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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 計劃簡介

429 個讚好

# 編者的話

# 計劃簡介

「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 V 已於 2018 年 12 月正式展開為
期三年的計劃，透過分享集大家可以回顧友師、導生及家長參
與計劃的點滴，當中的學習、成長及分享，友師導生如何一步
步的走近，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我們亦可欣賞導生如何為夢
想而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學習訂立目標及建立良
好的理財觀念。

「我們相信每位兒童及青少年都有無限的潛能，本屆計劃共有 102
位來自身處不利環境及低收入家庭之兒童及青少年參與，期望透過
不同的活動及訓練，提供更多發展機會，擴闊基層兒童及青少年的
視野，鼓勵他們學會規劃自己的未來，從而協助他們擺脫貧窮。計
劃由三個主要元素組成，分別是目標儲蓄、個人發展規劃和師友配
對，目的是為參與參加者擴闊視野、提升個人能力和素質，以及豐
富社會經驗。



# 計劃主題曲 # 追夢人

追夢人

( 計劃主題曲 )

作曲﹕張子傑（「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II 導生）

作詞﹕張子傑、廖健玲（「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II 導生）

願努力尋找一次  美夢出現時  我回看沿途的意義

夢似是遙遠  我怕不夠力追  尋求私方向亦遠去

因你竟可再遇我的夢  沿途面對風雨亦無後悔

願再追  青春不會消失於沒信心的過去

是你勉勵我  界限逐寸衝破

伴我闖  闖出我精彩世代縱艱辛不氣餒

不再怕  有夢我敢爭取  願再追

青春不會消失於沒信心的過去

是你勉勵我  界限逐寸衝破

讓我可  創出這光輝歲月向理想衝過去

約定你  美夢達到當天再聚

283 個讚好



「健球」，導生及友師在健球教練的指導下學習新興運動，促進友師
與導生之間的互相交流及建立初步認識。 
# 迎新活動 # 粉嶺禮賢會中學 

283 個讚好



398 個讚好於 2019 年 3 月 30 日假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舉行，承蒙社會福利署助理署
長 ( 青年及感化服務 ) 郭李夢儀女士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張偉浩大律師蒞
臨主禮，蒞臨主禮，亦邀請到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施雅恩先生、大埔獅子會會長羅素
平先生、 粉嶺鳳溪公立學校校友會名譽會長黃德耀先生及歴屆友師代表張宏基先生及張志
剛先生出席，透過有趣的互動啟動儀式為第五屆計劃揭開序幕，並由歷屆導生帶領本屆導
生合奏及合唱計劃主題曲 - 追夢人，寓意計劃協助導生尋找理想，為本屆計劃參加者送上
鼓勵及祝福。 
# 啟動禮  #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278 個讚好
友師、導生及家長們透過努力制作「夢想」手工，回顧過去一年的同行經歷，箇中的喜與
樂，增加參加者對計劃的歸屬感。  
# 第一年分享會 # 大元社區會堂



234 個讚好

#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導生及友師名單

146 個讚好

「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 V

# 每月聚會 # 粉嶺 

導生

翁家怡  蔡昊朗  賴慧敏  陳紫琪
吳韋樂  陳志杰  甘子軒  林禧繻
容芷宇  關雯善  李晨昊  李迪豐
林俊傑  羅康瑞  陳俊達  吳國盛
甘嘉彤  呂驊迅  李穎傑  王智杰
陳志龍  洪兆鑫  張釗桐  蘇展希
朱嘉欣  黃樂瑤  勞詩慧  梁慧貞
謝仲恩

友師

丁家慧  黃敏儀  王美儀  何梓嘉
周美欣  黃穎清  宋佩儀  薛淑梅
薛淑芬  何銘雯  劉光曆  馮子健
李子洋  顏韻菁  甄庭軒  張鉅琛
陳芷平  趙永龍  廖寶玉  陸凱狄
何愛容    鍾慧芯



311 個讚好 
 # 陳志杰 # 友師劉光曆 # 分享 # 師友關係 # 粉嶺
還記得那一次 BBQ 聚會，導生與友師初次見面，( 導生 ) 陳志杰︰乜你都會打機 ? 我以為做老
闆都好忙，唔會有時間玩！
( 友師 ) 劉光曆︰我教班嘅，電腦課程，我都好鍾意打機嘅，都鍾意龍珠，玩嘅時間唔多嘅，
所以做友師有個機會可以同你地玩，我都覺得好開心。
陳志杰︰你就好啦！做老闆係咪唔駛做 ?
劉光曆︰睇下咩老闆啦，我自己成個 OFFICE 得幾個人，反而乜都係自己做，你有興趣創業 ?
陳志杰︰創業 ? 我邊有錢呀，我想做救護員或者護士。
劉光曆︰點解呢 ?
陳志杰︰可以賺錢又幫到人，幾好丫！不過一定要讀理科，我好後悔讀物理。
劉光曆︰其實你物理都幾好丫，我鼓勵你多 d 練習。
陳志杰︰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係點鎖定自己發展方向架 ? 我成日覺得唔知自己可以做
乜 ? 做唔到救護或者護士，我就諗唔到可以做咩 ?
劉光曆︰其實好多野可以試，做生意都唔一定要自己好有錢，只要掌握概念，有訓練、有
Idea，唔怕失敗，坊間有好多基金，無錢都可以賣創意，我自己就寫程式，因為就算賺唔到都
係蝕時間，成本唔多嘅，你想學我都可以教你。
陳志杰︰好呀，我都想試下，嚟緊呢幾年嘅同行時間，請多多指教！我地一齊探索下！
劉光曆︰好丫！你隨時搵我。



