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富青少網絡」通訊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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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小時候，常常聽到師長們教導我們「一年之計在於春」；做了

老師後便變成了「一年之計在九月」，因為所有學年的計劃都在九月開始。春天也好

，九月也好，人總要有目標；短期也好，長期也好，有目標才會有方向。懂駕車的人

一定明白，縱使我們知道目的地，一旦不知方向，最終會耗費很多時間才能到達目的

地。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大可以使用導航系統，但大家有沒有想到我們身上也有這

個無形的導航系統？父母的規勸、師長的教導、朋友的鼓勵都可變成我們的導航，當

然我們身上的導航較為複雜，有時會接收了錯誤及混亂的訊息，如何令這導航發揮所

長？那唯有時刻三省吾身、多閱讀、多學習，把多一點正能量輸入到我們的導航系統

裏，系統便能運作正常，要發揮更大的功效，更在乎我們的努力和堅持。在此，我祝

願各位在新一年找到更新更準的人生導航，在未來一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主席 黃少玲校長

/ 年度主題：環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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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一個以培育中、小學生成為「負責任公民」為目標的全方位計劃，內容包括多元化的學習及
實踐活動，以增加參加者對德育和公民教育的認識和了解。本年度共有約500位來自127間中
小學的參加者，經過面試後，最終選出404位同學。

2018-2019年：「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8/19」

入選者於「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8」開幕禮上宣誓，承諾
緊守尊重、關愛、包容等核心價值，並致力推動環保

近400名同學出席「公民領袖訓練營」，同學投入地
參與每一項活動。

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舉辦的愛心送暖行動已順利舉行，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的一眾校
長身體力行將溫暖送給居住於何文田的獨居長者。

2018年11月11日： 「校長義工團」－愛心送暖行動2018

專題講座讓同學學習「與壓力共舞」、
以及了解傷健共融的理念

探訪護老院讓學生將關愛化成行動，從
而帶出尊重與包容，關愛社群的訊息

各位校長精神抖擻地預備出發! 校長們的溫暖行動令長者都感到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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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正向教育是應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於學校環境中，並協助學生個人邁向完滿。

正向教育源自正向心理學。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沙利文Seligman教授，首先從事心理發展如何幫助
人獲得快樂及有意義人生的研究，並提出人生具備及可以培養的6種美德及24種品格優勢。隨後澳
洲的吉朗文法學校Geelong Grammar School將之發展成為「正向教育」。

正向教育鼓勵學生與別人建立良好關係、增加積極情緒、提升個人抗逆力，並透過靜觀訓練加強專
注力，以及培養良好健康的生活態度。致力提升個人身心靈健康，從而使生命活得更美滿豐盛。

目前，香港已有不少學校透過一系列技能訓練及課程，將正向心理學的概念融入課程之中。

正向教育的實踐與應用

「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每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獲得最好的教育。不少家長深信「贏在起
跑線」，於是把幼兒起跑時間愈推愈早。香港經濟日報曾報導有家長為讓孩子享有升學優勢，剛滿
一歲便報讀法語班；書展亦已成為「起跑場」，有家長讓兩歲兒子提早認字而購買世界地圖；也有
家長查詢兩歲半可否報讀圍棋班；場內的泳會提供拯溺班課程，宣稱年僅8歲已可參加。

香港經濟日報2016/07/20

可歎的是，由於只把眼光集中在孩子的學術成就，往往忽視了對孩子的品德培育，致使一些良好品
德如誠實、守信、尊重、禮貌、勤奮、責任、公正、關愛等重要的品格，隨著歲月而給掩埋了。孩
子成長後，社會隨而充斥著高分低能、負面情緒，一切自以為是的社會棟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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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北宋王安石記述一個叫做方仲永的孩子，天資聰慧但是後天沒有得到悉心
栽培，以致他的天賦完全消失，和普通人沒有甚麼兩樣了，最終「泯然眾
人矣」。方仲永的故事，說明了後天教育的重要。孔子認為，做人應做到
四點，一是「志於道」，即有高遠的理想；二是「據於德」，即以高尚的
德行為根據；三是「依於仁」，即加強內在的修養；四是「游於藝」，即
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廣博知識。現今社會教育資源日益豐富
，孩子可以得到的學習機會太多了，但是如何讓他們能夠主動學習，能夠
擁有良好品格，才是父母及學校首要考慮的問題。

教育界深感現世代的社會，學習環境太過複雜和競爭激烈，學生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如沮喪、焦慮、
無助和無望感覺等。輕則影響學習心情動機，重則影響精神健康及個人成長，甚至放棄生命。教導
中學生如何「正向思考」至為重要，如學生自小培養出正向思維模式和品格優勢，有助紓解和減輕
他們的壓力。

