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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未來，就是香港的未來。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是工商各界扶育下代的平台。旨

在匯聚力量，起動各方資源，配合政府的「兒童發展基

金」青少年扶貧政策，全方位發展扶育下一代的新思維。

聯盟夥伴不但付出金錢、更付出時間和以實際行動，通

過旗艦活動「READY 青少年學業就業裝備計劃」為青少

年提供學習和工作體驗的機會，建立非金融資產，擴闊

視野，盡早為其升學、就業及生涯規劃作準備。聯盟是社

會推廣青少年扶育文化的橋樑，進一步提升社會對扶育下

代課題的關注和認知，使青少年扶育工作得以更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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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二零一三年出版《贏在終點線》，一方面

慶祝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企業聯盟）

的成立，一方面表達企業聯盟對下代的關

心，讓社會賢達與下代貼心分享個人經

歷。今天，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成立兩

周年了。時間雖短，幸得社會各界熱心

響應，尤其是眾多企業積極參與，共同耕

耘，使這顆種子能夠健康萌芽，為弱勢家

庭的子女帶來曙光，成效初見。

猶記得企業聯盟成立未幾，香港正發生 

「佔領」事件，參與者以年輕人居多，多

少反映出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有說「事情

越複雜，工作越要細緻」。企業聯盟就是

在這個信念下開展它的工作，本著借助工

商各界的力量和優勢為宗旨，透過細緻的

工作，為弱勢社群年輕一輩創造機遇，

並且培養自強精神以及把握機遇的能力，

縱有不滿情緒也可化成積極人生的動力，

令他們有信心終可擺脫跨代貧窮，實踐理

想，開創美好將來。

企業聯盟的宗旨，正好配合政府的「兒童發

展基金」青少年扶貧工作。尤其是其所倡導

的「個人發展」元素，發揮協同力量，提升

扶貧效益。憑藉大家提攜下代的熱誠，我們

匯聚了工商各界的豐富資源、網絡、專業知

識，還有可貴的實習機會，不但幫助青少年

創造夢想，並且提供實現夢想的機遇，從實

現過程中茁壯成長。脫貧，再不是幻想。

我們不尚空談。在二零一四年暑假，企業聯

盟甫成立之際，便馬上以「Y-WE我才有用」

青少年工作體驗試驗計劃起步，繼而集合

工商各界的現職與退休精英，舉行多場集

思會，總結經驗，交流意見，從而制定出

「READY青少年學業就業裝備計劃」（簡稱

「職學裝備」計劃）。這項計劃主要是「三

生」結合，即是：向學員灌輸「生命」的基

本價值觀；讓他們學習「生活」技能；最後

教授職業相關技能，並經過工作體驗的洗禮

才展開他們的職業「生涯」。

為人父母，我切身體會到培育孩子的成長，

每個階段都要悉心安排，而「職學裝備」

計劃，就是從根本出發，按青少年發展的需

要，有系統地、具針對性地做好鬆土工作，

一步步裝備，貫徹始終。

我們相信，在工商各界支持下推行的「職學

裝備」計劃，有如為弱勢家庭的子女，開啟

一道希望之門。我們致力使青少年不再抱怨

缺乏機遇，並讓他們親身體會到，做人要有

理想，但談理想之先，必定是趁年輕開始做

好裝備，培養正面的素養，壯大實力以把

握機遇，才有力創造命運。對於企業來說， 

此項計劃亦可為公司輸入具工作熱誠的新血，

有助保持企業活力，兩者可謂相得益彰。

這本特刊，搜集了不同人物的成長經歷和 

事例，通過他們厚實的閱歷和引發共鳴的故

事，分享他們如何把握機會，找到成功之路

的經驗，啟發青少年去思考故事人物如何

忠於自己、忠於生命，建立內涵及正面的生

陳龔偉瑩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發起人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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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品格，從中分享良好的價值觀。同時，本

