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
驗
生
盼
望

詩人艾略特在《空洞的人》的末段，曾如此形容：

願減薪，始能紓緩年中的現金周轉問題，讓事工得

「世界如此終結 / 沒有槍響，唯有抽泣！」似乎世

以維持。對此我心中只有感恩，來年，對外募捐估

界不是忽然消失，而是慢慢地枯萎。只是，今天轉

計仍會面對不少挑戰，我們會忠心做好「管家」的

變之急速、亂象之叢生，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挑

角色。

戰，而青年人站在前端，自然首當其衝。為此，我
們更需要竭力提升青少年的生命素質，引導他們建

承先與啟後

立正向的價值觀，好好活出人生的真、善與美。

四十八年前，一羣基督徒懷抱着異象展開了「突
破」運動，肩負服侍青年人的使命。事工一直有賴

醫治與轉化
病毒長期肆虐和社會中的差異，加重年輕人的壓力
以至出現情緒及抑鬱症狀；另外，社交隔離所造成
嚴重的孤獨、孤立感，正籠罩着 10-30 歲的社羣。
因此，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成為我們的工作重
點，並會繼續透過輔導、文字與不同的活動，提升
青少年的韌力和動力，重建人際、師友、家庭的關
係。

總
幹
事
萬
樂
人

感恩與挑戰
由於疫情，營地及銷售服務收入均大受影響，在節
流下，日常捐獻和贊助幾乎佔整體收益的一半，比
一向的三成為高，反映出機構經濟的不確定性。惟
得到各位新知舊雨的慷慨支持，以及行政會同工自

團隊薪火相傳，而擁抱使命要從年輕同工開始。近
年，董事會致力培育新領導層，並於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委任梁柏堅及林偉漢弟兄為副總幹事，深信他
們必定能夠承先啟後，帶領「突破」和羣體一起邁
向新的里程。
在不確定中，我們也有失落、軟弱的時候，但你們
的信任和支持促使我們堅守初心，藉着信、望、
愛，用心建立新一代。此刻，讓我借用齊克果的話：
「盼望就是信有可能。」彼此勉勵，願同心協力迎向
未來！

2020

2021

年度事工掠影

Apr-Dec

OCT

FEB

疫境同行情緒支援服務計劃
為基層青年及家庭送上關懷及防疫物資，並
提供輔導服務，舒緩在疫情下之張力。

Trial and Error Lab 開放週 2020
年 度 大 型 活 動， 展 示 Lab Fellow 的 試 錯 成
果，推動勇於嘗試、敢於撞板的社會氣氛。

Let's Talk 面談諮詢服務
為初階文創品牌推出的諮詢服務，協助釐清
品牌形象、市場定位，並提供發展建議，為
文創青年探索事業方向。

JUL

NOV

MAR

網店銷售超乎預期
香港書展因疫情嚴峻延期，HKTV mall 隨即
舉行網上書展，帶動「突破」產品銷售飊
升，倉務同工則以業界物流標準，成功通過
壓力測試。

亞洲手創展 2020
Trial and Error Lab 參與線上對談會，分享疫
情下香港文創界的轉型情況；更在台灣會場
內展示 10 位香港 Lab Fellow 的手作，開拓海
外市場。

在平行時空與自己相處一下
突破書廊在晚上延長開放，透過詩篇及藝術
創作，讓年輕人擁抱一下自己的心。

DEC

APR

「書出知識—贈閱圖書」試行計劃
教育局本年度推出「書出知識－贈閱圖書」
試行計劃，
「突破」有 10 本圖書入選，大受
老師及學生歡迎。
突破書籍作者獲獎
阿濃和游欣妮分別於「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及「十本好讀」
，獲選為最受中學生喜愛的
作家。

當子女機不離手研討會 —
「工福」協作 –「童你玩餐飽」
提供青年義工培訓，並讓基層兒童經歷不同
網絡世代的機遇和隱憂
匯聚資訊科技界、醫學界、學術界、社福機 體驗，擴闊眼界，豐富生活。
構、心理治療及 YouTuber 等各方專業，探討
青少年網絡世代的機遇和隱憂。

突破書廊網上書店正式上線
照顧因疫情而在家學習及工作的受眾，亦是
書廊接觸新讀者的一扇窗戶。

全年計劃
MineCity
由青少年發揮創意，設計沙田區和粉嶺區的網上地圖，並舉辦
網上嘉年華與公眾分享成果；另外總結三年的計劃經驗編寫成
MineCity 工作者手冊，分享箇中理念及運作。

