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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青年發 展基金 於 1999 年成 立，秉 持「每名青少年皆有領袖 素 質」的 信念， 
以「媒體」和「人際」事工為主軸，透過培訓、研究、交流等計劃，主力向國內青
少年及青年工作者推廣「生命教育」。「基金」屬香港特區政府註冊非牟利慈善 
團體，旨在於突破機構 * 40 年來服務青少年的經驗基礎上，匯聚更多資源及 
力量，為青少年開拓更寬廣的成長空間。

* 突破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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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青年發展基金透過「培育」、「研究」、「協作」三大策略推展有關工作。

• 「培育」：匯聚各地青少年工作專家，培育國內青年工作者， 提昇專業效能，
擴闊視野。

• 「研究」：透過行動研究專案，建立可操作、可持續及可推廣的青少年全人
成長培育範式，讓政府機構及其他公益組織參考應用。

• 「協作」：與國內大學、本地及海外機構、專家建立伙伴關係，合作進行研
究、培訓及出版等項目。



董事會主席、策進委員會主席及會長的話

過去一年，我們就北京、四川、上海三地的培訓工作、政
策行動研究及前線服務作出階段性整理和總結，並前瞻
青年發展基金未來的發展路向。

北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的政策行動研究計劃
已順利完成第一階段。我們將過往四年的項目成果，包
括與本地大學合作的成長嚮導計劃、培育志願者及外來
工子女生命成長的「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劃、為外
來工家庭提供經濟支援的資產建立計劃及培育青少年
工作者的「知、遇、承、傳」—青年導師培訓計劃，在與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合辦的「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社會融
入」學術研討會中分享，並將初步成果結集成《城市之
蝠—北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行動誌》，由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作為此階段的一個總結。

四川的 5.12 地震後心理康復培訓及服務亦暫告一段
落。我們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合作的培訓及在六個重災
區進行的全人健康社區服務都已完成，曾接受青年發展
基金培訓的精神科醫生、護理人員、心理咨詢師、社工、
青年工作者、老師及社區志願者合共超過 1,000 人，並
持續在各災區服務。我們與華西醫院合作將培訓及服務
成果整理成《蜀道三年 共歷風雨—災後社區心理康復
的探索和實踐》出版，並被四川省衛生廳納入未來政策
的藍本。我們與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合作的災後校
園集體心理康復模式計劃亦已完成，在北川中學師生心
理康復工作上取得成果。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華師大」）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與培訓中心的青少年工作者培訓及推動本地學校
推行抗逆力培訓的工作亦已完成，並出版了《抗逆力培

訓手冊》，華師大出版社同時啟動了一系列的「生命教
育」叢書出版計劃。此外，當地曾接受培訓的青年工作
者亦自發組成「樂誠欣勵教育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持
續推動培訓工作。

回顧充滿感恩，目前我們正值整理階段：將全國的青年
工作者培育的工作結合進行；將北京外來工子女的政策
行動研究項目更新，回應國內不停轉變的處境；將四川
的培訓工作朝向「全人健康社區」及「全人健康校園」
的概念進行重整及結合…未來一程需要繼續等候、策
劃、再踏上新里程。

衷心感激各位董事、策進委員會成員、同工、志願者和
合作夥伴的傾力合作，讓國內的培訓、政策行動研究、
青少年工作模式建立、研究及培訓成果的整理和出版等
事工能夠更集中、更有效地持續進行，為更多國內的青
少年工作培訓師、專業工作者和青少年帶來祝福。

 信託人—青年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梁錦波博士

 策進委員會主席：黃啟民先生

 青年發展基金會長：蔡元雲醫生

信託人、董事會及策進委員會

信託人 青年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

主席 梁錦波博士
副主席 盧錦華先生（任期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義務司庫 劉朝宗先生（任期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義務秘書 陳永佳先生（任期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策進委員會 2013

主席 黃啟民先生

成員 陳玉麟醫生

 張蘇嘉惠女士

 朱其崑先生

 鄺張敏儀女士（任期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莫李美瑜女士

 莫華昇律師（任期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蘇權良先生

 曾秀華女士

 黃子欣博士

必然成員 梁錦波博士（董事會主席）

 蔡元雲醫生（青年發展基金會長）

 梁永泰博士（突破機構總幹事）

 萬樂人女士（突破機機副總幹事）

* 註：因架構重組，於 2013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設立策進委員會，當中成員加入 

 董事會，互選新任主席、副主席、義務司庫及義務秘書，於同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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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在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北京 為外來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和空間

上海 培訓內地青年工作者，傳遞青少年全人培育使命

香港 建立青年人成為具遠象、敢承擔的僕人領袖群體

跨地區 策略性培育青年工作者和培訓師，在其領域推動青年工作

城市社區心理康復及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培訓 
 » 社區精神康復服務
 » 學校心理素質教育及早期干預 

青年領袖培育及全人健康發展
 » 北川中學健康校園計劃
 » W.I.S.E. 青年培育計劃

災後復康支援網絡計劃
（已於 2013 年 4 月完滿結束）

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
 »  成長嚮導計劃
 » 「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劃
 » 資產建立計劃
 » 「知、遇、承、傳」—青年導師培訓計劃

外來工子女與本地學生的融和項目
 » 人大附中「共創成長路」課程

行動研究及發展項目
 » 干預項目的效能評估
 » 知識提升計劃
 » 回流學生研究
 » 學術研討會及書籍出版

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與培訓中心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

青年工作者培育計劃• 擂鼓小學 150 名小四學生及機投 實 驗學校
540 名初一學生分別完成「成長的天空」及
「彩虹生命教育」心理健康課程。

• 玉林社區「希望之光會所」開幕半年已吸納了
27 名精神病康復者加入成為會員，向 1,066
人次提供訓練及服務。

• 於大學校園探訪 200 位北川中學畢業生，並
為其中 165 人提供培訓，匯聚及建立大專青
年領袖群體。

• 北川中學 800 名高三學生全程參與由畢業生
自主策劃的打氣晚會及畢業活動，其中 100
位接受高考心理輔導，舒緩升學壓力。

• 於北川中學招募 40 名健康大使，推動全人健康。

• 114 對外來工子女和大學生嚮導參加成長嚮導
計劃，每對進行了 12 次活動。

• 120 多名學生參加「城市之蝠」計劃，每名學
生接受了逾 60 小時的服務。

• 126 個參加資產建立計劃的家庭合共獲發放
近 260,000 人民幣助學金。

• 50 名「城市之蝠」志願者參與全年逾 100 小
時的培訓並出席 80% 以上的學生服務。

• 約 350 人出席「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社會融
入」學術研討會全天會議，另有 200 多人參加
下午的分組研討；來自海內、外的發言嘉賓多
達 40 位。

• 共 35 名青年工作者順利完成為期 2 年的卓越
青少年工作者培訓（TEAM）計劃。

• 舉辦工作坊及講座共 10 次，接觸青年工作者
或家長 501 人次。

• 舉辦社區體驗或探索活動共 8 次，共 135 人
次參加。

• 來自內地多個省市及北美的青少年工作者和培
訓師共 70 多人參加在北京舉辦的「遇上群體
中的我 • 你」青年工作者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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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現場 ． 同心同行】
進入學校，與外來工子女繼續同行，創路成長；並以行動政策研究為外

來工子女匯聚政府、教育界等力量，惠及更多青年人。

8/2012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尚麗外國語學校舉行蒲公英
中學「蒲出新天地」夏令營，學生、老師、志願者合共
280 人參加。

9/2012
展開第 4 期成長嚮導計劃和「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
劃、第 3 期資產建立計劃以及人大附中「共創成長路」
課程。

11/2012
11 月 16 日假北京博雅大酒店舉辦「新生代農民工家庭
的社會融入」學術研討會，逾 500 名來自高校、打工子
弟學校、志願機構的代表及 10 多家媒體代表出席，會
議獲得廣泛報導和關注。

12/2012
在 3 所學校舉行家長會，內容包括親子溝通、學生出路
選擇和資產建立計劃介紹，共 75 名家長出席。

3/2013
總結過往 3 年行動研究的《城市之蝠—北京外來工子女
健康發展項目行動誌》正式出版，於國內各大書店發售。

4/2013
於華奧學校展開知識提升計劃，將 150 節課程錄像及
500 個網站資料錄入平板電腦，分發予學生回家學習。 5/2013

同工曾育彪博士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華正中國教育研
究中心在 5 月 24 日合辦學術會議，發表有關外來工群
體教育狀況的演講並主持多個討論。

