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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誠邀各位與我們同心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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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
 成為支持者，並定期收到有關消息。

 捐助基金國際培訓項目 ( 可選一項或多項 )：

 (1) 四川全人健康社區及校園工作

 (2) 北京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

 (3) 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事工

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_________________(mm/yy)   身分證號碼 ( 首 4 個數字 )：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以公司名義，請註明公司名稱及聯絡人姓名。
【上述通訊資料如有變更，請通知我們。謝謝！】

捐款方法 : 捐款超過 HK$100 可獲發免稅收據
1.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青年發展有限公司」或 “The Youth Foundation Limited”
2.  直接存入「青年發展有限公司」銀行戶口
 ●  渣打銀行  337-1-027522-8        ●  恒生銀行  787-047919-001      ●  中國銀行  565-1-025834-4

(4) 青少年工作者培訓計劃

(5) 基金培訓及經常費

　支持及回應

香港九龍佐敦吳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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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支票或存款收據連上表請寄往九龍佐敦吳松街 191 號 突破中心三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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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者請電郵至 enquiry@yf.org.hk
* 如閣下不欲收到本機構所發出的資訊，可電郵或致電通知我們。



會長手記

同慶、感恩、異象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作
夢的人」（詩篇 126：1）

「九七」回歸後，我們在過去十五年持續與國內的年青
人及青年工作者互動交流，見証到國內的青年培育工作
有明顯的進展。過去三年。我們在上海、北京及四川三
地參與研究及培訓工作，經歷艱辛、體驗祝福。

同慶──「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詩篇 126：2,3）
我們在國內都是與當地的大學合作：在上海進行青少年
「生命教育」相關的研究和培訓；在北京啟動了「外來
工子女健康項目」的行動研究及培訓工作；在四川，三
年來無間斷進行「5.12 地震後社區心理康復」培訓及
服務工作。我們在現場看見當地培訓者的質素提昇，青
少年的生命得醫治及改變，政策的研究有成果，培訓的
材料得以出版──都是神的恩典和作為。

感恩──默默的「流淚撒種」（詩篇 126：5）
是神差遣「青年發展基金」的研究及培訓同工定期進入
國內服侍；我們衷心感激來自本港及海外的專業培訓

者，以義工身份協助研究、培訓及督導工作。上海、北
京及四川各地都有一群志願者，不單參與培訓，更進入
現場服侍青少年，默默耕耘，來自香港及海外的青年人
亦多次進入國內，進行交流參與服侍。更有一些在禱
告、奉獻、及贊助各方面給予支援。我們誠意向這些無
名的伙伴表達欣賞：是默默的「流淚撒種」，只有感恩。

異象──期待着「歡呼收割」（詩篇 126：5, 6）
多年的耕耘和流淚撒種，已看見初熟的果子：生命更新、
研究及培訓有成果、抗逆文化有提昇。神已經聽見國內
青少年的呼聲：生命素質要得到培育，災後創傷得到醫
治，外來工子女得到培養及創路的機會。是神賜異象給
我們，回應這些呼喊，持續到國內培訓青年工作者，讓
他們承擔青少年培育工作時更有力；並且藉着研究，培
訓及交流，帶來文化更新。我們相信神的應許：「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蔡元雲  



香港
建立青年人成為具遠象、敢承擔的僕人領袖群體

走進貧窮的現場
陳寶琪    LA2011 參加者

透過參加「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 2011」，我重
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思想過去自己與內心、家
人、朋友和社區的「連結」實況。當我發現原來自己
一直與所有人和事物的關係都是「斷開」了，我決定
在訓練營結束後，關注世界各地的事情，然後走進
「現場」，追尋夢想和與身邊的人連結起來。

敢夢 ‧ 敢做
在訓練營中，我們都被鼓勵去實踐自己的夢想，而我
和幾位營友都希望能為香港社區送上溫暖，關心一些
被忽視的弱勢社群。因此，我們發起一個送暖活動，
在平安夜前夕為拾荒者送上物資和祝福。
這個活動的目的除了送暖給拾荒者之外，我們更決定
到社區中的小商舖購買所需物資，藉以支持小商戶、
對抗地產霸權。雖然有人會覺得憑這微不足道的行動
來改變現況是很可笑，根本不可能成功抗爭甚麼，但
我們相信「要世界改變，是從改變自己開始」；而且
我們現在所做的可能會逐步影響到十個人，一百個人
或是更多人作出改變。只要凝聚每一個人的力量，這
股力量會是非同小可。