中大聯合書院「咖啡入坑體驗」
透過沖調咖啡及靜觀式品嚐體驗，讓學生覺察身體及情緒狀態，
學習放鬆和照顧自己。

青年分享

陳浩賢
《突破書誌 Breakazine》
實習生

作為一個非傳媒或社會科學系出身的學生，報
名成為書誌的「煙腸」是有些大膽，感謝編輯
們對我的包容。在實習期間，也造就自己許多
第一次——第一次四處訪問、第一次走到繁忙
的馬路上拍攝……而每次專訪都令我眼界大
開，發現原來可以從更多角度、更多層面去探
問和思考，有些種子也在自己心中發芽，靜
待成長。縱然世界在變，我相信《突破書誌
Breakazine》仍會繼續用心記錄這城市的
人和事，寫下這時代的文字。

黃伊琪
Trial and Error Lab
駐場伙伴

張淑津
事工研究及發展部
青年義工

經朋友介紹才認識 Trial and Error Lab，當
時自己也在尋找發展方向，就膽粗粗租了
工作枱一年。那一年的嘗試中，我找到更
適合自己的工作節奏和模式，並從其他 Lab
fellow 及管理員身上得到啟發，將手作的卡
片皮套、搓手液皮套漸漸轉型至量產，提高
效率，今年初我更進一步開設了品牌的陳
列室！多謝 Lab 容許我作嘗試，也讓我和
一眾年輕工藝師有交流和互動，彼此啟
發，彼此豐富。

起初參與事工研究及發展部的原因是希望了
解更多關於社會研究：包括如何收集數據、
如何寫出完整的研究報告等。而每次與組員
開會討論也是個開眼界的過程，例如我們曾
就生涯規劃進行討論，大家分享的處境和看
法，同時亦令我反思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在
這崗位中，除了加深、加強在研究方面的技
能和知識，我更學到了如何與人相處。

黃銘恩
MineCity 計劃參加者

在 MineCity 中，導師引領我們從另類角度探索
社區，讓我對這片熟悉的區域有更多發現。過
程中我們了解和觀察區內的資源和需要，最後
我與組員決定在 MineCity 中為老人家及照顧
者，打造一座混合醫療設施及酒店營運的建築
物，過程中很有成功感！我也很開心能這樣設
計、想像如何以社區資源回應人的需要，感謝
導師的鼓勵和幫忙，也讓我體驗不要怕錯、
勇於踏出嘗試一步。

年度接觸人次
總接觸人次：

出版及媒體事工

2,150,115

總接觸人次：

人際事工

587,501

突破書籍

210,318

輔導中心

6,661

突破書籍社交媒體

295,592

輔導中心社交媒體

354,869^

突破書誌

56,828

青年發展部

13,454

突破書誌社交媒體

1,550,073*

青年發展部社交媒體

212,517^

禮品

33,304

到校書展

4,000

文化及創意事工

總接觸人次：

1,304,607

文創活動

9,588

突破書廊社交媒體

272,147*

Trial and Error Lab
社交媒體

1,022,872*

財政

總接觸人次：

營地及設施

24,842#

青年村

16,200

突破中心

8,642

備註：
* 數據來自 Facebook 提供的 Daily Total Reach 及 Instagram
的 Accounts Reached 之全年總和。
^ 數據來自 Facebook 提供的 Daily Total Reach 全年總和。
# 青少年佔總人次 88%；青少年工作者／家長佔 12%

·本機構財政年度為每年 7 月 1 日至翌年 6 月 30 日
·2020 - 21 年度財務總結經由范陳會計師行有限公司審核

2020 - 2021年度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22﹪產品及服務

24﹪產品及服務

HK＄11,479,720

HK＄12,612,500

16﹪租務及營地

2021 - 2022年度財政預算

57﹪薪酬津貼
HK＄29,184,182

58﹪薪酬津貼
HK＄29,979,478
29﹪租務及營地

HK＄8,065,533

HK＄14,561,642

18﹪項目贊助

HK＄9,506,279

14﹪事工製作費

HK＄7,364,688

28﹪捐獻

HK＄14,410,461

賣旗籌款收入
2﹪ HK＄804,896
12﹪其他收入
HK＄6,466,698

總數：HK＄51,866,367

25﹪營運及行政費用
HK＄12,792,833
市場及財務費用

3﹪ HK＄1,343,037

總數：HK＄51,480,036

• 加入專款撥數HK$5,326,707及扣除折舊支出
HK$5,834,517後，本年度不敷HK$121,479

「突破」作為非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機構，實有賴您的支持。
歡迎您進一步了解我們最新的事工，一起同行！
網站：www.breakthrough.org.hk
電郵：breakthrough@breakthrough.org.hk
電話：(852) 2632-0000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 33 號突破青年村

17﹪ 項目贊助

HK＄8,846,606

28﹪捐獻

HK＄14,500,000
其他收入

4﹪ HK＄2,067,700
總數：HK＄51,455,668

16﹪事工製作費
HK＄7,989,094
營運及行政費用

24﹪HK＄12,465,694
市場及財務費用

3﹪ HK＄1,507,900
總數：HK＄51,146,870

• 加入專款撥數HK$5,078,519，及扣除折舊支出
HK$6,145,551，全年預算不敷HK$758,234

最新收支報告

最 新 通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