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誠邀參與兒童發展基金(CDF)計劃 – 資料簡介
祝福基層青少年-造就信徒-建立教會-轉化社區
一、基層學童的需要
1

「跨代貧窮」為香港社會刻下嚴重的深層問題，根據香港扶貧委員會《2020 年貧窮情況報告》 的數據，18 歲
以下的貧窮兒童人口有 27.49 萬，貧窮率為 27.0%；18 至 29 歲青年貧窮人口有 14.36 萬，貧窮率 15.6%。
根據家庭福利會「S-QUBE」計劃在 2018 年的調查，61%的青少年每月只有$200 內的儲蓄金額，當中有 24%
2

完全沒有每月儲蓄的習慣 。而有 45%的青少年表示會因必需的生活開支及突發需要的額外支出，讓他們放棄原
3

有的儲蓄計劃。另一嶺南大學研究指出，基層青年的理財風險承受能力低，會影響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 基
層學童及青少年亦面對著不同層面的貧窮狀況，包括在經濟上、關係上、動機上及心靈上這四方面的貧窮。疫
情底下，貧窮情況更趨嚴重，教關鼓勵更多教會及信徒關懷基層青少年的需要，透過參與「兒童發展基金」(CDF)
計劃，能夠服侍基層兒童、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家庭。

二、計劃背景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簡稱教關）為解決跨代貧窮問題，前副主席(現任教關榮譽董事)蔡元雲醫生倡導成長嚮
導計劃，已故教關董事陳清海博士用了十年時間研究了七個國家的同類計劃，教關遂於 2007 年首先推行以「教
會為本」的「社區新一代成長嚮導先導計劃」。特區政府亦於 2008 年採納了此模式，撥款三億元訂立並推行
了一項長遠可持續的政策去幫助下一代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Child Development Fund，簡稱 CDF 或計
劃），至今已撥款共九億元，以便有效運用和結合從家庭、私人機構、社會及政府所得的資源，為弱勢社群兒
童的較長遠發展提供支援，以促進弱勢社群兒童較長遠的個人發展及協助他們「跨代脫貧」。計劃分為由非政
府機構在社區內推行的區本計劃及由學校推行的校本計劃。政府一直分批次撥款予非政府機構和學校於全港各
區推行基金計劃。截至 2021 年底，非政府機構推出八批共 169 個區本計劃，讓超過 17,500 名兒童受惠。校
本計劃亦推出了八批次共 88 個校本計劃，有超過 3,800 名學生參與。

1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20.pdf

2

參考家庭福利會「S-QUBE」計劃 2018 年調查：https://www.hkfws.org.hk/en/news/press-release/s-qube

3

參考嶺南大學研究：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https://www.ln.edu.hk/cht/lingnan-touch/98/financial-education-helps-reduce-intergenerational-poverty-risk-of-grass-roots
-students-lu-scholar-research-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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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教會、基督教機構參與計劃：祝福基層青少年，造就信徒，建立教會，轉化社區
教關作為兒童發展基金的策略伙伴，積極結連及推動學校、基督教機構、教會、以及企業參與兒童發展基金計
劃，透過計劃建立青少年的生命。

請觀看以下影片，教關伙伴分享計劃對青少年的祝福。
【教關兒童發展基金 助兒童成就夢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zbHa4buJg

教關榮譽董事

蔡元雲醫生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成立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幫助香港青年人尋找人生方向、生命成長、
生涯規劃。計劃可在青少年成長重要的階段中，有友師與他們同行，尋找生命的方向，
貢獻社會。教關凝聚各界，包括教會、機構及商界，成為伙伴，攜手祝福下一代。

第六、八批 CDF 區本計劃 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李炳南牧師、黃麗金牧師、黃穎瑜姑娘
CDF 計劃其實就像一個門徒訓練，與年青一代同行，將積極正面的天國價值觀傳遞給
學員，讓年青人在各方面都可有所成長。友師與年青人同行是一個寶貴的經驗，學習
建立友誼，可在服侍當中有所成長。盼望有更多單位可參與計劃，以回應基層家庭的
需要。

