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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概要

DAY 1

DAY 2

香港 → 高雄 → 長榮大學 → LUNCH →  平安基金會-高雄市岡山身
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 五龍發社區復健中心 → DINNER → 酒店

BREAKFAST → 介惠社會福利基金會-泰武服務站 (吾拉魯滋部落文
化健康照顧站) → LUNCH → 大愛護理之家-日間照顧中心 → 飛夢
林家園 → 飛夢林青年咖啡館 DINNER → 酒店

DAY 3

BREAKFAST → 善牧基金會-露晞服務中心 → 林澄輝社會福利基金
會 → LUNCH →  阿蓮社區老人活動中心 → 淨覺養護中心 → 林柔
蘭社會福利基金會-路竹新住民及婦女家庭中心 → 自由活動
DINNER → 酒店



行程概要

DAY 4

DAY 5

台南 → 台東 → LUNCH → 玉米的鍋民宿 Deer House → 永安工作
假期簡介 → 玉龍泉生態步道及桌椅整理(上) → DINNER → 簡報

BREAKFAST → 玉龍泉生態步道及桌椅整理(下) → LUNCH → 麗
園有機農場 → 永安有機農業初體驗 → 整Pizza → 參觀瑞源小學

DAY 6

BREAKFAST → 戀念舊台九與公益平台2626市集分享 → 武陵綠色
隧道 → 誠實商店 → 新元昌紅茶產業文化館 → 鹿嘉農莊
→ 台東自由活動



行程概要

DAY 7

DAY 8

BREAKFAST → 行山 → 竹藝體驗 → 米國學校 LUNCH → 崁頂漫
步 →  欣賞布農族小朋友唱歌+DINNER → 回民宿分享

BREAKFAST → 回高雄 → 大魯閣自由活動 → 回香港



台南機構探訪 第1天上午 -- 長榮大學

初到台灣，榮幸地首先受到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師生的接待，

透過簡報與口頭交流，我們了解到台灣與香港在福利制度上的異

同。在閒聊當中，當地教授亦為我們推薦了一些道地的台灣夜市

、小吃，親切地讓我們感受到台灣的人情味。



飯後，我們到了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中心

除了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日常訓練外，亦有二手輔助設施的

租借、出售服務，讓有需要的人士較能負擔所需儀器的費

用。

緊隨其後，於五龍發社區復健中心的探訪當中，透過中心

同事的解說，發現該區居民對服務使用者較少存有歧視的

目光，相信是因為在中心的安排下，他們會定期外出進行

清理街道的工作，經過多年的努力，讓居民也習慣與服務

使用者共同生活於社區的日常。

台南機構探訪
第1天下午 -- 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五龍發社區復健中心



台南機構探訪 第2天上午 -- 吾拉魯滋部落文化健康照顧站

在吾拉魯滋部落文化健康照顧站，一進門就能看見穿上原住民

服飾、盛裝打扮的奶奶，在聽畢簡報介紹後，我們更得以在奶

奶們的教導下，製作原住民的傳統花環與學習排灣族的舞蹈。

午餐時段，更一同享用他們的傳統食物，透過當中的交談慰問

，奶奶們的親切熱情，更讓我們倍感溫暖。後來的社區導覽活

動，更讓我們更深地體會到，社區裡鄰舍間的緊密聯繫。



台南機構探訪 第2天下午 -- 大愛護理之家-日間照顧中心、
飛夢林家園

飯後，繼續往大愛護理之家 -- 日間照顧中心進行探訪，除了簡

報交流外，也有幸獲得與長者互動的機會。在職員的帶領下，

同學得以從旁觀察並參與在遊戲當中，認識了為訓練長者們手

指的靈活性、手眼並用等能力而設的活動設計。

飛夢林家園，是一個全國創新結合教育、社政合作模式，服務

一群家庭失功能又中輟的學生，為他們提供自願性安置、培訓

及輔導等服務。另更設有飛夢林青年咖啡館，為部份有興趣的

孩子提供工作機會，當晚，我們也到了這裏進餐。



台南機構探訪
第3天上午 -- 善牧基金會-露晞服務中心、林

澄輝社會福利基金會

第三天的行程比較緊密，我們一共到訪了五所機構進行交流。

早上，我們首先參觀了天主教善牧基金會露晞服務中心。這所機

構在營運三十餘年間，專注照顧未婚懷孕婦女及其所生子女，而

它的服務內容也非常廣泛，包括防治人口販運及收出養服務等。

其後，我們在林澄輝社會福利基金會稍作停留。中心關顧對象的

年齡層包括青少年、婦女及老人，並為他們提供個案輔導、遊戲

治療和就業諮詢等。此外，針對低收入人士，中心也會提供生活

扶助和獎助學金，協助他們應付日常所需。



台南機構探訪 第3天下午 -- 阿蓮社區老人活動中心、 淨覺養護中心
、林柔蘭社會福利基金會-路竹新住民及婦女家庭中心

享用午膳後，潘怡璋主任向我們介紹阿蓮社區的特色和活動中心為長者需求而設的一系列服務，例如長輩送餐

服務和長青學苑課程，從社區層面觀察他們的需要，並讓長者們達致「活到老，學到老」的境界。

在淨覺養護中心，我們有幸能跟一眾長者們親身交流，為他們演唱台語歌曲《愛拼才會贏》，並一起參與拉筋

和遊戲環節。雖然他們大部分也須輪椅輔助行走，但也會積極參與我們籌備的活動，讓我們倍感滿足和慶幸。



台南機構探訪 第3天下午 -- 阿蓮社區老人活動中心、 淨覺養護
中心、林柔蘭社會福利基金會-路竹新住民及婦女

家庭中心

林柔蘭社會福利基金會-路竹新住民及婦

女家庭中心主要為單親和親住民婦女提

