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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話編
夢 想 樹 的 概 念I	have	a	DREAM!	

夢想，不只是「發夢」，而是有機會實踐，令夢想成真的。邁向夢想的過程，就像培育樹苗慢慢地成長。成長中的樹苗，需
要有穩健的根基，才能抓緊土壤，從而吸收泥土中的養份、接受陽光
照射及獲得雨水的滋潤，慢慢地…小樹苗會漸漸的茁壯成長。參與了兒童發展基金資助的「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II」
的導生，經歷了一年的活動，展開了他們尋找夢想的旅程。過程中，
他們就好像要栽種一棵屬於自己的「夢想樹」，而當中，更有友師、
家長、社工、善長、社區人士等的支持和鼓勵。培育了一年的「夢想
樹」，會是怎樣的呢?	就讓我們逐一回顧「夢想樹」的成長點滴吧!



作夥伴的話協

劃內容簡介計
我們相信每位兒童及青少年皆有無限的潛能，本計劃旨在透過不同的培訓和交流活動，

讓身處不利環境及低收入家庭之兒童和青少年提升個人的自信和效能感，幫助他們尋找及確

立成長的目標，並以積極、自信和承擔的態度，為自己的人生作出規劃和實踐。

我們也深信一個關懷、愛護和支持的環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十分重要。同行者的

陪伴和指導有助提升他們逆境自強的能力，人生價值觀亦較積極和正面。本計劃亦著重同行

者-家長和友師的培訓，讓家長和友師提升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需要的同理心，讓他們

以關顧和鼓勵去支持導生訂立個人發展的目標，為自己的未來作好準備。

計劃由三個主要元素組成，分別是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對和目標儲蓄。這三項元素對

提升導生在資源管理和規劃未來方面的能力十分重要。

一個關懷、愛護和支持的環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十分重要	。本

會得悉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再次成功申辦兒童發展基金之「伴我創Teen

才」培育計劃II，並繼續為大埔及北區弱勢家庭的青少年成就夢想時，本

會成員均表示十分支持，積極回應及慷慨捐助，並樂意擔任計劃的分享

嘉賓，希望藉此鼓勵和支持基層家庭之青少年追求夢想和為自己規劃前

路。

當本人出席「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II之啟動禮時，看見台下

三百多位導生及其家人、友師，一張張友善而親切的臉容，讓本人感受

到青少年對參與計劃的投入，友師們無私付出的真誠，深信這群青少年

在未來的三年計劃中，在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同工及各熱心友師的扶持

下，必能成功面對成長中的挑戰，為理想踏出第一步。

本人期盼計劃內的訓練及分享，能為弱勢家庭之青少年播下自信及

自我增值的種子，成為對社會有貢獻、有承擔的新一代。本人亦樂意繼

續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協作，與本會的成員發揮工商界的力量，為社會

上的基層家庭於脫貧的奮鬥路上予以扶持，為共融社會的建設付出一分

的力量。

本人在此期盼各位導生珍惜機會，努力向前，亦深信香港青少年服

務處會繼續積極推動青少年的培育工作，讓他們茁壯成長!

	 陳偉文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2013/2014年度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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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基礎，能讓「夢想樹」得到支撐，無懼強風大雨，依然屹立不倒。因

此，導生了解自己內在資源，加上友師的同行及鼓勵、家長的支持、以及社會各

界給予的機會，令導生於計劃第一年打好基礎，「夢想樹」能夠穩健地成長了。

於2013年12月15日，本計劃

為參與計劃的150位導生及友師

舉行了「迎新活動」，過程中的

集體遊戲及燒烤活動豐富他們的

相處機會，讓導生及友師建立了

朋友關係，使他們彼此間有了初

步的認識，讓他們對計劃更為投

入。

想樹-建立穩健根基夢

迎新日

開心分享

友師與導生打成一片
熱身遊戲：識個新朋友

導生友師初次見面，來個大合照

友師們聚精匯神，準備迎接

第一次見面的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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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導生及友師建立良好的關係，本計

劃於2014年3月期間，分別為4個單位的導生及友

師進行了5次的裝置藝術活動。透過藝術導師的引

領，友師的協助，導生們透過繪畫及藝術創作，思

考對夢想和目標的期望，以及實踐夢想的元素，並

製作他們心中的「夢想樹」。導生們需要付出心思

及創意外，更要不斷嘗試，克服創作上一個又一個

的難關。過程中，導生們親身感覺到要達成夢想，

必須經過努力付出及不怕艱難的毅力和決心。更加

重要的是，整個創作期間，友師們都在場鼓勵、協

助及指導，讓導生們相信友師於未來三年尋覓夢想

的路程上，是樂意付出及同行的。

裝置藝術

夢幻舞台

展翅高飛之樹

導生與友師合力製作夢想之樹
向夢想出發

世上無難樹糖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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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禮啟
本計劃之啟動禮於2014年4月27日假香

港教育學院舉辦，並獲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吳家謙先生、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陳偉文

