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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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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支持：
 (1) 四川青年培育計劃   (2) 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先導計劃

 (3) 北京青年培育計劃 (4) 外來工子女培育項目

 (5) 基金培訓及經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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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支票或存款收據連上表請寄往香港九龍佐敦吳松街191號突破中心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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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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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伙伴們致謝

「青年發展基金」（YF）是一個培育培訓者，及進行
政策行動研究的機構；多年來在國內的工作全賴眾多
的伙伴：包括大學、中學、培訓機構、支持教會工作
的基金、個別的志願者及捐獻者。 在此表達衷心致
謝。

目前，YF在國內進行的「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培訓
工作，主要伙伴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他們是全
力的發動者及推動者。我們要特別感謝上海「樂成書
院」─ 一個專業培訓的機構，成為我們重要的培訓伙
伴。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研培中心」一直都是
我們的培訓及研究工作的伙伴。這個項目展開近半年
期間，已經取得多間在上海及四川的中學合作，成為
實踐「生命教育與生涯規劃」的先導學校。

在四川的「地震後社區心理康復計劃」，一直與四川
大學華西醫院及北川中學合作，八年來持續的合作沒

　蔡元雲

會長手記

有間斷。現在與「華西醫院」仍然持續支援受災難
影響的青少年重返校園及進入社區就業，取得可觀成
果。展望未來會與四川區不止一所大學合作，支援大
學生及接受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的生涯規劃及投身社會
工作的重要人生里程。

YF持續關懷外來工子弟進入城市後的生命教育及生涯
規劃培育工作。目前與一些資訊科技的專業人士合作
培育外來工子弟的數碼科技知識及專業技能，讓他們
生涯規劃的道路更加廣闊；再加上生命的培育，讓他
們能夠立足在廿一世紀創意產業蓬勃的世界中。

衷心感激很多無名的伙伴：眾多的志願工作者（很多
都是專業人士）；很多的贊助機構及個別捐獻者。您
們為國內年青的一代所付出的，將結出很多豐盛的生
命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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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結伴學校，推動青少年全人健康、鼓勵多元創路發展

生命教育在上海
馬東　樂成書院心理諮詢服務中心負責人

2016年，華東師範大學和青年發展基金共同推行全人
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的實踐模式，合作開展「生命教
育及生涯規劃政策研究、培訓及實踐先導計劃」。上
海樂成書院心理諮詢服務中心是上海本地的社會服務
機構，作為青年發展基金的合作伙伴，協作本計劃的
實施和執行。

為篩選合適的先導學校參與計劃，2016年上半年，樂
成書院先後拜訪了6所中學，包括第六十中學、青雲
中學、光明初級中學、市北職業高中、華師大二附中
浦東校區及虹口實驗學校。與每間學校的主管校長、
德育主任和心理老師充分接觸，了解學校的生命教育
水平和需求，介紹本計劃的目標和合作形式，考察學
校執行計劃的團隊能力。綜合評估後，已經確定光明
初級中學和虹口實驗學校作為先導學校，後續的先導
學校篩選在進行中。

2016年5月及6月，樂成書院先後籌辦了2次，共計5天
的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政策研究、培訓及實踐先導計

劃—師資培訓，此師資培訓邀請了十多名來自香港、
上海兩地優秀的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專家、學者、教
育工作者作為講師，給來自上海、北京、成都、合
肥、西安、寧波、蘇州、杭州、南京等不同城市約300
名青少年工作者、教師、家長做精彩的培訓。在青年
發展基金和華東師範大學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
培訓中心的充分支持下，樂成書院克服了人員少，任
務多的困難，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培訓宣傳和招生工
作、培訓的前期準備和聯絡工作以及現場培訓服務，
用專業的精神、周到的服務獲得了學員的讚揚和支
持，也獲得了生命教育在上海開展的培訓實踐經驗。

未來，樂成書院將繼續秉承社會服務機構的宗旨，專
業服務的精神，與青年發展基金和華東師範大學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共同合作，為上海學
校的生命教育發展奉獻一份力量。

參加師資培訓的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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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往夢想的雲梯

阿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運動員。早前的一次午飯，我
得知他剛剛辭去了工作，和幾位朋友共同開創了一間
網上運動用品商店，鼓勵更多人運動。自從他在香港
大學商學院畢業，一直在銀行工作多年，還記得十五
年前，他和另外兩位同學從國內剛來到香港，家境貧
苦，加上成績並不理想，我成為了他和兩位同學的導
師；那些年，他一直用功求進，聽到他考進香港大學
的一刻，我感到非常雀躍。入讀大學後，他並不熱衷
於會計或金融的本科，卻投資了許多時間在運動，參
與大學田俓隊，並經常在比賽中獲獎。也許是那年夏
天他參加突破領袖訓練營，又或許他一直有如此想
法，阿雄的夢想就是在運動的世界。時機到了，他便
勇敢追求他的夢想。

