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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會長黃龍德教授

培育青年循循善誘 春風化雨誨人不倦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現任會長黃龍德教授見證該會接近40
年的發展，並坦言：「 本會不是大型機構，但各委員都同
心協力，盡量在百忙中抽空關心青少年的發展。早年本會
在前任會長陳馬美玉女士、主席胡永輝博士及籌建新所主
席黎敦義夫人的爭取下，經實地考察及反覆研究後，最終
選擇在南朗山道興建新會址。新會址建設費籌募方面，幸
得本會其中一位創辦人陳南昌先生的兒子陳百強先生慷慨
捐助新校建築費；與及黎敦義夫人成功向白普理慈善基金
申請捐助宿舍建築費，令新會址能順利於1994年2月投入
服務。當年我們是南朗山道上的拓荒者，曾遭附近居民反
對，幾經困難終於克服重重障礙，全賴各委員及職員群策
群力，默默耕耘，我非常感激他們的貢獻。 」

▲會長黃龍德教授（右）及主席陳瑤婷都表示，該會的宗旨是啟導青少年重回正軌，積極
學習，貢獻社會。

主席陳瑤婷

培養正向思維 領悟生命意義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主席陳瑤婷自2011
年上任後，經常探訪該會屬下白普理宿舍
和陳南昌紀念學校，接觸不同年紀的青少
年，明白要協助他們健康成長，需要「 從
心出發，耐心教育 」。陳主席表示，最痛
心是看見青少年遇到挫折便自暴自棄，這
種不懂珍惜自己的負面情緒確實令人憂慮。
陳主席指出：「 現今青少年面對問題時
未必有能力自行處理，應主動尋求導師、
老師和家長的協助。本會近年積極推行
『 生命教育 』，以建立學生正面的人生觀
和價值觀，讓他們領悟生命的真正意義，
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積極尋找自己的
人生方向。 」

加強交流擴闊眼界
她續解釋：「 除了生命教育外，本會深
切體會年輕人的成長充滿壓力和疑惑，因
此有意引入『 靜觀 』的活動，鼓勵青少年
透過靜觀練習減少壓力、放鬆自己，從而
加強個人的專注力及覺察力，建立清晰的
價值觀，提升正念，珍惜當下。 」
該會為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提供適當的
輔導，希望他們盡快重回校園，融入主流
學校繼續學習。自上年度開始，該會屬下
陳南昌紀念學校與西安102中學締結為姊
妹學校，早前更動員合共51名學生、教
師、導師、家長及委員前往西安102中學
進行文化交流，推動學生認識中國古都的
歷史文化及國情發展，擴闊視野，啟發主
動學習的態度。
陳主席表示：「 此行發覺學生不擅於溝
通及不勇於嘗試，無論對人對事都較為被
動，所以面對這類青少年時必須『 以身作

則 』，帶領他們主動學習、發揮潛能、
培養責任感、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
該會專注輔導青少年，除糾正他們不
良行為外，還灌輸他們正確的人生觀。
陳主席強調：「 本會發覺青少年的行為
與成長環境有密切關係，尤其家長的言
行舉止對他們影響至深。部分家長面對
隱蔽或沉溺行為的子女，在管教上感到
束手無策，處理不當更觸發激烈的衝
突。因此我們會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和聯
繫，積極邀請他們參與本會的活動，學
習親職技巧及了解子女成長的需要，以
『 身教 』及愛心來培育子女，讓青少年
在關愛的環境下健康成長，懂得尊重和
關心別人，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

談到最開心的樂事時，黃教授直言：「 每年畢業典禮看
見學生獲頒獎項的一刻，感到非常高興感恩！學生用心學
習，逐步成熟，培養成為負責任的良好公民，確實令人欣
慰。 」黃教授喜歡與青少年談天說地，從閒談中了解他們
的想法。

