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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及回應
青年發展基金一直與內地各夥伴結連，對相關項目提供專業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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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夢行動」青年培育項目

(4) 常務經費

(5) 同工薪酬 (支持同工：_________________)

(1) 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項目

     (北京、上海、成都 )

 (2) 「翱翔天空」復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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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突破中心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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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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香港

四川



培訓「青年發展」項目本地化

「青年發展基金」一直秉持與內地的大學及中學合作
培訓國內的教師、心理諮詢師、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
士為目標，讓他們承傳培育本地的青少年全人發展。

在本期通訊可見各個培訓「青年發展」的項目已有序
地由當地大學、中學及註冊公司主動承擔培育工作。

北京的「向左走、向右走」是一個生涯規劃培育項
目，已經由當地的公司承接，團隊基本上都是北京
本地人，與北京的青少年同行，「尋找屬於自己的
路」，並創建自己的生涯目標。這個項目未來仍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

「青年發展基金」在上海的合作伙伴是華東師範大學
及當地的樂成書院；在成都的合作伙伴則是零加壹教
育諮詢成都有限公司，齊心合力推動青少年「生命教

　蔡元雲

會長手記

育」的研究及培訓工作。喜見「生命教育」的培育工
作已經由當地的專業同工及志願者傾力承擔，取得具
體的成效。

我們在四川的另一個合作伙伴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從汶川地震後「社區心理康復」項目開始，發展到今
天的「青少年復學計劃」，已經由當地的希望之光康
復中心全力承傳這個意義深遠的項目。

有關內地「青年發展」的培育當地培訓者的計劃將會
持續進行，我們為各個項目有效地本地化而感到欣
慰。懇請各個項目的支持者繼續與我們同行，使「青
年發展基金」的項目取得更深、更廣的成效；使更多
內地青少年的「生命素質」不斷提升，他們的「生涯
規劃」也有更清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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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生涯規劃項目的學生及志願者合照

北京
為打工子女開拓立足城市、健康發展的模式及空間

向左走、向右走？－尋找屬於你的路

去年十月，北京團隊為大學生開展生涯規劃項目「向
左走、向右走？-- 尋找屬於你的路」，項目看重學生
整全生命發展，按學生對自我生命的理解，創建適合
自己的生涯路。

北京大學生的情況
北京是著名的大學城，有92所大學及大專，考上北
京的大學，是國內高中生的夢想。然而踏入大學校園
後，學生要適應各種新的情况，經常會感到迷惘與困
惑，卻找不到幫助。大學生活忙碌，學習壓力巨大無
法紓解；離開父母的監管卻缺乏自我管理能力，部份
學生因而沉溺在電腦遊戲中；從農村到城市上學的學
生，要艱難適應生活文化及人際上的轉變；學生為自
己所選修的學科不容易找工作而憂慮；為隨意找一份
工作還是繼續進修改變專業而惆帳。近年在北京校園
出現「空心病」，有青年人因失去自我價值及存在
感，找不到人生意義而走上自殺之路。

創建自己的生涯目標
人要活得幸福，不單要找到安身之處，還要有立命之
所，就是要找到可以充分實現自我的生涯舞台。我們
的項目通過各式體驗活動，啟發學生思考人生種種經
歷，幫助學生反思自我並重整生命，對自己的素質、
能力、價值觀等有更深的認識，進而構建自己的未
來，當中包括工作、家庭、朋友、社交等角色的分配
與協調。透過自我生命的經歷及意義的探尋，有助發
現人生的重心與目標，建立使命，創建生涯路向。
學生需要清楚自己的工作價值觀，才能找到合適的工
作。在培訓過程中，我們鼓勵學生以開放的態度創建
自己的生涯路，相信人生充滿各種可能性。

通過培訓，有學生發現自己一直按父母命令和規劃生
活，失去自我認知力；有學生承認自己沒有能力達到
心中所想，願意腳踏實地重塑未來的路；有學生發現
原來他最想要的不是「金錢」。透過敘說自己人生故

何少玲  項目經理

事的過程，學生更深地發現自我；匯聚人生中零碎的
片段，明白自己過往的得與失，都是有意義的，能夠
幫助自己規劃未來的生涯路向。在小組的聆聽過程
中，學生獲得尊重、肯定及支持，能更有勇氣探求和
選擇屬於自己的路。培訓後，大部份學生能更確定自
己應該如何迎向未來。

未來的發展
近年國家對北京市的規劃明朗化，北京市政府功能逐
漸遷往通洲，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治理人口過
多問題，實施居住證制度，推進積分落戶等。

