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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宗旨
青年發展基金於一九九九年成立，目的是本著「每個青少年皆有領袖素質」
的信念，希望透過媒介及人際工作，培訓、考察、研究及交流等計劃，向全
球華人青年推廣全人教育的理念。本基金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非牟利慈善
團體，所籌得款項將全數支持突破*及夥伴機構發展本地、國內及全球的青少
年工作，將突破機構三十多年來服務青少年的工作經驗，匯聚更多資源及力
量，進一步開拓青少年成長的空間。

*	 突破機構成立於一九七三年，是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青少年機構，藉不同媒體及人際接觸，啟發香港年輕的一代反省
及探索生命，引導他們認識自我，實現理想，彼此激勵，關心社會，建立及活出正向價值，實踐愛與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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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策進委員會主席、會長報告

整理·再出發

青年發展基金在過去一年，於北京、上海、四川、香港的各項研究及培訓工作均進展順利，現
在正是「總結」、「整理」、「調整」、「再出發」之階段。

青年發展基金在北京與多間大學合作的「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經歷過去不同的探索、
實踐，取得很多相當值得參考的資料、經驗，有關成果將結集，以論文、叢書、政策建議等形
式發佈外，同人正籌劃舉辦政策研討會，向有關當局合作的大學、民工子弟學校、商界夥伴介
紹，並商討下一階段的研究及培訓工作的規劃及推行方案。

在上海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的青年工作者培訓及中學「抗逆力」研究及培訓工作，亦處於整理
理念、經驗階段。青年發展基金正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生命教育」叢書，透過
展示過往的工作成果以分享有關經驗。另外，另一系列的青少年工作者培訓工作亦已開展，由
過去接受過青年發展基金培育的當地培訓者主力承擔，向事工當地語系化邁進一大步。

四川「5.12大地震」已經三年，青年發展基金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合作的「四川災後心理康復
培訓及服務計劃」已告一段落，取得相當成果。青年發展基金已經向有關當局提交政策建議，
並將培訓及研究結果整理成書，向各界分享經驗。另外，如何落實「全人健康社區」及「全人
健康校園」的本地模式，是現階段項目的主要工作重點。

今年的「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以「W.I.S.E.」（「有生命的卓越」）為主題，與會的本
港、國內、及海外同工、義工、青少年、及青年工作者均有深刻的體驗及反省；爾後並有多項
跟進活動。營會隊工現正整理這次的培訓經驗，期望繼續深化未來的培訓營及跟進工作。

青年發展基金得到本港、國內及海外的夥伴全力支持，以致各項艱鉅的研究及培訓計劃得以進
行並取得一定的成果；青年發展基金同人只有衷心感恩，深刻反省、再裝備、再出發──持續
培訓青年工作者及青年僕人領袖的目標。

	 信託人－青年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策進委員會主席：

會長：

張國偉

蘇紀英

蔡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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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及工作焦點

聚焦「生命教育」
蔡元雲　青年發展基金會長

美國哈佛大學資深教授引發全球討論：教育如何在追求卓越中，不忘生命的培育（《Excellence	
Without	Soul》）；國內全面推行「生命教育」──強調要珍惜生命及培育新一代的生命素質。
香港一群資深學者及教育工作者成立「全人生命教育學會」進深研究及培育生命教育專業工
作者。

青年發展基金的工作焦點乃是培育青年工作者及青年僕人領袖，培育的內涵將會聚焦「生命
教育」。

生命工程
生命的培育是一項長線的跨專業、跨文化、跨年代「生命影響生命」工程。國內的研究及培訓
事工在各地有不同的對象：北京的外來工子弟及各界的青年工作者，上海的大學及中學青年工
作者，四川的地震後社區及校園。未來的策略是將研究及培訓內容聚焦在「生命教育」，將國
內青年工作者在這方面進深裝備，並且加強研發及出版生命教育叢書。

在香港舉辦的「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亦是以「生命的卓越」為主題，培育本港、國內及
海外的青年僕人領袖及青年工作者。這個項目亦會持續與國內及海外的生命工程結合。

文化更新
進行文化更新，不能忽視媒體對文化的影響。青年發展基金亦將與國內的大學合作，透過出
版、影音、及數碼媒體進行生命教育，並且達到文化更新的目標。「生命工程」與「文化更
新」是不容分割的，未來的焦點課題將會是生命教育。青年工作者不單是局限於教育、心理及
社工這些專業之內，更需要更多媒界專業人士加入青年工作的行列；在國內我們亦將逐步開拓
文化更新的事工。

國際視野
全球的青少年都透過「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建立他們的社交網絡；這些網絡主要是數碼
化的接觸──看似「全球化」（global），同時是在「部落化」（tribal）；他們將生活圈縮窄
到他們網上接觸的小群體。青年發展基金正籌劃另一個「青年全球發展基金」（Endowment	 for	
Youth	Global	Development），盼望成為一個跨代、跨地域、跨文化的平台，進入一些發展中國
家的現場，及不同文化的城市，開拓青年工作者及青少年的國際視野，並在不同文化處境中進
行生命及文化交流，仍然是聚焦生命教育。

張國偉

蘇紀英

蔡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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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青年發展基金的資源有限，但是我們深信建立「策略夥伴」的力量。未來將會在本港、國內、
及海外建立更多同樣理念的策略夥伴，聚焦生命教育，培訓青年工作者，在青少年中間推動生
命工程及文化更新事工。這些夥伴包括青年工作機構、大學、中學、民工子弟學校、媒體機
構、商界的合作夥伴、及各地政府的相關政策部門。這些策略夥伴將會匯聚更多資源，讓我們
建立一個全球化的青年工作者群體，及青少年僕人領袖群體。

小結
當全球在金融海嘯、反恐戰爭、「亞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及領導層交替這個轉折期
中；新一代的生命教育及文化更新顯得更加重要。青年發展基金的工作重點仍是「培育培訓
者」（Train	the	Trainers），我們自知力量有限，依然願意將事工更聚焦，更加深化我們的研究
及培訓事工，最終能建立更多的青年僕人領袖，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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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回顧及展望