但許多香港的青年人並沒有阿雄般幸運。他們沒有機
會或技能去追求夢想，只停留在維持生計的階段。在
香港，大概有一百萬人，即是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活在
貧窮線底下，其中超過二十萬是兒童及青年人。近年
從國內到香港的移民近九十萬，少數族裔的貧窮人口
亦極高，巴基斯坦和尼泊爾藉分別佔了六十和二十三
個百分率，難怪香港的堅尼系數（評定城市貧富差距
程度）在全球已發展城市中排名最高。 

今年，我們在國內展開了新一期的扶貧計劃， 幫助深
圳的外來工子弟脫貧，提升他們的職業技能，善用電
腦和編寫手機程式，並配對導師去鼓勵每個生命的成
長。在準備課程時，我們發現在香港亦有一班貧困和
少數族裔的學生有同樣的需要，所以課程的先導計劃
會在香港開始，讓這些學生也得到幫助。

自從美國於數年前興起「程式一小時」計劃後，本地
亦開始教授電腦程式設計的風氣，但對象主要是精英
學校。一些富有的家庭更不悉花上每小時上千元的價
錢，送孩子去私人學習中心編寫程式，隨著愈來愈多
的精英學校帶領學生進入數碼知識的世界，一群貧困
的學生更被拋離，使數碼鴻溝日漸擴大。

我們日前探訪了一個居住上水的新來港家庭。這位女
士和她的兒子住在五呎乘十呎的板間房，丈夫與兩年
前去世。小兒子就讀中二，為人比較安靜，說話時帶
著輕微的鄉音。母親大部份時間在工作，很少時間與
兒子相處，從交談中感到到母子之間的緊張關係。
開始談話不久，兒子向我們分享他在暑假時愛看的
Youtube 片段，令媽媽驚訝的是，他看的是一些帶有
中文字幕的英式喜劇，幫助自己學習英文。他也告訴
我們，在他空閒時，他會到公園坐坐，或者和朋友在
球場踢球。相比起許多忙於參加國外交流團、領袖訓
練、音樂、美術、運動或編碼課程的本港青年，眼前
這個貧困的年青人，基本上不知道亦沒有資源參加。

因為收入、教育、職業機會和數碼知識，有資源和欠
缺資源的群體差距正在愈拉愈遠，難怪英語訓練和電
子知識，在現今的資訊社會愈見重要。許多校長和老
師也認同這一點。亦因如此，有一間資源較少的學校
最近和我們合作開辦先導課程，教導高中學生學習手
機編寫程式，課程在八星期內培訓學生掌握及設計一
個頗複雜的手機程式，連合作的老師也感到驚訝。

我們的遠景，不單在協助這些學生的數碼知識水平更
貼近一些有資源的一群，但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
自信、動力、希望和堅持他們的夢想。未來，我們希
望吸引更多成年人，成為這班弱勢青年的導師，鼓勵
他們去改變生活。沒有技能，青年人不能追求夢想，
但若有身邊人的關懷和支持，就如找著一道雲梯逐步
攀向夢想。

曾育彪　研究總監
黃綺薇　翻譯

外來工子女項目
讓貧窮弱勢青少年看到希望，尋找更多升學就業機會

Frank(右)與組員及他們的導師(左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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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異象鼓勵團隊創想一個嶄新的青少年服務模式，以
咖啡館、咖啡學校及青少年文化創意平台結合的空
間，匯聚青少年並培育他們的生命素質。青少年透過
配合個人成長的咖啡師職業培訓課程，從專業裝備中
再思生涯規劃方向。咖啡館既能成為青年人創路實踐
的現場，亦是個人安靜及群體相聚的青年空間。青少
年於當中閱讀、學習、分享，透過不同媒體開拓視野
及思維。本地青年工作團隊也藉此開拓成都大學城中
約10萬大學生的服務對象及探索商業模式下(Business 
Model)營運的青少年工作。

未來這項目將面對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戰，讓我們一同
重新想像在新世代中怎樣與青少年同行。

自2012年成立「夢‧行動」團隊至今，我們從北川中
學駐校團隊的服務形式過渡到大專生培育事工已踏入
第5個學年。透過生命裝備、領袖培訓及實踐體驗，
凝聚了近600位北川中學畢業生，同時累積了不少國
內大學生領袖培育的經驗，啟發我們探索本土青年工
作發展的可能性。

過去一年，我們進一步拓展服務至北川畢業生群體以
外的青年人，與他們一同探索創路方向。過程中發現
內地大學生缺乏有系統和持續的生涯規劃教育，對就
讀大學和就業的目的和意義十分模糊。特別在內地對
成功與職業意義較單一定義的主流價值觀下，青少年
趨向以金錢回報和建立個人功利成就為職業目標，缺
乏熱情去追求有使命與承擔的長遠抱負。

面對這充滿挑戰的處境，我們延伸W I S E (W e-
Identity-Soulful-Excellence)的信念，期望在中國急速
發展的城市處境下，建立具備市民、國民、及世界公
民身份、且能夠與人結連、有生命素質、有承擔的使
命青年。讓他們在家庭、職場、社會活出自己及群體
的「召命」（Vocation）。

