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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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65-1-025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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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手記

過去幾年，青年發展基金以「生命教育」、「外來工
子女健康發展」及「災後社區心理康復培訓」為主
題，在上海、北京及四川進行政策行動研究及培訓工
作，取得階段性的成效，現正整理研究成果，修訂培
訓及服務模式，並探索未來的研培方向。

未來，我們的事工其中一個焦點是培育國內的青少年
工作培訓者，讓各個服務模式得以持續拓展，並在不
同城市增強本土化的元素。

北京的「外來工子女健康發展」項目將進行深化，加
強外來工子女升學、就業、創路這些方面的探索，並
培育打工子弟學校及公立學校的老師和心理教師，讓
這個項目得以持續拓展。北京多間大學將會繼續與香
港理工大學及青年發展基金合作，培訓更多大學生成
為外來工子女的「成長嚮導」。此外，青年發展基金
已編寫一套「生命教育」課程，在北京市的中學及打
工子弟學校推行先導計劃，為中學生及外來工子女提
供全人成長的生命教育。

上海事工過去以「抗逆力培訓」為重點，未來也會在
「生命教育」的培訓上互動、連結。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亦會與青年發展基金合作，編撰出版一系列的
「生命教育叢書」，提供更多資源，分享我們過往服
務青年人的經驗。

四川事工將以「全人健康校園」為主題，亦會在部份
中學或職業培訓學校啟動一些「生命教育」先導項
目，為未來「全人健康校園」的目標奠下一個基礎。

上述事工仍在探索、研究及整合的階段，將會為國內
培育青少年工作培訓者的事工開啟一個新里程。

要達到這些目標，我們會更積極匯聚香港、國內和海
外的培訓師及研究學者，建立一個跨專業的「國際培
訓團隊」（Glocal Training Team）。

誠邀您們參與及支援！

培育青少年工作培訓者的新里程
蔡元雲  

蔡醫生到北京向學校老師分享培育青少年的理念和挑戰。



北京
為打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同心同行共成長

青年發展基金與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簡稱「人大
附中」）的合作項目已經開展近兩年。我們正合力開
發一套適合北京公立學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課程。上
一年度雙方的工作重點是針對整體學生正面成長的第
一級干預課程；而今年的重點是對部分學生提供第二
級干預課程：「成長心路」發展課程。

「成長心路」課程旨在透過一連串密集的小組及主題
活動，讓參加的學生認識和體驗心理健康的好處，在
過程中提升他們的心理健康素質，並協助他們將課程
中的體驗及學到的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以便能有
效地面對生活上的挑戰。

由2月份至今，我們已經在人大附中開展了五次活
動，有80多位學生參加了本次課程，活動內容涉及
人際交往和壓力管理等主題。在「社會大拼圖」一課
裡面，學生通過體驗活動反省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合
作，探討如何能夠達致雙贏，甚至為了社會大目標的
實現而犧牲小我；「壓力知多少」活動創建了師生互
動的平台，讓學生和老師一起坦誠分享生活中——特
別是來自家庭和學業的壓力；「生命故事之給世界一
個微笑」活動透過生命的分享和交流讓學生明白成功
有很多種，打破學生「以成績作為成功唯一標準」的
迷思，也鼓勵學生成為一個成功又可愛的人；而課程
中的「愛心之旅」活動，則希望引入服務學習模式（
service learning），組織學生關心和服務社區。很多
學生反映接觸社區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後，更加希
望憑藉自己的力量給社區帶來溫暖，並且更加珍惜自
己的生活。

除了學生課程外，「成長心路」也通過培訓老師及家
長，改善學生身處的環境。3月17日，我們為參與活
動學生所在班級的授課老師進行培訓，讓老師們認識

課程的核心理念，並且與老師交流如何建立「全人健
康校園」。同日，蔡元雲醫生專程來到北京為人大附
中老師進行演講，主題為「教師培育二十一世紀青
少年的挑戰」。當日有超過200位老師參加，反響熱
烈。

