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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群孩子—上海坦直中學的「大朋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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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  願意  / □  不願意		(只選擇一項	)	收到青年發展基金	的資訊包括通訊、
報告、活動	/	課程	/	服務推廣及邀請、籌款、招募、意見收集等。
除上述用途外，青年發展基金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您的
個人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如以公司名義，請標明公司名稱及聯絡人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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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PS繳費靈服務，青年發展基金商戶編號為「6176」，請以聯絡電話登記為賬單號碼。
4.	個人e-Banking網上捐款，請向所屬銀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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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及回應



我們現已新增兩個捐款方法，大
家現可透過PPS繳費靈服務、個
人e-banking銀行戶口或信用卡進
行網上捐款，詳情可瀏覽http://
www.yf.org.hk/tc/makedonation.
html。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青年
發展基金的支持！

會長手記

新世代．新力量．新里程

生命工程新里程
缺乏有生命素質的青少年很難帶來文化更新的成果，
因此青年發展基金在未來一年將繼續與國內的大學及
中學合作，以一系列的培育計劃啟動國內青少年「生
命工程」的新里程，培育青年工作者。

網絡時代的生命相遇
網絡時代改寫了新一代在教育、社交、娛樂及消費方
面的生活模式，青年工作者不能忽視在網絡平台上與
年青人交流的機會，並更進一步建立生命相遇的關
係。今年7月24至27日我們將在上海匯聚國內多個城
市及香港的青少年工作者，共思如何在網絡時代進行
新一代的生命工程。

城市共建的新力量
本年7月底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以
“Impact	 the	City”為主題，顯示我們深信青少年的
城市共建的新力量。我們匯聚香港、國內及海外的青
年，培育僕人領袖生命，建立一個“Glimpse”群體	
(Glocal	Impact	Servant)，在本土及全球發揮影響力。
我們多年來在上海推動青少年「生命教育」，在北京
進行「外來工子弟成長創路」，及在四川多個城鎮共
建「全人健康校園和社區」。當全國城市化，並且邁
向城鄉一體化之際，我們將與國內青年工作者用心培
育新一代，成為城市共建的新力量。

拓展新一代的全球視野
我們正設立一個「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贊助青少年

工作者和青年人結伴同行，到非洲迦納、柬埔寨及日
本等不同文化的地方交流共學，開拓新一代的「全球
視野」(Global	 Literacy)。透過交流活動，讓他們一方
面立足本土、為城市建設貢獻力量，同時放眼世界，
學習承擔「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	的責任、共建
地球村的新文化。

為了有心志、有潛質的青少年，我們亦鼓勵他們同時
接受專業與生命培育，成為「有生命的卓越僕人領
袖」(Soulful	Excellent	 Impact	Servant)。我們正在籌
劃一個「助學基金」，資助一些貧困的青年人完成他
們的心底夢。

小結：
在未來的一程，青年發展基金仍然與國內、香港及海
外的青年工作者結連，培育青年事工培訓者，並進行
共建城市的政策行動研究，邁步國內新一代生命工程
新里程。

蔡元雲		

　本會消息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2年個人資料	 (私穩)	條例》已於4月1日起
執行，我們盼望繼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為您提供各類型的資訊包括通
訊、報告、活動/課程/服務推廣及邀請、籌款、招募、意見收集等。倘若
您不欲再接收我們的宣傳推廣，請電郵至general@yf.org.hk通知我們。

除上述用途外，我們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您的個人資料予
任何人士或組織。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645	3327與我們聯絡。

蔡醫生與同工到柬埔寨交流及考察



香港
建立青年人成為具遠象、敢承擔的僕人領袖群體

香港常常被形容為匯聚東西文化的國際大都會，然而
「全球化」、「國際視野」、「世界公民」對於身
處香港的年青人，是否只是一些空談的口號，還是有
實質的意義呢？與此同時，隨著「自由行」實施十週
年、大專院校的內地生比率每年遞增、國民教育風
波、本土意識的興起，香港的年青人亦不斷探索和反
思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

在2012年9月，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開展了一個名為
「Glocal	 Impact	Servant: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簡稱「GLIMPSE」)	的行動研究計劃。我們凝聚了
一群香港的本地大學生和一群來港讀大學的內地生，
一起進入這城市被遺忘的角落，接觸並關懷被遺忘的
人群。

在進入城市被遺忘的角落之前，我們讓香港和內地的
學生首先進入自己生命被遺忘的角落。透過「一人一
故事劇場」，讓他們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學習聆
聽彼此的故事—先與自己及彼此連結，然後再一起
去關懷一群在這城市被遺忘的人。

