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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又是一年一度JUPAS及各大專院校的報名時間，不少中六同學都會為此感到惆悵。相比昔日，今日

年青一族的升學門路比我們多，同樣，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也好像比我們多。沒有選擇固然痛苦，但

太多選擇卻又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究竟怎樣的路才是最適合自己，相信我今天也難給同學確

切的答案。然而，除了知識，我覺得世上有一件寶物是我們一身受用，我很想藉着今次的機會送給

所有年青人，甚至是所有人，也希望大家會珍而重之，視它為我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東西-----那

就是「尊重」。

在今日的社會裏，我們很多時候只會看到自己的需要，甚至視一切我所擁有的東西為理所當然的。

例如父母對我們的養育、師長對我們的栽培、升學或晉升的機會……。當一切都被大家視作「理所

當然」的時候，我們很難尊重其他個體的需要；有些人更不惜用盡畢生的精力去爭取自己所需。當

結果未能如願的時候，更容易產生仇視和怨恨，苦了自己也苦了人。本來爭取自己的利益是沒有甚

麼不妥，但當我們為了一己的利益而不擇手段，犧牲其他人來達到一己的私慾，那問題便會很大，

不但損害他人，嚴重的更會危及社會。

學會尊重會令你有很大的得著，甚至超出你的預期。當你學會尊重，你會明白身邊人的需要，在成

長的過程中多了一份體諒，少了一份怨恨；當你學會尊重，你會獲得更多人的尊重，在人生路途中

得到更多知心朋友，讓你的人生變得多姿多彩。當你學會尊重，你會看到長輩、前輩對你的提攜，

你將來獲得的學習機會會更多和更精彩；當你學會尊重，你會看到父母、師長對你的付出，你更感

受到充滿「愛」的人生。既然「尊重」能帶給你那麼多好處，為甚麼你不把「尊重」付諸實踐呢？

不論種族、職業、崗位、性別的人都有不同的考慮，大家都會抱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真理是愈辯

愈明，但不是爭吵或強辭奪理，能和而不同，找出共識才是真正的智慧。各位，我們可能是從沒有

機會認識的，但肯定的是我們都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不論活在東西南北的不同地方，又或是在這細

小的城巿裏，彼此多一點尊重和接納，便會多一份體諒，也會多一份關心。但願在風雨飄搖的日子

裏，大家的胸襟可以廣闊一點，容納不同人的聲音，唯有愛才能化解一切仇怨，讓世界活現真、善

、美！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召集人  嘉諾撒培德書院校長

黃少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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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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間中小學加入成為網絡學校。

年度主題：共建快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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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和富社會企業 — 參觀雅虎香港  2019年6月19日

和富青少網絡組織一班校長到訪雅虎香港總部，由YAHOO代表分享電子媒體最新發展及公司管理文

化，並參觀開放式辦公室及網絡電視的數碼錄影廠，感受其舒適開放的工作文化及鼓勵創意的氣氛

。校長們透過這次專業發展活動都有所得著，有助加強校內教學同行政管理。

「和富十優公民大使同學會」暑期參觀活動：
漁港文化深度體驗遊  2019年8月18日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由2012年開始舉辦，至今已有近140位十優公民大使誕生。為凝聚各屆得獎

同學及豐富他們學習經歷，本會正式成立「和富十優公民大使同學會」，並組織一次暑期參觀活動

，到訪法定古蹟及歷史建築、進行漁民工藝工作坊及舢舨導賞遊，以近距離了解本地歷史及漁港文

化。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啟動禮  2019年10月12日

第八屆「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以「共建快樂社會」為題，透過多元化的學習及實踐活動以提高

中小學生的積極性，並增加他們對德育和公民教育的認識和了解，加強服務社會的經驗，為未來成

為「負責任的公民」打下堅實的根基。400位參加者聚首一堂參加本年度的啟動禮，象徵計劃正式

開始，並期望參加者在未來一年將對公民責任有更深認識。



最新消息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 公民領袖訓練營
2019年10月19-20日及11月9-10日

公民領袖訓練營是「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兩日一夜的訓練營利用

歷奇訓練、團體合作遊戲、反思會及分享會等活動，將公民責任及領袖特質的重點呈現於參加者面

前，希望參加者能學以致用。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亦到場支持，為參加同學打氣。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 專題講座：
尊重平等，有禮有品  2019年11月30日