城市福音教會

許仁豪牧師

友師是友員的成長嚮導，在計劃中擴闊學員的視野，啟迪志向，並協助他們建立自信
和正面的處事態度，陪伴和帶領他們成長。這是一個教會發展青少年事工的機會，友
師們願意委身三年時間，就像宣教士一樣，是跨文化進入一個與自己不同的群體，與
青年人一起同行。教會更可以接觸到友員的家人，帶來整個家庭的轉變。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陳立德先生
在友師訓練中，才學到友師是要當友員的朋友，不是導師、老師甚至長輩。我們要學
習他們在玩甚麼、看甚麼、討論甚麽。當我能放下身段，成為友員的朋友，才能發揮
朋輩的影響力，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我們要先融入他們的世界，才能和他們一起步
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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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學員、家長及友師的見證：

第七批 CDF 區本計劃

柴灣浸信會 學員 謝曜勵、謝曜蔚

我們是因為 CDF 計劃認識柴灣浸信會的，當中認識了蔡師母成為我們的
友師，一開始約見面時也害怕沒有話題，但蔡師母主動約我們傾談生活上
不同的事。
在 CDF 計劃當中，學會了儲蓄的習慣，亦因為與同工及友師的關係認識
了神。感到活動很有意義，認識不少同路人及友師，也希望可將活動推介

學員分享片段：

給更多人參與。

第七批區本計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林同學家長

感恩能有機會讓女兒參加這個計劃，並認識了友師。這段日子我見到女兒
成長了不少，從前她很被動，總會將感受藏在心裡，對前途充滿著迷茫，
見到她真有點擔心；但參加計劃後她變得較為主動，又漸漸學懂規劃自己
的未來，更會主動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對前途抱有盼望、有目標。為此種
種我都非常感恩及欣慰，更衷心感謝友師對女兒悉心的指導、鼓勵及支
持，讓她能夠在各方面有所改變。感恩生命中有你們同行，讓女兒的夢想
有機會踏前一大步。感謝您們！

第七批區本計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林同學友師

2018 年尾透過教會得悉教關這個活動，懷著戰戰棘棘心情參加了，也認
識了學員和她媽咪。雖然我們並非常常見面，但當約出來吃午飯或晚飯
時，從交談中知道學員和她家人都安好，自己心中也感覺輕省。 2020 年
因疫情令很多事都停頓了，我們也只好透過 Zoom 來填寫學員的個人發展
計劃書；從中很欣賞學員能把興趣融入將來的發展。疫情也許帶來很多不
便，但同時也喚醒了我們彼此關懷的重要；深信這正是教關這個活動的核
心。很高興能有份參予，更高興是能遇上學員和她媽咪。祝福學員和她家
人每天都滿有平安喜樂。

祝福基層青少年

造就信徒

建立教會

轉化社區

得到友師的關懷與同

友師成為學員的成長嚮

動員信徒成為友師，

教會可聯繫同區學校或

行，建立自信和正面處

導，在同行的過程中增

學習關懷及牧養基層青

其他機構一同服侍基層

事態度，透過個人發展

進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及

少年及其家庭，教會更

學童，回應社會需要，

規劃訂立人生目標，促

技巧，彼此生命也得著

可藉此發展青少年及相

在社區實踐上主的天國

進「跨代脫貧」。

建立。

關事工。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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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劃簡介4
1. 計劃對象
CDF 計劃的目標參加者是 10 至 16 歲或就讀小四至中四的青少年；及

 其家庭收入並不超過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75%；或
 其家庭正在領取經濟援助，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職家庭津貼；或學生資助處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
全額資助。
2. 計劃元素
計劃為期三年，由三大基本元素組成：「個人發展規劃」、「目標儲蓄」和「師友配對」。這三個元素有助
鼓勵兒童及青少年規劃人生，養成儲蓄習慣，同時累積無形資產，如正面態度、抗逆能力、社交網絡等，為
未來發展奠下基礎。計劃同時為參與的兒童、其父母和友師安排培訓和增值活動，讓兒童在個人發展旅程中
有足夠支援。參加計劃的兒童會獲得一名由營辦計劃的單位所選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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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儲蓄