先生、機構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梁歡蕙女士 臨

主禮。在啟動禮中，導生及友師展示代表

追尋夢想的「夢想樹」藝術裝置，向

在場各嘉賓介紹當中的寓意，並邀

請主禮嘉賓為「夢想樹」注入「機

會、支持、關愛」的元素，並在立約書上簽署以作見證，寓意

政府官方、商界伙伴、民間組織對計劃的投入參與及關懷支持。在典禮

的尾聲，在場的導生、友師及嘉賓合唱「Stand	By	Me」，憑歌寄意，

鼓勵導生在未來三年計劃中，藉著友師的愛心與陪伴，願意向夢想踏出第

一步，發展自己獨有的才華。同時，亦標誌著「兒童發展基金-伴我創

TEEN才培育計劃II」正式展開。

兩組導生及友師與主禮嘉賓合照

大合照

導生宣誓及簽下立約書

嘉賓分享-
陳銳琪先生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陳偉文先生致

送支票，由本機構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梁

歡蕙女士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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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訓練-了解自己的內在資源導

導生們正合力完成指定任務，
透過小組訓練以提升導生的解
難能力及團體合作精神。

嘉賓分享-
陳銳琪先生

本計劃於2014年2月期間為100

導生進行了「陽光TEEN	Action」訓

練活動，藉著定向活動、解難遊戲、

攀石挑戰等活動，引導導生思考當遇

到困難的任務時，如何與其他組員商討

解決困難的方法，提升導生的解難能力及自

信心。於活動後的解說中，導生們表示訓練讓他們體

會到勇於嘗試及團隊支持的力量，有助他們學會解決

難題的方法。

透過專業理財顧問梁公彥先生的分享，以3S的理財概念

Saving,	Spending,	Sharing作藍本，提醒導生青少年容易誤

墮的理財陷阱，幫助導生建構管理金錢的正確觀念及價值觀。

本計劃於2014年4月27日假香港教育學院進行了「型

Teen透視」工作坊1，當日由"Love	Express"講者潘嘉麗女

士及林賢伍女士主講，與導生一同探討九型人格，認識每個

型號的特性及強弱點，並透過簡單問卷，初步辨識自己可能

屬於的型號，增加了導生對自我的認識及了解，導生明白到

每個型號各有長短，並沒有優劣之分，重要的是留意個人是

否處於健康的狀態，因健康狀態能讓每個型號發揮所長，明

白正面的心理質素對個人成長的重要。

陽光TEEN ACTION

理財TEEN@GOAL-LEVEL 1 

「型Teen透視」工作坊1

導生透過完成室內攀石活動，
成功克服困難，加強接受挑戰
和面對逆境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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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訓練-
     友師積極裝備自己 幫助導生成長

友

為加強友師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需要及次文化的認識，以及提升

友師與兒童及青少年相處的技巧及能耐，本計劃於2014年1月期間舉

行了兩次友師訓練活動，名為「友」你伴Teen成長，並由本機構的

資深學校社工劉翠琼姑娘主講，分享時下青少年的問題和需要，以及

與青少年建立友誼的秘訣。友師表示內容充實，亦富趣味性，能幫助

他們了解作為友師的責任和角色。

本計劃於2014年11月期間為友師舉行生命交流活動，友師們有機會

分享他們遇到的困難及情況，互相給予支持及交換有用的資訊，藉此讓友

師更把握協助導生訂立符合他們發展需要的個人發展計劃。

本計劃於2014年4月期間為友師舉行了「友」心

CONNECTION友師訓練，提升友師們與導生相處的

技巧，透過資深學校社工詹小瑜姑娘生動及具體個案

的分享，友師們表示手法輕鬆及富啟發性，提升了他

們參與計劃之信心，並提醒了他們與導生建立一個穩

定關係的重要性。

「友」你伴Teen成長

生命交流計劃(第一年)

「友」心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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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訓練-
           家長支持子女成長 協助建立穩健成長根基
家

本計劃邀請了資深學校社工左桂芬姑娘與導生的家長，

分享正向親子溝通及其技巧，是次工作坊更邀請了兩位青少年

作分享嘉賓，以他們第一身的經驗分享青少年的心聲，讓出

席活動的家長了解到以青少年需要為本的親職教育

的重要性，推行正向價值能協助子女建立健康的性

格及價值觀；加上工作員的講解及工作經驗分享，

參與的家長表示講座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亦能回

應家長與子女在溝通上的疑難。

計劃邀請了資深理財經理邱穎霞女士，讓家長了解

須及早規劃家庭財務的重要性，加強他們對財務規劃的

知識及技巧的掌握，並提升了家長對理財方面的親職能

力，有助他們於指導導生規劃及完成訂立目標的任務方

面更具信心。

「家+正能量」 

財務規劃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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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導生對區內弱勢社群的關注，提升他們對義務工