供諮詢和舉辦聯誼活動、興趣班等，協

助她們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環境，融入社

區。多元化、有深度的活動和中心員工

之間的凝聚力，皆讓我們大開眼界。



在旅程的第四及五天，我們開始了在台東的各種體驗。第一站

便來到位於永安社區的玉龍泉生態步道，而我們的工作大概分

為三種，分別是為步道清理生態池，建造竹橋，以及整理和桌

椅彩繪。

透過以上不同的工作體驗，不但被其中豐富的自然生態深深吸

引到，更能明白到當地居民與自身社區的緊密聯繫，以及他們

如何充分發揮社區所存在的多元資源去作出一個持續且深遠的

影響，的確令我們獲益良多。

第4、5天－玉龍泉生態步道及桌椅整理台東體驗簡介



其後，我們便到訪到麗園有機農場，並有幸於永安社區體驗一

下有機農業活動。這裡的農場都是採用有機耕種的方式運作，

不使用含對環境有害物質的藥劑，例如DDP。

農場以有機的模式運作，不但可以減少對人體、環境的傷害，

更令常處城市的我們重新反思人與環境之間息息相關的關係，

以及人類於大自然的角色和責任。

第5天－麗園有機農場及永安有機農業初體驗
台東體驗簡介



之後，我們來到了為當地社區活化與公益的誠實商店，綠色隧

道，並有幸地了解到2626市集等。

在環境清幽、景色優美的綠色隧道旁，有著一間沒有店員的小

商店。這就是以環保、公益、 永續為宗旨的誠實商店，人們可

以自由進出選購，尋完寶後依價投入錢箱就可。而2626市集則

每月會開放一次，是很多人的「尋寶地」。

這些與眾不同的地方令我們更能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和人情味，對這個地方的熱愛，更明白到當地人如何使用現有

的資源去發揮最大的作用，以助社區的延續和建設。

第6天－戀念舊台九與公益平台2626市集 、武
陵綠色隧道及誠實商店

台東體驗簡介



茶葉是鹿野鄉其中一個重要的農產品。而新元昌的始創人更是「台東

茶葉之父」。在紅茶產業文化館中，我們了解到永安社區如何將茶葉

產業變成區內經濟，以及文化館推廣當地紅茶文化的努力。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作為台東人的店主如何為了永安茶葉及新元昌的

經營而作出取捨，從台北返鄉。而店主兄弟倆的返鄉，其實也象徵著

他們經營的成功與進步，這也是為何這小小的紅茶產地能種出帶有蜜

香「冠軍紅茶」。

第6天－新元昌紅茶產業文化館台東體驗簡介



鹿野高台是台灣政府投入超過一億台幣的旅遊景點，使

其在亞洲成為一個熱氣球、飛行傘、滑翔翼及花草的熱

點，並同時供遊客一覽高台地區與卑南溪谷底的田野

景色。

這次因天雨問題未能體驗滑草的樂趣，但我們

也仍能觀賞到濛濛細雨中的台東山脈，並在旅客

中心了解到台東政府在當地旅遊業多元化的規劃

與支持。

第6天－鹿野高台

台東體驗簡介



沿著關山鎮一個小山丘往上走，我們看到了鎮裏河流兩岸寬闊的平原。視野之開闊以及天色之澄碧都讓我們一

行人讚嘆不已。

走了近半小時後，我們進行了竹藝體驗。由於當地盛產竹子，當地的旅遊業物盡其用，

開辦了這個體驗的小角落，讓遊人活用自然的資源結合旅遊體驗。

第7天－行山及竹藝體驗
台東體驗簡介



在小數民族的會堂中，我們嘗試了穿上民族服飾和利用當地的工具搗小米

，初嘗了當地居民日常的作業。同時，在村長細心的講解下，我們了解到

當地的文化歷史，也了解到他們以務農為生的點滴。

隨後，我們到了米國學校。那是一個類似社區會堂、食堂及當地食品，如

池上米和紅藜麥的銷售點。除了遊客以外，我們也看到不少本地人到該處

購物。

第7天－米國學校及小米體驗台東體驗簡介



於布農族居住周邊的崁頂漫步途中，我們不但欣賞到該區寬闊的

景色，更看到一些日式的民居。據當地的導遊介紹，布農族是台

灣日佔其中一個奮力抗敵的民族，所以當時的勇士的居所都被警

察局和日本人環繞著。至今，當地還有一些日本人的故居。

於晚餐前，我們欣賞了布農族幾位小孩演唱的原住民歌曲，他們

的聲線既清澈又有穿透力，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台灣原住民的音樂

天賦和感染力。

最後我們品嚐了旅行中第二頓原住民的飯菜。

這使我們大家都十分感恩能在旅行完結之

際再次品嚐到豐盛的原住民特色美食。

第7天－欣賞布農族小朋友唱歌及晚餐台東體驗簡介



同學感想
GROUP ONE

麥灝熙23

台南感想：
我深刻的是南方社會力聯盟會給予選舉參選人一系列的政策建議

，若參選人承諾當選後實行這些政策，聯盟就會投票給他們。這個情
況反映了當一個地方設有民主選舉時，民眾便有著更多討價還價的能
力，從而對政府的施政造成更大影響。民主確實是十分重要呀！

台東感想：
不管是在台南還是台東，我都能感受到台灣人很重視環保：長榮

大學設有河川巡邏隊來保護河流免受污染、很多時候我們用餐後都要
把垃圾和廚餘分開來處理、永安社區的居民都會避免使用人工農藥來
務農……台灣人對環保的重視不得不讓我感到驚嘆和慚愧，讓我知道
我應在日常生活中更注重環保。

總結：
感恩在這個交流團中過得十分充實和快樂，謝謝大家！



同學感想
GROUP ONEGROUP ONE

台南感想：
在台南和高雄短短三天，但是我們走訪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

由老人、青少年、新住民、原住民部落等服務也有。當中我最深刻的
是他們的服務也很多元化，能夠發展服務使用者的多元潛能。再者，
他們的輪候服務時間也非常快，不會令使用者因得不到合適的服務也
使情況惡化，這絕對是香港社福界需要學習的地方！