在這急劇變革的時期，我們計劃持續推行大學生生涯
規劃項目，成為他們在迷惘中的明燈。展望下一階段
的培訓，我們計劃帶領大學生服務來自貧窮家庭的
學生，包括參與生命教育課堂活動、初中生創路工作
坊、體驗活動日營、夏令營等；注重培養大學生的領
導力及社會關懷，透過群體的實踐活動加深大學生的
自我認識，從服務弱勢社群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同
時我們亦會繼續鼓勵貧困的非京藉隨遷子女把握讀
書的機會，透過教授生命教育課程，提升他們的抗逆
力，以面對未來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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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政策研究、培訓及
實踐先導計劃」（以下簡稱「先導計劃」）在上海三
所「先導學校」（虹口實驗學校、光明初級中學、彭
浦初級中學）繼續開展第二年的項目服務。上海樂成
書院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受青年發展基金委托，為先導
計劃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研究工作
雖然調研團隊的兩位隊長都在暑期增加了新的家庭成
員，但調研工作依然能夠如期開展，包括為2017年9月
入學的新生進行基線調研、現有參加者的追蹤調研、
課程的評估以及教師心理健康調研。

結伴同行 綻放精彩生命 
馬東  樂成書院行政主任  

本學期的調研目標主要包含三部分：
•追蹤研究 - 對接受過《活出精彩》課程輔導的學生

（由預備班升入初一）進行追蹤，檢視課程的持續
影響。

•校本研究 - 聚焦校園的日常情況，包括：學生狀況
（新預備年級）、自主課程、教師狀況、校園建設
等，檢視校本生命教育元素與資源。

•第一年評估報告 - 在2017年底完成，並進行分析。

培訓工作
為了促進學生、教師和家長對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的
理解，提升學生和教師的生命素質，協助學校建立
生命教育文化和支持體系，我們積極開展各項培訓活
動，包括：

華東師範大學師生生涯工作坊

伙伴：華東師範大學
             樂成書院
             零加壹教育諮詢（成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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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內地青年工作者，傳遞青少年全人培育使命



•師資培訓 - 通過講座、工作坊、營會等方式，在生涯
規劃活動設計和帶領、個案跟進方法、小組開展的
理論與技巧、學科教育與生命教育融合等方向進行
培訓。

•到校支援 - 通過集體備課、到校觀摩、觀摩反饋、家
長講座、學生營會、親子營會等方式，給予授課老
師專業支持，協助他們更好地開展初中生命教育與
生涯規劃校本課程的開發和應用。

本學期，在團隊的投入和學校的積極配合下，先導計
劃取得如下項目成果：

•搭建滬港姊妹學校交流和互動平台 - 2017年暑假，
上海虹口實驗學校與香港神托會培敦中學結成友好
姊妹學校，在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方面，進行校
際、教師、學生之間的積極交流和互動。

•培養青年教師團隊 - 2017年9月，光明初級中學選派
19名3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虹口實驗學校增加到10
名青年教師全程參加先導計劃的師資培訓，冀望培
育一批理論知識、實踐技能與科研能力兼備的高素
質生命教育和生涯規劃輔導教師，幫助學校建立生
命教育與生涯規劃輔導教師團隊。

•提升學校教科研水平 - 在先導計劃合作基礎上，光
明初級中學先後申請兩個科研項目《初中生命教育

與生涯規劃視界融合的實踐研究》（市級課題）及
《基於積極心理學的初中生命教育與生涯規劃校本
課程的開發與實踐》（區級課題），提升學校生命
教育和生涯規劃教學水平。彭浦初級中學開展初中
生生涯輔導主題展示研討交流活動，共享學校心理
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的成果。

在推行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觀察到老師和學生的積極
變化，但我們很期待第一年的評估報告可以盡快完
成，讓我們清楚知道項目的成效，以及有那些地方需
要完善。我們期待第二年的效果可以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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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初中家長會

教師培訓：學習使用生涯卡牌

彭浦初級中學學生展示《彩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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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希望之光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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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復學過程中，印像深刻的是老師們的溫暖！

在我最脆弱的時候找到了躲避風雨的港灣，謝謝老師
們！謝謝我的心理輔導老師詹老師，謝謝每一位老
師，你們的溫暖如陽光慢慢沁進我的心扉，教會我成
長；謝謝鄧紅老師，謝謝您給了我這次機會；感謝華
西醫院，感謝復學項目，你們的溫暖我不會忘記。

還記得那時在復學小組興趣班，我們打鼓、畫畫、去
博物館、去K歌……每天來的時候你們的微笑我不會
忘記，你們關懷的眼神讓我好想流淚，你們那麼的善
良……在博物館的時候我情緒不好，老師陪了好久，
摸著我的背安撫我。我一點一點在探索。在復學班，
雖然我不愛說話，但你們的好我都記在心裏，老師的
讚美，同學們都很積極的康復。我有時很恨自己不能
表達內心的聲音，我壓抑在心中看著這座城，不能外
放那痛苦的生活讓我糾結了很久。在老師們的幫助下
我漸漸打開了心扉，平穩了情緒。我記得快樂的點
滴，我記得助教很高，給我們發作業，希望他也過得

