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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青少網絡簡介
和富青少網絡(WYN)是和富社會企業一個重要的青
年發展項目，於2011年以試行形式推出，2012年正
式成立，旨在與全港中小學合作，為學校提供協作
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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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超過130間中小學加入成為網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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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嘉許禮作為「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8/19」整項計劃的總結，而計劃中表現優異的參加者
於典禮上獲頒嘉許證書，以示表揚。當天邀得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彭韻僖律師為活動主禮，
及前女主播、資深跨媒體人洪綺敏女士與在場400位同學及嘉賓分享傳媒工作和社會責任，寄
望新一屆「十優公民大使」能繼續擔當「負責任公民」，將正面的態度及價值觀傳開去。

2019年3月16日：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嘉許禮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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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新一屆「十優公民大使」與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顧問蘇銳鴻先生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流，
分享學習過程的實況和感受，互相討論公民教育與生命教育在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研
究日後栽培更多身心發展均衡的負責任公民的工作方向。

2019年3月29日：「十優公民大使」發展交流會

和富青少網絡學校校長到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與助理院長孔繁毅教授見面及對談，深
入了解大學課程及其教育模式，並探討價值教育及社會責任的學與教。同日參觀醫學院的解
剖實驗室、護理臨床技能及模擬培訓中心、中醫臨床技能培訓中心、藥劑實習中心等。

2019年4月11日：和富青少網絡 — 參觀香港大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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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新一屆「十優公民大使」各中小學代表濟濟一堂，為日後的發展定下方向。大使們踴
躍發言，除分享了各自的心得外，並以「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神
」、「誠信」和「關愛」等核心價值，作為推動公民教育及服務社群的方向。

非常感謝各位校長、老師、各界專業人士及團隊工作人員在籌備、推動、面試及嘉許禮所付
出的努力，使本計劃得以圓滿成功。

在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與鼓勵，使參與計劃的同學獲益良多之餘，更令他們的努力和成果得
到肯定。衷心感謝大家，並請積極參與下年度的獎勵計劃，從而加強彼此之間的連繫及促進
學生的全人發展。

以下是校長及大使代表們的分享文章，請細心欣賞！

作者
蘇銳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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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委員會顧問。

還沒參加和富傑出公民計劃前，我做什麼事情也總是退退縮縮的，就是怕失敗。參加計
劃後，我學會了放開自己，嘗試跟其他人融、溝通。我漸漸投入各種活動，其中宿營活
動讓我印象最深刻。機構安排的活動都考起了我們，不過經過全組一起思考後，我們也
獲獎了。

頒獎禮那天，當司儀公布我的名字，我還真愣了一愣，但頓時又感到無比興奮呢！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鄒文臻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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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次由「和富青少年網絡」舉辦的「傑出公民獎勵計劃」中，令我學會了怎樣做一
位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令我體會到每一位公民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活動中，我不但增
強了生活方面的自理，還結交了很多良友。其中，在探訪老人院的活動中，我明白到照
顧老人家是不可忽略的，是一項重任，因為他們曾付出自己的半生去照顧你。

在日後的日子裏，我會做好一位對社會有貢獻和承擔的公民，與社會一起進步。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黃培麟

大家好！我是蔣衛錡，來自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的五年級學生。很榮幸獲得這個
獎項，在這次計劃中，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探訪老人院和領袖訓練營。在藍田頌恩老人
院中，我發現香港的老人設備非常不完善，加上服務質素差，是不是應多點關心他們和
增加社會設施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呢？其次在領袖訓練營中，我明白到團體精神和合
作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發現香港每年的廢物棄置量很多，藉着這項環保活動，我們
充分地運用了不同廢物做出不同環保的產品。由此可見，作為十大傑出公民的我不但有
義務，亦有權力向政府提出多方面的建議來改善社會的不足。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透過
參與不同的社區活動來充實自己，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回饋社會。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蔣衛錡

