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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刊廣告

夜青年輕化最小僅六歲
協青社成立深宵危機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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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成長路助社區隱青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 「MK

妹」與 「乖乖女」可以成為摯友，並一
起踏入大學實現理想，有賴 「共創成長
路」計劃在青少年培育方面的積極影響
。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
育計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繼續
資助，將在 2013 至 15 年推展至全港各
區，預計受惠青年將達八萬四千人。

新一期的 「共創成長路」計劃，改
變過去校本模式，改以社區模式通過與

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出約 70 個社區培
育計劃活動。首年將有 21 間非政府組
織的 41 個計劃獲資助推行。 「共創成
長路」計劃首席研究者石丹理表示：
「研究顯示，計劃有助學生的正面成長

，其成效亦刊登於國際權威學術期刊，
證明其成效為國際認可。」

成效獲國際認可
「共創成長路」計劃自 2005 年推

行以來共獲賽馬會撥款七億
五千萬港幣。逾280間中學
的 21.3 萬學生參與，計劃
亦培訓了逾 7000 社工和老
師為學生提供恰當的輔導。
該計劃旨在培養青少年內在

潛能、確認其能力、加強其與他人的聯
繫，從而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價值
觀，協助中學生的全人發展。

相對於計劃過去以校本為主，未有
參加計劃的學校學生無機會參加相關活
動。為擴大計劃的覆蓋面，明年推行計
劃將改變加入模式，以社區為主來彌補
一些社區中不返校的 「隱形青少年」。

曾參與該計劃學校為本的順德聯誼
總會胡兆熾中學畢業生楊忻陶和黃淑媚
為同班同學。但人稱 「乖乖女」的楊忻
陶和 「MK妹」黃淑媚完全是兩個世界
的人。前者內向且認真讀書，而後者則
享樂為主，經常走堂。

參加 「共創成長路」計劃後，搭組
做義工卻將兩人 「捆綁」起來。中二兩

人做義工一起到旺角板間房探訪獨居老
人。老人毫無生活寄託，甚至直言 「等
死」的場景，讓兩個截然不同的女生有
了 「出不到錢、力，但還有關心。」的
一致想法。如今經歷多年 「共創成長路
」計劃的兩人已經成為至交好友，並分
別入讀香港大學和香港教育學院。 「好
在我的壞習慣沒影響到她」黃淑媚笑言
。回想幾年參加計劃活動，原來的MK
妹認識到返學對將來發展的重要，而乖
乖女也不再 「宅」到只認讀書，而是廣
泛參加社會活動開闊視野。

石丹理認為計劃不單有效幫助年輕
人正面成長，計劃中的經驗亦會為其他
學校提供有效措施。該計劃已先後為上
海、澳門、新加坡等地採納並試行。

「周大福慈善基金深宵危機保護中
心」專為常在深宵時分流連街上的高危
青少年而設，服務時間由晚上九時到翌
日早上七時，主要針對受黑社會威脅、
有濫藥習慣、受住宿困擾、受性虐待、
參與援交或濫交等偏差行為的青年，為
他們提供適當輔導。中心設施包括室內
運動場館、大型舞台設備、卡拉OK、
網吧、滑板設施、桌球室等，讓青少年
培養興趣及接受技能培訓。

2009 至 2012 年，協青社深宵外展
隊接觸過約24000個夜歸青少年，發現
夜歸青少年日趨年輕化，年紀最小的夜
青更只有 6 歲。深宵外展隊 09 年接觸
的青少年中，11歲以下的佔1.24%，到
2012 年增至 2.45%，升幅高達 90%。12
至 15 歲的青少年在 09 年佔 32%，今年
增至38%，升幅達20%。

女性夜青愈來愈多
男女比例方面，深宵外展隊 09 年

接觸的 11 歲以下青少年中，女性佔
42%，12 年升至 49%。12 至 15 歲組別

的女性比例同樣錄得升幅，由 09 年的
43%增至12年的49%，反映愈來愈多年
輕女性活躍於深宵街頭。

協青社會長盧陳清泉表示，青少年
夜歸大多是受家庭環境影響。該社接觸
過的不少夜歸青年都是來自單親家庭，
或父母患有精神病。學業成績欠佳，在
學校缺乏成就感，兼且得不到家人關懷
，令他們走上夜歸之路。現時科技發展
一日千里，年輕人可用電腦、手機的通
訊軟件溝通，令更多年紀較小的青年容
易被朋輩引誘，成為夜青。

阿嘉（化名）中二輟學後，終日流
連公園吸煙、喝酒，後來更染吸毒惡習
。兩年前協青社的深宵外展隊接觸他，
除介紹他到協青社的 「蒲吧」玩，更鼓
勵他到協青社工作。他表示，剛到協青
社工作時仍有吸毒，由於不想同事失望
及希望成為其他夜青的榜樣，於是毅然
戒毒，並報讀夜校進修。他現時常於中
心玩滑板代替吸毒惡習。

