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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青少網絡簡介

青年發展國情教育
公民教育最新消息

和富青少網絡(WYN)是和富社會企業一個重要的學校合作平台，於2011年以試行形式推出，2012年正式
成立，旨在與全港中小學協作，讓教育工作者分享交流，並讓學生參與培訓，裝備自己，為成為「負責任
公民」打下基礎。

社會服務領袖培訓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7/18）
(由和富社會企業承辦)

承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推行及資助，新學年和富社會企業將繼續承辦「同根同心」- 香
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7/18)，為小四至中三學生提供交流學習經歷，加深他們對內
地的歷史文化、風俗特色、城鄉建設、經濟發展、自然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

現已接受報名！
詳情請瀏覽http://www.cyec.com.hk了解更多

行程 G10：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2天)

行程 G11：廣州的中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2天)

行程 G12：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2天)

行程 G13：梅州及河源的客家文化(3天)

行程 G15：廣州及珠三角的經濟發展(2天)

行程 G16A：肇慶的自然地貌及保育(2天)

行程 G16B：肇慶的自然地貌及保育(3天)

行程 G17：陽江的海上絲綢之路及開平的文物保育(3天)

行程 G2：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2天)

行程 G3：廣州的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2天)

行程 G4：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3天)

行程 G5：深圳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探索之旅(1天)

行程 G7A：佛山的嶺南文化 (1天) 

行程 G7B：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2天)

行程 G8：廣州孫中山事蹟及辛亥革命歷程探索之旅(2天)

行程 G9：東莞的規劃與科技發展(2天)

行程路線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5月19日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嘉許禮

「和富青少網絡」校長午餐會2017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合共有340名中小學生來自103間學校參加，透過多
個性質不同的主題貫穿學習、體驗、培訓及關懷服務等範疇。參加者於嘉許
禮中以個人的所得所感作交流及分享，而計劃中表現優異的20名參加者更從
當天活動的主禮嘉賓 － 時任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手上獲頒「和富香
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嘉許證書，以作表揚。

「和富青少網絡」校長午餐會2017由時任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太平
紳士主禮，並邀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
席馬時亨教授GBS太平紳士擔任分享嘉賓，以教育及管理為題，與在場超過
100位校長老師分享及交流。

2017年5月29日

「和富青少網絡」校長義工團 - 愛心派粽活動

適逢端午節前夕，「和富青少網絡」校長義工團到訪課餘托管中心派發粽子
及文具，與基層兒童及青少年分享節日氣氛，並關懷不同地區的兒童、為孩
子們打打氣！

「克盡己任‧樂承擔」



專題文章

「慕課」 - MOOC 來了，你準備好了嗎？

大家看過印度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沒有？要是有的話，大抵會對這一幕
留下印象；主角Rancho對向工學院中做打雜的小工說：「想上學，需要的
不是學費，而是一套校服，找間學校，溜進課堂就可以了」。在現實生活，
其實連制服都不必，只要透過網路上「慕課」提供的課程資源，就可以上哈
佛、清華等著名大學教授們的課，還不受時空限制。在大數據時代和開放式
電子學習環境下，「慕課」 - MOOC，已是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大趨勢。「
慕課」來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慕課」－ MOOC 令你「愛慕上課」
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
稱MOOC，一般譯作「慕課」，又作「磨課」；也就是透
過網路，把課程開放給大量線上使用者參與學習。教師以簡
短影片教學，輔以測驗及作業，安排學習互動，透過學習平
台，教師可掌握學習者的成效，課程一般都是不用付費的。

目前全球「慕課」平台以Coursera、edx和Udacity最有
名氣，其中Coursera是由史丹福大學創辦的、而edX是
由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共同創辦的，至於Udacity 
則由個別學者專家與知名企業如 Google、Facebook 等
合作，並著重在科技業的職前培訓。其中Coursera已經
為140所來自美洲、歐洲和亞洲的大學舉辦了1555個課
程，共160多萬學生註冊。

「慕課」於21世紀初首先在美、加興起，發展至今規模越來越完善、幅員也越來越
廣。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現在我們足不出戶，只要透過網上「慕課」，便可自由修
讀世界各頂尖大學的課程，真正打造出全新學習體驗，要你「愛慕上課」。

「慕課」最早出現在2008年，加拿大學者Bryan Alexander與Dave Cormier開設了一門「關聯論與關聯知識」（
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打開教室的門，只會看到25人在聽講，但實際上，同時有二千多人在網
路上修讀。2011年開始，史丹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以及哈佛大學，亦開始嘗試這樣的新式課堂。自此，各「慕課」
網路平台相繼創建，全球教育機構及相關產業更趨之若鶩。