除了發展可行的第二級干預課程以外，透過「成長心
路」的開展，我們更希望的是與人大附中師生同行一
段路，在這充滿挑戰與衝擊的世界中，協助他們領悟
生命的意義和探索生命的方向。

黃莎莎　專案統籌

在學生總結日營中，學生和老師一起參與活動，迎接挑戰。



香港
建立青年人成為具遠象、敢承擔的僕人領袖群體

舊墟市．新想象

1月底，我參加了「LA領袖學堂」的「趁還有墟x上
水石湖墟」導賞活動，與其他青年人和導賞員一行十
數人進入石湖墟，旨在探索及了解本地社區面對地產
霸權的衝擊時所產生的變化。

我們先去了一個農產品分銷點，透過冷冰冰的鐵絲
網，我看見星羅棋布的攤檔，不少長者在那裡售賣新
鮮的蔬菜，如蘿蔔、馬鈴薯和粟米等。對我而言，這
是一個互惠互助的體現，是在我生活的九龍區的獨立
小販之間未曾見過的，使我眼界大開。這些人都有一
個共通點：他們努力地自給自足，在社會上掙扎求
存，絕不依賴政府的救濟。在欣賞他們的刻苦和堅持
之餘，我還思考到：「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呢？」到
目前為止，政府仍未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政策，但我個
人認為，小小的自身改變就能夠帶來正面的影響，像
是購買他們的農產品以表示支持，並將之推廣至大大
小小的朋友圈子，讓更多人關注公公婆婆們的情況。

接著，我們繼續在區裡探索和觀察。我發現不少售
賣日常用品及傳統塑料製玩具的雜貨店，俗稱「士
多」；甚至連開業數十年的上海理髮店也出現在我眼
前！我猜它已擁有四十至五十年歷史了，十分難得。
然而，香港愈來愈多大型高級商廈，令小店難有生

參加者在咖啡館分享遊歷石湖墟的觀察與反思（前排左一為黃穎宜）。

黃穎宜　活動參加者

導賞員為參加者講解石湖墟的發展變化。 

存空間，實在使人感到婉惜。我亦拍下了舊冰室的牌
匾...

想到我們的下一代或許再沒機會去追溯香港——一個
華洋共處之地的歷史，他們將可能不知道「鴛鴦」
這飲料為何物，可能無法享受放風箏的樂趣...長遠而
言，他們難以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和獨特感。我希望
政府可以實施政策，下調商鋪的租金，讓市民可以繼
續經營富有特色的店舖。

最後，我們到達這舊墟市中的一家新型咖啡館。我邊
嚐著果汁邊聽大家分享，悠然自得，也有所反思。香
港人是充滿創意的，除了近年政府所提倡活化工廠大
廈以發展創意工業，我認為管治班子應該大力推廣街
頭藝術，如牆上塗鴉、舞蹈等，使藝術變得生活化，
更為普及。



四川
在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學校心理素質教育及早期干預」專案

2013年1月19日，「學校心理素質教育及早期干預」
項目正式啟動，時至今日，青年發展基金已舉辦相關
大型培訓、教師和家長工作坊，以及實踐後督導共計
約30餘次，在小學和中學分別開展「生命健康教育」
和「成長天空小組」，持續兩個學期，涉及教師、家
長和學生約2,000餘人次。

「生命健康教育」志願者分享—馬文琦

參與這個項目，我的收穫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教學，
二是個人對生命的態度。這次的生命教育，更多從繪
本入手，繪本內容涵蓋了很多不同的主題，擴展了我
現有的教學形式和素材，進而豐富了課堂。