作理念的了解，且學習籌備服務的方法，本計劃於2014年

7-8月期間為導生安排了「義工Teen	Action」訓練活動，透

過團體訓練遊戲、提升自信訓練、設計服務內容等活動，讓

導生學習到義工須具備的素質及態度，亦讓他們對服務受眾

的需要更為掌握。

本計劃邀請了思卓培訓有限公司的

導師為導生進行「六頂帽子思考法」的訓

練，以活潑生動、富趣味性的思考任務和

活動，並運用簡單、實用及有趣的例子，

引發導生對思考的興趣，並提升導

生的獨立思考及分析能力，

讓他們學會愉快地學習。

導生們表示課程有助他

們學會以不同的方法思

考每件事，並且學會以系

統化的方法去思考。

想樹-吸收成長養份夢

義工TEEN ACTION

六頂帽子證書課程

在友師的帶領下，導生們到私營安老
院進行探訪，讓他們學會關心區內長
者，將愛心帶給其他的社群。

「夢想樹」有了穩健的基礎，便能吸收各方面的成長養份。小樹苗需要肥沃的土壤和適量的

雨水，加上陽光照射，小樹苗便能茁壯成長。導生在栽培自己的「夢想樹」的第一年，他們勇於

學習新知識、樂於擴闊自己的眼界，更因著有機會回饋社會的過程肯定自己的價值，令導生們於

第一年眼界大開，「夢想樹」亦得到更多的營養。

導生耐心地教授課餘託管的
學生製作萬花筒

導生與智障人士共同製作小手工，

打破歧視隔膜、拉近共融距離。導生們正參與義工服務，耐心地教導

小朋友製作「心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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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友師張志剛先生的協助及安排，30位導生有機會於2014年7月16日參觀屯門大欖的海關訓練學校。

透過海關工作的介紹，參觀海關關員的模擬工作場地，如模擬的邊境檢核關卡、模擬船隻搜查等，使導生彷如

置身於真實工作環境中，令導生大開眼界外，亦對香港紀律部隊的訓練和工作更為了解，使有意投身紀律部隊

工作的青年導生，能為自己的學習及目標早作準備。

由勞工及福利局主辦的兒童發展基金啟動禮

暨頒獎典禮於2014年5月17日假政府總部會議廳舉

行。9位「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II」的導生及3位

「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的友師應邀出席是次

典禮。導生透過嘉賓的勉勵和各自為自己的夢想貼

上自己的願望星星，為展開三年計劃揭開序幕。此

外，3位「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的友師	-	梁利

南先生、鄭越先生及鄧寶琼女士，更獲勞工及福利

局嘉許為傑出友師，表揚他們於過去3年為導生成長

的付出。

參觀海關訓練學校

兒童發展基金啟動禮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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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分享會第
本計劃的第一年分享會於2014年11月30日舉行，當日共300多位導生及其

家人、友師及嘉賓出席。分享會邀請了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副會長陳婉珊女士及

執行委員楊少聰先生，與導生們分享個人成功的經驗及如何克服當中的挑戰，並

對導生們勉勵一番。此外，亦邀請了TakeCarelimited創辦人許文浩先生，與導

生們分享尋夢的經歷，如何將自己的興趣發展成為專業，以及如何訂立目標及實

踐。四個單位的導生及友師亦分享他們過去一年同行的經歷，如何積極面對一個

又一個的困難，如何為了扶助導生訂立目標的方法等。為肯定導生們過去一年的

努力，及友師們無私的付出，計劃特頒發嘉許狀及感謝狀予以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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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樹-成長一年的回顧

導生的感謝 友師的鼓勵

夢
回顧第一年的成長期，導生、友師、家長、社工及各界有心的捐助者，都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和支持，為

「夢想樹」打好穩健根基，並吸收了成長的養份，大家的努力，都有助每位導生向自己夢想走前了一大步，

令當初脆弱的小樹苗堅壯起來。就讓我們一同回顧這一年來大家的相處點滴吧!

覃小珂(導生)

我的友師Stanley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一個人。無論

是幫助一些老人家，還是幫我這個「小孩子」，都很

用心去幫忙我們，令我學會了很多事情，做人的道理

等。我和他一起從來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兇的人，只

要一會面，幾乎臉上都是笑容。雖然他不能好像我和

一班青年人打籃球等運動，但還會陪伴我們去玩，可

能是為我加油、打氣，我也感到很滿足。以後，都好

像現在一樣開開心心的成長。

張嘉麗(導生)

雖然友師的工作繁忙，但她仍於週末抽出時間，

且專程到上水與我聚會。我十分感謝友師	-	婉雯的付

出，亦十分享受與友師在一起的每個時刻。我們有講

有笑，打破了年齡的隔膜，成為互相傾訴心事的朋友

張凱棋(導生)

今次聚會的形式好新鮮，我和友師	-	Man從未試

過造皮革手工，這次是我們的新體驗。起初我們都覺

得第一次造的製成品都會不太滿意，但經過我們的努

力，最終的作品算是不錯。我發現原來皮革手工是很

好玩，一邊做一邊傾談下近況。Very	Nice！

李穎荷(導生)

