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直城市中的跨代社區

(7.10.2020)



內容大綱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及又一村會所的簡介
● 工作坊的回顧
● 共融設計方案
● 展望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簡介

● 成立於1920年
● 世界女青年會其中一員
● 120個國家
● 仰賴上帝的帥領，藉著婦女
充權及領導，本會竭盡所能
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使公
義、和平、人類健康及尊嚴
得以彰顯及承傳。



又一村會所簡介



G/F 幼兒學校

1/F 婦女服務

2/F 長者服務2/F SEN家庭及心理輔導服務

3-5/F 住宿服務

R/F 天台



我們希望...

● 解決雙老化問題 (人口老化、建築物結構老化)
● 建構跨代社區生活圈
● 致力推廣跨代領導 (Intergenerational leadership)
● 成為服務先驅 (service pioneer)
● 100週年 –未來由此起步 The future is NOW



工作坊的回顧



9月5日
工作坊啟迪

● Empathy Exercise 同理心練習
● Define 界定問題
● Ideate 意念發想
● Prototyping 原型製作



Empathy Exercise 同理心練習

Define 界定問題

透過同理心練習，我們了解到不同年齡
代表的生活習慣和興趣。同時，我們亦

在活動中嘗試了「跨代溝通」。

我們發現，互相分享技能和知識是一種打
破跨代隔膜，讓大家平等地互動的方法。
不同年齡層的人亦能藉此自我增值。



共同興趣

平等參與、共同目標

以空間設計
及軟件解決





Ideate 意念發想

活動方針:
揉合老中青各自擅長/

感興趣的事物

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分
享、學習的機會

透過隔代活動學習溝通
技巧

空間設計:
便於群體溝通

安全、靈活、寬闊



我們如何…

● 為…多元文化跨齡人士設計一個… 促進共同理
想，安全共享生活的空間來…實踐跨代互動
溝通，平等參與及人才建設?



持份者

• 長者
• 小朋友；特殊學習需要(SEN) 學生
• 婦女
• 青年義工
• 住客
 國際女青年會的實習生



跨代及跨文化溝通的困難

• 話題
• 語言
• 沒有意欲 (沒有耐性，不平等) ……



跨代及跨文化溝通的機遇

• 新技能和知識
 語言
 話題
 意欲：認識香港，學習新事物
 意欲：平等溝通 (每人識少少) 





目的 設計構思(硬件設施) 設計構思(軟件服務)

Ｇ/
Ｆ

•Make use of 
atrium and car 
park space 
beyond 
currently active 
hours

•Camping 設備 (如: 電源) •Open the car park 
area for camping cars
•Atrium used as 
camping social space

1/F •具流動性及彈性
活動空間
•以社交及團體活
動為主
•較為動態
•噪音遠離樓上住
客

•文化場, 歷史故事場
•Exhibition space (e.g. 展
架)
•房間彈性設計
•直播設備
•表演台
•YWCA Safe Space

•太極
•Dance
•Social worker at 
YWCA Safe Space 
(therapy or 
conversation 
facilitation?)

2/F •Roof garden as 
highlight social 
space
•享受靜態的跨代
活動
•聚會+傾計

•靜態為主

•Planting equipment on 
roof garden
•Rearranging the layout 
of the roof garden to fit 
seating / picnic tables
•Picnic style seating with 
umbrella for shading
•太陽能種植/監控工具

•拍片剪片/直播工具

•Chill place – 豆袋 sofa, 
cozy 室內設計, 睇書

•隨時可上天台種植+一
星期一次聚會交流經驗+
檢討+傾計

•Meditation class
•Chit-chat / emotional 
sharing facilitation
•拍片剪片class

3 –
5 
/F

•Coffee x 
Laundry
•等待洗衫時有咖
啡機及休息/互動
空間可跟其他住
客交流

•咖啡機 and 休息空間
•Cozy and social layout 
and 設計
•利用laundry room對面的
大房作休息/互動空間
•Board games, 桌上足球
etc.

Ro
of

•利用天台
•樓梯位址加設輪
椅lift幫助行動不
便人士上天台

•樓梯位址輪椅lift
•太陽能panel
•Picnic style seating with 
umbrella for shading

•螢火晚會
•BBQ
•

特性 設計構思 目的
G/F • 空曠 • 露營車 • 另一種生活，學習溝通

• 動態(噪音遠離樓上住客) • 市集 • 展示學習成果，提升溝通意欲
1/F • 具流動性及彈性活動空間 • 牆身：文化及歷史故事牆 • 以性別意識，學習平等尊重

• 以社交及團體活動為主 • 工作室 (直播設備、創客,etc.) • 跨代活動，學習不同文化新技能
• 動態 (噪音遠離樓上住客) • 表演台 • 展示學習成果

2/F • Roof garden • 魚菜共生種植 • 種植+聚會交流
• 聚會+傾計 • 豆袋櫈，書，靜觀 • 跨代深度溝通
• 靜態 • 玩具 • 長者提供" 托兒" 服務

3 – 5 /F • 住宿房間 • 咖啡機&休息空間 • 休閒空間
• 桌上遊戲 • 跨代聚會交流

Roof • 利用天台
• 燒烤
• 咖啡角

• 跨代聚會交流

• 樓梯位置加設輪椅lift

設計構思



• 安全、全新露營體驗
• Staycation package 

結連中心活動
• 長者友善、家庭友善



展望



展望

● 透過< 跨LA Life> 打造跨代社區生活圈，推廣共融服務模式

建立平台，促進彼此溝通、互動和了解，強化社區關係 互相學習、
尊重的關係



展望

● 解決雙老化問題 -人口老化及樓宇結構老化

>30% >40年

社區因雙老化問
題不再宜居?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7)



展望

● 解決雙老化問題 -人口老化及樓宇結構老化

藉跨代平台活化社區



THANK YOU  !  謝 謝 !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婦女事工部》
《3443 1600》
《wad@yw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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