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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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ON	&	INTEGRATION
結連、結合

「青年發展基金」在北京、上海、四川進行培訓、研究
及發展的青少年事工模式，至今正展示實證為本的成
效；「基金」現正整理相關經驗為可出版的培訓材料及
可推行的政府政策。

我 們 前 瞻 三 地 的 事 工 逐 步 邁 向 結 連 和 結 合	
(Connection	&	Integration)。這不代表忽略當地獨特需
要，而是努力將各地的成果和經驗分享、交流，並將
人力和資源更多互助互補。

（一）培育培訓者 (Train the trainers)
最近在北京舉辦北京、上海、四川、香港和加拿大聯合
進行的培訓者培育營，十分成功的展示了結連和結合的
力量；未來各地繼續保持分層次的培訓工作，亦將定期
進行聯合的培訓活動；最終是展望各地都興起更多青少
年事工的培訓者。

（二）青少年事工模式的深化及推廣
          (Models Development)
在前線工作者、培訓者和研究者的配合下，各地都出
現一些有成效的模式：上海的「成長的天空」	(抗逆力
培育)；北京的「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四川的
「災後心理康復事工」等。這些珍貴經驗可以到其他地

方交流，分享及實踐。並且未來在「生命教育」、「全
人健康社區和校園」及「家長教育」等重要領域上凝聚
力量、開拓、推展。

（三）政策行動研究 (Policy Action Research)
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長要得到整全和普及的培育，必
須獲得政府政策的配合，才可以持續地得到拓展	
(Sustainable	&	Scalable)，惠及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
因此政策研究十分重要，才可以有實證為本，讓政府可
以釐訂更有成效的長線培育青少年政策，能有方向地匯
聚政府、工商界、教育界、及前線青年工作者的力量，
共建「卓越、有生命“Excellence	with	Soul”」的新一
代僕人領袖，在本城、本國、以至海外貢獻力量。我們
亦計劃將研究、培訓、及服務成果結集整理，出版成書
或在網上分享心得。

結連不單是事工的合作，同時是人的進深交流、成為共
學共事的群體；結合不單是概念的整理及融合，也是將
概念與培訓和服務結合，以至前線所推行的是實證為
本、達成影響生命、改進政策的服侍。要達到結連和結
合的目標，在人事及資源開展並管理上必須更有系統、
有效率、有人情，我們絕不輕看管理團隊的重要性。

蔡醫於北京舉行的培訓者培育營中，分享召命、生命師傅等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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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白米，可能由泰國農夫花了整年時間，眠乾睡
濕，日夜照料才能長成，但農夫收了微薄的酬勞就把
它送到米商手中，可能去加工，可能去包裝，由坐貨
輪，長途跋涉經過太平洋來到香港，葵涌上岸，一包
包大米複雜地經過物流處理，你坐著那家餐廳的老闆
買了它，廚師煮成菜式，香噴噴端上餐桌，然後……
你吃了一半，就在你離開座位的那一刻，就是那一秒
都不到的時間，它變了垃圾。

忘了跟你說，我們的社會就是這麼諷刺，美食變到垃
圾，我們不花一秒鐘就做到，那垃圾怎麼辦呢?	嘿，
發達的國家叫它做廚餘，可以回收，可以重新分配，
但不記得嗎？你在香港，我們沒有有效方法回收廚
餘，我們是一個連麵包都會淋上漂白水，生怕別人拿
了你不要的貨品你就蝕本收場的社會。

這一切看在眼內，不公義、不合理、無人情味得令人
心寒；於是，一班LAMPers自告奮勇，用行動表達
對社會問題的不滿：跟九龍城區內教會合作，每兩星
期一次把麵包鋪賣剩的麵包拿去分配給區內有需要人
士，也與其他非牟利機構合作，到婚禮現場回收剩
菜，將酒席變為垃圾之前將它回收，再分配給區內的
露宿者。

但是，回收過後、將食物分配後、花了時間後，又怎
樣？這個不是問題的根源，一次婚宴就是美點雙輝也
剩下幾十件，一家麵包店一晚會棄置麵包幾十個，你
所居住的地區有多少間酒樓，多少間麵包店，當你回
收不了那麼多時，它們還是會被當成垃圾，送去堆填
區，不清不楚地完結了食物的一生。

消費模式只能是這樣嗎？我們這些叫浪費，幾個地球
都不夠我們用。看多點，不止食物，你用的手機，上

次換的時候是因為上一部不能用嗎？你穿的衣服，
有多少是穿了幾次就塞在衣櫃的角落？有時，你的
必需品不太是必需品，但你的必需品可以去到別人
手中，變成更被需要的必需品。我們的食物回收行
動，永遠不會是最後一次，因為簡單來說，我們是
為潮流熱捧的富裕生活「執手尾」。