活於同一社區，無論於日常生活或網上言行都必須尊重及平等地對待他人。本年度「傑出公民學生

獎勵計劃」再次邀得平等機會委員會代表，為一眾參加者分享尊重平等訊息，並加深同學了解更多

網絡欺凌有關議題，從多個角度認識公民責任及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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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TEM到STEAM，這個「A」是什麼？

STEM教育

STEM教育的理念早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於美國出現，美國政府希望藉著STEM教育培育科技人才，提

升國民的科學素養，並維持科技及經濟在全球領先的優勢。2006年，美國總統布殊在其國情咨文中

提及如何提升美國競爭力計劃，他認為培育更多具STEM素養的人才，才是美國領先全球競爭力的關

鍵所在。

專題文章

STEM教育即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四個

範疇的縮寫。STEM教育於過去二十年內日益受重視，

成為全球教育焦點，並逐漸遍及至英國、中國、法國

、南韓，以及台灣等國家和地區。STEM有別於傳統的

科目，除著重跨學科知識外，特別注意培訓學生的邏

輯思維、解難能力、創新技能的應用、協作能力和創

意力等能力，令學生能應對未來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

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教育概念，最先源自美國。）

在教育現場來說，香港過往的教學模式也是側重於學科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在擴展思維開發，以及

學術知識在不同領域實際應用能力培養等方面，則較少著墨。及至2015及2016年的《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梁振英開始提及強化STEM的教育工作。教育局指出推動 STEM 教育是「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下的一個發展重點，旨在裝備學生，讓他們具備應有的知識、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並

能有效地終身學習，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至於推動STEM教育的主導原則必須為：「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學習經歷」、「就不同目的、

意見和興趣取得平衡」、「建基於現有優勢」，以及「持續的發展過程」。

很明顯，STEM 教育十分強調「動手做」（hands-on）、「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專

題取向的教學」（project-based）、「與他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以及「自

我實現」（learning to be），藉此培養孩子內在的綜合能力，包括：「探究能力」、「批判思考

能力」、「創意思考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

（在香港現行課程中，STEM 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推動。
自2015 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教育局已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
和學習活動，並增加撥款和加強師資培訓，讓中小學生充分發揮創意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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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TEM到STEAM，這個「A」是什麼？

STEAM教育

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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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STEAM這一個新興詞彙，是從STEM這股熱潮引發

的討論與反彈，教育界認為藝術的價值與科技技術同

等重要，偏重於科學技術無法達到全人教育的目標。

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院長Maede指出，「藝術創作過程中特有的創造力、

解決問題、靈活思維和用於承擔責任，是STEM教育的

鑰匙，唯有STEM與Arts融合才能整體提升全面素質與

競爭」。於是STEAM + Arts = STEAM 的教育理念逐漸興起與發展。

「A」在STEAM的意義：

在知識的洪流中，ARTS本身就與「人文」（Humanities）有強烈的關聯。人文學科匯集歷史、哲學

、文學，而ARTS之所以能引起共鳴，人文的底蘊的影響不容忽視。許多源自歷史、詩歌、哲學、文

化、習俗的靈感，都是透過藝術的媒介與形式來探索社會議題，而展現人文關懷的情操的例子更比

比皆是。

「A 」除「人文」(Humanities) 原素外，還具有「美感的素養」(Aesthetic Literacy) 、「大藝

術視角(Big Arts) 、「藝術性詮」(Artistic Interpretation) 、「設計性思」(Design Think-

ing) 和「視覺化過」(Visualization) 等理念 。

未來的STEAM教育不是知識集結，而是習慣養成與創造技能，使學生能夠解決跨學科界限的、複雜

的系統問題。

從 STEM、STEAM，到STREAM

近年來，面對STEAM的蓬勃發展，也有教育學者認為這個

理念不足以代表全面性的學習，必須另尋管道來彌補更多

的教育缺口，於是有了加個「R」的STREAM。可是基於校

本所需，因此對「R」也有各自的詮釋，「R」可以是閱讀

（Reading）、寫作（Writing）、研究（Research），甚

至是宗教（Religon）。

你的STEM教育，又會是怎樣演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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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於社會動亂時勢的角色―被動或主動？