Bryan Alexander Dave Cormier



覆蓋全球的「慕課」課程是費用全免
的；其線上教育模式，更設有手機安
卓版和蘋果版，讓人人都能享受到優
質教育資源。

香港 : 只開課不建平台
2013年6月，香港科技大學在Coursera平台首推全亞洲第一個「慕課」課程－「中
國的科學、科技與社會」，吸引約六成來自英、美、加的學生。2014年，Edx也在
科大開課。香港中文大學，接著於2013年9月也在Coursera開設第一門課－「人民
幣在國際貨幣體系的角色」，並陸續開辦「中國人文經典導讀」、「崑曲之美」等
課程，期望透過「慕課」推動教育均等和東西文化交流。香港除了開設課程外，並
沒有特別發展平台

內地：課程、平台如雨後春筍，廣受各界重視
在內地，「慕課」課程與平台的推展，除了教育部的「在線教育研
究中心」外，許多著名大學如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都設有專
門負責「慕課」的單位。另外，還有多家大型的「慕課」網站，其
中「中國大學MOOC」目前共有700多個課程，涵蓋56所大學，非
學校機構如微軟亞洲研究院也在此提供課程。除了上課，老師也會
參與論壇解答學生的疑惑及批改作業，課程也是完全免費。

內地政府大力支持，並直接資助「慕課」的發展；積極鼓勵各大學
創建MOOC平台，開發課程，為教育開拓新領域。

台灣：政府、業界共同促進「慕課」學習
在台灣，由政府及業界共同集資，成立了「資訊工業策進會」，又發展了
proera和 sharecourse等平台。此外，台灣地區教育部又推出「磨課師計
劃」以配合「慕課」學習的推動。雖然台灣地區各校都在推動「慕課」，然
而媒體的焦點總是停在台灣大學身上，比較難看到其他學校推動「慕課」的
理念與執行方式。

「磨課師」一詞代表「以磨石為基、千錘百鍊；以課程為本、因才施教；以
教師為尊、學用共榮」，希望能促成全民終身學習、與國際接軌、營造優質
華文學習環境。以上為台灣地區各大學舉辦的「磨課師計劃」課程。

兩岸三地的「慕課」
2012年，是「慕課」元年、是MOOC大爆發的一年，紐約時報稱這一年叫為「The 
Year of MOOC」；「慕課」率先在美加發軔，亞洲則到了2013年才開始沸騰。但不到
1年，Coursera即指出學生成長最快的就是華語人口，面對這麼龐大的需求，兩岸三地
有不同的應對之道。

其中的發展，以內地的成長最為快速；這是因為除了得到政府大力的支持外，龐大使用
者還帶來的教育願景、國際競爭力與無限商機，吸引了不同背景人士積極投入「慕課」
事業。



愈來愈多人從「慕課」取得學位
現在多數的現在多數的「慕課」除了免費課程外，也開放讓學生可以付費考試，憑借著線上作業與考試分數，發給學分
証書，預料將會有愈來愈多的線上學位。當然目前線上學習才剛起步，許多人會有懷疑，例如作弊問題，學分認定困難
，作業抄襲等。不過這些問題很快會被科技進步所解決，例如Coursera 和edX都有「線上監考」來解決這個考試作弊與
學分認定問題。

大幅增進社會的公平性
有公平的受教育權，才會有健康的社會階層流動。「慕課」將大幅促進原本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權，讓有意願有熱心的
學生，能接觸到全世界最好的老師與課程教材，回到公平的起跑點上競爭。

傳統學位文憑的價值漸漸降低
名校公開課程的快速普及，讓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在線上學習同樣的課程。今年是《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
這齣電影上映二十周年，片中主角 －數學天才Will對哈佛大學生說：「你花父母的15萬美元唸哈佛學到的東西，跟我在
圖書館花1.5元的的遲還圖書罰款，學到的不都是一樣嗎？」今天MOOC的出現，大幅提昇了這個可能性。 你真正學到
了什麼，遠比你拿到手的學位文憑證明還重要。

高度擁抱「慕課」的大學聲望提高
當一位教授的堂課有十萬人一起上的時候，他上課所帶來的影響力是傳統的幾百倍。大學若在「慕課」提供最好的老師
與最好的課程，那麼自然也會吸引到最多、最主動的學生前來，而且老師在大量學生的回饋下教學相長，跟著學生們一
起成長，這所大學也自然擁有更高的聲望。

明星講師、教學型教授的地位與重要性大增
因為「慕課」，所有的上課方式都公開，讓老師們有良性的壓力與動力去增進課程的有效性，大大提昇了教學型老師的
地位與影響力。

世界是平的
這波大型公開課程的學習革命在這幾年大幅成長，而這股趨勢已經形成而且不會再回頭；而這股趨勢所帶來的許多影響
，更加速了之前很紅的一句話 「世界是平的」。

