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年來，Cilla 參與的義工服務多不勝數， 
但是統籌一個持續兩年，每月定期舉行的 

家庭故事會，則是第一次。

這兩年的新體驗，令她感受至深， 
發現企業、家庭、社區之間 
建立了一份互信， 
彷佛有一種無形的吸力牽引著， 
令她及參與家庭 
每月都期待著這相聚時刻。

Cilla 形容這種非一般的企業義務 
工作，帶領她經歷了一次豐盛的 
魔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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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香港離島婦女聯會（婦聯）獲
基金資助在東涌推行「故事家庭樂

計劃」，並得到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迪
士尼）的支持，動員企業義工參與籌辦當
中的「故事會」。故事會定期每月舉行一	
次，迪士尼義工到東涌圖書館向小朋友講
故事，他們一般一行七人，分工合作，有的
負責主領講故事，有些則帶領玩遊戲，其
餘的都坐在小朋友身旁講解及給予鼓勵。

每月舉行的故事會，都有超過三十名忠實
擁躉參與，場面非常熱鬧，義工、小朋友
及家長打成一片，到處都聽到笑聲；但又
有誰想像到，故事會初期每次的出席人數
也寥寥可數，小朋友及家長均十分被動，
參加者彼此甚少交流。這種轉變，是企
業、家庭及社區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化學	
作用。

領悟義工服務的真諦
在迪士尼任職十二年，負責財務工作的
Cilla，自薦代表公司擔任故事會的統籌工
作。她臉上常掛著笑容，給人一種十分親
切的感覺，小朋友都暱稱她為「師奶」姐
姐。Cilla 開心地說：「我很享受參與在這
個義工服務之中，從前參與的多以單次性
為主，很多時也不會再見面，但這次的經
驗，讓我與東涌家庭及社區建立了一份深
厚的感情。原本我只是在東涌上班，想不
到會對工作的社區建立了歸屬感。」

正因為這份情，Cilla 與同事們更加積極
投入服務當中，他們每次分享故事也會預
設特定的主題及訊息，例如以責任為題，
義工們會說相關的故事，小朋友聽完故事
後，義工會將訊息融入日常生活中，鼓勵
小朋友要幫手做家務；又例如談環保，義
工會鼓勵小朋友學習將廢物分類。透過互
動及生動的故事，小朋友會較容易掌握當
中的知識，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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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証成長  一種承諾
家長們當然也看得到義工們的心思及孩
子在過程中的成長。盧舒庭媽媽和何文匯
媽媽兩人皆見証孩子的轉變，對故事會讚
不絕口。現時四歲半的盧舒庭，參與故事
會一年多，由怕羞、經常纏著媽媽，變為
主動、表達能力大有進步。盧太歸功於迪
士尼義工和婦聯職員的愛心和耐性，令小
朋友玩得投入，過程中亦加強他們的表達
能力和自信心。

何太則是東涌第一代居民，九七年搬入東
涌至今已15載。現年四歲多的兒子文匯，
在兩年前開始參與故事會，她形容孩子的
想像力和表達能力因參與故事會有明顯
進步。「文匯會模仿義工講故事，將學校
發生的事描述給我聽，這兩年我們的母子

關係明顯親密了！」何媽媽開心地說。眼
前活潑可愛的文匯也和應：「很喜歡講故
事會的師奶姐姐和其他哥哥姐姐！」

對於 Cilla、公司的同事及參與故事會的
家庭，每月的聚會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彼此連繫。在每次活動完結時，Cilla 也會
習慣說一句「下個月見」，家長和小朋友也
會回應一句「下個月見」，聽見這說話，她
感受至深：「以往參與一次性的義工服務，
大家可能也會隨口說『下次見』，但多半
不是認真的，但故事會是一個持續性的活
動，『下個月見』變成一個承諾，我好
高興可以跟街坊保持這種緊密的	
關係。」