	 四川災後心理康復事工

事工目標
◆  幫助「5.12四川地震」的災民處理惶恐、憂慮及哀痛的情緒，重建心靈，健康地迎

接新生活。

◆  在災區建立人材培訓系統，訓練四川的康復專業人員一起服侍災民。

◆  在重建的社區中建立專業的心理康復模式，讓災民在身、心、社、靈的康復達至真
正的「全人健康」。

事工概覽

四川災後心理
康復事工

四川災後心理康復
培訓及服務計劃

為當地志願者提供心理康復
相關的培訓；並組織他們在
五個示範點以個案面談、家
訪、康復小組、社區護理等
支援災民；並在災區推行心
理健康教育。

北川中學災後全人
健康發展項目

為北川中學老師及學生提供
心理康復服務，如個別輔
導、成長小組、歷奇輔導
等；以建立全面的校園康復
模式，供其他學校參考。

全人健康治療
推廣計劃

接駁香港醫護人員，為都江
堰玉堂鎮衛生院提供專業培
訓、督導及交流，並協助推
廣社區衛生服務，為災區建
立無牆醫院的概念及運作模
範。

四川災後週轉房
修建計劃

為當地工作點的學校教師及
衛生院醫護人員提供基本的
住宿空間，讓這群助人者的
基本需要能得到滿足。受助
機構包括：什邡市紅白小
學、北川擂鼓鎮小學及什邡
衛生院。

四川災後康復支援
網絡計劃

利用思科網真視像會議系
統，為川港康復治療提供先
進的網路和通訊技術，跨越
地域界限，提供督導服務、
專業培訓、及跟進支援等服
務，增加康復工作的成效。

合作伙伴
‧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合作伙伴
‧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合作伙伴
‧　四川省衛生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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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

2010年7月、9月
開辦兒童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成都)

2010年8月、10月
出版社區心理康復專刊：第六期及

第七期	

2010年11月、12月、11年3月
舉辦《全人健康》心理健康教育活

動系列活動(都江堰市玉堂鎮、北川

縣擂鼓鎮)
2010年12月至11年5月
開辦全人健康發展課程(北川中學)

2011年3月
安排華西醫院醫生、此項目的四川

同工及核心志願者到香港進行心理

復康工作培訓及考察 

2011年6月
舉行川港兩地青年交流創路畢業營

(北川中學)

2010年7月
舉行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結業生活營

(什邡市紅白鎮)	

2010年10月、12月
舉辦哀傷輔導與關顧培訓(成都)

2011年5月
透過「川港網真會議平台」進行社

區護理病案督導培訓

2010年7月、12月、11年3月
透過「川港網真會議平台」舉行災

區心理諮詢個案督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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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提供專業服務　共建健康社區
在過去一年，災區有很大的改變，有些地方再找不到地震的痕跡。就居住環境而言，從板房到
永久房，從簡單的公眾無門廁所，到板房拆卸時一個無私隱的大空地廁所，再到現在新居內的
沖廁了。從民生的改變，到人的心靈亦起了很大的變化。青年發展基金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合
作的「四川災後心理康復培訓及服務計劃」自2009年4月正式開展後，分別在五個災區設立康復
服務示範點。心理諮詢師、社會工作者及醫護人員以全職或兼職的形式，或是長駐、或是每週
或隔週到示範點與災民共同渡過重建的日子，包括在示範點的健康中心、衛生院或學校提供專
業的心理輔導服務、精神健康治療、康復小組、社區護理、身心健康教育小組或講座等，至本
年度底已有超過2.4萬人次透過這個計劃接受不同形式的康復服務。

2010-2011年度，我們於開拓社區健康服務方面
有很大的發展，包括多次大型健康宣傳活動：
高血壓日、愛滋病日、結核及慢阻肺日等，活
動模式及效果得到當地衛生局、疾控中心及鎮
政府的肯定。為促進慢病病人的自我管理，我
們更於2011年6月在都江堰玉堂鎮開展了高血
壓病人俱樂部。

培訓當地人材　長遠支援災民
由於災區的學校、醫院、房屋、社區、等重建工程加快完成，原定3年的計劃縮短至2年完成，
隨著災民陸續遷入重建的社區，心理康復的需要也進入另一階段，我們將原來的災區過渡服務
延伸至重建的社區服務模式，並集中協助四川人民建立植根於當地的復康服務及建立復康專業
人員群體，以至災民得到長遠的幫助。故此，「四川災後心理康復培訓及服務計劃」延期至
2012年9月，目標是將青年發展基金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合作建立的災後心理康復服務模式在重
建後的社區落實當地語系化發展。

至本年度底已有超過2千多人次接受不同形式的培訓，包括針對災後的哀傷輔導、抗逆力課程，
以及為建立當地培訓師的師資培訓課程，培訓團隊包括資深的心理輔導督導、社工督導、醫護
培訓專家。培訓團隊更會每2至3個月到災區進行現場督導、接見高危個案、進行小組或團體活
動，務求受訓者在經驗中學習，以及親身體驗災民在活動中的改變。
 

扶助青年抗逆　培育堅韌生命
透過標準心理測試問卷，我們發現在受災嚴重的學校，約有六成學生在「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
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的問卷得分超越臨床指標的分數。這些學生的表
面症狀並不明顯，卻都有行為問題，例如無心向學、不守秩序、表現內向，必需透過有系統的
評估才能辨識及瞭解他們的需要。因此，青年發展基金自2010年7月起，透過直接管理派駐北川
中學的工作團隊，建立結合本土文化的全人健康發展課程及服務模式。