台東感想：
最初，即使我知道我們需要參與工作假期，但是我實在沒有想到

這是需要很多體力的，尤其當知道有組別要建起一條橋！帶著不安和
疑惑，我只好硬著頭皮跟著廖大哥進入生態池「玩泥巴」，幫忙拔掉
雜草和多餘的泥土。雖然這或許沒有築橋那一組那麼辛苦，但也沒有
想像中容易，而且是會令人厭倦的工作。當時，我在想，為何廖大哥
可以每個月，甚至每天都堅持著這樣的工作，應該是因為他對社區的
愛吧。他對鹿野的愛使他願意付出很多時間和心力，也盡力把資源連
結在一起，務求這個地方和在地方上生活的人也過得更好，這是我最
欣賞的地方。

總結：
這個交流團的內容豐富和有啟發性，能夠作為我畢業的一個反思

和總結！

王曉婷Coe



同學感想
GROUP ONEGROUP ONE

台南感想：

在台南跟長榮大學的交流及機構參觀，確實讓我對台灣的社會工作制

度及服務有更深的了解，例如「長照2.0」。我亦深深感受到各機構致力

讓服務更個人化、人性化、優勢為本與整合。從阿蓮區整合的社會福利地

圖、平安基金會對照顧者貼心的考慮、飛夢林家園對青少年潛能的肯定及

林柔蘭社會福利基金會對新住民參與服務設計的鼓勵，便可見當地社會工

作者的用心。

台東感想

在台東參與永安玉龍泉步道工作假期真是喜出望外，還記得第一天到

埗作了簡介後便分組要開始要築橋、除雜草以建生態池及為桌椅塗上色彩

，對以短短的六小時完成任務真的有點懷豫。過程中，我很慶幸有老師們

的帶領及教導，很欣賞他們就地取材及善用材料的小智慧。除此之外，在

民宿廖大哥的分享中，我能體會到他用心讓社區的特色發揮出來及將社區

資源融洽地連結，他對社區的熱愛、生命的熱誠也讓我十分感動。

總結

我很感恩能參與這次台灣考察團，走訪了台南和台東，對當地社會服

務機構及文化有更深的體會。

吳若萱Circle



同學感想
GROUP ONEGROUP ONE

台南感想：

在台南的短短幾天，拜訪了不少機構，對南方社會力聯盟的印象

尤其深刻。記得張超雄曾言道，社福界團結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單

是每個機構的員工、服務使用者的總數，已經能在社會上帶動很大迴

響。這次正正從台南社會力聯盟中看見如何好好運用這股力量，在政

策倡議上帶來果效。

台東感想：

這數天認識到要建設一個社區絕不容易，也看見廖大哥和玉米姐

對社區的愛。最深刻的是廖大哥說要先做一個超級玩家，認識自己的

社區的優勢和要解決的問題。未來的日子，希望先努力地做個超級玩

家！

總結：

這趟旅程讓我對社會工作和社區發展都多了很的新的想像，對未

來多了一點期待，盼望學習到的都能放在心上，日後好好應用！

黃舒婷Tiffany



同學感想
GROUP ONEGROUP ONE

從香港到台灣，從台南到台東，從高雄到鹿野，這8日7夜的旅程

緊湊而充實。

台南感想：

在台南的三天行程，我們一行人參觀了大學校園，並走訪了

多間機構，對台南的社會服務，特別是長者照顧服務，有了較深入而

在地的認識。我深深感受到當地社福機構的團結，以及義工和年輕人

對社區服務的積極參與和投入。

台東感想：

在台東鹿野的五天，雖然需體力勞動，但種種體驗對在城市

中生活的我來說，皆新鮮而有趣。社區內的居民勞力建設和發展自己

的家園，深耕細作，那份拼勁和熱情教我非常感動，年輕一輩的積極

參與亦令我印象深刻。那份對土地的熱愛和責任，或許正是我們所欠

缺的。

總結：

這趟旅程，俗套地說，令我增廣見聞，亦令我反思，希望能

學習這個國度的團結和熱情，帶到我們的生活和社區之中。黃婉芬Fion



同學感想
GROUP TWO

台南感想：

在台南，我們有幸到了長榮大學交流，同時也到了不同的機構參觀與採訪

，其中也包括了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例如長者，家庭與青少年等，令我對社工

的角色與身分有更深的體會。

雖然社會工作的服務會被分為不同field，不同setting，但社工的角色

與其獨特之處不會因身處的環境而有所不同，我們也是在用不同的途徑與方向去

共同達致社會工作的理念與價值，例如相信人的潛能，相信集體力量等。

台東感想：

在台東，透過不同可貴的工作體驗及參觀，不但可以更了解當地人如何通

過社會創新的方法滿足社會需求，同時保護傳統而獨特的部落文化，我更對自己

與社區有更深的了解。

在台東，人們有著很強的sense of community，對自己的社區很有感情，

很愛自己的社區。正正因為這種感情，所以常常會問自己，「我可以怎樣做多一

點點」，「我可以怎樣為社區付出」，從而一步步地建構出屬於我們的社區。

總結：

透過這次旅程，我不但對加深了社會工作與服務的認識，同時也對自己和

社區有了一個嶄新的體會，令我獲益良多，啓發不少。

潘嘉穎Ken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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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怡

