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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 成為香港最優秀的青少年服務機構之一，致力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造福社會。

使命： 創造有利條件，以協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貢獻社群。

價值觀：我們重視：
 ● 青少年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面對一些困難和阻

力，這些困阻如處理得宜，可以成為他們成長的

動力和助力。

 ● 青少年擁有獨特的潛能，在其成長與發展的過程

中，必須透過體驗和實踐，不斷地探索和發揮。

 ● 青年人對社會發展的承擔，青少年須透過關懷別

人，投入社群，以完善的人格，回饋社會。

 ● 良好的成年人榜樣，在青少年建立自我的過程中，

擔當著正面而重要的角色。

 ● 家庭是培育青少年成長的地方，強化家庭功能有

助培養積極正面、關懷社會的新一代。

 ● 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

 ● 童軍運動的方法，有效地促進青少年身心發展。

活動花絮+讀者回應欄

為了推廣關愛校園的訊息，學校社工與學生成長支援組

為22名中一級同學和24名中四中五級學長舉辦伴我同行朋輩

支援計劃，目的透過學長與中一同學定期會面，協助他們訂

立目標、了解中一同學適應學校的情況，同時亦會與他們一

起參加不同的活動從而建立關係，整個計劃為期一年，期望

中一同學獲得學長的關心而感受溫暖。

是次為其中一項活動，在2015年12月12日由學長設計多

項遊戲，考驗中一同學與學長的合作性、團體合作，亦有手

工藝讓同學發揮所長，學長與中一同學能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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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學弟妹同樂日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駐校社工吳美慧姑娘

學校社工於上學年在校內組織初中樂隊訓練小組Big Band Club，

旨在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和能力。樂團成員亦多次有外出表演

的機會。在11月份，Big Band Club一眾成員參與了由童軍知友社

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假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的「TEEN」空動

力計劃–藝墟‧才藝交流。活動當日，Big Band Club為其中一隊

樂隊表演單位，雖然天公不造美令活動開始前夕有天雨濕滑的情

況，更令所有樂隊不能使用電子樂器，但本校同學與導師及時調

整表演方式，以Beatbox音樂配合結他表演，令是次活動獲好評。

而對於同學而言，更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支援駐校社工張立彬

學校社工在2015-2016學年開展共創成長路計劃，為

中一同學舉辦全級訓練日營及抗逆力工作坊。同時為

具輔導及成長需要的中一同學舉辦汽球及魔術小組訓

練，旨在透過學習的過程，增強中一同學面對困難的

能力，並提升自信心，從而達到增強抗逆力的目標。

共創成長路–中一種子計劃
趙聿修紀念中學吳麗華姑娘 http://fosssw.sahkfos.org

sswadmin@sahkfo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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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TEEN」空動力計劃–藝墟‧才藝交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1)，
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
1200622012XXXXB0100.pdf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香港政府統計處，2011)，現時約有

451,183 名少數族裔人士居住在香港，佔全港人口的6.4%。

他們包括印尼人、菲律賓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

爾人、泰國人、韓國人等(簡稱南亞裔)。

近年，本單位駐校社工亦開始接觸南亞裔同學，由於他們

喜歡自由自在地學習，與香港教育特色有所不同，所以在

校內的適應也是一個挑戰。面對不同的學習模式，南亞裔

同學普遍認為中文科對他們來說是「語言障礙」，更遑論

畢業後的出路，他們對生涯規劃的概念、升學資訊等也較

模糊。故此，本期互動校園訪問南亞裔高中同學，了解他

們對升學資訊的掌握和困難，同時也專訪駐校社工，了解

在校為南亞裔同學提供服務時所遇到的情況，透過訪問讓

大家進一步了解南亞裔同學的困境，最後，我們建議學校

和社工可以多關心這些同學，讓他們能規劃屬於自己的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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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了六位就讀中四至中六的南亞裔學生，了解他們對生涯規劃的看法，以及如何面對畢業後
可能出現的困難。我們希望透過整理和分析這六個訪問，從南亞裔學生自身的角度，了解他們的需
要及面對的困難，最後提出一些建議及值得關注的地方，以下是六個訪問的內容撮要：

