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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verage Report for CDIA’s  
Youth-Work Explorer (Y-WE) Program 2021  

 

Y-WE 2021 was widely covered by the media, and below please find 18 related clippings for your 

reference and sharing:  

 
 
1) 經濟一週 - 2021 年 06 月 28 日 
新冠肺炎｜疫情轉變青年就業取向 選做 IT 跑贏傳統行業 
 
由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CDIA)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Y-WE 2021)
在今年暑假繼續舉行，他們表示，在新冠疫情的經濟環境下，青年人的就業取向亦有所轉變，
今年「資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扳倒傳統行業，由去年的第三位躍升至第一位，成為最
多青年選擇體驗的行業，而過去一直受青年嚮往的「醫療及護理」行業，今年跌至第二位；
至於去年不入頭十位的「設計及創意」行業，大幅攀升至今年的第三位。CDIA 主席陳龔偉瑩
女士坦言，很高興看到今年有很多青年選擇將來在設計及創意方面發展，希望社會及政府能
投放更多資源。 此外聯盟指，今年的 Y-WE 2021 報名青年人數共有 563 人，是 2017 的五倍，
與 2019 年比較是兩倍，增幅令人鼓舞；而自本年 5 月底，聯盟已開始為 500 多名 16 歲至 21
歲本港基層青年，例如來自綜援、低收入、單親、新來港及少數族裔等配對暑期工作體驗機
會，讓同學在實際職場環境鍛鍊，培養自信，以及提升溝通能力。 
 
原文網址：https://www.edigest.hk/?p=296031 
 
 
2) AM730 2021 年 06 月 28 日 
新冠肺炎｜疫情轉變青年就業取向 選做 IT 跑贏傳統行業  

 

新冠肺炎肆虐本港逾一年，不但改變了港人生活，還改變了青年的就業取向。由青少年發展
企業聯盟(CDIA)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Y-WE 2021)在今年暑
假繼續舉行。聯盟發現，在新冠疫情的經濟環境下，青年人的就業取向亦有所轉變，當中「資
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扳倒傳統行業，由去年的第三位躍升至第一位，成為最多青年選
擇體驗的行業。 
 

參與計劃的黃同學(圖中)指，疫情令她
認識到生命的脆弱，希望能投身醫護
行業；陳龔偉瑩(圖右)女士認為疫情轉
變了青年就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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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過去一直受青年嚮往的「醫療及護理」行業，今年跌至第二位，而去年不入頭十位的「設
計及創意」行業，大幅攀升至今年的第三位。聯盟主席陳龔偉瑩女士(見上圖右)坦言，很高興
看到今年有很多青年選擇將來在設計及創意方面發展，希望社會及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 
 
此外聯盟指，今年的 Y-WE 2021 報名青年人數共有 563 人，是 2017 的五倍，與 2019 年比較
是兩倍，增幅令人鼓舞；而自本年 5 月底，聯盟已開始為 500 多名 16 歲至 21 歲本港基層青
年，例如來自綜援、低收入、單親、新來港及少數族裔等配對暑期工作體驗機會，讓同學在
實際職場環境鍛鍊，培養自信，以及提升溝通能力。 
 
有參與計劃的黃鴻華同學(見上圖中)表示，新冠疫情令她認識到疾病與人的關係及生命的脆
弱，故此希望能投身醫護行業作出貢獻。 

 
 

 
原文網址：https://www.am730.com.hk/news/share/273731 
 
 
3) 大公文匯 2021 年 06 月 28 日  
560 多名基層青少年暑期參與工作體驗計劃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563 名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基層青少年，將於今年暑假期間，
透過青少年企業發展聯盟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到 300 多家本港
大小企業和機構，進行為期一周至兩個月的工作體驗。 
 
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表示，參加計劃的青少年數目是 2019 年的 2 倍，更是 2017 年的 5 倍，增
幅令人鼓舞。她指，工作體驗讓基層青少年在實際職場環境鍛練，培養自信及責任感，為日
後踏入社會做好準備，而香港大學的研究顯示，計劃顯著提升青少年的自信，協助他們尋找
人生和職志方向。 
 