近年，許多學校已將正向教育融入學校課程及活動之中，教導學生讓學習愛、勇敢、仁慈、樂觀、
感恩、自控、寬恕、合作、誠實、責任感和創造力等品格 ; 從而加強學生的正向思維訓練及增強抗
逆力。研究結果亦顯示，這些正向教育課程及活動能有效降低學生的焦慮和抑鬱症狀，增加他們的
快樂感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教育局、不少教育機構及大專院校亦以不同形式，向老師和家長推廣正向教育理念，以提升
他們的正向管教能力和技巧。其實老師和家長同樣要面對工作、家庭和個人的困難和挑戰，學習以
正向思考和積極人生態度，在教學和生活上同樣獲得莫大的裨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為大
家臚列一些成功的例子和有用的參考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黃顯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黃顯華教授認為，如果忽略孩子某一
階段的發展特徵，過早過度開發孩子單方面的能力，其實未能增強
孩子的記憶能力，讓孩子變得更聰明。相反，孩子如果過早接受這
種程式化的教育，反而會對已有的知識失去新鮮感，對以後的學習
產生不良影響。

正向教育的實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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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1.  喇沙書院「品格優點」（VIA Character Strengths）先導計劃
http://kkp.org.hk/node/10530

喇沙書院於2012年已推行此計劃，於每年暑期舉行的中一新生銜接課程中，邀請剛入學的中一生於
電腦室完成網上品格優點問卷（VIA Online Survey）。完成問卷後，每位新生會即時知道自己24項
品格優點的排序。開學後，學校社工會借用聖經科課堂，與每班中一學生探究品格優點的內容，同
時教導他們如何運用自己的品格優點，在學業、課外活動及家庭三方面建立短期（三個月）可量度
目標。三個月後，社工會再幫助學生檢視達標與否，然後再調整未來三個月的目標。

喇沙書院更將品格優點概念結合於常規學術課程中，包括聖經科和中文科。學校社工亦定期舉行有
關「正向教育—品格優點」家長講座及小組工作坊，教導家長認識品格優點，並鼓勵家長孩子共同
訂立目標，好使品格優點成為家中共同話題，促進親子互動溝通。

2.  救恩學校的正向教育

自2014年，正向教育正式植入了救恩學校。全體教師接受了
澳洲吉朗文法學校在港舉行的各項培訓課程；學校為學生和
家長們提供各種有關「正向教育」的學習機會，更把正向教
育延展到每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中，如認識24個性格強項、
了解自己的長處及特性；亦提升課堂素質，務求學生可以全
情投入學習等。

3.  香港城市大學 正向教育研究室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lecture-notes
/lecture-notes-201516/20160429_dr_kwok.pdf

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主力探討如何發現學生的性格強項，透過正向教育活動改善兒童及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並支援在校園中適當地應用性格強項，為學生帶來正面的影響。

https://www.kauyan.edu.hk/primary/school_delevlop/positiv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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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4.  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區伙伴計劃

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區伙伴計劃，乃在中小學及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開展早期預防及介入工作，希望透過小組
輔導及家長講座等活動，讓家長及關注青少年成長的成年人
更有效地協助青少年處理情緒困擾，改善親子間的溝通。目
的是在學校及社區宣揚正向生活及珍惜生命的訊息，希望及
早識別有情緒需要的青少年，以提供適切的服務。

5.  東華三院「正向工程」心理教育計劃教材套
http://www.tungwahepsc.org/tc/publications.php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於院屬伍若瑜
夫人紀念中學及馮黃鳳亭中學推行「正向工程―中學生正向心理教育計
劃」，以正向心理學家沙利文教授的「幸福感理論」為藍本，教導初中
學生正向心理學的概念與應用技巧，培養正向思維，強化面對逆境的能
力，提升個人「幸福感」。經過一年的實踐及成效研究，計劃發現學生
在「正面情緒」、「投入感」和「意義感」等範疇具顯著的增長，有效
協助學校促進學生精神健康的發展。有參與的學生表示，在計劃中學習
到培養感恩的心態，領略到生命的意義及價值，為發展豐盛人生奠下基
礎。

6.  教師專業交流月 「品格價值齊關注 倫理道德共推崇」
https://www.hkedcity.net/ttv/mod/ttvvideo/view.php?id=2577
https://www.chsc.hk/upload/attachments/201802210344_6shFPN.pdf

