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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愛心服侍的群體 蔡元雲

「青年發展基金」在北京、上海、四川進行培訓工
作，與各城的大學結為伙伴，匯聚了一些優秀的培訓
者；下一個階段是栽培工作的深化，在各城建立本
地的「愛心服侍群體」，在這個方向下，有三個重
要的學習。

生命師父的同行（Mentoring）

青少年工作者的培育是一項「生命工程」，需要跨代
生命結連，培養「亦父、亦師、亦友」的關係，生命
互動、彼此影響。國內重視「生命教育」，正需要超
越知識與技能的傳遞；關鍵在乎生命內涵與素質的深
化。我們正在學習如何跨越文化及年齡的界線，建立
深入、長期的同行關係。

愛心服侍的群體（Community）

培訓不是單槍匹馬獨行俠的工作，我們學習建立一個
培訓者的群體，讓香港與國內的培訓者互相支援，同
心同行。
在北京、上海、四川，都有一些以校為本、或以社區
為本的前線青少年工作者，他們十分樂於接受專業培
訓，他們亦需要彼此互助，成為一個本土化的愛心服
侍群體。

培訓材料的整理（Documentation）

過去十多年，我們累積了一些在國內青少年工作培訓
的經驗，課題包括：心理素質培訓（例：「抗逆力」
Resil ience），社區心理康復工作，「生涯規劃」的
探索，體驗式營會學習，青少年領袖素質培育，心理
諮詢培訓，師徒同行探索等。現正建立網絡，與國內
的培訓者合作，整理適合國內使用的培訓材料，使未
來的培訓工作更加本土化。

我們需要更多人加入這個充滿挑戰，意義深遠的培訓
工作，為國內培育新一代的青少年工作培訓者；我們
珍惜您的支援，結伴同心前行。

2.  在6月6-12日已順利完成的「四川文化之旅」為「國際華
人青年領袖訓練營」的延續；這計劃結合了本基金於四
川地震後開展的心理康復事工，帶領了約40位來自香
港、上海及加拿大的青年領袖到受地震嚴重破壞的北
川羌族進行文化交流，以擴闊視野及了解當地的重建
情況；並藉青年領袖舉辦多元創意活動，祝福和鼓勵
北川中學的高三學生。

點點滴 滴
1. 青年發展基金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將合作

在國內出版「生命教育」系列叢書，第一本有關UA P
培訓的手冊，正搜集資料，預計9月開始編輯，明年
3-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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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晗    青年發展基金研究幹事

五月初，我有機會跟隨清華大學一
位教授的研究團隊訪問河北張家口
的尚義縣。尚義縣距離北京不到
三百公里，不用一天路程，卻是中
國的重點貧窮縣之一。尚義因為地
勢高（當地稱為「在垻上」），寒
冷得晚上只有零度，連象徵春季的
梅花、桃花，也只見小小的花蕾掛在枝上，還有很久才
會開放的樣子。我們從氣溫已超過三十度，樹上已綠油
油一片的北京一路北上，看到車窗外景色的變化，開始
對農民工家鄉的貧窮有一點體會。

這兩年來，我和研究團隊曾探訪過很多跟著打工父母到
城市生活的孩子。這次我們訪問尚義，目的是看看我們

2010年4月24日「外來
工子女健康發展專案第
一 期 服 務 總 結 禮 」 及
「資產建立計畫」發佈
會如期在北京中國青年
政治學院報告廳舉行。

當日約有320人出席總結禮，其中嘉賓51人，包括項目
督導委員及執行委員，參與服務的志願者培訓師、社區
精英，資產建立專案捐款家庭，合作夥伴以及媒體等；
5所參與志願服務的高校師生共計151人；服務民工學校
師生共計103人。

總結禮對為期兩年的服務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包
括旨在提高學生抗逆力的「城市之蝠—生命成長計
畫」，幫助學生職業或升學規劃的「城市之蝠—創路
成長計畫」以及「成長嚮導計畫」。參與專案志願者和
服務對象分享了他們的感受與收穫。服務學校學生對專

案精彩的總結演出將總結禮推向高潮。總結禮還對即將
開展的「資產建立計畫」做了簡單的介紹，此計畫的捐
助方—「莫慶堯博士慈善基金」的部分莫氏家族成員
專程到場參加了捐贈儀式。