CDIA 為提供工作體驗機會的企業舉辦
工作坊，讓企業代表了解新世代青年
的特質及需要等，以提升工作體驗的
成效。 

CDIA 主席陳龔偉瑩女士（左）陳麗雲
教授（右）早前分享 Y-WE 計劃的科
學研究數據和成效（青少年企業發展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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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龔偉瑩又說，經歷疫情後，參與工作體驗計劃的青少年，職志方向和行業選擇亦有轉變，
「資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由去年的第 3 位，今年成為首選，估計可能因為疫情轉為網
上學習，以及政府大力投放資訊科技，加強學生的興趣及認識；而過去一直是首選的「醫療
及護理」，今年仍然穩居第二，相信疫情令青少年增加關注健康及環境，以及對醫護人員的
尊敬。至於「設計及創意」由去年不入首 10 位，今年升至第三。 
 
原文網址：https://www.tkww.hk/a/202106/28/AP60d9923ae4b0c7e5becc2e86.html   
 
 
4) 文匯報 2021 年 06 月 28 日 
560 多名基層青少年暑期參與工作體驗計劃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563 名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基層青少年，將於今年暑假期間，
透過青少年企業發展聯盟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到 300 多家本港
大小企業和機構，進行為期一周至兩個月的工作體驗。 
 
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表示，參加計劃的青少年數目是 2019 年的 2 倍，更是 2017 年的 5 倍，增
幅令人鼓舞。她指，工作體驗讓基層青少年在實際職場環境鍛練，培養自信及責任感，為日
後踏入社會做好準備，而香港大學的研究顯示，計劃顯著提升青少年的自信，協助他們尋找
人生和職志方向。陳龔偉瑩又說，經歷疫情後，參與工作體驗計劃的青少年，職志方向和行
業選擇亦有轉變，「資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由去年的第 3 位，今年成為首選，估計可
能因為疫情轉為網上學習，以及政府大力投放資訊科技，加強學生的興趣及認識；而過去一
直是首選的「醫療及護理」，今年仍然穩居第二，相信疫情令青少年增加關注健康及環境，
以及對醫護人員的尊敬。至於「設計及創意」由去年不入首 10 位，今年升至第三。 
 
原文網址：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6/28/AP60d99c2ce4b08d3407c996d5.html  
 
 
5) 商業電台 www.881903.com 2021 年 06 月 28 日 
560 多名基層青少年暑期參與工作體驗計劃 

 

 
 
 
 
 
 
 
 
 
 
 
 
 

計劃為提供工作體驗機會的企業舉辦
工作坊 
 
 

陳龔偉瑩(右)指計劃為基層青少年日後
踏入社會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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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發表青少年就業取向調查 

 
563 名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基層青少年，將於今年暑假期間，透過青少年企業發展聯
盟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到 300 多家本港大小企業和機構，進行
為期一周至兩個月的工作體驗，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表示，參加計劃的青少年數目是 2019 年的
2 倍，更是 2017 年的 5 倍，增幅令人鼓舞。她指，工作體驗讓基層青少年在實際職場環境鍛
練，培養自信及責任感，為日後踏入社會做好準備，而香港大學的研究顯示，計劃顯著提升
青少年的自信，協助他們尋找人生和職志方向。 陳龔偉瑩又說，經歷疫情後，參與工作體驗
計劃的青少年，職志方向和行業選擇亦有轉變，「資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由去年的第 3
位，今年成為首選，估計可 f 能因為疫情轉為網上學習，以及政府大力投放資訊科技，加強學
生的興趣及認識；而過去一直是首選的「醫療及護理」，今年仍然穩居第 2，相信疫情令青少
年增加關注健康及環境，以及對醫護人員的尊敬。至於「設計及創意」由去年不入首 10 位，
今年升至第 3。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8061  
 
 
6) Topick 2021 年 06 月 28 日  
【青年就業】青少年首選資訊科技及創科行業實習 料疫下網上學習增加提升興趣  

 
在疫情仍然肆虐下，年青人的就業取向亦有所轉變。由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今（28 日）表示，
今屆參與「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的青少年首選想體驗「資訊科技、電
訊及創新科技」等新經濟行業，其次是「醫療及護理」和「設計及創意」，估計青少年因疫情
接觸資訊科技機會大增，加上當局大力投放資源，加強學生對相關範疇的興趣。 
 