台南感想：

雖然在台南的行程較緊密，機構探訪活動一個接一個，但這也讓我

更認識台灣在各個範疇的福利制度及服務。當中，以吾拉魯茲文化健康站的

經歷最為深刻，透過與原住民婆婆的互動交流，在製作花環與學習排灣族的

傳統舞蹈的過程中，不單讓我們了解台灣不同面向的社區服務，更讓我們得

以與老人家互相關懷溝通，感受社區的熱情。

台東感想：

台東的體驗完全超乎我對此行所想，正因如此，也成為了我最珍惜

、回味的五天。數天裡，我們大多時間都處於鄉郊較偏僻地，沒有都市的便

捷、也沒有鬧市的煩囂。台東的行程並非如我原來所想地，從一家機構趕往

另一家機構作匆忙的探訪，反而是讓我們有機會親身地參與社區的日常，例

如是河道整理、市集預備及除草劈柴等工作。這裡雖然沒有迅速的網絡，每

天都與蚊子蜘蛛等小蟲子共處，但是，在這小社區裡的經歷，卻真切地讓我

感受到人們的連結、台東的純樸、與生活的簡單快樂。

總結：

短短八天的學習體驗，最大的收穫未必是一堆制度上的知識，而是「貼

地」地透過充當社區一員，在當中所感受到的社區溫度，與屬於台灣的人情

味。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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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朗峰Ivan

台南感想：

在台南，雖然我們只逗留的短短的三天，卻很高興有機會參觀了很

多不同類型和形式的機構，讓我們可以對台灣的福利制度和社會服務有了多

一點的了解。在台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與吾拉魯滋部落的長者相處的一

天。我們不但有機會了解到介惠社會福利基金會部落的服務和部落的文化，

更能夠與部落的長者有許多的活動。透過編花環和跳舞，使我們的距離被拉

近不少。在要分別的時刻，我們都依依不捨，她們的熱情和動力真的打動了

我。

台東感想：

在台東，我們遠離了平日繁囂的都市，來到了貼近大自然的鹿野鄉

。起初，我真的有點不太適應這裡的環境。面對要與其他團友一起負責搭橋

的任務，我也感到力不從心。可是，在體驗的過程中，我卻意外的發現搭橋

工作的樂趣。在搭橋工作完結後，看著搭好的竹橋，心中也泛起一種感動和

滿足。儘管我在整個工作過程中，絕對不是最幫得上忙的人，但這次的體驗

，也讓我明白到人是不可看小自己的能力。在台東的幾天，每一天都過得好

充實，雖然很忙碌很累，可是卻是很值得回味的經歷。

總結：

這次台灣八天的交流團，雖然自由時間並不多，每天都有很多不同

的參訪跟體驗，卻讓我深深的體會和感受到台灣這個「寶島」的另外一面。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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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樂加Noka

台南感想：
這次在台南參訪機構及長榮大學的行程雖只有三天，但豐富的行程讓我初步的了解到

了台灣的社會福利與服務，獲益匪淺。在約十所機構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所以日本
護理老人為模型的機構。如香港一樣，台灣也是一個面對高齡化的社會，而該機構靈活的運
用日式的安排，讓長者隔天到中心參加活動，同時在他們不到中心的日子派員到家送飯和提
供不同的照顧，盡可能有效率的服務區內長者，讓我了解到為什麼中心的職員聽到香港長者
照顧和不同服務輪候時間至少一年以上的驚訝。

另外，對於參訪精神復康機構時，有台灣的社會工作員說到因社會上精神復康者是少
數，導致議員和政府未必正視他們的需求這點也讓我感到十分新鮮。因近月台灣選舉進行的
火熱，想不到在這高度民主化的地方，特別是台南會聽到當地人的心底話。

而在台南最讓我大開眼界的莫過於與屏東原住民奶奶們一同製作花環，這活動讓我感
受到台灣原住民的熱情和好客，雖然與他們未能對答順暢，但看到每一位奶奶都用心教導我
們，不得不佩服台灣社會工作員凝聚原住民的組織力。

台東感想：
剛在香港上了社區工作的課，想不到在台灣之行能觀摩到鹿野鄉從零開始建造的社區

和經濟。我實在十分佩服廖大哥一家用二十年把自己的家鄉變得如此有組織、美麗及有價值
的地方。以前對鄉村的概念就是各家自己種莊稼，各自拿去賣。想不到廖大哥竟把整個鄉的
農產品變成了一個品牌，讓我萬萬沒想到。而且他更把富有生態價值的玉龍泉步道變成一個
生態教學點，讓不同的參訪者親手整理，用一雙手了解當中的一點一滴。這工作假期實在是
當然讚嘆不已，它不是那些只想找人幫忙賺錢的項目，而是讓我們學習的地方。台東之旅讓
我深深的感受到要建立一個富凝聚力的社區所需的幹勁、堅持和智慧。

總結：
雖然在在和台灣朋友們交談的過程中感覺他們十分欣賞香港的福利制度，但我在台灣

看到很多只屬於他們的服務優勢、特點和寶貴的人情味，真讓我覺得不枉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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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感想：
於台南逗留的三天行程當中，我們走訪了多所規模和服務對象不一的社福機構。

雖然因時間所限，有些機構只能稍作停留，走馬看花，但亦讓我初步認知了台灣與香港
在社會政策及機構營運等方面的不同之處。其中最為印象深刻的，是到訪吾拉魯滋部落
的體驗活動。我們不但能透過簡報了解機構定期舉辦的興趣班，更為可貴的，是能親身
跟原住民vuvu (排灣族阿公阿嬤的意思)互動，一起編花環，手挽著手一起跳舞。那一刻
，我並沒有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外來者；更多的，是被他們的熱情和親和力所感染，好比
朋友一般相處閒聊。在體驗的旅程中建立關係和友誼，是這三天最大的收擭。