與社區的連結
送暖當天，看到拾荒婆婆和公公拾紙皮讓我感到心
酸。因為當晚溫度只有十三度左右，身體虛弱的老
人家堅持在街頭抵住寒風拾紙皮。他們的腰背嚴重
勞損，手很冰冷，還要推著車子，為的是賺十多塊
而已。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一種生命的堅韌。雖然
日子過得辛苦，但他們仍在努力生活。當我把物資
和祝福送給他們的時候，他們溫暖的笑容，向我們
道謝。都讓我覺得自己接收的溫暖比我送出的多。
雖然那天我接觸的全是陌生人，但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很奇妙。一個笑容、一個擁抱和一句關心的說話，
就把我和拾荒婆婆和公公的距離拉近了。
  
動了熱心
以前我每天都會在街上遇見拾荒者，可是每次都是
與他們擦身而過，從沒真正關注他們。但當我把步
伐減慢，觀察和感受他們在貧窮線下的生活，我才
發現他們是多麼需要關心和幫助，不應再受到忽視。
而身為年青一代的我更應多以行動關心他們，因此
我立志要「行公義，好憐憫」，希望可以把愛帶到
社區。

筆者 ( 右四 ) 一步一步將 LA 營會的學習實踐，回應社會。



北京
為打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項目經理張彩蘭備註：在服務北京打工子女的同時，
我們也在建立志願者團隊的價值觀，更加用心塑造
年青同工的生命；喜見他們不斷的努力和成長！

北京同工的心聲
張晴　項目統籌

自 2009 年 10 月加入北京項目成為全職同工，我已經
隨著「城市之蝠」走入第三期，在這過程中我也在不斷
的尋找自己的位置。身為行政支援人員，同時有機會承
擔培訓和帶領小組的工作真是幸運！我很享受與學生們
一起的時光，能與小組的孩子深入的相處，陪伴他們，
傾聽他們，我倍感溫暖。每一次見到他們的笑臉，得到
一個個擁抱，讓我享受其中。與志願者們的相處也是如
此，我喜歡和他們一起工作、討論分享，不知不覺間也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到了營會裡，只有 8 位全職同工
分擔工作，面對 30 多位志願者和 100 多名學生，我時
常感到自己在被拉扯，心明明在小組，卻要身在行政工
作中；又或者身在小組裡卻因惦記著其他工作而無法全
心投入傾聽；心中感到對兩方面都有很深的愧疚。有段
時間，真是很糾結。

幸而，這時同事和我講起馬大和瑪利亞的故事。這兩姊
妹是耶穌的好朋友，她們都愛耶穌，馬大喜歡用自己的
忙碌來侍奉耶穌，而瑪利亞則選擇安靜自己的心俯伏在
耶穌腳前聽他講道。耶穌說瑪利亞已經選擇了那上好的
福分。 我想我時常就像忙碌的馬大一樣，看似心中有
愛，但是心卻不能專注。同事說她希望我能嘗試體會
「馬大的腳」，「瑪利亞的心」。

我們既需要馬大一樣熱心的服務，也需要瑪利亞那顆單
純的心。我開始體會這兩個角色，也開始接納自己的 
「雙重身份」。在這半年的服務裡，我不再像以前那樣
事事都衝在前面，總想著要親自做才好；而是留心觀察，
把機會留給志願者們。看到他們是那麼的愛學生，他們
傾心的付出得到了學生的回應，我心中充滿喜樂。

我想我還是會像馬大一樣的繼續忙碌下去，不過我也學
習著讓自己安靜下來，一如瑪利亞的模樣。馬大有時、
瑪利亞有時，按著需要擔任不同的角色；學習平衡，也
享受這過程。真的很好！

筆者（左二）與小組學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北京同工團隊不單緊密合作，也會互相關顧支持！



四川
在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紅白鎮志願者工作回顧
詹群偉　什邡工作站站長

什邡紅白鎮，是其中一個與華西醫院合作的社區康復工
作站。過去三年多，差不多每週都有志願者團隊到那裡
提供培訓和服務，對象包括：鄉村醫生、育兒小組的媽
媽和寶貝、福利院的老人、紅白小學的同學；我們也逐
步看見他們在這期間的轉變。此時，紅白鎮的社區工作
已進入一個新階段──由當地已受訓的團隊主要承擔，
而青年發展基金則仍會不定期關注他們的情況和進展，
並按需要提供支援。就過去幾年的各項計劃，我們於
去年年底時作了一些總結及回顧，以下是一些重要的
記錄和片段：