聯盟在今年 5 月底開始為 563 名 16 至 21 歲本地基層青少年提供暑期工作機會，發現今年青
少年工作體驗選擇的首 5 位，「資訊科技 、電訊及創新科技」 
 
由去年的第 3 位躍升至第 1 位，選擇人數由去年的 6.3%增至今年的 11.6%，估計青少年可
能因為疫情轉為網上學習，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大增，加上政府近年大力投放於資訊科技，
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認識及應用。 
 
而過去一直受年青少年嚮往的首選行業「醫療及護理」， 今年穩守第 2 位，聯盟相信疫情令
青少年增加對健康和環境的關注，而醫護人員緊守崗位，亦令青少年尊敬這行業。至於「設
計及創意」由去年不入首 10 位，大幅攀升至今年的第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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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表示，很高興看到今年有很多青少年選擇將來在設計及創意方面發展，希
望社會及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讓年青人有更多機會發揮創意思維。至於一些傳統行業例如
餐飲、批發零售、酒店及旅遊等，因飽受疫情衝擊，今年較少青少年選擇亦是可以理解，希
望政府能投放資源協助提升傳統行業，吸引青少年入行，保持行業活力。 
 
「Y-WE 計劃」吸引到支持，當中超過八成為中小企，一成二為上市公司及 2跨國企業，亦
有約 25個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涵蓋 70 多個不同行業，包括資訊科技、醫護、創意產業、
教育等。參與計劃的青少年經測驗結果與興趣、潛能及性格特質後，再安排到合適的公司工
作為期一周至兩個月；共有 300 多家本港企業和機構參與計劃。 
 
原文網址：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92939  
 
 
7) 巴士的報 2021 年 06 月 28 日  
疫情下青少年就業取向大不同 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資訊科技職位升上首位  
 
由「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 (「Y-WE 
2021」 ) 在今年暑假繼續舉行。在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肆虐下，年青人的就業取向亦有
所轉變，「資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等新經濟行業，是參與「Y- WE 2021」青少年首選
體驗的行業，「醫療及護理」和「設計及創意」則分別是青少年 的第二及第三選擇體驗的行
業。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在今年 5 月底開始為 500 多名 16 至 21 歲香港基層青少年配對暑
期工作體驗機會，他們有參加政府「兒童發展基金」(CDF)計劃， 也有來自綜援、低收入、
單親、 新來港及少數族裔等家庭。工作體驗機會讓他們在實際職場環境鍛鍊，培養自信及責
任感， 同時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與人相處和溝通的軟實力，協助他們盡早認清個人職志發
展方向，為日後踏入社會做好準備。 
 
有份報名參與 Y-WE 計劃 2021 的黃鴻華同學表示:「因為疫情令我認識到疾病與人的關係 
及生命的脆弱，故此希望能投身醫護行業作出貢獻。」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主席陳龔偉瑩女士表示:「今年有 563 名青少年參加「Y-WE 2021」，
是 2019 年的兩倍，更是 2017 年的五倍，增幅令人鼓舞，相信「Y-WE 計劃」已經得到社 
會和青少年的認受。參加計劃的青少年知道「Y-WE 計劃」 
 
對他們的升學或將來踏足職 場都有實際幫助，亦深知這些寶貴的職場實踐，多樣工種和體驗
機會，是日常生活難以接觸到的。 
 
香港大學去年 10 月正式公佈為「Y-WE 計劃」成效進行的獨立研究報告，結果顯示 「Y-WE 
計劃」顯著提升青少年的自信及對職業發展的自我效能，協助他們尋找人生和 職志方向。在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去年仍然有 100 名青少年完成「Y-WE 計劃」體驗， 他們看到自己
的改變和成長，可見「Y-WE 計劃」的成效得到肯定。她續説:「Y-WE 計劃」的成功要歸功
於社會上的良心企業。「Y-WE 計劃」吸引到 300 多家本港大小企業和機構參與支持，當中
超過八成為中小企，一成二為上市公司及跨國企業，亦有接近 25 個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
涵蓋 70 多個不同行業，包括資訊科 技、醫護、創意產業、教育、文化藝術、金融、會計、
餐飲、建築、工程、寵物、物流 等等。參與計劃的青少年經接受能力傾向測驗，深入了解自 
己的興趣、潛能及性格特質 後，再由 CDIA 根據他們的興趣及心儀行業作出配對，於今年
暑假期間前往各家企業，進行為期一周至兩個月的工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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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發現，經歷疫情後，青少年的職志方向和行業選擇亦有所轉變。今
年青少年工 作體驗選擇的首五位，「資訊科技 、電訊及創新科技」由去年的第三位躍升 至
第一位，選擇人數由去年的 6.3%增至今年的 11.6%，估計青少年可能因為疫情轉為網 上學
習，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大增，加上政府近年大力投放於資訊科技，加強學生對資 訊科技的
興趣、認識及應用。 
 
