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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會的信 02

��的巴�基⾦會的朋友們和⽀�者們:

     在�往發展的基礎上���許�⼈的犧牲貢��我們很⾼興�告�⼤家�基
⾦會的每⼀�⾏動路綫在�去的⼀年中都�得了重⼤�展�

     在�思�得的�展��其中⼀個明確的主題是合作和相互⽀���個主題在
不同的�間中�不同的表�⽅式�在�國學校��在項⽬�期間�不同年�的學

⽣在�師的⽀�下組成⼩組�制定�研�和開展���環境�關的項⽬����

⼀���除了瞭�具�的環境挑戰並採�⾏動應對��挑戰��學⽣們�培�了

���合作和�⼒協�的�⼒�

        在初中�段��論是�國學校�是其��學校�⾨培�中學�我們都�受
⿎��看到學⽣們參�“�德賦�項⽬”�幫助�們�⼩組的形式�討�德原則�
並討論�何促�社會的改��

另⼀個合作�域是家⻑和�國學校之間的合作���家⻑和學校之間的�繫越來

越緊密��的合作�會�出現了�包括⼀群家⻑在�學校���發�的校服回收

項⽬�除了�决具��求��該項⽬�促�了不同年�學⽣的⽗⺟們建⽴友誼�

培�共同⽬�的意識�

基⾦會�很⾼興��會��⾨其�學校的�師和�理⼈員合作��討基本原則�

���何應⽤��原則來應對共同的挑戰�

我們希���在�下來的⾴⾯中�讀到更��關��發展的�訊�我們�⼀��

往���各位的信�和⽀��並期��各位繼續携⼿合作�爲�⾨的物質和�神

�步貢�⼒量�

巴�基⾦會



介紹

巴�基⾦會是�牟利和�政府�構��⼒�擁�相�理�的個⼈��構

和組織合作�共同為�⾨社�的物質��神�步作出貢��我們的⼯作

重點是學��何發展�實���項⽬�改�組織框��促�年�⼈的�

��放和⾃主成⻑�使�們成為積�的社會參�者�

項⽬�域

正規��

�國學校為�⾨六百�個學⽣提供幼兒⾄⾼中���學校提供的課��

學��謹性和整合發展學⽣的品格�智⼒為主����

�少年和�年的�德賦�

�德賦�項⽬�在�本����構合作和發揮�年志願者的才���放

⼗⼆⾄⼗五歲的�少年的����使�們�為社會發展作出貢��

INTRODUCTION AND PROGRAMMATIC  AREAS介紹和項⽬�域 03



�師培訓

�國學校�續��中⼼�本����構合作���學�����⾏動和

�思的���⽀��師�⼒改��們的��和�學⼯作�

早期兒童��

「�珍」早期兒童��課�在�國學校和�域�不同的�構應⽤�課�

為三歲幼兒�⼼整合三年的���智⼒和�神���

介紹和項⽬�域 04



��框�

⼈�的發展⽅向是物質和�神雙重��的�球⽂明 

每個⼈都��利和義�參�到物質和�神��的社會建設中

除了提供物�和服��發展項⽬的⽬���提升個⼈��構和社

�參�社會發展的�⼒

��效的發展項⽬應當��於⼀個�度的�圍�並且伴���⼒

的提升�步�展其�疇並增加其���度

發展⾏動應當源⾃參�⼈群和�構本�的理�和期�

����應當在⼀個允許不同�點被理性檢視�不斷��理�並

允許�宜⾏動路線被�擇的�圍中開展

⼯作應在⼀個學��式下�⾏�在不斷�思中�結經驗�克服挑

戰並改�⽅式和⽅法

在⼈�⼀�性�⼈的⾼貴性��正�男�平�根本原則的��下

⼯作

巴�基⾦會所�的⼯作在⼀個⾄關重�的��框�下展開�它其中的

�素包�了對相關現實的信��價值��⽅式��徑��⼀框���

我們對它的理�都��⼀個⾏動��思���和學�的��不斷完�

和不斷加強� 

�下是�⼀框�的部��素�

CONCEPTUAL FRAMEWORK��框� 05



�國學校 06

 「⼈�的�⾼�求是合作和互惠�⼈�⼈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繫越緊密�⼈�
建設性的⼒量��其在各個層⾯的活動成就就會越⼤�」

