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社工 Eva 坐在沙發上聊天， 
阿婷急不及待說起當日在公司發生的趣事，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一個健談、愛笑， 
衣著打扮和時下少女沒什麼分別的女孩， 
完全看不出曾經歷兩年的隱蔽生活。

阿婷流露出滿足的笑容，說： 
「現在的我無論是工作、家庭、友情、 
愛情都很美滿。 
我慶幸自己走過這段黑暗時光！ 
這段經歷讓我成長，我希望與更多人分享， 
藉此幫助與我有類似經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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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隱蔽的原因，阿婷由幼稚園說起。
小時候的她自覺頗受歡迎，老師和	

同學都喜愛她，但後來升上小學，因體型
肥胖，開始受到同學嘲笑。加上學業成績
不好，令她更加自卑，班上分組時無人願
意跟她同組，感覺很孤單。「一次我帶了
些食物回學校，有小朋友圍過來，想我請	
他們吃。於是我發現，原來食物可以吸引朋
友，便偷爸媽的錢去買零食。」這樣，她開
始用上錯誤的方法去交朋友，從這些只顧
貪便宜的朋友身上得到一絲滿足，平衡她
的自卑。

到小四至小六，阿婷參加了長笛班，以正常
的方式結交到一些朋友，令她感到有正常
的社交生活，有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可惜
升上中學後，開學首天就遇上不快事，被同
學當眾稱為「肥妹」，得來不易的自信心，

在新環境中頃刻崩潰。自卑心令她不敢去
結識新同學和發展新友誼，只能再次用上
小學討好別人的方法，以買零食、請食飯、
讓人抄功課等「濶佬」行為，去吸引同學和
自己做朋友。

中四時，阿婷結識了兩個女孩，跟著她們
去欺負其他同學以提升地位，覺得自己很
威風。她自言當時對這兩個女孩推心置腹，
盡量用物質滿足她們，又帶她們回家吃飯，
希望家人也會信任她們。到頭來始發覺這
種友誼只是假象，這兩位所謂朋友只是
想從她身上取著數，後來更偷了她的遊戲
機和相機。「那遊戲機是婆婆送給我的，
對我來說很珍貴，沒想到朋友竟然這樣對
我。」給最信任的好友傷害、出賣，令她開
始不信任人，覺得「世界沒有好人，付出沒
有回報」，於是她想逃避，開始逃學，整天
坐在公園。「那時媽媽曾到學校查看，想知
道我出了什麼問題，但她問起同學班上誰
是我的朋友，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她並沒
有朋友。』這令媽媽很難過，我更是非常	
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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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話和恐懼的世界
不久之後，阿婷就退學，開始賦閒在家。最
初父母替她找夜校，但她去到學校門前卻
不敢內進，之前在中學的可怕回憶，再次突
襲她。「我站在街上，看到所有人都像戴上
了假面具，對我似笑非笑，令我很害怕，覺
得只有在家裡才安全。」自此之後，她正式
開始隱蔽生活，每天就在家中玩電腦、看
電視，睡到日上三竿；又在網上認識朋友，
互相在電話中打誑來打發時間。「我已不
懂怎樣面對人，和虛擬的朋友聊天，大家都
是胡扯，不會換來傷害。」阿婷形容當時的
自己很頹廢、迷失，思想很負面。她睡在下
格床，就在上面的床板寫滿「黑心人」、「大
話精」等字眼，更曾經想過自殺，幸而她最
終怕傷害家人而沒有實行。

隱蔽的頭半年，家人都支持她休息一下，但
隨著時間過去，阿婷依然沒有改善，家人
開始焦急。「他們常一開口就叫我找工作，
我覺得他們不明白我的感受又嫌棄我，不
想我在家，大家根本溝通不了。當時的我感
到非常孤獨。」踏入第二年的隱蔽生活，阿
婷開始想改變，但卻苦無出路。一晚，家裡
來了兩個陌生的社工姐姐，雖然阿婷抱有
戒心，但見她們只是前來一起吃晚餐，然
後聽聽她介紹家裡養的貓和松鼠，閒聊一
下瑣事，不會煞有介事地要輔導或跟她探
討問題，感覺像一般的客人，便沒那麼抗
拒。「第一次見面，覺得兩個社工姐姐平易
近人，令我不怕和她們說話。那晚我才發
現，原來自己對著陌生人還能開口說話！」
對阿婷來說，那晚的見面無疑是一個小小
的突破。原來這兩位社工來自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的「織網牽情」計劃，其中一位正是
Eva。她們接到阿婷爸爸的求助電話，在評
估過阿婷的家庭背景、生活模式及興趣後，
便上門探訪。

