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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找

與
現 代 保 羅

提 摩 太
「生命影響生命」這句話，聽來有點老掉牙，然而卻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人生

教育。昔日保羅以亦師亦友，亦父亦子的角色，陪伴年輕的提摩太成長，分擔和解

決他不少迷惘和愁煩，成為他信仰上以至生命各事的教練。今天，香港理工大學應

用社會科學系醫療及社福研究網絡總監，暨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常務委員陳清海博士

（Charles），同樣懷着這份信念，積極推動「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着力為

年輕人尋找「成長嚮導」，以基督的心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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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說話溫婉，言談間流露

着一份獨特的親和力，令人很願意打

開心扉跟他分享。但原來這位經常游

走於年輕人中間，被他們視為「好伙

伴」的學者，也非為所有年輕人所「接

受」，其兒子便是其中一位。

父子角力  觸發動力
「1997 年初，我因工作的關係

成了『後太空人』，家人在澳洲，我

在香港。之前三年，我在布里斯本一

間精神科醫院當臨床心理學家。當時

大兒子正就讀中學，我以為自己是廿

四孝父親，因為每逢假日，我都會陪

伴他們參加不同的活動，他們打網球

叻，我便每周陪他們參加比賽。」

直至某一個星期六，大兒子對

Charles 的態度反常，他才驚覺父子

間存在問題。「翌日一早，我和大兒

子去圖書館，因為我想給他推介一本

書。我把書遞給他，但他連翻一翻的

意思也沒有，就這樣在偌大的圖書館

內相對靜默了 45 分鐘。我是讀心理

學的，知道年輕人受荷爾蒙影響，情

緒多變，但從沒想他會這樣不喜歡我

的推介。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他不喜歡

每事都受我『支配』，就連閱讀哪類

書都要被指派，很不高興。」

經此事後，Charles 笑言他這位

父親，除了頭腦上充滿了相關的知識

外，更經歷了一場實戰的洗禮，而這

也加強了其着力促進兩代關係建立，

為年輕人尋找成長嚮導的使命。回港

後 Charles 便開始做相關的研究，並

積極參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在 2007

年推行的「成長嚮導」計劃，兩年後

更見證了政府推出的「兒童發展基金

先導計劃」在全港實踐。

成長嚮導填補親子盲區
父母當然是對子女最具影響力的

人物，但正因這種緊密的關係，容易

造成親子溝通及建立上的盲區，而成

長嚮導的角色正好填補這崩缺的一

角。Charles 解釋說：「家長未必是

子女最佳的成長嚮導，因為父母對

子女有期望，不期然會着眼於其成績

和前途，而子女又會認為父母的話題

離不開功課和工作，好像不斷在管教

和催逼他們，漸漸大家的關係愈來愈

緊張。」

角力的親子關係，有可能惡化成

年輕人的成長危機。「經常跟父母吵

架的年輕人，有機會對其他成年人不

信任，不願跟他們好好相處，因而將

來在社會中工作，遇到困難時不會亦

不敢向成年人請教，以獲得適當的支

持和導引。成長嚮導的角色便能與父

母互補不足，某程度上也是善用社會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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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安排

成年人以一對一的形式跟年輕人建立

師友關係，Charles 介紹說計劃下的

成長嚮導，亦即「友師」都是經過訓

練的。友師們來自不同的生活和工作

背景，對年輕人而言很有「新鮮感」，

他們之間的話題也更廣闊和更有空

間，豐富年輕人的社會層面之餘，

也在家庭以外，得到多一份關愛和

導引。

哥哥為人生導航
的確，年輕人對世界充滿好奇和

熱情，但同時可能潛藏許多的疑問和

不滿。若這段期間有成熟的同行者

給予意見和導航，人生觀或會截然

不同。就如昔日保羅遇上性格畏縮、

拘謹的提摩太時，保羅不但沒有輕看

他，反而輕輕的提醒他：「不可叫人

小看你年輕」，之後更一直參與這小

伙子的成長歷程，最後提摩太成了教

會中的後起之秀，在主裏發光發熱。

 在 Charles 的生命裏，也曾經遇

上保羅，那就是他的哥哥。

「我哥哥比我大 15 年。當時 60

年代，世界的政局有點緊張，我哥

哥經常剪報章給我看。記得一次，

他剪了一則時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

（John Kennedy）的演說，裏面說道：

『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甚麼，而是

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甚麼？』當時我

不過是一個十多歲的年輕人，但就是

因為哥哥的啟蒙，開闊了我的視野，

堅立了我今天參與社會服務的生命

取態。」

只可惜 Charles 的哥哥不久便因

病離開了人世，這事對他打擊甚大。

但因着哥哥的啟蒙，讓他發現成長嚮

導對年輕人正面的影響力。

「其實不少人都在尋找友師，尋

找榜樣。我們的友師不只跟學員『傾

吓偈』或『食餐飯』那麼簡單，而是

要有使命，肯承擔和委身的，因為他

們需要與學員們一同經歷最少三年的

成長，從家事到職業抉擇，友師都會

與他們一同面對和分擔。」正因友師

擔任着年輕人與父母、社會之間的橋

樑，計劃對友師的要求非常嚴謹。「我

們發現原來友師的性格比較樂觀正

面，有愛心和智慧，給予少年人成長

的空間，能包容他們不同的計劃和目

標，對少年人的成長軌跡有強大正面

的貢獻。」他分享說。

 