以身作則肩負家長角色

黃教授笑說：「 曾有人批評我與青少年對話只是『 對牛
彈琴 』，何不省卻氣力，無謂作出不必要的期盼，只會換
來失望和失落。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教導及啟發他們，我
不計較講完這番話後沒有即時成效，只希望他們聽君一席
話，那怕將來的10年、15年後，不知何年何月何時在什麼
地方，只要他腦海中突然靈光一閃，記得某人曾向他講過
努力深耕培育少年成才
這番勉勵的說話，令他們有所得益已經足夠。 」
黃教授認為，自己沒什麼可給他們，只可從旁鼓勵發放
整項重建項目由籌備至落成長達二十載。該會得到熱心
公益的委員積極籌募經費，支援學校和宿舍進一步提升服 正能量，以身作則做好榜樣，使他們自我改善。儘管在一
百人中，只有一個覺醒懂得改
務水平，使會務得以穩健發展。早
變，已經是難得的成效。現今
期香港青少年培育會只接收小學學
社會眾多家長與子女的關係因
童，但隨著社會轉變，該會學校於
工作和生活忙碌而變得疏離，
1993年正式開辦中學課程，接收
該會每個委員都肩負家長的角
年歲較大的青少年入讀及入住，讓
色，在院舍採用小家舍的生活
他們得到適當的教育及訓練，學習
模式，希望給青少年一個家的
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及生活技能，
感覺，安穩健康地成長。
從而為日後升學或踏足社會工作做
該會明白現今的年輕人較易
好準備。
接收多元化的資訊，興趣發展
黃教授工作繁忙之餘，仍堅持參
多樣化。因此，為協助青少年
與該會的工作，原因是認同該會的
▲會長黃龍德教授頒發
「
培育基金
」
給學員岑瑞權接受
把握現在，發揮才華成就未
理念並萌生特別的感情。他解釋：
來 ， 該 會 早 前 成 立「 培 育 基
「 接受服務的青少年本質不壞，主 山藝訓練。
要是來自邊緣家庭，本身欠缺紀律及有些反叛而已，只要 金 」，資助每名學生每年上限一萬元，協助他們發展學術
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增強家庭支援，他們會變乖 以外的五育潛能，讓他們發憤圖強盡展所長；同時亦提供
變好。過往經驗中，經輔導的個案不乏成為專業人士，如 獎助學金，獎勵畢業生升讀本地及海外大學或大專課程。
會計師、律師、醫生及教職員等，亦有部分從事社會不同 雖然金額只是小數目，但作為起步資助金，有助鼓勵他們
繼續學業尋找理想。
的崗位和職業，重回正軌，服務人群，貢獻社會。 」

70周年會慶活動

提升服務迎合需要
至於該會的未來發展，陳主席表示：
「 本會將持續檢視青少年住宿訓練服務
的需求，近年已推出多項嶄新服務，包
括『 延伸住宿照顧服務 』，為離校升中
或出外工作的青少年繼續提供院舍照顧
服務，讓他們在良好環境下專心學習或
工 作 ， 開 創 美 好 前 途 ；『 短 期 適 應 課
程 』是支援主流學校的訓輔導工作，透
過本會與轉介學校的協商，保留學生原
校學位外，亦讓他們在本會接受數月的
教育及院舍照顧服務，當問題改善後便
讓他們返回原校升學；『 高中住宿照顧
服務 』是為在本校升讀中四的學生提供
院舍照顧服務，支援他們的學習需要。
日後本會會與時並進，持續探討服務需
求，力求提供適切的服務，配合青少年
的發展需要。 」

主題︰強化家庭功能，建立和諧互愛的家庭關係
活動內容

舉行日期

▲「 從善意與正念中尋回愛 」專題研討會及工作
坊，旨在協助家長及其他對建立正向親子關係有興
趣的人士，提升對青少年子女溝通的信心和堅持。

9/12/2017

70周年會慶啟動禮暨開放日及校友日

27/1/2018

70周年會慶服務推廣日（ 與善牧會合
辦，適逢該會金禧會慶）

4/2018

成立「 培育基金 」，協助本會學生在五
育（德、智、體、群、美）方面的發展

11/20176/2018

親子心連心社區服務計劃

12/5/2018

品格教育電影欣賞

31/54/6/2018

陝港師生文化交流活動

17/8/2018

於明報刊登70周年會慶專輯

13-14/
10/2018

與善牧會合辦「 從善意與正念中尋回
愛 」專題研討會及工作坊

23/11/2018 70周年會慶聯歡晚宴
8/12/2018

與善牧會合辦親子野外定向活動

3/2019

出版70周年會慶紀念特刊

◀學員及家長參
與心連心社區服
務，為長者送上
關心及溫暖。
◀舉辦陝港姊妹
學校師生文化交
流活動，讓學員
擴闊視野，關心
祖國。

▲與善牧會合辦服務推廣
日，加深南區居民對服務
的認識。

迷途知返 以愛傳承

▲謙厚的盧禧年（左）及穩重的郭詠濠（右）都表示：「 學童猶如
栽種的小幼苗般，經過多年努力茁壯成長，投身社會服務市民，令
我們感到非常喜悅。 」

盧禧年：栽培之恩

一生不忘

時光飛逝，盧禧年不知不覺在香港青少年培育會工作了
接近四分一世紀，從一個初出茅廬的中學生，到今天以專
業社工身分去服務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他稱：「 我衷心向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全體的委員、同事及學員講一聲『 謝謝
你們！ 』。特別是歷任的執行委員，你們不單委身領導會
務發展，更關心學員的成長，亦關顧職員個人的進修計
劃。得到你們的資助和支持，我才能夠留職帶薪完成夢想
—考獲社會工作的專業資格，非常感謝你們的無私栽培，
此恩一生不忘！ 」
「 回想工作的日子，難忘同事上下一心、全心全意為學
員提供最適切的優質服務；難忘學員的覺悟：『 對唔住！
阿sir……我知錯啦…… 』；難忘家長的的喜悅：『 多謝培
育會，我先有番個仔…… 』」。
他表示：「 今日我雖然因宗教的感召而離開，重新出發
去服務社會上更弱勢的社群，但我的心仍然是和大家連繫
在一起，依依之情，此生不變！正值香港青少年培育會成
立70周年，我除謹致以萬分的祝賀外，還會回來與各位委
員、同事及學員一起推動會慶的各項慶祝活動，將關愛精
神繼續延展，薪火相傳！ 」