6/2013
出版第 1 期《家長報》，分享學生參與活動的情況及升
學資訊，與家長建立長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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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政策改變，我們在北京服務的外來工子女
群體亦面臨較以往不同的處境和抉擇。過往兩、
三年間，很多打工子弟學校相繼被關，在北京
升讀高中的機會亦因戶籍限制而變得渺茫，愈
來愈多外來工子女考慮回老家升學或就業。至
於留在北京的學生，則繼續為未來奮鬥，希望
在困境中仍能創路成長，自由飛翔。

青年發展基金研究團隊於 2009 年及 2012 年
的調查結果顯示，以往很多學生認為自己只能
在北京完成初中，但現在較多學生明白升讀職
業高中是他們現實中的唯一出路。在尋找工作
的過程中，學生們認為戶籍限制、教育程度和
工作經驗均對其就業機會起關鍵性的影響。綜
括而言，這群外來工子女均希望自己能獲得更
高的教育程度，以致日後能順利覓得理想工作。
我們因應社會的變化和學生們的需求，致力探
索新的服務模式，繼續與北京外來工子女同行。 經過 3 期的經驗，我們各項服務的內容和模式已非常

穩定。第 4 期除了沿用原有模式外，也有一些新的服務
和發展。本期參加全年服務計劃的打工子弟學校減至
3 所（樹仁、黃莊和弘善），另有 2 所學校（蒲公英和華
奧）期望通過夏令營的形式，讓更多師生參與。

同時，北京市內的打工子弟學校相繼被拆，預料未來會
有不少外來工子女轉入公立學校。因此，我們與人民大
學附屬中學（「人大附中」）合作設計心理健康課程，建
立校園抗逆文化，並藉此促進本地學生與外來學生共
融，希望這套課程日後可以推廣至其他公立學校。

提升生命力、生存力及生產力，在困境中飛翔

今年我們將成長嚮導計劃的師友同行精神從校園延伸
至社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和中華
女子學院動員該校的大學生擔任嚮導，一對一服務 3 所

打工子弟學校共 100 多位初一學生；而首都師範大學和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青院」）則選擇以社區為基地，
服務區內的中、小學生，中青院在社區推行的「學習夥
伴」專案更成功申請到政府的經費支持。

樹仁、黃莊和弘善 3 所學校共 120 多名初二學生則參加
了「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劃。通過 5 次日營和 12 次
到校課程，每名學生在本學年接受了逾 60 小時的服務，
在人際關係、自我認識和效能感方面均有進步，對初中
畢業後的路向亦有更實際的了解。我們並通過工作坊
和《家長報》把升學就業資訊傳達給家長們，讓他們可
與學生就前途作出更合適的選擇。另外，今期共有 50
多名志願者參與服務，接受超過 100 小時培訓並出席
80% 以上的學生活動，取得服務證書。

配 合其 他 學 校 的 意 向，我 們 在 2012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為蒲公英中學 210 名即將升讀初二的學生舉辦 

外來工子女干預服務
張彩蘭　地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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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期望自己能達到的教育程度
2009 ( 調查人數 =325)
2012 ( 調查人數 =149)

小學

初中

高中 / 職高

大專 / 高職

大學本科

本科以上  
( 碩士 / 博士 )

9.2%

37.5%
12.1%

14.5%
42.5%

22.5%
16.1%

16%
20.1%

0.3%
9.4%

0%

學生們認為尋找理想工作的主要困難
（每人最多可選 3 項）

2009 ( 調查人數 =328)
2012 ( 調查人數 =135)

39.3%
26.7%

49.1%
54.1%

60.7%
71.1%

16.5%
25.9%

24.1%
27.4%

戶籍限制

教育程度不高

經驗不足

面試技巧不足

缺乏就業資訊

考慮報考職校 / 技校的學生比例
2009 ( 調查人數 =254)
2012 ( 調查人數 =150)

一定不會 / 
應該不會

一半機會

應該會 / 
一定會

30.3%
24%

29.5%
40.7%

40.2%
35.3%

外來工子女群體 
處境的轉變



我們 

由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變成了 

相識相知的老朋友。

朱曉　項目統籌

「這是給您報銷的費用，請收好！」「呵呵，謝謝您們對
孩子的支持！」看著家長滿意的笑容，思緒再一次回到了
3 年前…

那時剛入職的我接手資產建立計劃，計劃初期的進展並
不順利，難懂的方言、各種質疑、千奇百怪的問題應有
盡有。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的解說有時只換來家長冷冰
冰的拒絕，讓我也曾經陷入消極的情緒和埋怨中，發現
原來想幫助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這並沒有打
擊到我，同工們的鼓勵和家人的支持讓我更積極、更有
衝勁。在總結初期的工作情況和認真反思後，我和同工
們除了單靠電話與家長聯絡外，更開始走進他們的社區
和家庭，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了解他們的需要並關注
學生的生命成長。久而久之，我對這些外來工家庭多了
一份理解和包容。漸漸地，我欣喜的發現：質疑聲少了，
諒解和感謝多了；冷漠少了，溫暖多了；我們由素未謀面
的陌生人變成了相識相知的老朋友。

3 年來，資產建立計劃讓數百名外來工子女曾以為遙不
可及的求學夢變成現實，我很高興能與他們一路同行。
深信未來他們會愈來愈好，他們的路會愈走愈寬。

「蒲出新天地」夏令營。除北京同工和 11 位校內老師外，
還有 50 名志願者和 9 位來自嘉里集團郭氏基金會的夥伴
全程參與，營會得到正面評價。通過這次嘗試，我們設計了
更容易操作的「城市之蝠」營會版，日後可在寒暑假期間進
行，讓更多學生以及國內、外的夥伴和志願者參加。

資產建立計劃同樣進入新的階段，第一批參與計劃的學
生已於 2012 年 9 月升讀高中。我們從 9 月份起聯繫各
個參與家庭，跟進學生的升學情況，並通知符合資格的
家庭領取助學金。本年度共向 126 個家庭發放接近 26 
萬人民幣作學費及宿費資助。雖然有接近三分之一學生
因輟學而退出計劃，但升讀高中的學生比例遠比沒有參
加計劃的高，初見成果，實在讓人鼓舞。

建立「贏得光彩，輸得瀟灑」文化，共創成長路

2012 年 8 月 6 日至 8 日，香港理工大學石丹理教授及
其團隊於突破青年村為人大附中的老師及青年發展基
金的培訓師共 30 多人提供「共創成長路」課程培訓。
經過協商，我們決定先在人大附中本部推行，選擇 4 班
初一學生參加課程及調研，其他分校則可以靈活使用教
材。我們在此感謝人大附中對我們的信任，邀請我們的
培訓師一起備課、觀課，並參與教材的討論和修改，更
喜出望外的是學校決定安排學生在來年升讀初二後繼
續參加「共創成長路」課程。

配合環境轉變，研發新模式

本年度的工作主要是總結過往幾年的經驗，調整服務模
式，提升其有效性和可持續性。而為配合環境的轉變，
我們嘗試研發新的模式，包括進入公立學校，透過心理
課程開發融入服務模式。面對新的挑戰和機遇，北京團
隊和志願者不僅在知識、技巧上得到提升，價值觀也得
到更新和啟發。此外，今年有 3 位剛畢業的志願者成功
申請到香港城市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碩士，希望他日畢業
回國後可以提供更專業的社會服務，繼續用心服務這城
市的青年人。

冰心分享回老家升學的困難。 朱曉（前排右一）家訪外來工家庭。

創路成長課程活動「畫出彩虹」。

學生在同學的喝采聲中走上「星光大道」。

蒙眼與開眼的學生互相
合作，「同心蓋大樓」。

志願者帶領學生進行尋職
啟示。

她的堅定 

把我們都震懾了。

黃莎莎　項目統籌

2012 年 8 月，張冰心首次參加「城市之蝠」活動，在青
年發展基金為她母校蒲公英中學舉辦的夏令營中擔任
志願者，其後繼續熱衷參加志願服務。她的參與和分享，
讓工作人員及其他志願者更加了解外來工群體的情況，
也讓我們見證她一步步的成長。