個人發展規劃

師友配對

「目標儲蓄」鼓勵每位參與學員訂

「個人發展規劃」讓參與學員嘗試

計劃開始時，每名學員會獲編配

下每月儲蓄港幣 200 元的目標，為期

制定和實踐具體可行的短期發展目

一名成年義工於計劃的三年間為其友

兩年。

標，從而引發他們思考並確立較長遠

師。

計劃的營辦機構或學校會透過企

的發展方向。這個過程讓他們有機會

友師作為學員的成長嚮導，負責

業及私人捐助，為每名成功完成儲蓄

細想自己將來想成為怎麼樣的人和成

擴闊學員的視野，啟迪志向，並協助

的學員提供一比一的配對捐款。

就甚麼樣的事。

他們建立自信和正面的處事態度，陪

除此以外，他們再會獲得由政府

計劃首兩年，學員會在友師和營

所提供的一比一配對獎勵，讓儲蓄的

辦單位的協助下，了解自己的興趣和

友師每月最少接觸學員一次，與

總額最多可達港幣 14,400 元，學員

發展方向，訂立個人發展方案。方案

學員分享生活經驗，給予意見、支持

可於計劃的第三年使用該筆儲蓄來實

須兼具長遠和短期發展目標，並因應

和鼓勵；協助學員在計劃首兩年訂立

踐個人發展計劃。

所設立的目標來制定行動項目。兩者

個人發展規劃，並在第三年完結前利

也以提升與學業、職業及興趣相關的

用累積儲蓄實踐既定目標。

「目標儲蓄」不單讓參與學員儲
下一筆款項來實踐自己的個人發展規
劃，更重要是協助他們養成儲蓄的習
慣。

伴和帶領他們成長。

技能為主。
學員可於計劃第三年運用「目標
儲蓄」來實踐所定立的個人發展方
案，並由營辦機構或學校監察進度。

計劃簡介可參考影片：
兒童發展基金介紹短片(8 分鐘版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FqmCfh2yo&feature=emb_logo

4

參考兒童發展基金-關於基金：https://www.cdf.gov.hk/tc/aboutus/components/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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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本計劃與區本計劃簡介
校本計劃
預計舉辦日期

區本計劃

 預計政府於每年 3 月推出計劃，4
月截止申請；

 預計每 18 個月推出一次計劃；
 且為 1+1 計劃，即若單位參與第 9 批區

 預計 7 月公佈結果，11 月開始計

本計劃，3 年計劃完結後若符合條件可持

劃的三年活動。

每個計劃參與學員人數

最少 50

友師友員比例

100 至 115
1:1 至 1:3

每個計劃需要友師人數
預計每批計劃數量

續營辦新一批區本計劃。

17-50+

34-115

 約 10 個計劃。

 約 25 個計劃。

 學校可獨自或與最多 3 間學校合辦

 按地區貧窮人口分佈，每區有 0-4 個計

1 個計劃。

教會參與方式(參看第六部份)

方式 1、方式 2

劃。

方式 1、方式 2、方式 3

五、計劃成效5
6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於 2020 年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跟進研究報告」顯示 ，基金推行的計劃
長遠能有效為基層兒童和青少年建立正面的學習和工作態度，顯著改善社交技巧、解難、資源管理和規劃未來
等能力，並建立持續儲蓄的習慣，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面影響。計劃的三大元素均能長遠地幫助參加學員：
 有儲蓄習慣的受訪學員比例較非學員高，反映大部分學員完成計劃後仍保持儲蓄習慣。
 受訪學員的教育程度較非學員高；
 較多在職受訪學員取得專業資格和技能；
 受訪學員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
 受訪學員精神健康較佳，較少出現情緒症狀、行為問題和朋輩問題；
 在職受訪學員較非學員對現時的工作更感興趣，收入亦較高；
 較多在職受訪學員的家庭無需領取社會福利署的經濟援助，研究顯示計劃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面影響。
5