原來在我們這繁華的城市裡，有超過6,000名尋求庇
護者	 (Asylum	 Seeker)。他們是一群因著種族、宗
教、國籍、或政治原因，需要離鄉別井來到香港而不
能返回原籍國、又未能取得難民身分的人。由於香港
沒有簽署《1951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公約》，因
此香港政府沒有責任保障難民或尋求庇護者可獲得特
別的待遇。這群主要來自非洲和南亞國家的人，在香
港不能工作，甚至連義工也不能當，只能靠政府每月
2,000多元的經濟援助過活。由於香港政府至今亦未
設立任何識別難民地位的程序，審批難民身份的過程
非常緩慢；另外，尋求庇護的酷刑聲請個案，成功獲
批的比率更近乎零。因此他們與家人隔絕，失去身
份，對前路感到很徬徨和無助，甚至連生活基本的起
居飲食也面對極大的困難。

GLIMPSE的參加者開始接觸一群年青的尋求庇護

者，一起建立一個平等和共融的平台。透過進入對方
生活的場境彼此認識，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年青人成
為了朋友。作為東道主的香港年青人，並非帶著一班
新朋友去旅遊景點拍照留念，而是帶他們進入自己成
長的現場，分享我們在這稱為「家」的地方的成長故
事。其中一位來自索馬里的年青人，來了香港數年也
從未結識過一個香港朋友。當他在香港年青人的家裡
作客，一同用膳和分享生命故事時，非常的感動，因
他重拾了一份久違的感覺，就是被尊重和被接納。而
這些來自非洲和南亞的朋友也帶我們進入他們的生活
現場，揭開重慶大廈神秘的面紗。香港和內地的學生
也擴闊了視野和學會了謙卑，因為在這些經歷過戰亂
和逼害的年青人身上，我們看到堅韌的生命力和對國
家苦難的承擔。

我們建立了一個真真正正的國際青年群體，匯聚了埃
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甘比亞、多哥、加納、利比
利亞、索馬里、也門、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中國、
香港等地的年青人。當一群年青人願意打開心靈，分
享自己的夢想和掙扎時，我們的生命確實連結在一
起。那刻，大家的種族、膚色、背景、文化和語言的
差異已經融化了。但是，我們絕不會只滿足於彼此生
命連結和文化交流，我們更會為這些仍然活在貧窮、
艱苦、不公義中的朋友發聲，讓他們能得到更公平的
待遇，讓他們美麗的生命故事被聽見。

來自香港、內地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在群體中一同追尋夢想。

Glocal Impact Servant: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蔡暉明　臨床心理學家



北京
為打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一起笑一起哭，伴你在左右

「當你正走在坎坷路，我會伴你在左右，一起向藍天
歡呼，向白雲招手，我們要一起笑一起哭」，動人
的歌聲迴響在培訓大廳。4月21日，第四期「城市之
蝠——創路成長計劃」學生總結日營在志願者對學生
的集體獻唱中落下帷幕。這幾個月，這首《最珍貴的
角落》彷彿成了我們的主題曲，陪伴著同事，陪伴著
學生，也陪伴著志願者。

2013年的上半年，發生在工作團隊內的經歷可謂跌宕
起伏。有就職數年的同事離職，也有同事因身體不適
而休假。這些人事上的變動，造成了團隊不少壓力，
卻讓我們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在每一天的工作
中，同事們會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也分擔各人的重
擔。在緊鑼密鼓的工作當中，我們相濡以沫。

為使課程更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並貼近學生的生活處
境，我們就創路部份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在恆常的
工作之上，增加了修改課程、編寫新教案、培訓志願
者的部份，這對於團隊是一個挑戰。然而學生在課堂
上的積極參與、志願者的正面回饋，都成為我們前行
的動力。

在3月中下旬，我們分別到四所曾跟我們合作開展項
目的學校與應屆初三學生	 (上一屆「城市之蝠」參加
者)	舉辦重聚活動，跟進他們過去一年的成長，也特
別加強關於探索前路的討論，鼓勵學生於多渠道收集
升學就業資訊。學生們見到熟悉的培訓師和志願者都
非常興奮，相比上一年，他們對於個人的出路有了更
具體的想法。培訓師和志願者也珍惜這個機會，在學
生面對初中畢業這轉變前，針對他們的出路給予比較
具體的意見，並與他們共同展望未來。

陪伴志願者，也成了我們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今年
的志願者團隊中，不少是大四或研三的學生，正面臨
著畢業找出路的選擇。我們聆聽他們的心路歷程，幫
助他們分析前路的利弊，為他們加油打氣，成為志願
者培訓的延伸。志願者個人也經歷著創路成長的階
段，他們的迷失不安、他們的等候盼望，一個個真實
的生命故事也激勵著學生們守住心中夢想，堅持不懈
努力。