從未試過有一位認識了不久的人會像家人般關

心我，她的名字叫陳秀苗Miu。她就像家人般使我開

心，我們每次聚會都有很多聊不完的話題，跟她聊天

會很放心。而且，我在她身上還學習並成長了很多，

尤其個人品格方面。開心時光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

互相陪伴已一年多了。在這年間，感謝妳給予我快樂

和愛，相信我們在未來日子裡也定必能繼續開心快樂

共處。

黃德耀(友師)

「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II已過了

一年，曾經和小珂一起參加多次活動發覺

他十分好動。騎單車時往往喜愛領前，希

望他在學業上也能存著這份上進心。

岑志強(友師)

轉眼間「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II

已經一年了，當中看到導生的成長及改變

也十分鼓勵，令我想起從前自己的過去，

有迷失的時候，有缺乏信心的時候，亦

不知道可以找誰傾訴。今天的年青人的確

很需要鼓勵，鼓勵他們面對自己的真正個

性，就算在逆境中也不要放棄，希望未來

能與導生家華一起成長。

黃思珩(友師)

很開心透過參與計劃與Josephine認

識，更驚喜的是原來她都十分喜歡藝術和

設計，二`碰巧我自己也是從事這方面的工

作，令我倆有更多共同的話題。我知道她

想提升語文能力，有助將來繼續升學，希

望她繼續努力，向目標邁進。

翁麗娟 (友師)

Mercy(廖美詩)，想起我還在你這個

年紀的時候，正在為呈分試、選中丶將與

同學分別的事情而憂傷煩惱，相信你現在

也正經歷這種挑戰。但當你長大以後，就

會發現這些壓力和挑戰都是令你成長的重

要一環。希望我能繼續陪伴你一起克服，

也願你透過這計劃能進一步確立自己的目

標，發展自己的潛能，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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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遊 齊來做冰皮月餅

美味晚餐齊齊做 巴希雅串燒樂

友　師 導　生 

鍾子康	 梁家俊	

林啟宇	 何昇宇	

何偉祥	 何漢星	

張志剛	 張子傑	

莊智勇	 黃冠熹	

龍紀豐	 謝港輝	

宋佩儀	 梁景豪	

聖誕聯歡同樂日

滘西洲高爾夫之旅

友　師 導　生 

趙子杰	 黃尊航	

鄧曉峯	 黃德龍	

黃德耀	 覃小珂	

張雪芬	 余思佩	

關惠平	 胡海蓮	

楊惠芬	 葉瑩中	

馮欣欣	 黎愛珊	

	

友　師 導　生

關惠冰	 黃雪怡

勞佩琴	 曾楚雲

謝欣如	
李桂蘭

	
關凱霖

彭嘉敏	 劉文嘉

鄧婉雯	 羅翔義

葉慧儀	 羅慧鈞

李欣欣	 譚倩維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友　師 導　生

潘皓妍	 高美茹

李映瑩	 江　荣

鄔燕霞	 黃匡珮

黎艷萍	 傅諾彤

何潁怡	 曾雪瑩

蕭麗貞	 劉凱倫

楊靜儀	 吳梓棋	
	

友　師 導　生

梁慧明	 蔡堯宜

胡瀟文	 陳欣琪

鍾麗明	 唐曉筠

梁詩琪	
張啟雪

	
陳穎善

劉婉雯	 張嘉麗

黃婉湞	 盧思琦

陳燕茵	 徐嘉希	
張雋笙	 郭珈晨

鍾婉冰	 周穎茵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友　師 導　生

范嘉玲	 石芷希

張榮輝	
陳嘉豪

	
張燕珊

黃俊樺	 李震東

黃　穎	 李嘉杰

徐　霖	 曾灝泓

陳志恆	 鄭禮臻

方慶麟	
李祖澤

	
何瑞萱	

唐成輝	 麥凱威

友　師 導　生

黃偉強	 陳潤傑

邱東芬	 謝婷婷

黃智君	 廖健玲

李淑珍	 張秀雯

張嘉慧	 李燕芳

王淑萍	 邱玉芬

翁麗娟	 廖美詩

陳志榮	 陳汶禧

趙嘉俊	 蔡安迪

鄧惠儀	 張潔瑛	

月聚會及導生友師名單每

大家初次見面
第一次的每月聚會，
大家都十分投入於活動中

導生與友師一起製作了夢
想樹，初步訂了自己的夢
想及目標。

友師與導生一起到私營安老院進行探訪，關心其他弱勢社群。

開心的ArtJamming活動,
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畫作，
並互相分享自己的作品

一起走到農莊，製作有機的香

薰蠟燭，大家都十分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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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畫齊分享
打保齡球，有姿勢!