筆者(左一)和其他青年成員在婚宴後回收食物

離開酒樓後，隨即將回收的食物分派給附近的露宿者。

你有想過食物的一生嗎?
─記食物回收和食物轉移行動

余柏康			LA2011香港營友



北京
為打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生命相遇—水長城
鄧淑英			培訓顧問

四天三夜的「生命相遇」青年工作者培訓營──「遇
上群體中的我‧你」，於7月20-23日在北京懷柔的山
水情緣度假村舉行。參加的青少年工作者有五十人，
學習營會運作的團隊也有十多人，加上工作人員，成
為一個七十多人的營會。營會的主題有三個向度:	生命
結連	(Connection)、建立群體	(Community)、生命導師	
(Mentoring)；我們通過體驗活動、藝術創作、野外歷奇
活動、小組動力等幫助在內地的青少年工作者能與自己
及身邊的人結連，從而共建一個服務青少年的群體，也
反思自己怎樣成為別人的生命導師。

這一次營會匯聚了青年發展基金內地三個地區：北京，
上海和四川的同事及志願者，以及來自北美的夥伴。我
們共同學習怎樣帶領營會，大家都有一個目標，就是
希望以後在自己的地區，舉辦同類的營會給有需要的青
少年工作者。也有其他友好的夥伴，特意開車來回三小
時探訪我們及送上水果和祝福，令工作人員都很感動。
雖然有些營友是人生中第一次參與這類型的活動，但所
有人都十分積極投入，在營會第一天繪畫自己的生命樹
時，已經很快的放開自己，與組員分享自己過去的成
長。

營會第二天，北京剛好碰上了六十年一遇的大雨，那幾
天收到很多短訊關心我們的安全及報告當時的天氣狀
況。很少下雨的北京，當天不停的下大雨，我們原先的
計劃是前往附近的水長城，進行一個「向生命出發」

的體驗活動。因大雨的緣故，我們決定在程序上有所
變動。我們運用這個突然而來的變動，作為施教時刻	
(Teachable	Moment)，讓參加者體會「向生命出發」這
課題：人生中，去或停不可以勉強，常常有上天的心意
及群體的意願，我們怎樣在當中充分去體會生命，去諒
解夥伴，去辨識契機呢？最後，我們把去水長城的活
動改在第三天進行；24小時之後，陽光明媚，空氣清
新，大家愉快地踏上「向生命出發」的旅程，我們實在
經歷了寶貴的一課。

下一年的「生命相遇」青年工作者培訓營將在上海舉
辦，我們期待更多生命的相遇…

在水長城中，其中一個建立群體的活動：兩人在夥
伴的「殘缺」中，彼此扶持同行。

暴雨過後的一天，風和日麗，筆者(右五)和學員們很有士氣的出發。



四川
在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災難之後	盼望在前
北川中學事工總結及展望

汶川大地震發生已經四年，這次歷史性的災難，開啟
了我們在四川事工的路，在北川中學駐校兩年的日
子裡，陪伴一群高中學生的成長，在心靈重建的過程
中，更是一趟探索生命的旅程。

過去兩年，我們培訓了一群四川本地的專業青年工作團
隊，包括社工、教師、心理輔導員和精神科醫生等。團
隊於校內服侍和凝聚了160位受地震影響極深的學生，
開展「愛心領袖訓練計劃」，透過抗逆力小組培訓、創
意藝術活動、探訪學生的家鄉、個人的輔導及關懷等，
建立學生的自我形象及抗逆能力。透過科學化的研究評
估顯示，學生的情緒抑鬱、焦慮和哀傷的徵狀雖有改
善，但仍處於頗高的指數，表示心理重建和康復是漫長
的過程。然而，評估結果亦顯示，經過了數年的同行，
這一群大山中成長的年青人的全人健康（包括抗逆力、
自我身分、社交支持、使命感和願意關懷他人的態度）
有明顯的進步。

透過建立群體，生命的交流與互動，讓學生更認識個
人的特質，發掘生命寶貴的素質，包括樸實、感恩及
承擔的北川精神。他們用音樂創作、藝術及文字去整理
和表達生命成長的經歷，從創傷及死亡的陰影中治癒，
學生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挑戰；我們亦著重建立
青少年群體，擴闊他們的視野，藉著中港青年文化交流
營會，展現他們多方面的才能，推動他們追求使命和夢
想。在高三面對高考與升學的關口，我們一起以創路及