去註冊一堂免費的「慕課」開放課程吧
在知識型經濟社會與超快速變化時代，我們得抱持著終生學習的態度，保持主動求知的熱情與活力，好好善用與擁抱這
一波的學習變革。這是個很好的時機重新省視自己過去的所學與現在所累積的經驗，是否可以繼續因應未來的需求及挑
戰。 而且這一波革命也帶給我們可以學習新領域與進修的機會。找個時間給自己一個新的機會，去註冊一堂免費的開放
課程吧。

讓自己「愛慕上課」
「慕課」的出現  革新了高等教育的觀念。此前因爲經濟，地域，文化等因素所限，而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現在有機
會接受優質的高等教育了。「慕課」讓學生按個別進度和興趣修讀世界級大學提供的優質課程，無分國界，因材施教，
為普及優質教育帶來新突破。相較於傳統學校教育，慕課更強調學習的主動性，讓自己「愛慕上課」。

「慕課」大規模開放課程的趨勢

結語

「慕課」強調學習的主動性，
讓自己「愛慕上課」。



文章分享

作者

藍志偉校長,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委員。聖公會基樂小學校長。

有關「慕課」－MOOC的教學資訊，請鍵入以下網頁觀看：

1. Coursera：
http://www.coursera.org

2. edX：
 http://www.edx.org

3. Udacity：
https://www.udacity.com

4. Khan Academy：
http://www.khanacademy.org

5. 三大MOOC 巨頭：Coursera 、Udacity 、edX 的比較：
http://www.owstartup.com/2014/05/30/coursera-edx-udacity-review/

6. 中國大學MOOC：
http://www.icourse163.org

7. 磨課師入門說明：
http://funidea.shu.edu.tw/group/show/id/185/sn/1/mode/0/page/1

8. 與全球十萬人作同學：談MOOC現況及其發展：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

9. Proctoru － take your exam at home：
https://www.proctoru.com/students/

作者

蘇銳鴻先生，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前副校長，現職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兼任講師。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致力推動國史

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現任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委員。

有教無類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有教無類」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教育，沒有等級、地域等等區別」。這種崇

高的教育理想，至今仍為教育工作者所認同；先進的國家都推行強迫義務教育，目的就是要保証每一位適齡學習的兒童，

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然而，推行強迫義務教育這項措施，只能為「有教無類」提供最基本的條件，要落實「有教無類」的

理想，還要有其他的措施和方法配合，「因材施教」就是其中一項必需的措施。「教」是要有效的「學」才會產生意義；

要令學生有「有效的學習」，教材和課程，甚至是學制，就必須配合學生個別的特性、需要、興趣和程度。假若沒有以上

的種種的配合，「有教無類」的「教」對部份學生來說便會是完全沒有意義，而「無類」也只是虛有其表。

　近年來教育局積極推行教育改革，強調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為「有教無類」指示了正

確的方向。而作為教會學校，「有教無類」更實踐了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節中「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的教導。「讓小

孩子到我這裡來」不但包含了「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既為他們提供全面的照顧，亦給與他們個別的關懷，更重要的是

它包含了第六育，即靈育的培訓，因為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節中，基督是這樣說的︰「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

他們，天國的子民正是像他們這樣的人」；所以我們除了「因材施教」外，更要培育孩子們的靈性，使他們不但繼續保有

「天國子民」的特質，更要讓他們把「天國子民」的特質表現出來，成為別人的學習榜樣，正如提摩太前書四章十二節所

記載︰「別讓人小看你年輕。無論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和純潔各方面，都要作信徒的榜樣。」

　我深信教育界的同工，無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會以身教以及實質的行為，去實踐「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的「有

教無類」理念，為我們的孩子提供六育的培養，全面的照顧，個別的關懷，也就是提供最完美的教育，使他們建立「樂於

學習」的態度，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並且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和純潔各方面都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



作者

詹漢銘校長,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委員。

現為中西區校長聯會主席、香港島校長聯會副主席、

小一入學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校伙伴計劃諮詢委員會主席。

　月前有一位家長疑因不滿學校處罰其兒子，在與校長會面期間，情緒激動，持刀威脅校長。事件發生後，校長即時作

出反應，疏散全校學生及暗中報警，並通知教育局等；這一系列反應，校長能不慌不忙，即時有條不紊下決定，我十分

欣賞，他的決定能使校長們有所警惕。

　事後，我卻從報章中看到在校方發出通告，婉轉告知家長學校發生有關事件，有家長責怪校方隱瞞，認為校方做法不

適當，擔心學生的個人安全等等，我看到批評後，有點替該名校長及涉事學生感到不值和難過。

     

