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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青少年向上流動，分區培訓及就業 

 

1. 引言 

「扶貧委員會」剛公佈扶貧政策成效：貧窮人口由 134 萬下跌至 97 萬，然

而兒童及長者仍是貧困人口比例最高的兩個組群，貧窮率分別為24%及45%。

當中「跨代貧窮」的問題更是不容忽視。針對「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及政府扶貧的未來方向，我們作為教化人心工作者和社會服務機構網絡，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現有下列建議，期望政府於「青少年向上流動」和

「分區培訓及就業」兩方面的政策能更有效地推行。 

 

 

2. 青少年向上流動 

 

「扶貧委員會」改組後，成立一個「青年教育、培訓、就業」小組，目標

是支持青少年及兒童逐步向上流動，達至跨代脫貧的成效。 

 

2.1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政府先後注資共六億，成立「兒童發展基金」以社區為本及學校為本

模式輔助青少年，藉着「目標儲蓄、生涯規劃、成長嚮導」形式，協

助他們跨代脫貧，受惠人數可達 2 萬少年。 

 

「教關」一直大力支援這項計劃，特別在「儲蓄配對」，及「成長嚮

導」這方面大力支持前線服務機構。於 2009 年政府推行「先導計劃」

至今，「教關」支持的伙伴機構合共推行了四期 21 個計劃，惠及 2600

多位兒童。在第四期計劃中，亦與 5 間伙伴機構 - 城市睦福團契、

基督教勵行會、工業福音團契、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及循道衛理

楊震社會服務處合作，獲政府批出 8 區 9 個計劃。不單培育了社會

的師友文化，亦提升對青少年問題的關注。 

 

2013 年，「教關」聯同香港理工大學和「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

的兩個營辦機構，工業福音團契和基督教勵行會進行「信仰為本」

先導計劃追踪研究，希望能為計劃提供數據，優化計劃推行；也希

望積累的結果能促進政府長遠有效推行「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研

究結果已於 2014 年初公佈，並正加強研究的力度，為第四期計劃開

展三年的追踪研究，期望能充分了解參與者的投入和改變因素，藉

此探索計劃的果效，不斷提升計劃質素。現在有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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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學校為本的項目拓展進度，因為所有貧困青少年及兒童絕

大部份都在校，以校為本更容易取得家長、校友的合作，成效

顯著。 

 增加「兒童發展基金」注資，因為貧困青少年及兒童數目遠超 2

萬人。 

 增撥資源加強「友師」的培訓，追踪研究顯示「友師」的素質

直接影響青少年向上流動的動力及目標。 

 增撥資源作長線追蹤研究（「教關」第四期計劃追踪研究），以

實據為本檢討「跨代脫貧」的成效。 

 

2.2 職業培訓及全人發展並重 

為了協助青少年向上流動，政府對「職業訓練局」撥出更多資金，開

拓更多新的就業機會。然而，「職訓局」在「全人發展」（Whole Person 

Development）這方面的資源及人才仍然短缺，成為一個缺口：青少

年向上流動要職業技能及生命素質同時提昇，才能成功就業，貢獻社

會。 

 

 建議政府增撥「全人發展」培育的資源，「教關」亦願意在這方

面提供培訓平台，與「職訓局」結為伙伴，輔助青少年的「全

人發展」。 

 

 以「東涌青年創路計劃」為例，「教關」副主席蔡元雲醫生作為

「職訓局」委員，將「職訓局」引進此項計劃，並透過與大嶼

山發展聯盟和東涌牧民網絡的合作，推行為期三年的「全人發

展」計劃。「教關」亦積極動員伙伴機構參與其中。此計劃不單

能解決區內的職位空缺和失業問題，亦能藉職業培訓及師友計

劃，為東涌青少年提供向上流動機會。 

 

 

3. 分區培訓及就業 

特首施政報告曾經提出「地區問題，地區解決」的概念，並以元朗及深水

埗為試驗區。「教關」支持這個方向，因為貧窮的問題每區不同，處理方式

也需要更加靈活，提昇本區培訓，本區就業的百份比，讓該區人口更有歸

屬感，亦承擔建設本區的責任，減低跨區就業的勞累及交通上所費的時間

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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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每區發展時，需要與工商界、教育界、及地區領袖一同商討該

區的發展方向與模式，共建一個「人力資源庫」配合該區未來的發展，

開拓更多新的就業機會，同時維持「發展與文化及自然保育」並重的

原則。 

 

 建議參考「教關社區轉化模式」，在各區聯繫商界、學校、機構、教會

及政府部門，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創造社區能力，達致社區成果： 

 

 

 