首先我要感謝和富青少年網絡舉辦一連串的活動給我們，讓我們可以有一個愉快的學習
經歷。在今次的活動當中，我獲益良多。我學懂了如何成為一名負責任的傑出公民，也
同時學會了很多關於尊重、包容、關愛、負責等價值的重要性。

接着，我要感謝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因為你們，我才會有機會參加這個活動，才有機
會能奪得這個獎項。所以，我要感謝老師和校長對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及支持。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和家人。謝謝你們一直在活動期間一直在我身邊陪伴我，支持
我，我才能夠堅持到現在。

再次感謝和富青少網絡頒這個獎給我， 也感謝在這個活動裹一直支持和陪伴我的人。我
一定會努力履行公民的責任， 將尊重、包容、關愛、負責等價值傳遍到社會的每一個角
落。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陳巧怡

十優大使分享



首先，我很感謝和富青少網絡舉辦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和非常榮幸獲選為和富香港學
生十優公民大使。

我很開心能夠透過參加一連串豐富的活動，獲得不同的體驗。我在參加領袖訓練營時認
識不同學校的朋友和如何和別人合作、出席不同的講座學習控制情緒和壓力的方法及從
探訪老人院中學會關懷長者。

總括來說，我在參加這個計劃中獲益良多。

香港潮商學校 楊子浩

每一次，當看到家中的獎座時，最吸引我的目光，還是那一顆金星星。在我眾多獎座中
閃爍着，像散發出一種自信，一種榮譽。

回憶當天，在頒獎台呼到我的姓名時，我真是多麼的雀躍，高興!當我捧起那一顆金星星
時，頓覺得有多麼的成就感，那種喜悅真是無可取代的，但同時又覺很有壓力。

但當我想到各位主任，和富人員及評審老師們願意將這星星獎座頒發給我，願意給我信
任，和頒贈我為十優大使的職務。因此，我定會擔當此重任，不會令大家失望。

在現今社會中人們對尊重，關愛，負責，包容和環保的精神，未必人人能做得到。但我
相信「只要有恆心，鐵柱可磨成針」。只要我和其他十優大使的合作推廣品格教育，一
定能改善。

我這一篇文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自己的感受之言。 謝謝!

真鐸學校 鍾子茵

「最後一位，「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十優公民大使」的同學是陳智鴻。」當我聽到嘉
賓宣讀我的名字時，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議，更多的是喜悅。因為我成功了，經過大半年
的學習、經歷和磨練，我終於成為了十優公民大使！

在這裏，我想多謝一直支持我、鼓勵我、給予我機會的人，沒有您們便沒有我今天美滿
的成就，謝謝您們！首先，我想多謝主辦機構:「和富社會企業」多謝您們給予我機會參
加一個這樣的計劃，這個計劃不但令我增廣見聞，並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我還在這裏見
證了真誠的友誼，令我的生活變得更充實。接着，我想多謝本校負責此計劃的老師-譚主
任，謝謝您推薦我參加這個計劃，如果當初沒有您的推薦，恐怕現在成為十優公民大使
的不會是我。除此之外，您還常常提醒我活動的時間，幫助我聯絡秘書處調動時間，真
的十分感謝您！最後，我想多謝我的父母，多謝您們常常帶我進出活動場地，卻一句埋
怨的說話也沒有說，還常常在身邊鼓勵我不要放棄，不要半途而廢，謝謝您們這大半年
來的陪伴和時間上的付出，真的辛苦您們了！

成為了十優公民大使之一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榮耀。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
一份責任，多幫助我們身邊的人，關心社會。在未來的日子裏，我還期望能與其他十優
公民大使進行更多的交流和參加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

荃灣官立小學 陳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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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第一次參加和富社會企業主辦的開幕禮，我既緊張又興奮。之後所參與的一些講
座，講者所講的內容，跟我們中、小學生所面對的問題一樣，聽了之後，令我獲益良多
，將來如果遇到問題的時候，我便更有信心勇敢面對。

我最深刻的活動是公民領袖訓練營，因為我能親身體驗和學習到關於環保的知識，又能
跟同學一起互相合作，融洽相處，令我體會深刻。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陳蒨渝