優質教育基金舉辦的「教師專業交流月2018（交流月）」，主題為「品格價值齊關注  倫理道德共
推崇」。是次交流月由基金與香港教師中心聯同有關教育團體合辦，聯同各教育團體，透過互相觀
摩學習及經驗分享，促進教師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交流月除設有「論壇」的主題演講外，另有三十
節的分組活動，進行形式包括專題講座和工作坊等，豐富多樣。

https://family.caritas.org.hk/zh-hk/services/view/102#.XEgUcUllK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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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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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去年畢業典禮，我給中六同學分享了以下的一篇演辭，今天希望拿來鼓勵各位年輕人，願與你們共
勉。
 
去年，美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獲邀前往兒子就讀的中學發表畢業致辭，他的言論
引起媒體及網路瘋傳。我倒覺得他的話挺有心思。他說：

承受挫敗的勇氣

常言道：失敗乃成功之母，割禾便要彎腰，鐵杵也可成針。我總覺
得成長路上遇到荊棘，人生才會有色彩。少年早得志並非是一件好
事；在父母過分庇護下成長的更難逆境求存。如果遇到挫敗便心存
放棄，怨天尤人；又或只管伸出雙手，待人搶救，那注定我們的人
生是一團糟罷了！

路總要由自己的腳走下去，鼓起勇氣面對將來，做足準備，才有勇
氣接受挑戰，這正是我們要做的功夫！然而，今天只做好自己實在
是不足夠的，所以我倒喜歡大法官最後給同學的勉勵：

Unless you are perfect, it does not mean don´t make any changes. In a certain sense, you should 
not be yourself. You should try to become something better. People say ｀be yourself´ because 
they want you to resist the impulse to conform to what others want you to be. But you can´t be 
yourself if you don't learn who are, and you can´t learn who you are unless you think about it.

盼望大家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裹裡，不僅做好自己，更要學會做得更好，時刻改善，那才能在生命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造福家庭、社會，甚至國家。

作者
嘉諾撒培德書院 黃少玲校長

I hope you will be lonely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don´t take friends for granted. I wish you bad 
luck again,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will be conscious of the role of chance in life and 
understand that your succes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and that the failure of other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either. And when you lose, as you will from time to time, I hope every now and 
then, your opponent will gloat over your failure. It is a wa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portsmanship. I hope you´ll be ignored so you know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to others, and I 

hope you will have just enough pain to learn 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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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博學篤行」，是古今多少文人雅士、學養豐碩的儒家後人所珍重、敦品勵行的立身處世原則。「
博學篤行」原出自《禮記‧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以及《學記》
「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二句。「博學」，即是博取所學，以寬容及謙虛的態度，在廣泛的領
域中不斷學習，不斷創新；「篤」意指深厚誠篤，以專注、投入、忠實態度去學習及做人。「博學
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兩句，當中的「不窮」、「不倦」，其實是鼓勵莘莘學子百折不撓、鍥而不
捨、勇往直前的追求人生的真理，實踐自己的抱負。

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

「博學」強調學習，「篤行」強調實踐，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將
課本知識與人生抱負結合應用於實際生活中，是先哲先賢窮一生
所追求的；「知」與「行」兩者相輔相承，缺一不可。博學求問
而不停止，切實去做而不倦怠，在對己、對人、對事三大方面都
會帶來莫大的好處及正面的影響。「博學」是始，「篤行」是終
，但中間還要經過「審問」、「慎思」、「明辨」的階段。

中國傳統文化要求君子性情敦厚，對事要「寬」，待人要「厚」，同時也必須嚴於律己。作為教會
學校，我們特別重視品格教育及生命教育，正如聖經以弗所書第四章中的教導，我們凡事要「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又要「用愛心說
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進，「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作為師長，我們期望學生能做到在課業上廣泛求知，而能不休不止；於待人處事上能切實地踐行，
而能不倦不怠。只有為人端正、寬厚而不刻薄、不斷增值、自愛愛人、樂善勇敢，才能立於人群之
中，讓人親近、得人信任，生活愜意。做人而能胸懷坦蕩、氣度恢宏、居安思危、擇善固執，這樣
才能在學習、課業、人生中更上一層樓，活出豐盛人生。學校是作育英才的地方，為人師者自當以
「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目標。我們相信孩子們都是瑰寶，學校提供合適的場所，適當的環境
，因材施教，鼓勵啟發，定能令莘莘學子茁壯成長。
　　
今天，面對社會不同價值觀的衝擊，在這個容易令人迷失的年代，我們盼望學生有正直的人格、有
擇善固執的能力、有向上盼望的勇氣。在生活上，能判別是非，愛人如己；在社會上，能樂善勇敢
、持守真理，起潔淨社群的作用。如何培養學生有高尚情操，為群體帶來融和的作用，以服務人群
為己任，也是為人師長最珍視的地方。盼望「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同樣愛人如己，人盡其才，
在學習上、生活上、社會上都克己盡責、仁愛忠誠，為延續人世間的真善美而一起努力。

