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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Venus

每一個年代的孩童，因成長
的背景和社會經濟環境

不同，都擁有不一樣的夢。五十
年 代 的 小 朋 友， 生 長 於 戰 後 時
期，求生及溫飽也許是他們唯一
的夢想；六、七十年代的孩子，
在經濟起飛中成長，憑幹勁打出
自己夢想之路。「八十後」、「九十
後」兒童，在物質相對富裕、資
訊發達的年代，足不出戶也可透
過互聯網遊遍五湖四海，接觸世
界，在溫室成長的他們，所追求
的夢會否不一樣?

　　今天，關於兒童死亡、受虐
打、被忽略、遭遺棄的新聞不絕
於耳，叫人痛心與無奈。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成立了二十多年，
香港亦於1994年宣佈遵從公約的
守則及內容；這十六年間，香港
政府和市民有多關注本地兒童應
享有的生存、受保護、發展、參
與及表達之權利？有多少公約條
例在香港得以實踐？現今的兒童
又怎樣追尋自己的夢想呢？

幼時夢 採訪：Tomai  Nada  Kawai / 撰文：Tomai

謝謝三十多位朋友回憶他們幼時的夢，現記下較特別的，且看其中可有
與你的相近﹗

　　「家」可說是童夢的重要元素，差不多一半朋友的夢想都與現實環境有
關。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處於戰後復甦期，人們生活簡樸，孩子都希望擁
有較佳的居住環境：綺蘭住在徙置區，每天蹲在公共廚房溝渠邊洗臉刷牙，
她渴望能入住有獨立廚房洗手間的單位；那年代一家數口擠睡一張牀是很普
遍的事，瑞琴希望可以有屬於自己的牀，牀前有燈可照明看書；國光年少時
睡覺更被擠貼牆邊，他說若睡牀可以從兩邊落地便好了。

　　改善生活質素是一般人的訴求：糖菓固然是艷琼等一群孩子的共同夢想，
彩鳳還想一嚐西餐的滋味， 而這必須在媽媽不用四出張羅租金才可能達到。
當考試成績在10名內，父親應允購買秀英心儀很久的天鵝牌白色有領毛巾
裇，她得意地到處向同學炫耀，好不威風。

　　生活較充裕時，孩子的夢則較抽離物質的希冀，淑芬擁有甜蜜的家，祈
望上主幫助她一生都能維持；美珍的童夢看似簡單：被愛及被認同。在那年
代她們可以入學受教育，有這樣的想法，可說殊不簡單，且看惠芳幼時只知
玩耍，對將來沒想法；像「波牛」志强般的街童，只要有足球、吃得飽便於願
足矣，他們哪懂得什麼是「理想生活」，更談不上追求。

　　七、八十年代經濟較蓬勃，孩子們的夢有所提升，但仍圍繞在「家」的概
念上。燕嫻期望有個終身伴侶、不用憂柴憂米；思琪亦想擁有一個和諧寧靜、
沒有吵架的家；詠賢還會發起家庭聚會，以實現幼時一家人到公園玩耍的夢。
最特別的是「九十後」的嘉豪，他希望能創業給自己的子女呢！

　　孩子的夢想一定程度上受傳媒的影響。在五、六十年代，只有生活較豐
足的孩子才有機會常看電影，寶玲幼時夢想當空中小姐，像電影中的明星葛
蘭似的飛來飛去，工作清閑四處遊埠；碧蓮自小便希望在太空漫步，故中學
時代堅持選讀理科。七、八十年代影視節目對孩子的影響更大：倩兒看電影
ET後，產生遇到外星人的心願，以為一經接觸便會擁有特異功能；浩德和家
榮很相似，前者看戰爭片會想像自己衝鋒陷陣，看愛情電影便幻想有美相伴；
後者把自己當成史泰龍、戴熾偉，又希望好像李小龍似的「打得」；今天，他
倆一個成為業餘小說家，一個努力在編導的路上奮鬥。慧嵐幼時夢想擁有一
座堡壘，但又知道這只屬奢望，便教自己早點睡覺做個好夢，倒是後來有機
會到英國讀書，參觀了一些堡壘，算是圓了夢吧！

