 

 

1. 協助或統籌與貧窮議題相關的「社區需要研究」 

2. 透過街站或家訪接觸居民，進行訪問，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難 

3. 舉辦居民會或參觀活動，組織居民（按居民需要及組織進度，約見議員或官

員或進行社會行動） 

4. 機構日常行政工作 

 

*視乎機構需要、同學興趣以及時間上的協調和安排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 

網址：http://communitydevelopment-cda.blogspot.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daHK2005/ 

 

二、 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經濟計劃） 

聖雅各福群會「土作 ‧ 時分」是一間上水小店，亦是「社區經濟互助計劃」轄下

的其中一個項目，在 2014 年 9 月正式開始。我們透過時分券換取店舖的產品

及服務，即以服務一小時可換取六十時分的方式，實踐「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地盡其利，各取所需」。 

 

「土作 ‧ 時分」以生態家園的概念與街坊共建上水區。生態家園分為四大範疇但

互相緊扣 ── 世界觀、社會、經濟及生態。世界觀方面，我們希望街坊 ── 重

新與大自然聯繫及體現生命中的美。社會方面，重視街坊的協作及充權。經濟方

面，建立另類消費模式以支持本地生產。生態方面，重視本土食物生產、節能和

環境友好。 

 

因此，「土作 ‧ 時分」在上水成立了不同街坊小組及活動，如： 

1. CSA 社區支持農業：協助農務、農墟擺檔及農場活動 

2. 車衣隊：車縫布袋、皂袋、帽等 

3. 自家生產：蚊磚、書套、杯墊、玻璃盆景等 

4. 食品加工隊：豆腐渣酥、醃木瓜及番石榴、泡菜、養生茶等 

5. 工作坊：包括以上食品加工及自家生產小組產品、環保酵素、植物托印等 

6. 綠色生活：農場體驗活動及北區墟市節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 

Facebook社區經濟互助計劃：https://www.facebook.com/社區經濟互助計劃

-1532867076925170/ 

 

http://communitydevelopment-cda.blogspot.hk/
https://www.facebook.com/CdaHK2005/
https://www.facebook.com/社區經濟互助計劃-1532867076925170/
https://www.facebook.com/社區經濟互助計劃-1532867076925170/


三、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簡稱︰女工協會） 是一個註冊的非牟利慈善組織，由基層

女工、社工及學者組成的基層團體，成立於 1989 年。 

 

女工協會的宗旨是︰ 

1. 團結婦女力量發展婦女的生活空間 

2. 關注婦女就業處境及爭取勞動的權益保障 

3. 提升婦女勞工的自我覺醒和自我成長 

4. 關注及參與促進社會公義事件 

 

女工協會服務其一重點除了協助女工合作社營運中大女工小賣店發展，也曾於

2008 年營運香港大學的菓汁店、2010 年開始至今營運香港專業進修學院飯堂

小賣店，及由 2013 年開始營運理工大學九龍塘校舍的飯堂。 

 

女工協會的重點服務包括︰ 

1. 推動發展職工合作社，實踐經濟公義模式﹔ 

2. 協助外判清潔工人、推廣員及零散就業女工發展工會，倡議修訂勞法及外判

採購條例﹔ 

3. 推動社區環保生活、改善生活質素，發展二手物中心、培訓女工環保清潔隊、

環保生產及升級再造﹔ 

4. 發展婦女資源中心提供個案輔導，透過小組組促進社會關懷和參與，如託兒

服務政策、政制民主、社區小販墟市等。 

 

實習同學可參與的工作計劃*︰ 

⚫ 推廣國際車工人合作社運動（No Chains）在香港發展︰ 如製作宣傳

品、向院校學生組織、民間組織宣傳 

⚫ 協助本地職工合作社政策倡議︰ 訪問調查香港職工合作社處境和需

要，出意見書、約政黨、約政府部門商討 

⚫ 調查公屋外判清潔工作的判上判問題，發掘外判制度審批過程的問題 

⚫ 在社區舉辦二手物墟市，協助由申請、到聯系街坊、宣傳、到活動舉行 

 

*視乎機構需要、同學興趣以及時間上的協調和安排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 

網址：http://www.hkwwa.org.hk/ 

Facebook：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hkwwa/ 

 