由於戶籍不在北京，冰心在 2011 年初中畢業後無法升
讀公立高中。校長為冰心和她的同學們聯繫了一所私立
高中，讓他們可以繼續在北京接受教育，等待「異地高
考」。然而，2012 年公佈的政策卻依然把他們拒於門
外。由於老家和北京的高中課程不接軌，回老家參加當
地高考並不現實，而且老家的學校也設定了一些門檻，
如必須具有 3 年當地學籍等。許多同學眼見升學無望，
紛紛離開校園；而留下來的學生，也因為沒有機會參加
高考而提不起興趣學習。冰心形容自己當時是「班上僅
有的還在聽老師講課的人，因為我不想放棄讀書。」自
2013 年 5 月起，冰心努力加強英語方面的學習，打算
參加托福考試，希望申請聯合世界書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的獎學金到外國升學。為了籌集學習經費，
冰心更在暑假開始了勤工儉學。

2013 年 7 月底，冰心到香港參加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
練營。營會初期，好些組員不理解她的情況，勸她不要
浪費時間打工賺錢，應該專心讀書。這些因為生活背景
差異而造成的誤解並沒有令冰心沮喪，她積極地向大家
解釋外來工子女的處境，澄清自己的人生計劃。冰心的
組長事後如此形容：「她的堅定把我們都震懾了。」

是的，沒有陰霾能夠遮擋這個女孩子生命的光彩，祝福
冰心和更多的孩子能夠如「城市之蝠」口號一樣：「生命
共成長，逆風齊飛翔。」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與樹仁學校的成長嚮導計劃大型活動。

大學生嚮導與學生一起觀
看兒童劇。

創路成長課程活動「成長
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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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界的嘉賓聆聽著我們的行動研究成果。

主講嘉賓謝若登教授發言。

主禮嘉賓和演講者合照。

黨領導（左起：倪邦文、李寶庫、賈維周、王義軍） 
參與研討。

我們一直就北京外來工子女的干預服務進行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先進行以實證為本的需求評估， 
了解服務對象後，才著手設計項目內容，以確保能真正
回應對象的需要，其後再配合嚴謹的後期評估工作， 
檢視項目成效並改進新一期的服務。

與此同時，我們相信要解決外來工家庭的貧窮問題，並
不能單靠民間努力，因此研究團隊繼續就不同題目發表
學術文章或出版書籍，並透過學術會議與外界分享外來
工子女的處境，期望能匯聚政府、教育機構、公益團體及
工商企業等各界力量，惠及更多青年人與外來工家庭。

提升外來工子女的社會資本

今年我們繼續進行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及人大附中
「共創成長路」課程的效能評估，絕大部分參加者都認
為課程對他們有幫助。客觀評估方面，我們發現有參與
課程的干預組學生與沒參與課程的對照組比較，其目標
設定、綜合健康狀態、雙重身份和公民意識等範疇上均
有明顯的進步，反映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生命素質及
身份感。人大附中「共創成長路」的效能評估亦顯示，干
預組學生的情緒控制能力、抗逆力、目標設定能力和選
擇能力遠比對照組學生提升得多。

豐富外來工子女的資訊資源

我們與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合作，在華奧
打工子弟學校展開知識提升計劃的先導計劃，將已翻譯
的課程錄像及網站資料錄入平板電腦，供 73 位學生帶
回家學習。初步研究結果顯示，有使用平板電腦的學生
數學科成績有顯著進步，反觀對照組學生則沒有。

匯聚「政、商、民」各界交流學術成果

為了讓更多關心外來工家庭的人士有一個互相交流的平
台，並發表我們過去幾年的行動研究報告，我們與中國
青年政治學院，連同 3 所協辦大學（中國科學院農業政
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香港
理工大學）及 4 所參與大學（首都師範大學、首都經濟
貿易大學、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中華女子學院）於 2012
年 11 月 16 日合辦「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社會融入」學
術研討會。大會很榮幸邀得民政部、教育部和團委等
官員出席並主持開幕式，並邀請到被《時代雜誌》評為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 100 人之一」的謝若登教授（Prof. 
Michael Sherraden）擔任主講嘉賓。青年發展基金會
長蔡元雲醫生、研究團隊及來自海內、外近 40 位學者
專家亦分別發表了文章或演講。當天約有 350 人出席全
天會議，另有 200 多人參與下午的分組研討；參加者包
括來自高校及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和其他志願團體代
表，為「政、商、民」共同服務外來工子女和流動人口等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交流機會。

此外，在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華正中國教育研究中心於
5 月 24 日合辦的學術會議上，我們亦發表了有關外來
工群體教育狀況的演講並主持多個相關討論。

出版書籍及發表學術論文

我們將過去 3 年的行動研究理念和成果結集成《城市之
蝠—北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行動誌》，於 2013 年
3 月出版，在內地書店及網上書店發售，希望與更多人分
享服務外來工子女的經驗。同工明皓博士有關外來工子
女教育狀況的著作亦已經完成，現正進行印刷。此外，

行動研究及發展
曾育彪　事工發展及研究總監

我們與香港理工大學顧靜華博士合作撰寫關於回流學
生研究的學術論文〈The Doubly Disadvantaged: How 
return migrant students fail to access and deploy 
capitals for academic success in rural schools〉已獲
學術期刊《Sociology》接納並將會刊登。

延伸現有服務，迎向新挑戰

基於政策改變，未來將會有更多打工子弟學校遭到關
閉，學生或需轉入普通公立學校，預計需要延伸現有服
務，為學校提供本地學生與外來學生的融和服務。另
外，我們亦希望擴展服務至職業培訓學校，為升讀職高
的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培訓，故來年將集中把研究目標及
需求評估放在職業培訓及融和服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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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苦難 ． 蛻變成長】
轉化苦難，重建生命的盼望和意義；透過培育精神康復專業人員和青

年領袖，建立使命群體，締造全人健康的社會和校園。

10/2012
10 月起在北川擂鼓小學展開為期 3 個月的「成長的天
空」課程，從中篩查受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困擾的
學生，在 2013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小組干預。

11/2012
在北川中學招募 40 名高一學生成為「健康大使」，培養
學生的抗逆力和僕人領袖素質，在校園推廣全人健康。

12/2012
12 月 9 日在成都溫江舉行「Dream on Fire 生命音樂
分享會」，北川中學畢業生群體向 450 名大學生分享 
生命故事，傳遞以愛和勇氣走出困境的力量。

1/2013
與四川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管理學院合作開
展「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及早期干預專案」，並於 1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行開幕式及第一次課程培訓，超過 100 名
老師及志願者出席。

4/2013
北川中學全人健康資源中心正式啟用；4 月 11 日至 13
日為 40 位「健康大使」及 10 位校內老師講解和示範
基本急救技巧。

6/2013
6 月 8 日至 12 日，65 位北川中學畢業生回到母校，為
學弟學妹籌辦「願望彩虹 ． 敢夢想飛—We Can Fly」
高三畢業晚會，承傳母校感恩與關懷的精神。

成都玉林社區的「希望之光會所」於 12 月 17 日正式 
開放，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職業康復訓練，並定期為會
員舉辦節慶或外遊活動 （圖為聖誕活動合照）。

10 月 4 日至 7 日，舉辦「心探索．新領袖」大專青年領
袖訓練營，連結北川中學畢業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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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工作就像今年在成都新生的 10 多隻熊貓寶寶
一樣—初生、多樣、珍貴，並具有四川特色。我們從摸
著石頭過河的災區工作，逐步走到成都市建立社區精神
康復模式，並在校園開展心理老師培訓和青少年心理健
康培育。

從災區走到城市，建立精神康復模式

進入城市，我們就像初生嬰兒般，一切重新開始，重新
學習。過去幾年，看到年輕的精神病患者在參加我們的
康復服務後慢慢恢復自信，我們亦開始探索社區精神康
復服務的模式。2012 年，在美國社區康復專家林就勝
教授的帶領下，我們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
合作，在成都市玉林社區建立心理康復站。

2013 年 2 月，我們得到香港瑪麗醫院「卓越之友會所」
主管邱鳳賢女士的指導，借鑒國際會所模式，在玉林社
區開設日間精神康復中心「希望之光會所」，提供職業
康復服務。會所設有餐飲部和行政部，讓會員透過穩定
的工作時間，接受職能訓練和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希
望能幫助他們重新投入社會。