有關計劃成效簡介可參閱：https://www.cdf.gov.hk/tc/aboutus/effectiveness.html

6

參考「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跟進研究：
https://www.cdf.gov.hk/tc/resources/download/files/cdf_report_022020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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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會參與的方式
教關鼓勵教會及信徒參與計劃，服侍基層青少年。教會可以有不同方式參與及運用 CDF 計劃，包括：
方式 1

教會信徒個別或以小組形式參與師友計劃成為友師，牧養青少年，實踐生命影響生命，不單轉
化青少年的生命，友師在服侍的過程中生命也得著更新及提升。

方式 2

教會牧者可考慮藉著參與 CDF 計劃來策劃青少年及家庭事工，與營辦學校（校本計劃）或機構
（區本計劃）合作，可持續三年跟進參與計劃的青少年及其家長。

方式 3

教會也可考慮成為 CDF 區本計劃的營辦單位，設計符合計劃要求及教會目標的活動，運用政府
提供的資助關懷基層青少年及其家庭的需要，並且能連繫同區的學校及團體，發展社關事工。

參考例子：
方式 2：城市福音教會許仁豪牧師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教關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小組會議中，分享教會如何透
過「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發展教會的青少年事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Srczjermgw&t=3s

方式 3：伯特利教會恩光堂為 CDF 第六批及第八批區本計劃的營辦單位，與年輕人同行，並回應基層家庭的需
要（由 1:36 開始為教會分享，2:32 為恩光堂 CDF 計劃的友師友員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zbHa4buJg

七、友師角色及責任
每名參加計劃的兒童會被選派一名屬義務性質的私人友師。友師作為學員的成長嚮導，負責擴闊學員的視野，
啟迪志向，並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和正面的處事態度，陪伴和帶領他們成長。
 參加計劃的兒童須每月與友師聚會／溝通一次。友師與學員分享生活經驗，給予意見、支持和鼓勵；協
助學員在計劃首兩年訂立個人發展規劃，並在第三年完結前利用累積儲蓄實踐既定目標。友師並宜同時
和兒童的父母／監護人建立關係和分享經驗。
 營辦單位須向所招募的友師提供適當培訓和指導。友師須參與共五次培訓和指導的核心活動，首兩年每
年兩次，第三年一次。
 營辦單位也須為兒童、其父母／監護人、友師及捐助者等人士舉辦分享會。友師須參與共三次分享會活
動，包括計劃開始時的啟動禮，計劃中期的分享會，以及計劃結束時的結業禮。
我們誠意邀請教會及信徒參與計劃，擔任青少年的友師，扮演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先驅角色，分享個人的豐
富人生經驗去造就年青一代的生命，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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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成為劃營辦機構-參考資料
1. 申請資格
 非政府機構計劃：申請機構必須是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
 校本計劃：申請學校必須是公營學校（包括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除官立學校外，申請學校須持有香港《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3 條之＂註冊證明書＂。
2. 主要服務範疇
1)

選定和招募學員和友師；

2)

為學員提供培訓、服務社會的機會和指導，以及在計劃首年開始與學員擬訂其個人發展規劃和協助他們
達成所訂的短期及長期發展目標；

3)

徵集學校網絡／商業機構／非牟利機構及／或個人捐助者的捐款，為目標儲蓄提供比例為 1︰1 的配對
捐款；

4)

為父母／監護人提供培訓和指導，以協助他們參與學員的人生和財務規劃；

5)

為友師提供培訓和指導；

6)

監察學員實踐儲蓄計劃和個人發展規劃的情況；

7)

為學員、其父母／監護人、友師、捐助者等人士定期舉辦分享會；

8)

提供合適的銜接安排，從而讓於完成計劃前已離校的學員可繼續參與基金計劃（只限校本模式計劃）；

9)

