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海峽兩岸暨港澳社區青少年工作研討會
活出正向生活
【 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請按參與者人數，填寫相應份數)：
姓名：
機構：
手提電話：

中文：
英文/拼音：

性別：
職位：
電郵：
地址：

研討會行程 (為方便統計人數，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2019/03/21


早上報到

2019/03/22
2019/03/23
工作坊(二選一) (地點：澳 上午 9:15-9:45 開幕式
發展社會工作，服務城
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服
務大樓；上午 9:30-12:30)
鄉為社區治理
Hiep Nguyen---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
STEAM Drawing Lv1
部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
陸士楨教授 —
工作司王錚鍵處長
青少年與時代的關係
(詳細內容請參考附件一)
探討澳門青少年服務發
展及意義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參觀：
蘇崑副理事長
街坊總會石排灣家庭服務
中心
聖公會青少年及家庭綜合 正念、藝術與精神健康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
服務中心
何天虹副院長


下午報到

2019/03/24

上午 9:45-12:45
中國家庭服務
發展與挑戰--中國青年政治
學院陸士楨教授
 Protect YOU CAN 由「隱青」
到「自主生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
務部(青少年服務)
竺永洪服務總監

青少年正向問卷調查
--街總學生輔導服務中心、
社區青年服務隊
壓力，情緒，與專業互
動--臺灣國立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陳永儀教授
下午報到
下午 14:30-15:30
工作坊 (五選一)(澳門理工學
服務座談
院) 14:30-18:00
青少年活出正向生活的 Hiep Nguyen-模式
STEAM Drawing Lv2（全天）
孫廣和--舞動療心
分組會議 15:45-18:00
吳國雄—從青少年預防項目到
參觀:
(詳情請查閱附件二）
正向青少年發展：以香港多家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外港青 (八選一)
庭歷奇輔導運用于成長的天空
年活動中心
分場 1 分場 2
計畫(抗逆力培育)
分場 3 分場 4
街坊總會藝駿中心--高齡模擬
分場 5 分場 6
體驗
參加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分場 7 分場 8
街坊總會學生輔導服務中心-成立 35 週年新春酒會
如何成為有「魅力」的家長
(詳細內容請參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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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研討會地點：澳門理工學院；

2.

研討會 3 月 22 日上午工作坊地點在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服務大樓；
3 月 24 日工作坊地點在澳門理工學院；

3.

如本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4.

請於 3 月 16 日前填妥表格傳真到(853)28924299 或電郵到 scsc@ugamm.org.mo；

5.

詳細資料請見附頁；

6.

工作坊需另行報名，費用請參考附件一以澳門幣計算；

7.

工作坊煩請於 2019 年 3 月 17 日(日)或之前填妥報名表，傳真到(853)28924299 或電郵到
scsc@ugamm.org.mo)，以預留名額；

8.

工作坊交費方法如下：
a.

參加者可親臨本會屬下學生輔導服務中心繳交費用。

b.

以銀行轉賬存入「澳門街坊總會望廈社區中心」
銀行名稱：中國銀行 / BANK OF CHINA
戶口名稱：澳門街坊總會望廈社區中心
儲蓄戶口：181600100400137

確認報名後，請於 5 天內交報名費以確保報名，銀行轉賬並於入數紙寫上參加者姓名及工
作坊名稱，傳真到(853)28924299 或電郵到 scsc@ugamm.org.mo
9.

查詢：(853)28924373 何小姐/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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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坊介紹
導師

導師介紹

工作坊名稱 和 對象

價錢

Steam Drawing Lv1
Hiep Nguyen

Circle Printing 創辦人

(完成後由該導師發出相關資格證書)
(3Hrs；

對象:同工、老師；

MOP800.00

名額：20 人)
現任中央團校、中國青年政治
學院青年研究院名譽院長，著
有《青少年社會工作》
《中國社
陸士楨教授

青少年與時代的關係

會工作本土化建設探究》等。

(3Hrs；

“中國十大社工人物” 、

對象：同工；

MOP250.00

名額：30 人)

“中國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
物” 、北京名師等稱號
STEAM Drawing Lv2
Hiep Nguyen

Circle Printing 創辦人

(完成後由該導師發出相關資格證書)
(6Hrs；

對象：同工、老師；

MOP2,000.00

名額：20 人)
舞動療心

香港生命原點中心創辦人
孫廣和

(分 2 場進行，每場 20 人)

美國註冊身體心理治療師

(2Hrs；

德國註冊舞動治療師

對象：同工、老師；

MOP250.00

名額：40 人)
從青少年預防項目到正向青少年發

吳國雄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
社會工作博士候選人

展：以香港多家庭歷奇輔導運用于成
長的天空計畫(抗逆力培育)為例
(3Hrs；

對象：同工、老師；

MOP250.00

名額：30 人)
高齡模擬體驗
余輝

澳門街坊總會藝駿中心

(2Hrs；對象：青少年；

MOP50.00

名額：20 人)
如何成為有「魅力」的家長
張佩敏

澳門街坊會學生輔導服務中心

(分 2 場進行，每場 20 人)
(1.5Hrs；對象：家長；

MOP80.00

名額：40 人)
備註：參加者完成工作坊後獲發大會出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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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場題目(草案, 以場刊為準)
分場一：青少年與家庭生活
主持：台灣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所 許臨高教授