 

http://www.hkwwa.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hkwwa/


四、 綠腳丫 

「綠腳丫」看到了家庭有無限力量和繪本故事的魅力，以親子讀書會的方式推動

親子閱讀文化。綠腳丫既是一個體驗學習實踐團體，也是一個家長成長分享平台。

綠腳丫是一個自發的親子義工團體，與有共同關注的社區伙伴一起成長。 

 

綠腳丫希望： 

1. 正面親子文化實踐 

2. 推動親子閱讀風氣 

3. 家庭力量再造 

4. 參與社區營造 

 

實習生可參與以下項目： 

 

項目介紹（一）：兒童社區探險隊 

 

「讓每個小孩成為探險員，從社區見到了幸福，發現自己的力量。」 

綠腳丫至力推動孩子與腳下土地建立連結，「兒童社區探險隊」以體驗學習及社

區探險的手法讓孩子重親踏遍自己的社區、愛上自己的社區，從而學習守護自己

社區。 

 

項目介紹（二）：長頸鹿繪本館 

 

長頸鹿繪本館是於 2016 年中開展的項目，至力推動親子閱讀文化。我們希望

把空間營做成： 

 

1. 孩子與好書相遇的地方 

2. 繪本研習的基地 

3. 親子讀書會的大本營 

 

同時亦計劃以繪本館為中心，策劃一系列以油尖旺社區為背景的社區活動，讓該

區孩子重新與自己腳下的土地連結。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hapischool/ 

 

 

 

 

 

https://www.facebook.com/hapischool/


五、 影行者 

影行者是一個連結影像藝術與社會關懷的藝團。其恆常的工作包括關注「舊區更

新」的舊區更新電視台（總台及各分台如順寧道、利東街台等等）及每年一度的

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另外，每年就著一些對文化社會影響深遠的事件或議題，

我們會作跟進、報導及創作，過往的例子如紥鐵罷工及各種基層議題、舊區重建、

保衛天星皇后事件、菜園村及反高鐵運動，中港問題等等。另外放映活動，包括

設定深水埗社區放映或其他團體或院校的放映。 

 

工作範疇 

影行者會先給予實習同學兩至三節的培訓，才讓同學正式參與我們的工作。我們

希望來的同學可以參與運動性、創作性和行政支援的工作，以便全面了解一個具

社會關懷的藝團的工作。實習同學的工作範疇包括： 

 

1. 運動性與創作性的工作 

⚫ 協助籌辦深水埗社區放映 

⚫ 拍攝及剪接協力 

 

2. 行政及支援的工作 

⚫ 協助字幕製作 • 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的物流工作（10 月 – 11 月） 

⚫ 落草為藝: 社區／社群藝術討論會行政協作及物流（9 月 – 2 月） 

⚫ 毛片紀錄 

⚫ DV 帶毛片轉成數碼檔存檔 

⚫ 其他行政協助工作 

 

3. 自由選擇，但非常鼓勵參與的活動 

⚫ 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放映（10 月 – 11 月） 

⚫ 落草為藝: 社區／社群藝術討論會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網址：http://www.v-artivist.net/ 

 

 

六、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於 2011 年正式成立。我們抱著「助人自助帶來希望，據

理力爭，帶來公義」的信念，組織不同地區的街坊，共同關心基層生活保障，致

力反映基層市民的生活需要，並透過建制內外的空間，爭取一個更合理的基本生

活保障制度。要推動基層可以在香港獲得更有尊嚴的生活，讓資源可以更合理地

分配，我們有倡議、組織及研究等工作，更需要組織人手回應日益惡化的問題，

期望為基層人士的生活帶來改變。 

http://www.v-artivist.net/


實習同學可參與的工作計劃*︰ 

 

1. 好宅 

現時超過20萬人居住於劏房，大多數都是社會中的弱勢，例如是低收入家庭、

失業或零散工等，同時劏房租金高昂，基層難以負擔。計劃參考台灣的「崔

媽媽基金會」服務模式，連結弱勢基層住客和良心業主，透過良心租約改善

租客與業主的平等關係，同時向租客提供合理租住保障，並提供搬屋、家電

維修、租務查詢等支援服務，減低基層住客面對加租搬遷的壓力，為他們物

色較好的居所。 

 