齊做月餅共慶佳節
傳遞愛心氣球

導生與友師分工合作
烹調菜肉餃

友　師 導　生 

麥凌俊	 顏海建	

陳耀文	 何子樂	

麥子源	 吳子恒	

岑志強	 鍾家華	

梁利南	 譚天濠	

李庭捷	 曹煒麟	

陳秀苗	 李穎荷	

張綺雲	 劉藹茹	

黎雅麗	 張淼婷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友　師 導　生 

梁富麗	 李建芯	

李淑儀	 黃　潔	

張玉娣	 賴詠欣	

陳慧燕	 李建鈺	

鄧美珊	 韓詩欣	

李典霙	 蘇僥嵐	

施妙緻	 蕭玉婷	

莫麗珊	 馮曉琦	

羅洛怡	 周巧玲	

友　師 導　生 

陳萍芳	 譚子翹	

沈灼蓮	 林君慧	

羅翠玲	 吳佩珊	

李英琪	 馮慧琳	

林淑嫻	 林可芯	

黃碧琪	 古浩程	

劉玉媚	 羅嘉敏	

陳穎瑜	 楊鳳婷	

黃文超	 譽智華		

友　師 導　生

黃泰衡	 鄭智恒

廖榮祥	 劉鍾強

周曉汶	 林芷晴

梁麗明	 黃京紅

蘇泳如	 邱麗霖

陳玲娜	 甘宜令

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友　師 導　生

蕭寶文	 張凱棋

柳潔妍	 張倩兒

歐卓榮	 林銘鋒

黃子財	 林俊明

陳湛康	 蘇嘉豪	
陳灶良	

友　師 導　生

蘇鳳霞	 蕭嘉慧

黃思珩	 呂仲淇

周妙嫦	 吳小玲

關愛冰	 李祖兒

余復旦	 翁秀雯

羅昭儀	 易曉晴		

友　師 導　生

梁慧明	 蔡堯宜

胡瀟文	 陳欣琪

鍾麗明	 唐曉筠

梁詩琪	
張啟雪

	
陳穎善

劉婉雯	 張嘉麗

黃婉湞	 盧思琦

陳燕茵	 徐嘉希	
張雋笙	 郭珈晨

鍾婉冰	 周穎茵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友　師 導　生

范嘉玲	 石芷希

張榮輝	
陳嘉豪

	
張燕珊

黃俊樺	 李震東

黃　穎	 李嘉杰

徐　霖	 曾灝泓

陳志恆	 鄭禮臻

方慶麟	
李祖澤

	
何瑞萱	

唐成輝	 麥凱威

友　師 導　生

黃偉強	 陳潤傑

邱東芬	 謝婷婷

黃智君	 廖健玲

李淑珍	 張秀雯

張嘉慧	 李燕芳

王淑萍	 邱玉芬

翁麗娟	 廖美詩

陳志榮	 陳汶禧

趙嘉俊	 蔡安迪

鄧惠儀	 張潔瑛	

動手一起製作冰皮月餅，大家還把

製成品拿回家與家人分享。

友師運用自己的專長，教授導生和社工製作日系頭飾。

友師帶同家人和好友出席每月聚會

─保齡球活動，與導生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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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人物故事-
                  張志剛及黎艷萍

