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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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富青少網絡擔任召集人的工作已踏入第三個年頭，回望過去兩年，不是社會事件的影響，便是疫情的反覆，很多活動
都無法進行，自己都不知為青少年做了些甚麼，心中總有點遺憾。從事青年教育工作的我，雖然處於校長的職級，但我不
是萬能勇士，每天仍有很多東西要學的；應該說，現在有很多事情的發展，不是過去的工作經驗可以教我如何處理，甚至
很多時候要摸著石頭過河。單是當年沙士期間停課都只是兩個多月，現在一停便是半年，復課後又再停課，停課後又再復
課，這絕對不是我當年當老師或副校長所經歷過的。時代的巨輪不停地轉，教育工作更要與時並進。當世界因為一個疫情
而改變時，人該如何是處已經是很大的學問，教育工作該如何走下去也是值得深思。

九月停課後，終於在十月可以復課，對我校而言，早上實體課，下午網課，星期六繼續鞏固課，這些日子真不是好受。因為
疫情，學生們沒有了課後活動，假期也只好留在家，校園生活變得枯燥乏味。一年前的同一時間，我已懷著歡欣的心情，準
備我到意大利的朝聖之旅，同學很開心地籌備聖誕聯歡會及慶祝禮儀。沒有人想過一年後的今日，不只香港停頓了，世界也
因疫情而停濟了。從前修讀歷史時談到西班牙流感肆虐，總覺得今日科技發達、醫藥先進的世界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縱使
2003年的沙士，疫情都只是維持了幾個月罷了！新型冠狀病毒絕對沒有人類的智慧和感情，卻把世界玩弄於股掌之中，真不
能不慨嘆人在大自然中其實是十分渺少，我們如何覺得自己聰明都敵不過大自然的定律和災難。面對這個世紀疫症，大家互
相臭罵疫症從何而來已沒有何益處。日復日，月復月，世界各國的科學家終於研發出疫苗，然而，究竟疫苗的出現是否代表
甚麼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呢？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政府官員，還是留給他們作答了。

作為教育工作者，面對天天網課的日子，我反而問自己，學校是否真的可以被互聯網取代呢？學校教育的最大功能不只是
知識的傳授，更有德育、體育、美育和群育，這幾個範疇都不能一個人在網上世界便會學懂的。品格的培育是要有所經歷，
群育和美育更需要團體成員互相學習和欣賞，體育更不在講，我們決不能自己打羽毛球、排球吧！雖然打機都可以有團隊
模式，也可以加入其他人的參與，但比起在球場上互相切磋，互相攬頭攬頸，互相鼓勵，喜歡打球的總希望真人SHOW ！聖
誕節很快便來到了，一眾同學開派對，交換禮物，互相祝賀，此情此境已經是一年前的事；畢業禮上各人從嘉賓手中接過
證書，同學互相祝願，甚至可以穿著畢業袍在校園遊走拍照，這已經成為艱難的事，很多學校最終要取消畢業禮。人生中
沒有了畢業禮，沒有了象徵自己完成人生一個旅程的見證是何等遺憾！現在再想想，學校怎可以被取締的呢？它不只是你
學習知識的地方，更是見證你成長的地方。既然如此，疫情來了，大家不能回校，是否覺得很可惜的呢？當有一日世界再
次如常運作，你又可以再回校時，你會否更珍惜這個地方，更愛惜這裏的人和事呢？這個答案我又是不回答了，留給同學
們思考吧！

世紀疫症肆虐，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打亂了我們的生活，更令很多人的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終日自怨自艾絕不能解決問
題，除了希望疫苗快點發揮效用，阻止疫情繼續惡化外，逆境下互相扶持，彼此鼓勵亦是救助世界的良方。助人是美好的
品德，在這困境時期，大家不妨多行善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如果可以為貧弱者多做的，那怕是捐一件衣服，或者是
十元八塊，只要大家不吝嗇，雖然困境不能一時三刻地過去，只見人間有情，獅子山精神定能承傳下去。