252 個讚好                    透過嘉賓講者的分享，啟發導生思考個人夢想與發展方向的關
係，幫助導生學習訂立目標及規劃未來的方向。
# 尋夢之旅 # 導生訓練

173 個讚好

# 陽光 Teen Action # 導生訓練

                 導生分組與友師進行不同的任務，提升導生解難時的
主動性及能力感，培養導生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導生透過義工服務去關心及服務社區上有需要人士，提升導生對身處
社區的認識，學習體諒及關心身邊的人。

187 個讚好 

# 義工 Teen Action # 導生訓練

162 個讚好 導生透過桌上遊戲及訓練活動，學習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完成任務，
達成遊戲中的「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反思到儲蓄和善用金錢的影響，協助導生建
立對理財的正確價值觀及管理能力。

 # 理財達人 Level 1 # 導生訓練



215 個讚好
# 每月聚會 # 大埔

112 個讚好

#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導生及友師名單

導生姓名

鄭沛枝   鄧宣儀  陳翠麗   梁柏森
黃冠杰   勞雲鳳  李思韻   梁睿朗
薜万豪   薜美虹  趙耀彬   羅鎂諺
羅俊杰   陳祥銘  池奕進   林曉彤
朱梓濤   張焯玲  張銘坤   鄭清文
江依雯   陳可欣  朱香妍   歐嘉琪
甘梓熠   林想     廖靜怡   廖綺琳

友師姓名

李曉虹  周慧然  劉玉媚   何銘熙
張志謙  李家儀  單玉華   麥兆匡
邱梓龍  黃依琪  黃贊穎   李典霙
張子軒  陳嘉俊  陳君頌   張玉娣
林可芹  李慧儀  林湧迪   鍾綺綾
林雅婷  梁富麗  林淑嫻   曾鎧澄
李佩榆  甘穎妍  甘麗妍   沈灼蓮
姜雅茵



SHIRLEY：疫情，讓我們無法見面， 還好，資訊科技的發達， 讓我們可以作
視像交流。 
綺琳：係呀 !... 你不時都關心我，例如停課我無法正常上課，我做了很多無謂
的事，仲會提醒我要溫書呢 ! 謝謝妳喔！
SHIRLEY：好彩我們係聖誕期間一齊去過荃灣南豐紗廠及屯門 T.Park 源區，
仲食咗個好豐富的自助午餐，增添了我們的回憶。
綺琳：嗰次活動我好享受，南豐紗廠係我喜歡的地方。當日活動拉近我們間聯
繫。
SHIRLEY：希望， 疫情快 D 好轉，你就可復課了。明白，DSE 為你帶來不少
壓力，考試係在人生路上無法避免，那就咬緊牙關，把難關挨過吧！但願， 
你能考到心儀的大學啦。努力！加油！
綺琳：謝謝妳的鼓勵！我會用盡全力去考到心儀的大學。
希望你生活愉快和充實。

# 廖綺琳 # 友師沈灼蓮 # 分享 # 師友關係 # 大埔

281 個讚好



281 個讚好 透過短講及小組分享提升友師的溝通技巧，從而強化
他們與導生相處的能力。
# 友師伴 Teen 成長 # 友師訓練

238 個讚好 友師透過工作坊，了解導生的成長需要，明白他們的處境及需
要，強化友師的溝通技巧以啟導及協助他們成長，共同面對成長上的挑戰。 
# 友心 Connection # 友師訓練



245 個讚好

# 每月聚會 #外展

245 個讚好

# 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導生及友師名單

導生

鍾卓琳   張浩倫   古浩銘   
吳美玲   鄭凱雅   鄭凱柔
文嘉豪   范俊朗   劉啟南   
高卓怡   謝蔓棋   范俊昭

友師

李德玲   黃俊傑   何淑釧   
嚴詩麗   陳玲娜   周美齡
張宏基



267 個讚好 兒童發展基金第五屆 (Batch7) 已經進行了一半，友師我
阿 Ling 同導生高高都一齊出席了不同活動，如每月聚會、手工製作活
動、Board game 之夜、分享會等，都可以增進我們的關係，一同經歷
和一同成長。
 友師阿 Ling：一齊參與霓虹燈活動時真是很開心，可以製造共同回憶。 
導生高高：記得製作霓虹燈時，友師阿 ling 是扭出一隻可愛的八哥狗，
很有個性！
# 高卓怡 # 友師李德玲 # 分享 # 師友關係 # 外展 