台東感想：
交流團的主線落於在台東永安社區的工作假期體驗。對於一個在石屎森林下成長

的城市人來說，短短五天，每一天都充滿血汗和挑戰，同時無比充實。為了完成彩繪桌
椅的任務，缺少藝術天份的我與同伴們一起構思圖案，提起畫筆為桌椅添上色彩。即使
被蚊蟲虰得手腳紅腫，但當我們看見成品時，無一不展現滿足的笑顏。這五天，我們從
都市繁瑣的生活回歸自然，反璞歸真。我們在清晨踏單車看日出，在早上清理河道，在
下午享用自製薄餅，在晚上吃著熱騰騰的烤棉花糖。日入而作，日出而息，重新細味生
活簡單的美。正是因為愛，讓廖大哥、玉米姐姐和其它伙伴們願意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汗
水，只為了構建更美好的永安社區。這不禁讓我反思，當我們每天痛駡政府管治不力時
，又會否先踏出一步貢獻社會？究竟是環境促使我們只能生存不能生活，抑或是我們的
心態所致呢？怎樣才稱得上真正的生活？

總結：
台灣之旅並不單純是吃喝玩樂的旅程，更多的是親力親為的體驗、實踐和學習。

滿滿的人情味，滿滿的收獲。

周鎧淇Katie



同學感想
GROUP THREE

台南感想：

於台南的三天，參觀了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讓我感動的是台灣的社會

服務特別重視人的價值。雖然他們的服務未必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及有一套具體的

服務模式。但感受到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很重視人的獨特性以及服務對象的價值。當

中也因為很多機構並沒有依賴政府的資助，可能這樣反而讓他們在服務上的彈性較

大、顧慮較少。

台東感想：

於台東的五天，體驗了香港沒有的慢活、也嘗試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感受

最深的是鹿野鄉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社區，將大家認為沒可能的事情變成有可

能。他們的團結、願意嘗試、堅持及努力，讓我覺得很欣賞及感動。記得廖大哥曾

說過：“不要害怕不會做一些事情，你只是沒有做過而已”。玉米姐也曾說過：“當你

很愛一樣東西的時候，你就不會覺得辛苦”。可以想像他們是十分愛自己的社區，

而這份愛的力量讓他們以勇氣去作不同的嘗試，也享受當中我們認為的「辛苦」。

這讓我反思到不要因為害怕自己不會做一些事情而放棄，當你想做時，便做吧！失

敗了，又如何，再嘗試就可以了！失敗總比後悔好！

總結：

八天的參觀以及體驗，讓我對自己將踏上社工之路增加了能量，讓我更加相

信凡事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堅持自己的信念、只要你願意嘗試！

何美玲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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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感想：

我們有幸可以在台南參觀不同的社福機構，看到社會工作者用心澆灌弱勢群

體，讓愛永續。在屏東飛夢林家園，我們看到社會工作者以愛陪伴弱勢青少年，為失依

失學的孩子找尋生命的出路。這鼓勵著我們對弱勢的群體不離不棄，協助孩子蓄積逐夢

的勇氣和能力。此外，台灣長者照顧服務有長遠的規劃，努力吸引年輕人加入長者服務

，值得香港借鏡，應對老年化社會趨勢。感謝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的安排，讓我們看到

不一樣的台南。

台東感想：

永安工作假期理事長廖大哥十多年來一直開展社區改變，開發玉龍泉天然生

態步道，招募各地人員以工作假期方式回饋社區。台東人對家鄉的愛和熱誠，令我印象

深刻，他們對建設和貢獻社區的堅持，更提醒著我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也不會做。

我們這群生活在城市的孩子，這幾天經歷了許多人生的第一次，同學們花了2個半天的時

間為生態教學池挖泥巴﹑造橋﹑整理生態步道。我看們到農民重新讓看似沒有利用價值

東西發揮功效，利用雜草和臭雞蛋作為堆肥滋養農作物。我們學習以逆向思維的角度，

以轉念的方式看待生活，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和意義。這提醒我在社會工作中發

掘服務使用者的潛能，以正向的視野看待案主的價值和強項。

總結：

可以參與台灣參訪之旅﹑以及體驗作假期，讓我感到我們是幸運的一群，我們深深

地被台灣人信念和堅持所感動，也鼓勵我在人生的旅程上繼續照亮他人。

王貝玲Zo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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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感想：

社團法人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集結了台灣南部各類的社會服務單位

，機構和服務單位之聯繫和合作強化了南部地區的社會安全網，所提供的服

務互補不足，是香港社會福利界值得學習的地方。而三天的社服機構探訪讓

我認識制定有效的社會服務政策的重要性。

台東感想：

而台東的永安工作假期體驗，讓我體驗到「以人為本」及「以地方

為本」的方式善用社區資源，從地區的「強項」及「優勢」出發動員區內大

眾自發性地推動社區自助及互助等社會工作概念，更有效地改善社區劣勢、

加強社區友善鄰里關係及建立社會凝聚力。

總結：

總括而言，台南及台東的遊學讓我深切體驗到台灣重視「人本」的

一面，對本人將來投身社會服務行業頗有裨益。

何曉昕Nat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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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感想：