建議實習生工作內容*： 

⚫ 推動社會地產發展 

⚫ 協助義工隊運作，包括與設計師共同探訪劏房戶 

⚫ 行政及聯絡工作，包括整理單位資訊、聯絡業主及租客 

⚫ 宣傳推廣，包括網上宣傳、街站、舉行簡介會等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oodhouseHK/ 

 

2. 重現街道熟食文化關注組 及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 

熟食墟攤檔一直被現行的小販政策視為「非法擺賣行為」，檔主不時因衛生

和安全問題而被食環署控告。關綜聯及關注組在一年前旺角事件後積極組織

基層檔主、籌備一個合適閒置用地，透過「由下而上」的規劃，讓被打壓的

熟食墟小販檔主能夠合法和安全地擺檔。舉辦「熟食墟」，一來希望重現街

道熟食墟市文化特色，二來希望改變居民對於熟食墟市的形象，三來希望開

拓基層墟市於現存政策下發展的可能性，靠自己雙手工作生活得以被社會尊

重。 

 

建議實習生工作內容*： 

⚫ 協助籌備綜合墟市 

⚫ 落區進行墟市文化推廣 

⚫ 街坊招募 

⚫ 參與街坊組織會議 

⚫ 協助墟市報名程序 

⚫ 當日墟市協調工作 

⚫ 行政工作及聯絡參加者事宜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機構 Facebook： 

重現街道熟食文化關注組 https://www.facebook.com/631639237020187/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 https://www.facebook.com/daytimemarket/  

 

 

https://www.facebook.com/Goodhous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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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經地義生活館 

天經地義生活館以公平合作為原則，帶動社會創新、為社區服務、實踐經濟

公義及創造另類經濟。此外，透過舉辦多元化探訪社區活動和接觸生產者，

加強與社區和消費者之溝通，從而增進人與人之關係。 

 

建議實習生工作內容*： 

⚫ 推動本地生產、本地農業及良心消費 

⚫ 協助舉辦支持本地生產的活動 (如本地市集、本地農產品生產製作工作

坊等) 

⚫ 日常店舖營運 

⚫ 行政工作 (處理會員資料、整理及發放活動資訊等） 

⚫ 推廣工作 (活動式推廣活動、街站等) 

 

＊視乎機構需要、同學興趣以及時間上的協調和安排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機構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WECONS.flowermarket/  

 

 

七、 TheM — Translate for Her 

TheM 發現本地少數族裔婦女經常面臨許多因爲語言障礙帶來的問題，她們的

族群文化和社會地位限制了她們的生活空間，她們的語言局限也讓她們越來越失

去瞭解社區資訊甚至是合理獲取社區資源的權力。TheM 主要透過建立

Whatsapp 群組，邀請她們加入，再為她們提供翻譯服務。我們的實習生除了需

要進入群組參與翻譯服務，也要協助設計及管理網站，並有機會協助策劃文化交

流的活動等工作。 

 

實習內容 

⚫ 本地少數族裔家訪，瞭解他們的社區生活及需要； 

⚫ 設計語言和文化交流活動，參與草擬計劃書以申請項目資助； 

⚫ 機構行政文書工作和數據管理 

⚫ 每星期最多工作 8 小時，時間及地點可彈性安排。如有需要，實習生

須週末工作 

 

實習技能 

⚫ 能書寫良好中英文和使用流利英語及廣東話 

⚫ 懂得管理社交媒體（Facebook，Whatsapp） 

⚫ 以下臚列技能並非必須，但若有，則會優先考慮 

https://www.facebook.com/WECONS.flowermarket/


➢ 具網站或排版相關軟件 / 語言知識，如  html，Drupal，

wordpress，LaTeX 等 

➢ 下列外語，或其他東盟或印度次大陸地區語言。其他外語亦可：

印尼話、尼泊爾話、烏爾都話、普通話、僧伽羅語、越南語（據

筆劃排序，重點語言以粗體表示） 

 

想了解更多，可瀏覽機構網頁：http://them-media.strikingly.com/  

http://them-media.striking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