我很享受參與在這個義工服務 
之中，從前參與的多以單次性 
為主，很多時也不會再見面， 
但這次的經驗，讓我與東涌家庭
及社區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感情。
原本我只是在東涌上班，想不到
會對工作的社區建立了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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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個家庭，母親每月也會與兩位女
兒參與故事會，試過一次連續兩個月因事
沒參與，女兒便向媽媽傾訴：『未能去故
事會，渾身不自在！』那位媽媽對我說，定
期參與故事會令她和兩個女兒與我們成
為朋友，每個月的故事會仿如朋友聚舊。
我聽在耳裡，真的感到無限溫暖！」Cilla
說這份溫情，讓她及一班企業義工體會到
服務的珍貴之處，原來是一份關係的建
立，令他們及公司對義工服務有一份新的
體會。

善用企業專長  微妙合作關係
婦聯主席周轉香女士 ( 香姐 ) 回想最初邀
請迪士尼合作，主要考慮到迪士尼位處大
嶼山，與東涌市鎮在地理上有密切關係。
所謂萬事起頭難，要動員一個龐大企業參

與地區工作，當然要花點心思，最好不過
就是由淺入深，讓企業在參與過程中覺得
做得到，在發揮企業專長的同時又感受到
當中的意義。香姐分享她的心得說：「東
涌是一個偏離市區的新社區，我很想為社
區注入多些正能量，在 2009 年便連結其
他社區持份者，動員地區義工攜手在海傍
堤岸畫了一幅長長的壁畫，迪士尼在這次
動員了近一百位企業義工參與，大家也覺
得那次合作相當愉快。」

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迪士尼與婦
聯便進一步構思另一些合作。大家想到
利用迪士尼的導賞技巧及林木護理知識，
帶領東涌居民認識林木處處的東涌及大
嶼山，藉傳授生態導遊技巧和知識提升
居民的能力，同時有助建立居民之間的聯
繫，便決定合作舉行賞樹徑導遊訓練項
目。香姐欣慰地說：「基於第一次合作順
利，雙方建立到信任和默契，便引發我們
探索更深入的合作關係和方向，繼而再引
發出『故事家庭樂計劃』的構思，運用到
迪士尼本身是一個童話天地，以故事會作
為橋樑，改善家庭的親子關係，同時有利
促進區內家庭之間的相互認識。」

迪士尼現已成為婦聯的親密夥伴，行政總
裁金民豪先生 (Andrew) 的支持尤為重
要。Andrew 十分認同社會資本的理念，
大力推動員工參與基金計劃，他認為迪士
尼的最大資本是導賞、演藝人才、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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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技巧，如加以善用，便能夠令家長掌
握與子女溝通的有效方法，對建立和諧家
庭有幫助。在社區的持續參與，令他對實
踐企業責任有了新的體會：「實踐企業責
任的新趨勢，並不再是單次性的參與，商
界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應該與地區團體合
作，發展持久的互信關係，為建立社會資
本出一分力。」

故事會之所以成功，一方面體現企業有效
發揮專長，對準社區的需要，將專業知識
和技巧傳授予社區人士；另一方面實有賴
地區持份者的支持，彼此凹凸互補，建立
互動互信的關係，創造社區融和。香港公
共圖書館高級館長 ( 離島區 ) 趙叠紅表
示，婦聯當初邀請圖書館合作，她一口應
允：「館內有的是圖書，應該好好善用。	
我欣賞活動能令圖書成為一個有效的媒
介，聯繫社區上不同人士，讓圖書館成為
區內家庭的聚腳點，進一步提升圖書館的
功能。」