於北川縣擂鼓鎮舉行「老年人健康茶話
會」，凝聚居民關注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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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校內開展興趣小組，包括歷奇教育、創意藝術
培訓和音樂創作，再加上透過與香港青年人進行創路
及文化交流的活動，加強兩地青年人在升學就業方面
的積極性，擴闊他們的文化領域。學生在成長抗逆課
程的訓練中發揮創意和潛能，學習與人相處之道，並
透過不同的興趣發展，讓學生更全面認識自我，用藝
術方式表達內在堅韌的生命力；透過香港音樂導師指
導學生創作歌曲及灌錄唱片，表達在逆境災難中的成
長體會、對去世親人的思念和感恩之情。

改善支援系統　鞏固服務基礎
多個團體透過「思科網真視像會議系統」成功推動
川港兩地持續交流，繼續為當地社區、衛生院及學
校提供適切的服務及培訓，過程中雖然有技術問題
的困難，項目仍然積極邁向建立持續復康服務基礎
的目標。

另外，超過40多個什邡市紅白鎮衛生院的醫護人員家
庭，及紅白小學的教師家庭已於2010年12月起，分批
遷入青年發展基金撥款資助購置的週轉房；讓他們在
安穩生活的基礎下，為重建後的紅白鎮作出積極的貢
獻。同時，為北川擂鼓鎮中心小學籌建的週轉房亦進
展順利，預計約有60個教師家庭將會在2011年終前遷
入，在新一年開展新生活！

服務統計

項目類別 對象 舉辦次數 接觸人次

災區康復服務

北川縣擂鼓鎮、什邡市紅白鎮、汶川縣映

秀鎮、都江堰玉堂鎮、北川中學、綿竹市

西南鎮等地的災民

169 10,658人次

培訓

四川災後心理康復工作人員、志願者、駐

學校工作團隊、老師、社工學生、青年人

工作者、醫護人員、心理諮詢師、鄉村醫

生等

29 591人次

心理健康教育活動

都江堰玉堂鎮及附近的鄉鎮、北川縣擂鼓

社區及彭州通濟鎮新黃村社區、什邡市紅

白鎮紅白小學

4 915人次

為地震中喪親的中學生定期舉行小組輔
導活動和個案諮詢。

來自香港的音樂導師教授北川學生樂
器技巧，並鼓勵他們以音樂創作表達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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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

鄧大姐的故事
聶曉　什邡市紅白鎮災區心理康復服務示範點工作人員

鄧大姐是我柿子坪育兒小組的成員。她已經是個39歲的女人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在5.12大地震
當中去世。我見到她的那一年，她家的新生兒宋慈剛剛滿月。那個時候，她自己都說，「宋慈
是她繼續生活下去的希望，家裡人平安比什麼都重要！」

2010年夏天，鄧大姐的丈夫自己駕車出了車禍，他自己嚴重受傷之外，他的親生大哥也死了。
鄧一家面臨巨大危機：一方面是龐大的醫療費用，另一方面，大嫂把所有的責難都歸咎在這個
家庭，索要巨額賠償。一時之間，鄧感到很絕望，經常以淚洗面。我每一次與她聊天都感受到
她內心的痛苦。

我很快把這件事情反映給我的什邡組團隊。大家商量之後，一致決定幫助鄧大姐一家，先穩定
她的情緒，第一要務是要解決她家面臨的各種實際問題。我聯繫不同的成員搜集資源：包括幫
助鄧的丈夫得知有關交通意外的法律法規；聯繫相關的慈善會，幫助鄧一家解燃眉之急。與此
同時，我們定期家訪，帶去小孩子成長需要的營養品，並瞭解她的心理狀況和想法，以便做出
危機干預。

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感受到來自團隊的力量，也很相信，鄧大姐一家也感覺到我們的支援，加
上他們自己的力量，我們可以一起走過這些艱難…

現在，鄧大姐丈夫的傷勢好多了，可以做簡單的工作維持生計，由奶奶照顧的宋慈也已經2歲
多，鄧也開始外出勞作補貼家用；家裡的日子逐漸恢復正常。

再次見到鄧大姐的時候，她坐在我的旁邊回想那段日子，她說自己讀書不多，不曉得怎麼表
達，但最感謝的就是有我們的陪伴：「不論是金錢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總之就是很感謝
你們！」		

筆者(右上)在什邡帶領育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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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回顧及展望

	 北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

事工目標
◆  藉干預行動，提升外來工子女的生命力、生存能力及生產能力，從而改善他們的升

學和職業機會。

◆  透過研究，累積科學證據，以開發可持續並能切實改善外來工子女就業機會的脫貧
方案，提交中央單位作參考之用，以達至更長遠及廣泛的影響，減少及預防跨代貧
窮問題。

事工概覽

北京督導委員會
成員包括以下機構的代表：
‧　北京大學
‧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
‧　青年發展基金
‧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蒲公英
　　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
‧　北京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　國務院扶貧辦

北京外來工子女
健康發展項目

成長嚮導計劃

為外來工子女配對(大學生)成
長嚮導，藉個人約見、小組
及大型活動，來關顧及陪伴
同行，促進健康發展。

城市之蝠—	
創路成長計劃

透過課堂活動及營會，提升
外來工子女的抗逆力及身分
感，並引導他們進行初三畢
業後的升學就業規劃。

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計劃

配合「城市之蝠-創路成長」
課程，培訓北京的志願者、
教師、青年導師和服務青少
年的機構員工等。

資產建立計劃
協助外來工家庭為子女高中
教育經費進行儲蓄，並提供
配對資金的資助計劃；以研
究主導，試行兩個資助方
案：配對儲蓄計劃組及助學
金組。

合作伙伴
‧　香港理工大學
‧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蒲公英
　　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

合作伙伴
‧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
	 中心	(CCAP)
‧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	(REAP)
‧　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	
	 (CIEFR)

贊助伙伴
‧　莫慶堯慈善基金
‧　利豐集團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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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