　每位校長都必定把學生的安全放在首位，如有陌生人進入校園，校方必有相應措施，以免發生危險。但家長進入校園

與校長或老師見面，校方一般也會歡迎，如家長在面見過程中有過激行為，無論老師或校長的人生安全其實也是沒有任

何保障的。過往亦曾發生類似事件，只是程度較輕。今次事件無疑使人感到害怕，擔心學生安全當然是人之常情，可是

在責怪校方未能詳細交代具體情況前，家長有否為校長能即時反應，疏散全校人員，保障各人安全，而感謝校長能臨危

不亂，以學生及教職員的人生安全為首要？同時是否有一刻擔心校長當時的情況？校長一方面要作出反應，一方面要面

對該名持刀的家長，情況如何危急，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有家長認為校方的通告有隱瞞事實之嫌，我從另一角度去看，事情已發生，校方當然要交由有關部門跟進

，亦應告知家長和學生，與此同時，校方亦要保護該家長的小朋友，以免他在學校面對更大的壓力，造成更大的傷害。

莫非校方要把有關情況詳細告知所有學生和家長？這樣做，對事件之處理有幫助嗎？相反，可能對該家長及其子女帶來

更大的傷害。從經驗所得，我估計該家長可能只是一時衝動，情緒較為激動，採用了一個非常非常錯誤的方法。她現在

已要面對十分嚴重的後果，如再加以傷害，甚或使其子女面對更大壓力，後果可能是我們不想亦不願看到的。校方在處

理有關情況時，除了要向全校師生交代有關事件這一考慮外，另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就是學生的心理狀況，這不單是該

名涉事家長的學生，更需考慮其他學生的情況，校方要從中找出平衡點，要關懷學校的每一位持份者，這樣才能做好學

校的工作，要慎中又慎，用較婉轉的方式來處理是合情合理的。

     

　當然，每件事情都可以有改善的地方，我相信，事後該位校長必會仔細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但從各方面的報導中，

沒人表示對該校長甚至該學生的關心，只是批評，香港是否已沒有了同理心？我個人對此十分有意見，問責固然重要，

今天誰不是活在大光燈下？誰也不能獨善其身，可是在問責前、在批評前，我們有否關心別人的情況？有否設身處地為

對方設想？只是一股腦兒的批評是沒用的，正如很多家長也會問為何他們的小朋友只懂經常投訴或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一

樣，只有多點關心和支持，社會才會變得更好，只有我們成年人以身作則，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在一個更理想的環境下長

大。

問責與關懷



活動預告

WYN 聯絡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26 樓（和富青少網絡秘書處）

電話：3651 5333 　　 　電郵：wyn@wse.hk 　　　網頁：www.wse.hk/wyn

關愛 尊重包容 負責 誠信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7/18

「愛自己‧愛家人‧愛香港‧愛國家」為本計劃之主題，計劃主
要透過五項性質不同的主題貫穿學習、體驗、培訓及關懷服
務等範疇， 讓參加者能以不同角色深入認識主題。計劃以中
學生及高小學生為主要對象，透過配合學校通識科課程，讓
參加同學從多元化的活動，增加對德育及公民教育等方面的
認識。

計劃的另一特點是強調「嘉許」的理念，藉著嘉許的正面作
用，進一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和發揮創意，並與活動的推展
環環相扣，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出席計劃中所有活動，從而將
「負責任公民」的理念推而廣之。

和富全人發展校本資助計劃2017 - 2018

為更有效推行全人發展，和富青少網絡學校須根據WYN每
年的主題，自行設計並於校內舉辦以五大範疇（青年發展、
公民教育、國情教育、領袖培訓、社會服務）相關之活動。
如學校申請「和富全人發展校本資助計劃」，每間學校最高
資助額為港幣3,000元，並最少舉行兩項活動，每項活動的
參與人數不能少於40人。

校長義工團 - 「愛心送暖行動2017」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愛心送暖行動」過去得到各體育團體、學校、機構的熱心參
與，組織成千多名義工團隊為獨居長者及低收入家庭送上關懷及溫暖。
 
一如以往，今年秋冬將前往香港多區探訪2,500名獨居長者，使他們得到溫暖。活
動將於本年11月12日（星期日）舉行，歡迎和富青少網絡學校校長及親友一同參
與這個充滿意義的活動，加入是次的義工隊伍探訪不同家庭，身體力行為有需要人
士獻上關懷。

活動宣傳及接受報名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

活動宣傳及接受報名

2017 年 9 月至 12 月

活動宣傳及接受報名

2017 年 8 月至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