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少數族裔青年社區參與及融入嚮導計劃」相片展覽開幕禮 - 「光．映我心」 

 

（香港，2017年1月25日）啟勵扶青會（啟勵）展開「光．映我心」青年攝影展開幕禮。

此展覽是由一群熱衷攝影的少數族裔及本地學生，透過相片中的光和影，展現他們生命中遇到

的「光」、對生命的熱情，以及日常生活帶給他們的啟發和靈感。 

 

是次相片展覽，將展出一系列參加啟勵「少數族裔青年社區參與及融入嚮導計劃」學生的作品。

除了提升青年的創造力及個人意識外，這個項目還包括一系列工作坊，引領少數族裔及本地青

年裝備生活技能，擴闊個人圈子，為他們在未來的學習或職業生涯上，打下一根強心針。透過

是次展覽，大眾能近距離觀賞少數族裔及本地學生的生活點滴，了解他們於面對種種困難時，

如何找回燃亮快樂和希望的那點光。 

  

我們很榮幸於 1月 25日(星期三) 的展覽開幕禮上，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穆

迪的  Mr. Nikhilesh MATHUR (Regional Head of Talent Acquisition and APAC 

Regional HR Oversight)，以及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校長楊鄺望霞女士蒞臨現場擔

任主禮嘉賓。 

 

本港現時有接近 45,000名少數族裔學生。他們主要來自菲律賓、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

泰國、越南等國家。這群學生大多出身基層，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背景。有研究[1]顯示，

不少身處弱勢的少數族裔青年，時常碰上歧視、文化和語言障礙等困難，這一切均令他們在港

生活時面對不少挑戰。同時，他們大部分缺乏報考大學，以及尋找工作以回饋廣泛社區和家庭

之能力。該報告發現，現在，本港每年只有 1%的少數族裔學生，順利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考入本地大專院校。在黯淡的前途下，部分青年為逃避此困境，不惜置身高危活動，如濫

用藥物。這一切均緣於他們缺乏自信，且自我意識薄弱。 

  

是次計劃由穆迪基金會資助，並由旅影隨行 (WanderSnap)作攝影指導培訓。踏入第三階段，

此項目今次順利扶植 32名年齡介乎 15至 19歲，就讀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的學生。

穆迪 30 名員工擔任本項目師友，為一眾參加者提供攝影及生活技能的工作坊。內容包括推動

共融，並協助一眾參加者增強自信，尋覓個人志向。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的駐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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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王安怡姑娘指出：「學生參加本計劃後，對學習新事物抱有更積極的態度……不少學生都成

功透過當中活動擴闊視野。」 

 

「拍照成功燃亮我的人生。它改變了我的情感，讓我活得更愉快，更開心。」 - Gurung Sriya,  

項目參加者 

「這段時間真的讓我獲益良多，帶領我更深入考慮自己的未來發展方向。」- 陳淑盈,項目參加者 

 

 

「少數族裔青年社區參與及融入嚮導計劃」相片展覽開幕禮 

- 「光．映我心」 

 

開幕日期及時間:  2017年 1月 25日, 下午 1時半至 3時正 

地點: 香港西營盤干諾道西 120號 1樓 Platform 

 

整個攝影展覽將於 1月 25日至 2月 20日舉行[2]. 

 

[1] The Statu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1997-2014 

[2] 展覽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以及 2月 6、8、11、13、18日暫停開放 

  

 

 

媒體查詢: 

蘇幸倫小姐 

傳訊及資源發展統籌主任 

電話: 2521 6890 

電郵:  helenso@kely.org 

 

 

 

 

 

 

 

 

http://kely.org/
mailto:helenso@kely.org


  

 

 

 

 

學生攝影師之言 (從右上角照片順時針展示) 

1. 陳淑盈: 我最喜歡這張以金魚為主角的照片。我很驚喜自己能拍攝出帶點矇矓效果的相

片……我希望能夠告訴大家，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 

2. Kaur Navneet: 這張照片的主角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十分感激她對我的支持。 

3. 陳潔茹: 夕陽西下的傍晚真的很美，然而再美的天空在太陽下山後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因

此，我相信只要我們能用心感受，我們便能體會到，珍惜時間的重要性。 

4. Pun Roshan: 這幅照片盡現我於參與熱忱之事時，是多麼享受、愉快! 

 

瀏覽 https://goo.gl/8rSklb查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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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啟勵扶青會 

啟勵扶青會(啟勵)是非政府資助的雙語慈善機構，本著同理心、不批判、保密、融和及支持的核心價值為本地 14

至 24歲的英語、少數族裔，以及華語青年提供服務。 

我們的使命是以不批判的朋輩支援啟發青年潛能，以發揮他們所長。 

 

我們的工作主要是預防與介入濫藥及酗酒服務，並針對問題根源，包括困悶、朋輩壓力、缺乏自我意識、自尊心低

落、貧窮、失業或歧視等。 

 

其服務範圍包括： 

-   預防及緩害教育 

     - 校園藥物及酒精教育 

     - 長遠能力提升和技能培訓計劃 

     - 公眾緩害外展活動 

-   推廣活動 

-   介入服務 

  

網頁：kely.org 

 

 

(只供英文版本) 

Moody’s Corporation 

Moody's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s, providing credit ratings, research, 

tools and analysis that contribute to transparent and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s. Moody's 

Corporation (NYSE: MCO) is the parent company of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which provides credit 

ratings and research covering debt instruments and securities, and Moody's Analytics, which offers 

leading-edge software, advisory services and research for credit and economic analysis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The Corporation, which reported revenue of $3.5 billion in 2015, employs 

approximately 10,900 people worldwide and maintains a presence in 36 countries.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www.moodys.com. 

  

The Moody’s Foundation 

Built on the recognition that a company grows stronger by helping others, The Moody’s Foundation 

works to enhance its communities and the lives of its employees by providing grants and engaging 

in community service in local neighborhoods. The Moody’s Foundation, established in 2002 by 

Moody’s Corporation, partners w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o support initiatives such as education 

in the fields of mathematics, finance, and economics, as well as workforce development, civic affairs, 

and arts and cul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moodys.com/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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