而過去一直受年青少年嚮往的首選行業「醫療及護理」， 今年仍然穩守第二位，相信疫情令
青少年增加對健康和環境的關注，而醫護人員緊守崗 位，亦令青少年尊敬這行業。至於「設
計及創意」更由去年不入首十位，大幅攀升至今年的第三位。 
 
陳太表示:「以往香港的年青人普遍被批評為缺乏創意及不懂創新，很高 興看到今年有很多青
少年選擇將來在設計及創意方面發展，希望社會及政府能投放更多 資源，讓年青人有更多機
會發揮創意思維。至於一些傳統行業例如餐飲、批發零售、酒 店及旅遊等，因飽受疫情衝擊，
今年較少青少年選擇亦是可以理解，希望政府能投放資 源協助提升傳統行業，吸引青少年入
行，保持行業活力。」 
 
陳太續稱:「疫情下，不少傳統行業都艱苦經營，又或因提升防疫級別而難以提供 工作體驗機
會，我們今年仍然繼續得到工商各界的大力支持， 提供了足夠的工作體驗機 會，支持「Y-
WE 2021」 的企業，有聯合醫務集團(UMP)、新鴻基地產、聚福樓集團、 景樂集團 (King Parrot 
Group)、日本電氣 (NEC) 、華潤創業、康業物業管理、數碼港、 灼見名家、商業電台和創
世電視等，充份體現商界企業對香港社會的承擔及對年青下代 的關愛，實在難能可貴! 
 
此外，「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今年繼續得到公務員事務局的大力支持，為我們聯繫了二十
多個政府部 門及半官方機構，結果為年青人提供超過 80 個不同的工作體驗機會，當中不乏
一些「獨家」行業，如消防、海關和天文台等。 
 
原文網址：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9372  
 
 
8) 晴報 2021 年 06 月 29 日  
疫下青年就業取向有變 首選 IT 創科  
 
疫下青年就業取向轉變，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
行業選擇排序中，「資訊科技、電訊及創新科技」選擇人數由去年第三位升至今年首位，選
擇比例由 6.3%增至 11.6%，聯盟估計，青少年可能因疫情轉為網上學習，接觸資訊科技機會
大增，加上政府近年投資創科，加強學生興趣；另「設計及創意」去年不入首 10 位，今年升
至第 3 位。 
 
另 563 名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基層青少年，將於今年暑假透過該體驗計劃，到 300
多家本港大小企業和機構，進行為期一周至兩個月工作體驗。聯盟主席陳龔偉瑩指，參加計
劃青少年數目是 2019 年的 2 倍。 
 
原文網址：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993369/  
 
 
 
 



    
   
   

7 

 

9) 聶德權局長 Facebook專頁  2021 年 08 月 27 日   
【走進科技世代 到訪機電署】  

 
 
 

 
 
 
 
 
 
 
 

 
 
 
 
 
 
 
 
 
原帖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336470003446152/posts/1225123001247510/?d=n  
 
 
10) 點新聞  2021 年 09 月 08 日 
拒絕「躺平」 460 名基層青少年暑期體驗真實職場 

 
今年暑假，460 名基層青少年沒有跟風「躺平」，反而把穩機遇，參與「Y-WE 我才有用青少
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體驗 1周至 2個月的真實職場，學習溝通技巧，擴闊眼界視野。 
 
 
 
 
 
 
 

聶德權（中）探訪兩位在機電工程署

體驗工作的學員（右一及右二）。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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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曾在機電工程署署長彭耀雄等官員陪同下，探訪了兩名被配對
往機電工程署進行工作體驗的學員，並和他們傾談交流，令兩名學員得益匪淺。 