友

選擇不一樣的退休生活

出外旅行、享受生活、弄孫為樂可能是不少人

心目中計劃的退休生活。人生的上半場為生活、為家

庭、為事業拼搏了數十年，於人生的下半場，希望過

得舒服一些、輕鬆一些、為自己著想一些也不為過。

但Daniel卻選擇了不一樣的退休生活，擔任「伴我創

TEEN才」培育計劃的友師，陪伴及引導來自基層家

庭的青少年成長。

刻意與不經意的參與

對Daniel來說，於2011年，第一次擔任友師並

不是自己預期的，他形容是一個機緣。最初打算參與

成為計劃友師的是Daniel的太太Alice，一直都有參

與一次性或短期義工服務的Alice從義工朋友口中得知

「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Alice十分認同計劃協

助基層青少年實踐夢想及向上游的理念，因此在朋友

的鼓勵下，參與成為計劃的友師。當時的Daniel只是

陪伴太太出席計劃的面試，怎知在等候Alice的時間，

受到計劃主任的熱情邀請，Daniel便即時決定加入成

為友師。Daniel現在回憶起來，當時並沒有想太多，

只是希望用行動支持太太，也認為成為友師是有意義

的事。因此，即使擔任友師可能會為輕鬆悠閒的退休

生活帶來新的刺激及較充實的生活，Daniel也欣然

答應，2011年至2013年這三年間，Daniel及Alice在

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下，共同擔任了一位青少年的友

師，在三人行的情況下，經歷了一段亦師亦友的同行

之旅。

三人行-三年又三年

完成第一個三年的友師計劃後，Daniel及Alice

需要認真考慮能否再次承諾付出新的三年，再一次陪

伴另一班青少年成長。眼見部分一同參與計劃的戰友

們因各種的原因，選擇暫時「退下火線」，Alice也曾

動搖信念，她也想過停下來。加上Alice對自己的要求

比較高，她認為自己第一次擔任友師的成效不及預期

中理想，更加令她思考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友師。

Daniel分析過，他認為第一個與他們配對的導生是一

個較成熟、獨立的青少

年。很多時候遇到困難時，

她都可以自己處理，較少需要

向友師們請教。加上這位導

生的性格比較內歛，因此，

於三年的計劃裡，較少主動

與友師分享自己情況。為此，

Alice懷疑過自己的能力。但在

考慮是否繼續擔任友師時，

Daniel卻與Alice客觀分析

青少年的特性與需要，並

肯定她的付出，令Alice重

拾對自己的信心及對陪伴青

少年成長的熱誠。Daniel形

容第二次有機會再擔任友師時，

他們夫婦的角色剛好對調了。這

一次是Daniel較主動及積極考慮

繼續參與計劃，而Alice則願意

以行動支持先生，因此最終亦衝

破內心的掙扎，決定手牽手陪伴有需

要的青少年同行新的三年。

生命同行-讓您進入我的生命

從Daniel及Alice這一對夫婦友師組別中，讓我

們看到的是「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

得美好的果效」。他們在過程中除了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鼓勵、互補長短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身體力行

向導生們實踐當有人願意同行的時候，所產生的鼓勵

及動力，是可以足夠叫人繼續堅持，一起走下去。過

去三年，Daniel和Alice堅持每次與導生見面時，都將

新鮮的事物帶給導生。每次都會盡量選擇到不同的地

方聚會，為的只是希望能夠開闊導生的眼界。他們更

會邀請導生參與不同的親友聯誼聚會、屋苑活動及家

庭活動等。Daniel說：「有這樣的安排是希望透過身

教影響導生，讓她有機會觀察我們平日與家人、好友

相處時最自然的一面，從中讓他們學習如何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及待人處事方式。」Daniel及Alice正正活

出自己的信念，以精彩的生命感染其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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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物故事-
                            何漢星