群策群力  快樂就是推動力
公司的支持及管理層的參與，對參與義務
工作的同事當然起著莫大的鼓勵。Cilla
慶幸大部份參與過的同事都被故事會那
份人情味所吸引而主動繼續參與，智豪便
是其中一位。他加入迪士尼六年，獲委任
為首屆樂園大使，現負責社區關係工作。
他憶述三年前參與了婦聯與迪士尼合作
舉辦的賞樹徑活動，負責教授導遊技巧，
期後在 Cilla 邀請下加入故事會擔任故事
員，之後便愛上了故事會。「迪士尼的專
長是玩和製造與小朋友互動的機會，例
如在故事中加插利用簡單的物件豐富故
事的演繹，如戴著潛水鏡講海底奇兵的
故事，已經令故事更加有趣，亦能啟發小
朋友的創意，而且透過互動，能夠產生正
能量。」智豪說時手舞足蹈，就像講故事	
一樣。

迪士尼除了推動企業義工恆常參與，還動
員個別「星級」專業人士以遊戲及小組討
論形式教授家長有關講故事的技巧，令

實踐企業責任的新趨勢，並不再是
單次性的參與，商界作為社會的 
一份子，應該與地區團體合作， 
發展持久的互信關係， 
為建立社會資本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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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畢生受用，周偉強導演便是其中一位
「星級」分享嘉賓。不要以為跟孩子講故
事隨心隨意便可，周導演會教授家長如何
按不同時間、環境、場合挑選圖書，例如
睡前講故事，便要選擇內容較為靜態的故
事書，並適當地拉長語音、輕聲及以小動
作為原則。

Cilla 和智豪異口同聲表示看到家長的轉
變，看到更有信心放擔與小朋友說故事，
促進親子溝通，他們都不時聽到小朋友
稱讚媽媽講故事好好聽，我們聽到也分享
到那份喜悅。計劃同時因應家長重視孩子
的語言發展，特別增辦英語故事會，邀請
迪士尼的外籍同事參與，並帶同自己的兒
女出席，把義工服務當成一個家庭節目。
Cilla 滿足地說：「英語故事會吸引了區內
一些外籍家庭參與，成為一個融合本地與
外籍居民的有效平台，打通彼此的隔膜，
促進跨文化的融和。」

故事會發展後期，為了進一步加強家庭成
員的合作，更舉行了講故事比賽。Cilla 說：
「雖然每隊參與家庭只有幾分鐘演出時
間，但最重要是在過程中能促進家庭成員

互相溝通和合作，共同發揮創造力，對很
多家庭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體驗。」

與社區結伴同行
智豪和 Cilla 深刻體會企業與社區的關
係，迪士尼與東涌有如左鄰右里，企業
社會責任原來就是企業與社區要建立互
信的關係，與社區不同階層人士的連繫。
Cilla 與東涌居民接觸多了，感到他們都
很熱情，而且透過計劃的交流平台，在彼
此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Cilla 分享最深
刻的一次經歷，是一位媽媽為小朋友準備
小學入學面試，那位媽媽向她說：「可否
陪我和囡囡一齊去小學面試？」Cilla 當時
感受到那位媽媽對她信任，令她大為感
動。Cilla 甚至形容，這是第一次從義務工
作中體驗到如此深刻的同行關係，她覺得
很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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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太和何太都認為，故事會令整個家庭與
社區的關係也變得緊密起來，成為了一家
人更投入社區的轉捩點，對社區歸屬感
也增多了。「透過參與故事會，小朋友結
識到很多同區小朋友及哥哥姐姐，家長則
認識其他家長，開闊社交網絡，除了在社
區內碰面會打招呼問候之外，還會就生活
上不同問題多作交流，互相鼓勵和支持。」
何太更坦言：「自此感受到社區關懷，不
會感到孤單。」

企業同事關係更緊密
Cilla 擔當迪士尼內部協調者，統籌同事
義務參與的角色，她感到最大挑戰和壓
力的是推動同事持續參與，然而，同事反
應給 Cilla 打了一支強心針：「有些同事參
與過三、四次後，會主動致電查詢，有時
碰見一些參與過活動的同事，他們又會主