聖誕將至，共賀基督降生成人，普天同慶的節日雖因疫情而失色，但科技的發達卻突破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讓我們可以
無時與無刻地跟家人、朋友溝通和聯繫。疫情改變了世界的運作，但無阻人間有愛，就讓我們在這逆境中，互相傳情，彼
此互勉。我在此也祝願各位聖誕快樂，祝願我們可以開開心心迎接 2021 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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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症的感悟
召集人的話

年度主題：共建快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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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 聖誕祝福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淑兒校長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何應翰校長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張麗珠校長

祝願大家 
聖誕開心 D 
感恩地迎接更好的一年 
喜樂、平安、健康、 
愛常伴 
Merry Christmas! 

 

英華小學 陳美娟校長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李　輝校長德



最新消息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 聖誕祝福

東莞工商總會劉伯樂中學 　慧文校長黃 九龍塘官小 　炎　校長吳 婷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陳詠賢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杜莊莎　校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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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委員分享

換個角度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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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件事，從不同的角度著手處理，會有著不同的結果。」這是我們經常用作開解別人的說話，尤其是在近
日的疫境中。這句說話，讓我想起早前取錄一位特別插班生的事。

當下的討論氣氛截然不同。學校一向師生關係密切，老師以關愛同學見稱。當大家將導盲犬變成了插班生時，
一切的討論也改變了。大家由限制犬隻的活動範圍，轉成為牠預備舒適的「學習」環境；由如何避免影響環境
衛生，變成細心安排一處既放便，又保障「私隱」的如廁地方。大家還決定為「新同學」安排一個與別不同的
歡迎會，還學懂了「三不一問」的原則 - 「不拒絕」導盲犬進出公共場所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干擾」或
撫摸工作中的導盲犬；「不餵食」或以食物吸引導盲犬；「一問」看見視障人士在街上猶豫及徘徊時，主動詢
問對方是否需要協助。結果，「靚靚」(導盲犬的名字)在一片喜樂聲中成為了我們的一份子。

三年前，因為同學的需要，申請其導盲犬進入學校，這是開校五
十多年以來的首次。全校上下皆嚴陣以待，我們為此事召開了多
次會議，大家議論紛紛，不斷提出要考慮的地方、制訂各樣的政
策與規則。結果，學校為導盲犬新定的規條，比學校的校規還要
多……

雖然大家花了很多工夫準備導盲犬進校，但心裏仍然忐忑，怕會
發生一些不可預知的意外。在一次會議中，話題又涉及導盲犬時，
我不禁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導盲犬是同學的需要，進校是必
須的，為何我們還要設立諸多關卡與限制？何不把牠當作插班生
一樣，歡迎牠成為我們的一份子？」言猶在耳，大家恍然大悟，

時至今天，大家對此事仍津津樂道。去年學校要商討疫情中「停
課不停學」的安排，大家正猶疑推行視像教學之際，喜見有不少
同事已習慣從積極正面的角度看問題，並且樂意互相支持，與同
學一起嘗試新事物，讓視像教學安排迅速落實。此外，部分老師
更率先在每個星期的會議中，分享網上教學的經驗，為新學年的
混合式教學發展，作好準備。每次聽到其他老師的分享，大家也
覺得很有幫助，團隊的教學能量不斷提升。本年度學校更有老師
嘗試多走一步，推動兩個跨學科教學計劃：「虛擬博物館」及「
無人商店」，進一步將教學及聯課活動搬到線上。執筆之際，全
港學校又因為第四波新冠疫情而再次停止面授課堂。大家除了嚴