薩提亞家庭營-青少年系統性改變的實踐探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彭振老師



家暴目睹兒及其家庭之工作介入--澳門婦聯勵苑 黃莉莉社工



構建一套適合本地文化的親職教育課程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胡笑霞博士、陸嘉燕博士生；澳門旅遊學院林靜芝博士



兒童虐待與安全成長的台灣社會安全網建構：議題與施為
--臺灣銘傳大學 陳俊湘助理教授



從缺席到參與：中國大陸〝新〞父親的出現及其原因——基於生態系統理論的分析
--華東師範大學 吳同副教授



如何透過飲食改善情緒--香港綠野林 周兆祥創辦人及主席

分場二：青少年與家庭生活
主持：澳門理工學院 李煒倫助理課程主任


新鄉賢網絡建設與鄉村青少年成長研究--廣東工業大學社工系 劉靜林教授



多家庭歷奇介入 MULTIPLE FAMILIES ADVENTURE INTERVENTION MFAI 於正向青少
年的運用--中國香港正向青少年及家庭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吳國雄主席



如何以青年為本推動家庭健康促進服務--澳門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葉永強行政總監



中醫向療：家庭情志療法--香港綠野林 李宇銘客席導師



親子關係如何讓青少年活出正向生活--以澳門一個輪班家庭個案為例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學生輔導服務學生輔導員



杭州青少年實務工作在地化的探索，以“智慧家長”與“智慧少年”項目為例
--杭州青悅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宋健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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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場三：青少年與社區服務
主持：四川成都社會組織學院黨建部 楊潔部長


從社會需要到社會服務 – 創新歷程--馬錦華專業管理顧問公司 馬錦華顧問



新時代背景下促進青少年社區參與的服務方式問題探究
--上海青年管理幹部學院 劉鴻方老師



青少年傳統文化教育中的繼承與創新——開放空間與封閉空間相結合
--北京澤煦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馬彬秘書長



監測評估視角看青少年社會工作實務發展 —— 以廣東省優秀社會工作案例評選為例
--深圳市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 周小燕黨支部書記/總幹事



青年社會參與：公民社會與世代之爭的反思--澳門理工學院 梁啟賢課程老師

分場四：關懷青少年的成長
主持：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工作學院 湯健萍副院長


透過個人成長輔導計劃及發展活動加強學生的正能量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郭懿玲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生態系統視角探究青少年厭學情緒的成因及對策----以一例高中生厭學/抑鬱情緒的個案
為例--廣東省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協會 何維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引領社會組織參與關懷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成都實踐"--成都社會組織學院 吳雅潔副院長



走進故事的門，打開希望之窗-青少年生命敍說，對其自我認同的正向反饋行動
--台灣實踐大學社工系與馬偕專校護理科 朱中正兼任老師



當代青少年發展與抗逆力提升--山東青年政治學院 溫欣助教



以優勢觀點視角去看社區青少年偏差行為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 顏植豪社工

5

分場五：關懷青少年的生涯規劃
主持：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系 劉秉權助理課程主任


社會工作介入中職生課堂教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張曉筱老師



服務學習與大學生的正面發展--澳門科技大學 盧鳳蓮兼職講師



運用 CV360 協助青少年開拓其生涯發展--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青少年服務)黃
智盈



離校生輔導服務：提升學習動機的干預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學生輔導服務中心 蘇淑穎學生輔導員



LIFE COACH PEOJECT--香港遊樂場協會 FEEL3 隊 尹潔燕主任



青少年的生涯規劃反思--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 江永泰分隊隊長

分場六：服務模式與經驗分享
主持：澳門聖公會社會服務處


李國豪 服務總監

網上外展與電競介入--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旺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社工 齊超 （建
議調場）



Circle Printing--Hiep Nguyen



「好玩的人」--遊戲與深宵外展青少年服務分享--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旺深宵外展服務
樊鎮澆社工



心理投射繪畫於小學生輔導應用之經驗淺談--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學生輔導服務中心
陳芷琪學生輔導員



青少年校外活動場所的探索與實踐——以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為例
--宋慶齡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李金鎖社工

6

分場七：關懷青少年的生活
主持：


香港青少年的生活健康現況研究--香港遊樂場協會 溫立文副總監



智「性」本然--探討如何建立輕度智障青年正確性觀念--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廖秀華
總幹事



探討本澳青少年生活態度與情緒調適的關係--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學生輔導服務 王玉玲
協調員



社區自助參與計劃─回星行動--澳門特殊奧運會駐校輔導 招婉兒職務主管



初次探討澳門外展青少年的性態度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 歐陽敏華社工

分場八：與社區相關之議題
主持：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莫偉成副理事長


淺談本澳學生輔導員的融合服務：以個案為例--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學生輔導服務中心
梁婉瑩融合組組長



「惠及貧黎，服務社會」─以同善堂服務為例--澳門同善堂值理會胡玉沛值理



推動青少年參與社會服務—以街坊總會望廈社區中心青少年服務為例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望廈社區中心 彭健標社工



民間組織在社會突發事件中的作用--以祐添大廈火警事件為例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北



區辦事處 王靖煒活動協調員

街坊會在社會治理上發揮橋樑作用的實例分享--離島辦坊眾互助會張郁文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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