在這樣的時空裏，我們有幸成為彼此的陪伴。

在學生總結日營中，學生和志願者一起滿懷信心，展望將來。

黃莎莎　項目統籌



四川
在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我們一起，在路上

老師們進行心理健康課課後討論

聶小晶　四川團隊培訓師

2013年1月19日，「學校心理素質教育及早期干預」
專案正式啟動，並開展第一次培訓。共計約120名老
師和青年工作志願者匯聚一起，專案包括學生心理健
康教育課程、部分學生的成長小組活動、家長和老師
工作坊以及心理衛生知識系列講座等內容，旨在培訓
和督導學校的心理健康老師，由他們親身投身於教學
實踐，理論技能和實踐經驗同時進步，搭建較為完整
的心理健康教育結構模式，培養本地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者。

當天由來自台灣「彩虹之家」的廖杏娥老師為學員們
進行了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培訓，主要涉及「人
與己」、「人與人」兩方面，以講授理論、分享自己
的故事、看視頻、聽音樂和跳舞蹈等多種方式，啟發
學員思考自己，關愛學生。學員們都表示這兩天除了
能獲取知識和技能上外，還強烈的感受到自己心底的
熱情被釋放，在培訓中找到共鳴和歸屬感，增加了對
青少年工作的信心，願意奉獻自己，繼續結伴而行。

地處四川成都郊區的成都機投實驗學校是我們的合作
學校之一，學生以外來工子女為主，教學硬體和師資
條件相對比較薄弱，並未設置專職心理健康教育老
師，但學校和老師感受到學生的實際需要和「生命教

育」的意義，來自於教學前線的10位老師，包括學科
教師、班主任、學生管理人員等，最終決定加入我們
的隊伍，這樣的投入實在讓人感動。

2013年3月9日，來自機投實驗學校的12名老師、嘉里
集團的5名工作人員和青年發展基金的志願者、工作
人員約27人開展第一次課程培訓。讓老師了解心理健
康課程的特點，學習心理健康課程的課堂技巧以及掌
握課程的具體操作流程。同月13日，在機投實驗學校
初中一年級共九班學生開始第一次課程，主題為「認
識自己」。我們期望學生通過課程，建立正確的自我
概念，看見真實的自己，學會欣賞和接納自身，建立
勇敢和信心，塑造可期待的未來。

每次課程後，老師們都會聚在一起進行課後討論，從
對課程操作中自己的感受，到發現「問題學生」的改
變，從自身狀態的覺察，到提出課程可以修改的意見
等，老師們均紛紛發言，讓我感受到團隊的融洽、隊
員的投入，還有一種正能量的蔓延，真心感恩！

前方的路未知，進步的空間很大，安心於這樣的氛圍
和這樣的團隊，我們一起，在路上！

機投實驗學校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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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包括$229萬由政府和基金贊助之四川災後援助項目，此贊助收入是按項目支出計算。另$105萬為青年全球發展基金	(註4)之收入。
2)	 2012年7月2013年至3月不敷為$135萬，當中已包含青年全球發展基金之盈餘$58萬	(註4)，故青年發展基金實際之不敷為$193萬。
3)	 基金各項專款結存合共$483萬，另青年全球發展基金結存為$693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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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會走近他們，和33名七年級的孩子進行心的結連。

「大朋友項目」透過指導、溝通和分享等，開闊孩子
們的學習視野，並促進他們的情緒、社交能力、自身
潛能等各方面的發展。我把系列活動的「感恩」主題
隱含在「資源、財富、助人」中。「我有『財』」幫
助他們發現原來感到自卑的生活環境、兄弟姐妹都是
自己的資源，而自理能力、獨立思考、對蔬菜的認
識等亦是被自己忽略了的財富。在2013年5月3日的
課程中，我著重於「『財』盡其用」，通過「愛心
BINGO」等活動讓他們體驗助人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引導他們思考在未來回饋社會的願望。

第三次課程「我們能為身邊人做什麼」，計劃如何以
實際行動服務他人。正如一個孩子在分享中所說：
「在我得到幫助說一聲『謝謝』的同時，我也願意去
幫助別人。」這也是我的初衷。

有這樣一群孩子，隨著來滬打工的父母在上海讀書，
爸媽每天忙著種菜、賣菜，既沒精力也不知如何照顧
他們的心靈；今天他們還坐在教室上課，明天就可能
被父母帶回老家面臨失學……因著華東師範大學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與嘉里集團郭氏基金
會在坦直中學合作開展的「大朋友項目」，讓我有機

有這樣一群孩子—上海坦直中學的「大朋友」項目
商會敏　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義工

商會敏老師與學生互動

收入

95% 奉獻及贊助(註1)
$907萬

5% 其他收入	$48萬

總數:$955萬

支出

31% 事工運作費
$337萬

對外贊助
$265萬

人力資源
$405萬37%

行政及宣傳$83萬

總數:$1,090萬
8%

24%

2012年7月-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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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