南亞裔同學A (中六)  南亞裔同學B (中五)  南亞裔同學C (中四)

南亞裔同學D (中四)  南亞裔同學E (中五) 南亞裔同學F (中五)

南亞裔學生訪問南亞裔學生訪問 南亞裔學生訪問南亞裔學生訪問

南亞裔同學A : 12年

南亞裔同學B : 13年

南亞裔同學C: 7年

南亞裔同學D : 由出生到依家

南亞裔同學E : 12年

南亞裔同學F : 15年

南亞裔同學A : 數學

南亞裔同學B : 中文

南亞裔同學C: 中文及數學

南亞裔同學D : 數學

南亞裔同學E : 中文

南亞裔同學F : 中文

南亞裔同學A :我已與家人商量，打算到外地升讀大學，將考慮澳洲、英國或加拿大，但未有
詳細選讀什麼科目。

南亞裔同學Ｂ :我希望畢業後留在香港工作，對教授繪畫深感興趣。

南亞裔同學Ｃ :我希望能夠在香港升讀大學，考慮選修有關商業的科目。

南亞裔同學Ｄ :入大學讀會計。

南亞裔同學Ｅ :我希望能入讀大學讀醫科。

南亞裔同學Ｆ :希望可以做一位律師/化妝師/Blogger。

南亞裔同學A : 有，在高年級曾參與過工作坊。 

南亞裔同學B : 不太清楚。

南亞裔同學C : 有，學校曾舉辦過講座。

南亞裔同學D :有個叫Project we can的活動，幫我做職業性格分析。

南亞裔同學E : 我們有一個叫YDC programme是有關商業的，學校亦帶我們到廸士尼樂園認識酒店業務。

南亞裔同學F : YLD、不同職業的講座。

你在香港讀書多久?

你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科目?

對於將來畢業，你有何打算/目標/計劃?

學校有否提供任何形式的生涯規劃課程/
活動，以便你了解及計劃將來的出路?

面對畢業後的出路/計劃，你預計會面對什麼困難? 你將如何克服/解決?

南亞裔同學A : 我擔心公開考試的成績未能符合升讀外國大學的入學要求。我不知道各國大學的入學
要求，也從未搜集及了解相關資訊，對出路感到迷茫。

南亞裔同學B : 我擔心很難找到工作，我很喜歡繪畫，因此想找尋教畫的工作，但我不知道該如何找
到類似的工作，況且我的中文能力很弱，不能以廣東話與人溝通，相信在香港就業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真的找不到教畫的工作，我唯有選擇從事其他工作，但暫時未有計劃。

南亞裔同學C :我擔心自己的成績是否可以入讀本地大學，我知道要考取高分才有可能。我不知道中
文科是不是必須合格的，如果真的不能入讀本地大學，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也未有其他計劃。

南亞裔同學D : 很難入讀大學，但我會努力讀好書。

南亞裔同學E : 讀醫學院對我而言是非常困難的事，如果今年不行，我會打算重讀
中六再考多一次或者報讀與科學相關的學系，並於將來轉讀醫科。

南亞裔同學F : 因為文化、宗教唔同，所以可能溝通唔到。

南亞裔同學A : 我期望政府可以為我們提供經濟資助，始終在外地升學的支出很大，擔心家人未必能夠負擔。

南亞裔同學B : 我期望政府可以為我們提供經濟資助，因為
在畢業後我們未必能即時找到工作，生活上可能會面對困難。

南亞裔同學D : 我期望畢業後，政府仍會為我們提供學習中文的機會，因為在香港生活，中文是一個不能避免的
問題，而在中學階段，我認為自己也沒有得到足夠學習中文的機會，否則我應該可以學得更好。

南亞裔同學D : 多一D中文課程提供給我們。

南亞裔同學E : 我認為政府需要對我們南亞裔學生的中文考核程度稍微調低。另外，我認為學校應一
早為學生在初中時期做好生涯規劃，讓學生及早了解自己的理想並作好準備。 

南亞裔同學F : 政府︰重新檢討對少數族裔的中文教學課程內容。社會︰接納我們的不同文化，宗教，
減少對我們的歧視。學校︰在教育及課外活動上提供多點支援、加強對少數族裔的中文教育學習。