我們從上⾯的話語中�����已在�國學校�⾏了�年的項⽬��其⽬的是

幫助學⽣們發展�們的�⼒�爲了共同的⽬�和��⼀�⼯作�並�具�的⽅

式�⽤所學的知識�爲社會的改�做出貢��

�年項⽬�的��主題是環境��和可�續發展�每個年�的項⽬主題和�明

�下�

��⼩學的項⽬�學�合作

⼩學⼀年�:   我們的�擇可�續發展或傷�我們的星球

同學們利⽤回收材���了⼀個完�互動的嘉年���們��在整個嘉年�的

重��點張貼海報來���少�重�利⽤和回收的重�性���參加嘉年�的

⼈們在游�中�⾏�學⽣們在每場游�開��都强�了海報的重點�容���

了可�續實踐的重�性�在課堂上�學⽣們瞭�到�球上�限的�源��費對

我們星球的影響�並因�受到�發��享我們爲��應該改變��們爲⾃⼰設

計的游��到⾃豪�並�於��⼈⼀�玩游����於�享⾃⼰所學到的知

識�

⼩學⼆年�:⼈�對⽣物的⽣存�影響

學⽣們�建了當��息�的�型�其中包括在那裡發現的⽣物�在課堂上�同學們瞭

�了⽣物的�求�⼈�對世界各���⾨的�息�的影響���我們�何��和維�

�球上的⽣命�學⽣們參�了當�受��的紅樹林�息�和����研�動物種�和

它們的�求����學⽣們使⽤各種材�在協作團隊中�建�們的�型�學⽣們��

⼀種�的責��和�們對當�的環境��⽣活在那裡的動物朋友的關��開了那裡�

� 國 學  校



⼩學三年��⼈們使⽤⼯�⼯�去思考�計劃和設

計�⾜⼈��求的建�

學⽣們使⽤⼯�設計��來設計和建��合�⾨��

的�影響設計建��學⽣們學�了�去和現在的建�

材����現代設計師們�何�可�續性和功�性融

��們的設計當中�學⽣們根��們的研��建建�

物�並對它們�⾏測試�再對結果�⾏�思�

⼩學四年�:社��責���⼈⼈受益的�障��間

學⽣們的重點是爲�⾨�樣�的⼈⼝��可⽤和��

⾏的�間�學⽣們��展������給政府�關發

信函�⽅式�制定了回收未使⽤⼟�的計劃����

福當�社���們思考不同�求的⼈�何在�⾨⽣

活�����⼈或被限制在輪椅上的⼈�何使⽤社交

�間�學⽣們�採訪了街上的居⺠��收��們�爲

對�共�間重�的信息�學⽣們�研�了世界各�完

�的�共�間的�點������們的�終設計�

⼩學五年�: ⼈��責��重和維��們所⽣活和拜
訪的社��環境

學⽣�先�了⽣�旅游�型�再�建⽣�旅游村�

型��們研�了世界各�的⽂章�找到了可�續旅游

�式的�⼦�並討論相關�式在�⾨推⾏的�況�學

⽣們��思了�們所�的各種社會制度�從個⼈到家

庭�社�到整個世界����學⽣們��索了爲��

旅游�應同�在經濟和社會上為所�⼈負責��們很

興奮�利⽤�們的發現來���們的�終設計�



�結

�年項⽬�的共同主題是變⾰��性和社會責��不僅項⽬本�是�意義的和激

�的�⽽且其��更使年輕⼈發展了各種�⼒和屬性�其中包括��和合作��

�知識���性��决問題�並爲更⼤的⽬�做出積�的貢�����⼒和學�

對�們���息�變的世界⾄關重����現實世界的問題�助於學⽣們看到學

�的相關性�同學們和�師們都表�希�����更��項⽬��樣的活動�



�年�國學校應屆��⽣再�在�格的國�⽂憑課�中�得100%的成功率�繼⼆○⼆○年五⽉學
校�⽣�⾨�⼀位⽂憑��狀元��年在該��榜上再增添⼀���⽣�得了��45��同��
學校��下了��學⽣�續�年�得百�百合格的紀��學⽣的平�成績為三⼗���⽽�球平