2010年9月
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

講座2次

2010年9月- 2011年5月
展開成長嚮導計劃—		7次成長嚮導/

督導培訓

2010年10月-2011年5月
成長嚮導計劃—	21次1對1活動、

2次小組活動、2次大型活動

2010年底
資產建立計劃—	招募活動開始2010年12月至2012年11月

資產建立計劃—	配對儲蓄計劃、學

生儲蓄期

2011年5月
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	培訓營

（3天2夜）

2011年3月
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日營

2011年5-6月
家訪參與城市之蝠計劃的學生家庭

2011年4月
親子工作坊

2010年10-12月
抗逆課程—	啟動禮、學生日營

2010年10月
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日營

2011年3-5月
創路成長計劃—	學生日營、總結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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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這年度的干預活動保持了原來的服務計劃：「成長嚮導」、「城市之蝠-創路成長」和「知遇承
傳-青年導師培訓」計劃，並擴大參與人數；此外，還新加入了「資產建立計劃」。

成長嚮導計劃
計劃繼續由青年發展基金與香港理工大學、中
國青年政治學院合辦。青年發展基金提供全額
經費和監督計劃管理；香港理工大學則負責調
研和對成長嚮導進行培訓。計劃獲中國青年政
治學院、首都師範大學、首都經貿大學、中華
女子學院、中國勞動關係學院，這5所高校繼
續參與；每所高校分別與1所（勞關學院服務2
所學校）打工子弟學校的初一班學生進行一對
一配對服務。6所參與學校是：興華－小井、
華奧、黃莊、弘善、興華－三路居、樹仁。最
終，能夠完成整年計劃的學生、嚮導和督導分
別是173、178和	34名。

2011年3月，項目辦公室聯合北京天文館共同舉辦了「公益助力、圓夢星空」活動，400多名參
與計劃的學生、嚮導和督導免費參觀天文館，部分參與了「星星是我的好朋友」徵文比賽。最
終，4篇學生的文章被刊在《天文愛好者》雜誌，55名學生的文章被製成展板，在天文館進行
為期3個月的展覽。是次活動不但開闊學生的眼界、提升他們的自信，還向社會各界展現了外來
工子女的才華。參與計劃的成長嚮導和學生除了獲得彼此的友誼，還提升了人際關係和個人成
長，開拓了眼界和對自己有更多發現；督導的專業能力也得到加強。

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劃
此計劃以「經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模式設計，分為「生命成長」及「創路尋夢」兩
部份，分別以：一)提高學生抗逆能力，加強身分感、效能感、樂觀感與歸屬感；二)幫助學生
發掘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瞭解初中畢業後的不同出路，鼓勵學生為自己升學和就業尋找合適的
出路和制定行動計劃為目標。本年度參與的學校共5所：興華－小井、興華－三路居、華奧、黃
莊、樹仁各有一班初二學生參加，蒲公英學校則有一班初一學生參與；共218名學生，40多名志
願者培訓師。

上學期進行的是「生命成長」課程，我們為學生舉行了3次大型活動（日營）和6次（每次約1.5
小時）由培訓師和志願者到學校的課程。下學期進行的「創路尋夢」課程，則有2次日營，5次
到校課程。最終完成整年計劃的學生有209名。在一年的相處中，同學之間、志願者和學生之間
建立了美好的互信關係；一起追求「生命共成長、逆風齊飛翔」，學生面對畢業後的前路顯得
更有信心和積極。評估結果顯示全程參與計劃的學生在身分感、歸屬感、效能感和樂觀感方面
都有明顯的提升。

學生都很投入各樣體驗式活動，並從中
認識到自己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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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 
此計劃的目標是為了培訓志願者參與「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劃，以及凝聚和培育北京的青
年工作者；推動機構和個人，以專業和配合時代的方式培育青少年人。內容不單包括知識和技
巧，如：活動設計、解說、帶領活動和小組技巧等；更關注受訓者的生命培育、價值觀和品格
的建立；除了講座，還以「經驗式學習法」進行大型培訓，透過小組督導，觀察他們的成長並
及時提供回饋、指導和輔導。計劃由青年發展基金單獨主辦，提供全額經費和管理計劃，並負
責所有學生和志願者活動的設計和培訓。

這年度曾參與培訓的有94位，完成整年培訓
和參與服務的有43位；還有約10位來自蘭
州、山東和溫州的青年工作者參加了2011年
5月在北京舉行的訓練營會。有一些從上年度
參與的志願者已經可以進入導師的階段了，
繼承我們「與青少年同行、生命影響生命」
的理念，並將之傳遞出去。

資產建立計劃
此計劃以研究作為主導，透過兩個資助方案來研究及協助外來工家庭解決學生高中的教育經費；
研究成果可給將來有意投入類似計劃的私人基金或政府組織借鏡。目標是鼓勵外來工家庭在子女
初中畢業之前提早為日後的教育開支做好準備，並且培養家庭養成長期儲蓄的習慣，以致最終能
幫助外來工家庭脫貧。

承蒙莫慶堯慈善基金和利豐集團慈善基金提供助學金的經費。計劃由青年發展基金負責管理，提
高項目經費；並與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和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共同進行研究。
除了向參與城市之蝠計劃的學生家庭招募，還從50所打工子弟學校招募了約300個家庭參與計劃。

參與配對儲蓄計劃（MS組-	Matched	Savings）的家庭有195個；家長需要每月存款100元，為期2
年；如果家長儲蓄了2400元，便可得到4800元的配對資金，用作支付學生高中的學費或其他學校
費用。參與助學金計劃(VC	組-Voucher	Sponsor)的家庭有285個。這些家庭不需要儲蓄，兩年後，
可以得到4800元的助學金，用作支付學生高中的學費或其他學校費用。截止2011年6月，MS組有
66個家長退出計劃，VC組有11個退出。參與者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家長忙於工作，無暇到銀行開戶
和儲蓄。