針對你的困難，你認為政府/社會/學校可以提供什麼協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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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A
個案方面： 部份男同學學習動機薄弱，在校的行為問題成為重點，這與他們的學習動機有關。
 他們較少主動向社工求助，這與文化背景有關，他們寧找族中有聲望的人士處理家庭糾

紛，不會主動向社工求助。
 地區上的家庭服務中心沒有南亞裔的社工，這可能令他們的求助動力減低。
小組/活動： 即使社工舉辦共融活動，南亞同學的民族意識很強烈，活動後較少與本地學生交流。

社工B
個案方面： 南亞裔同學的出路較為狹窄，他們的中文程度參差，升大學的機會也因此而落空，

這也影響他們對學習的興趣，所以有時在處理個案方面較困難。
小組/活動：他們比較沉靜，較少與本地學生交流。

高中南亞裔學生專訪

1) 你在升中後，面對中文教學的課堂有什麼感覺、看法？
 起初我是覺得迷網的，因為我不是自小入讀本地小學讀書，又只懂烏都語，所以對學習中英
文都有困難，當然，對我來講學習英文會比中文容易，因為我們烏都語的拼音也能以英文表
達。而我喺學習中文的時候會有很多生字都唔明，老師上堂都會教得好慢，方便我們非華語
同學聆聽。所以慢慢因為多左同老師用中文溝通，我就依家都適應啦。

2) 當時你有什麼期望？
 我起初也不想繼續學習中文，但因為老師會在放學和小息時間幫我補習中文，令我開始掌握
了基礎。

3) 分享一下在過去五年間，你是如何克服語言的障礙？
 我在這幾年參加了許多外間機構的中文班，如︰基督教勵行會、青年會等。他們會開辦一些
免費的中文班給我們(南亞裔學生)，主要是教授我們一些中文生字及日常溝通用語，有些亦
會將我們按能力分班教授。中文能力較好的會教他們GCE(A-Level)的中文考試訓練，較弱的
就會教授GCSE*的中文考試內容。我在那些機構多學習中文來改善自己的水平。

4) 在學校層面上，有什麼資源能幫助你有效地學習？
 可以增加多一些中文堂，又或者放學後有額外的中文補習。

5) 在家庭層面上，有什麼資源能幫助你有效地學習？
 因為家人是南亞裔，而且知識水平比較低，父親從事的工作是做地盤，只有很少的收入，很
難再為我提供額外的資助，但如果我要補習的話，他們都會盡力在財政上支持我。

6) 在社會層面上，有什麼資源能幫助你有效地學習？
 如我所言，有很多機構都會提供免費的補習幫助我們，如勵行會、青年會等。而我曾經亦得
到浸會大學的社工學生幫助，他們在中心開辦中文班教了我很多中文知識，令我中文有所改
進。

7) 你覺得南亞裔學生除了在語言上，還有什麼挑戰面對著？
 社交方面吧，我們很多人都很難和本地人溝通，希望可以多一點機會去溝通一下。

8) 你認為南亞裔學生在本地中學裡學習上有什麼優勢？
 我們懂得烏都語啦，而且我們的英文能力會比較好，所以考英文時會有利一點。另外，GCSE
的中文程度比較淺，我們很容易拿到A，這成績雖然只等同DSE中文的level 3，但比起本地學
生容易得到合格成績。

9) 完成中六後，你有什麼計劃? 你預計會面對什麼困難? 你將如何克服/解決?
 我打算報讀社工課程，期望能夠進入社署幫到自己的族群用烏都語解釋一些服務給他們聽。
但我覺得以自己的中文水平，很難有機會入讀社工系，因為我知道他們一般是用中文來面試
的，我怕自己的中文在小組討論很難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很想有多點學中文的機會。

我們訪問兩位社工，現時為南亞裔學生提供服務，綜合他們的觀察及前線經
驗，有以下的體會：

1. 請問你服務南亞裔學生有幾多年?1. 請問你服務南亞裔學生有幾多年?

社工A
3年

社工B
3年

2. 你對南亞裔學生的印象是怎樣? 

      男同學與女同學有分別嗎?

2. 你對南亞裔學生的印象是怎樣? 