 累積資產　培養軟技巧
Charles 事奉的組織——「教會

關懷貧窮網絡」一直以扶貧和牧養貧

困人士為服侍方向，所以與政府合作

的「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的另一

個重點，是希望透過配對儲蓄計劃，

協助參加計劃的兒童累積金融資產，

從而實踐其個人發展方案。

「這個儲錢計劃是鼓勵參加的兒

童規劃未來、養成建立資產的習慣，

並同時累積儲蓄和社會資產，例如正

面態度、個人抗逆能力和才能，以及

社交網絡等。這些特質都有助他們未

來的發展。故此，學員會跟友師一同

商討如何使用這筆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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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引導年輕人善用金錢，友師

會從不同方面了解學員的想法。「有

學員會用這筆錢去補習，有學員報興

趣班，有的用來學駕車，或者繼續儲

起它，將來用到外國讀書，甚至有些

想用來學韓文追星。無論作何選擇，

我們都好開放好歡迎，最重要是他們

知道自己的方向和計劃，並經歷一個

成功實踐的過程。」

Charles 提醒家長切勿把注意力

集中放在孩子未來選科或賺錢能力，

恐怕會忽略了孩子許多方面的技能和

天分。「所以友師們會鼓勵學員參與

不同的體藝或義務工作等活動，培

養軟性技巧，同時助他們發揮更多的

潛能。」

 

 放下自己　謙卑同行
 說回 Charles 跟兒子的關係如何

修補，這位資深臨床心理學家笑言：

「耐性最重要！」

「回到香港後，為了跟兒子修補

關係，我開始寫電郵給兒子。最初他

回覆極為簡單，只是我沒有放棄，每

天都堅持留少少字給他。一、兩年之

間，他也漸漸成長，明白多了，便開

始回信給我，所以我們可說是透過通

信來重建更穩固的父子關係。」

事實上，無論透過語言、行動還

是文字，只要各人願意放下自己，用

愛心和耐性，以關心對方的成長軌跡

為出發點，即使是冰封三尺，也有春

回大地的一天。

「我時時鼓勵友師，不要放棄。

是的，學員會『甩你底』，關心他們

又好像不領情、不回覆，『無尾飛陀』

似的。但這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而

是世界普遍的少年人現象。但面對這

些挑戰和困難，不是更顯示出我們所

作的是充滿價值和意義嗎？」

筆者想起，生性畏縮膽小的提摩

太，原本對屬靈的事也是門外漢，然

而他在保羅的導航下，置身於教會中

堅的行列中。保羅鼓勵他說：「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

強、仁愛、謹守的心。」

願我們今天各人都帶着保羅這個

鼓勵，靠着「神賜給我們的」，以生

命影響生命。在此祝福每一位友師。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兒童發展基金簡介

「兒童發展基金」（www.cdf.gov.hk）

是香港政府為針對跨代貧窮而設的長

遠可持續政策。 基金的目標參加者

是 10 至 16 歲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每

個計劃為期三年，由三個主要元素組

成，分別是個人發展計劃、師友計劃

和目標儲蓄，這三個元素會有助提升

兒童管理資源和規劃未來的能力。參

加計劃的兒童會獲得一名由營辦計劃

的非政府機構所選派，並屬義務性質

的友師。友師會為他們提供指導，協

助他們訂立和實踐具有特定發展目標

的個人發展計劃。首批次的成效研究

報告書亦已上載至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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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合一
發揮關愛貧窮力量
香港的貧富懸殊的嚴重情況位居

亞洲之首，社會的張力也愈來愈大。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可以做甚麼呢？

 現時，香港約有1,300間教會，

350 間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50 萬

基督教信徒，若結合在一起，可說是

一個龐大的網絡。「教會關懷貧窮網

絡」（下稱教關）成立的目的，就是

希望透過連繫香港眾堂會、前線福音

機構及各界的信徒，建立伙伴關係，

成為一個幫助貧窮人士的平台。

「我們知道不少基督徒都好關心

社會，但就是欠缺了一個渠道去行

動。『教關』顧問司徒永富先生說得

對，與其一百次感動，不如一次行

動。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層

面，鼓勵基督徒走入社區，

用行動實踐基督的愛。」

「教關」總幹事馬秀

娟女士（Susanna）

說。

Susanna 解

釋 說， 個 人 層

面上每個基督

徒都為自己禱

告， 求 問 神

在實踐關愛上的方向。「例如信徒可

關心自己大廈的保安員。絕大部分

大廈保安員都是社會的基層，他們

究竟有什麼需要呢？可以透過日常

的關心和慰問了解他們。之後又可

把這些個人的實踐經驗帶會回教會

分享，這樣便能把關愛行動推動至

群體。」

教會層次方面，坊間其實有不少

教會都正在推動關愛貧窮等相關事

工，而「教關」在此的角色，是協助

教會推動相關工作，為他們搜集資

料，建立網絡。Susanna 從中發現，

教會愈投放資源服侍貧窮人，便愈被

上帝祝福，教會增長也愈快。

「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為

例，他們的牧者和弟兄姊妹都滿有服

侍社區的心志，只是最初不知從何入

手。於是我們便引介他們走訪區內的

合作伙伴教會，了解實戰經驗。之後，

他們便開始搞義賣籌款，幫助早前工

運的貨櫃工人，又與惜食堂合作，派

發乾糧與社區有需要人士及長者。這

也是最直接分享主愛的方法之一。」

愛心、信心、行為，身為信徒的

我們，缺一不可。行出基督的愛，一

同轉化社會，是信徒和教會何等美好

的合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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