　　幼時作文常有「我的志願」的題目，很多孩子立志當教師：偉聰得到老師
的鼓勵與支持，明白「教人育人」的重要，小學開始便已立志；要照顧弟妹的
長姊美珍、獨女麗婷和乖乖女翠娟都不約而同立志教書，憑著努力，終能學
以致用，有一份自己喜愛的教學工
作。曉彤雖沒有實現幼稚園教
師的志願，閒時亦會替別人
照顧小孩，自得其樂。

　　嘉茵被外國漂亮的校舍
吸引，寫了長達三頁的信以
最感人的字句請求父親讓她
負笈海外，惜因經濟理由未
能如願，後來有機會與外國人
在貿易公司共事，認識了他們
的文化，願望部份得償。詩敏
期望可以不受金錢所限去幫助有
需要的人，唸大專時嘗試用衍生
工具倍大財富，現尚在進行中，
但願她能成功。

　　正如秀英所言：「每人都有
夢想，先渴望一段日子，經過努力
下點功夫使願望達成，這感覺很好。」
若大家在人生某一據點，偶然回顧一下自己當年的童
夢，數數有多少夢已成真，豈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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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初訪 採訪：Venus  tomai / 撰文：Venus

我們來到屯門新區社區中心，接觸訪問幾位在大陸
出生，在不同的時間移居香港的小朋友，談談

他們的理想生活。

　　開朗的中一男生成仔，來港快十年了，對香港生活再
也不感陌生、惶恐。他父母都為著生活而忙碌，收入不
多，卻算是安穩，因此，他學會了在有限條件下，尋找自
己的興趣及快樂，亦懂得體諒父母，了解身邊的人和事。
對物質上的追求很正面，不會盲目揮霍，因為他深明這些
都是父母以辛勞換來的。成仔的言談和笑容，深深打動著
我們，不得不讚嘆他深受父母身教的影響；父母收入微
薄，卻懂得知足，母親常對他說：「不論住大屋或小屋，
同樣是睡幾尺寬的牀，最重要是一家人齊齊整整開開心心
在一起。」

　　成仔覺得自己有父母在身邊，得到愛護及照顧，已是
很幸福的事，他享受被照顧的感覺，並學會珍惜。同時，
他亦沒有小覷自己，對於周遭的事有其見解，跟自己生活
息息相關的會多加留意。他追求的夢是未來安穩的生活，
並知道如何把它實踐：先讀好書，考進大學，畢業後找一
份安穩工作，能力許可的話，置業給父母，讓他們安享晚
年。先孝順父母，再組織自己的小天地是也。

　　少女組Lisa (麗莎)和巧珊同樣喜愛跳舞，從中找到
興趣、伴兒及快樂。她倆都是剛來港不久，可能是女孩子
吧，衣著打扮跟本地女生沒有多大的分別，同輩中的自我
形象對她們能否早點融合是重要的。來港一年多，香港生
活仍給她們陌生的感覺，畢竟兒時玩伴不在身邊，要慢慢
地在校園裡認識新朋友，重新建立自己的圈子。再說，學

巧珊於台上的舞姿

習環境、教育制度、考試課程很不一樣，對於新移民小朋
友，實有點吃力。但她們亦對學校物資設備之充裕，卻甚
為興奮。不過，因為母親仍未適應香港狹少的居住環境，
所以當比較兩地生活快樂指數時，麗莎給予香港的分數是
略低的。

　　她倆都希望先改善現況，盡快適應新生活，結識多點
朋友，跟上學習進度，擁有較大及較理想的居住環境。若
然成績跟得上，找到自我認可的空間，建立自己的圈子，
她們會更勇敢地面對充滿挑戰的未來。

　　最後，跟三位十分年幼的小朋友文聰、嘉俊、浩鋒談
談他們的生活和愛好。他們渴求得到的都是生活上的細
節，如玩耍、打機、吃冰淇淋、看電視。電視劇角色的職
業，就成為了他們的理想：海關人員、廉政先鋒、拯救世
界的超人……他們很活潑、很天真、很直接，很簡單，心
中所想都與自己的生活所需有關：文聰希望當老師，因為
有權安排同學的座位，這反映他自主自由的渴求；嘉俊在
三人中比較「老積」，可能他的父母都要早出晚歸工作，
必須自己照顧自己，肚子餓時，他會弄些小吃或簡單的飯
餸，因而很懷念以前內地家鄉的小食；而最年幼的浩鋒，
渴望擁有一件超人衣服，便可以穿上當超人，超可愛哩！