陣以待外，更多了一些期待，期待自己可以怎樣進一步提升混合式教學的成效呢！

日後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時，不妨給自己一個機會，嘗試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你將會發現生活由
此改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梁冠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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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聖誕節
聖誕節，本是一個萬眾歡騰的節日，但今年的聖誕節就不一樣了！在這段期間，學校不單暫停了面授課，也同
時取消了同學每年都引頸以待的聖誕慶祝活動。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場，雖然也佈置了別緻的聖誕裝飾，但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陰霾下，總覺得比不上往年的璀璨。疫情嚴峻，
經濟低迷，大眾慶祝聖誕的心情也受到影響。回顧2020年，全
世界幾乎每個國家都在與新冠肺炎打著長久戰，個案數字每天
上升，社區疫情不穩定，令人不禁「無語問蒼天」。不過，我
在《聖經》找到一點安慰：「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
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除栽種的亦有時；殺戮有
時，治療有時，拆毀有時，建築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悼
有時，舞蹈有時；拋石有時，堆石有時；擁抱有時，戒避擁抱
亦有時；尋找有時，遺失有時；保存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
時，縫綴有時；緘默有時，言談有時，愛慕有時，憎恨有時；
作戰有時，和睦有時⋯⋯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
賜給人認識時事的經歷，但人仍不能明暸天主自始至終所做的

我們要「珍惜分享」的機會。在疫情初期，口罩供應非常不足
，連日常用品也被搶購一空，社會上彌漫恐慌的情緒。幸好很
多有心人或團體組織關心弱勢社群的需要，積極與別人分享物
資。現在物質供應已趨穩定，但我們仍可與別人分享心靈上的
需要。能夠分享是福氣，正如主耶穌曾說，施比受更有福，所
以要多尋找分享的機會。

我們要「珍惜感恩」的機會。感恩父母在停課期間對我的悉心
照料，保障我的防疫健康，連身量也在不知不覺間成長了。感
恩老師在停課期間關注我的學習，令我可以「停課不停學」。
感恩朋友和同學在停課期間的關懷，雖然不能見面，但透過電話及其他通訊方式的聯繫，讓我不感到孤單。

在今年這個未能普天同慶的聖誕節，讓我們仍然懂得去珍惜、分享和感恩，把聖誕的真意義透過關懷別人的行
動去活出來。

嘉諾撒小學
杜永強校長

工作。」《訓道篇3:1-11》這段篇章很特別，作者用了14個相對的情況來說明「任何事皆有定時」，但人是
「不能明暸天主的安排」，唯是可以透過「認識時事的經歷」，去學到一些道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天主
要我們學到甚麼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三個「珍惜」的反思。

我們要「珍惜學習」的機會。在這年來，學校反反覆覆停課又復課，令同學知道原來能夠在課室學習，並不是
理所當然的。第一次停課時間很長（超過一百三十多天），在復課之時，同學都表現興奮，因為大家實在太掛
念校園了！在不能上學的日子，老師悉心安排同學利用不同途徑繼續學習，而形式也不是單一的，可以有趣地
利用不同資源去豐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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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與卓越
望子成龍，是不少父母的期望。作為父母，總認為自己的子女與別不同，特別的聰明、特別的懂性、特別的乖
巧、特別的可愛……於是不少父母努力為自己的子女刻意締造不平凡的人生，苦心栽培，希望孩子終有一日出
類拔萃，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

最近看過一篇文章，根據不同國家的統計，真正在社會上做到成就卓越的人，原來只佔總人口的0.1-10%左右，
視乎不同國家而定；換言之， 社會上90-99.9%的人，意味着都是平凡過一生。如此看來，所謂卓越或是平凡，
自有天時、地理、人和、際遇等因素的影響。作為父母的，究竟可以如何做，才能讓我們的子女過平凡但有意
義，健康且幸福的人生?