感謝台南聯絡單位的用心，讓我初步了解到社會各階層、不同範疇的服

務，有嬰幼兒服務、家庭、婦女、復康、原住民等，特別是不同程度的長者服務，

體現何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台東感想：

習慣城市的便捷，來到台東鹿野仍能適應，是因為有一群對自己的土地

很有愛（和責任）的朋友努力經營出來。在這兒看到人和土地的關係讓我好感動，

可以不只單單考慮樓價、利益這些元素。「人」在「土地」上「生存」和「生活」

，當大地供應我們所需，生存之所以成為生活，也許其中之一是在於我們如何回饋

身處的環境。

總結：

這次是我第一次不是以遊客的身份到台灣，經歷到台北不代表台灣。我

很佩服南部和東部的同工、朋友，因著對人和環境的關懷，能團結、尊重、自強不

息，不等政府打救，自己組織起來，思考永續的可能性和實踐方法，我會帶著這份

精神進入我那將要起航的社會工作旅程。

甘慧恩Christy



同學感想
GROUP FOUR

台南感想：

台南的參訪主要以社會福利機構為主，有復康機構，日間和院

舍安老機構，社區活動中心，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兒童青少年服務，

新住民及婦女家庭服務。我們看到台南社會工作發展的不易和相互團結，

了解到安老服務的發展模式和未來方向，家庭和青少年服務也結合當地特

點發展出相應的服務特色。社會福利機構和當地社區關係都非常緊密，透

過日常生活傳遞出人文關懷。

台東感想：

台東的學習主要透過台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的參訪體驗來以點

帶面。當地農村社區發展包含非常多的元素，產業文化的深耕和推廣，資

源的整合，環保理念，工作假期，弱勢群體關懷，社區聯結等等。我們看

到一班有心青年落力20年建設家鄉的成果，也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感

受到人與大自然的平衡。山水之間的美景，令人身心舒暢。

總結：

台灣學習交流之旅讓人開闊視野，有所得益。這些啟發和感悟

也會融入我未來的生活和工作，為社會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高菲



同學感想
GROUP FOUR

台灣是一個值得體驗的好地方。

台南感想：

在台南交流期間，我們走訪了許多機構，不僅加深了我對台灣

的福利政策概念，同時讓我了解到台南社工和相關機構人員很清晰他們自

身福利政策的發展方向。不會單單複製在台北相同的福利模式，而是增強

他們的凝聚力，打造一個更適合當地文化的社區及發展方向。

台東感想：

此外，在台東交流期間，不僅了解到永安社區如何從一個貧窮

的村莊發展成為現時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旅遊區。更重要的是，讓我感受

到他們社區中強大的聯繫和相互支持的正面態度。

總結：

總括而言，是次體驗獲益良多，希望可運用這次寶貴的經驗為未

來打造一個相互關心及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劉敏兒Mandy



同學感想
GROUP FOUR

台南感想：

在台南一連三日緊密的行程中，雖然感覺上不能完全吸收並學習

到當地社福機構所分享的經驗和服務，但依然慶幸有機會在外地觀察並瞭

解不同的有心人為社會為弱勢的付出及工作。其中，在社企咖啡店老闆的

分享中令我特別深刻。他說：「生命工作，甚少是一句話便能有巨大果效

的，反而是透過長時間的關係建立，並且同行，才能看見改變。」說得真

好!我想，對生命工作者而言，恒久忍耐的愛心及百折不撓的毅力是多麼不

可或缺的元素啊!

台東感想：

在台東，清晨起來，踏單車看山看河看田看日出；在中午，到玉

龍泉搭橋除草走山澗；在傍晚，劈木燒柴找獨角仙；在晚上，看星星觀滿

月及找雜貨店的孩子學跆拳道。這些都是我一直以來嚮往及夢寐以求的生

活，加上台東那令人嘆為觀止的山脈和田野，使這地方更加引人入勝。但

台東風景再美，也及不上廖大哥等人美。有人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想，美在他們的人情味，美在他們對家鄉的厚愛，美在你們對生命的熱

誠。他們果然是台灣最美的風景和瑰寶，亦擁有著很多我想向他們學習的

素質(例如即使到一定年紀，仍對生命充滿熱誠)。

總結：

若要用最簡單的言詞總結，定必是不枉此行!

蘇崇天 Elliot



同學感想
GROUP FOUR

台南感想：

在台南參觀了不同的機構，雖然不能深入了解了當地社福機

構運作模式，但當中也有不少深刻的感受和反思：當自己有需要的

時候也不想要使用社區的服務，我們又如何能夠說服讓服務使用者

去運用那些資源呢？是的，當一個社會工作者不僅僅是一份工作，

當中的精神十分重視人的價值，而這不僅僅是說說而已。

台東感想：

台東是一個很純樸的地方，純樸得可以讓人忘記了在香港的

忙碌生活。日落與雲層、雞蛋花與竹子、星星與月亮、獨角仙與青

蛙，無論是日或是夜，我們都在感受著，感受著生命的氣息。我們

能夠停下來，聽聽小溪的流動，觸碰微風的清涼，能夠伸展我們久

坐的老骨頭，動手為了社區繪畫、入泥漿地、搭竹橋。更重要的是

，能夠學習到真正的社區發展，是愛自己的社區，是對生命有著一

股熱忱和衝勁。

總結：

總結本次台灣之旅，我想，這是一趟要用心感受，細細

回味的旅程。

周嘉儀Claire



同學感想
GROUP FOUR

王以亨Amos

台南感想：
在台南及屏東的學習中，有幸拜訪多間在不同層面上推行長照

2.0的院舍。以前在書本上學習到的事物，彷彿能切實地在眼前的計劃中
實行。相比之下，在香港推行多年的安老政策及社區照顧服務都未能有
效率地回應到長者生活需要，這一點的確有待我們好好學習。這次的體
驗真的令我大開眼界，特別在輟學青年的支援院舍及少女母親及嬰兒照
顧的機構服務上，都感受到以人及家庭為本的設計模式。然而，台灣普
遍的社會福利服務均能做到以人為本及以其需要為出發點，提供相關的
支援服務。這對我往後在助人工作的路上，有著不少的啟發。

台東感想：
台東的學習令我明白到社區的建構是一件漫長而繁複的事情，

而每個社區都有著一群致力令社區變得更有活力更有生氣的人。作為一
個香港人，我們相對上欠缺一個社區的概念，往往對鄰里的認識都比較
缺乏。但透過工作假期的體驗，我了解到原來要協助社工發展未必真的
要做什麼大事情，有時候小致多觀察社區的動向和發展，也是一種令自
己更投入於整個社會的方法。這趟旅程教懂我怎樣去成為一個「社區人
」。