�成績為三⼗⼆������三�之⼀的學⽣�得了 40 ��上的成績���成績是在�球疫��
�的社會形�下�得的�是學⽣勤奮�毅⼒和�性的證明�同��是�師�家⻑和整個學校社�

的奉�和共同�⼒的證明� 我們祝�學校的��⽣繼續�得成功��同�們在⾼���中�⼒�
求�神和智⼒上的卓越�

�國學校 09

�求卓越–  
2 0 2 2  �國� I B國�⽂憑佳績



�年來家⻑和學校之間的�繫越來越緊密��年來�家⻑和學校之間��樣的互動

⽅式�包括讀書會�⼯作坊和志願服����⼀項在2021年開�的校服回收計劃�
家校合作關�更加提升了�

⾸先由⼀群家⻑提出⼀個交��校服的平臺的想法�家⻑們�為�項提議對環境友

����益於學校社��學校欣�同意⽀援�經�家⻑和學校�員的協��⼤家同

意了⼀個收�和�發回收校服的�單計劃�並�定�果經���試驗�學校社�的

�應是��的��個計劃�繼續�⾏�

學校發�告��所�家⻑和學⽣�⽤�的校服�贈給回收活動�來⾃不同年�和不

同��的⼀�家⻑�在⼀�⽀��個⾏動�包括�其�家⻑�享�訊�⿎�參�和

整理收�的校服� 

�⼀�的活動在2021年6⽉和8⽉�在�學年開�之��⾏� ���在寒�和��開
���家⻑們提議�⼀步回收校服� 

�⼈�奮的是�讀書會�回收計劃和其�項⽬提供了�間讓不同��和年�的⽗⺟

��在⼀��增�友誼；�樣�家⻑不僅�在�們孩⼦的��事�上更��屬��

更�共同為�學校的發展作出貢�和�使命��

�國學校 10

家⻑�⼿合作�為學校社�做貢�



�德賦�項⽬ 11

�德賦�項⽬

�國學校

�德賦�項⽬⾃2007年在�國學校開展⾄��已經根��年來的學�經驗發
展到⽬�被稱為「3+2年」的⽅法�式� 學⽣於⼩學六年�⾄中學⼆年�的
三年�作為�少年參�在�德賦�項⽬中���在初三�⾏⼀年的強�培訓

�準��們在中四����少年組的激�者��都是學⽣在參�該計劃的五

年中�得的�步�⽽��跨�別的活動都由經�專⾨培訓的�師團隊提供⽀

�� 事實證明��是在學校�實�該項⽬的可�續⽅式�同��可�發揮年
輕⼈的�⼒來幫助�少年�⾏�意義的對話�克服挑戰和�索為社�服�的

�會�

「團結之光��
強⼤�⾜�照�
整個�球 」



�德賦�項⽬ 12

�德賦�項⽬的主�⽬的在於�放�少年的智⼒和�神⼒量�引��們為⼈�

服�� 該項⽬試�幫助參加者培�並應⽤團結的⼒量�學��何團結⼀��
協�和⾏動�使年輕⼈��相互⽀��克服挑戰�為社會�步做出貢��

儘�該�域的學���於早期�段�但已�⼀�正⾯的跡�表明��德賦�項

⽬正在幫助學⽣學��何�⽤團結的⼒量� ⼀項��可�在2021 年對 48 �
⼩六學⽣�⾏的��在線�思問卷中找到�該���討了�們對��參��德

賦�項⽬所學知識的看法�

從學⽣們的�思中�析出其⼀個話題是��們�為參��德賦�項⽬�助於�

們發展��⼈合作的�⼒�� 80%（48 ⼈中的 38 ⼈）的學⽣們都�別評論
了在該�⼒上的�步�

�下是部�學⽣的評論�

"激�者們�是讓我們�⾏⼩組活動和討論�使我們在⼀個⼩組中
更加團結���幫助我�更�楚�表�⾃⼰�"

"我現在可�更���享意⾒和合作�"