大家好，我係來自嘉諾撒小學的蔡家軒，在此地我要再一次多謝所有主辦機構。 

得到呢個獎我感到十分榮幸，我好感謝我嘅老師。如果不是他們推介我，我也沒法擁有
這個獎，因此我非常感謝老師們。我不會辜負眾多的老師們，我會繼續實踐好傑出公民
的本分，教導其他同學如何實踐公民的責任。再次多謝所有的主辦機構令我有機會拿到
這個十分重要的獎。

嘉諾撒小學 蔡家軒

作為一個香港公民，究竟有甚麼責任呢？其實我一直都不了解，直至我參加了和富的傑
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才有了答案，通過不同人分享他們過往的經歷，我明白到公民價
值的重要性，透過拜訪，令我更加貼切地明白到社會不同人的需要，學習成為一個良好
公民，我會多關心社會時事，參加多些社區服務等等，我深信只要大家都踏出一小步，
這個社區會變得更美好。

屯門官立中學 譚綽敏

距離嘉許禮完結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但計劃裏的活動依然歷歷在目。最喜歡的一個活
動是「完美又燦爛地老去」講座，除了講座的知識，亦多了對自己的反省。人，總會有
生老病死的一天。不停地成長，亦是不停地衰老。既然如此，我們並需厭倦或害怕老去
，應該讓自己的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完美而燦爛，直至死亡。

作為一名公民大使，我必盡我所能，將我在計劃裏所學的，都宣揚給身邊的人，竭力完
成和富所托，以生命影響生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陳穎妍

十優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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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能拿到這個十優公民大使獎，非常感謝學校介紹這個活動給我和主辦機構提
供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讓我們學習跟交流。我承諾在今后會擔任好十優公民大使一職，努
力承擔公民責任並把從這個活動中學到的知識傳授給身邊人。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林樂晴

不知不覺已經參加了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講座、訓練營以及探訪
老人院，讓我身體力行，有親身閱歷 。 當中我最喜歡的活動當然是訓練營 ，與其他學
校的中小學生互動，寓學習於遊戲，讓我十分投入，不亦樂乎。然而最深刻的卻是一次
「擁抱缺憾，活出精彩」的講座。當中講者自己原來是一位殘疾人士，表面上與普通人
一般無異，但其實她的聽力比較弱。講座說的是「共融」的概念，由相關講者帶出訊息
更具說服力與感染力。的確，社會上的設施都是設計予大眾使用，故我們常常忽略了一
些傷殘人士的需要。社會有不同人士，但我認為不論是其他種族、年齡，也可和洽相處
，亦可互相幫助。我相信事在人為，大家也可出一分力關注社會有需要人士。活動除了
培養與提升自己的公民素養，也令我得以把經驗去分享予其他人， 向身邊的同學宣導四
個核心公民價值:包容、關愛、尊重、負責任， 並了解公民身份。我認為青少年正是對於
自我身份迷茫的時期，在家裏、在學校、在社會，我們會有不同的角色身份，如學生、
姐姐、哥哥等，但原來即使是一位小學生，身為社會的一員，我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身
份--公民，附帶着對於社會的權利與義務，連繫到對於社會的責任。很高興參加了是次
計劃，而身為一個傑出公民大使，我會以身作則，並努力向成為一個負責任公民的目標
進發。

將軍澳官立中學 孫瑩熲

在這五個多月的過程中，我搞懂了一個以前只會在書本中聽過的概念，何謂「公民」。
要成為負責任的公民，涵蓋「尊重、包容、關愛、負責、環保」。在公民領袖訓練營中
，每一個人都有其角色，有人負責領導，有人負責實踐，正如在社會中，要學會尊重他
人意見，包容不同聲音。在此套用天與地的一句名言：「和諧不是一百個人在說同一番
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說話的同時，又互相尊重。」另外，我亦學會了主
動溝通，若果每一個人只要收獲而不懂付出，結果只會是一塌胡塗。已去世美國前總統
甘迺迪講過「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身為
一個公民，理應如此。