書也有青少年的回應，呈現兩代的價值觀。

企業聯盟願能擔當社會隔代人之間的橋樑，

有如鑰匙般開啟不同年代人的對話，促進共

融社會。書中更特地精簡回顧了企業聯盟兩

年來的工作，並且展望未來大計。期盼我們

的種種努力，可讓年輕一代明白：這個世界 

機遇處處，但機遇只留給有準備的人。裝備

充足，就不怕錯過機遇。尤其對成長於弱勢

家庭的青少年而言，不用埋怨輸在起跑線，

不要以為終生只能活在黑暗，因為只要擦亮

眼睛，撥開烏雲，仔細觀看，黑暗的夜空其

實滿天星光。每一點星光，就代表一個希

望，還偶有耀眼的流星劃過，帶來願望成真

的機遇。

環顧香港，人口日趨老化，年輕一代日後肩

負的社會擔子，比我們這一輩要沉重得多。

因此，他們成材與否，不只關乎他們個人，

也關乎整個社會。但從另方面看，他們成材

與否，卻是我們這一輩的責任。企業聯盟的

工作，任重而道遠。不過我很有信心，在

工商各界伙伴的配合和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

下，我們的工作將會越見成效。因為我相信

年輕一代；相信工商各界的力量；相信香港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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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麗紅
元崗幼稚園校長

「只要我努力，有甚麼做不來？」憑著這種

態度生活，人生相當順遂，工作上有人賞

識，一直過得很理想。二十三歲時，我接手

管理一家學校，同樣只有很少學生，我用自

己的看法、擇善固執地把學校經營起來，甚

至慢慢有人龍排在校門外。

「我要做，就會做到」、 

「我要做，就會做到」，這

樣的幹勁讓我平步青雲。

可是，二十八歲時，一位我

很愛的親人遇上交通意外離

開了。我頓時發現錢還是有

買不到的東西，這樣說可能很土氣，但過往

那麼多年我所抱持「努力就一定可以」的信

念派不上用場。

無論我再怎樣準時到醫院，再怎樣努力照顧

他，他還是得要離開。想要的東西求不得，

有一段時間我很不習慣，感到很痛苦，甚至

有輕生的念頭。我不想上班，只關在家裡，

沒法從陰霾裡走出來。

一想到他走了，我都那麼痛苦，如果我也

走了，我媽媽也不就一樣痛苦了嗎？我就

覺得輕生很不孝，總不能把痛苦丟給家人。 

「那，不如就當自己死了，好嗎？從這一

刻，我死了，也不一定要做死那個儀式，就

當自己死了吧。」我很天真的跟自己說。

現在才懂得，那時候的我在

學習「放下」。放下了，人

也輕鬆了，變得無仇無怨，

也無欲無求。

我明白到有很多事不是你努

力就可以，不是說你有錢就

買得到，不是很積極就會給你，原來要靠一

份真誠，去面對自己，面對這件事。

人家說四十不惑，我二十八歲就經歷了，從

此更加沒有做不了的事。朋友都說我像火鳳

凰那樣重生了。

來到元岡幼稚園，最推動我做事情的是孩子

的友愛，也就是我很在意的「人與人之間的

我小時候很窮，但很快樂。

我從不妒忌其他人，很接受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自己的資源就是比別人少。

我沒法像其他同學一樣開生日派對，甚至

要工作幫補自己的生活費、書簿費。

那時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很受歡迎，所以我

小學便開始在家裡幫忙加工，為品牌公仔

上顏色。

顏色會沾到衣服，髒髒的，我只有那三套

衣服，弄髒了怎樣出門？有時剩下那一套

洗了又晾不乾，朋友叫我去參加派對，我

都會找借口推掉。

雖然你看起來會覺得我很可憐，但我在家

裡排行第五，看到大哥哥、大姊姊比我更

可憐，背負的東西更多，拿到獎學金也沒

法讀書，讓我覺得自己已經夠幸福了！

這樣的成長過程讓我很知足，想事情很正

面，同時令我比較成熟，遇到甚麼事情都

說：「很難嗎？沒有吧！」

遇上問題時，我們都要如

實去面對，我們要承認自

己在問題裡面，確認了事

情就是這樣子，接受它，

然後開始解決問題。

						鳥的	
不死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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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九年，幼稚園只剩下五名學生，

