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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科相關升學課程： 

醫學 

例如：公共衞生、醫

學、健康科學、中醫 

護理 

例如：護理學 

社會科學 

例如：社會工作學、

社會學、 心理學 

教育 

例如：幼兒教育、體

育及運動科學 

實地學習 

博覽 2021 

傑出學生獎  

「實地學習」體驗  

今年獲得金、銀、銅 獎的同學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長幼情跨代共融計

劃」的三天體驗實習，在真實的工作場所中體驗和參與醫護及社會工作，並作反思。 

莫天恩 

不一樣的長者服務策劃和體驗

這次的實地學習確實讓我擴

闊了視野。透過這次活動，

我明白如何計劃社區服務。

在了解長者需要後，我便就

著他們的需要設計活動。開

始前需要進行可行性測試，

嘗試控制活動期間各種不確

定因素。活動後則要對服務

進行評估，例如進行問卷調

查、 電話訪問等。最後透

過展覽把所得的經驗和結果

向公眾宣傳，讓更多人明白

長者的需要。 

參與這次活動更讓我了解不

同的職業，助我確認未來發

展的方向。我有機會接觸到

活動項目經理、規劃師、社

區營養師等，並且了解到他

們都會參與長者服務，其中

最可貴的就是他們服務長者

的熱心。 

最後，我接觸到不同階層的

長者，並深入明白他們的需

要。他們很多都有自己獨特

的才能，他們寶貴的經驗使

我們獲益良多。我更透過生

命回顧項目與長者交流，通

過為他們製作傳記明白他們

的過往經歷。這些經歷使我

明白每位長者都有自己的需

要，必須真正關心和理解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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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後，我發現問卷製作

過程繁複，並不如想像中

容易。問卷設計者需要考

慮多種因素，例如受訪者

的年齡層、教育水平等，

既要能取得到充足數據作

研究，也要讓長者能掌握

問題的意思。 

當日參觀公共衞生醫學

院，與黃麗儀教授談話，

深入了解到公共衞生課程

其實有莫大範疇，包括基

層醫療、第二層醫療、第

三層醫療，都與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懷科目知識息息

相關。 

此外，當我親身填妥問卷

當日亦有進行社區探訪，

到沙田石門廣場觀察商場

中提供給長者的服務是否

足夠、長者的退休生活如

何等等。及後發現商場中

有林林總總的家庭活動、

康樂活動、長幼共融的活

動，例如有長者乒乓球興

活用知識 – 林紫韻  

以及擔任宣傳部的一員為

項目前後訂定宣傳品的構

想等。這些工作看似簡

單，但其實每個崗位均扮

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牽

連着項目的順利推行與

否。同時，更要顧全當中

蘊藏的細節，例如對宣傳

的反應、活動資金的管理

和人力資源等，使我深切

明白服務企劃及醫療架構 – 劉墡怡  
參與是次實地學習讓我們能

實踐健社科所學的概念，理

解醫療和社福範疇，加深和

鞏固已有知識。 

除了與導師建立深厚的情誼

外，活動亦給予我難能可貴

的工作經驗機會。當中大大

小小的工作體驗均使我獲益

不淺，例如擔任小編輯，向

「醫健探訪隊」的同學發放

活動邀請函、為「長幼共

融」議題構思活動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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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進行社會性的企劃並非