將軍澳官立中學 蔡潤鋒

我是來自聖嘉勒女書院的袁采穎。經過是次計畫，我無疑是獲益良多的，令我比以前更
踴躍地去參加義工活動，運用尊重、關愛、負責、包容四大原則回饋社會。

孔子說過：「君子求諸己」，我會繼續嚴格要求自己，和履行公民大使的責任。謝謝。

聖嘉勒女書院 袁采穎

十優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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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可以成為中學組十優其中一名。我完成活動後我發現自己增進了不少，無論是
個人的自信，還是个人思想的方向，人際關係方面上都得到了不少的啟發和意見，我也
覺得自己十分幸運地能帶著這些啟發去更加接觸和認識身為一名公民的意識。在認識公
民的責任後我會更加可以注意到自己應負的義務，和一份服務他人的心。例如從講座中
我得知其實我們生活中忽略了太多人，許多人有不同的障礙但往往被我們忽略。我希望
以後我會是一個能注意到細節的人去瞭解他人的需要並以行動儘量去幫助。我最深刻的
活動便是宿營，我本來十分擔心會不會和其他人很難交流，後來發現活動的大家十分友
善會互相幫助，也會接納不同的意見,所以活動期間便很快就可以認識彼此並收穫了不少
的友誼。這個活動帶給我的不止是身為一位公民的概念也同時是我的突破，一次次的走
出自我圈子去接觸不同事物。我也會以公民大使這個角色宣揚公民意識給身邊的人之外
，也更希望可以做好自己為不同的角落添加正能量。

嘉諾撒培德書院 何愷婷

大家好，我是楊芷明，來自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很榮幸獲選為十優學生公民大使
。首先，很感激和富企業為我們精心策劃了這個精彩又具意義的計畫。同時很感謝陪伴
我參與活動的同學，相信我們都從計畫中學會反思並增值自我。最後，希望大家作為一
個公民大使可以把公民意識宣揚給身邊的人，謝謝。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楊芷明

我非常高興能拿到這個十優公民大使獎，非常感謝學校介紹這個活動給我和主辦機構提
供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讓我們學習跟交流。我承諾在今后會擔任好十優公民大使一職，努
力承擔公民責任並把從這個活動中學到的知識傳授給身邊人。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林洛瑜

十優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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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去年十月十三日我有幸出席和富社會企業主辦的「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啟動禮」，見證本年計劃
的開展，同時聽到去年「十優傑出公民學生」的分享，實在覺得計劃相當有意義。

「十優傑出公民學生」活動有感

對一群青少年來說，從實踐中汲取知識是相當重要的，正所謂「讀萬
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就說明了親身體驗的重要性。記得當天同學
們年在分享環節上，說得頭頭是道，感染著台下的參加者之餘，亦讓
我們一眾成年人覺得今時今日的青少年真是有理想和熱誠呢！

啟動禮後，參加者須要參與一連串密集的學習活動，包括﹕公民領袖
訓練營、多個專題講座、環保工作坊和多次社區探訪活動等。內容相
當豐富充實，有動有靜，每人都要身體力行，各展所長。他們為此計
劃所付出的努力和時間，真是不可低估。

在各項活動完成後，緊接而來的，便是評審時間了。在本年二月，
我獲邀協助「十優傑出公民學生面試」評選工作，可以直接與參加
者見面交流，了解他們在本屆活動中的得著，最重要的是從中聽取
他們的感覺和看法。他們當中有中學生和小學生，每人對環保、專
題講座和探訪長者等的得著各有不同，亦同時各有各精彩。雖然參
加者位位年紀小小，但他們的觀點和理解各有不同，大部分參加者
都能自信地與其他人分享和討論，殊不簡單，引證了整個活動為他
們帶來了不少寶貴人生經驗，實在令人欣慰。