沒有人接手經營，呂校長見此應聘，

讓幼稚園逃過殺校危機，幾年間逐步改善

校內環境，並把「蒙特梭利教學法」

引入校園，啟發孩子成長，贏得教育界口碑。



關係」。有一個小孩沒上學，其他小孩會擔

心她。明明在玩玩具，她突然走來問：「校

長，為甚麼她還沒回來呢？」聽到有人敲

門，她就拋下玩具自己走出去了。對我們來

說這樣不行啊，學校還是要有些框框、有些

紀律，但他們打破了那些框框，因為愛。聽

著他們說：「你回來囉！我幫你拿書包吧！

我很擔心你啊，我怕你不來。」我就覺得更

加要堅持，不想他們那份純真的愛破滅了。

八十年代，香港很流行「蒙特梭利」教學

法，著重生活經驗的學習。可是最初引入的

時候，用英語授課才是吸引家長的關鍵，本

末倒置了。

我取其長處，在教育上引用它的概念，強調

「自理、責任感、生活」。最初老師們不習

慣，搬桌子、搬椅子也不讓學生去做，我對

他們說：「你在剝削孩子學習的機會。」高

年級的可以幫助你搬桌椅，低年級也可以幫

忙打開門。

小孩吃東西，要自己分派碟子，吃完東西要

收好。比方說今天吃雞蛋，要把蛋殼放好，

碟子上的蛋黃碎要丟到垃圾箱，再拿碟子自

己去清洗，這都是小孩子能做到的東西，也

是一種學習。

生活裡的一點一滴都是學習，都能夠教育小

孩。吃點心，不是放進餐盒裡就開動，他

們要知道吃過甚麼餅乾，裡面的成份也要知

道。有時同事把草莓洗得非常乾淨，再把蒂

拿走，怕小孩吃到培植土，我說不行，他們

必須看到整個草莓的外形，如果看到有髒東

西，自己也要懂得拿走，這樣才是人生，才

是學習。

我也在向小孩子學習。我班上有小數族裔的

學生，他們學習中文特別困難，我本來沒有

察覺到的，只會鼓勵他們多多努力跟著筆

劃走，還誤會他們不認真，把寫字當成畫圖

畫。來到這裡我才知道原來南亞裔的筆順跟

我們正正相反，我們從上到下，從左到右；

他們就剛好從下到上，從右到左，得要慢慢

跟他們解釋清楚。我們還發了一張筆順表給

家長，讓他們都能了解當中的差別，大家一

起解決問題。

其實每個人出生都是要解決問題，打從我們

是嬰兒，我們不懂講話、不懂走路，你肚子

餓了、尿出來了，那你怎麼辦？所

以我們會用哭聲去引起別人的注

意，小嬰兒哭已經在解決問題。遇

上問題時，我們都要如實去面對，

我們要承認自己在問題裡面，確認

了事情就是這樣子，接受它，然後

開始解決問題。

年輕人缺乏人生經驗，不夠認識自

己，容易一時衝動。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很低落，就讓自己低落，不

要覺得很困擾。困擾只因為你沒有

真誠對待自己，沒有如實面對自己

的情緒。當你接受了自己很低落

時，就問自己事情有多嚴重？會影

響自己多深？可以怎樣去解決它？

一步一步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情

緒，了解自己的需要，一步一步把

眼前的問題拆開，無須一蹶不振，

慢慢拆開，直到最後，你就會開到

一扇窗，藍藍的天空永遠在我們的

頭頂上。

尋夢人	・• 流星語
王芷瑩　十六歲

就讀可風中學中四

假如你是校長，你願意接手經營一家只剩五個孩

子的學校嗎？

「我會嘗試接手，雖然只剩下五個小孩，但她們

也需要教育。如果我不接手，她們便甚麼都沒有

了。而校長沒有放棄那幾位小朋友，也沒有因為

其他人的意見左右了自己的想法。我認為不論別

人說什麼，人都必須要自己嘗試過﹑做過，才是

最真實的一面。」

你以後想當甚麼？

「我想當空中服務員，本來我以為這份工作很有

趣﹑很簡單，每次旅行看到她們在飛機裡走來走

去，又可以到處走走﹑看看。後來為了加深自己

對這份職業的認知，我跟家人取經，又跑去參加

國泰航空的體驗計劃，聽她們的講解，又嘗試當

空中服務人員一會兒，才發現沒有想像中簡單－

－原來不止是機艙服務，更要面對日夜顛倒﹑繁

複的工作程序。這種體驗讓我重新思考自己到底

喜不喜歡。爸媽都很支持我實現理想，班主任有

提醒我空中服務員不是一份很長久的職業，在他

們的指導下，我更加肯定自己喜歡這職業，也想

挑戰自已。」

從呂校長的故事裡，你領悟到甚麼嗎？

「我對於她面對人生挫折的態度感到震驚，如果

是我，百分百會崩潰，我覺得她面對困難時沒有

放棄，很有毅力，哪怕是一件小事也很用心去

做。而且，校長小時候家裡很窮，很少機會﹑很

少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對比起來，我現在有

時間﹑有資源做自己喜歡的事，跟自己喜歡的人

見面，那是很幸福的。」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