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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困難常遇困難



▪▪ 冇時間冇時間
▪▪ 冇用冇用

▪▪ 心有餘而力不足心有餘而力不足

意義意義是是可以可以建立建立⋯⋯..
技巧是可以技巧是可以磨煉磨煉的的⋯⋯



報告撰寫報告撰寫

報告的報告的作用作用
交待交待 CIIFCIIF
工作心得工作心得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未來發展未來發展
紀念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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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考慮因素考慮因素 :   :   報告的報告的作用作用
交待交待 CIIFCIIF
工作心得工作心得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未來發展未來發展
紀念紀念……



蘿蔔糕食譜
蘿蔔 900g (約一根蘿蔔)
臘腸 2條
蝦米 1 湯匙 (自己較喜歡用蝦乾代替)
粘米粉 250 g

製作方法
1. 蘿蔔先去皮，刨絲
2. 蘿蔔絲放到鍋裡煮至軟身
3. 把煮蘿蔔絲時蘿蔔流出的蘿蔔水盛起
4. 臘腸切粒，以少許油把臘腸及蝦米(或蝦乾)炒
香，備用
5. 把臘腸、蝦米及蘿蔔絲攪勻
6. 蘿蔔水加到粘米粉中，成糊狀即成
7. 米漿加到先前的蘿蔔絲及攪勻
8. 大火蒸約 90 分鐘

http://www.jerry‐leung.com/posts/post356.html



蘿蔔糕可說是我們最常吃的點心之一，在新
年的時候，我會肯定會吃得更多。有想過自
己做這種美味的賀年糕點嗎？讓我們一起來
看看蘿蔔糕食譜吧！

小貼士：上面提到的粘米粉份量只是一個約數，
其實可以在煮蘿蔔後，看看有多少蘿蔔水，水份
大約是蘿蔔絲重量的三分一，不然的話可以加一
點點水，如果打算煎或炒蘿蔔糕的話，每 1ml 的
水（包括蘿蔔水及加入的清水）加進 1g 的粘米
粉就成了！

蘿蔔糕食譜其實十分簡單，你也可以加入冬菇作
配料，如希望蘿白糕味道濃一點，也可以以鮑汁
代替部份的蘿蔔水，這個做法效果不錯的！

http://www.jerry‐leung.com/posts/post356.html



作用作用對象對象 內容內容 形式形式
交待交待 CIIFCIIF 特定格式特定格式 數字數字//表格表格

心得心得 同工同工 工作編排、流程、過程、個工作編排、流程、過程、個
人感受人感受

圖表圖表//附件附件

經驗經驗 機構機構 工作編排、流程、過程、資工作編排、流程、過程、資
源運用源運用

圖表圖表

紀念紀念 受眾受眾 活動環節、影像、個人感受活動環節、影像、個人感受 圖片圖片



要求要求((一一) : ) : 具體具體
•Input - 資源、人手、時間

•Activities  - 計劃目的、程序

•Output  - 受惠人次、人數、程序節
數⋯⋯..

•Outcome - 目標是否達到、結網的人
數⋯⋯⋯

•Impact – 影響⋯.社會資本的建立⋯⋯

適當列舉數據及事例，令人信服

內容內容







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

報告組成部份報告組成部份::
1.撮要 (項目的原有的目標是否達成)

2.背景及目的(proposal建議書)
3.活動項目:推展及成效
4.觀察及分析(以目標/成本效益為依歸)
5.總結
6.附件(鳴謝/參考資料/表格/問卷/其他資料)



内容及表達内容及表達
報告組成部份報告組成部份::

1.撮要 (項目的原有的目標是否達成)

2.背景及目的(proposal建議書)

3.活動項目:推展及成效

4.觀察及分析(以目標/成本效益為依歸)

5.總結

6.附件(鳴謝/參考資料/表格/問卷/其他資料)



報告撰寫報告撰寫



内容及表達内容及表達

要求要求((二二) : ) : 簡明簡明

•過猶不及

•太多=太少



Shamshuipo ChildShamshuipo Child-- Friendly Friendly 
Community NetworkCommunity Network

Staff Briefing           28.10.2005Staff Briefing           28.10.2005

Prof. Ting Wai Fong  Prof. Ting Wai Fong  HK PHK POLYTECHNIC OLYTECHNIC UUNIVERSITYNIVERSITY

Lilian Law Lilian Law AASSISTANTSSISTANT DDIRECTORIRECTOR

Fu Suk Yin Fu Suk Yin SSUPERVISORUPERVISOR

KONG WAI SAN  KONG WAI SAN  PROJECT  IN CHARGEPROJECT  IN CHARGE



Understanding Deprived Children in HK

GDP per capita :   
US$23,200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their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fall below ½
of the median level ( i.e. approx. $9,300 for a 
3‐4 person household)
•Median Domestic Household Income: 
Around $15,000 to $18,000

No of children living in 
low income families

265,831

Total 
children 

population

1,101,954 

Children 
Poverty

Rate

24.1%





內容內容

要求要求((二二) : ) : 簡明簡明

•列出最重要的數據即可
•Less is more

「迷你裙理論」「迷你裙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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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number:
• 1st Yuen Long 26,337 
• 2nd Tuen Mun 25,959
• 3rd Kwun Tong 23,306  
• 4th Kwai Tsing 22,051 
• 5th Shatin 21,877

Highest Percentage: 
• 1st Shamshuipo 16,496 (31.4%)

Location of  depriv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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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達有力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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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目了然



新登記受虐兒童個案在過去十二年大幅增加，當中以元朗及觀塘區的新增

個案數目最多。



27

20082008 Campaign
Event Month Participants (no.)

Launch ceremony
– Parent-child Lantern 
Making Community 
Workshop
–Lantern Making 
Competition cum 
Website Launching 
Ceremony

Sept Community Workshop
•40 children & 40 parents
• 28 Marriott Associate
Ceremony
•120 children and parents
•9 government officials & 
pediatrician
•11 principals & teachers 
from partnering 
kindergartens
•44 winners 
•10 youth volunteers for 
Drama performance

•15 reports on 
newspapers 
achieved for 
3,422,742 
circulations               
•1 news report on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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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經驗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