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企業 YM Deli 正式投入服務 

本會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位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 1 樓的 
小賣部 YM Deli 已於 10 月 3 日投入服務，主要售賣飲品、零食及  
港式小食。現優先聘請有經濟需要、單親、來港未滿七年或居住於 
劏房的基層婦女、外展青少年、弱勢社群擔任兼職社企助理， 讓基層
發揮潛能、建立良好工作習慣及賺取合理薪金和讚賞；同時亦鼓勵
大學青年會(浸大)會友為此社會企業受惠群體策劃各項活動，藉此 
進一步推動浸大學生接觸和服務不同弱勢社群，以助發揮 YM Deli
的社會責任。歡迎會內外各單位轉介有需要的基層及弱勢社群參與
社會企業的兼職工作及商討合作事工。查詢請致電 2775 6033 與 
藍田會所社企及社企分隊統籌鄒靜儀同工聯絡。  

基督教事工學院新學期現正接受報名  

基督教事工學院 2022-23 年學期二將推出 8 科科目以及實習，包括   
新約概論、哥林多前後書、耶穌的比喻、基督教神學（二）、神學與
文化、領導與牧養、教會短片及多媒體事工、「翻轉」教室與教會教
導事工。歡迎有意進修人士報讀，以聖經真理回應時代挑戰。截止報
名日期為 12 月 16 日。有關科目詳情及報名方法，請掃描 QR Code。
查詢請致電 2783 3359。  

YMCA 福音三人籃球賽 2023 

為推動香港三人籃球及本會康體事工發展，烏溪沙青年新村將於 2023 年
1 月 2 日（公眾假期）舉行「YMCA 福音三人籃球賽 2023」，是次比賽於
烏溪沙青年新村進行，設有 6 個組別，預計多達 70 隊球隊參賽。比賽期
間亦會加入基督信仰元素，盼望參加者能達致身、心、靈之全人發展。  
另期望藉是次舉辦比賽，提高香港三人籃球運動於國際籃球聯會 (FIBA)的
排名。盼本會各單位協助有意會友組隊報名或轉發至友好團體球隊作宣
傳。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如有查詢，請致電 2642 9493 聯絡陳以樂同工
或 2642 9420 李啟洪協調幹事。  

“Connect with YMCA Jordan 2.0” 

佐敦會所獲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區計劃(2022-2023)」 
撥款港幣$65,680，津助單位舉辦“Connect with YMCA Jordan 2.0”共 6
項活動，程序於本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間進行，當中包括有《婦女興趣
系列~ 車衣班、婦女剪髮》及《兒童興趣系列~ 非洲鼓及兒童 STEM 活動》
等。此外，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梁瀞允女士更於 11 月 14 日親臨佐敦會
所出席少數族裔婦女車衣活動，以表達對少數族裔服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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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

高過全地。（詩篇57:5)  



「文物時尚．荷李活道」2022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已於 11 月 20 日舉行「文物時尚．荷李活
道」2022，透過導賞團、工作坊、展覽和表演等一連串活動，讓公眾
體驗中西區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氛圍。本會為支持機構之一，活
動當日除了安排 8 場必列者士街會所導賞團，帶領 154 名公眾人士參
觀這楝一級歷史建築，一睹全港首個室內游泳池及懸空鑊形跑道的真
貌外，並於下午不同時段，在會所外分別設有本會中樂團及口琴樂團
共 6 場的戶外精彩演出，吸引近 240 人次觀賞。  

 

大新銀行 x YMCA 無人機 STEAM 訓練計劃 

本會與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合辦「無人機 STEAM 訓練計劃」已於   
11 月 12 日在本會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閉幕禮暨無人機燈光表演
決賽，活動由本會劉俊泉總幹事及大新銀行執行董事兼集團財富
管理主管陳維堅先生主禮，並聯同 DJI 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的 
香港教育合作夥伴──艾思能達（香港）有限公司總監温俊琦先生
擔任決賽評判，替此項為期 11 個月的計劃畫上圓滿句號。此計 
劃全額資助 100 多名本地學童進行無人機編程及燈光表演訓練，
共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包括中學生導師培訓、小學生無人機興趣
班及小學生無人機燈光表演比賽，藉以提升學生對科學應用的 
認識及興趣，讓他們發揮創意，培養勇於嘗試的精神。  

 