年僅25歲的郭詠濠，大學畢業後便
加入香港青少年培育會擔任宿舍導
師，源自他與該會的緣分。他中學時
是該會的服務使用者，今天卻搖身成
為服務提供者，以過來人的身分作為
學生的引路明燈，將該會關愛青少年
的優良傳統傳承下去。
他表示早年讀書成績一般，性格反
叛，在主流學校經常與老師作對。直
至入讀該會學校後，在師長的循循善
誘、愛心教誨下才迷途知返，重回正
軌。
他稱：「 慶幸當時獲老師鼓勵及引
導我改善陋習，積極學習，才可追回
以往白白浪費的光陰。儘管第一次中
學文憑試的成績不理想，但在委員、
師長支持下，我並沒有氣餒，再接再
厲，終於考上大學修讀體育管理。我
能夠大學畢業，實有賴香港青少年培
育會的悉心栽培，除給我助學金及於
本校兼職以減輕我的經濟壓力外，委
員及職員還對我關懷備至，我衷心感
謝他們對我的培育。大學畢業後，令
我更感恩是獲聘用擔任宿舍導師，讓
我發揮抱負，以自身經歷去啟發及激
勵一些暫時迷途的青少年，協助他們
重回正軌，重拾人生的目標。 」
對於以導師身分重回該會後有什麼
新體會時，他坦言雖面對很多新挑
戰，但有信心在該會充滿助人熱誠的
團隊指導下能克服困難。他笑言最開
心是看見學員開始學懂自我改善和訂
立人生方向。未來他會繼續努力以愛
傳承，成為學員人生旅程中的良師益
友，協助他們重新出發，邁向豐盛人
生。

薪火相傳 舊生謝師恩

郭詠濠：

▶推行品格教育
活動，培養學員
同理心及善良品
格。

◀難忘師恩，慶
鳳與其他舊生為
將近百歲的老師
陳建侯主任（前
右三）、榮休老
師梁廣增主任
（前左三）、郭
鈺涓老師（前左
一）、蘇小蘭老
師（前左二）、
鍾慧明老師（前
右一）及謝建章
導師（前右二）
慶祝生日，答謝
眾恩師的教導。

鍾慶鳳：知識改變命運

珍惜學習機會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的前身「 香港兒童安
置所 」，1961年開始為兒童提供免費小學
課程。當年一名家貧的女學生鍾慶鳳，聯
同兄長及三名弟妹合共五人一起入讀，成
為首名男校女超齡生，現今她已成為一間
旅遊公司總裁。她回望四十多年前的童
年，感激當年有機會接受教育，最重要是
在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中，認識一群終生
為伴的良師益友。
學校是培育學生成才的搖籃。在這裡，
慶鳳參加演講比賽奪得獎項、參與學校賣
旗獲頒義工服務獎，以及當了三年的班
長，在校內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培
養主動、不害羞的性格。她笑
言：「 同學都互相幫助，一起解
決問題。同學就是發掘世界的
同行者，零碎的片段是回憶的
寶藏。 」此外，學校經常舉辦
旅行活動。她記得五年級時，
老師掏錢包邀請同學到荔園玩
摩天輪，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到

荔園遊玩，老師關顧之情令她畢生難忘。
慶鳳14歲小六畢業便考入金文泰中學，
過着半工讀的生活。她回首前塵，感恩地
坦言，若然沒有香港兒童安置所給予的教
育機會，就無法成就現在的自己。「 今天
很多同學仍然保持聯絡，每年都會見面，
大家又有社交群組，感情深厚。 」她說同
學會互相「 請飲 」，而每次聚會都有「 十
圍八圍 」。最近就聯同17名舊同學為老師
祝壽，感激多年諄諄教誨之師恩。基於這
份情意結，慶鳳每年會與妹妹一起回到位
於中環舊址的學校懷緬一番。當知道學校
由小學變成中學，能夠惠及更多有需
要的青少年而深感欣慰，並希望
今日的師弟能珍惜及把握目前的
學習機會，成就他日光輝的未
來。
◀鍾慶鳳稱，學校不僅是傳授知
識的地方，更是一個以生命感動
生命的重要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