只要給予鼓勵和提供平台，這些孩子就
能發揮無限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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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評估及出版
除了對「城市之蝠—	創路成長計劃」中的抗逆課程(RES)和創路課程(PAF)進行評估之外，我們
也進行了其他領域的研究。為了更瞭解外來工子女去向，我們開展了一項學生流失研究，調查
學生的輟學率、轉學率以及他們選擇離開北京返回家鄉的時機。我們的研究對象是黃莊學校和
華奧學校初一至初三的學生。資料收集時間為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同時，在2010年春季
我們亦開始了回流學生追蹤研究，跟蹤從北京返回河北老家讀書的學生。我們在河北省走訪了
包括尚義、赤城、張北在內的一些鄉村和城鎮，對超過20間學校的50多名學生進行了實地觀察
訪問。之後，我們撰寫了一份總結學生從北京返鄉就讀初中的各項困難的報告。此報告同時列
出可以輔助學生順利適應老家課程並升入高中的關鍵因素。	

資產建立計劃分為服務組和研究組。在研究組中，我們於家長招募的過程收集詳細的資料。資
料顯示招募困難主要基於缺乏社會信任，以及缺乏有效的金融基礎設施（比如便捷的銀行存儲
系統），我們依此完成了兩項報告。

我們也與社科院和多倫多大學開始了「居住社區對農民工子弟發展的社會影響」的研究。現已
選取了具體的研究地方，而研究方法和調查問卷正在設計中。然而，因為社科院在研究專案審
批上的一些行政程序，資料收集要推遲到2012年開展。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一些研究員也將參
與此項研究。

在出版方面，我們將會為2012年召開的政策會
議撰寫一本書，介紹我們過去三年的項目及其
成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老師正在撰寫一本
記錄上海外來工學生情況的書。兩份關於抗逆
力和家庭社會資本的論文已經提交香港中文大
學，其中一篇將被發表。礙於其他工作的優先
性，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撰寫的研究非認
知性技能與學業表現關係的論文，以及與新加
坡國立大學合作的探討作為社會發展一部分的
外來工教育的論文將暫緩提交。

充滿活力和熱誠的志願者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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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導師培訓

項目類別 內容 舉辦次數 接觸人次

成長嚮導計劃

督導培訓

嚮導培訓

高校培訓

3

3

16

44
381
534

知、遇、承、傳—	
青年導師培訓計劃

講座

營會

2

3
143
164

青少年活動

項目類別 內容 舉辦次數 接觸人次

成長嚮導計劃
大型活動—	參觀天文館，體驗球幕電影

高校舉行的大型活動

1

14

420

1022

城市之蝠—	創路成長計劃
啟動禮

學生日營

總結禮

1

3

1

204
634
205

城市之蝠—	創路成長計劃
「生命成長」課程

「創路尋夢」課程

9

7
2133
1591

其他

城市之蝠—	創路成長計劃 家長工作坊 10 200

	資產建立計劃 家長招募活動 53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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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和義工心聲

我最想和嚮導說的話
楊航　弘善學校

時間過得真快呀！從去年第一次見姐姐，開始成長嚮導項目以來，不知不覺地，我們已經互相
陪伴著體驗了2010年的秋冬和2011年的春夏。在這跨越的兩年中，我和姐姐之間，由陌生變為
信賴，而現在聽說項目即將結束，忽然之間覺得有好多話想對姐姐說。

開始的時候姐姐對我什麼都不瞭解，但我能感覺到她很想進入我的生活。她會問我很多的問
題，包括學習、生活方方面面。雖然我不知道姐姐以後要做什麼工作，只是能感覺到她對自己
夢想的拼搏，並不時詢問我的夢想，當知道我想當一名遊戲設計師，她就鼓勵我要努力學習，
永不放棄。我想我也可以像她那樣為自己的夢想堅持到最後。

未來的很多年，也許我都不能再見到姐姐了，可我還是很感謝她近一年來對我的陪伴和支持，
我想對我的姐姐說：我會堅持我的理想，請姐姐放心，也祝願姐姐可以夢想成真。

嚮導連線
田麗君　中華女子學院

項目接近尾聲，一席訪談之後，與小航合影留念，這也許是我們的最後一張留念。說不清彼此
的感受，欣喜，還是傷感？小航看起來多了幾分男孩子的帥氣和高大。不知道這一年來的陪伴
會給他的成長有什麼樣的影響，但是對我來說，卻值得深思與懷念。

祝願小航在未來的日子裡可以堅持自己的夢想！

楊航和嚮導姐姐田麗君在學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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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回顧及展望

	 上海項目

事工目標

◆  支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及培訓中心」(以下簡稱「研
培中心」)，提供青年工作者培訓，並服務上海的青少年。

工作報告

「上海學校抗逆文化」行動研究專案
以本色化「成長的天空」青少年抗逆文化教育課程為主軸，為期兩年的行動研究專案已進入完
成階段，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將於2011年11月出版以專案報告及教材形式的培訓手冊，詳細展
現校園抗逆文化的理念、課程內容及實際成效。與此同時，本年度亦開展於上海金陵中學進行
「UAP校本化研究」。

「卓越青少年工作者培訓」(TEAM)
TEAM是一個由「研培中心」主辦，為期兩年的青少年工作者培訓計劃。目的是深化過去7年積
累的青少年工作者培訓的經驗，透過工作坊和講座進一步推展到更多青少年工作者中，並建立
新的專業志願者梯隊。「研培中心」邀請骨幹講師針對此課程設計進行了多次會談，以期使培
訓內容能不斷完善。

培訓師於金陵中學進行UAP活
動。

參與「TEAM」的學員於「會心之旅」
中體驗團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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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11月開始招募工作以來，有80多名志願者表示有意願參加，其中大部分來自上海的
中小學和一線的青少年工作機構。「研培中心」於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期間進行了甄選工
作，旨在促進雙方的瞭解、選拔出有青少年服務熱情與使命感、有一定的心理輔導理論基礎和
實踐經驗的青少年工作者。最後共取錄了35名培訓學員，並於2011年3月19日正式開始培訓。