 
 
 
 
 
 
 
 
 
天生喜愛杯中物的羅萏，從小已對各類酒精或非酒精飲品充滿好奇。「我對這些飲品甚有『感
覺』，記得 16 歲時我便開始自學調酒，時常讓家人品嚐我的作品。」她説。CDIA按她的天
賦興趣，安排了羅萏在銅鑼灣一家有過百年歷史的高級會所進行工作體驗，讓她認識酒吧及
餐飲行業的運作，希望幫助確立自己的發展方向，建立人脈，讓 18 歲的她，可以為日後走入
職場作好準備。羅萏說，自己的實習經歷又有趣又寶貴。 
 
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表示，令下一代看到自身的價值、發掘自身的潛能和興趣，看到未來發展
的希望，令他們不會受制於家庭背景的不足而影響將來的成就，這一點是社會絕對不容忽視
的。 
 
「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由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主辦，獲得本港逾 300
間大小企業及機構參與支持，當中有逾一成是上市公司及跨國企業，共提供 70 多個不同行業
及工種的職位。該項計劃過去 5 年惠及超過 1500 名基層青少年。是次參與計劃的青少年年齡
介乎 16 至 21 歲之間，他們中有人參加政府「兒童發展基金」計劃，亦有來自綜援、低收入、
單親、新來港及少數族裔等家庭。 
 
原文網址：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09/08/AP6138c697e4b08e6c889b026b.html  
 
 
11) 商業電台 881903.com  2021 年 09 月 08 日 
460 名基層青少年參加 Y-WE 計劃體驗職場 

 
 
460 名來自基層的 16 至 21 歲青少年，今年暑假參與由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透過為期一週至兩個月的實際職場體驗，學習溝通技
巧，培養自信及責任感，提升抗逆能力等軟實力，擴闊眼界視野，認清人生職志方向，踏上
脫貧之路。 計劃得到 300 多家本港大小企業和機構參與支持，包括有中小企、上市公司及
跨國企業，涵蓋 70 多個不同行業及工種，並按參加者的興趣和潛能安排工作體驗機會。 
 

羅萏得到導師的悉心指導，經過短短 5
天已能獨立調酒。（受訪者提供）

（受訪者提供） 

自小已立志當飛機師的學員通過工作
體驗認清路向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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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表示，今年繼續獲得特區政府大力支持，有 24個政府部門
和半官方機構參與，提供接近 80 個工作體驗機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前在機電工
程署署長彭耀雄等官員陪同下，探訪了兩名被配對往機電工程署進行工作體驗的學員，進行
交流，反映政府對計劃用官、商、民三方扶貧合作模式的支持和認同。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408625  
 
 
12) Topick  2021 年 09 月 08 日 
【工作體驗】CDIA 辦工作體驗計劃助基層青少年踏入職場 中學生初嘗零售業獲老闆信任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 CDIA ) 於今年暑假舉辦「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
( Y-WE 2021 )，460 名來自基層的青少年參加者透過為期一週至兩個月不等的實際職場體驗，
學習溝通技巧，培養自信及責任感，提升抗逆能力等的軟實力。 
 
其中一名參加者陳嫸㛜為一名中學生，她出於自己的興趣選擇到家具設計及零售業進行工作
體驗。在工作體驗第一天，老闆便要求她從年輕人的角度，將公司的網頁與其他同業作比較，
並希望她提出改進方案。 
 
嫸㛜蒐集資料時不敢鬆懈，為了確保資料準確，她重複地核對再核對，直至自覺滿意才把資
料交上。翌日老闆告訴她，已將她的資料原封不動地上載到公司的網頁。她說：「老闆對她
的信任和肯定，猶如一支強心針，讓我充滿自信，深感被托付重任的榮幸和驕傲。」嫸㛜表
示，她在中學階段已經有機會吸取零售業和市場學的知識，更在實際的職場環境體現與同事
相處之道和接觸不同顧客，學習溝通的重要性。 
 
嫸㛜的老闆 Patrick 今年已經是連續第四年支持 CDIA 的 Y-WE 計劃。Patrick 認為，支持
香港的年輕人是商界的責任。教導和扶育孩子，不能單靠學校，要八方之手、戮力同心地去
做。 
 