阿婷第一次來中心， 
在門口掙扎了半個小時不敢 
進來，我便和她在公園坐 
一會，商量怎樣才能令她 
比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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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星期後，Eva 她們第二次來訪，這次是
來和阿婷一起煮餸，弄好後和她家人分
享。阿婷說：「那次是我第一次弄東西給家
人吃，得到家人稱讚，令我很有成功感。」	
這樣，由食物入手，社工和阿婷慢慢建立
起感情，之後便嘗試約她回中心，希望她能
夠踏出家門。但約了幾次阿婷都爽約，社工
發現她心理狀態還未準備好，原來簡單如
坐巴士，阿婷亦需要無比勇氣，因她怕人注
意，不敢按鐘，每每等到總站才夠膽下車。
知道問題所在後，Eva 便親自去接她，帶
她回中心。Eva說：「阿婷第一次來中心，在
門口掙扎了半個小時不敢進來，我便和她	
在公園坐一會，商量怎樣才能令她比較安
心。」Eva 半小時內鍥而不捨的鼓勵，令阿
婷拿出了勇氣，推開中心的大門。

突破隱蔽，原來世界充滿人情味
Eva 說幫助隱青突破隱蔽，最大的難度是
令他們相信你沒有企圖，因為隱青一般都
經歷過挫敗或人際傷害，才會對世界失去
信心，因此需要花上許多時間，小心地重
建他們對人的信心。即使社工成功和隱青
開展網絡，到下一步嘗試令他們願意參與
中心活動，甚至在中心結交朋友，仍必須很
有技巧地進行。例如安排阿婷來中心參與
活動，Eva 便先讓阿婷參加一對一的烹飪
班，上了數堂後見她適應得不錯，才增加學
員至兩、三個，後來漸漸增至六、七個，讓
阿婷重新掌握和人接觸的技巧，逐步擴濶
圈子。「中心令我覺得很溫暖，有動力再來，
所以來過四、五次後，我終於能鼓起勇氣自

己坐巴士來。我在這裡漸漸認識了新朋友，
可能大家背景相近，都有隱蔽的經歷，較
為容易熟落。不知不覺間，我在中心的時
間比在家還多。」參與中心活動亦令阿婷
多了話題，改善了和家人的溝通。「我會把
在中心發生的事告訴家人，媽媽有一次還
說我太長氣，礙著她炒菜呢！」阿婷開心地	
說。這種融洽的畫面在她隱蔽期間，根本
不會在家裡出現。阿婷漸漸重新融入家人
當中，關係明顯改善，亦令她感到家人其實
一直支持她、愛惜她，只是不懂如何入手。

「當個案青年在中心有穩定的參與，和家
人的關係有所改善，又能在中心逐漸建立
朋輩網絡後，便代表他已差不多準備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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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建了她對人的信心，對世界有安全感後，
便很有動力去幫助自己，和外界接觸方面 
適應得很好。

觸外界，可以進入另一階段，踏出中心。我
們會刻意安排多些外面的活動如參觀公
司、青年中心，並邀請外面的導師、義工來
教授興趣班，令他們不知不覺中在家庭和
中心以外，擴濶生活圈子。」Eva娓娓解說：
「阿婷正是一個這樣的例子，當重建了她
對人的信心，對世界有安全感後，便很有
動力去幫助自己，和外界接觸方面適應得
很好。我們再跨出一步，安排她去夥伴企
業實習，增強她對工作的信心。」阿婷最初
基於興趣，選了美容為實習工作，但卻因克
服不了憂慮，怕自己應付不來而放棄；第二
次實習則去到富安集團當辦公室助理，這
次阿婷的心理準備較好，不但沒有半途而
廢，更吸收了許多有用的工作經驗。「第一
天在這裡實習時，我感到同事都很友善，
在我工作出錯時上司和愛心師傅也很包
容，給了我很大勇氣和信心，安心做下去。」