　　活在同一天空下，來自不同的背景，擁有屬於自己的
夢。孩子追求的夢，往往受家長價值觀的影響，父母之

「身教」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我們覺得，除了賦予權力、
自由外，更要讓他們知道本身的責任與義務，這都是每個
人最基本的價值，不應因年齡、文化、社會經濟和居住的
差異而被剝奪。

　　盡早給予機會，讓他
們展翅翱翔。

Lisa 集中精神準備演出

Lisa 和巧珊於活動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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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再訪 採訪：Nada  Jennifer / 撰文：Nada   

在一個晴朗的中午，我們來到元朗基督教宣道會徐
澤林紀念小學，熱誠的社工車姑娘，在寬敞的

語言學習室裡，為我們安排了四位六年級的同學在課餘接
受我們的訪問，兩位男同學，是十一
歲的譽之和浚謙，兩位女同學，是
十一歲的樂晴和十二歲的瑋琳。

　　也許他們都是來自中產家庭，有
很好的「家庭支援」，表現得很有禮
貌和具責任感。當問及他們要同時應
付繁重的功課、興趣班和課外活動是
否有困難，他們都表示課外活動和興
趣班都是自己喜歡的，會在學校盡量
先把功課完成，也知道要實現理想，
就得努力讀書。  

　　擁有迷人酒渦的譽之，理想是環
遊世界和考入演藝學院當演員。既是
興趣，也為了增加「本錢」，他現正
學吹色士風，希望有助考上理想的中
學。他還多做運動，令身體更健康更

「fit」！他的理想生活是快快樂樂、衣
食無憂，人與人之間可以和睦共處，
怪不得他在揀選我們送予的禮物時，
懂得禮讓別人。

　　本身是基督徒的譽之，也希望成為一位牧師，亦知道
要同時成為演員和牧師，是很難達成的理想，似是魚與熊
掌，不能兼得。不知譽之是否認識林以諾牧師，若不介意
演藝事業由棟篤笑開始，那麽，魚與熊掌，或可兼得哩！

　　俊朗的浚謙，期望做個有成就的人，如無國界醫生，
既可服務社會，又可報答父母養育之恩。他的課餘興趣頗
多：學拉小提琴、打排球、籃球等等。他曾夢想擁有一個
床頭櫃，但因為地方不足放置，不想令媽媽不開心，也就
放棄了。他心中的理想生活跟譽之一樣，希望衣食無憂、
世界和平，還希望人們更重環保。

　　我們留意到浚謙很有「手尾」，揀選過小禮物後，他會
把餘下的放回袋內。我們覺得，若這乖巧的小男生的答案
都是發自內心，他將來必是社會的棟樑！

　　外表穩重淡定的樂晴，因為喜歡小朋友，希望將來當
個老師；她喜歡音樂，課餘學彈琴之外，還參加了合唱
團。樂晴心中的理想生活是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作為
家中獨女的她，很渴望有個姊姊能給她提提意見，這可說
是她未能達成的願望。

　　同樣是合唱團成員，有副瓜子杏臉的瑋琳，希望長大
後成為律師或社工，幫助有需要的人。課餘學習長笛、英
文寫作、游泳。已有弟弟的她，和樂晴一樣，夢想有個哥
哥保護自己。她心中的理想生活是婚後仍能跟父母一起居
住，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還期望有個屬於自己的樂園
哩！

　　訪問結束後，兩人主動關燈關房門，再把我們送到大
門口。

　　我們沒有問及這四位同學的成績，但感到能在愉快的
環境中學習，守規知禮，懂得為自己的興趣努力，成績，
也許只屬其次。縱然夢想未必一定成真，往後的人生路，
亦未知是否平坦，總希望小朋友們都能擁有愉快的童年。
或許，這正是他們應享的權利，也是為人父母應盡的責
任。

譽之、浚謙與學校社工車姑娘合照

樂晴、瑋琳與長腿 義工 Jennifer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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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同想 採訪：Wendy  Tomai / 撰文：Tomai