有你們  我們不孤單
計劃參加者

好。還有好多同學，沒能和他們多交流是我很遺憾的
事，喊不上他們的名字是我很內疚的事，但是他們很
可愛，很可愛，他們是那麼的善良單純令人心疼。下
次見面一定要向他們問好，然後抱在一起向全世界宣
布，我們一定會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我忘不了
那裏難忘的回憶，謝謝老師們辛苦地為我們上課，有
你們，我們不孤單！

帶著眼淚寫的，抹乾眼淚，生活還要繼續。我現在過
得越來越好，一天比一天好。我在接觸社會的過程
中，學習休養自己、保護自己的身體。冬天了，天
氣很冷，有你們的問候，心裏很暖，老師們也要注
意穿衣哦。我最近在減肥，瘦了5斤了，很高興。一
點點的小事都會讓我快樂。這次生病讓我明白了：人
一定要善良，生命是多麼的寶貴，我們都是生命的奇
跡，那些苦、那些痛，都是我們成長的印記，只是生
命不會重來。如果可以，我一定都會記住同學老師的
名字，你們的臉龐一直刻印在我的腦海中，讓我們加
油！一起展翅翱翔！

多元活動打開心窗



立足本地 承傳使命
建立青年生命咖啡創路平台

經過半年的探索和建立的階段，由本地隊工開啟的青
少年生命咖啡創路平台-Coffee Connect，透過宣傳
和口碑，連結大學生及職青，得到很多正面的回饋，
顧客亦逐漸增加。除了日常接待和經營外，在過去
一季舉辦不同的主題活動，引發青少年探索，並在
面對社會眾多聲音中學習獨立思考，在大學生活的運
用和職業規劃中作出W.I.S.E的選擇。

建立文化空間開拓青少年視野
在咖啡館的空間舉辦各類型主題文化沙龍、電影分
享、廢物再利用藝術工作坊等活動，邀請大學生從主
題中打開對生活的感知和連結，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資
訊，而是透過連結和真誠分享的氛圍，讓他們認識自
己。在活動過程中，新一代青年在價值真空時代中迷
失，缺乏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亦因此欠缺職業發展
和規劃的想法。希望藉此平台匯聚一眾大學生，共同
實踐生活的可能，策劃有意義的行動，積極為大學生
活和職業方向作出合適的選擇。

透過咖啡打開味覺和世界視野
由咖啡師帶領咖啡體驗活動，從咖啡知識、品味咖啡
到沖煮方式示範，讓參與者親身體驗咖啡製作的過
程，打開他們對咖啡的興趣和咖啡文化的了解。從生
豆到一杯咖啡的過程 （From bean to cup），咖啡師
匠心的職業態度等，都增加了參與者對咖啡的全新理
解。團隊未來會嘗試更多體驗活動、咖啡培訓及咖啡
師職業分享會等，建立青年咖啡師的職業實踐平台，
並會結合生涯規劃的活動，讓面臨就業困難的青年有
全面的技能裝備和職業方向的引導。

在未來一年，我們將繼續連結大學生和職業青年，建
立青年創路及生命培育的平台，讓年青人展現創意、
能力和潛質，同時進入校園，了解大學校園文化，和
大學生共同探討生活和生命主題，引發他們的反思和
行動；並透過咖啡專業培訓開展職業創路計劃，連結
當地跨界別的專業和創路者，提供實習機會和培訓的
機會，給予青年人技能培訓及生涯規劃的引導。

禤慧恩  項目統籌

Coffee Connect建立文化空間 開拓青少年視野

「走進咖啡世界」 咖啡體驗活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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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夢‧行動—北川中學畢業生群體



收入

96% 奉獻及贊助
$216萬

4% 其他收入 $9萬

總數:$225萬

支出

37%
事工運作費
$123萬

對外贊助
$29萬

人力資源
$175萬53%

行政及宣傳$3萬

總數:$330萬

1%

9%

2017年7月至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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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發展基金會長：蔡元雲醫生

二零一八年董事：主席：黃啟民先生　副主席：張蘇嘉惠女士　秘書：陳玉麟醫生　司庫：朱其崑先生
董事：張國偉教授　方偉晶教授　郭偉強先生　林彥民博士　李美瑜女士　梁錦波博士　

盧錦華先生　蘇權良先生　曾秀華女士    黃子欣博士

出版及編輯：青年發展基金行政部　美術設計：楊仲文

如欲了解更多青年發展基金事工，請瀏覽網頁www.yf.org.hk或素描右邊的QR Code。

財政簡報

註 : 2017年7月至11月不敷為 $105萬，基金結存為$36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