計劃獲 300 多家本港大小企業和機構參與支持，當中八成為中小企，12%為上市公司及跨國
企業，涵蓋 70 多個不同行業及工種。在今年 5 至 8 月期間，CDIA 為 460 名 16 至 21 歲香港
基層青少年，按他們的興趣和潛能安排工作體驗機會，他們既有參加政府「兒童發展基金」
計劃的青少年，亦有來自綜援、低收入、單親、新來港及少數族裔等家庭。CDIA 主席陳龔偉
瑩指，今年計劃得到 24個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參與，提供接近 80個工作體驗機會。 
 
原文網址：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054750/  
 

陳嫸㛜同學。（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相片） 



    
   
   

10 

 

 
13) 星島日報  2021 年 09 月 08 日 
中五生「Y-WE」體驗 鋪路做飛行員  

不少學生都趁暑期參與實習，充實生活，剛過去的暑假，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青少年發展企
業聯盟主席陳龔偉瑩為 460 名基層貧困青少年安排工作體驗，他們順利完成「Y-WE 青少年
工作體驗計畫」。年輕人透過工作體驗了解各行業的工作要求，為日後進入職場作好準備，
同時提高自信，改善溝通能力，並且認清個人志向。剛升讀中五的許存浩同學，就立志當一
名飛行員，他參加 Y-WE 計畫，被派到政府飛行服務隊經歷五天的職場工作體驗。 

為了追求夢想，存浩早有計畫，他在校不但選修數理科，更銳意讀好英文，因為知道飛機師
的工作要有好的英文水平。不過他的心底其實仍未踏實，因他對機師行業和入行要求毫無認
知。其後他參加 Y-WE 計畫，一星期的工作體驗中，他對飛行服務隊有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存浩還有機會認識到一班同事，當中有人投考了四次才被取錄，激發他要為自己訂下短、中、
長期目標。 

飛行服務隊的總機師（行動）施雲龍指，來自基層的自己，當年沒有機會接觸這個行業，喜
見 Y-WE這類扶育清貧孩子的計畫。 

原文網址：https://www.singtaousa.com/3624671#.YTlUkt0QH3c.whatsapp 
 
 
14) 巴士的報 2021 年 09 月 09 日  
中五生「Y-WE」體驗 鋪路做飛行員 

 
年輕人透過工作體驗了解各行業的工作要求，為日後進入職場作好準備。 

不少學生都趁暑期參與實習，充實生活，剛過去的暑假，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青少年發展企
業聯盟主席陳龔偉瑩為 460 名基層貧困青少年安排工作體驗，他們順利完成「Y-WE 青少年
工作體驗計畫」。 

 
 
年輕人透過工作體驗了解各行業的工作要求，為日後進入職場作好準備，同時提高自信，改
善溝通能力，並且認清個人志向。剛升讀中五的許存浩同學，就立志當一名飛行員，他參加
Y-WE 計畫，被派到政府飛行服務隊經歷五天的職場工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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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求夢想，存浩早有計畫，他在校不但選修數理科，更銳意讀好英文，因為知道飛機師
的工作要有好的英文水平。不過他的心底其實仍未踏實，因他對機師行業和入行要求毫無認
知。其後他參加 Y-WE 計畫，一星期的工作體驗中，他對飛行服務隊有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存浩還有機會認識到一班同事，當中有人投考了四次才被取錄，激發他要為自己訂下短、中、
長期目標。 
 
飛行服務隊的總機師（行動）施雲龍指，來自基層的自己，當年沒有機會接觸這個行業，喜
見 Y-WE這類扶育清貧孩子的計畫。 
 
原文網址：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9181643  
 
 
15) 頭條日報 2021 年 09 月 09 日 
中五生「Y-WE」體驗 鋪路做飛行員  
 
不少學生都趁暑期參與實習，充實生活，剛過去的暑假，兒童發展配對基金、青少年發展企
業聯盟主席陳龔偉瑩為 460 名基層貧困青少年安排工作體驗，他們順利完成「Y-WE 青少年
工作體驗計畫」。年輕人透過工作體驗了解各行業的工作要求，為日後進入職場作好準備，
同時提高自信，改善溝通能力，並且認清個人志向。剛升讀中五的許存浩同學，就立志當一
名飛行員，他參加 Y-WE 計畫，被派到政府飛行服務隊經歷五天的職場工作體驗。 
 
