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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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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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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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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青年工作的培訓者
Train the Trainers

「青年發展基金」一直匯聚本港、內地及海外有前線 
青年工作及培訓經驗的跨專業培訓師（心理、輔導、 
社工、精神醫學、臨床心理、青少年文化、媒體工
作等）在內地、本港及海外培育青年工作的培訓者
（Train the Trainers：T.T.T.）。

我們的培訓工作有不同層次，都是理論與實踐並重， 
生命與技巧兼顧。在這裡簡述我們培訓的對象及目標。

1. 前線青少年工作者：
 這群工作者在最前線每天都與青少年接觸，直接 

培育新一代的青少年成為僕人領袖──包括老師、
社工、輔導員、傳媒工作者。青少年的成長環境、
文化土壤、教育及就業前境天天在變，每個青少年
工作者都需要不斷裝備自己。這類型的培訓與我們
前線的事工結合。

2.青少年工作者的培訓者：
 較資深的青少年工作者將會成為較年青的工作者的

督導者、生命導師、培訓者。我們定期在本港及 
內地匯聚這些培訓者，以營會、專題講座或工作坊
的型式，建造交流及培訓的平台。

3.青少年事工的培訓師：
 每個城市都需要一些專注青少事工的培訓師，才能

持續上述兩類型的培訓工作。這些培訓師要接受更
全面及深入的裝備：本身要經歷生命導師，師友
同行的生命培育，同時要學習成為青少年的「友
師」；對青少年成長的理論與技巧要不斷進修；對
青少年的文化土壤要認識並且作出回應及更新；對
青少年如何在廿一世紀尋找召命及承擔使命要有 
實踐的經驗。我們將會與大學及專業機構合作，在
今年九月開始啟動一項「青少年事工培訓師」的 
碩士課程，歡迎本港、內地及海外有心志成為培訓
師的人士參加。

在培訓的對象中，我們不敢忽視父母對子女的影響 
深遠，我們亦在探討如何加強親職教育的培訓工作。

青少年的生命素質影響一個城市及國家的未來；要持續
青少年的生命培育，我們一定全力深化青少年工作者及
培訓者的培育工作。

許多熱心的青少年工作者渴望得到進深的裝備，迎接培育新生代的挑戰。

蔡元雲  



四川
在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蜀道三年  攜手共進
高金英   四川項目統籌

蜀道三年的旅程，我們就好像摸著石頭過河一般，遇到
很多未知和沒把握的事情，但憑著這份對他們的愛和 
陪伴，慢慢地走出一條小路，看到他們眼淚後的微笑，
生命力如青草再長起來時，我們感恩！我們感動！

我們在五個災區站點的工作，在六月要暫停了。 
回顧這三年，我們為 102,105人次提供社區服務，也
接觸了32,816人次的個案，家訪和評估工作；分別
在學校提供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小組干預 
活動，抗逆力「成長天空課程」和學校的夏令營， 
共有22次，合共3,727人次參加。我們更感謝香港和
美國的專家提供了33次培訓，裝備本地的志願者和 
精神康復工作者，讓他們能自己懂得面對和處理相關
情況， 最近我們也在衛生部的會議中，展示我們的工
作理念和模式，希望能提供一個初步的服務模式參考。 

過去半年的工作著重將「危機服務」轉為「常態 
服務」，林就勝教授（美國依利諾理工大學康復心理學
桂冠教授，前澳門政府康復的顧問）加入我們的團隊，
專責培訓社區精神康復人員；和華西心理衛生中心、玉
林社區衛生院合作，建立四川第一個社區精神康復服務
點。青年發展基金一方面提供培訓，一方面透過該服務
點讓學員能實踐所學，同時讓社區的精神患者也得到 
幫助。

四川玉林社區項目的服務，是由這群熱心和積極的專業人員和志願者同心參與。

六個星期能讓一個人有什麼改變呢？我們真的一同見證
這75位患者，有些從悲觀到積極，從沈默到說話，從
停學到復學，該站點在2012年2月開始，我們為患者提
供個案管理、壓力管理、社交技巧和藥物管理，並同時 
加入興趣小組，讓這群患者得到康復。精神分裂的病發
很多都在青少年時期，而我們的參加者大部份都是二十
多歲的青年，但他們已經住過2-3次醫院了，若我們能
在更早期干預，在學校能給他們提供健康的心理教育， 
早點作篩查評估，幫助有需要的青少年處理情緒的困
擾，都會減少這群青少年病發，促進他們的康復。