進入城中校園，培育青少年心理健康

另外，在今日的中國，要讓社會健康發展，最需要的不是
大型的培訓，而是將已有的知識在真實場景中實踐出來。
因此，我們開始培訓四川本地的青年工作者和培訓師，在
成都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建立系統化的心理干預模式。

我們與四川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與管理學院
合作，以「成長的天空」教材，加入繪本和話劇等元素，
設計了一個結合大班教學與小組交流的課程，在 3 所

城市社區心理康復及學校心理健康
教育培訓

高金英　項目經理

中、小學推行，提升學生的抗逆力。課程同時配合教師
和家長培訓，今年共有 80 多位高校老師、學校心理老
師和志願者參加。來年我們會繼續與這 3 所學校的老
師一同研發教材、帶領小組，一同學習，讓老師在推行
課程時得到適切的支援，希望最終能祝福更多青少年。

再由城市到災區，重建全人健康團隊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雅安市蘆山縣發生 7.0 級地
震。過往 3 年雖然常在災區中穿梭，從災民的經驗中得
知地震的破壞力；但這次雅安地震時，我正在 19 樓的
家中，在搖晃中親身經歷地震的威力，更能體會地震對
四川人民的影響，心中很想為雅安的居民做一些事。

雅安地震後不久，我們的同行夥伴田家炳基金會捐了一
筆款項作為是次地震的災後服務經費，我們將於 2013
年下旬開始與雅安寶興縣教育局合作，培訓當地學校的
心理老師，讓老師們可以放鬆心情、紓緩壓力、建立群
體，並引進我們在成都推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元素。我們
計劃以 4 所小學為試點，由本地老師和社工共同合作推
行，並交由當地的社工督導，希望能與他們一起重建健
康的校園。

連結各界夥伴，攜手推行城市社區心理康復

昔日的災區工作讓我們連結了一群忠心又熱心的志願者，
也得到當地醫院和教育部門的信任，這些人際網絡都讓
我們今年開展的新項目出乎意外的順利。雖然只有 3 名
同工負責這些項目，但支持我們的志願者及專家夥伴各
有所長，當中包括教師、社工、精神科醫生和護士等專業
人員，可謂推行城市社區心理康復服務的完美組合。

縱然這一切均在起步階段，但因著我們看重生命成長、
看重全人健康、看重人的價值，我深信這幾個服務項目
會像熊貓一樣成為我們的寶貝、我們的「國寶」！

聶小晶督導機投實驗學校老師。

在過程中用心體會生命， 

包括其中的酸甜苦辣。

聶小晶　培訓師

屈指一算，加入青年發展基金已經一年多，從以前的志
願者身份到現在的全職同工身份，有一些額外的感受和
體會。做志願者工作時，很多時候是運用自己本身的專
業技術參與各種服務，覺得能以自己的專業來幫助有需
要的學生，是一件非常可貴的事；而現在，全職的身份給
了我更多機會去體會不一樣的意義。

成為同工，除了可以應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外，我可以用
一個更純粹的身份去投入工作，去探索除了專業以外，
我還可以用一個怎麼樣的狀態去投入和付出呢？

在全職工作中，不僅要照顧學生的情況，還要考慮我們
志願者的狀態，要兼顧的範疇更多；付出的方式不僅是
講課和辦活動，而是在生活中以日常的形式出現，比如
吃飯、喝水、睡眠各方面的關顧；也不僅僅要執著於自
己對於機構理念的理解，還需要更多的與人交流心中
的想法和理念…這一切都帶給我非常不一樣的感受。

這些經歷開闊了我的眼界和心胸，不再停留在自己「醫
生」、「老師」等這些角色，而是會用「人」角度純粹的看
看自己—看看自己和世界、和生命的聯繫。我突然覺得
世界變大了，自己也變大了，對於未來很多可能性，不管是
正面還是負面的事情，我覺得都是可以面對和接受的。

在過程中用心體會生命，包括其中的酸甜苦辣，我想這
個才是真諦。

在機投實驗學校開展心理健康課程。

為機投實驗學校提供師資培訓。

本年度的服務項目像熊貓寶寶一樣初生、珍貴。
（照片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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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就像世外桃源般， 

讓人感到溫暖且充滿希望。

宗曉　希望之光會所會員（精神病康復者）

參加會所活動已有大半年，感覺自己進步了很多—腦
子裡不再整天想事情，對事物，特別是對工作，有了新
的認識和進深的方向，並且認識到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性格變得更務實、心情更開朗、看事情更客觀…這些變
化讓我覺得自己成熟多了、懂事多了，也逐漸能夠擔當一
些事情了。

在會所職員的鼓勵和幫助下，我嘗試去找一份有薪水的
工作——紅旗連鎖超市的防損員。雖然最後因為種種
原因，只在那裡工作了一個星期，不過也有很多收穫。我
明白到「做好自己的工作，自然有人喜歡你」這個道理，
進而對工作上的人際關係更加了解和掌握。

此外，在會所的工作也讓我交到不少朋友，領悟到與人
交流的樂趣和技巧，溝通能力亦有進步。在職員的鼓勵
下，我更和其他會員朋友相約每天打羽毛球，鍛煉身體；
這每天的運動讓我胃口好了很多，相信堅持下去的話，
我身體一定能更壯健、更結實。

在會所的這段日子，感受到職員盡心盡職，會員積極進
取。會所就像世外桃源般，讓人感到溫暖且充滿希望。
我有信心將來能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真正融入這個社
會，自食其力。

在淚水中看見笑容， 

在絕望處看見希望。

莫曉紅　希望之光會所兼職社工

加入會所之前，我只在兩次康復培訓課程裡與精神病患
者有過膚淺的接觸，對他們所知甚少。然而在會所任職
社工，卻需要和他們有更密切的關係和接觸，心裡難免
有些忐忑：「我能做好這份工作嗎？」

春去秋來，轉眼間半年過去了，當初的惴惴不安如今已
化為滿懷的感恩。

剛到會所不久，一位會員的加入為我帶來很大的思想衝
擊。這位會員在一年前曾參加個案諮詢、社交訓練、壓
力管理、藥物管理等康復課程，效果理想，並順利找到
工作，重投社會。這次在會所再見到他，卻是復發後入
院再出院，整個人已不復一年前的形象和狀態。我不禁
質疑：「這康復工作有意義嗎？」辛苦的付出極可能轉眼
就付諸東流，豈不是竹籃打水，勞而無功？

然後當我看著他的父母每天陪他一起來到會所，一番細
細叮嚀之後緩緩離去，或者隨時接到他一個電話就匆匆
趕來接他，或者在他摔破一個又一個水杯後再為他買一
個新的；又看著他從開初的煩躁、抑鬱、憤怒等各種症
狀中漸漸緩解，慢慢戒掉吸煙、盲目購物等習慣，擺脫
可樂、咖啡之癮，看著他木僵的臉上出現笑容，聽到他
唱會歌時嘹亮的歌聲…我慢慢明白了這份工作的意義。

每個會員都是一個活生生的故事，故事中有淚水也有笑
容，有絕望也有希望，有無助也有堅韌，有疲乏也有安慰，
有抱怨也有扶持。親友的愛，構築了他們在人生中步步
前行的力量和盼望，他們每一個也是父母心中的至寶。

而我作為會所職員，能參與在其中，和他們同行，在淚
水中看見笑容，在絕望處看見希望，就是意義和動力所
在。就像我們的會歌所唱的那樣：「相信有愛就有希望，
相信有心就有力量。」

希望之光會所浣花溪公園春遊活動。

他們其實很可愛。

黃明敏　希望之光會所行政統籌

自進入精神科工作，就陸陸續續接觸精神康復的理念，
和團隊的老師們一起嘗試開展不同治療方法：音樂治
療、繪畫治療、認知治療、社區康復模式、會所模式等
等。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多多少少還是讓一些患者
嚐到了苦盡甘來的滋味，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而對於我
而言，這不僅是工作經驗的積累，更是心靈上的成長。