2011年8月「同心創未來」香港文化交流營﹣了解香港城市文化及發展。

生涯規劃的形式與年青人探索夢想，並訂立個人目標和
實踐計劃，在過程中讓已畢業的學長與本屆學生連結，
交流經驗和心得，建立校友的群體網絡。
	
本年9月，學生畢業後將升讀不同的大專院校，他們都
是一群經歷過苦難的歷煉更具抗逆力和願意承擔的人，
同時亦擁有不同的才能，就像正待萌芽的種子，建立了
一個生命連結的核心群體。未來的日子，我們將會於
大學校園裡延續與這群青年人的同行，透過W.I.S.E.青
年培育計劃，協助建立及深化四川青少年使命群體及生
命素質，透過他們去關懷仍受地震影響的人和城市中的
弱勢群體；同時在訓練及服務實踐的過程中，培育四川
本地教師及青年工作者，推動青少年培育工作及生命建
立，延續本地青年工作的發展。

禤慧恩			項目統籌

2012年6月「願望彩虹	勇創未來」畢業晚會﹣
與學生回顧及整理高中生活，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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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415.1萬按項目支出計算之贊助收入。其中$112.2萬為『四川教師周轉房』項目及$302.9萬為政府和基金贊助之四川災後援助項目。									
	 					另$612萬乃青年全球發展基金	(註2)之收入。		 	 	

收入

98% 奉獻及贊助(註1)
$1,636.4萬

2% 其他收入	$33.2萬

總數:$1,669.6萬

支出

24%
事工運作費
$346.7萬

對外贊助
$513.2萬

人力資源
$464.6萬33%

行政及宣傳
$101.5萬

總數:$1,426萬
7%

36%

	 *財務總結經由潘展聰會計師行審核

本年度盈餘為	$243.6萬，扣除$600.3萬為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註2)之盈餘，實為不敷$356.7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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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仍在獨立註冊之法律程序中,	故今年納入
								青年發展基金之賬目中。	

2011-12年度財務總結
(本基金財政年度為每年之7月1日至翌年之6月30日)

生命教育工作坊

2012年6月9-10日，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與培訓中心邀請突破機構市場總監、香港全人
生命教育學會副會長吳渭濱先生、突破機構更新園程
序主任李漢泉先生，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辦兩天的公益
工作坊，主題為「生命教育工作坊」。參加者為研培
中心「卓越青少年工作者培訓」的40名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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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渭濱、李漢泉老師用短講、活動、解說、小組討
論、分享、演講整理等多種教學方式，為青少年工作
者介紹生命教育的緣起和內涵。讓學員們認識到現今
青少年的生活相對豐裕，但生命卻顯得脆弱。青少年
並不缺乏知識或物質生活，卻缺少了「生命的結連」
(connections of life)─包括與自己內心、與他人、
與自然環境等等的結連。生命教育的目的，正是要引
導青少年認識這些結連，培育他們成為熱愛、尊重生
命的新生代。

學員們學到了生命教育可以通過美術、音樂、詩詞、
書法、野外活動等多種形式呈現；更深刻的覺察到與
自我、他人、物之間的結連。意識到要學會享受自己
的生命，努力爭取自己需要的東西，不用過多關注結
果，過程本身就是一種難忘的生命經歷。

人生拍賣行，看看我們的人生值多少錢？

上海 培訓內地青年工作者，傳遞青少年全人培育使命
生命教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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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9-10日，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
訓中心邀請突破機構市場總監、香港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副會長吳渭
濱先生、突破機構更新園程序主任李漢泉先生，在華東師範大學舉
辦兩天的公益工作坊，主題為「生命教育工作坊」。參加者為研培
中心「卓越青少年工作者培訓」的40名學員。

吳渭濱、李漢泉老師用短講、活動、解說、小組討論、分享、演講
整理等多種教學方式，為青少年工作者介紹生命教育的緣起和內
涵。讓學員們認識到現今的青少年的生活相對豐裕，但生命卻顯得
脆弱。青少年並不缺乏知識或物質生活，卻缺少了「生命的結連」 
(connections of life)──包括與自己內心、與他人、與自然環境等
等的結連。生命教育的目的，正是要引導青少年認識這些結連，培
育他們成為熱愛、尊重生命的新生代。

學員們學到了生命教育可以通過美術、音樂、詩詞、書法、野外活
動等多種形式呈現；更深刻的覺察到與自我、他人、物之間的結
連。意識到要學會享受自己的生命，努力爭取自己需要的東西，不
用過多關注結果，過程本身就是一種難忘的生命經歷。

圖SH --1.JPG-- caption: 人生拍賣行，看看我們的人生值多少
錢？

基金累積盈餘及專款總數	

	 	 	 港幣(萬)

累積盈餘     398.5  

研究及培訓專款       26.7  

外來工子女項目專款    249.6  

四川心理復康項目專款        1.5  

      676.3 

青年全球發展基金 (註2)    577.9 

                1,2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