資產建立計畫旨在鼓勵外來務工人員為其子女的高中教
育做好計畫和儲蓄。參與計畫的學生家庭需要連續2-3年
定期儲蓄，儲蓄期滿後將會獲得高達儲蓄金額雙倍的助
學金，用以支付學生在北京就讀職業高中的學費及相關
費用。此次莫氏捐助的
100萬港幣善款可支援
約100學生在北京完成
職業高中學業。

最後，總結禮對所有參
與服務的相關人員、學
校進行了表彰。

外來工子女─錢幣的另一面
明皓    青年發展基金高級研究幹事

研究項目這錢幣的另一面─留守兒
童和回流兒童的狀況。我們事先對尚
義並不了解，只知道在北京訪問過的家
庭中有好幾家來自張家口。果然，剛進
入尚義範圍，在車上已看到一個奇怪現
象──很多的房子門口緊閉，晚上黑漆
漆的沒燈火。原來農村裡很多人都是

在門上貼個封條，把孩子托送到親戚家裡，便到城市打
工。在農村的中學裡，老師告訴我們幾乎所有的學生都
是父母其中一方在外打工，而父母雙方都不在的「留守
兒童」，高達學生總人數四分一，在北京隨父母上過學
又獨自回流回來唸書的同學也有不少。印象深刻的是，
幾所學校的校長都不約而同地說起從北京回流的同學學
業特別不好，幾乎沒有可能追上當地的程度。這是因為

從絕望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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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教育方針不同(較注重全人發展而非考試成績)，也
因為外地學生要在北京考入好的公立學校非常困難。

受訪的回流和留守同學對父母的一份濃情，是每個訪談
都震撼我們的相同主題。我們遇到一位曾在北京念書，
後來因沒戶口不能升學而回流的初二男生。他的身材高
大，打扮有型，跟香港的青年看起來沒什麽分別。但當
被問到最大的夢想是什麽，他竟然流著淚說，最大的希
望就是父母多回鄉看他。另一位個子小小的初一女生，
在北京出生，完成小學，不會說老家話，卻在初一時獨

自回到父母的家鄉讀書。她眼神流露出決心，口裡堅定的
說「我想家，卻沒有告訴父母，因為我哥哥沒上大學，
一家人都希望我能上。我回來讀書的原因就是為了上大
學，不辜負他們對我的希望。」可是在她小小的臉蛋上慢
慢流下的一滴眼淚，出賣了她心裡對父母的牽掛。

回到北京，家訪了幾位選擇了在北京唸下去的學生。看到
母親用心為女兒做飯，女兒在客人面前誇自己媽媽的廚
藝，姊妹三個一起唱歌，媽媽在旁大笑拍掌的情景，更感
受到農民工家庭的親情深厚，一家團聚的可貴。

林媽的14歲女兒在地震中去世，整整兩個月，她每天以
淚洗面，人生頓然失去方向和意義，當時有一位志願者
每天跟她說了很多安慰的話，但她一句也聽不進，直到
過了十天，她聽到這個志願者對她說：「亞姨，這個地
方將來會很美，若你繼續這麼傷心，就看不到了！」奇
妙地，這句說聽進她的心裡，她當時燃起一個盼望……
可以再懷孕生一個孩子。

她總於懷孕了！因為在什邡這個災區中，很多孕婦在懷
孕的過程都出現過度擔心的情況，因此我們邀請了她和
另外兩個孕婦和我們有一個遠程會診，讓他們可以在災
區中透過衞星車與成都的華西心理醫生和香港的婦科醫
生一起會診，以全人關懷的角度解答她們的困擾。

小林出生了！這新生命的誕生帶來整個家庭的盼望，但
很快地整個家庭跌入幽谷，因為小林是一個嚴重兔唇的
嬰孩，林媽因為眼看面前自己肚餓的小林都不能讓他吃
飽，在這無助中泛起和孩子尋死的念頭，在這段時間，
剛好遇到我們心理團隊，經心理專家和她咨詢後，她知
道這時最重要是要好好養好自己的身體，照顧小林。我
們的團隊本著全人關懷的理念，在當天已幫小林聯絡到
一位香港專家鄒錫權醫生，為小林免費做手術。當然，
我們優先是解決當前父母的擔心，便為他們搜集有關兔
唇孩子的喂奶方法，並且幫他們買所需的特別奶瓶，鄒
醫生不但關心孩子的手術，更關心到父母的心理需要，
因此提供一個成功的兔唇手術前和後的孩子照片，當我
們將這些信息帶進這家庭時，整個家庭重燃盼望，媽媽用
心地學習照顧兔唇的小林，等待著手術的一天。我們鼓勵