這個工作經驗，令阿婷感到世界不再只有
妒忌和虛偽，而是充滿人情味。順利完成
實習，亦為她目前出任社福機構的程序助
理打好基礎。

Eva 說阿婷進步很快，開始實習後便又安
排阿婷做義工，讓阿婷由受助者轉化為助
人者，同時進一步擴濶她與外界的網絡，
增強自信。「參加中心的義工活動又是另一
個體驗，從中我領略到助人的快樂，看到自
己的價值。」但最初做義工時，阿婷因不擅
表達，試過去送禮給婆婆時大家相對無言，
提起這尷尬場面，她不禁笑起來。「我只好
硬著頭皮先開口，說有禮物送給你們，這樣
話匣子便打開了，原來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困
難！」阿婷亦試過帶著一班唐氏綜合症的小
朋友去旅行，他們的真摯和純真令她非常
難忘。「沒想過他們竟然會請我吃餅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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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的名字！我很開心自己的付出得到
回應，他們真的用心和我溝通。」這些體驗
大大增加了阿婷和人相處的信心，慢慢地
她發覺自己不再害怕和陌生人接觸，令她
又從隱蔽世界踏出一大步。

互相關心、支持的同行者
「織網牽情」計劃中和外界的結網工作，
還包括為對象青年配對「牽情夥伴」（朋輩
導師），讓外界義工和青年發展友伴關係，
由他們帶領青年走進外面的現實世界，簡
單如結伴去商場逛街也是其中一項工作。
原來隱蔽令青年和社會脫節，可能很多商
場熱點對他們也很陌生。Eva 為阿婷配對
的夥伴Karen，本身從事市場推廣，因從電
視看到關於隱青的報導，而湊巧她又認識

節目出現的義工，於是引發她也利用自身在
公司當朋輩導師的經驗和知識去幫助隱青
的念頭。Karen 憶述最初覺得隱青多是貪
玩，才不願上班或上學，但阿婷的故事卻令
她完全改觀，明白到他們是在成長中經歷
過挫折，不善與人溝通而設法逃避，才會
躲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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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第一次與阿婷見面是在賣旗活動，
當時二人已通過兩三次信，彼此有基礎的
認識，但見面時阿婷仍甚為緊張，不敢主
動和她說話。「一起到街上賣旗時，阿婷緊
緊跟在我後面，顯得很不安，又不敢主動叫
人買旗。過了約一小時，她終於開口：『為
什麼你不怕人拒絕？』，我便解釋被一個人
拒絕，不等於其他人都會。再過了一會，她
就踏出了第一步，放膽叫人買旗了。看到她
這麼快便有進步，我很開心，代表她用心
聆聽，也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阿婷在那
次賣旗活動後，感受到 Karen 很有愛心，
而且很關心自己。「那天的相處令我覺得這
人值得信任，可以交心。」

之後Karen 經常和阿婷一起參與中心的
活動，加上雙方趣味相投，都喜歡打扮、逛
街、吃甜品，大家越來越熟絡，成為無所不
談的知己。其實安排一位女性師傅給阿婷，
是 Eva一個用心良苦的考量，因當年阿婷
是被女同學出賣，故對女性特別有戒心，
Eva 希望藉這個安排幫助她克服最大的屏
障，而效果非常理想。二人很快便建立了互
信，阿婷在 Karen 身上感到真正的關心，
並從而學會關心別人。「我覺得 Karen 很
明白我的想法，而且給我勇氣去克服工作
或人際關係上遇到的困難。」Karen亦讚
阿婷和她相識不久後，已懂得主動關心她。
一次她遇上傷心的經歷，阿婷更倒轉來安
慰她、鼓勵她。「我覺得我倆現時像同行者，
互相關心，給予對方正能量。」這段友誼開
始時雖是師徒關係，但Karen 坦言也從阿
婷身上學懂了謙卑，要多從他們的角度看
問題才能有效溝通；透過和她們以赤子之
心的相處，亦令她反思人生中什麼才重要、
怎樣才快樂等課題，實在是一個教學相長
的過程。