公開講座及活動
本年度，「研培中心」舉辦了4場「花季同行」青少年工作者公益講座，參加者包括136名中小
學心理老師、教育機構人員。並且策劃了4場「和孩子在一起」家長公益講座，參與者反應
良好。

出版：「生命教育」系列書籍
為了配合「突破」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生命教育」叢書，在2011年3月至5
月，「研培中心」和上海「愛的教育」一同舉辦「夢，讓生命更美好」心意卡比賽，並由「研
培中心」負責學生講座及調查研究，題目為「上海市青少年夢想現狀調查報告」，內容涉及：
青少年是否擁有自己的夢想、夢想是什麼？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阻礙他們實現夢想的原因以
及遇到困難時，青少年願意為夢想付出努力麼？

許多學生來參觀「夢，讓生命更美好」
心意卡設計比賽展覽活動。

志願團隊在講座中透過角色扮演讓家長
們了解孩子的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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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培訓
如：成長小組、講座、

工作坊、本地服務

外展旅程 Outward Journey
‧　三地青年合作
‧　跨文化學習及服務體驗

再次參與LA，成為營會大使，
回饋其他青年人。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 LA Camp
‧　認識自我
‧　建立伙伴
‧　關懷社會

青年領袖培訓

 事工回顧及展望

	 青年領袖培訓

事工目標
◆  啟導青少年認識自我身分、建立美善素質並發揮個人潛能。

◆  持續培育青少年成為具國際視野、敢承擔使命的僕人領袖。

◆  建立本地的青年領袖群體，並與內地和海外的夥伴建立網絡。
　　

事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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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Leadership	Academy)由1996年至今已舉辦了十二屆；由每年匯聚海
外、內地、香港的華人領袖，密集式7天的多元綜合訓練營，到由2007年起隔年的領袖訓練計
劃。以2年為一完整的訓練週期，加入了內程(inward	 journey)、外程(outward	 journey)，並不同
的青年活動等。於2007年至2009年完成了第一屆的2年計劃，總結了成果和經驗，發現需要給
青年領袖們，更多的空間去實踐僕人領袖特質，所以於2009年至2011年這一屆，我們又嘗試了
更多的形式，務求更能塑造他們的生命，使他們成為更敢於承擔的人。

沉澱經歷‧刷新使命
2010年6月，一群青年領袖再到災後的四川北川中學，不但如去年一樣與同學透過戲劇、音樂、
手工等媒介交流，更在2010年9月，舉辦了大型分享會，傳遞他們在旅程中的觸動和學習，歷屆
的營友及其他青年朋友均踴躍參與，與會者約二百人。

分享會後，有更多的青年領袖再思自己的使命和感召，怎樣在學業上、工作上更清晰回應自己
的使命；在2010年12月，我們舉行了3天2夜的「歸回‧召命旅程」營會，藉著安靜、整理、反
思、分享、澄清深化各人對召命(vocation)的掌握，並嘗試共同尋找一些方向，以行動來實踐
召命。

香港和四川的青少年一同分享自己的夢
想，並以戲劇演繹出來。

青年領袖在生命迷宮裡尋找邁進召命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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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卓越‧深化生命
「Excellence	with	Soul」(生命的卓越)，是我
們2011年初訂定的訓練主題，我們不甘於年輕
一代的領袖，只著眼於外在能力的卓越，而缺
乏了心性和靈性的培育。所以，我們在這年度
的訓練裡，加入了聖經為基礎的專題討論，以
小組形式進行了八次聚會，學員們反應熱烈，
平均參與人數約50。這些小組同時會以實踐行
動為目標，進一步建立團隊和生命，如：其中
一隊在2011年6月到四川北川中學，參與第三屆
的服務項目，更深入當地年青人的家庭，立體
地認識四川文化和他們的處境，帶來很大的回
響、觸動和反思。此行也為來年度的北川同學
訪港之旅，奠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未來將由
這些青年領袖主力策動和籌劃旅程的內容，逐步
實踐生命的卓越。

實踐行動‧建構信念
這年度亦為第十三屆「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的籌備階段，正值中東苿莉花運動，大批歐
洲青年對國家的不滿進行示威和反抗；這令許多年青人更意識到他們有力量去改變世界和造福
世界；所以在籌備「LA2011」時，工作小組比以往更多思考如何與參加者探討一些現代的重要
議題，如：地產霸權和福利議案等。同時，我們透過邀請外界的青年講者和歷屆營友參與營會
籌備，務求與更多的青年群體結連，一同以承擔社會為念、透過實驗性的實踐，為未來成為更
具影響力的領袖作準備。

總結過去一年，事工上有不同的嘗試，也由理論學習，推進至更多本地和跨地域的實踐；並由
實踐累積經驗，再幫助青年領袖建構更切實的行動信念，使青年領袖們達至	「Excellence	with	
Soul	」。

項目類別 接觸人次

LAMP青年領袖培訓計劃10-11	
(如：四川分享會、聖經專題聚會等)

680人次

「歸回‧召命旅程」營會 360人次

「願望彩虹‧擁抱生命—	四川之旅2011」
70位參加者

(包括：香港53人、加拿大17人)

   

探訪四川學生的家，讓兩地的青年人彼
此走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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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心聲

在生命傷口中的祝福

何嘉雯　香港　LA2009參加者

在LA2009的組員分享中，我發現原來彼此的生命都有著大大小小的傷口，也希望被聆聽和欣
賞；亦感謝導師的耐心同行，讓我們在眼淚中看見恩典，有勇氣站起來繼續前行。
	
2011年，透過查經班和召命營，我與身邊同伴繼續尋
索自己的身分，認識自己更多，了解自己的生命如何
被祝福。同年，更因著參與「願望彩虹‧擁抱生命—	
四川之旅2011」，我親身到四川聆聽北川中學同學的
坦誠分享，他們縱然遇到不能控制的困難，但都有面
對和解難的勇氣，他們的生命鼓勵着我。我發現，這2
年在各樣活動中認識不同的面孔，都在分享他們真實
的掙扎。雖然大家有各自的缺憾和限制，但也可以因
著真誠的連繫與同行，彼此祝福。