以下是一些可以參考的地區發展模式，盼望政府特別在「本區培訓、本區

就業」這方面增撥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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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涌 

貧窮問題：青少年失業、工作錯配問題，感到前途灰暗、並缺乏關愛 

解決方向：新大嶼北走廊發展將新增職位空缺 30 萬個，透過官、商、

民合作，於區內提供就業培訓，助青年「全人發展」 

 

發展模式：「東涌青年創路計劃」提供了「全人發展」模式。專業培訓

機構 -「職業訓練局」針對大嶼山的職位空缺，為青少年提

供就業培訓；區內社福機構及教會網絡 -「東涌牧民網絡」

提供師友計劃，幫助青年提高生命素質及學習動機，並邀

請專業機構培訓友師；區內商界 -「大嶼山發展聯盟」則提

供就業機會，創造資源，藉發展地區經濟，解決工作錯配。 

 

透過「計劃」，一方面可解決區內就業問題，提升青少年向

上流動之機會，減低跨代貧窮問題；友師作為正面價值的

榜樣，亦能支援青少年的個人發展；為青少年提供實習機

會及對應的職業訓練，則能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深水埗 

貧窮問題：低收入家庭乃全港之冠，亦是新來港人士熱門集中地 

解決方向：利用區內眾多資產，例如基督教會、義工、學校、地區商

戶、地區組織與社福機構、區議會轄下有關注貧窮問題的

工作小組，以及政府部門，推行關愛社區活動，回應區內

新來港人士的迫切需要。 

發展模式：1998 年，在「教關」伙伴機構工業福音團契帶領下，區內

一些基督教機構及教會組成了深水埗貧窮家庭宣教關注組

（下稱深關組）。深水埗區內有超過 100 間教會，有充足

人力資源，而教會更是一個講求愛和關懷的地方，面對區

內新移民和貧窮長者眾多，於是發動區內教會信徒成為義

工，進行逐家逐戶洗樓，找出隠蔽家庭，然後持續的探訪

和關懷他們生活上需要、給予物資上的支援，與他們建立

官(政策、
經濟)

商(就業)
民(師友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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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讓他們有人際網絡的連繫。許多教會信徒更是不同

界別的專業人士，可以運用他們的資源來幫忙，如提供法

律知識、親子教育講座、情緒處理、護理及醫藥常識和食

療等課程。教會又有足夠地方可供使用，為貧窮兒童提供

補習、託管和溫習等，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可以脫貧。 

 

「深關組」的建立除有眾多基督教團體參與外，還結連了

區內坊眾團體、福利機構，學校、商戶和政府部門等，在

消息互通、資源共享、力量集結下，能更有效的關顧區內

有需要的社群。當有新移民婦女需要找工作或轉業時，區

內營辦再培訓課程的機構或社企的協助便能訓練他們發揮

所長，建立信心。當有家庭遇到危機或因在職貧窮處於糧

食不足時，區內便有食物銀行和愛心糧倉等服務，可解燃

眉之急。透過多方合作，方能解決新來港家庭所面對的多

方困難。 

 

 錦田 

貧窮問題：不單有原居民和少數族裔，也有較基層的人士 

解決方向：透過青少年工作，發展及培育人才，創設共融及有凝聚力

的社區 

發展模式：計劃包括在社區內設立一個青少年圖書館及空間匯聚年輕

人及居民，以及透過行動研究發展一個跨文化、使命與行

動兼備的“Glocal Impact Servant”培訓模式。透過青少年領

袖培訓計劃，青年工作者、新進入錦田區的居民（如雙非、

南亞家庭等）、錦田原居民（主要是青少年及其家庭）及有

志於服務錦田的跨文化青少年團隊能夠接受裝備，以具體

行動回饋社區。而青少年圖書館則能成為學習及資訊中心、

文化藝術據點，與社區互動及連接。 

 

此外，區內機構亦透過「1+1 友伴計劃」，讓錦田及八鄉區

的少數族裔青少年能夠發掘不同興趣、發揮濳能，並與區

內本地人士共融。機構所發展的社會企業：帶記餐廳及錦

華維修工程公司，則為區內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免卻跨區

就業所帶來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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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跨代貧窮」及「青少年向上流動」確實是香港社會正面對的重大問題。

然而，透過上述各項建議，我們作為社會服務機構網絡，從各區均看到社

會轉化的可能。深盼政府能採納上述建議，更有效地培訓青少年「全人發

展」，並積極支援地區扶貧工作。 

 

除此之外，更全面的人口政策、全民退保計劃、房屋供應、貧窮線研究等

方面，請政府亦投放更多研究，聆聽相關服務機構之前線意見，藉此從多

方配合，更有效減輕香港結構性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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