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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不變的是愛和盼望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所以青年發展培訓有
限公司暫停香港的培訓同工進入國內與當地的合作夥
伴交流。

然而，從國內培訓師蔣育紅的文章中顯示，國內的培
訓事工持續進行。2019年9月的新學年，青年發展培
訓有限公司支持四川師範大學舉辦的心理素質體驗式
訓練營，成功提升大學生的個人素質；並且喜見他們
將所學的理念、知識和技巧運用到未來的工作中，做
一個優秀的老師，卓越的領袖，努力影響更多人。

同時間，同學們被鼓勵「朋輩輔導，陪伴同行」：影
響身邊的同學及未來的學生。生命影響生命，滿懷希
望前行。

四川溫江大學城的	Coffee	Connect	咖啡室，不單提供
優質的原產地咖啡，並培訓當地青年成為咖啡師；更

　蔡元雲

會長手記會長手記

把咖啡室打造成為年輕人最主要流連的「第三空間」
(Ray	Oldenburg)。	

青年事工發展總監蔡暉明的文章，為我們闡述了這事
工的重要理念：一方面滿足青少年的「生理需求」和
「安全需求」；更進而回應他們的「尊重需求」及「
安全需求」。我們進一步鼓勵年輕人追本溯源，認識
真我，嚴謹裝備，活出最真實和獨特的生命。

我們十分珍惜透過青年發展培訓有限公司在國內建立
的夥伴關係，除了上述的四川師範大學，還有上海的
華東師範大學，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及四川北川中學
；尚有一些國內的培訓機構。

請您細讀本期的兩篇文章，並且持續與我們同行；我
們的目標仍是培育國內的培訓師，讓他們持續培訓事
工：「培育領袖，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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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行動研究中心 夥伴：四川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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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素質	成為領袖
2019 年 9 月新學年開始了！我們在四川師範大學 ( 下
稱：「川師」) 開辦心理素質訓練營，主題為「打造自
己成為『卓越領袖』」。課程旨在培育這些日後將要為
人師表的「川師」大學生成為未來領袖—一個在社
會帶來改變的角色並一種可以對社會和他人產生影響
的力量。我們希望學員能在訓練營中，發現自身的天
賦才智並好好發揮；提升人際溝通技巧，結連群體並
開創共贏關係；提升自己的個人素質，以承擔未來領
袖要接受的挑戰。

目前在國內主要採用單向面授式的教學方法。我們的
訓練營使用體驗式教學法，通過團體活動、小組討論
和分享、個人反思和整理等多種形式，啟發學生的學

習與獨立思考，建立批判性思維，這些也是領袖需具
備的條件。訓練營為期十節課，我們帶領學生積極參
與，學生在日益融洽的小組中感受到團隊的逐漸形成
和團隊對於個人成長的促進作用。我們從期望澄清、
團隊建設、自我探索、價值觀覺察、領袖風格辨識、
團隊目標和個人目標的平衡等多個方面，讓學生在整
個過程中感悟和學習。學生收穫頗豐富，我們也欣喜
地看到學生在過程中的成長和改變。

我們也鼓勵這些學員能響應社會的需要，活學活用，
將所學的理念、知識和技巧運用到未來的工作中，做
一名優秀的老師，卓越的領袖，努力影響更多的人。

培育領袖	薪火相傳
蔣育紅		培訓師



朋輩輔導	陪伴同行
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間，我們在「川師」學生活
動中心分別為「川師」「成龍」和「獅子山」兩個校區
的同學舉辦了兩次主題為「月月相伴背靠背」的「川
師」大學生心理委員日營活動。在大學的體制中，每
個班級需要配備一名心理委員，他們主要負責每個班
級的心理健康知識普及和心理危機報告的工作。舉辦
這次營會是要裝備剛入學的大一新生成為心理委員，
班級的領袖。營會幫助他們學習建立並組織團隊，
加強同學對班級的歸屬感，促進彼此的溝通，增進友
誼，及建立互勵互勉的文化。

這些學員基本都是主動承擔心理委員工作，有為他人
服務的精神及熱誠，這一點在學生活動中也能充分體
現出來。日營還設計了實踐環節，學員體驗活動的設
計和帶領，日後為班級舉辦活動時將更有信心。我們
期待學員在日後的工作中能夠各盡其職，做好基層校
園心理健康的領袖，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學。

德國的教育家雅斯貝爾斯說：「教育本質上意味著一棵
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
醒另一個靈魂。」我們當下正是在做這樣的事，我們
培育學生成為未來領袖，影響身邊的同學及未來的學
生。生命影響生命，我們還將滿懷希望地繼續一路向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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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夢‧行動	–	北川中學畢業生群體
						Coffee	Connect青年領袖培育項目 (W.I.S.E)