      男同學與女同學有分別嗎?
社工A
男女各有不同的特點
男同學較活躍、好動
女同學思想保守、很重家
庭觀念

社工B
男女各有不同的特點
男同學比較有活力
女同學較文靜、賢淑3. 在校內有沒有舉辦生涯規劃的活動?

 特別為南亞裔同學而設的生涯規劃活動?

3. 在校內有沒有舉辦生涯規劃的活動?

 特別為南亞裔同學而設的生涯規劃活動?

社工A
有，低年級同學以舉辦自我認識
的活動為主，而高年級則以職業
導向為主，學校以升學就業組老
師安排。

社工B
有，低年級同學以認識自己、了解
個人興趣的活動為主，高年級則由
學校升學就業組老師負責。

4. 請問南亞裔同學在畢業後有什麼出路?4. 請問南亞裔同學在畢業後有什麼出路?

社工A
男同學一般跟隨父親當勞力
工作，例如倉務工作、地盤
工作、貨櫃車司機等等。
女同學則較多希望結婚，婚
後當家庭主婦，很少數女生
希望有個別的工作發展。

社工B
男同學多以勞動工作為
主。
女同學喜歡學習工作技
巧，為將來工作舖路。

由於大部份南亞裔同學的中文寫作能力偏低，有些連說話能力有
限，故此在學習方面、升學方面或工作方面有所限制。5. 就你的所知，

 有沒有資源支援

  老師教導南亞裔同學或協助南亞裔同學規劃人生？

5. 就你的所知，

 有沒有資源支援

  老師教導南亞裔同學或協助南亞裔同學規劃人生？

社工A 
學校聘請數名南亞裔的教學助
理，以便與同學溝通。

社工B
政府民政事務署批出50萬讓學校可以舉辦更多生
涯規劃的活動，讓同學認識自己和規劃將來。

6. 按你的經驗，在校為南亞裔同學提供服務時遇到的困難(個案/小組/活動)？6. 按你的經驗，在校為南亞裔同學提供服務時遇到的困難(個案/小組/活動)？

社工專訪

* GCSE為綜合中等教育證書，適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公開考試；而GCE(A-Level)為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的中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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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了一名就讀中五的南亞裔學生，期望能了解她的在學情況，尤其學習中
文的困難及對生涯規劃的看法。



南亞學生的語言學習困難
中國語文學習是普遍南亞裔的學生一大挑戰，由於家庭背景關係，這些學生的父母輩大多
數對中文只懂皮毛，甚或一竅不通。故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多會以本族的語言來溝通。
中國語文，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種外語，而且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非華語學生更難以和華
語學生進行溝通。在家庭環境及社會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大部分南亞裔學生除了上課時間
外，根本難以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個人的中國語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未來面對公
開考試及升學面試的時候亦會有所困難。

本港教育制度未能為南亞學生對症下藥
現時，香港的教育制度為少數族裔學生定下教育政策存在相關的問題。少數族裔學生可以
英國「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中文科考試成績來申請報讀香港大學，目的是令他們在
升學方面的情況有所改善。然而，根據香港融樂會的研究報告(2015)指出，目前多個大專
學系對非華語學生用其他中文資歷取代文憑試中文成績的態度曖昧不清，甚至有13%院校
課程表明不接受其他中文成績，而有37%院校表示要「按個別情況而定」給南亞裔學生作
為回應，令意欲報讀課程的南亞裔學生感到徬徨無助，甚至因而失去對考取GCSE成績的動
力。

南亞學生尋找升學資訊門路收窄
在索取升學資訊上，南亞裔學生在報讀專上課程時比華語學生更為不利。理論上，一般院
校的課程資訊會以中英雙語出版供學生閱讀，然而有不少本港機構所出版的升學指覽裡只
提供中文編寫的內容，忽略了不諳中文的非華語學生的需要，令他們能接觸的升學資訊的
渠道更少。

此外，許多院校在提供課程資料的內容亦不充分，令南亞裔學生難以選擇心儀課程。部分
院校在列明招生細則中，未有清楚解釋會否對非華語學生作出任何調適。如部分課程列出
學生須具備中文能力(作為整個課程的教學語言)時，已令南亞裔學生對考慮報讀相關課程的
意欲下降，進一步收窄他們的升學選擇。