看見近幾個月的社會抗爭運動變化，年輕人由之前的「和理非」方式示威，演變成近日的「勇武」

抗爭，當中更有多人因違法而被捕1。有個別激進者，甚至將仇恨帶到與他們政見不同的人士，隨

時用「私了」2方式解決問題，許多人更因此而受傷或被拘。另一方面，警方人員因長期受壓及處

於高危狀態，加上在現場頻頻受到示威者的挑釁，個別人員更懷疑有失控及失智現象3；而且有關

運動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淡化或終止跡象，勇武參加者更有年輕化的趨勢。

委員分享

6

今天，部分鬥爭更轉移到學校戰場，有人破壞公物、藐視紀律、

挑戰校長與老師權威、恐嚇及逼脅異見同學，情況令人憂慮！由

開學至今，有人在校內集結、罷課、舉辦人鍊、叫口號、唱革命

歌曲、設連儂牆、到處塗鴉，更有個別校外人士和校友到場聲援

示威行動，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學校老師大多不願或公然和

學生正面衝突，盡量展示關愛、包容或息事寧人，務求盡快平息

事件，回復正常面貌。今天學校管理所遇到的張力和壓力之大，

前所未見！

看見社會運動日漸激烈，學校都不敢就事件表態，以免觸動學生的情緒。因此甚麼也不做，也不敢

禁止或阻止學生出外參加示威，不斷讓步，甚至對某些學生激進行為更是置若罔聞。最近一項有關

學校在國慶活動及國情教育的調查更4顯示，受近期社會氣氛影響，今年普遍學校慶祝國慶活動明

顯減少。當中有約一成半學校未有舉辦慶祝國慶活動，有約五分之一學校計劃減少內地交流考察團

…問題如何解決？有甚麼出路？

歸根究柢，在動盪的社會氣氛下去進行正規的學校教育是有難度的。因為許多學者(例如Asmal, 

2001; De Klerk & Rens, 2003; Smith & Montgomery, 1997) 都相信，預早在學生成長時期，多播

放正向教育的種子，或進行有計劃的品德教育去塑造學生的品格，會有助有關國家或地區政府去管

治。英國因連串恐襲、汽車炸彈等事件後，重新提出要重視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美

國在多次校園暴力及社會槍擊事件後，也把品格教育放在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上。北愛、南非亦因

社會動盪和校園欺凌事件經常發生，亦在21世紀初時，大力推動價值及品德教育(Value and Moral 

Education) (Klerk & Rens, 2003)。

Klerk & Rens (2003; 368-369)曾就南非的教育失效歸因，相信對香港未

來重建社會秩序不無有效的啟示，他們認為：

“The absence of discipline in schools, self-discipline among learners and 
educators, as well as the overemphasis of individual rights, are causing 
negativity in schools because good quality education cannot take place … 
The absence of internalised values based on a specific life-view perspec-
tive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discipline problems... Any 
attempt, therefore, to address discipline problems will have to start with 

the instilling of values based on specific life-view perspectives in schools.”

1  截至11月4日的警方公布數字，由2019年6月9日至10月31日，因示威被捕人數已達3007人
2  11月11日一位異見人士被黑衣示威者縱火燒至全身4成或以上皮膚灼傷，隨時有生命危險
3  有個案使用實彈震壓射傷示威者，有個案駕駛電單車衝入示威者人群，懷疑已臨失控邊緣
4 教聯會10月向全港學校發問卷，2周內收204個回覆，中學教師佔66個，小學教師有78個，幼稚園有60個。調查問及學校近期的國情教

育活動有否減少，20%受訪學校指減少國情教育的相關活動，其中有43%減少升旗禮，近30%學校減少締結姊妹學校，21%表示減少唱國歌。



德育於社會動亂時勢的角色―被動或主動？

為甚麼今天學校的價值教育推行，竟在一個社會運動的衝擊下便潰不成軍？既然學校已為學生早早

播種了品德教育或價值教育的種子，但為甚麼？香港的社會的街頭示威演變成暴力抗爭、破壞行為

，仍然可以如此容易便走進校園，而且越演越烈、越趨年輕化？甚至並無遏止趨勢？

筆者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答案去說怎樣做才能糾正這個社會亂象，但如何令校園變成一個學生樂學