導

沒有夢想的童年
來自基層家庭的阿星，與家人居住於粉嶺鄉郊

的村屋。爸爸任職地盤工人，媽媽因受長期病患影響

及需要照顧年幼的弟弟，只可打散工幫補家計。於小

學階段，阿星反叛的性格及行為令他成為訓導室及

留堂班的常客。當時阿星認為學校的老師對他已有偏

見，亦認定他是頑皮的學生。因此，小學時，阿星選

擇放棄自己，專心扮演學校及老師心目中的「問題學

生」。

生命的困苦竟成為轉變的動力
升中成為阿星人生其中一個轉捩點。那段時間，

媽媽開始受長期病困擾。雖然媽媽沒有即時的生命危

險，但卻需要定期到醫院覆診及接受治療。每次見到

媽媽從醫院回來帶着整個大環保袋的藥物，再想到媽

媽服藥後的副作用，令阿星很難受。他希望能減輕

媽媽的負擔，讓媽媽可以專心養病及照顧剛出世的

弟弟。因此，阿星立志在升上中學後給自己一個新的

開始，就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避免令家人為他擔

心。阿星自升上中學後，課堂的行為表現及學習成績

都有顯著的進步。他更積極參與不同的校內及校外課

外活動，包括義工服務及制服團隊的訓練，過程中不

但讓阿星學習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及為理想付出，更加

強了他對自己的認識，並開始尋求發展的目標及方

向。

我可以為病中媽媽送上祝福嗎？
升上高中後，阿星對攝影產生濃厚的興趣。透

過攝影除了希望記錄不同的生活片段外，更重要的

是，要為媽媽未知有多久的歲月身留下印記及甜蜜回

憶。阿星希望能把握每一次與家人及朋友相處的機

會，除了享受共聚的時光外，更希望用自己雙手記低

每一個珍貴的片段，為家人及朋友製造美好的回憶。

要達到攝影夢想，對參與計劃前的阿星來說是奢侈的

夢。因為購買相機、鏡頭、閃燈及學習攝影的費用都

不是一般基層家庭所能夠負擔的。所以這個夢想對阿

星來說，有點遙不可及。直至遇上及確實入選「伴我

創TEEN才」培育計劃II，阿星終能再次踏上尋夢之

旅。

機會差點擦身而過，但我抓住了
「機會不一定是必然的！」這句說話對阿星來

說相信有很深及具體的體會。在計劃招募初期，阿星

為著參加者年齡規定躊躇過，甚至差點與計劃，擦身

而過。當時，阿星以為自己因為超齡而不能參與此計

劃，為此，阿星感到無比的失望及可惜。因為若能成

功參與計劃，除了可透過「目標儲蓄計劃」達成學習

攝影夢想外，更能透過「友師配對計劃」認識來自各

行各業、不同背景的友師，從他們身上了解及接觸社

會各個領域，開闊眼界為實踐夢想作好準備。後來，

當阿星知道自己的年齡剛好符合參與計劃的規定時，

他那興奮及雀躍的表現令工作員至今難忘。阿星當時

的反應讓我們明白到，一個有夢想的青少年，在遇到

機會及資源時所帶來那股無比的動力及希望，是何等

令人動容。。雖然當時仍未通過面試，但阿星已表示

十分感恩，他非常珍惜這個失而復得的機會，於面試

前，更主動了解計劃的內容及對參加者

的期望，並向工作員查詢有關

攝影的夢想能否符合計劃的

原意。從阿星的行動當中，

反映出他為計劃作出了認真

的準備。

從迎新活動直至今天，

「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II

已開始了一年多。在這

段日子，阿星都能

做到準時儲蓄、積

極參與每一項的訓練

活動，並以坦誠開放

的心態與友師接觸，

建立信任關係。相信透

過三年的計劃，在完成

所有的訓練及體驗

活動後，阿星定

能運用「個人發

展規劃」所學，

達到他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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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的三年
                    歐陽燕兒（註冊社工）

人

2010年9月，第一屆兒童發展基金	-	「伴我創
Teen才」培育計劃正式展開，本人是負責計劃於粉
嶺單位的工作。轉眼間，第一屆的導生經已於2013年
畢業，第二屆「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亦踏入第
二年了。回顧五年間的服務過程，我見到不少導生的
轉變，遇到家長對子女有正面影響而表達感激之情，
更見到友師因參與計劃而感到莫大的滿足感。兩屆計
劃，共造就了200個導生與友師之間的師友情誼，當
中的故事都見證著友師無私的付出，使導生於青少年
階段獲得不一樣的成長歷程。

生命影響生命
計劃為期三年，有些友師更樂於參與「三年又

三年」，連續擔任兩屆友師。他們不是賦閒的人，而
是希望為青少年成長貢獻一分力的有心人。友師們來
自五湖四海，部分是大專學生、有些是剛剛踏足社會
的80及90後、有些在事業上正努力拼搏中、有些是
公司老闆、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是退休人士、亦有
為人父母、更有已為人祖父母。每位友師各自經歷自
己的生活處境、經歷、見識和故事，卻同樣懷著一顆
熱誠的心，推動他們願意擔起友師的責任，給予導生
正面的引導，以他們的生命故事，善用三年寶貴的光
陰，陪伴和影響著導生健康地成長。

導生的黃金三年，謝謝有「您」在旁
成年人於三年時間內未必有太大的轉變，但對

於導生來說，三年就是由青少年長大至成人的一個重
要過程。計劃中，友師能與導生一同度過青春期間的
黃金三年，而他們在這個階段，除了學習課本上的
知識，更需要規劃自己將來的道路，及早訂立個人目
標，為前路作好準備。不過，眼見導生們都受著個人
能力及成長環境的限制，以致他們在實踐目標時遇到
不少困難和挑戰；然而，友師的出現，就能夠成為導
生的「人生領航員」，與導生分享個人見識及經歷之
中，引領他們走向健康正面的道路，為導生灌輸正面
的價值觀，讓導生在這三年間得到更多支持、鼓勵和
啟發。

導生與友師間的小故事
在計劃過程中，我聽到及見到很多真實而感人的

故事，故事雖然不是驚天動地，但卻已在不知不覺間
給予導生及其家庭體會到支持和人情味。

故事一：我問導生：「你認識友師至今，什麼事
件令你最深刻呢?」他說：「友師和我慶祝生日。」
導生說到以往的生日祇有家人朋友和他慶祝，但想不
到友師也會記著自己的生日，更特意到北區與他慶
祝，他感到友師對自己的重視，令導生十分窩心和畢
生難忘。

故事二：導生即將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可惜
用作考聆聽試的收音機間中出現故障，令導生十分擔
憂。導生與友師分享方面的憂慮後，友師二話不說便
借出自己的收音機給導生作後備之用。導生說，雖然

他不像其他考生，擁有補
習天王作代言且高穩定性的
名牌收音機，但友師的幫忙和
默默的支持已能大大減少了他的憂
慮及心理壓力，令他可以安心地應付公開試了。

故事三：有一天，我收到一位導生媽媽的來電，
她非常感謝友師對她們一家人的關心。原來這位友師
不單定期與導生聯絡，亦常常與導生的媽媽傾談有關
導生的近況，更關心導生媽媽的工作與生活情況。友
師說，除了給予導生關顧，更希望鼓勵導生的媽媽，
給予她更多的支持，以及給予他們一家更多正能量去
面對生活中的挑戰。最後，這位媽媽跨過了生活上的
難關後，主動向我提出希望成為家長義工，要以行動
幫助更有需要的人，以答謝友師的鼓勵和支持。

故事四：一位公司董事長擔任為計劃友師後，鼓
勵他的導生把握機會跳出自己生活中的「框框」。這
位友師曾帶領導生出席自己公司舉辦的周年晚宴，參
與公司的產品展銷會，讓導生參與高爾夫球活動，更
安排導生於中六畢業後到機場任職兼職產品銷售員。
最初一年的接觸中，因為友師察覺到他的導生除了打
籃球外，別無其他嗜好，興趣較為狹窄，這位友師積
極引領導生嘗試參與他日常生活以外的活動。導生感
激之餘，更以戰戰兢兢的心情踏入這些首次接觸的
場合和活動，令他感到既新鮮又興奮。友師的精心安
排有助導生認識到籃球場以外的世界，使他能放膽去
擴闊生活圈子，探索自己的興趣，豐富了他的人生經
歷。