我雖沒有研究生學歷，對研究、統計方法不甚了了，但
我有一顆感悟生活、感悟生命的心，能感受到哪些方法
管用、哪些方法更適合患者、哪些方法更受他們歡迎。 
他們患病之後，反應會較慢，有很多事情他們並非完全
喪失了功能去完成，但因為他們的神經連接斷裂，需要
有人告訴他們具體的做法，並讓他們自己一遍一遍的學
習、練習，重新建立起新的連接。他們往往會因為這個
病的名稱和外界的標籤變得非常自卑，我們能做的，就
是不斷啟發、引導、鼓勵，給他們實踐的機會。

起初和他們一起做事，會覺得難以適應，因為他們反應
慢，我總會很著急，覺得不如自己做了算。但漸漸地，我
發現他們其實很可愛，和他們做事也輕鬆了許多，因為
只要耐心的教他們，他們會很認真的去學，絕不會偷懶
耍滑。練習三遍五遍後，他們就能學會，並且熟練起來，
曉得主動去做，甚至去教其他人，再不用我操心。

這就是今年我們實踐的會所模式，有邱鳳賢老師現場
指導我們，我們真的如會所的名稱一樣，看到「希望之
光」。雖然由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能接納的患者非常
有限，暫時未能達到國際會所發展中心的要求，為更多
患者提供服務，但我們定會盡力而為，與他們繼續同行，
珍惜這一起成長的機會。

會員一同摘洗食材，預備午膳。

玉林社區醫護及心理人員共進會員製作的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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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培育及全人健康發展
蔡暉明　項目經理及臨床心理學家

與 5.12 汶川大地震受災的青年人同行數載，喜見災後
的心靈重建工作讓這群經歷過苦難、創傷的青年人變得
更具抗逆力和願意承擔。這群青年人今日已紛紛升讀大
學，我們渴望延續與他們的同行，在這充滿挑戰和衝擊
的過渡期中與他們一同經歷轉化，尋索生命的方向。

今年，我們開始探索進入大學校園接觸大學生的可能
性，由高中至大學校園，匯聚北川青年人，建立青年工作
者和青少年使命群體的生命素質，鼓勵他們回饋母校，
回應社會。

匯聚北川畢業生，建立使命群體

我們在成都溫江「大學城」以北川中學畢業生為核心，
凝聚大專青年領袖。四川團隊走訪省內多個大學校園，
包括成都、綿陽、雅安、樂山、自貢等 10 個地區，親身了
解學生們在大學裡的適應和挑戰，透過迎新活動、體驗
活動和領袖訓練營會，提供適時的支援，讓他們更了解
大學情況，調整心態。在過去一年，我們在這個平台上
匯聚了近 300 位北川中學畢業生，並透過建立校區網
絡，由培訓到實踐關懷，建立青年領袖群體。

提升生命素質，培育僕人領袖

青年人由高中踏入職前的人生階段，面對急促的生活節
奏和多樣的資訊，無暇整理和沉澱生活經驗。因此，內
在生命的培育成為我們的使命之一。

承接過去兩年在北川中學健康校園計劃的「愛心領袖」訓
練，我們為高中生舉辦領袖訓練及創路課程，讓他們身、
心、社、靈全人得以健康發展，並成為互相支持的群體。在
大學校園中，我們同期開展 W.I.S.E. 青年培育計劃，與大
專生一同探討大學生活文化，反思大學的意義，並更全面
地認識自己，為未來的人生規劃尋找不同的可能性。

從「夢想人生學堂」到「Dream on Fire 校園巡迴青
年音樂分享會」，青年人透過自主策劃的過程，分享
過去擁抱苦難、堅持夢想的生命故事，彼此交流和學
習。我們強調反思與裝備並重，鼓勵青年人在大學階段 
提升自己，迎向更大的夢想。

體驗服務學習，參與社會關懷

接受裝備後，我們帶領青年人進入社會現場，鼓勵他們
運用創意實踐社會關懷，在行動中體驗學習。2013 年
開始，他們籌備了一連串行動，關懷母校的高考生和社
會上的弱勢群體，包括為北川中學的學弟學妹籌辦打氣
晚會和畢業晚會，以及走進社區，關懷受 4.20 雅安蘆
山地震影響的高考生。

我們以此為一個體驗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
平台，啟發畢業生們思考個人成就以外的生命意義。其
中有些畢業生已經主動開拓在大學中的可能性，積極接
受培訓，參與社區服務。

尋索生命方向，回應時代需要

未來一年，我們將繼續培育青年領袖群體，建立他們對
生命的方向及委身，並進入校園、農村及城市等現場，
表達對社會的關懷，透過堅持夢想、具體行動及成長反
思的過程，策動他們回應時代的需要。

藉著加深對自我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我們希望青年
人在背負主流價值等各種包袱下，仍能辨識自己的渴求
和熱誠，作出有意義和適合自己的判斷。而我們在培育
四川青年人的路上，亦將會繼續創新和開拓，以回應這
一代青年人的需要。

分區關懷青年群體，加強青年工作者培訓

由於畢業生已分散到不同地區升學，建立群體網絡有一定
的困難。我們考慮在來年進行分區關懷，根據各校區的需
要建立當地的青年群體，並深化青年主導的服務模式。

同時，在培育青年領袖的過程中，青年工作者亦需具備
對青年人內在需要及社會處境的深入了解和洞察力。我
們著重青年工作者的生命素質，鼓勵本地同工在外進
修，亦會加強團隊的訓練，在青年工作中同心同行。

四川團隊探訪四川現代職業學院的學生，了解他們升讀
大學後的適應。

在領袖訓練營中體驗團隊建立。

大專青年領袖在培訓課程中一起認識自我。
畢業生在領袖培訓中學習聆聽自己的聲音，在靜行中
整理過往一年在大學裡的經歷。

四川青年人來港交流，探訪正生書院。 青年人藉「信心行動」關懷受雅安地震影響的高考生。

透過「Dream on Fire 生命音樂分享會」接觸成都溫
江的大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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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為他們作什麼？

李樑林　項目統籌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從沒想過會離開自己的安舒區，
選擇一份長駐國內的工作。或許，這對我來說已經不單
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意義與承擔。

由 2008 年在新聞中看到地震對四川帶來的摧殘，到
2010 年帶領一群會考受挫卻繼續勇敢創路的香港青年
人到訪北川中學，與這群受災的四川孩子交流…進入現
場的親身接觸，促使我內心再一次問：「我能為他們作
什麼？」

隨著內心不住的追問，我漸漸踏上了到四川當義工的旅
程，期望更清楚了解實況。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進這劫後
重生的地方時，我發現我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給予，倒是
他們堅韌、純樸的生命教曉了我很多東西。或許我能作
的，就只是在人來人往的節奏中，簡單的同行，陪伴他
們走過人生一段艱難的路。

就這樣，我從參與義工服務到承擔起持續培育四川青年
人的工作。這一路上充滿著無數的挑戰，但當看到北川
中學的畢業生在大學校園裡同樣面對著挑戰與衝擊時，
我便更深體會到「同行」的意義：彼此的生命在互動與
共勉中繼續前行。

李樑林（左四）原本在香港從事青年創路工作，一次帶領交流團的
經驗卻開啟了他與四川青年人同行的旅程。

母國在 2012 年高中畢業後加
入青年領袖群體，在群體中看

到自己正不斷成長。

王韋過去 4 年是青年領袖群體
核心成員，經歷過地震後對生
命和前路的迷失，最終找到自
己的方向，希望成為社工，與有
需要的人同行。

如果沒有遇見你們， 

今天的我會是怎樣的？

母國　北川中學 2012 級畢業生
（現為成都醫學院麻醉系學生）

我時常問自己：「如果沒有遇見你們，今天的我會是怎
樣的？」

一路同行中，我學會了何謂「自己」、何謂「努力」。從去
年參與北川畢業生領袖訓練營、Dream on Fire 音樂
會，重回母校分享，到香港參加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
營…這一切都告訴我：我成長了！感恩有你們一路以來
的肯定—舞跳得不好，卻依舊聽到掌聲；話劇演得不
好，卻依舊看到肯定的目光；普通話說得不好，卻依舊
可以看見認可的微笑…

感恩我們可以相遇，從參與你們安排的活動成功蛻變為
自己策劃一個活動，我看到了你們一直以來背後的艱辛、
心裡的堅信、對夢想的執著與追求。「一起戰鬥」這句話
已深深烙入我心中，我在成長，也見證了我們一同成長。