處理與計劃有關的投訴；以及

10) 為計劃訂立全面服務質素評估及監察系統。
3. 申請手續
第九批校本計劃預計將於 2022 年 3 月推出接受申請。
第十批區本計劃預計將於 2023 年第二季推出接受申請。
有意營辦的學校或教會可與教關聯絡，了解計劃詳情及預備有關申請的程序及安排。亦留意基金網頁的最新
消息，或瀏覽社會福利署的網頁。更多營辦計劃的參考資料請參閱附錄一。
4. 歷屆教關伙伴營辦單位名單
教會：

恩光社會服務中心

柴灣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柴灣浸信會)

沙田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沙田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服務中心)

基督教迦南堂

學校：

機構：

中聖書院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嶺南中學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播道書院

迦密愛禮信中學

荃灣聖芳濟中學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衛理中學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銘賢書院

棉紡會中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基督書院

粉嶺救恩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青年會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文理書院(香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城市睦福團契

香港基督少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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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勵行會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工業福音團契

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排名不分先後)

九、教關對營辦單位的支援
教關協助學校、教會及機構申請營辦 CDF 計劃，贊助 CDF 營辦單位的友員儲蓄配對捐款，協助招募友師，統
籌聯合活動，以及推動證實研究，目標是協助伙伴成功營辦計劃，轉化青少年的生命，促進青少年「跨代脫貧」。

充權前線伙伴

贊助友員配對基金

協助招募友師

提供資源及活動

宣傳、推動及支援伙伴單

共贊助 42 個伙伴單位參與

協助營辦單位招募友師，

透過教關「愛心行動」

位參與計劃，協助營辦單

110 個計劃。

鼓勵教會帶領信徒服侍，

計劃，為基層青少年提供

關心基層，轉化社區。

資源及體驗活動。

推動證實研究

促進教會參與

位申請計劃。

統籌聯合活動

分享知識與經驗

教關於 2019, 2020, 2021

每年舉行教關成長嚮導組

年舉辦友師發展日，裝備

會議及基層青少年事工服

及招募信徒服侍青少年。

侍交流會。

社區服侍

1. 協助學校、教會及機構申請營辦 CDF 計劃
教關鼓勵學校、教會及機構成為營辦單位，透過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協助基層青少年較長遠發展，從而減少跨
代貧窮。教關致力協助伙伴成功申辦計劃：
 提供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資料，以及有助營辦計劃的相關資源的資料，如贊助友員儲蓄配對捐款、友員
訓練課程等機構；
 協助了解申辦過程及填寫申請表，聯繫有營辦經驗的伙伴，分享營辦計劃的經驗及注意事項，提供申辦
計劃的建議；
 學校可以獨自申請營辦計劃，或與其他學校一起合辦校本計劃。教關亦可提供協辦機構的資訊，由教關
的伙伴機構協助學校處理申請、提供計劃所需的訓練活動，以及行政上的協助等。
2. 贊助 CDF 伙伴營辦單位的友員儲蓄配對金
營辦單位可在申請營辦計劃前，向教關申請友員儲蓄配對基金贊助，以資助學員作一比一的友員儲蓄配對
金，用於友員第三年的個人發展規劃。教關會為參與區本計劃的申辦單位贊助最多五萬元，為參與校本計劃
的申辦學校贊助最多三萬元。有關申請詳情可與教關同工查詢。
教關從 2008 年至今在兒童發展基金 8 批區本及 8 批校本計劃中：
 共支持及/或贊助 40 個教關伙伴營辦單位參與 98 個計劃，
 曾參加教關伙伴營辦單位計劃的友員共達約 8,400 多位（截至第 8 期區本及第 8 期校本計劃，全港項
目共 21,300 多位）。
3. 協助招募信徒成為友師
教關會於計劃前邀請伙伴教會、以及聯繫伙伴教會機構及其網絡，宣傳計劃及為營辦單位招募友師。教關亦
會透過網上宣傳，以及在友師發展日推廣師友計劃，鼓勵信徒成為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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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籌聯合活動
教關於 2019, 2020 及 2021 年舉辦友師發展日，以提升友師服侍青少年的知識與技能；教關鼓勵營辦單位參
與成為友師發展日籌備小組的成員，以使友師發展日可成為社署認可的 CDF 計劃內友師培訓項目之一。
5. 分享知識與經驗
教關透過成長嚮導組會議及其他工作坊，連結合作伙伴及營辦單位，建立師友計劃伙伴群體，彼此交流知識
經驗, 凝聚社區網絡資源及團隊力量，協作服侍青少年，推動師友文化。
6. 推動實證研究
教關曾於第一期及第四期基金計劃進行研究，並分別發佈了「信仰為本」追蹤研究報告；亦於 2019 年 7 月
就特首施政報告獻議了有關兒童發展基金的進言，提出改善建議。