繪本比較適合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以故事為載
體，引領學生認識生命、感悟生命；雖然抽象思維迅
速發展，他們依然會被故事的內容深深吸引。同時，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繪本的內容也對我產生了潛移默
化的作用；而培訓老師分享他們自己的生命故事，其
中傳遞出的生命態度也讓我感動。在接受培訓的過程
中，我的生命態度被影響，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影響
學生的生命態度。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奇妙的經歷。 「成長天空小組」學生為精神衛生防治院的爺爺捶背。

學生在遊戲中學習用各種辦法解決問題。

「成長天空小組」志願者分享—詹群偉

走進精神衛生防治院，看著一道道鐵門和鐵窗，看到
不同年齡、不同症狀的病人，同學們都不安起來，圍
在老師身邊，好奇地問：「他們會攻擊我們嗎？他們
為什麼在這裡？」

同學們在猶豫和不斷試探中開始了服務。佳麗扯著我
的衣襟忐忑地說：「詹詹，我現在不願意給他們按
摩。」我回應：「好，我們先把計劃放下，按著自己
的節奏看看能做什麼。」佳麗舒了口氣。接著，她先
是站在病人後面看，然後開始在病人身旁指導如何折
紙飛機，進而手把手的教。有兩位老人在觀看同學們
的歌舞表演的時候，想起自己的家人不禁潸然淚下，
佳麗於是走向同組的同學邀請他一起去為老人做點什
麼。當我轉臉再看他們時，他們已站在老人的背後專
注的按摩著...

心理健康教育的過程，讓我感受到：遵循孩子的內
心，跟隨他們的節奏，給予足夠的空間，他們自己的
力量會帶給我們足夠的驚喜，也足夠支撐自己不斷地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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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匯動青年於2013年6月25日成立，青年全球發展基金、蔡廖水玉助學基金及青少年事工培訓師碩士課程之結存合共$1,174萬（於2013年7月1日正式撥入突破匯動青
年。而青年發展基金事工維持原有之研究及培訓、外來工子女項目及四川心理復康項目。）

2) 2013年7月至2014年3月不敷為$53萬，基金各項專款結存合共$466萬。

註：

3月份為「關愛母親月」，系列講座主題是「媽媽向前
走」，詮釋家庭教育和女性的身心成長的重要關係，
為「愛．家」拉開了序幕。6月份，我們繼續推出以
「理解青少年」為主題的四場講座，幫助父母走進
青少年的生活。11月份則會以「爸爸在家」為主題，
深入探討父親作為家庭教育主體的回歸和成長。

2010年起，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
培訓中心（簡稱「華師大研培中心」）開展與家庭教
育相關的主題活動，為青少年工作者建立成長平台的
同時，也致力傳遞和分享家庭教育理念。

2014年是華師大研培中心在青年發展基金的支持下，
開展TTT（註1）培訓十周年。研培中心與徐匯區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輔導中心、長風社區（街道）婦女聯合
會、靜安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上海樂誠欣勵教育資
訊諮詢有限公司四家機構攜手，推出了「愛．家」
家庭教育系列講座，邀請TTT成員擔任講師團的主力
軍，與TEAM（註2）成員一同宣傳和組織系列講座，
希望藉此整合華師大研培中心的資源，增加社會影響
力，與其他關注青少年成長的機構合作，同心營造青
少年成長的幸福家園。

「愛．家」同行，營造幸福家園
李紋

華師大研培中心培訓助理

收入

96%
奉獻及贊助
$605萬

4% 其他收入 $23萬

總數:$628萬

支出

23% 事工運作費
$155萬

對外贊助
$194萬

人力資源
$314萬46%

行政及宣傳
$18萬

總數:$681萬
3%

28%

2013年7月至2014年3月度收支簡報
(本基金財政年度為每年之7月1日至翌年之6月30日)

備註：
1) 「心理素質導師培育課程」（Train-the-Trainers），2004年開展。
2) 「卓越青少年工作者培訓」（Training of Excellent Adolescent Mentors），
於2011年開展。

家長於講座後踴躍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