在艱苦的人生旅途中，因為有你們的陪伴，我成長了，也
變快樂了；更關鍵的，是我在光明來臨前具有面對黑暗
的勇氣。也許以後我們的人生道路還是要靠自己去走，
但相信一路的同行，我們已經跟以前不再一樣，變得更
堅強、更茁壯了。謝謝你們陪我走過最艱辛的一段。

現在，我還是會問：「如果沒有遇見你們，今天的我會是
怎樣的？」

他們給的溫暖讓我眷念， 

他們的信任讓我振作。

王韋　北川中學 2012 級畢業生
（現為西華師範大學社工系學生）

經歷了生命的破碎與高考的絕望，我漸漸的走進黑暗，
不再仰望光明。我常在黑夜裡哭泣，沒人看到我的憂傷、
掙扎、困頓、焦慮…然而，我是多麼幸運，能遇到這一群
人—他們給的溫暖讓我眷念，他們的信任讓我振作；
我開始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開始尋找自己的夢想和真
正的我。

2012 年夏天，我懷著憧憬與期待踏進大學校園，卻逐
漸發現，現實中的大學生活並不如想像般美好。我不知
道在大學到底能學到什麼，感到很困惑、彷徨、無力，甚
至想放棄。然而多年的夢想，怎可以在熬過高三那段艱
苦的日子後才放棄？

升上大學的同時，我參與了「夢 • 行動」北川中學畢業
生群體，當我在 Dream on Fire 生命分享會的舞台上與
台下近 500 人分享自己走過的路時，我看到那些熟悉的
臉龐流著閃亮的淚水。我多麼的感慨，從前撒下的夢想
種子，到今天終於發出一點新芽。我讀大學不是為了和
其他人變得一模一樣，而是為了我這顆夢想種子能得到
更多的澆灌，逐漸成長。

由成都回到南充，大學的生活一切如舊，看到其他同學
的盲目追尋，我卻因為有機會遇見不同的人，擁有不同
的視野；更重要的，是我擁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有自己
的夢想去堅持。能遇上這些為我帶來啟發和激勵的人，
我感到我是多麼的幸運、多麼的幸福。從困頓中走出來
的我，多希望也能在黑夜裡畫扇窗戶，讓習慣黑暗的人
也同樣習慣光明。

（編按：母國和王韋均在 2013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來香港參加第

14 屆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學習成為有影響力的青年領袖。）22 23



【持續培訓 ． 面向世界】
培訓青年工作者，匯聚交流，傳遞使命；同時鼓勵本地青年人成為具國

際視野的僕人領袖群體，積極回應社會。

「生命相遇」青年工作者培訓營
來自北京、四川、上海及國內多個城市的青年工作者 
在 2012 年 7 月 20 日至 23 日參加在北京舉行、以「遇
上群體中的我• 你」為主題的「生命相遇」青年工作者 
培訓營，一同學習和交流。

「Meal 惜」體驗計劃
LAMP 群體到訪大型食物回收機構，了解他們處理街
市回收剩菜的工作模式。

LA 領袖學堂—公民「謊」程式
梁恩榮博士向 40 多位參加者分享「公義取向式公民」
的權利與責任。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

青少年工作者培訓工作坊
梁湘明教授於工作坊教授青少年生涯發展規劃。

青年工作者培育

卓越青少年工作者培訓計劃
為期兩年的培訓圓滿結束，學員及親友共 61 人出席結
業典禮。

華東師範大學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與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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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者培育
鄧淑英　培訓顧問

在與他人生命連結前， 

要先與自己的心靈連結。

栗學鐘
2012 年青年工作者培訓營參加者

（曾為北京「城市之蝠」—創路成長計劃志願者 
當時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工系學生）

2012 年 7 月，獲悉自己有機會參加青年發展基金在北
京舉辦的青年工作者培訓營時，不禁欣喜異常。

4 天 3 夜的培訓短而精，很佩服活動設計者們能在如
此緊張的時間裡將活動編排得合理有序。記憶尤深的
是蔡元雲醫生所講的「個人獨處」—在與他人生命 
連結前，要先與自己的心靈連結。

在城市節奏急促的生活、工作、學習中，我們很容易迷
失方向、忘掉自己內心真正的需要。正如在青年工作中，
我們總急切的希望走進受助者的內心世界，到頭來卻發
現原來他們並非像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我領悟到無論
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還是在青年工作的實踐中，適當的
獨處可以讓我們急躁的心安靜下來，認真聽一聽自己內
心的聲音，聽一聽他人的聲音。

營刊封底有一首小詩寫說：「能夠遇上您，使我活的更
美、更善。」很高興能有機會參加營會，讓我這個不擅於
實踐的社工學生有幸接受專業的培訓，學習青年工作的
技巧，更有幸在活動中能感悟生命，並學習青年工作所
需的耐心和細緻。

【後記】
2013 年 10 月我們邀請過往的志願者回來再參與我們
的服務，收到學鐘給我們的電郵回覆：「看到你們的郵
件，心中非常激動。雖然現在不能繼續參與你們的工作，
但實在很懷念曾經在一起服務北京那些孩子們的日子。
我現時在蘭州西北民族大學教書，時常會向學生分享自
己參加『城市之蝠』的經歷，很佩服你們工作的細緻和
認真，還有你們的熱情、開朗和團隊之間和諧融洽的氛
圍。衷心祝願『城市之蝠』可以繼續火熱的開展下去。」

青年工作者培育計劃（Train-the-Trainers Program，簡
稱 TTT）是青年發展基金用以匯聚各地青年工作者和志
願者的平台。我們期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將多個地區的
青年工作者凝聚在一起，建立支持網絡，共同交流學習。

本年度的重點是在北京舉辦、為期 4 天 3 夜的「生命相
遇」青年工作者培訓營。我們藉此激發參加者對青年工
作的熱情，也示範推動青年工作的模式，運用這平台幫
助他們繼續有心有力地作青年人的生命師傅。

生命相遇：遇上群體中的我‧你

這次培訓營會於 2012 年 7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北京懷
柔山水情緣度假村舉行，參加的青年工作者 50 人、學
習營會運作的團隊 10 人，加上工作人員，形成一個合共
70 多人的營會。

營會以「遇上群體中的我•你」為主題，分為 3 個向度：
生命連結（connection）、建立群體（community）和生
命師傅（mentoring）。我們通過體驗活動、藝術創作、
野外歷奇、小組動力等，希望青年工作者能與自己及身
邊的人連結，從而共建一個服務青年人的群體，也反思
自己該如何成為別人的生命師傅。

匯聚各地夥伴，在群體中共學成長

我們匯聚了青年發展基金在北京、四川、上海的同工和
志願者，以及來自北美的夥伴，共同學習如何帶領營會。
縱然來自不同地區，但大家心裡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
是希望以後能在自己的地區舉辦同類的營會，培育青年
工作者，延續服務青年人的精神；此外也有一些友好的
夥伴，特意開車來回幾個小時探望我們，又送上水果和
祝福，令一眾工作人員十分感動。

營會中各人都 積極投入，在第一天畫「生命樹」時， 
已經很快地開放自己，與組員分享自己過去的成長經
歷，在分享中彼此建立。到了第二天，我們遇上北京 60
年來最大的豪雨。我們運用這個突變，作為施教時刻，
讓參加者體會及思考：在人生中，「去」或「停」並不能

勉強，背後總有上天的心意和群體的意願，我們該怎樣
在當中充分去體悟人生、諒解夥伴、辨識契機呢？

目標導向，與青年工作者持續同行

過去一年的 TTT 計劃尚在建構階段，未來我們期望建
立一個更有系統和目標導向的整體培訓藍圖，希望不是
一次性的與青年工作者同行，而是持續地讓他們在不同
的平台中，有更好的學習，發揮所長，帶動他們對青年工
作的熱誠。

體驗活動「解人結」。

各地同工到北京參加 TTT 營會，與蔡元雲醫生（左
四）於懷柔「水長城」留影。̀

學鐘（右一）小心翼翼地協助組員過河，在限制中互
相扶持。各有「殘缺」的夥伴在體驗活動中彼此扶持同行， 

共建群體。

學鐘（蒙眼者）在活動「與繩共舞」中領悟到在群體
中溝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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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贊助項目】

