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發展基金成長嚮導計劃 

友師手冊 
 
 
 
 
 
 
 
 
 
 
 
 

計劃伙伴機構： 

工業福音團契、基督教勵行會、新福事工協會、城市睦福團契、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宣道會基石堂雅比斯社區中心、基督教迦南堂、伯特利教會恩光堂、沙田浸信會 

 

創會機構：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在人生的路上與友員同行，以生命影響生命，這是上帝賜我的福氣。」 

羅志聰先生（教關執委、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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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成長嚮導計劃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是一個緊密的網絡，透過合一見證、政策倡議、向上流

動、社區共融及愛心行動的五個使命焦點，促進基督教機構、非政府團體和政

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改善弱勢社群的身、心、靈全人福祉，以消滅本地跨代貧

窮問題為長遠目標和共同召命。因此我們推動社區轉化模式，期望更有效幫助

及支援一群資源及機會匱乏的市民，建立共融及仁愛的社會。 

 

教關社區轉化模式 

為幫助基層人士清除障礙，及提升技能，

教關以推動成長嚮導計劃為主要事工之

一，盼解決本港跨代貧窮問題。其中 10-

16 歲兒童有「兒童發展基金計劃」、18-

24 歲青年有「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

還有網上學習平台計劃等豐富資源。 

 

成長嚮導計劃背景 

教關早於 2007 年推出「教會成長嚮導

先導計劃」，成效顯注：2009 年特區政

府採用了此計劃，訂立並推行一項長遠

可持續的政策去幫助下一代 –「兒童發

展基金」，以解決這個長遠的問題。 

 

教關的主要角色  

自此，教關以生命影響生命為目標，推動兒童發基金計劃，包括： 

1. 招募更多基督徒作成長嚮導；   

2. 籌募資源以資助伙伴單位營辦項目；    

3. 進行研究以檢視計劃成效，參與政策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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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 

《友師指南》 

 

(I) 目的 

1.1 本指南旨在為兒童發展基金(基金)計劃的友師提供簡明的參考資

料，包括基金的背景、目標和主要元素，並提供建立友師關係的指引，

以及有關青少年培訓和教育途徑的一般資訊。使用者請同時參考由營

辦基金計劃的機構（營辦機構）所提供的培訓材料和指引。 

 

(II) 兒童發展基金 

 

背景 

2.1 基金在二零零八年四月設立。基金旨在透過家庭、私人機構、社區

及政府的合作，促進弱勢社羣兒童的較長遠發展。 

 

基金的目標 

2.2 基金旨在為參加兒童提供更多個人發展機會，並通過協助他們訂

立和實踐個人發展規劃，鼓勵這些兒童養成建立資產的習慣，並同時累

積儲蓄和無形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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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參加者 

2.3 基金的目標參加者是 10 至 16 歲或就讀小四至中四的兒童，而 

(a)  其家庭正在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處各項學生資助

計劃的全額資助；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或 

(b) 家庭收入不超過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75%。 

 

  



4 
 

基金的主要元素 

2.4 所有基金計劃由三個主要元素組成，分別是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

對和目標儲蓄。這些元素有助提升兒童在管理資源和規劃未來方面的

能力。 

 

個人發展規劃 

2.5 參加兒童會在友師及營辦機構的協助下，訂立具有特定目標（兼具

短期及長期目標）的個人發展規劃。由第二年年中開始，營辦機構和友

師會引導和監察兒童實踐既定目標。 

 

2.6 營辦機構會提供培訓活動(內容包括自我認識、個人發展、財務管

理等)，以協助參加兒童訂立個人發展規劃。基金亦會鼓勵這些兒童參

與社會服務。 

 

師友配對 

2.7 每名參加兒童會獲派一名義務的個人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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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計劃詳情

可參閱下文第(III)節。 

 

目標儲蓄 

2.8 基金設有儲蓄計劃，以協助參加兒童累積儲蓄，從而實踐其個人發

展規劃。在為期兩年的儲蓄期內，每名參加計劃的兒童及其家庭的每月

儲蓄目標為 200 元，但他們可因應其特殊需要或情況，與營辦機構議

定一個較低的儲蓄目標。 

 

2.9 營辦機構會透過商業機構和個人的捐助，為參加兒童所累積的儲

蓄提供 1：1 的配對捐款。政府亦會為每名完成兩年儲蓄計劃的兒童提

供與參加者儲蓄作 1：1 的特別財政獎勵，即每名參加者最多 4,800 元

(200 元 x 24 個月)。如參加者所訂的每月儲蓄目標低於 125 元(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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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儲蓄總額低於3,000元)，政府仍會在他們完成目標儲蓄計劃時，

為他們提供 3,000 元定額特別財政獎勵。 

 

2.10 參加兒童可在計劃的第二年年中開始運用儲蓄實踐其個人發展

規劃，但只限於運用本身所儲蓄的部分。參加兒童必須完成為期兩年的

儲蓄計劃後方可動用配對捐款及政府的特別財政獎勵。 

 