為了追求夢想，存浩早有計畫，他在校不但選修數理科，更銳意讀好英文，因為知道飛機師
的工作要有好的英文水平。不過他的心底其實仍未踏實，因他對機師行業和入行要求毫無認
知。其後他參加 Y-WE 計畫，一星期的工作體驗中，他對飛行服務隊有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存浩還有機會認識到一班同事，當中有人投考了四次才被取錄，激發他要為自己訂下短、中、
長期目標。 
 
飛行服務隊的總機師（行動）施雲龍指，來自基層的自己，當年沒有機會接觸這個行業，喜
見 Y-WE這類扶育清貧孩子的計畫。 

原文網址：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209537/  
 
 
16) 大公網  2021 年 09 月 09 日 
中五生飛服隊「上班」 立志衝上雲霄 
 

 

 

圖：自小已立志當飛機師
的存浩通過 Y-WE 工作體
驗，認清自己的未來路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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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結束的暑假，有人選擇「躺平」度過，亦有年輕人天未亮便起行，離家遠赴赤鱲角，追逐
自己的飛行員夢。16 歲的中五生許存浩便是後者。生於基層家庭的他，在這個暑假透過學校
參加了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CDIA）主辦的「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 2021」，
被派到政府飛行服務隊經歷五天的職場工作體驗。五天體驗過後，存浩更加堅定成為飛行員
的夢想，並決心加倍努力，讓夢想成真。\大公報記者 殷向善 

存浩自幼沉默寡言，雖不擅社交，但為人積極，做事專注，早在初中階段便對自己的未來充
滿憧憬，立志將來要當一名飛行員。為了追求夢想，他早有計劃，不但在校選修數理科，得
知飛機師工作要有好的英文水平，便銳意學好英文。然而暑假前受制於對飛機師行業和入行
要求毫無認知，他的心底仍未踏實。直至他透過學校，參加 Y-WE 計劃，豐富了人生軌跡。 

  「雖然辛苦，但非常值得」 

計劃期間，存浩被派到政府飛行服務隊經歷五天的職場工作體驗。滿懷熱誠的存浩在體驗期
間，每天六點前起床，轉幾次車，到離家較遠的赤鱲角機場「上班」。他笑言：「每天花三、
四個小時在交通上，雖然有點辛苦，但一切都非常值得。」 

存浩表示，體驗過後，他彌補了對行業認識的空白，對飛行服務隊有全面和深入的認識，了
解到它的救援服務範圍、運作架構、飛行理論和不同的技術要求、不同部門之間的合作、法
規，甚至入職和晉升的要求等，「我好像海綿吸水般把行業豐富的知識吸收了。」短短一星
期的工作體驗，存浩不僅吸收到豐富的行業知識，亦認識到一班同事。 

「記得有位同事告訴我，他是投考了四次才被取錄的。」他憶述，這番話不但沒有令存浩氣
餒，反之，更激發他要為自己訂下短、中、長期目標。他續說：「今天我在飛行服務隊找到答
案，填補了我夢想的空白，更加確立了自己的興趣和目標，我一定會加倍努力，達成夢想。」 

提供近 80個工作體驗機會 

計劃導師之一、飛行服務隊的總機師（行動）施雲龍亦來自基層，他表示，自己在當年應考
飛行服務隊前，像存浩一樣，並沒有機會去接觸這個行業的人和事，缺乏對行業的認識。 

「今天喜見社會有了 Y-WE這類扶育清貧孩子的計劃，給他們開啟機會之門，讓孩子能好好
裝備自己，追逐夢想。」 

5 至 8 月期間，CDIA 在 300 多家本港企業和機構的支持下，合共為 460 名 16 至 21 歲香港基
層青少年，按他們的興趣和潛能，安排為期一周至兩個月不等的實際職場體驗。460 名青少年
中，有參加政府「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青少年，也有來自綜援、低收入、單親、新來港及少
數族裔等家庭。 