W.I   S.E

Coffee	Connect	是我們在四川溫江大學城所支持的生
命創路咖啡室的名稱，我們相信透過咖啡、咖啡室的
空間和咖啡室團隊的服務，能夠讓年輕人與自己、他
人和世界結連。我們發現咖啡與年輕人的生命有著非
常有趣的共通點，難怪這小小的種子彷彿有著神秘的
力量，能夠點燃很多年輕人心中那團火。

咖啡文化發展至今，經歷了三個浪潮。第一波源於
1850	 -	 1960 年代即溶咖啡的出現，令咖啡成為風靡
全球的飲品，但只重提神的功能性而不重質素；第二
波是由 1960 年代至今，當中以美國的 Peets 和星巴

Coffee	Connect：咖啡與生命連結的
青年工作

蔡暉明		事工發展總監

克連鎖咖啡集團為推動者，不單成功將「精緻匠工」
為本（artisan-driven）的意式咖啡和享受咖啡的文化
推廣至全球，更重要是把咖啡室打造成為年輕人最主
要流連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place）				；第三波浪
潮是由約 2000 年開始至今，人們開始重視「從咖啡
種子到一杯咖啡」（From	Seed	 to	Cup）的體驗，包
括注重出產地、生豆處理方法、烘焙和沖泡手法等細
節。第三波的咖啡是不會添加牛奶和糖在內，而是要
品嘗每個「精品咖啡」（Specialty	Coffee）出產地獨
有的風味。很多人認為第三波咖啡的普及是由於年輕
一代對個人化和小眾產品的鍾愛，但更不能忽略的是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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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對「霸權」的厭棄和對「公義」的追求！這
是因為，精品咖啡大多是以直接貿易的方式令咖啡農
不再受到跨國連鎖咖啡集團的壓榨而直接得益。

當細心觀察咖啡發展的三個浪潮，這發展過程正好
反映了在時代的轉變下，人們的價值觀和需要也隨
著轉變。若我們用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
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去
分析咖啡的浪潮	（圖一），第一波的即溶咖啡純粹是
功能性，屬於理論裡最基礎的兩個層次：生理需求
（Physical	Needs）和安全需求（Safety	Needs）。
第二波的意式咖啡和咖啡室作為第三空間，觸及理
論的中層需求：愛與歸屬感的需求（Needs	 for	 Love	
and	 Belongingness）和尊重的需求（Needs	 for	
Esteem）。當發展到第三波精品咖啡的時候，當中所
追求的意義和社會公義已經是理論裡的最高層次：自
我實現的需求（Needs	for	Self-actualization）。

Coffee	Connect 生命創路咖啡室除了提供提神精緻的
意式咖啡和風味獨特的精品咖啡，亦成為社區裡年輕
人非常喜愛流連的第三空間，更重要是會舉辦不同的
咖啡與生命講座。咖啡室亦會為弱勢的年輕人提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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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認可的專業咖啡師培訓，除了提供專業咖啡培訓和
職業導引外（最基礎的需求），亦會提供品格培育和
建立共學群體（中層的需求），但咖啡室長遠的目標
是透過咖啡建立年輕人對自己使命的認定，對公義的
堅持，和建立全球視野和世界公民的身份（最高層次
的需求）。

年輕人的生命也好像精品咖啡般，每一個出產地也有
獨一無二的風味和特式，不能模仿，不能劃一化，更
不能大量生產！因此，我們鼓勵每個年輕人也要追本
溯源，認識真我，並且要認真和嚴謹地裝備，活出最
真實和最獨特的生命！

圖一：咖啡浪潮與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關係
（請參考文件 202002-coffee	connect）

註	1：	社會學家 Ray	Oldenburg 在著作《The	Great	Good	Place》(1989) 中提出「第三空間」（The		
	 	third	place）的概念，意思是指在家（第一）和工作場所（第二）之外，我們會花上最多時間、		
	 活動和社交的空間。

第三波：精品咖啡

第二波：意式咖啡

第一波：即溶咖啡

自我實現
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

愛與歸屬感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生理的需求



港元	 港元

捐獻及贊助	 1,513,122	 6,831,287

其他收入	 39,515	 67,716

總收入	 1,552,637	 6,899,003

事工運作費	 1,733,127	 3,983,334

人力資源	 957,048	 3,649,571

行政及宣傳	 69,087	 180,824

總支出	 2,759,262	 7,813,729

不敷	 	(1,206,625)	 (914,726)

基金結存	 1,226,590	 2,43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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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四川行動研究中心項目 (4) 同工薪酬（支持同工：____________）

(2)	「夢．行動」青年培育項目 (5) 常務經費

(3) 青少年編碼成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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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本會網站www.yf.org.hk，直接網上捐款
2.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青年發展有限公司」或	“The	Youth	Foundation	Limited”
3. 	直接存入「青年發展有限公司」銀行戶口

● 渣打銀行	337-1-027522-8			●		中國銀行	012-565-1-02583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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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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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馬鞍山郵政局郵政信箱 458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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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月至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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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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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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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組

2019年7月-12月 2018-2019年

財政簡報

　支持及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