盈盈曾就讀於拔萃女書院，中一那年暑假，她看到
學校張貼的兒童權利委員會的海報，因而參

加了兒童議會。從中她認識到聯合國頒布的兒童權利公
約，有感香港甚少這類讓兒童發言的計劃，故很希望其他
人都知道，便參加了議會的工作，成為「童夢同想 Kids’ 
Dream」的成員，不經不覺至今已5年多了。喇沙書院中
四級的Jason則透過同校師兄的介紹進入議會。 

　　童夢同想的前身是兒童議會工作委員會，是香港第一
個由兒童主導的組織，以推廣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為
己任，致力實踐「童事童議」的精神。每位會員可參加其中
一到兩個小組的活動和工作，而每月下旬所有5個小組則
有一次大聚會。近年來，童夢同想也有機會到外地考察，
Jason去年曾探訪菲律賓，他有感而發地總結說：「菲律賓
兒童組織議會推動的是兒童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香港則着
重兒童的參與權。」

　　盈盈在這幾年間，接觸到不同學校的師兄師姐，增
廣見聞，學懂了拍影片、搞展覽等活動，也學會
了應對傳媒和與小朋友溝通的技巧，不但提
高了活動的分工、策劃、組織的
能力，更學會在頻繁工作中如
何與家人相處、如何分配時間
以平衡推動兒童權利的工作和
日常生活，得着頗多。她覺得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地成
長，在這方面自己確是很幸運。

　　Jason亦 有 同 感， 他 補 充
說：「很多小朋友不但在物質
上得不到足夠的照顧，精神上
亦出現問題，或在思想上感到
壓力，或受環境限制，不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例如家長安排子
女學彈琴，但小朋友未必喜歡。」
在這方面，他承受的家庭壓力較
小，父母讓他做他喜歡的事，倒是
受「三三四」新學制的影響，他要學一
些音樂配合升學的要求。

　　對盈盈來說，她感受到一定的家庭
壓力，因為家人都希望她讀好書。去
年會考後，她到恆生商學書院升讀
預科，而她亦不負所望，参加兒童
議會及童夢同想後，不但功課沒受影
響，還學會把功課、學校活動 (如辯論
及童軍) 和兒童權利的工作排列優先次
序，並知道不能浪費時間。她說：「辛苦
是一定的，但卻是值得的！」

　　他倆的童夢又是甚麼呢？盈盈憶
述：「小時候多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希望
讀好書，照顧家人多些，認識多些朋友；加
入議會後，知道要從不同角度看問題，如今很希望有一份
專業工作，可有多些收入，除了養家外還可到世界各地幫
助人，又或可早點退休，然後做喜歡做的事，使更多小朋

友開心。」至於做甚麼工作呢？她想得很多：法律、新聞、
心理……還是讓她慢慢考慮吧！

　　沒想到選修物理和經濟、文質彬彬的Jason是航空愛
好者，當初受漂亮制服吸引，他參加了香港航空青年團，
奉獻了一半時間在團隊的活動。他說：「以前沒認真想過
將來從事甚麼工作，現在則有興趣在航空事業發展，如飛
機維修、機場控制塔等都是不錯的選擇！」

　　作為童夢同想的會員，18歲的盈盈今年是最後一年參
與，像其他大師兄師姐一樣，她將繼續留下，但將由主導
參與轉為從旁協助，為師弟師妹們提供意見，而這是她十
分樂意接受的安排。

　　今年，他們要完成一項很特別的工作，童夢同想會以
兒童的角度向聯合國直接提交報告，報導兒童權利公約在
香港實踐的情況。他們在去年9月已開始工作。盈盈向我
們展示了他們的部份成果— 厚厚一大叠英文版本的報告，
看罷實在令人咋舌，不禁由心底佩服這群年輕的「小朋
友」。

在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和童夢同想（Kids’ Dream）共用的辦事處內，我們訪問了童夢同想的兩位成員：活潑開朗的
盈盈和斯文淡定的 Jason。

　　 訪 問 期
間， 盈 盈 和
Jason都就兒童權
利在香港的實施情
況作較深層探討，且
看另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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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想童話 採訪：Wendy  Tomai / 撰文：Wendy