"�����我現�可��更�⼈互動�"

"即使�們不是你的朋友�你仍�抱��朋友合作的�度�繼⽽更
��合作�"

"每當我�隊友合作���論�們是否我的朋友�我都會平��對�
�們並�重�們的想法�"

"我們的激�者會�問題和討論去我們“訓練”我們的⼤�思維� 我�為我在
��討論中在表�⾃⼰的想法�意⾒和��⽅⾯都�了�步�"

“我可�幫助社�中更�的⼈�”

"關於合作�我發現在�⾏團隊��的������顛��但��⽽⾔�我
覺得在��⼈合作⽅⾯��步�"

"我在��⼈合作��可��定事�⽽不會�到問題�"

"��我從來沒��會表�⾃⼰�但現在我可�很容易�向別⼈表�
我的�受�"

“當我��⼈�享我的想法��我不會那��尬�⽽且我可�和⼤��同學
⼀�⼯作�”



巴�基⾦會⾃ 2007 年���⾨培�中學合作推⾏�德賦�課��在 2021-2022
學年�43 ��少年參加了培�中學的�德賦�課�� 在當�⼤學⽣��激�者
的�況下�我們看到學⽣在⼩組學�和討論中的參�度更⾼� 激�者的參�增
加了對課堂中��的討論和理����我們�何在⽇常⽣活中做出明智的�定並

�成�思的�慣� ����參�者對�享�們的想法產⽣了更⼤的信⼼�並且
在⾯對困難的�況�更�可�堅�下去�

在語⾔發展⽅⾯�課堂中��⼀�活動幫助參�者發展�們的表��⼒和�⼤的

詞彙量� 尤其��⼩組討論去幫助學⽣使⽤所學的詞彙和練��語對話��⼀
年�在課堂中�⾏了������⾓⾊�演�活動�學⽣�應積�� 激�者在
��少年們⼀�學�課⽂的同��幫助�少年思考�⾨的現實和�們的⽣活�提

⾼�們的思考�⼒�並�思⾃⼰的�⼒和所�求的⽬�� 結果發現�課�中的
材�幫助學⽣意識到社會中的挑戰�並思考�何�建設性�做出回應�

�⾨培�中學

⼤學⽣志願者培訓

2021 年期間��旅�學院的三�學⽣在線�⾏了兩�培訓課��向參�者介紹
了在�德賦�項⽬計劃中��激�者的�會� 培訓�容包括學�和討論《激揚
朝�》的⽂本摘��參�者的�應積��且三位學⽣都積�協助上�的培�中學

活動�

�德賦�項⽬ 13



�德賦�項⽬ 14

��師和學校的合作

�本��師的�德賦�⼯作坊

巴�基⾦會於 2021 年 9 ⽉和 2021 年 10 ⽉�兩�本�中學�師�辦了⼀個
為期六�的⼯作坊�⼯作坊的⽬的是開��索研��少年�德賦�的框��並

�討了包括��春期早期視為��希�⽽�危�的�期的重�性�瞭�影響�

⾨�少年的建設性和破壞性的社會⼒量���的作⽤�雙重�德⽬的���何

幫助學⽣參��意義的�德��並參�為社�服��

��對學⽣和�師的演講

2021 年 12 ⽉�我們在培�中學就���相關的�意義的主題�享了兩�演
講�約 100 �中六學⽣參加了�⼀�講座��討了⽣活的⽬的和��的真正
來源�⼀主題�⼤約  80 ��師參加了�⼆場講座�主題為 “��給予的⽣
活”�並試�協助�師幫助學⽣在疫�的�況下�得�的⽣活視⾓�

⼩學⾏政⼈員培訓⼯作坊

2022年3⽉�應培�中學�校⻑的���對培�中學的20�⼩學部�理⼈員�
⾏了為期三�的��詢和規劃為主的學校�理⼈員培訓�⼯作坊�參�式⽅式

�⾏�為參�者提供了⼀個�會�討論�效協�和��的原則����何��

���轉�為學��式中的�⼀⾏動�學員們��付諸實踐�並�同事�享�

們在⼯作坊中學到的東西�



�國學校�續��中⼼

�國學校�續��中⼼ (CCE)提供��課���在促�社�福祉和�師發展�

專�發展

�去⼀年��續��中⼼專注於為�師提供⼀��專�發展⼯作坊�⼯作坊�

討�何�各種��原則應⽤於�學�驗���師在促�更�泛社�福祉⽅⾯的

作⽤�共�約 9 位�師參加了��⼯作坊����CCE�巴�基⾦會和校�其
�個⼈合作�圍繞合作�競爭�科技和紀律的�當使⽤�主題展開了⼀��索

性的⼯作�希����間的推����和其��域的學���變得更加��

��並且���引越來越�的⼈參����域�

�國學校�續��中⼼ 15

暑期活動

�往年⼀樣��續��中⼼於2021年7⽉中旬⾄8⽉中旬為�⾨中⼩學⽣�辦暑期活
動�暑期活動是為了響應�⾨家⻑對孩⼦�⾏�意義的��活動的願��暑期課⻑包

括��在�的各種⽅式幫助學⽣加強�語語⾔�⼒的活動�課��別強�培�各個年

�段的學⽣的�神品質�

�年共�來⾃�⾨不同學校的196�學⽣參加�其中⼩學⽣165⼈�中學⽣31⼈�學
⽣們得到了18��師和15�助�的⽀��其中包括中四和中五學⽣���國學校的校
友�我們���所�為�年暑期活動的成功做出貢�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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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告

註�: 上⾯��的未經�計的財�報表所紀�的巴�基⾦會的財政年度為
          2021年1⽉1⽇⾄2021年12⽉31⽇ 

註�: 上⾯��的未經�計的財�報表所紀�的�國學校的財政年度為 
          2021年8⽉31⽇⾄ 2022年7⽉31⽇



從個人、公司和各資助機構獲得的資金支持一直推動著巴迪基金會為物質和

精神進步做出貢獻。假如 閣下有意為我們提供資金支援的可以通過以下幾種
方式進行： 

�⾨ 
澳門幣資金捐贈銀行賬戶︰ 
賬戶名稱:  
銀行:                       (大豐銀行) 
賬號: 

 

國� 
國際資金捐贈銀行賬戶︰ 
賬戶名稱:  
賬號:  
收款銀行: 
銀行地址:  
銀行代碼

 
請您發電郵至                                         ，以便跟進您的捐款情況。

2021年，巴迪基金會的項目獲得了來自以下機構的慷慨資助，在此表示誠
摯地感謝！

Badi Foundation

Tai Fung Bank

213-1-00067-7

Badi Foundation

713-7-00941-7

Tai Fung Bank Ltd., Macau

418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cao, Macau, China
 (SWIFT)︰ TFBLMOMX

admin@badi-foundation.org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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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巴�基⾦會

�⾨�別⾏政�氹仔���街�國學校⼤�

�話: +853 2884-1257
Fax: +853 2870-1724

��: admin@badi-foundation.org
�⾴: www.badi-foundation.org

(華理德)
(霍金梅)

(艾美琪)
(蘇娜·法里德–阿巴博)

(勝利)

(霍金梅)
(勝利)

(吳威克)

巴迪基金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非營

利慈善組織條例註冊成立，基於澳門的行政法律，基

金會的管理體系包含了管委會（職能相當於董事會）

和理事會。董事會由在發展、教育、法律、商業和金

融等領域有著豐富經驗的成員組成，  負責監督整個基
金會的發展方向和相關政策並確保基金會有最高程度

的誠信和責任感。 

理事會成員由基金會的高級管理團隊成員組成，以確

保基金會的項目和活動在董事會的指導下穩步推進。

董事會和理事會的成員都不支取任何薪酬。在董事會

和理事會共同監督整個基金會的運作，基金會的澳門

聯國學校由校長與行政團隊與學校諮詢委員會磋商下

管理運作。

Mr. Bijan Farid 
Mrs. Candy Fok Sayers 
Mrs. Sheedvash Amirkia Farid 
Dr. Sona Farid-Arbab 
Mr. Victor Ali 

Mrs. Candy Fok Sayers 
Mr. Victor Ali 
Mr. Vivek Vasudevan Nair

董事會︰

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