作者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林玉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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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首先，與大家分享一則我喜愛的故事：

  

即將日落，賣花的女孩準備回家，她今天的運氣不錯，手上只賣剩一朵山茶花。忽然她看見一名流浪
漢，孤獨地蹲在路邊，她就將最後一朵山茶花送給流浪漢，希望流浪漢能擁有幸運。流浪漢從來沒有
收過花，更何況是女孩子送贈的，他滿心歡喜，看著這美麗的花，決定提前回家。他從雜亂的櫃子，
找出沾滿灰塵的花瓶，將山茶花插進瓶裡，他靜心欣賞，感覺山茶花真是幽雅美麗，他忽然覺得瓶子
太骯髒，和美麗的山茶花不相配，決定將瓶子洗乾淨。流浪漢靜靜地欣賞瓶子裡的山茶花。

他發現這朵花插在乾淨的瓶子，但是桌子卻髒亂無比，實在太不配合了，他決定動手將桌子擦乾淨，
把雜物收拾整齊。流浪漢靜靜地欣賞桌子上美麗的山茶花。

他覺得這一切，竟然這樣美好！然而乾淨的花瓶，一朵美麗的山茶花，卻出現在髒亂的房間裡，實在
太不協調了。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把整個房間打掃一遍，將物品擺放整齊，清空垃圾。他用了三
天的時間，終於擁有乾淨且舒適的屋子了。他再次靜靜地，欣賞房裡美麗的山茶花，甚至聞到山茶花
的氣味，實在太美好了。

正當他陶醉在其中，突然發現眼前的鏡子，美麗的山茶花旁，坐著一個邋遢的人，骯髒落魄、衣服破
爛，真是太不協調了，這副樣子怎會在乾淨的房間裡？又怎能配得上美麗的山茶花？

那個鏡中人竟是自己！

流浪漢立刻梳洗整理，那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梳洗，鏡子裡出現了一名乾淨帥氣的年輕人，和山茶花相
映成趣。他靜靜地欣賞山茶花，欣賞這間乾淨的屋子，欣賞鏡中的年輕人，他突然覺得自己是個不錯
的人，為何要去當流浪漢呢！

這麼多年來，他第一次有清新、覺醒的感覺，他決定重整自己的人生。當他站在整齊的房間，身穿乾
淨的衣服，美麗的山茶花放淡淡的幽香，他決定人生邁出一步：去找一份工作，過美好的生活，不再
當一個流浪漢了。幾年後，他成了有成就的人。

在這送舊迎新之際，每個人都想要改變，但往往定下是宏大的願景，遙遠的目標，期望迅速能改變。

但往往都不能成功，我們沒有這樣大的氣力或勇氣去達成宏大的轉變。相反，一朵山茶花改變了青年

的命運，可見「少步子改變」的價值、「少步子改變」的可貴。在新的一年，讓我們實踐「小步子改

變」的行動，培養傑出公民學生的素質：包容、尊重、關愛、負責。例如在兩個月內：不用即棄膠瓶

和不用塑膠飲管、每天向大廈管理員說早晨、將廢物放進分類收集箱、與家中或社區長者傾談……。

只要持之以恆，「小步子改變」定能給自己、家人、學校、社區、大自然帶來更新的能量。

在此，祝大家新年進步，諸事順遂！

作者

香港鄧鏡波書院 陳永堅校長

萬象更新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
委員新年賀詞

祝願各位,
新年萬事如意！
生活滿載恩福！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李淦章校長

和諧社會人歡樂
富國興家萬事成
祝各位豬年行好運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陳詠賢校長

祝各位老師、莘莘學子和家長：
新一年萬象更新、諸事吉祥！

                       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炎婷校長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
委員新年賀詞

豬年進步！
        和氣生財！
                   喜氣洋洋！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春節喜樂 新年蒙恩」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何應翰校長

陳
淑
兒
校
長

仁
濟
醫
院
蔡
衍
濤
小
學

豬事順利 天天向上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前副校長 蘇銳鴻校長

祝願新年進步!
喜樂常存，恩福常伴!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林玉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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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嘉許禮將作為整項計劃的總結，讓所有參加者將活動的所得所感，
藉此平台作交流及分享，寄望所有參加者可以繼續宣揚「環保與公
民責任」的信息。中小學各十名「和富香港學生公民大使獎」將於
閉幕禮被嘉許，以表揚同學的傑出表現。

2019年3月16日（六）：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8/19」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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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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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