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理學院 西貢區社區中心
「樂活西貢」社區服務計劃 2012
I.

合辦

計劃目標：

1. 加深同學對西貢社區的認識及認同；
2. 加強參加同學的自信心與溝通能力；
3. 策動同學動力，提供機會予同學參與社區、回饋社區。
II. 計劃推行時段：2012 年 5 月至 8 月
III. 計劃大綱：
1. 活動簡介工作坊；
2. 推行服務；
3. 義工服務分享會暨嘉許禮
IV. 計劃特色：
1. 同學可因應自己的興趣及時間，自由選擇義工服務組合；
2. 計劃設有積分計算制度，鼓勵同學持續參與；
3. 成功完成計劃的同學將獲發由西貢區社區中心及科技大學理學院合頒的證書一張，以作肯定。
V. 積分計算方法及評核準則：
評分項目
1. 服務時數
2. 服務表現

積分

註

同學提供之總服務時數/ 50 小時

建議總服務時數為 50 小時，每月服務 3

x 40%

至4次

同學所得分數（最低 1 分，最高 10 分）

由提供服務之主辦單位代表負責，按義工

x 40%

參與程度（守時、主動、熱誠）及專業貢
獻（因應其專業所長為活動設計、推行或
服務評估方面提出意見、指導或實際參與
工作）作出評分

3. 自我評估

同學自我評估分數（最低 1 分，最高 10 分） 由同學自己評分，按參與計劃後對社區認
x 20%

識的提升程度及參與計劃期望實踐程度
作出評分

所得積分

等級

85 分或以上

表演卓越

70 分或以上

表現優良

40 分或以上

可獲參與證書

VI. 報名方法：2012 年 4 月 30 日 (一) 前登入Science For Success「成功有理」網頁 (http://sci.success.ust.hk)
遞交報名表
VII. 查詢：Miss Joanna To (電話) 2358 5776 / (電郵) joannato@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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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可選擇之義工服務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服務時間/時數

義工人數

活動詳情

I. 文化承傳
文化保育探究之

6–8/2012

「小鎮風情」

每星期 1 至 2 節，每天 4 小時;

20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約 80 小時

(每組各需 10 名)

1. 文字製作組

 透過不同手法、角度，探討香港少有的本土文化 – 小鎮文化

2. 錄像製作組

 以採訪、訪問、觀察、拍攝及錄影等手法，以了解社會發展與文化保
育的關係
 以反思城市化與本土文化的比較，真正認識 「都市化」的「小鎮風情」

2012 西貢龍舟賀回歸十五週

23/6/2012 (五)

同學需出席 1-2 節服務簡介會議;

年暨嘉年華

06:30 至 14:30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約 10 - 20

1. 比賽安排

小時

2. 服務大使

嘉年華安排預計 5 月開始籌備

20 -30

3. 嘉年華安排
 協助龍舟競渡的大會工作(包括場務、嘉賓接待、人潮管制等)
 為大會提供翻譯服務
 協助策劃嘉年華會，包括表演、攤位遊戲、展覽和宣傳
 2 次籌備會議、1 次檢討會議及活動日(6 月 23 日)
II. 生態保育
地質公園定點導賞員服務
1.

導賞員專業陪訓

2.

服務大使

6–8/2012

導賞員培訓總時數：約 30 小時

20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待定
 成為正式導賞員，同學需參加地質公園定點導賞員培訓
 同學亦可作服務大使，協助導賞員提供地質公園定點導賞員服務

III. 健康城市
Teen Teen 關心社區、責任承擔 7–8/2012
1. 參觀立法會及漁業中心

20/ 7/ 2012 (五)

2. 大埔及屯門龍鼓灘旅行

27/ 7/ 2012 (五)

4. 南丫島旅行

29/ 7/ 2012 (日)

5. 長洲旅行

3/ 8/ 2012 (五)

6. 參觀新田防洪中心及沙

10/ 8/ 2012 (五)

每項活動服務時數約 7-8 小時;

25-30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約 40 小時

(每項各需 5-6 名)

田文化博物館
 協助中心提供暑期兒童及親子活動
IV. 共融參與
1. 低收入內地新移民學童服務
英文補習

5–7/2012

時間及日期由中心因應義工及學

8

童因的時間作配對
 協助小一至中三內地新移民學童學習英語，以提昇其學習英語的信心
 1：1-3 (義工：學童)的比例進行，時間及日期由西貢區社區中心作配對
 義工需要參與中心的簡介會及分享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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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全方位暑期學堂

活動日期

服務時間/時數

義工人數

活動詳情
7–8/2012

時間及日期待定;

8

同學需協助最少一班學堂及一次
戶外活動
 計劃包括三部份：1.暑期學堂(分三班，英文、數學及通識)，2.體驗活
動 2 次及 3.成長訓練營
 服務對象為區內弱勢社群之小一至小六生，約共 25 人；目的讓低收入
家庭或新來港的兒童能於暑假期間參與活動，擴濶視野及自我增值
 暑期學堂是透過每班每星期一次的聚會，由每組 3-4 位導師照顧約 7-12
位小學生，以課堂、遊戲或活動的形式教授英文、數學及通識
 體驗活動將舉行 2 次,透過以 1-2 位義工(可以香港學生及內地交流生配
搭)帶同 4-6 位的學童進行，按編配的路線，由學童自行決定乘坐的交
通公具到訪不同的地方，並於指定的地點進行不同的任務的城市遊踪
活動或戶外參觀活動
 成長營是希望邀過 5-10 位義工協助策劃及帶領學堂的學員約 25 位小
學生參與一個三日兩夜的宿營，義工可為小組組長或活動帶領者，在
營中協照顧學員的需要及建立一個榜樣與組員一同成長
 中心職員會與義工共同策劃活動；參與義工需要接受設計、帶領活動
及安全帶領活動等訓練
2. 少數族裔
愛香港．愛共融 之龍舟競渡

5–6/2012

同學需出席 4-5 次龍舟練習，每次 12
約 2 小時;

比賽: 23/6/2012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約 20 小時

06:30 至 14:30
 與少數族裔青少年合作參與西貢區龍舟比賽，作文化交流，同建共融
社會 (包括: 練習、比賽)
 同學需出席 100%練習才可出賽
愛香港．愛共融 之有你有我

6–7/2012

還有他

時間及日期由中心因應同學的時

20

間作配對;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約 20 小時
 與本土少數族裔青少年作文化交流，認識彼此習俗、 文化等，如參觀
清真寺、探訪少數族裔家庭、品嚐民族食品等

3. 社區弱勢社群
新生代服務計劃 之發揮正能
量

5–8/2012

時間及日期由中心因應同學的時
間作配對;
可提供之總服務時數：約 30 小時

 用不同手法服務社區、弱勢社群，發揮青年正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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