我們的災後項目會於9月完成，但往後在四川的工作還會
繼續。我們希望從過去的災後經驗發展為以訓練本地培
訓者為重點，除了培訓P.T.S.D.干預小組之外，我們也會 
培訓學校的心理工作者，懂得如何作青少年心理教育，並
會以「成長的天空」和「共創成長路」的課程，找出試點
學校，配合督導系統，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

玉林社區的精神康復者模式也進一步得到2間醫院的 
肯定和支持，他們也希望此服務成為常態服務，我們在
9月後，還會支持另外的75個病人參加這服務，並督導
培訓更有經驗的社區精神服務人員。



北京
為打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在乎同行，始能堅持；
因著有愛，敢放向前

編註：筆者於加入機構前曾在打工子弟學校任教，
並在其他服務機構擔任全職工作人員。

從2010年作為一名兼職同工到2011年成為全職培訓
師，在青年發展基金已有兩年的時間。在這個充滿愛的
團隊中，我學習到很多。在這裡分享一些過去一年在 
服務中的體會：

「先跟後帶」尋找施教時刻。在一個人未感覺到你在乎
他之前，他是不會在乎你說什麼的。打工子弟學校的 
課堂紀律一直是有挑戰的，而透過他們表面一些似乎 
不配合的表現，背後其實是他們希望得到關注，是感覺
到安全後壓抑的釋放，是心中未被滿足的期待和對愛的
渴望。因此，我不再期待和要求每次的活動他們都應該
是準備好的狀態，那樣對他們不公平，會給他們壓力也
更容易讓自己受挫。放下自己，儘量先去傾聽和理解他
們是關係建立的前提。

夥伴同行創造支持氛圍。今年在服務志願者團隊的 
時候，時常在問自己的問題是：「怎樣的期待才是適合
的？如何為志願者們創造有意義的參與機會？可以怎樣
支持他們發揮特長？」城市之蝠的服務無論從時間的 
要求還是服務的內容都是相當有挑戰性的，因此，相應
的高度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方面需要更具系統設計
的志願者培訓和支援網路，而作為同工，我認為自己
的責任是要根據自己所帶領團隊的特點，把握適當的 

時機，運用適宜的方法，及時給志願者提供支援。

意外驚喜給人希望和力量。在我們給學生上完最後一課
要離開的時候。華奧學校的同學自發地在教室門外排成
相對的兩列，鞠躬並與我們一一拍手，夾道歡送我們。
而這正是我們每次日營結束時歡送他們的方式。出了
門，班裡的男生還把我和另一位志願者拋向空中，這是
此生第一次，我有些受寵若驚。這不期而至的愛的承傳
讓人感動，令我心中充滿希望和力量。

我們愛，因我們得到愛。在總結這一年的收穫，除了
在培訓技巧方面有所提升，還對自己有更多的發現和 
認識，學習了放下個人的期望，對學生、志願者和夥伴
有更多的接納。這些改變，正是源於他人對自己的接納
和肯定，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生命得以更新，釋放後
更多轉化的空間也讓我更加清晰自己的召命。