123 個讚好 
透過「家庭財務訓練」，提升家長的理財觀念，正確地管理及運用金錢，
並如何協助子女作出規劃。
#「家庭財務訓練」 # 家長訓練

透過工作坊，讓家長了解自己育兒方式對子女產生的影響，提升與子女溝通的能
力，從而建立及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

#「家 + 正能量」家長工作坊 # 家長訓練



188 個讚好  # 每月聚會 # 上水

188 個讚好  
#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導生友師名單

導生

列欣兒   陳庭勛  謝寶儀   高穎珊
高穎欣   莫小為  文政元   陳悅兒
巫曉珊   譚越駿  梁家鏵   李嘉濠
李嘉軒   張振宇  陳豫      潘妍穎
梁耀仁   梁超     鍾子軒   鄧家粱
江漢忠   羅嘉煒  胡天賜   甘鉅森
林家怡   陳敏兒  俞曉琳   黃佑森
何嘉彤   鄺偉泉  李佩堯

友師

余俊緯   李玉儀  張念澄  梁凱茵
陳智勇   陳曉鈴  彭智斌  曾婉君
黃智健   廖榮祥  劉思明  劉穎琪
歐陽詠賢 鄧志堅 鄭澤鴻  謝尾榮
譚桂蓮    謝卓洺



198 個讚好

# 鍾子軒 # 鄧家粱  # 友師余俊緯 # 分享 # 師友關係 # 上水

子軒及家粱：我地今日係慶祝魚哥哥新婚之喜，去左魚哥哥屋企玩，我
地同埋魚哥哥的兄弟姊妹朋友玩左狼人殺，又打邊爐，果日玩得好開心！ 

魚哥哥：結婚果日兩個仔都黎到飲，好乖仔，今日慶祝當然叫埋佢地黎玩，
可以有機會分享喜悅比佢哋，我覺得好開心！



劉光曆
陳灶良
陳卓盈
黃滿祥 
譚兆邦
LEE PUI FAN 
FLORENCE CHOO
LEONG FU LAI

嗚謝：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謹代表「伴我創 Teen 才」培育計劃 V
的導生及其家庭，衷心感謝以下熱心人士、公司及團體無
私的付出，扶助基層家庭青少年「追尋理想。成就夢想」！  

團體                   個人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錦繡獅子會                                                                                 
鳳溪公立學校校友會有限公司 
香港表廠商會有限公司             
筆克 ( 香港 ) 有限公司     
偉富證券有限公司            
新聯食品有限公司            
 
大埔獅子會                                           
榮盛實業公司                                     
王子食品集團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德王公司    
WEBVIVO LTD     
3 Brothers Int'L . Corp. Ltd     
Andex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Limited     
Wearewecare Group Limited     
Jessi Beauty (HK) CO.     
Century Pools Ltd.     
Milton Plastics Ltd.     

278 個讚好

# 嗚謝名單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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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2761 1106 2715 4033

兒童之家

寄養服務

學前單位社會工作服務
家愛童行 - 學前單位社會工作服務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小海星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沙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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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室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 G4 室

香港跑馬地桂成里 20 號誠和閣地下

新界葵芳興芳路 223 號新都會廣場二座辦公大
樓 12 樓 1201 室

新界沙田馬鞍山利安邨利興樓地下 G2 室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榮樓地下 11 及 12 室

2750 7913

2750 7913

2572 2311

2366 7222

2640 1008
2667 7616

2755 3137

2755 3137

2572 3115

2366 7262

2683 5345
2661 9648

離院支援服務
關愛基金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
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 ( 新界東 ) 幸福樹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恒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沙田安耀街 3 號匯達大廈 305 至 306 室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220-229 室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明樓地下 105-113 室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第一期第三座平台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十八座地下及一樓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恒安社區中心 2-4 樓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 9 號御庭軒政府大樓 2 樓

3990 1500

2653 8514
2679 7557
2414 8283
2356 2133
2642 1555
2668 2138

3702 1071

2638 5370
2671 2206
2412 3570
2334 9963
2643 0476
3125 4677

兒童及青年中心
成和青少年中心 香港跑馬地桂成里 20 號誠和閣地下 2572 2311 2572 3115

課餘託管服務
大元課餘託管服務中心

於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均設有課餘託管服務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樂樓地下 24-26 室 2660 6572 2660 8254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為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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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鞍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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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社區中心 2 樓

2667 7780 
2328 6903

2667 7149 
2328 6523

深宵外展服務
星鳥計劃 -  
大埔及北區深宵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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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青年支援服務
一微 ^_^ 米網上青年支援隊 新界沙田隆亨邨隆亨社區中心 G01 室 2606 7644 3020 6224

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 機構簡介及各服務單位資料



參與單位：

              

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出版：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電話：2366 7271           

傳真：2721 3563        

網址：httl://www.cys.org.hk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版權所有，如有引用，請註明出處

非賣品

278 個讚好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