我們控制不到將來社會的發展方向，但我們可以盡自己力量裝備自己及孩子面
對將來社會的挑戰。為孩子裝備硬件、軟件固然需要，但預備「心件」就更加
重要。願家校擕手，一起多找孩子的優點而非缺點，因為孩子不是靠着聰明才
值得鼓勵，而是因為鼓勵才變得聰明！願我們都能學習凡事感恩，身體力行與
孩子們一起進步！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林玉琪校長

事實上，何謂卓越？是否名成利就、家財萬貫便是人中龍鳳？
又或是才情橫溢、名流千古才值得景仰？抑或是樂善好施、
濟世為懷才值得傳頌？回想父母初心，很多人當初生兒育女
時，對孩子的期望都只是希望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是否平
凡？是否卓越？作為父母，相信更加樂見的，是孩子無論怎
樣過人生，都能夠被信任，有自信，以及能對未來懷有希望；
懂得被愛和愛人，過充實的生活，對社會有貢獻。

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總有他們自己與別人不一樣的特質
與潛能，只是我們成年人用太多「有色」的眼鏡衡量他們，

以我們的天秤與尺繩量度他們，令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獨特性。我相信家長要學習如何有信心及能力支持子女追
求卓越，但更重要的，是有智慧和勇氣去接受子女成為平凡的人，向子女分享傳遞正面訊息，培養他們正向思
考的人生態度，協助子女找到個人內在的心理能量，以面對困難及掌控逆境，找出解決人生問題的應有態度與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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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看《奪冠》的啟示 ~ 女排精神的時代意義

日前出席了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舉辦的《奪冠》特別場，正好給疫情打擊下的香港帶來鼓動人心的啟示。這部
電影改編自國家女子排球隊的成長歷程，講述幾代女排的熱血故事。一個排球見証了中國女排不屈不撓、不斷
拼博的傳奇追夢歷程。

《奪冠》原名《中國女排》，一套不落俗套的勵志電影。故事的發展，橫跨近四十年。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拍至
2016年里約奧運，把中國女排的起起跌跌，刻苦奮鬥全面展現出來；藉他們青春、熱血的故事，不但喚起女排
精神，更能喚起了幾代人的集體回憶。這是因為無論你是否屬於那個年代，看罷這齣電影對女排精神都必然有
一番體會、一番感動。

何謂女排精神？按照八十年代的說法，女排精神就是鍥而不捨、自强不息，即
使面對逆境也永不放棄。中國女排成為當時國人的模範和自豪，更被視作國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騰飛的象徵。可是隨著時代變遷，八十年代以來的女排精
神也隨著時代需求而尋求突破。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市場
化和商業化發展，社會面貌已經有很大轉變。運動員在為國爭光之餘，也努力
追求的個人價值之實現。

女排精神在時代變遷中傳承，內涵也發生了昇華與改變，對集體榮譽與個人價
值之間的關係做出了很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主要體現在教練郎平和隊員朱
婷這兩個人身上。2013年，郎平回國擔任國家隊的主教練，這時候的中國女排
正處於青黃不接時期，與時代趨勢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很明顯，老一輩球員心
中的女排精神是「爲國爭光」。而新一代球員如朱婷，他們心中的女排精神則
是不爲甚麼就只是因爲喜歡排球而享受這項運動。

面對守舊派提出的質疑，郎平不但沒有退縮，而且還以強大的決心，突破了重
重阻礙，用自己的行動告訴衆人 - 女排精神永遠不會過時，但它需要與時俱進，
用更科學、更現代、和更人性的方法來配套訓練。郎放棄陳舊的舉國體制，大
膽引入現代的體育理念，對國家隊的隊員選拔、訓練模式和戰略戰術進行了大
刀闊斧的改革，終於迎來里約奥運金牌。「與時並進，自強不息」，正是郎平
為今天「女排精神」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我們今天面對疫情的肆虐，仿似沒完沒了，其實只要本著逆境自强，與時並進
的「女排精神」，以及換上郎平的新識見和新視野來重新審視這世紀以來未曾
面對的困難；我們一定能夠克服今天疫情下的黑暗與不安，迎接璀璨與堅穩的
明天。

執筆之時，正值2020歲末，祝願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2021開新運，平安
健康樂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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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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中華基金中學 鄭博文