愛的力量

 陳曉瑩　香港　LA2009參加者

我以往只是從新聞中聽到四川地震的消息，沒有經歷過地震的我，總覺得他們跟我的生活距離
很遠，就算有機會能到那裡，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幫到他們甚麼。

這次到四川，我看到在地震遺址，整所學校的學生在100秒內由活生生的生命變成塵土。那一
刻，我在想究竟生命是甚麼呢？在這無助的時空中，生命就是那麼脆弱，我們能倚靠甚麼呢？

不過，就是在北川中學裡，我看到了生命可以是多麼的
光芒耀眼。特別當我接觸到這些學生後，聽到他們的經
歷和對生命的價值觀，看到他們在這三年中是如何堅持
和努力去面對人生，走出黑暗的過去，令我不得不佩服
他們對生命的擇善固執。雖然我們相見只有幾天，但與
他們真誠的分享和同笑同哭的經歷，令我感受到愛使我
們連繫了。

即使我們活在不同的地方，也會記掛着大家，為彼此送
上祝福。這些充滿愛的回憶，成為我生命中遇到困境和
傷痛的時候，仍然堅持的力量。

筆者(右三)到四川學生的家探訪，建立了真摯
的友誼。

筆者(右一)和幾位來自香港及內地的LA09參加
者，一同到四川體驗和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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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回顧及展望

青年工作者培訓及網絡發展

事工目標
◆ 培訓更多具熱誠和技巧的青年工作者，讓更多青少年得益。

◆ 主動將本地的青少年工作經驗與內地及海外的工作者分享，建立彼此交流豐富的
平台。

◆ 與各地夥伴聯繫，開拓及鞏固的合作關係，建立國際性的青年導師網絡。

工作報告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 2011— 營會導師培訓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2011」(LA2011)	是來年度的重點青年培訓項目，在我們的培訓理念
中，「生命導師」的栽培與同行是其中一個關鍵。過去，我們均有舉辦不同類型的導師預備工
作坊，但仍欠缺具系統性的整全培訓；於本年度，在資深義工導師的支援下，終於舉行了一連
七節的課程，以培育「有心」(heart)「有力」(skills)的「生命導師」團隊，內容包括：青少年牧
養模式、小組帶領的理論及技巧指導、導師個人生命整理、實習督導等。共有13位導師參與培
訓，他們都十分積極投入，整裝待發迎接LA2011。

青年導師培訓

另一方面，LA2011的青年導師培訓部份亦在積極部署中，培訓梯隊的策略是以青年發展基金
內地項目的工作人員為首選，其次是核心志願者，以及友好伙伴機構的推薦人。參加者需要具
前線的青少年工作經驗並鼓勵有團隊成員一同參與，因我們期望培訓能帶來更長遠的影響，亦
有利於具持續性的跟進。於６月完成召募部份，預計將有48	位參加者參與。

由資深的青年工作者教授青少年牧養的
模式。

導師們透過活動整理自己的生命歷程，
並彼此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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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回顧及展望

籌款工作

猶記得上年青年發展基金的籌款工作，是用「只有感恩」作為總結，回顧2010年-2011年度的籌
款工作，惟有用「恩上加恩」來形容。	

隨著國內事工的繼續發展，青年發展基金除了需要更穩定的捐獻及贊助外，亦要拓展新的資源
面對支出的增幅。十分感謝同行者長期的慷慨捐獻，他們對事工的認同和支持成為了我們的推
動力。同時，今年北京、四川及香港贊助項目都新獲多個慈善基金會的贊助及認獻。他們不但
為項目帶來資金上的支持，不同的基金會更派代表到國內探訪青年，亦有些派員參與當中的活
動，這一切都表達了他們對我們工作的肯定。

今年青年發展基金在國內和香港分別動員了超過400和100名義工參與不同的事工。他們的參與
和投入不但協助事工的發展，更激勵著我們眾同工的服事。其中10位香港創意藝術導師及青年
人更多次自費到四川服務北川中學學生，他們的生命分享感動了當地的學生。

青年發展基金與突破機構於2011年3月5日於九龍塘創新中心舉行了《謊‧失世代	 	突破生命》
青年事工分享會，以明辨、行動、分嚐為分題，當中有多位機構年輕的同工及參與者分享我
們在香港和國內青年工作的方向和經驗，蔡醫生的分享激勵更多來賓參與建立青年人生命的工
作。場內更設有展覽，讓來賓可深入了解我們不同的事工。聚會出席的人數約250。整體氣氛熱
鬧，不少來賓與同工及青年人交流良好。

另外，感謝熱心支持者的贊助及協助，青年發展基金亦於2011年4月20日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分
享晚會，邀請到20多位嘉賓出席，了解我們在國內的工作和需要，多位來賓表達對工作的支
持。

面對大圍經濟不穩定，青年發展基金將以謙卑並加倍努力的態度來面對來年的籌款工作。同
時，我們亦深信國內事工的需要將得到我們同行者的認同及支持。

青年發展基金的支持者在「青年事工分
享會」中與同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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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人董事會及策進委員會成員

信託人— 青年發展有限公司

2011年董事會成員
1.	張國偉教授	 (主席)

2.	梁錦波博士	 (副主席)

3.	黃啟民先生	 (義務司庫)

4.	潘維信先生	 (義務秘書)

2011年策進委員會成員
1.	高主賜律師	 (主席)

2.	尹湛棠先生

3.	張蘇嘉惠女士	 (新任)

4.	梁仲恆先生

5.	莫華昇律師	 (新任)

6.	陳玉麟醫生	 (新任)

7.	黃子欣博士

8.	鄺張敏儀女士	 (新任)

9.	蘇權良先生	 (新任)