易事，若非團隊之間互相扶

持，各司其職，相信很難實現

目標。 

另外，我們亦與黃麗儀教授交

流，加深我們對本港醫療架構

以及國際的公共衞生的理解，

明白概念如何能與現實情況互

相連繫。教授亦和我們分享研

究項目，例如如何運用問卷和

數據分析真實社會情況等，讓

我們明白研究的運作和意義。 

趣班、東華三院賽馬會耆

青藝坊等。可見社會資源

也有用於關懷長者，大大

小小的商舖也有長者優

惠。隨著銀髮市場逐漸興

起，原來長者也能主宰市

場、刺激消費。 

建立關愛社區 – 李穎欣 

要。例如有一次跟一名復

原人士燒烤聊天，我猛然

發現原來她也是名校畢業

生，興趣跟我也差不多，

我們有不少的話題交流！

我期望可以做一個陪伴別

這次學習活動對我來說並

不陌生，因為我平時也會

在自己社區中做義工。我

喜歡跟不同的人傾談，瞭

解他們的世界。當其他人

留意活動的安排細節時，

我卻喜歡瞭解一個人的需

人走過人生不同歷程

的社工，正如當初那

個影響我的社工一

樣，協助不同的家庭

脫離困境，建立關愛

社區。 



學習及應用營養知識 – 羅紫瑤  

構思跨代共融活動 – 周姝琪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營養師

工作坊。當天和營養師接

觸及交流後，對營養及食

物方面實在增長了不少知

識。我們還親身到了附近

的超級市場視察各款食

物，認真地留意平日經常

會忽略的食物標籤及營養

標籤，發現我們日常吃的

食物中包含了大量的鈉及

脂肪，甚至已超越了人一

天應攝取的熱量指標。這

令我意識到看食物標籤的

重要性，亦加深了我對能

量輸入及輸出的概念，提

醒我盡量避免經常進食高

熱量的食物，同時也要注

意均衡飲食，多做體能活

動，以保持健康及預防疾

病。 

另外，在實地學習中，我

們需要設計一項和長幼共

融相關的活動，以及設計

一份相關的計劃書。我們

設計的活動是「養生

營」，在討論的過程中我

們思考了不少平日長者會

做的活動，例如晨運耍太

極，一起相約老友記到酒

樓飲茶，做瑜伽放鬆身心

等活動。我和組員在如何

令長者及年青一代能在數

天的養生營中能夠互相融

合中交換了不少意見。當

中也有各執一詞的時候，

的，分成三個階段。第一

階段是年輕人與老人互相

觀望，不懂得如何去與對

方溝通，最後誰也沒有踏

出第一步。第二階段則是

年輕人與老人嘗試去接觸

對方，但是運用的方法卻

不太正確，我們身邊都有

不少這類的例子，就好比

老人家喜愛以學習成

績、「吃了飯嗎？」等

去打開話題，但往往被

年輕人認為囉嗦、麻

煩、無意義，並且反

感。第三階段則是年輕

人與長者各找到與對方

溝通的方法，使橋成功

連接，年輕人能向長者

尋求智慧，長者能讓年輕人

教導自己如何使用新科技，

最終讓長者與年輕人以及社

會建立起穩固的橋樑。「養

生營」就是我們所討論出的

活動。我們需要確保這個活

動是年輕人與長者都是有興

趣參與，營內的活動是具體

可行的，同時需要列舉實際

這次實地學習的課題與跨

代共容有關，我們需要按

跨代共融的理念及圍繞跨

代共融主題討論出一個活

動。我們透過小組繪畫活

動，每人都表達自己對這

課題的看法。讓我最深刻

的是「橋」。有一位同學

說，一開始的橋是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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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令我反思溝通方式，例

如放下不同意或主見強的溝

通障礙，嘗試覆述或蒐集資

料等有效溝通的方法，減少

磨擦，這確實有助我日後和

組員進行小組研習時能減少

爭執，更有效合作。同時也

令我們進一步地反思長幼共

融的困難，例如兩代的生活

方式，話題不同，甚至因為

傳統觀念的影響而導致兩代

難以相處等等，從而令我更

加會去關注身邊的長者，希

望能以自己的力量去幫助身

邊需要幫助的人，延續健社

科的精神。  

的建議，以及各項活動

需要等可控制的因素，

在時間、資金和人力上

都需要取得平衡。 這

三日的實地學習令我受

益匪淺。導師們的教導

令我不再只會以片面及

單一的角度去看待事

物，以裝備我將來成為

一名優秀的社工！  



2019 傑出學生 修讀醫療護理高級文憑  – 陳彥鋒 

我喜歡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的「百搭」 - 既能銜

接社會科學，又能銜接醫療相關的學科。當中有很

多不同課題都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特別是我對心理

學很有興趣，因為人的心理很奇妙，即使在同一條

件下，亦會出現不同的選擇結果。所以我被不同心

理學家的學說深深吸引，特別是在這一兩年中，我

不斷思考柯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層次能夠怎麼應

用在日常生活上。又例如我學過的「管教模式」讓

問：為什麼會修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科目中有哪些概念的應用是你最深刻的？  

小時候我討厭和人相處，社交壓力令我無所適從。於是

我選擇封閉自己，拒絕與人建立關係。幸好在成長的過

程中，我接觸到基督少年軍，隊牧告訴我每個人憑著基

督都能成為新造的人，令我感動不已。於是我開始接受

不同挑戰，從擔任班務職位到成為學校朋輩的領袖代

表。我經常參與不同義工活動，從經驗中學習與不同團

隊一同策劃對社區有建設的活動，並助人自助。另外，

我參與兒童發展基金成為師友，三年中陪伴幾位小朋友

問：為什麼喜歡助人？跟你成長的經歷和個人價值觀有關嗎？  

一同成長，追求夢想。其中一位十歲小朋友夢想

成為廚藝高手，我們會在空閒時一同製作食物，

一起鑽研網絡不同的食譜，更參加不同的烹飪

班，令大家廚藝都有長進。公平、友善及責任感，

這些價值觀是我一直追求進步的動力，相信一直

在身邊陪伴我成長的朋友及培訓我的師長對我

今天所做的都不會感到意外。 

我知道父母都會有自己一套的管教模式，所謂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父母的管教模式能夠影

響每個孩子的成長。我慶幸父母對我的管教，令

我擁有一顆堅強的心，面對挫折不輕易放棄，教

我成為一個正直單純的人。 

這次實習活動的主題圍繞

著跨代共融。未參與活動

前，我覺得「跨代」只涵蓋

長者及兒童，但當導師告訴

我成年人與老年人也算跨

代，我頓時恍然大悟。原來

不同年代的人會因社會閱

歷或價值觀的差距，形成不

同世代之間對事物有不同

看法。而兩代關係不和，也

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因此跨

代關係和睦對社會有著莫

大的幫助，跨代共融這課題

比我理解的重要非常多。 

此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活動是回顧自己的人生。

導師讓我們劃寫自己的生

命時序線，由出生到現在

到還沒發生的未來，可以

大膽發揮及預想。簡單的

活動讓我回想起以前種種

經歷， 

跌跌撞撞的長大，以為自

己捱不過去的人生難關，

結果不知不覺便捱了過

去。面對未知的未來曾令

我非常擔憂，擔心能不能

升學、能不能找到工作，

以及退休生活的種種。但

在這次活動中使我明白我

們只需要活在當下，忘掉

過去的失敗並化作經驗，

對未來保持著平常心，專

注於現在此時此刻，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便

可。  

我從小的夢想便是成為一

名駐校社工，期待自己能

幫助青少年度過難關，有

個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

但也會質疑自己有沒有成

由跨代共融到社工之路- 柳曉璐  

為社工的特質，到底這工

作適不適合我。導師們讓

我們進行一份有關十六型

人格的測試，也講解不同

人格之間的差異。這些活

動有助我了解到實際職場

上不同人格的人處事方式

也有所不同，相信能成為

我未來待人處事重要的經

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