在鄉村醫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訓課上，鄉村醫生和志願者
團隊的老師們針對精神疾病識別及應對心理諮詢基本技
巧兩個專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回顧三年多的工作
和生活時，鄉村醫生們分享了自己的感謝、祝福和希望。

一直以來，志願者團隊陪伴育兒小組的媽媽和孩子們共
同成長，陪伴她們接受失去孩子的事實和痛苦、陪伴他
們尋找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在共同回顧與總結時，志願
者團隊和育兒小組的媽媽及孩子們，心裡都有太多的
情感與祝福。那天禮堂裡擠滿了媽媽、爸爸和孩子們，
志願者團隊的老師們特意為家長和孩子們準備了一份禮

在總結聚會中，家長們專注欣賞孩子的相片回顧。

物——用孩子從出生到現在的相片製作的電子相冊。
大螢幕上放著孩子們可愛的笑容，看著媽媽、爸爸們
充滿愛意的眼神，聽著他們開心的笑聲時，我們的心
也被融化了。志願者團隊的老師們一起唱起《把愛傳
出去》，大人和寶貝們都安靜地聽著，在眼淚、溫暖、
感動和歌聲中傳遞著愛和祝福。

福利院的老人有「承諾是金的」、有勇敢面對病魔的、
有樂於助人的、有行為意識不清的，然而每個人都是
寶貴的。我們每次去看他們或進行小組活動，大家都
很開心，陪他們說說話，聽他們講一講，他們都很滿
足。從探訪和關懷他們，我們也獲得了更多力量。

自 2010 年 4 月，工作團隊開始在紅白小學辦「成長的
天空」課程。從學校老師的觀察來看，課程設計很新，
不同於老式的教學模式，學生們很接受。尤其是第一
次課程服務接觸到 6 年級學生，老師們驚喜地發現學
生之間的融洽了許多。因此，在學校的支持下，我們已
經完成了三次課程。這一季的「成長的天空」，開始於
2011 年 10 月，結合以往經驗，並在靈活運用了香港版
教材的基礎上，對我們與資深的課程老師一同為教案進
行了「本土化」，以更符合學生的實際需要。



  俞立中校長、 蔡元雲醫生、沈祖堯校長(右至左)
一同向上海大學界的師生分享對教育的理想。

上海
培訓內地青年工作者，傳遞青少年全人培育使命

財政簡報

註 :      1) 2011 年 7 月至 12 月不敷為 $346.9 萬 , 而基金各項專款結存合共 $686.2 萬

 2) 包括 $188.5 萬按項目支出計算之贊助收入。其中 $90 萬從『四川教師周轉房』項目
及 $98.5 萬從政府和基金贊助之四川災後援助項目。

收入

96% 奉獻及贊助 ( 註 2)
$347.3 萬

4% 其他收入 $13.3 萬

總數 :$360.6 萬

支出

22% 事工運作費
$154.5 萬

對外贊助
$306.9 萬

人力資源
$203.1 萬29%

行政及宣傳
$43 萬

總數 :$707.5 萬
6%

43%

2011 年 7月至 12月收支簡報
( 本基金財政年度為每年之 7 月 1 日至翌年之 6 月 30 日 )

「培育卓越生命」研討會的開展
2012 年 2 月 18 日，主題為「培育卓越生命」的研討
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大學生中心報告廳精彩召開。此次
研討會由青年發展基金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聯合發起，邀請了青年發
展基金蔡元雲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華東
師範大學俞立中校長作為演講嘉賓。

研討會的源起是哈佛學院的前院長哈里．路易斯的
《失去靈魂的卓越》一書。蔡元雲醫生在充滿激情的
演講中，提出「教育的靈魂」是創造一個可以聽從真

陳福俠  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同工

理的空間，教育是全人的培育，不只是知識的教育，
更重要的在於品行的養成，最終是生命的轉化更新；
隨後，沈祖堯校長以「未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領袖」
為題，以對抗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親身經歷為例，總結
了卓越領袖所應具備的素質，並對莘莘學子提出了希
望──成為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成為有遠見、敢於
決斷和承擔的領袖；俞立中校長指出「愛在師大」就
是要通過教育傳遞愛和培養有愛心的人，以一個全盲
校友的感人事例闡明師範教育的目標就是把年輕人培
養成對社會有責任感的終身發展的人，也從自身成長的
角度，強調大學首先培養的是完整的人，幫助學生在選
擇中學會選擇。「培育卓越」需要卓越的教師，用愛傳
遞愛，需要學校致力於完整的人的培養。最後，三位演
講者對來賓的提問進行了精彩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