國際華人青年 
領袖訓練

林杰欣　助理程序幹事

尋索新一代 

在城市中的出路。

陳曉悠　LA 領袖學堂參加者

2013 年 3 月 16 日深宵，天氣雖有點清涼，但也無阻我
們這群熱血青年每人棒著大包小包的來到深水埗。我
們手中的並不是剛剛逛完街的戰利品，而是要到午夜墟
「擺地攤」售賣的物品。

在開始叫賣之前，我們需要先分為小組，訪問路人對於
深水埗北河街一帶（午夜墟所在）的看法。

我最深刻的是當我的小組在街市裡訪問其中一位店主，
問到怎樣才是他心中的理想街市時，店主說，他不希望
這裡被領匯收購、被連鎖商店攻佔，變成百佳超級市場、
天澤商場等財團壟斷的地方，否則這裡便連僅存的本土
特色也失去了。他也希望政府不要官商勾結，只偏袒大
財團，而忽略小市民、小商戶的訴求。最後，他還道出了
心聲：「倘若有一天不幸被領匯『趕盡殺絕』，我們唯有
認命、聽天由命，因為我們明白弱肉強食的道理…不再
有價值的東西，最後必然會被社會淘汰。」聽罷，我心
裡感到苦苦澀澀的，頓時說不出話來。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只要勤奮上進，加一點點人際網
絡，再加多一點點創意和運氣，便能創業。當時沒有大
財團壟斷整個市場，物價不會只升不降，工資可算追得
上通脹，年輕一輩也不用為了「上車」而大感苦惱和困
擾。然而要在今天這個「Z 世代」，莫說要脫穎而出，連
安居置業也絕不容易…實在需要繼續思考我們重奪空
間自主權的可能性、尋索新一代在城市中的出路。

2012 年是香港的覺醒之年，愈來愈多香港青年人起來
表達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和愛護。在這個充斥著各式各樣
的聲音和行動的時代，我們相信一群青年領袖在追求成
長的同時，需要有同伴同行，讓充滿熱情、活力的生命，
注入更多重要的養分，更趨成熟，在社會發揮影響力。

多年來，我們以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Leadership 
Academy，簡稱 LA）作啟蒙、LA 同學會（由歷屆 LA
參加者組者的青年群體 Leadership Amplifier，簡稱
LAMP）作實踐，讓這群來自香港、內地、海外的華人青
少年繼續學習，服務社群，延續「僕人領袖」的精神。

「Meal 惜」體驗—將討論化成行動

自 2012 年初，LAMP 青年群體的核心成員已開始就
一些香港本土問題進行多次討論，最後在 7 月至 9 月期
間，落實了一些構思，啟動一個名為「Meal 惜」的體驗
計劃。他們透過與九龍城區一間教會的網絡以及其他
正在進行食物回收行動的組織連繫，舉辦了合共 4 次活
動，將剩食回收並轉贈予區內的基層家庭和無家者。

雖然此計劃尚在試行階段，參與人數不多，但各參加者
都非常投入，甚至邀請了自己的朋友一同參與。部份參
加者透過「Meal 惜」首次親身接觸這些基層人士和無
家者，表示活動讓他們更了解基層人士的處境和需要，
並促使他們對於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作出深入反思。

為深化他們的體會，我們與他們一同思考和探討非牟利
機構、社運人士等不同單位可以如何回應這些社會問
題，期望他們能看得更深、更闊、更遠，並逐步將這些討
論化成行動。

「LA 領袖學堂」—社區關懷與探索

及後，我們藉著「Meal 惜」的經驗，構思「LA 領袖學
堂」，凝聚一群不滿足於只在互聯網上閱讀資訊，而是
渴望進入現場，透過人際接觸（human touch）去探討
本土議題的青年人，嘗試進入真實場景展現 LA 的信念
和核心價值。

我們選取了「公民身份」和「土地發展」兩個熱門議題，
在 2013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舉辦了4 個單元式活動。我
們邀得梁恩榮博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及領
導學系副教授、管治及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及龐一鳴
先生（自由教育工作者、「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發起
人）作嘉賓分享及帶領活動，參加者均積極參與，把握
機會與嘉賓和社區人士交流。

嘉賓們的分享啟發了青年人思維和角度；而透過親臨新
界東北坪輋和深水埗社區，青年人更具體明白到土地爭
議問題背後的真實面貌，對事件更加關注和著緊；過程
中的體驗活動（如討論土地發展方向、模擬投票、擺地
攤等）亦有助他們更設身處地經歷和思考。

迎接「LA 2013」—Impact the City

這一系列的活動除了為青年人提供一個體驗服務學習
的 平台 外，亦可作 為 2013 年 7 月底 舉 行 的 第 14 屆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LA 2013」）的序幕。LA 
2013 的營會主題是「Impact the City—Be a Radical 
Servant Leader」，我們渴望看見更多青年人被喚醒，
願意擺上青春的力量，將關注由個人成就轉移到城中社
群，在社會中踐行愛與公義，終能祝福別人。

青年人到婚宴收集剩食，反思食物浪費的情況。

到訪坪輋打鼓嶺村，了解當地村民對新界東北土地 
發展的想法。

龐一鳴先生帶領青年人親身體驗午夜墟的運作，探討
基層市民的限制和出路。

曉悠（中間灰衣者）及後於 2013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參加了
LA 2013，繼續學習作僕人領袖，在社會中發揮影響力。28 29



曉捷（左一藍衣者）完成為期兩年的 TEAM 培訓後，繼續在研培中
心當志願者，並於 2013 年 7 月在「網路中的生命相遇」青年工作者
培訓營中擔任小組導師，接受更多裝備成為專業的青少年工作者。

【上海—贊助項目】

華東師範大學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

馬東　研培中心行政主管

正是團隊的力量， 

時刻滋養著我在青少年工作 

這條道路上走下去。

馬曉捷　TEAM 學員及研培中心志願者

轉眼參加 TEAM 已有兩年多，回想在 TEAM 培訓的時
光，我發現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兩年。

2011 年剛進入 TEAM 團隊時，我正值尋找事業方向、
選擇工作的時期。與青年工作者培育計劃（TTT）成員
的對話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他告訴我，哪怕是在學校
之外，我們也可以累積到很重要的人生閱歷，我們的專
業也可以成為心理諮詢與青少年工作的重要資源。於
是，我留在了電視劇公司工作，同時加入 TEAM，以業
餘時間參與青少年相關的諮詢工作。TEAM 除了能提供
青少年工作相關的培訓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堅實的團
隊。正是團隊的力量，時刻滋養著我在青少年工作這條
道路上走下去。工作坊、團隊活動、營會，讓我在兩年的
時間裡，收穫滿滿。

2013 年夏天，有幸參加「網路中的生命相遇」TTT 培
訓營會，讓我更明白我的工作與知識可以如何運用到
與青少年的生命相遇之中。能夠加入 TEAM，也可算是
與各位學員們的「生命相遇」，因為這裡聚集了一批有 
信念，並能堅持用行動貫徹信念的朋友。

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簡
稱「研培中心」）在青年發展基金的支持下，以青少年為
本、生命教育為核心、積極預防為切入點，通過工作坊、
營會、公益講座等形式，開展針對青少年工作者、青少
年、家庭、學校的培訓服務。

卓越青少年工作者培訓計劃圓滿結束

由 研 培中心主 辦、青 年發 展 基金 贊 助，為 期 兩年的
卓越青少年工作 者 培 訓 計劃（Training of Excellent 
Adolescent Mentors，簡稱 TEAM）進入第 2 年，學員
及導師共 40 人在 2012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參與了「生
命影響生命—我拿什麼來影響你」營會，以減壓、加油、
重新上路為核心，分享彼此感受，從而整理職業倦怠感，
釐清人生目標，激發生命動力。

TEAM 結業典禮於 2013 年 1 月 19 日在華東師範大學
隆重舉行。從 2011 年到 2013 年，這 35 名來自上海高
校、中小學心理老師、心理諮詢師、社會人士等青年工
作者完成了 200 小時的培訓和實踐考察，內容包括個
人成長、青少年心理輔導技巧、主題營會的設計與組織
帶領等。未來，學員們將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學校、社
區的公益項目，服務青年人。