總結：
在同伴的陪同下，社會工作是一件非常美麗而有價值的事。



同學感想
GROUP FIVE

台南感想：
台南之行讓我發現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的多樣化。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南方社會力聯盟組織的信念與熱忱，將台南的各社會福利
機構聯繫起來成為一股系統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更好促進台南社會
福利發展。

台東感想：
廖大哥對家鄉的熱愛和責任感令我動容。一件事最困難的

地方在於從無到有。廖大哥為家鄉活化發揮自己最大的力量，為家鄉
重新註入活力，實在令人敬佩。

總結：

這次台灣之行令我認識了與香港甚至是大陸都有非常不同

的福利體系。令我重新審視我們福利體系的改進空間。同時也希望自

己能為故鄉發展貢獻微小力量。

鍾楚怡Marko



同學感想
GROUP FIVE

台南感想：
在台南參觀的三天中，當地機構的介紹讓我們大致對台灣

的社會服務從長者、家庭、兒童的方面進行了了解。在老齡化嚴重的
台灣，老人服務服務也在順應潮流而發生改變，具體表現為有原來的
長照1.0 轉化進階為長照 2.0。由此一來，老人們可以在台灣得到較
好的照顧。除了老人服務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關於未婚媽媽與
子女照顧的機構。首先，該機構將子女照顧也納入其中，並實行分
年齡化照顧。這樣的服務方式，使得孩子能夠在一間熟悉的機構去成
長發育，並且母親能夠偶爾進行探望。這樣的運營方式，會增加未婚
媽媽的安全感。

台東感想：
台東的行程大概能用兩個詞來形容吧：辛苦與成就。辛苦

是因為我們要冒著酷熱的天氣，“沐浴”在毒辣的陽光下，為我們共同
的目標而奮鬥。但是，當最後一天，大家與自己的成果合影的時候，
內心的成就感也是油然而生，並將過往的辛苦一掃而過。與此同時，
我們也了解到了永安小區的產業活化，並切身了解、體驗到相關產業
的生產流程。除此之外，我們還體驗了許多永安當地的水果與美食，
讓人多麼懷念。