下午時分，我們乘搭旅遊巴前往目的地大棠渡假村。晚上，我身為一房的房長，一開始是認為自己不能勝任，
所以告訴團長知道希望能卸下房長身份，但團長說到應該要嘗試做一下，我就自我勉勵，心想：既然做了，就
要做到最好。在睡覺前，我那一組所有的小朋友，希望能夠在睡覺前看一齣電影。那由於時間尚早，我就批准
他們觀看電影，睡了他們觀看後又想吃宵夜，我唯有讓他們做最後這件事，然後讓他們去睡覺但是他們在吃完
宵夜後還想玩遊戲機，但身為房長，責任重大，擔當着一個替他們父母照顧他們的角色，我就不斷勸勉他們去
睡覺。經過多番勸諫，才真正結束。

之後想起這件事，又不願意都投入其中，很感激有這次機會令我獲益良多，有一個做領袖的機會，大小事也需
要自己去決定。所以經過這次挑戰，坦白來說，我才切切實實地明白到做領袖的責任。

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餐後我們團隊繼續迎接接下來的遊戲，對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自製攤位了，而我們組製作
了一個投球遊戲，成為本場最受矚目之一。我隊士氣大振，最後更由第一天的榜尾升至為第四名。所以說啊，
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在成功的路上其實是扮演着一個不可或少的激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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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九龍華仁書院 李文傑
還記得去年仍是小學六年級生的我，在老師推薦下參加了和富傑出青少年計劃，一向性格內斂，文靜含蓄的我
有機會走出校園，踏進社會去接觸更多人和事。透過參與工作坊及領袖訓練營活動，學懂怎樣與不同年齡群組
溝通的技巧及互相尊重的經驗，彼此分享，一同學習。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
前，可以身體力行，到安老院舍探訪一些長者，跟他們聊聊天，說說笑，愉快地渡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九月下旬開學後，我開展了新的中學生活，對於一
切新事物，我感到既驚且喜。這段日子以來，我認
識了許多新朋友，亦開始熟悉中學的生活模式，更
珍惜可以與老師及同學彼此相處及學習的機會，互
相成長。雖然只有兩個多月面授課程後現在又再次
停課了，但各學校已早有準備安排各式各樣的網上
授課給學生們，總算是一種另類教學體驗，而我亦
學會了更自主地學習、更積極地面對這個疫情。

二零二一年將至，衷心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人類努力下，可以快快地消失，各人的生活能回復正軌，臉上
重現笑容，這便是我新的一年唯一的願望。最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農曆新年過後，新冠疫情開始在香港肆虐，各人臉上的笑容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人四處張羅的外科口罩及各種茫然的眼光。
身為小學生的我，對於疫情而停課起初感到十分興奮。突如其來
的悠長假期我可以放下書包和課本，投入自己一直夢寐以求的生
活。每日只需完成簡單的網上功課便做自己喜歡的事，例如彈琴、
玩遊戲機、與同學談天說地⋯⋯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疫情總是纏繞著我們揮之不去，復課的日子
更是遙遙無期，心情變得迷茫。每天只可以留在家中打發時間，
被迫放棄了參加各種的活動及與同學共處歡樂的時光，又怕患上

這種可怕的傳染病，心情矛盾得很。幸好，在五月下旬疫情放緩時，我可以跟和富一眾義工們上門派發防疫物
資給一些長者。當天氣溫炎熱，即使各人汗流浹背，但大家熱情卻未有絲毫減退。我很高興今次可以為防疫出
一分力，同時對於距離復課的日子不遠，我更充滿萬分期待。

六月上旬高小終於復課了，同學們互相把握相聚的機會，一起學習，一起玩耍。誰不知疫情又突然來襲，我們
連小學畢業禮也趕不上舉行便因再次停課而令小學生涯草草地劃上了一個無奈的句號。這次停課亦令我學會了
要珍惜時間。於是，我安排了一系列充實又豐富的暑期活動為迎接中學的新生活作出準備。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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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20/21」已於2020年12月12日至19日期間於網上進行首輪面試。
通過面試後，成功參加的同學將於2021年1-2月期間參與不同的工作坊，多個角度認識公民責任及正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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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