舉辦工作坊及社區家庭教育公益講座

本年度我們舉辦了 3 場工作坊，主題為「青少年生涯發
展規劃」、「藝術教育與治療」、「體驗式活動的設計與
帶領技巧」，約 40 名青年工作者參加。工作坊分別邀請
了香港中文大學梁湘明教授、同濟大學俞鷹副教授和原
突破機構程序主任李漢泉先生來分享，幫助青年工作者
提高專業輔導技能。

此外，我們亦開展了社區家庭教育公益講座，幫助家長
掌握家庭教育知識、方法和價值觀念，促進家庭親子教
育。我們分別在寶山、寶安、虹景、古美 4 個社區，以及
上海市市南中學、徐匯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中心和
上海市信息管理學校舉辦合共 7 場講座，受到家長和老
師的歡迎。

結合研究與培訓，開發培肯青少年的課程

未來，我們將通過研究與培訓結合的方式，開展不同視
角的公益講座系列課程，培訓更多青少年工作者；並深
化抗逆力研究和培訓的成果，開發適合學校老師、家長、
學生使用的校本課程，期望將過往的研究成果化為可實
際操作的課程方案，服務本地青少年群體。

TEAM「生命影響生命」營會參加者合照。

社區家庭教育公益講座。驗團隊建立。

「體驗式活動的設計與帶領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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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盈餘為 $4,164,046，扣除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註 3）之盈餘 $268,588、蔡廖水玉助學基金（註 4）之盈餘
$4,994,416 及青少年事工培訓師碩士課程（註 5）之盈餘 $475,491，實為不敷 $1,57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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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青年全球發展基金是為擴闊青少年工作者及青少年國際視野而新成立之 Endowment Fund。由於過往仍在獨立註冊之法律程序中，

故本年度納入青年發展基金之賬目中。
註 4：剛成立的蔡廖水玉助學基金乃為紀念會長蔡元雲醫生太太蔡廖水玉女士而設，所籌得的款項將用於培育北京外來工子女、四川學生、

國內和香港的青年工作者及青少年事工培訓師，期望能夠祝福更多新一代青年人。
註 5：突破匯動青年有限公司已於 2013 年 6 月 25 日正式成立，主力培育青少年及青年工作者的國際視野。由 2013 年 7 月 1 日起，過往納

入青年發展基金的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蔡廖水玉助學基金及青少年事工培訓師碩士課程結餘將轉入突破匯動青年有限公司。

於 2012-2013 年度，基金總收入為 18,453,572 港元；分佈於各項專款如下： 

2012-2013 年度基金合共支出為 14,289,526 港元；各項目支出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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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金 全面收入與支出帳表 
THE YOUTH FOUNDATIO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全年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FOR THE YEAR ENDED JUNE 30, 2013

  2013 2012
  $ $
收入 INCOME
奉獻 Donations 2,713,653 5,060,634 
政府資助 Government grants 2,380,658 2,808,870 
項目贊助 Project sponsorship 12,523,371 8,494,462 
活動收入 Fee income 689,753 - 
利息收入 Insterest income 4,740 9,307 
匯差收益 Foreign exchange gain 55,356 45,937 
其他收入 Miscellaneous Income 86,041 276,830 
總收入 TOTAL INCOME 18,453,572 16,696,040 

事工運作費用 PROJECT OPERATING EXPENSES
贊助 Sponsorship granted 3,310,330 5,131,825 
突破暫調員工薪津 Remuneration for secondees from Breakthrough, Ltd. 4,405,000 3,000,000 
內地員工薪津 PRC staff remuneration 945,209 1,646,108 
項目費用 Project expenses 4,485,884 3,466,794 
  13,146,423 13,244,727 

行政費用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管理費 Management fee 970,000 820,000 
其他行政費用 Othe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3,103 195,390 
  1,143,103 1,015,390 

總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14,289,526 14,260,117 

全年盈餘 SURPLUS FOR THE YEAR 4,164,046 2,435,923 

其他全面收入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Available-for-sales financial assets :
公允價值虧損 Fair value loss 490,136 (224,409)
全面收入總額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4,654,182 2,211,514 

全面收入歸於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ATTRIBUTED TO :
累積盈餘 Accumulated Surplus 545,117 2,166,196 
研究及培訓專款 Research and Training Fund 42,625 (910,000)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Migrant Youth Fund (2,978,168) (2,881,077)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 Sichuan PR Fund 815,977 (1,942,800)
青年全球發展基金 Endowment Fund 268,588 6,003,604 
蔡廖水玉助學基金 Ellen Choi Scholarship Fund 4,994,416 - 
青少年事工培訓師專款 Trainers in Youth Ministries Fund 475,491 - 
投資公允價值儲備 Investment fair value reserve 490,136 (224,409)
  4,654,182 2,2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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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2 : 項目支出分析

 外來工子女項目 4,011,072 28%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 4,073,215 28%

 上海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培訓中心 660,000 5%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導師培訓、

 網絡發展及其他項目 1,486,396 10%

 行政費用 1,143,103 8%

 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註 3 及註 5） 1,224,306 9%

 青少年事工培訓師碩士課程（註 5） 1,691,434 12%

  14,289,526

圖表 1 : 收入分佈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1,048,114 6%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註 1） 4,906,450 27%

 研究及培訓專款 702,624 4%

 一般運作捐款（註 2） 3,032,644 16%

 其他收入 49,621 0%

 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註 3 及註 5） 1,544,346 8%

 蔡廖水玉助學基金（註 4 及註 5） 4,994,416 27%

 青少年事工培訓師碩士課程專款（註 5） 2,175,357 12%

  18,453,572

$14,289,526

$18,453,572

財務報告



大事年表

01/1999
青年發展基金正式成立， 
並於香港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05/2003
在上海成立「青年發展基金（上海）」辦公室

07/2002
開始贊助突破機構主辦的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

09/2003
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正式簽訂 

「校本心理咨詢培訓」計劃合作協議， 
成立心理咨詢中心及推行心理諮詢培訓

07/2004
在上海舉行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 2004」

01/2007
贊助華東師範大學成立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

12/2007
開展中國外來工項目， 
在上海及北京兩地進行需求研究

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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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008
進入四川，開展災後心理復康培訓課程

12/2008
獲香港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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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9
再次獲香港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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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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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2
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於北京合辦 
 「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社會融入」學術研討會

01/2013
與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管理學院合
作開展「學校心理素質教育及早期干預專案」 
並啟動第一次培訓

09/2010
成立「四川學校工作團隊」，於北川中學開展 

「成長的天空」課程和愛心領袖訓練計劃 

09/2012
完成「四川災後心理康復培訓及服務」計劃 

並繼續與華西醫院合作推行「社區精神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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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金 THE YOUTH FOUNDATION 
資產負債表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BALANCE SHEET AT JUNE 30, 2013

  2013 2012
  $ $
非流動資產（註 1） NON-CURRENT ASSETS (Note 1) 6,360,011 5,305,256 

流動資產（註 2） CURRENT ASSETS (Note 2) 10,885,736 11,166,893 
流動負債 CURRENT LIABILITIES 48,761 3,929,345 
流動資產淨值 NET CURRENT ASSETS 10,836,975 7,237,548 

資產淨值 NET ASSETS 17,196,986 12,542,804 

累積盈餘 Accumulated surplus 4,048,239 3,984,911 
研究及培訓專款 Research and Training Fund 310,125 267,500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Migrant Youth Fund - 2,496,379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 Sichuan PR Fund 830,796 14,819 
青年全球發展基金 Endowment Fund 6,272,192 6,003,604 
蔡廖水玉助學基金 Ellen Choi Scholarship Fund 4,994,416 - 
青少年事工培訓師專款 Trainers in Youth Ministries Fund 475,491 - 
投資公允價值儲備 Investment fair value reserve 265,727 (224,409)

  17,196,986 12,542,804 

註 1 : 包括基金投資 $6,314,426 (2012: $5,278,004) 
2 : 包括現金 $10,260,138 (2012: $7,315,546)

Note 1 : Include investment in fund of $6,314,426 (2012: $5,278,004) 
2 : Include cash of $10,260,138 (2012: $7,315,546)



如想了解更多 

可瀏覽 www.yf.org.hk 或 

於網站訂閱《青年發展基金通訊》 

定期收取我們的最新消息

立即訂閱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