周大福慈善基金理事長鄭家成表
示，青年人有無限潛力，夜青欠缺的

只是目標、方向。他希望中心可以將
夜青帶返正途，讓他們憑努力創造自
己的未來。

協助脫離黑社會
協青社預期，中心可協助青少年脫

離黑社會、毒販及性傷害的威脅，每年

服務達 20000 人次，輔導服務人數達
6000 人次。中心設立的一大目的是為
青年創造就業機會，並期望他們以「過
來人」服務其他青年，達成「青年服務青
年」之理念。因此，中心預期每年聘請
最少 12 名高危青少年，而被聘用青年
接觸其他青少年人數可達9000人次。

【本報訊】教聯會和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等團體昨
天攜同近八百名幼師聯署，約晤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促
請盡快落實十五年免費幼兒教育。但據悉局方只允明年
中才成立顧問委員會討論有關事宜，教聯會副主席王惠
成不滿當局一拖再拖，將犧牲幼師和幼兒利益。

教聯會和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去年3月發起 「幼稚
園機構爭取改善幼兒教育」聯署，今年獲參選特首的梁
振英納入政綱，承諾倘當選特首定必會： 「推行免費幼
兒教育，在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具
體實施辦法」；並 「逐步提高幼師的學歷，設立幼師薪
酬制度」。

不過，梁振英就任特首近半年，迄未就免費幼兒教
育的落實講細節。王惠成昨聯同教育界選委麥謝巧玲等
前往政府總部約晤吳克儉，並遞交他六個團體近日發起
「制定幼師薪酬架構表」幼師聯署773個，要求政府來

年增加幼兒教育的開支，立即重新設定幼師薪酬架構表
以及優化現行學券政策，例如復設幼師進修基金。

王惠成表明，將進一步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兌現參
選承諾，落實推行免費幼兒教育。

【本報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湯敏思月前訪問
北京市第八中學，上周在本報通識版撰文介紹該校發展
資優教育的概況，湯博士繼續討論北京八中的經驗對香
港教育界的啟示，就是充分交流互相借鏡。

湯敏思指出，內地資優教育服務零散，倚靠個別有
心的學校出力。北京八中的經驗顯示，有校長對資優教
育的支持，則教師培訓、課程協調，都能事半功倍，更
可促成全校參與。

北京八中 「少兒班」照顧資優生的情意需要，教師
定期輔導學生，並提供品格發展、服務學習等機會，又
將閱讀治療、電影拍攝等美術科融入課程，幫助學生了
解自我。校方更積極邀請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資優生。湯
敏思英文原文刊於本報今天《通識新世代》第二版。

本版上周六刊登
「理大英語中心獲成

就獎」一文。校方昨
天補充說明，稱理大
協助培訓首屆文憑試
考生迎接英文科，九
成九學生在參加計劃
之初，認為本身的口
語 只 能 達 到 Level
1-3（一至三級），
但完成培訓計劃後，
超過一半學生表示有
信心在文憑試取得 4
至 5*級（優良）成
績。

另外，昨天報道
華中師範大學來港辦
博士班。圖片說明方
面，中聯辦教科部處
長紀建軍應為前排右
二，前排左二應是港
大學者施仲謀、左五
為華中師大副校長王
恩科，特此訂正。

本港夜歸青少年問題有惡化趨勢，且以女性為主。針對相關問
題，周大福慈善基金撥款港幣一百萬元資助協青社成立 「周大福慈
善基金深宵危機保護中心」 ，為24歲以下、面臨出現偏差行為的
夜青提供安全的場所並提供輔導。協青社預期，中心每年提供服務
可達20000人次。

本報記者 胡家齊

▲左起：協青社總幹事李文烈、周大福慈善基金理事長鄭家成、協青社會長
盧陳清泉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本報訊】香港科技大學設立 「科大冠名教授計劃
」，向表現傑出的教授頒授冠名教授榮譽，其中包括科
學、工程、商業管理、社會科學、生命科學、納米科技
及航天等。冠名教授將獲一千萬的經費資助其研究，另
有專為高等研究院設立的冠名教授席，將為每位入選教
授每年提供一千五百萬研究費用。

是次加入 「科大冠名教授計劃」的教授共九名，
包括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教授李忠義，被授予
「張英燦工程學教授」、機械工程學系教授張統一被

授予 「方氏工程學教授」、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
Matthew McKay 被授予夏利萊博士電子及計算機工程
學副教授。

目前，科大已有冠名教授三人，冠名訪問教授一人
。校方又向全球招聘五個不同領域的研究資助席位，包
括馮氏商學教授席、馮氏商學客座教授席、新明工程學
教授席、夏利萊夫人教授席（副教授／助理教授）、太
古航天工程教授席。至於高等研究院則專設四項席位：
高等研究院東亞銀行教授席、高等研究院蘇海文及蘇包
陪慶教授席、高等研究院思源基金教授席、高等研究院
趙氏廷箴懷芳基金會教授席，入席教授將獲得一千五百
萬資助，名單稍後公布。

科大設冠名教授計劃

更正資料

◀賽馬會推出
2013-15年「共
創成長路」青少
年培育計劃

本報記者
彩雯攝

教聯晤教局促落實免費幼教

北京資優教育經驗供港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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