總結：
此次的台灣之行，讓我印象深刻，採取機構參觀加工作假

期的方式，讓我們更加了解台東、台南做小組、個案以及小區的服務
機構，以及台灣本土的風土民情。

胡恒心Ivan



同學感想
GROUP FIVE

台南感想：

雖然台南的行程只有短短的三天，卻讓我們收益頗多

。通過參訪平安基金會，樂安醫院，介惠社會福利基金會，大愛

護理之家等一系列服務中心，我們更深入地學習到台灣社會福利

機構的發展狀況及當前台灣地區的社會福利模式。

台東感想：

台東的經歷將會成為人生經歷中難忘的一部分，作為

永安工作假期挖淤泥組的一員，深感社會服務工作的艱辛，而更

多的是感受到廖老師等其他老師們對鹿野家鄉深厚的愛。將自己

完全奉獻給家鄉，學習，創新，進步，將鹿野地區經營地有聲有

色，讓我感到萬分敬佩和感動。

總結：

為期8天的台灣學習團就這樣畫上了完整的句號，我會反思

、會感激、會懷念，將學習到的東西運用在未來的生活中。

陳肖依



同學感想
GROUP FIVE

台東感想：

在前幾天參觀機構的過程中，給我感觸最深的是飛夢

林家園。因為之前也了解過一些關於青年的服務，但是飛夢林家

園的這種服務模式我是第一次見。飛夢林家園不僅給予高危青年

一個溫馨安全的住所，讓他們有玩伴、有學伴，不至於流浪街頭

，而且還教會他們生存技能，例如做咖啡、甜點，使他們日後能

夠在社會上立足。

台南感想：

在台南的幾天我們是在永安社區度過的，在那裡我們

體會到了志願者的力量，感受到了廖大哥及村民們對社區的熱愛

。通過給桌椅繪畫、生活烤紅薯、做披薩，讓我們體驗的田園生

活，同時也增加了一個生存技能。

總結：

台灣之旅的行程雖然辛苦，但是讓我們了解了台灣社

會服務機構的運作，了解了志願者在台灣社會服務中的作用。

蘇伊蕾



同學感想
GROUP FIVE

台南感想：

對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的印像很是深刻，它基於南部地區特

有的文化脈絡為弱勢群體發聲，進而檢視社會福利政策，促進社會倡導

。作為社會政策專業學生，深知參與社會政策制定的不易，社會力聯盟

通過福利團體一起發聲的形式推動社會福利政策，讓我了解到參與社會

政策制定自下而上的另一種形式。

台東感想：

在台東我們一起感受了“永安工作假期”的概念，了解永安社

區完善的社區運營體系、打造特色的社區農業生產品牌、活化民俗傳統

文化的經驗，將破舊貧困的村子打造成生活、生態和生產同步發展，人

們安居樂業的新社區，為年輕人返鄉再就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家鄉

不缺少像永安社區具有良好生態環境和文化底蘊的社區，但是在運作體

系的構建上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收穫很多。

總結：

相比起遊玩，更喜歡邊學習邊旅行的方式去看世界，台灣學

習之旅更讓我堅定這一點，之後希望能參與到更多的學習之旅中，去看

更為廣闊的世界。

許王英Bella



同學感想
GROUP SIX

台灣八天七夜的遊學，既如預想中那般忙碌與充實，也帶來了意料之外的體

驗和感悟。

台南感想：

台南的機構參觀驗證了課堂中學習到的臺灣典型的“福利換選票”的

模式，亦感受到了超高齡社會給臺灣社會服務帶來的機會和挑戰。

台東感想：

在台東品嘗了寶島甜美的水果，感受到了臺灣人民的熱情和淳樸

，在實踐中體驗了臺灣的社會服務。或許是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我的內心

感到久違的平靜與安定，心中的謎團似乎漸漸地解開。我們體驗著最原始的

生活，生火做飯，摘菜拔草，早晨在在鄉間的小路上騎單車，夜間在百香果

園裏聊天。通過深入當地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來體驗當地的資源整合與活化，

同時也從中反思自身的問題。

總結：

總之，這是一場引領我們去探索、學習和反思的旅程，帶來的影

響亦是長期而深刻的。

馬如華



同學感想
GROUP SIX

台南感想：

前三天在台南參觀機構時，我發現每個機構中的工

作人員都是很用心地去做事，並且針對服務物件的個性化去

開展服務。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台南嬰兒之家甯心園，為未

婚媽媽的嬰幼兒提供非常全面的服務，讓寶寶們感受到家的

溫暖，這在中國大陸是非常少有的服務。

台東感想：

之後的台東永安社區參觀中，體驗到了很多的第一

次，第一次粉刷凳椅、生火、製作pizza、拔鳳梨花、接觸部

落文化等等，讓我對各種體驗都充滿好奇和新鮮感。

總結：

在這次8天的台灣旅程中，讓我瞭解到了臺灣社福

機構的運作，見識到了社區發展的成果，如果不是學校的安

排，我想我是不會接觸到的，讓我學到了很多，也豐富了我

的人生經歷。

楊蓓景Becky



同學感想
GROUP SIX

台南感想：

此次的台灣之行，我們有幸參訪了臺灣南部多所社會

機構和社會企業，瞭解這一地區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實務發展

狀況，其中在長照2.0政策下機構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們對於社

區概念的理解和運用使我印象深刻。

台東感想：

我們也有機會去到台灣東部美麗的鹿野，通過親身體驗去感受

當地住民充分活化在地資源的力量，特別是廖大哥和玉米姐姐

他們所代表的志工力量讓我感動，他們因熱愛這一片土地而自

願肩負起了保護與發展的責任。

總結：

未到台灣之前，對於台灣的瞭解往往來自於電視與網

絡，對於其社會福利的認識也僅限於書本與課堂，感謝這幾天

豐富多彩的交流活動，讓我切身感受到了一個更為立體、可愛

而富有詩意與人情味的台灣。

王思行



同學感想
GROUP SIX

台南感想

台灣對於長者服務的觀念讓我很受啓發。在吾拉魯滋部落文化健康照料站，他們

讓長者教小孩部落的⽂化手作，讓長者仍在發揮價值，這是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大愛

日間照料中心負責人說，因為不懂所以不愛，年輕的人不知道衰老是一個什麼狀態，

這讓我忽然明白體驗式參與有多麼重要，不親身經歷就不會懂得弱勢群體的痛苦。其

實很少有人想住進養老院，人的感情還是很多寄託在家庭。我想現有階段不論是醫院

還是社福機構都很難做到個別化與人性化，在機構裏更多的是按流程辦事，吃完點心

做遊戲。這讓我開始思考以人之常情而言，是否家庭才是養老的最好歸宿。參觀途中

看到一位失智老人坐在門口，天氣酷熱，原來她每天下午都吵著要打車去看醫生。令

我驚訝的是這裡的護理人員就順著她的想法去做，不阻攔不拒絕，像耐心地哄一個小

孩，負責人介紹這樣反而讓老人平靜，減緩失能。我覺得社福機構服務於人，最重要

的還是提供情感支持，研究人性才能更好地提供人性關懷。臺灣在這一點上已經走在

了前列。

台東感想：

全程聽到最多的兩個詞是活化和有序。永安社區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將鄉村真的打

造成有機、有趣、有活力的地方，除了欽佩他們的堅持和熱愛，想法和創造力更是讓

我深受啓發，Working Holiday的體驗項目是很多城市人想也不敢想的，他們有生活的

智慧和敢想敢做的精神，這恰好是很多人沒有的。

總結：

這趟旅程讓我對社會工作要做的事情有更加具體的認識，每一個為社會貢獻價值

的人都很了不起。
馬曉悅



同學感想
GROUP SIX

台南感想：

社會不斷在變, 問題和需要也有不同。分散的力量必須團結, 才可

得到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正視。

台東感想：

數位返鄉青年的分享, 二十多年的努力感動了我, 相信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經過不少汗水和淚水。要發展不一定要很多資源, 而要是懂得資源整合, 讓每

個人都貢獻自己會的事。

總結：

總結來說, 這次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以學生身分參與交流團, 希望能帶著這

次台南和台東的所見所聞所體驗的回到香港, 好好開展作為社工的新一頁, 謝

謝寶島帶給我的寶貴回憶、動力及新想法。「有些事現在不做, 以後都可能不

會做」, 保持勇於嘗試和不放棄的心精神! 加油!

任滿珠April



同學感想
GROUP SIX

這次台灣交流學習帶給我很多全新的體驗和感受。

台南感想：

前半部分的行程主要集中在台南和高雄，在此期間我們參訪

了很多台灣的優秀機構和項目，最讓我印象深刻是台灣推出的“長照2.0

計畫”，儘管這個計畫在目前的推行過程中仍存在阻力，但是從其服務

設計上可以看出，台灣對老年照顧的考慮不僅面面俱到且事無巨細，這

讓我由衷地佩服。

台東感想：

後半段行程我們來到了綠水青山的台東，在這裡創造了很多

難忘的回憶。從小就在城市生活的我第一次體驗到農民伯伯的辛苦，也

被村民們齊心協力建設社區的精神所震動。其中最讓我難忘的就是永安

工作假期的志工體驗，我們這些城市里的孩子第一次嘗試去建橋、清理

池塘和彩繪座椅，第一次學著去砍材、生火和拔雜草，這大概是很難再

有的體驗了。

總結：

總體來說，這次的交流學習讓我認識了台灣社會工作服務的

發展狀況，也讓我有機會走進他們的服務項目中進行體驗，對我來說是

一段寶貴又難忘的經歷。

陳蓓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