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夥伴。

筆者充滿活力地帶領活動，學生都被感染起來。

筆者（左）珍惜每個與學生分享的機會。

孫宏程   北京項目培訓師



香港
建立青年人成為具遠象、敢承擔的僕人領袖群體

「思」「行」合一，生命前航
潘睿琛 LA2011香港營友

「理想」，很容易；「說說」，也不難；真正實踐，
卻需要勇氣。

不妨問問自己有真心想做的事情嗎？
告訴你：我有！

不單如此，我現在正逐一實踐。在公開試後這個悠長
的暑假，我又會完成兩件──一是在「突破」作義工
實習一個月，二是前往泰北短宣41天。

對於我來說，構想能成為事實，是需要幾個要素的：
(1) 推動力 (2) 反覆地思考 (3) 群體的鼓勵。
 
推動力是很重要的，沒有了推動力，構想永遠只會是
一個沒有實體的想法，是一個永遠觸碰不到的東西。
LA11正是我的推動力。在7天的營會裡，我看見一個
又一個真實見證，一個又一個有靈魂的生命。我感覺
到他們每一個都在活著屬於他們的人生，都在委身 
服侍觸動他們的群體。我發覺他們之所以能勇敢踏出
去，是因為擁有愛，他們都找到了他們的召命。看
到了如此完整的生命，我又怎能只做個一式一樣的 
學生，而不嘗試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不過，我發覺單單一次的感動是不足夠的，從想到
行動，是需要不斷思考來確定自己的想法。俗語
說：「休息，是為走更長的路」；我會說：「休
息，是為想清楚自己要走什麽路」。當作選擇的 
時候，很多聲音會給你諸多的意見，當然也少不了
反對你計劃的聲音。在面對諸多聲音的時候，我會
靜一靜，想清楚我自己想的是什麽。比如說這個 
暑假裏，很多同學都會去旅遊、去賺錢，但我會
想，我究竟想跟隨大隊去做這些事情，還是選擇去
做義工、去實習、去短宣？我並不是指大家做的事
不對，也不是想突出個人，但我會想想自己真正想
做的事情，而不會單單隨波逐流。

最後，群體的支撐與鼓勵是不可缺少的。人並不是
獨立的孤島，因我們與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有聯繫
的，而我們都需要與某些志同道合的人組成群體，
彼此鼓勵成長。我很幸運，本身在教會裏已經有一

群很好的朋友，一起扶持成長，現在在LA又找到一
班很有熱誠，很有見識的朋友。在這些群體裡面，
我們會分享我們的經 歷 ， 我 們 的 軟 弱 ， 我 們 的 夢
想……就是如此，我們都在默默支持彼此，繼續成
為彼此的動力與支持。

就憑著這三種寶貝，我走到了今天，在做我想做的 
事情。

在突破幫忙的一個月裡，有機會翻看2006年出版的
LA十周年刊物，當中寫到每一屆LA都擁有的核心元
素「全人·愛·思·行」。願我們都能一起活出LA的 
精髓，做一個真正有soulful excellence的人！

筆者於6月至7月中在泰北的一所青少年 
中心教授小孩英語。

在「突破」的義工實習，就像進入了一個 
大家庭，在服侍中體驗群體和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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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不敷為 $177.1萬, 而基金各項專款結存合共$856萬 
2) 包括$354.8萬按項目支出計算之贊助收入。其中$136.2萬從『四川教師周轉房』

                   項目及$218.6萬從政府和基金贊助之四川災後援助項目。

收入

98% 奉獻及贊助(註2)
$903.8萬

2% 其他收入 $17.8萬

總數:$921.6萬

支出

21% 事工運作費
$235.3萬

對外贊助
$436.7萬

人力資源
$353.2萬32%

行政及宣傳
$73.5萬

總數:$1,098.7萬
7%

40%

2011年7月至201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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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之學習」與「生命有價」工作坊

2012年5月5-6日，培訓顧問鄧淑英女士應華東師範 
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的邀請，在
華東師範大學舉辦兩天的公益工作坊，主題為「優質
學習經歷工作坊」、「生命有價——幫助青少年建構
個人價值觀」。參與工作坊的學員為研培中心「卓越
青少年工作者培訓(TEAM)」的30多名學員和十多名
原T.T.T.成員。

馬東  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同工

鄧淑英女士用理論講授、遊戲活動、小組討論、活動
解說、音樂、唱歌等多種教學方式，說明青少年工作
者學習如何在活動的「前、中、後」有效的把握施教
時刻“Teachable Moment”，透過不同的解說體驗
活動進行有素質的學習反思，以致達成「優質學習 
經歷」；與青少年工作者探討怎樣不硬套工作者的 
價值觀，同時又能提供信任、有趣味、互動的空間，
讓青少年互相分享美好的價值。也與青少年工作者 
探討不同的價值教育模式、活動及解說分享經驗。

另鄧淑英女士豐富的青少年工作經驗、熱情及真摯的
投入感染了青少年工作者，學員們學到了與青少年 
工作的理念和技巧，促進自我探索和成長，增加了 
對於青少年工作的信心。

40多位內地青年工作者在兩天的培訓中
獲得許多帶領體驗活動的秘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