策進委員會必然成員
1.	董事會主席：張國偉教授

2.	基金會長：蔡元雲醫生

3.	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博士

4.	突破機構副總幹事：伍李秀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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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匯報

於2010/11年度，基金總收入為14,328,887港元；分佈於各項專款如下：

2010/11年度基金合共支出為15,563,179港元；各項目支出分析如下：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
＄9,009,591

外來工子女項目
＄3,325,843	

上海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研究培訓中心

＄980,000

其他	＄111,845

註1：	特定項目(包括政府資助項目、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贊助項目及四川周轉房)之收入按項目實際支出計算
註2：	一般運作捐款資助項目包括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計劃、國際青年導師培訓及網絡發展，並支付行政費用。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
導師培訓、網絡發展及其他項目	

＄1,360,000

項目支出分析

收入分佈

本年度不敷為1,234,292港元。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註	1)
$	7,053,079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	4,056,097

一般運作捐款(註	2)
$	3,107,866

行政費用	＄88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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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金 THE YOUTH FOUNDATION
全面收入與支出帳表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全年至2011年6月30日 FOR THE YEAR ENDED JUNE 30, 2011

本年度財務總結經由潘展聰會計師行審核

Annual	financial	results	had	been	audited	by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Philip	Poon	&	Partners	CPA	Limited".

	

	 2011	 2010	 	

	 $	 $	

收入	 INCOME	 	

奉獻	 					Donations	 2,414,055	 2,981,647

政府資助	 					Government	grants	 2,715,294	 2,730,558	

項目贊助	 					Project	sponsorship	 8,868,716	 7,246,732

利息收入	 					Interest	income		 14,995	 	5,476

匯差收益	 					Foreign	exchange	gain		 86,827	 	-	

其他收入	 					Miscellaneous	Income	 229,000	 43,103

總收入	 TOTAL	INCOME	 14,328,887	 13,007,516	

	 	

事工運作費用	 PROJECT	OPERATING	EXPENSES	 	 	

贊助	 					Sponsorship	granted		 6,430,588	 2,518,741

突破暫調員工薪津	 					Remuneration	for	secondees	 3,070,000	 2,850,000
	 					from	Breakthrough,	Ltd.

內地員工薪津	 					PRC	staff	remuneration	 1,324,376	 872,621

項目費用	 					Project	expenses	 3,833,325	 2,826,079

	 	 14,658,289	 	9,067,441

行政費用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管理費	 					Management	fee	 750,000	 700,000

其他行政費用	 					Othe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4,890	 107,786

	 	 904,890	 807,786

總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15,563,179	 9,875,227

全年(不敷)/盈餘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1,234,292)	 3,132,289

其他全面收入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	 -

	 	 	 	

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TOTAL	COMPREHENSIVE	 (1,234,292)	 3,132,289
	 	(EXPENSE)/INCOME	 	 	

	

全面(支出)/收入歸於:	 TOTAL	COMPREHENSIVE	 	 	
	 (EXPENSE)/INCOME	IS	ATTRIBUTED	TO:	 	 	

累積盈餘	 					Accumulated	Surplus	 971,966	 1,012,728

研究及培訓專款	 					Research	and	Training	Fund		 (980,000)	 (768,000)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Migrant	Youth	Fund	 730,254	 2,275,026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	 					Sichuan	PR	Fund	 (1,956,512)	 612,535

	 	 (1,234,292)	 3,13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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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金 THE YOUTH FOUNDATION
資產負債表(截至2011年6月30日)

BALANCE SHEET AT JUNE 30, 2011
	 	 	 	 	

	 	

	 2011	 2010	 	 	

	 $	 $	

	

非流動資產	 NON-CURRENT	ASSETS	 45,304	 26,657

	 	 	 	

流動資產	(註)	 CURRENT	ASSETS	(Note)	 17,934,220	 24,342,149

流動負債	 CURRENT	LIABILITIES	 7,648,234	 12,803,224	 	 	 	

流動資產淨值	 NET	CURRENT	ASSETS	 10,285,986	 11,538,925

資產淨值	 NET	ASSETS	 10,331,290	 11,565,582

	 	 	 	

累積盈餘	 					Accumulated	surplus	 3,463,872	 2,491,906

研究及培訓專款	 					Research	and	Training	Fund	 1,177,500	 2,157,500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Migrant	Youth	Fund	 5,377,456	 4,647,202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	 					Sichuan	PR	Fund		 312,462	 2,268,974

	 	 10,331,290	 11,565,582	

	 	 	 	 	 	 	

註：包括現金$11,807,943	(2010：$12,366,917)
Note:Include	cash	of	$11,807,943	(2010：$12,36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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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金大事年表

1999年1月
青年發展基金正式成立，並註冊成

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2003年9月
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正式簽訂

「校本心理諮詢培訓」計劃合作協

議，成立心理諮詢中心及推行心理

諮詢培訓

2007年12月
開展中國外來工項目，在上海及北

京兩地進行需求研究	

2009年10月
再次獲特區政府「支援四川地震災

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贊助推展

「四川災後復康支援網絡」計劃

2002年7月
開始贊助突破機構舉行的「國際華

人青年領袖訓練營」
2003年5月
在上海成立「青年發展

基金（上海）」辦公室

2004年7月
在上海舉行「國際華人

青年領袖訓練營2004」 2007年1月
資助「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成立「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	

2008年05月
進入四川，開展「災後心理復康培訓課程」

2008年3月
正式成立北京督導委員會，開展北

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

並設立北京項目辦公室

2010年4月
在北京舉行「外來工子女健康發

展」項目第一期服務總結禮及「資

產建立」計劃發佈會。	

2008年12月
獲特區政府「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

作信託基金」贊助推展「四川災後心理

康復培訓及服務」計劃，並設立四川項

目辦公室



青年發展基金

電話：	(852)2645-3327
傳真：	(852)2632-0188
網址：	www.yf.org.hk
電郵：	enquiry@yf.org.hk
地址：香港九龍吳淞街	191	號突破中心	3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