基督教勵行會 
Christian Action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元朗大會堂 
Yuen Long Town Hall

多元色彩閃耀坊 
SHINE Centre

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TuenMun Integrated Social 
Service Centre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Support Service Centre for 
Ethnic Minorities

珠穆朗瑪多元文化社區中心 
Chomolongma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Centre

新界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地下 
12,15,20-21 室 
Room 12, 15, 20 & 21, G/F TuenMun 
Central Square, 22 Hoi Wing Road, 
TuenMun, N.T., Hong Kong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廉樓地下 
G/F, Oi Lim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Mun, N.T.

新界元朗屏會街 9 號同發大廈地下 K 室 
Shop K, G/F, Tung Fat Building, 9 Ping 
Wui Street, Yuen Long, N.T., Hong Kong
服務 Service
★ 廣東話及英文課程 Canto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 電腦課程 Computer Classes
★ Simple and handy sight interpretation
 service
★ 輔導及轉介服務 
 Counseling and Referals
新界元朗屏山庸園路永寧村 
Wing Ning Village, Yung Yuen Road, 
Ping Shan,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3188 4555 
http://www.christian-action.org.hk/
cdp/shine_centre/shine_centre.htm

2451 0311
http://ittm.ywca.org.hk

2479 9757 
http://www.sscem.org/

 

2617 1369

其他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可參考下列網址http://www.unison.org.hk/otherorganizations.php

綜合南亞裔學生及駐校社工的訪問

所得，我們認為有以下值得關注的

地方:
由學生訪問可見，一般對前路較有規劃的南亞裔

學生，皆以繼續升學為目標，然而他們對於本地

及海外各大專院校的入學要求模糊不清，對升學

計劃也缺乏周詳的打算。至於選擇就業的南亞裔

學生，對職向的選擇有時過於理想化，對香港的

就業環境也缺乏認識，情況實在令人憂慮。雖然

現時各中學也積極為學生提供生涯規劃，然而礙

於南亞裔學生獨特的文化及家庭背景，一般的生

涯規劃並不足以滿足他們的需要，建議學校為南

亞裔學生提供具針對性的生涯規劃資訊，以便南

亞裔學生在升學及就業的資訊上有更多的了解

及規劃。

我們訪問的南亞裔學生，大部分都在香

港讀書達10年以上，然而他們的中文水

平並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尤其影

響與本地學生的溝通，以致人際關係疏

離，這對他們畢業後繼續升學或就業均

造成極大的障礙。我們建議學校為南亞

裔學生提供朋輩形式的學習及社交支

援，加強與本地學生的共融，讓南

亞裔學生在畢業前建立有效的支

援及社交網絡。

由於南亞裔學生的獨特文化及需要，難

以適應本地的教育制度及學習文化，加上

對前景出路感到模糊不清，以致他們在學

習上欠缺動機，學習態度有欠積極。我們

建議透過社交技巧及職向訓練，增強南亞

裔學生對自我的認識，了解自己的強弱，

從而提升自信心，學習規劃將來，相信有

助改善其學習態度。

一、生涯規劃資訊不足

二、校園共融成效有待加強

四、師資培訓不足

三、關注學習及

       社交需要

專訪            要點關注 南亞裔學生的學習 現況與挑戰

社區資源介紹
機構Agency 服務中心Service Unit 地址Address 查詢及網站Enquiry and Website

南亞裔學生的學習現況與挑戰 7專訪關注要點6

老師在南亞裔學生的學習生涯中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然而由於南亞裔學生的獨特文化及性

格特質，在課室管理及控制上，與一般本地學

生的情況有異，但一般老師對南亞裔學生的文

化皆有欠認識，以致在處理南亞裔學生的問題

時，未能發揮最大成效。另一方面，老師在教

授南亞裔學生各個科目，尤其中文科時，需要

接受特別訓練，才能懂得從第二語言學習的角

度出發教授中文的內容，否則可能事倍功半。

因此，我們建議為老師提供更多的培訓及交流

，如邀請南亞裔教師及教學助理與本地教師交

流及分享教學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