感動人心的大城小故事
友師們經常說他們為導生的付出只是小事，但這

種由心出發的陪伴和同行，確實是導生三年成長過程
中的不平凡際遇。導生不但獲得友師的人生啟迪，亦
令他們及家人感到人間有情。雖然，導生未必懂得以
窩心的說話向友師道謝，不過，從連續三年的相處之
中，友師不難察覺到導生於社交上和心智方面漸漸地
已有所成長。

助人自助，友師的意外收穫
三年計劃，受益者豈止是導生!?	事實上，有所得

著的，還有一眾勞苦功高的友師們!	曾有友師向我分
享過，他的家人朋友因知道他做友師，而出席「伴我
創TEEN才」活動，親自為友師們支持和打氣。有些
家人和朋友更因而報名成為「新一屆友師」呢!	三年
的友師生涯令他們因培訓而有得著，因與導生的友誼
而感滿足，因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而得到奮勇向前的力
量，整個過程豐富了他們的生活體驗和人生閱歷。

友師們，謝謝你們無私的付出，就讓我們繼續為
青少年的成長打打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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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簡介及各服務單位資料機
機構簡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為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服務包括綜合家庭服務、臨床心理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兒

童之家、寄養服務、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課餘託管、青少年中心、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

作服務、深宵外展服務及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總辦事處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6樓	 2366	7271	 2721	3563

綜合家庭服務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2761	1106	 2715	4033

臨床心理服務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2761	1106	 2715	403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沙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利安邨利興樓地下G2室	 2640	1008	 2683	5345

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榮樓地下11及12室	 2667	7616	 2661	9648

兒童之家
於九龍及新界區設立9間兒童之家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G04室	 2750	7913	 2755	3137

寄養服務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G04室	 2750	7913	 2755	3137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220-229室	 2653	8514	 2638	5370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明樓地下105-113室	 2679	7557	 2671	2206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第一期第三座平台	 2414	8283	 2412	3570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十八座地下及一樓	 2356	2133	 2334	9963

賽馬會恒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恒安社區中心2-4樓	 2642	1555	 2643	0476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9號御庭軒政府大樓2樓	 2668	2138	 3125	4677

課餘託管服務	 於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均設有課餘託管服務

大元課餘託管服務中心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樂樓地下24-26室	 2660	6572	 2660	8254

兒童及青年中心
成和青少年中心	 香港跑馬地桂成里二十號誠和閣地下	 2572	2311	 2572	3115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為40所中學提供駐校社工服務	 請聯絡總辦事處	 2366	7271	 2721	3563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地下23-26室	 2667	7780	 2667	7149

馬鞍山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恒安社區中心2樓	 2328	6903	 2328	6523

深宵外展服務
大埔及北區深宵青少年外展服務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地下23-26室	 2667	7780	 2667	7149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心弦成長中心	 新界荃灣大河道99號16樓03-04室	 2402	1010	 2614	2695	

18



別鳴謝特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全力支持

謝鳴
我們的計劃得以順利展開，實有賴各界人士積極轉介友師及導生參與是次計劃及作出善心捐助，在此我

們致以萬分感謝(排名不分先後)

 九巴之友 救恩書院
 馬永謙先生 張志剛先生
 上水官立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林卓廷辦事處 沙頭角中心小學
 金錢村何東學校 粉嶺禮賢會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麥堅時復康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服務單位)

Stand	By	Me 填詞： 倫司樂(伴我創Teen才培育計劃導生)、
 倫熾滔(倫司樂家長)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stand	by	me
在某天自覺迷茫兼失意
在這屋裡這窗邊好想出去
遇友師像天意			引導我思
開解我令我可以訂出目標		闖新天
Woo	oh	oh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照亮我的目標		
Yeah	Yeah	Yeah
在以往沒有支柱	日子	多失意
自信心建	每一天都新鮮
陪伴我振奮一億秒	我友師編織了戰衣
伴我啟航	一生	成長	印	記
沿路行記住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照亮我的目標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照亮我的目標
面對逆境人未拼命躲
全力去對待未知前方
凝望美麗野火	和前面那遠路
盡是我去闖
只想你講給我知	這生裡可以
在我跌倒時	能再次	Stand	by	me
只想你講給我知	這生裡可以
遇到困擾時	能再次	Stand	by	me
Oh,	Mentor	Mentor	Stand	by	me
Oh	…	Stand	by	me
覓我理想時	能再次	Stand	by	me
Oh,	Parent	Parent,	Stand	by	me
Oh	…	Stand	by	me
為我喝采時	能再次	Stand	by	me
在我領獎時	能再次	Stand	by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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