緊張的時刻來臨了，在本年三月十六日傑出公民嘉許典禮中終於宣佈本屆「十優傑出公民學生」花
落誰家了，獲獎同學既緊張又興奮，其他同場參加者均為他們打氣鼓勵，場面好不熱鬧。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加這項精彩和緊湊的青少年活動，感覺相當新鮮，更感受到主辦單位非常用心地
為社會未來棟樑籌劃有意義活動，為培養良好公民而努力。參加者亦能積極參與，相信就算未能在
本年獲取終極獎項的，在這豐富和多元化的活動中，一定已有很大收穫。期望下一屆會有更多年青
人參與，從中獲得更多在課堂以外學到的不同寶貴經驗，在成長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作者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陳詠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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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作為校長，我們常常會出席不同的典禮，最近參加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頒獎典禮，印象深刻，

感受良多。隨著時代進步，無論家庭、學校、社區及國家，越來越重視新一代年輕人公民素質的培養

。這次參加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看到學生們由啟動禮、訓練營、專題講座、工作坊到社區探訪，

透過一系列計劃，讓學生從活動中、從社區裏、從生活上學習如何成為良好公民，認識如何實踐公民

責任，建立公民素質例如：自尊、自信、成就感、積極生活態度、關懷社會、愛護環境等，實在非常

有意思，可以說是學生人生裡寶貴的一課。

喜見有公民素質的年輕人

進入頒獎典禮禮堂，看見參加頒獎典禮的同學們都主動

、開朗、有禮、熱情、專注的參加整個典禮所有環節；

從他們的態度、眼神以及說話的表達，見到他們對人的

尊重以及對自己的信心，引證他們在一系列的訓練之中

，確立了良佳的公民素質以及可貴的人生價值態度。而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主講嘉賓的分享，洪綺敏女士透

過她職場的生涯規劃體驗，讓我們能從不同角度更加了

解傳媒行業與民生的息息相關；而更加重要的，是作為

傳媒工作者，她對真相的追求，對良知及正義感的堅持

，而及對社會時事的觸覺，都是同學們十分值得學效的

榜樣。

至於獲得十優公民獎項的得獎同學，他們小小年紀，無論小學生或中學生，都能在不足幾分鐘的時間

內便構思好一篇致謝的講詞，即場演繹發揮他們的獲獎感受，年紀雖小但志向卻大，具備靈敏的思考

力及謙虛的態度，假以年日，他們必成為我們明日社會的棟樑，如何好好栽培這些學生的成長，是我

們為人父母，為人師表努力的方向。而令人感動的，是同學們不會因為得獎而驕傲，他們在台上感謝

曾經與他們一起並肩參與計劃的好同學，而台下同學亦報以滿足的笑容、熱烈的掌聲以及欣賞的眼神

，充分體現互敬互愛的精神。這種對生命的欣賞，勝不驕敗不餒的態度，不正正是這個世代講求和而

不同的最重要的公民素質嗎？

當很多人認為這一代年青人喜歡沉迷電玩，缺乏抗逆能力，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的時候，有一個這樣

有良心的組織，為社會未來主人翁，栽培他們人性中可貴的素質；有一批這樣的同學，願意學習及實

踐人文社會中寶貴的公民責任，我們因此能相信，我們的下一代的確會比我們更加傑出；我們的新世

代社會，的確有機會比現在發展得更好。衷心盼望這美好的承傳會一直延續下去，造福一代一代的學

生。

作者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林玉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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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本年度「和富青少網絡」校長午餐會將於5月20日舉行，並邀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
茵女士擔任主禮嘉賓、經濟日報副社長兼研究部主管石鏡泉先生擔任分享嘉賓，探討香港
教育、青年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並與一眾教育工作者分享及交流。

2019年5月20日（一）：

「和富青少網絡」校長午餐會2019

「和富青少網絡」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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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將有更多活動，請留意和富青少網絡網頁：www.wse.hk/wyn

為了解大灣區的發展及感受內地創科企業對國家的影響及帶來的機遇，和富社會企業將安
排帶領中小學校到深圳、廣州參觀企業，及進行遙控無人機體驗。

「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學習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