她接納孩子的現況，勇敢的林媽也不顧農村的人怎樣看小
林，也要帶小林來到我們的初生嬰兒小組，她對孩子的接
納，也帶來周圍人對小林的接納，每次探訪，總看到別
人來逗他玩。

等待手術的8個月中，家人的心情難免有起伏。但每週
的探訪，團隊不但帶給他們安慰，另一方面也具體的提
供醫生手術前後的準備資料，家人的情緒就安定了。醫
生也聯絡到紅十字會的幫助，因此整個手術是免費，也
免去家人的經濟壓力。

2010年4月10日，一個陽光普照的上午，我們陪同小林
一家到醫院做手術，手術相當成功，今天再探望康復中
的小林，看到父母臉上再現燦爛的笑容，就是我們團隊
收到最大的禮物，他們感謝我們和他們一同走過生命的
低谷。離開時，小林竟然主動地要我抱，並且躺在我的
肩膊上不肯離開，這種關係，因著這幾個月的同行，不
經意地也建立起來了！

焦點故 事

從絕望到盼望 高金英　　青年發展基金項目統籌



  

我願意
成為支持者，並定期收到有關消息。
捐助貴基金國際培訓項目(可選一項或多項)：
□(1) 四川災後心理復康工作
□(2) 北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
□(3)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及持續培訓系列
□(4) 青少年工作者培訓計劃
□(5) 所有基金培訓項目及經常費

現附上支票，金額為HK$
(支票抬頭：青年發展基金) 捐款超過HK$100可獲發免稅收據

我的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職業/公司名稱：

通訊地址：

電話：(家)                                      (辦)

         (手提)

電郵：                                                   傳真：

* 如以公司名義，請註明公司名稱及聯絡方法。

□ 推介貴基金予：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職業/公司名稱：

通訊地址：

電郵：                                                  傳真：

[上述通訊資料如有變更，請知會我們。謝謝！]

支持及回應
我們誠邀各位對青少年成長有負擔，有理想，有盼望的朋
友，繼續與我們同心同行；同時亦歡迎不同界別的團體、
機構及熱心人士，了解、支持基金的工作，讓彼此匯聚更
多資源及力量，群策群力，進一步拓展本港、內地以至世
界各地青少年成長的空間。請選出合適的項目，並循以下
途徑跟我們聯絡，謝謝！
(你亦可選擇加入本基金「伙伴計劃」，詳情請瀏覽本基金網頁
或來電查詢。)

青年發展基金
聯絡地址：香港 九龍 佐敦 吳淞街191號 突破中心三樓

電話：(852) 2645-3327            傳真：(852) 2632-0188

電郵：enquiry@yf.org.hk 

網址：www.yf.org.hk

為更快傳遞訊息及節省郵費，我們鼓勵大家以電郵方式收閱
此通訊。如有興趣者請填寫以下資料，以便安排：

本人希望以電郵方式收閱青年發展基金通訊，請停止郵遞服務：

姓名：(中文)                        (英文)

原有郵遞地址：

電郵：

電話：                                   填表日期：

(此表可以傳真、郵遞或以電郵方式遞交。 )

收入：         HK$	 							HK$
捐款註１ 13,867,476
其他收入 43,066  
共收  13,910,542

支出：
事工運作費 　2,157,579
對外贊助 2,132,590
人力資源 　2,757,745
行政及宣傳    558,353
共支   7,606,267
盈餘  6,304,275 
    

                                    
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盈餘                  6,304,275
往年盈餘                                                 1,479,178 
專款撥數註２                                           (5,006,714)
累積盈餘                                                 2,776,739

註１：包括指定專款的捐獻＄11,123,061。
註２：為各項指定專款捐獻扣除支出後之數。
各項專款累積結餘為＄14,436,888。

財政簡報
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 收支簡報*

* 本基金之財政年度為每年7月1日至翌年之6月30日

** 如閣下不欲收到本機構所發出的資訊，亦請填妥以上資料，
    並在此空格  內加上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