動提起『某某小朋友有無提起我』，見到
同事都投入、開心和主動，使我感到很欣
慰！」同事的持續參與變成一種習慣，反
映對社區的承擔，這是 Cilla 意料之外的
收穫。她更自豪地說：「最初預期每次故
事會只需五位同事出席，現在同事反應踴
躍，每次平均也有七至十位同事主動報名
參與，現在已累積有二十多位同事擔任故
事員，超過一百位同事擔任遊戲帶領員，
大家構思的遊戲也有六十多種呢！」

以企業義工隊的名義一夥兒參與義務工
作，令同事彼此間有更多共同話題，同時
亦增加對公司的歸屬感。智豪說透過參與
計劃，讓他有機會與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
彼此分享，在日常工作上涉及跨部門的溝
通，也會因而更有效率，同時，有助了解其
他部門工作和處境，更強烈感受到大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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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BOX

香港離島婦女聯會於 2003 年 4月起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推行第一代社會
資本發展計劃	─	陽光社區計劃，及至 2007年，再獲基金撥款支持推行第二階
段「再創高峰」自強不息計劃，計劃發展至 2009 年開始與迪士尼的合作關係。

再創高峰計劃善用東涌社區內不少旅遊景點的特色，先由迪士尼義工教授區內
居民帶領導賞團技巧，繼而由居民負責帶領生態文化導賞團，為婦女、失業及退
休人士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在提升自己價值的同時，更能夠承擔為社區共建和
諧的使命。2010 年婦聯獲基金支持推行「故事家庭樂」計劃，與迪士尼共同構
思及策劃。計劃以故事會作為橋樑，集迪士尼和東涌圖書館的力量，發揮迪士尼
義工講故事的專長，向小朋友講故事，啟發創意和想像，同時舉辦工作坊教授及
提升父母講故事技巧，促進及改善家庭的親子關係，藉此搭建一個平台促進區
內家庭之間的相互認識，透過定期的相處交流，建立彼此的互信互助關係。

處一個大家庭。Cilla 對此也身同感受，她
分享道：「參與這種深層次的企業義工服
務，同事得到較高的滿足感，令企業整體
士氣也有提升，以至大家在工作上合作，
也會更懂得互相體諒，減少分歧，更能夠
凝聚力量做好工作。」

一傳十、十傳百擴散效應
這種跨界別合作令一眾人與社區如
同經歷一次奇幻之旅。Cilla 相信故
事會不單只影響一群人，她深信參
與的家長和小朋友，會將這種快樂、
凝聚風氣注入社區，將這種影響力
像魔法般擴散到社區，一傳十，十
傳百，成為社區融和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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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行政會議成員，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副主席，前立法會議成員。

感想	｜	陳智思

對願意參與義工活動的朋友，甚為欣賞；對願意持續地參與義工
服務的朋友，我更是敬佩。

故事的主角 Cilla，廿年來不斷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在廸士尼故
事會義工活動中，更肩負起統籌工作。舉辦義工活動要投入時間
及人力，若要讓活動有可持續性，讓更加多同事主動投入及更多
社區居民參與，企業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這項持續的義工活動，
令企業、義工、社區人士等都建立起互信互助，甚至真摰的友誼，
這從有居民甚至邀請 Cilla 陪同去女兒的小學面試便可見一斑。

東涌遠離市區，外出交通費和時間都不菲，廸士尼的企業義工活
動不單讓居民得到更多支援、促進家庭關係，回饋社區，亦讓員工
對公司更有歸屬感。

很多時義工活動好像是有引力的，自己
參與時，別人也會感染到參與活動的喜
悅和效用，讓義工活動更廣、更闊的推
開去。期望有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義工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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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魔術棒一揮， 
就有無限可能。企業實踐社會責任 
也一樣，只要細意發掘、大膽發揮 
企業專長，用心配對社區需要， 
持續摸索和實踐，看似不可能的 

都變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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