蛻變 ─ 由零開始重建網絡
目前阿婷在一家青年中心做程序助理，負
責文職工作，成功投身社會；又在中心參與
了由女性隱青組成的互助組，已去到走出
隱蔽的最後一步，建立起自助互助的網絡。
現在的她樂意和人相處，喜歡分享和接受
意見，最重要的是，她學會了打開心窗，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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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接觸外界，學習和陌生人溝通；到嘗	
試工作，又接觸朋輩導師，建立較深入的
關係，我們為她加進的每一個網絡，她都
捉得住，所以進步得很快。她現在已成為
我們的分享大使，和別人分享隱蔽經歷，
並幫助新來的隱青。我現在期待不久的將	
來，她成為我們另一個朋輩導師呢！」

到問題時會想辦法解決、向他
人求助，不會像以前一般妄自
菲薄。阿婷堅定地說：「我相信
將來即使遇到什麼問題，我一
定不會再隱蔽，因為所有困難
都有解決方法，我知道有人會
幫我，沒有人是孤立的。」

能蛻變成為今天的開朗少女，
阿婷說最想多謝父母，在自己
陷入人生的低潮時不離不棄，
又給她機會重新做人。「另一個要多謝的
人是社工 Eva，因為她很關心我，為我分
析所害怕的事，解開我的心結。可以說，沒
有她，就沒有今日的我。」Eva 笑說：「今日
的阿婷已經『畢業』，她所有支援網絡都已
擴展，這有賴她自己的動力。由最初以中心
為本，在這裡重新建立朋輩關係；到參加

計劃 BOX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由 2004 年開始關注受隱蔽問題困擾的青少年。隱蔽青少年
人際網絡薄弱，漸漸與家庭和社會隔離；在社會上，他們對社會沒有歸屬感，面
對不同的組群排斥，不懂如何自救，時間久了便會停留在隱蔽狀態，愈難與社會
接軌。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 2010 年獲基金資助推行「織網牽情」計劃，希望應用社會
資本的網絡策略，結集跨界別夥伴的力量，幫助受隱蔽困擾的青年及其家庭提供
有力的支援。計劃集中為反覆受隱蔽問題困擾青少年引入穩定的人際關係和扶
持，利用小組及不同活動介入，逐步擴大其社交圈子。計劃同時把外界資源、企
業及義工組織與計劃對象及其家庭連結起來，構成互相承托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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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	G.E.M. 鄧紫棋

看完阿婷的故事，很感觸。其實每個人都一定會在人生的不
同階段、不同時間遇到各種挫折和困難，就像我之前在創作
專輯的那段時間裡，也一直被各種煩惱纏繞，迷失了方向。
遇到挫折當下的確非常痛苦，但當最終渡過了這段時間再
回頭看，就會發現這每一個挫折和困難都是成長的階梯，
只要跨過，就必然在生命的路上站得更高。而相信自己能跨
過挫折、戰勝困難的信念，則是支持一個人不斷成長必不可	
少的動力。我希望年輕人能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困難，不要

害怕，要相信自己，因為這世上不會有
過不去的關口，而捱過痛苦最終蛻變
的美好，會讓你忘掉之前經歷的所有
磨難。

而社會還有像 Eva 這樣的社工、無私	
付出的義工導師及愛心僱主對迷失年
輕人加以指引，他們的用心和付出，也
讓我感到溫暖。

G.E.M. 是 Get	Everybody	Moving
的縮寫，她獨特的名字象徵著她希望
透過音樂讓大家動起來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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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青收起自己， 

與世隔絕的時期，有時就像蝴蝶結蛹，

只要走過這段黑暗期， 

就可以見到一個全新的自己！ 

不同的是，蝴蝶靠自己的翅膀 

就可以把蛹打開，隱青則可能 

需要有人扶一把。 

你的信任和支持， 

就是他們蛻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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