(III) 師友配對 

 

3.1 如上文所述，師友配對的主要目標是引領參加兒童在首兩年制訂

具有特定發展目標的個人發展規劃，並最早由第二年年中開始按規劃

運用有關儲蓄。在計劃期間，友師亦會與兒童分享生活經驗，並主動聯

繫兒童的父母／監護人。總括而言，友師會為參加兒童提供指引、支持

和鼓勵。 

 

友師的基本條件 

 

(a) 承擔－撥出時間與學員相處，每月最少會面一次。 

(b) 關懷－細心聆聽學員的心聲，並積極回應。不要只單純重複學員的

說話，要用自己的語言，以示你確實了解他的心情，並尊重

他的感受。這會有助建立互相尊重的關係。 

(c) 敏銳－謹言慎行，確保所言所行都是有助勉勵學員。 

(d) 尊重－要尊重他人持有不同的觀念，並接受學員及其父母可能不認

同你的意見。 

(e) 可信－ 

(i) 未取得學員同意前，不向他人(甚至是其父母和老師)披露

學員與你的談話內容。你可從開始便向學員如此承諾； 

(ii) 但如因學員需要即時援助或保護，例如學員有自殺傾向

或牽涉非法活動，你必須打破保密規則，向有關方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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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曉－要熟諳基金和作為友師的職能及責任。 

(g) 問責－向學員的父母及營辦機構負責。 

 

友師的角色和責任 

 

角色 

(a) 與學員分享生活經驗，並在輔導過程中主動聯繫其父母／監護人。 

(b) 成為學員的嚮導，啟迪他的思維。 

(c) 鼓勵學員持續學習，協助他發展才能。 

(d) 協助學員培養積極的學習態度，指導其學業及教導他學習技巧。 

(e) 協助學員制訂個人發展規劃。在計劃首兩年，協助學員訂立特定發

展目標，並在第三年完結前協助他實踐目標。友師可向學員提供客

觀建議，但要鼓勵學員自行分析個人發展需要、強項和弱項。 

(f) 協助學員建立自信和抗逆力，培養積極的處事態度。 

 

責任 

(g) 參加營辦機構為友師舉辦的培訓和分享會。 

(h) 接受營辦機構的監管和督導。 

(i) 就基金計劃向營辦機構回饋意見。 

 

友師的局限 

(j) 友師的責任不應包括提供醫療、心理治療或家庭輔導服務。如學員

或其家庭遇有你作為友師無法處理的問題，應向營辦機構尋求專

業協助。 

(k) 友師應與學員保持恰當的關係。你不應與學員有任何金錢轇轕或

不適當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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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與學員的溝通 

 

(a) 每月最少與學員會面一次。無論你如何忙碌，都應預留時間與學員

相處，最好預早與學員編定會面時間表。會面時間長短並無嚴格規

定，但每次會面時間通常約為一至二小時。 

(b) 準時赴會。如已承諾帶同資料或材料赴會，你應信守諾言。 

(c) 與學員討論時，要細心聆聽學員的意見，所表達的信息要積極和清

晰。隨時準備耐心聆聽，並提供支持和指引。 

(d) 要主動行事，不要被動地等待學員的來電或傳來訊息。如你工作繁

忙、須處理其他個人事務或將會離港外遊，都應通知學員可以聯絡

你的時間和方法。 

(e) 要耐心並用心與學員建立、維繫和鞏固友師關係。 

(f) 藉分享共同興趣、學習和讀書經驗、社交網絡，知識和志願，深入

了解學員，也讓學員了解你。你可與學員探討工作、時事、嗜好、

家庭、個人目標和期望等等。 

(g) 向學員提出適切的問題，啟迪學員思考，讓學員自行思索，進而建

構個人觀點和作出判斷。你可提供建設性意見和其他可行建議，引

領學員培養批判思考。 

(h) 讓學員知道，在已約定的會面時間以外便利雙方聯絡的時間和方

法，例如電話、電郵、短訊、信件或面談等。 

 

(V) 與學員的活動／聚會 

(a) 你應參與友師／學員小組的定期會議／聚會。 

(b) 酌情抽空出席學員的一些活動，以示你的支持。 

(c) 與學員共同規劃活動和訂定目標。友師和學員都應預留時間實踐

有關目標。 

(d) 你可安排與學員參加不同活動，惟有關活動必須有助促進學員的

個人發展，例如參觀博物館、觀賞體育賽事、或參與社區服務等活

動，都有助擴闊學員的視野，並鼓勵他學習新事物。如情況許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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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安全，可邀請學員到你的辦公地點及陪同你工作。這種工作體驗