重「新」想像
李樑林　項目統籌

4年前，夢．行動團隊於大學城開設Dream Hub青年匯點，匯聚北川中學畢業生

年青人的創意藝術，在Dream Hub的空間中得以發揮

W.I   S.E
青年培育計劃 (W.I.S.E)
持續災後培育，建立有生命素質的四川青年群體



北京青年匯聚
為北京流動青少年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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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生命成長的路上
李艷　培訓師

今年是我第一年在夏令營裡擔任培訓師，讓我有機會
接觸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幫助他們成長。

我班裡有一個會動輒發脾氣然後“逃跑”的學生，他
的小組在搶答比賽中輸了，他指責同學後發脾氣離
開，組員間的關係因此大受影響。原來小時候的他太
弱小，常遭欺負和排擠，感覺自己被拒絕、沒有價
值，後來他通過比賽獲勝變強大，也藉此保護自己免
受傷害。所以他害怕失敗會破壞他的聲望，使他建立
在成功之上的價值感不復存在，重新落入被欺負和拒
絕的痛苦當中。

三年來，他一直活在競爭及與人比較當中，當承受不
了壓力或失敗的恐懼時，就會用發脾氣、逃避來發
洩。事實上，是因為他情緒不穩定使同學不敢接近
他，使他無法與同學建立真正的友誼。在生活中他
做事認真、非常有擔當、樂於助人、且有能力：但他

卻看不到自己這些值得欣賞的特質與價值。我想起從
前的我，容易否定自己、怕被拒絕；因為有上司的接
納和鼓勵，一步一步成長到現在；我希望以同樣的態
度幫助他走出困局。他也發現自己的情緒行為帶來了
負面的影響，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營會最後的活動
中，他分享如果現在自己要面臨死亡，最遺憾的事是
沒有向那些曾經因為他發脾氣傷害過的人道歉。我被
他感動了！他最終願意放下自己，即時向組員道歉。
他的改變彌足珍貴！現在他已回老家求學，他告訴我
離開營會後一直沒有再發脾氣。

透過這段經歷，我深深的體會到生命的改變並非簡單
的提出要求、規範行為，而是走進一個人的生命，真
正的接納他、鼓勵他、引導他、與他同行。正是這種
生命影響生命所帶來的改變，激勵我在生命教育的路
上前行。

不畏挑戰，全組協作用叠叠高搭建最高塔

組內關係恢復後，一起参與活動，樂也融融



翱翔天空復學計劃
串連學校、社區及醫院，建立全人健康的康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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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工作只要用心總會收到意料不到的驚喜，做復
學興趣班更是如此。在為期10次的活動中，雖然有我
們志願者前期的用心設計和籌劃，但每一次不同主題
的活動都會因為不同學員的優秀表現而倍有意義和歡
樂。有的活動是學員的堅持參與，讓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任務順利完成。有的環節是因為學員的創意讓設計
增添更多趣味，有的則是因為學員之前的坦誠分享，
乃至無差等的支持讓活動在進行中總穿插著不同程度
的感動時分。整個興趣班因著大家的投入，從第一期
到最後一期都是在一如既往的活潑歡快氣氛中進行和
完成，實在讓人讚嘆！

當我初次接觸學員時，我對他們的了解很表面，幾乎
停留在幾個刻板的診斷詞彙裡面。然後興趣班裡，他
們好像都暫時告別了「精神障礙」的帽子，都回歸到
自己，只是那個想復學的自己。難以忘懷的是，當學
員在互相評價的時候，他們稱讚彼此「瀟灑陽光」
的XXX，有「文藝範兒」的XXX，「不要太美」的
XXX，原來，他們身上就烙著時代的印記，他們的思
想就綻放著青春的氣息。無論是評價者或是被評者臉
上都掛著真誠的笑容，讓我對他們康復的信心比任何
時候都更加堅定。

生命各有精彩  互持促其絢爛
郭曉玉　志願者

「實踐給你翅膀，夢想帶你翱翔」，通過本期的活
動，我更加堅信所有學員都有飛翔的夢想和潛能。不
同的是，每個人的人生裡都有起落和曲折。復學正好
給予我們學員再一次人生跨越的孵化期，通過這  個調
理、休整的過程，我們的學員可以找到自己身上的潛
能，堅定信念，不停成長。在不斷裝備自己的歷程
裡，堅強地面對未來的考驗，在自己夢想的藍天裡翱
翔！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獨特的亮點，本身就是一道風
景。無論暫時困難如何，我都相信生命之間的平等互
持，相互影響，只要願意真心付出和接納，生命之間
可以綻放更為絢爛的花火。

同學以畫畫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想法

一起製作手工，訓練他們的耐性和堅持



財政簡報

註 : 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盈餘為 $138萬，基金結存為$380萬。

收入

99% 奉獻及贊助
$826萬

1% 其他收入 $3萬

總數:$829萬

支出

32% 事工運作費
$224萬

對外贊助
$26萬

人力資源
$412萬60%

行政及宣傳
$29萬

總數:$691萬
4%

4%

2015年7月至2016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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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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