CDIA 主席陳龔偉瑩表示，Y-WE 2021 得到 24 個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參與，提供接近 80
個工作體驗機會。早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探訪了兩名被配對往機電工程署進行 Y-WE
工作體驗的學員，並和他們傾談交流。參與青少年均順利完成體驗，當中有些同學更十分上
進，他們沒有因為出身基層而看輕自己，選擇「躺平」，反之更積極把握機會，用心學習，令
自己成功踏上社會更高階梯的第一步。 
 

原文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909/629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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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公網  2021 年 09 月 09 日 
提升價值/Y-WE 計劃助逾 1500 基層少年拓闊眼界 

不少基層年輕人都渴望打破跨代貧窮，獲得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CDIA）
在過去五年，幫助逾 1500 名基層青少年，透過 Y-WE 計劃拓闊眼界，了解行業路向。CDIA
表示，將引入新培訓模式，強化系統，成立學院，希望進一步填補現時社會上的不足，提供
更切合青少年需要的培訓，讓更多基層青少年受惠。 

香港大學去年 10 月公布為 CDIA 的 Y-WE 計劃成效進行的獨立研究報告顯示，Y-WE 計劃顯
著提升青少年的自信、動力及對職業發展的自我效能，協助他們尋找人生和職志方向等。該
報告認為 Y-WE 計劃是一道有效解決跨代貧窮、扶育下代、為社會培養人才資源的良方。 

CDIA 亦發現，願意延長一星期 Y-WE 體驗的學員人數比例亦較往年顯著上升，大約有 5%的
學員 Y-WE 體驗超過一周或以上，今年則有 64 名，佔整體完成 Y-WE 學員的 14%，比以往
增加 9%，反映愈來愈多學員看到 Y-WE 計劃對他們的幫助和價值。 

CDIA 主席陳龔偉瑩表示，現時香港社會貧富懸殊愈趨嚴重，影響社會的發展和共融，要令下
一代看到自身的價值、發掘自身的潛能和興趣，看到未來發展的希望，不會受制於家庭背景
的不足而影響將來的成就，這一點社會絕對不容忽視。 大公報記者殷向善 
 
原文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909/629788.html  
 
 
18) 大公網  2021 年 09 月 09 日 
親身感受/工作體驗完結 學生即被會所聘用 

 

 

參加今年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CDIA）Y-WE 計劃的陳嫸㛜同學，出於興趣選擇到傢具設計
及零售業進行工作體驗。在工作體驗第一天，老闆便要求她從年輕人的角度，將公司的網頁
與其他同業作一比較，並希望她提出改進方案。 

  委以重任 不是金錢可買 

被委以重任，嫸㛜在蒐集資料時不敢鬆懈，為了確保資料準確，她重複地核對再核對，直至
自覺滿意才把資料交上。嫸㛜坦言：「在『交貨』那刻，我戰戰兢兢。誰料翌日老闆告訴我，
他把我的資料原封不動地上載到公司的網頁。這刻我驚訝不已！老闆對我信任和肯定，猶如
一支強心針，讓我充滿自信，深感被託付重任榮幸和驕傲，這樣的工作體驗，並不是金錢可
買到的。」 

圖：羅萏（左）得到導師
Stephen悉心指導，經過
五天工作體驗已能獨立調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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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參與計劃的的羅萏同學天生喜愛杯中物，她從小已對各類酒精或非酒精飲品充滿好奇，
16 歲時便開始自學調酒。CDIA 按她的天賦興趣，安排了她在銅鑼灣一家有過百年歷史的高
級會所進行工作體驗。 

 

「最初我以為自己只是中學生一名，相信老闆只會派我做一些簡單的工作。但想不到上班的
首天，我已經被派到酒吧枱學調酒。」羅萏憶述，「我的導師 Stephen 對我的幫助很大，他毫
不吝嗇教授我調酒的知識，我要背熟很多酒名和酒的品牌，還要學懂各類酒的特質，和熟記
每杯酒的名字和調法等，這些經歷真是又有趣又寶貴！」 

五天的工作體驗，讓羅萏最難忘的莫過於有一次她的兩位上司分別有事要短暫離開崗位，只
剩她一人在吧枱應付，幸而她應付自如，最後還得到客人和上司的讚賞，大大加深她從事這
行的信心。羅萏現時已被這間會所聘用，當上兼職調酒員。 

原文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909/629790.html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