十、計劃時間表
校本計劃時間表

第八批校本計劃

第九批校本計劃

教關鼓勵教會與信徒參與計劃。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12 月-

鼓勵教會邀請其伙伴學校考慮營辦計劃。教關將協助學校申請。

2022 年 3 月

政府正式公佈推出計劃，供學校申請營辦。

2021 年 3 月 12 日

(預計) 2022 年 3 月

政府截止申請。

2021 年 4 月 29 日

(預計) 2022 年 4 月

政府公佈營辦單位申請結果。

2021 年 7 月 30 日

(預計) 2022 年 7 月

營辦單位開展計劃工作，包括招募友員及友師等。

2021 年 8-10 月

(預計) 2022 年 8-10 月

營辦單位開展三年區本或校本 CDF 計劃的活動。

2021 年 11 月

(預計) 2022 年 11 月

區本計劃時間表

第九批區本計劃

第十批區本計劃

教關鼓勵教會與信徒參與計劃。

2021 年 4-9 月

2022 年 1 月-

鼓勵教會邀請其伙伴學校考慮營辦計劃。教關將協助學校申請。

2023 年 3 月

政府正式公佈推出計劃，供非政府機構申請營辦。

2021 年 8 月 12 日

(預計) 2023 年第二季

政府截止申請。

2021 年 9 月 24 日

待公佈

政府公佈營辦單位申請結果。

2022 年 1 月 28 日

待公佈

營辦單位開展計劃工作，包括招募友員及友師等。

2022 年 2-4 月

待公佈

營辦單位開展三年區本或校本 CDF 計劃的活動。

2022 年 5 月

待公佈

鼓勵學校與教會參與 CDF 計劃
教關鼓勵更多學校與教會參與 CDF 計劃，與教關結連為伙伴，透過網絡共享資源，祝福區內的基層學童、青少
年以及他們的家庭，讓他們能持續成長跨代脫貧。
歡迎有興趣的學校或教會與教關同工黃先生聯絡（電話：3689 9810， | 電郵：elliswong@hkcnp.org.hk），
讓我們可進一步與你簡介計劃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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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參考資料
a. CDF 第八批校本計劃營辦學校呈交予政府的申請表（只供參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WZs_GN7RubPNc-w328B3eXDj0mmIAyA/view?usp=sharing

b. CDF 第八批校本計劃申請程序指引（只供參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ZQGeIy82htvO8mufXHZgY-vVv6QGJ7C/view?usp=sharing

c. CDF 第九批區本計劃營辦學校呈交予政府的申請表（只供參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5_2oFiAMu6et9TjCPbrgYCUoSKYhxP-/view?usp=sharing

d. CDF 第九批區本計劃申請程序指引（只供參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kRbGsw2PYf35yAkR8TTCOWgUWgIaz0c/view?usp=sharing

e.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醫療及社福研究網絡《「兒童發展基金」校本模式優質計劃資源指南》（只供
參考）：請與教關同工聯絡。
f. 由社會福利署兒童發展基金辦事處撰寫《友師指南》：
https://www.cdf.gov.hk/tc/resources/download/files/gb_mentors.pdf

g. 兒童發展基金成效研究報告，包括由政府主導進行的長遠發展跟進研究報告及由教關主導的「信仰為本」追
蹤研究報告：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mentormentee/mentorship/cdf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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