理想生活 ─ 加入Kids' Dream 前，Jason 不曾認真想過
將來的計劃；盈盈的理想比較簡單，但多從自己

的角度出發：做好學生，做乖女兒，快樂地生活。參加Kids’ 
Dream後，認識多了兒童的權利，Jason的理想生活是兒童能
發展他們自己喜歡的活動和興趣；盈盈則學會了從不同的角
度去思考問題，雖然良好的學習成績仍很重要，但已不是她
唯一的理想。她知道香港有五分之一的兒童屬「貧窮兒童」，
他們只夢想可以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盈盈不求做一個令
所有兒童都無憂無慮的「救世主」，只希望將來有穩定的工作
收入，讓她可以早點退休，有多點時間到各地去，盡自己的
能力使更多兒童可以開心地生活。

　　香港的兒童太辛苦了 ─ 從外地的交流活動中，盈盈
和Jason都體會到生活在香港很幸福，至少不用擔心天災人
禍，但這不等同香港的兒童不需要幫助，他們有的住板間
房、有的需拾紙皮維生、有的生長在單親家庭……香港仍
有不少兒童問題有待解決。 

　　另一方面，兒童權利中的參與權，是讓兒童有機會表
達自己的意見及其意見受到尊重。盈盈和Jason感到，香港
甚多家長都望子成龍，有些幼稚園學童的課餘時間，被各
樣有利考入名校的活動填滿，家長在安排活動前，有否讓
孩子表達自己的意願？ Jason認為應讓兒童在自己喜歡的活
動內發展，他本身熱愛運動而對音樂不感興趣，慶幸媽媽
從不逼他學樂器，因她明白若勉強兒子去學，他不會學得
好，反而浪費了金錢和時間。盈盈認為每個小朋友只有一

心流絮語	 撰文：嘉慧

「兒童都是獨立的個體，並非父母或政府的私有財產...」
這是Kids’ Dream的理念之一，相信這也是絕大部份
長腿叔叔義工的想法。但當我們綜觀香港以經濟主導
的環境，兒童的生存及成長需要，已加添了很多市場
經濟的銅臭味，在貧富懸殊差距冠全球的香港，草根
階層及殘障兒童的需要更被社會忽略。我們作為成年
人，很感激Kids’ Dream的成員，他們的工作提醒著
社會人士，兒童權利並不是的社會奢侈品，更不是鬧
著玩的遊戲，是一項嚴肅的議題。

但願每個人都能以童心看童事，張開耳朵聽童聲。

想更多了解Kids’ Dream的工作，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1.kidsdream.org.hk/index.html

童夢同想成員盈盈和 Jason

個童年，何不給予多點
玩耍時間，享受這寶貴
的成長階段，而且玩耍
是兒童應有的發展權，不
能失去。來日方長，日後
其他學習的機會多着呢﹗

　　香港的兒童的精神壓力
絕不比成人少。現在就讀中
六的盈盈，亦曾因壓力太大而
哭起來，身邊的同學太用功了，
逼使自己不得不努力。她在舊學制下學習，
覺得在「三三四」新學制中，學生雖可以選修多
元化的科目，但只有一次公開考試，現實是：考
試成績是很重要的，一次考試定生死。教育的根本理念
應該為教而教，不是為考試而教，這令她不期然感到心灰。

　　在Kids' Dream中成長 ─ Kids' Dream在二人心中佔
着很重要的地位。暑假期間要籌備Kids’ Dream周年活
動，是最忙碌的時段， Jason十寧可犧牲打羽毛球和調配
航空青年團活動的時間，把時間分配在Kids' Dream ﹔而
盈盈為了參與周年活動的工作，留在Kids' Dream的時間
亦比留在家裡多，她覺得只要自己感到開心，怎樣辛苦
怎樣忙都是值得的。不過，基於維持兒童在兒童議會和
Kids' Dream的參與權，盈盈和Jason在十八歲後，將會在
童夢同想這個兒童主導組織失去決策上的投票權。他倆期
望屆時可轉當顧問，繼續為Kids’ Dream效力，推廣香港
兒童權利的發展，讓更多香港人(包括兒童)知道這個有意
義和應受尊重的理念。

盈盈、Jason與長腿義工Wendy、杜薇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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