有助學員增廣見聞，汲取新經驗，並從中了解職場環境，有助學員

規劃未來的進修和發展路向。 

(e) 必須確保有關活動安全，並遵從營辦機構的指引。 

(f) 帶領學員參與任何活動／聚會前，須事先通知並徵得學員父母的

同意。 

(g) 鼓勵學員向父母說明所參與活動的內容和取得的成果。 

(h) 向營辦機構申報你為學員安排的活動的目的、內容和日程表。 

(i) 如學員未有出席已安排的活動，應聯絡學員的父母。如有需要，亦

需通知營辦機構。 

(j) 在活動／聚會後進行跟進工作，例如你可在就業講座後，向學員提

供有關升學進修的資料。 

(k) 你應該與學員的父母會面和保持聯繫。 

(l) 可在徵得學員的同意後，與其父母討論學員的情況。 

(m) 為監察師友計劃的進度，你應在營辦機構提供的表格／單張上填

報相關的友師活動，並將表格／單張適時交還有關機構。 

 

(VI) 友師該做的事 

 

(a) 與學員保持緊密聯繫。 

(b) 與學員分享研習心得和學習方法。當學員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勉勵

他們，並提供建議。 

(c) 鼓勵學員主動學習和訂立計劃。 

(d) 聆聽學員的心聲，並保持開放態度。 

(e) 如認為友師關係未能發揮作用，你可與學員及其父母商討，尋找問

題所在，並協定解決方法。如問題仍持續，或難以與學員或其父母

探討問題，可向營辦機構求助。 

(f) 處理學員與其父母之間的矛盾時，應向營辦機構尋求專業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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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學員或其家人遇到的問題超越你作為友師可處理的範圍，應向

營辦機構求助。 

 

(VII) 友師不該做的事 

 

(a) 不要擔當學員的父母或監管人員的角色。 

(b) 不要作出任何假設或將他人意願投射在學員上。 

(c) 不要低估師友計劃所需的時間和心力。 

(d) 不要失約或遺忘回覆電話／電郵。 

(e) 不要視學員為負累。 

(f) 不要與學員有任何金錢轇轕或不適當的親密關係。 

 

(VIII) 意外或問題的處理 

 

意外 

(a) 如學員在活動中受傷或感到不適， 

(i) 應立即處理； 

(ii) 通知其父母，由他們決定是否將學員送往醫院或診所接受治

療。通報營辦機構，以便盡快跟進，例如申報保險；以及 

(iii) 不要向學員承諾不會把他送往醫院或不通知其父母。 

 

問題 

(a) 你應細心留意學員是否受個人或家庭問題困擾，例如有家人意外

身故／自殺、染病，或任何其他突發家庭變故。 

(b) 遇有虐兒或暴力事件時，你應向營辦機構求助。 

  



10 
 

(IX) 青少年教育及職業訓練 

 

9.1 由 2009 年開始，所有學生均可在九年基礎教育之上，繼續接受三

年高中教育。新學制只有一個公開考試，即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在新學

制下，學生可選擇多元化的其他升學途徑。他們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

需要和能力及有關課程的入學要求，選擇學位課程、副學位課程（包括

副學士課程、高級文憑課程等）、職業訓練課程或其他課程。 

 

9.2 毅進文憑由 2012/13 學年起開始推行，為中六離校生提供另一學

習途徑，讓他們取得就業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歷。 

 

9.3 職業訓練局為提早離校學生提供在主流教育以外的升學途徑，包

括為中三、中四及中五離校生，以及新學制下的中六離校生，開辦中專

教育文憑課程，為他們提供多個入學點及結業點，以及為升學和就業作

好準備。 

 

9.4 年齡介乎 15 至 24 歲而學歷在副學位或以下的離校青年人，可參

加勞工處的「展翅青見計劃」(「計劃」)，以提升就業競爭力。計劃不

僅提供職前培訓課程和工作實習機會，更提供有薪在職培訓、職外培訓

課程及考試費津貼，以及由註冊社工提供的擇業導向和就業支援服務。

計劃全年收生。 

 

9.5 至於已離校多時的人士，也有很多途徑尋求培訓或重投勞工市場。

僱員再培訓局的「青年培育計劃」資助 15 至 20 歲、中學畢業學歷程

度或以下的待學及待業青年報讀培訓課程，協助他們將志趣發展為職

業。 

 

9.6 互聯網上有很多關於青少年的教育和職業訓練資料，現將部分有

用網站載列在附件。友師應鼓勵學員自行搜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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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各界信徒參與生命轉化，藉不同的成長嚮導模式（包括：兒童發展基

金、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網上學習平台計劃等），跟隨基督的腳蹤，

成為委身的門徒，同時使受助者成為助人者。 

 

請瀏覧以下網址了解教關成長嚮導計劃及其他師友計劃：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mentorship/ 

 

 立即登記成為友師！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

/mentorship/mentor_registration/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電話：3689 9810 (何先生)  電郵：info@hkcnp.org.hk 

網站：http://www.hkcnp.org.hk  Facebook：http://fb.com/hkcnp 

2017年 1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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