、互相尊重、包容和充滿感恩的地方，建立一個永續的、融洽有序的關愛校園，筆者認為起步點可

以是把品格塑造的歷程帶進學校，為學生提供充裕空間，逐步建構學生的價值觀由認知到感知，再

轉化為行動實踐正確的品德行為，協助他們建立個人的抱負，利他利己的美好人生。

委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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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2000年教改的文獻中，要在學校推行德育或價值教育已

說了多年。根據鍾明倫等(2018)於《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的

文章5指出，「價值教育」的概念首次出現於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0年印發的諮詢文件6，文件建議教師透過「生活事件設計

價值教育課程」7教育學生。2002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也提出香港需要培養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正面的價

值觀8，也具體指出學校教育應培育五項價值觀，包括：「國

民身份認同」、「責任感」、「尊重他人」、「堅毅」和「

承擔精神」9。

再說，Jim Collins (2009)認為，今天的社會現象和組織失效有關，而其錯敗

原因在於焦點判斷錯誤，忽略了最核心的工作。學校教育的核心工作是學生的

品德成長、正確的價值觀建立，德與才皆需兼備；而導引學生取得有關學習成

果的當然是專業教師的因素，當中包括教師的身教言教、教學質素、教師領導

效能、師生關係、教學期望和整體教學專業社群的道德修養水平等。請反思，

我們能否成為孩子心目中的典範良師呢？因禍亂而被逼執行品德教育，還是我

們主動地、有計劃地從小為學生播種品德教育的種子好呢？各位教育界朋友，

我們可否攜手重建校園，為塑造學生健全良好品格而一起努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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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校長參與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聖誕派對，包括協助遊戲進行、製作薑餅

人及派發聖誕禮物予學生，讓大家都可以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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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官立中學 孫瑩熲

今年八月暑假，我慶幸有機會參加和富主辨的漁港文化深度體遊，讓我有機會到香港仔珍寶碼頭，

甚至參加香港仔避風塘舢舨導賞遊，迎着清風，欣賞美景。第一次登上舢舨，心情是興奮的，成為

我人生一個難忘的經驗，亦是我最喜歡的活動。再者，除了參觀保祐風調雨順及出海平安的水月宫

和洪聖古廟，織藤籃工作坊更讓我親手編織漁民生活用的籃子，用紙簡單向他們學習編織方法，讓

我更了解漁民的生活，受益匪浅。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楊子浩

大家好！我是楊子浩。我很高興在剛過去的暑假參加了和富十優公民大使同學會的參觀活動「漁港

文化深度體驗遊」。當天，我和其他十優公民大使一起參觀南區的蒲窩、參加織籃工作坊、坐舢板

船遊覽南區和參觀洪聖古廟和水月宮，透過這些精采的活動，讓我增進了不少對南區歷史文化的認

識。最後，我非常感謝和富青少網絡舉辦這次活動給我們參加，亦期待將來有更多活動讓我能夠和

其他十優公民大使一同交流和學習。



一眾校長參與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聖誕派對，包括協助遊戲進行、製作薑餅

人及派發聖誕禮物予學生，讓大家都可以一同分享節日的喜悅。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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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 探訪活動訓練工作坊

活動是「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一系列活動的其中一項，為1月份的「關愛社區」探訪活

動做好準備。參加者將在資深社工的教導下，深入了解有關探訪長者的注意事項，並學習與長者相

處的相關知識及技巧，藉此可以豐富同學對長者的認識。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關愛社區」探訪活動

經過探訪訓練工作坊後，這項探訪活動為參加者提供實踐的機會，一眾參加者將分成多個小組於長

者護理院、社區中心或復康中心進行探訪活動，希望可以為長者帶來關懷與溫暖。我們期望透過是

次活動讓參加者能坐言起行關心社會及關愛身邊的人和事，成為一個負責任公民奠定基礎。

「和富青少網絡」校長義工團：
參與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聖誕派對

適逢冬至及聖誕假期，校長義工團將參與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聖誕派對，以探訪未能到學校上

課的學生，一同迎接及分享節日的喜悅；藉此鼓勵康復中的同學盡快適應新環境，以助銜接學校課

程。

未來將有更多活動，請留意和富青少網絡網頁：www.wse.hk/w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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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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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