逾百大專生參與社區定向及嘉年華 合力推動社區共融 

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協會已於 11 月 5 日舉行「勁『融』易． Chill 溫馨」
聯校社區定向挑戰 X 共融嘉年華，吸引逾 100 名來自 8 間大專院校  
學生參與，服務超過 80 名來自柴灣長者鄰舍中心、豐盛人生．新「喜」
點、天晴會所、康怡會所及其他社福機構的金齡人士、視障人士及少數
族裔青少年。當日參加者分組前往全港各區具特色的地點進行定向挑
戰，繼而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共融嘉年華」，參與由寶石湖長者鄰
舍中心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賽馬會健步足球計劃」帶領的體驗
活動及工作坊等，讓不同社群聚首一堂發揮所長，學會彼此欣賞。各人
在活動過程中互相合作，一起推動社區共融。  

城景國際「贈愛．同慶」活動收集玩具 

城景國際於聖誕月舉辦「贈愛．同慶」活動，向各界招募全新或未開封之
玩具及文具以轉贈受惠兒童， 將愛傳達予他們之餘亦希望減低造成浪費。 

收集日期： 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2 日 

收集地點：城景國際大堂禮賓部 

募捐禮品範圍：適合 2-11 歲兒童使用之全新／未開封之益智安全玩具及
文具， 如棋類、 積木、 拼圖、 小型電子玩具、 50cm 以
下之毛公仔、 書寫或改錯文具及美術畫材等。 

查詢電話： 2783 3888 



健步足球計劃電台宣傳及簡介會 

早前陳敏璇協調幹事及梁瑞恒項目經理接受香港電台《香江暖流》節目訪
問，於節目中介紹「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賽馬會健步足球計劃」 的歷
史及玩法、分享本計劃的最新動向及宣傳新一期訓練班招生，獲港台電視
31 及電台第 5 台同步播放，歡迎到香港電台網頁重温該集內容。此外，  
新一期健步足球計劃共接獲 299 人登記，並已於 11 月 2 日舉行線上簡介
會；而為確保準學員的體能足以應付其後的健步足球及體適能訓練，本計
劃設有身心健康評估，已順利於 11 月 9 日及 11 日為接近 200 人進行測試。
新一期訓練班亦將於 12 月 9 日正式開展。  

基督教事工學院畢業典禮 

本會基督教事工學院於 11 月 26 日下午在本會城景國際二樓水晶殿舉
行 2021-22 年度畢業典禮暨十周年慶典。承蒙本會董事及基督教事工 
委員會主席李炳光牧師蒞臨證道，董事及基督教事工委員會委員樓恩德
牧師擔任祝福及差遣，黃宗義副總幹事讀經及頒發獎學金。典禮當日眾
人都充滿欣喜，學院並為每位畢業生送上由本會社會企業 YM Balloon
製作的畢業生人形氣球，讓這次畢業典禮在一片歡樂聲中完成。願神祝
福本屆 9 位畢業生， 使他們能在教會成為掌握時代脈搏的忠心僕人，在
工作崗位中活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並祈求主繼續帶
領學院邁進新一里程的神學教育服侍。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師生參觀佐敦會所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師生於 11 月 12 日到訪佐敦會所參觀，單位當日就會 
所的特色服務及社區情況逐一介紹，並就單位的服務與師生深入交流。 
此外，參觀過程中會所亦就青年會在本港服務發展的歷史作出介紹，藉 
此推廣青年會的工作， 讓在場師生對本會的服務規模有更深的了解，參 
觀當日共有 24 人出席。 

「愛．和平」行動 2022 

「愛．和平」行動 2022 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早前合辦  
8 節「內在和平 x 外在和平」工作坊，透過故事分享和練習，讓青年人
學習面對負面情緒，重尋內在的和平；又透過學習不同的溝通方式， 
如使用「和平」語言和非暴力溝通等，從中了解溝通如何影響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又於 10 月 22 日為參加者舉辦軍事遺跡導賞團，探索城
門碉堡軍事遺跡，透過歷史教育讓青年人了解戰爭所帶來的傷害及影
響，從而反思和平的重要性，鼓勵以實際行動推動和平文化。此外，
參加者亦錄製紓緩情緒小貼士短片，分享在面對負面情緒時如何重拾
內在和平，並藉着 11 月 19 日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協會和平日在社交 
媒體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