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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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提及和富青少網絡每年的重頭戲，我們不得不提「傑出公民獎勵計劃」。這是一個中、小學生德育和公
民教育的全方位學習計劃，讓學生透過多元化的學習及活動，培養尊重、包容、關愛、負責任等核心價值，為
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奠定穩固的基礎。計劃推行多年，吸引了不少學校推薦學生參加。屈指一算，這個計劃已
踏入第九個年頭。每年獎勵計劃都設有不同主題，猶記得去年的主題是「共建快樂社會」，今年是「共融．融
在一起」。每個主題的設定都有著深層的意義，透過多元活動，培育青少年成為良好的公民。

我十分支持這項有意義的計劃，只要能夠抽空，我都樂意出席，雖然今年未能舉行實體活動，大家只可以在網
上相見，但一班充滿活力的小朋友和青少年積極投入，那份熱誠確令我感動，特別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我，更樂
見青少年優秀的一面，例如他們敢於向嘉賓表達個人見解，又或提出有心思的問題。我們都曾是年輕人，回想
起當年的自己也未必如今日年輕人的主動和有幹勁。我始終深信如果我們能為年輕人提供更多課餘學習的空間，
他們的能量和潛能定可盡情發揮。然而，單是能力是不足用，品格的培育更要從小做起。如果活動、計劃和比
賽能讓青少年奠定良好的品格基礎，他們將來更可成為其他年輕人的好榜樣，更會善用自己的優勢造福社會。

每年傑出公民獎勵計劃都要選出十優傑出公民，這是一項難巨的工作，因為達標的不僅有十位同學，甚至有二
十、三十⋯⋯。成功入圍的固然開心，失敗的也不應氣餒，我覺得參與任何活動和計劃不應只著眼於獎項，而
是透過活動去認識社會，擴闊眼界，學習良好的溝通技巧及靈活的解難能力。每項活動和比賽都是給予同學學
習的機會，學會如何贏，也要學會如何輸。然而，社會風氣影響下，有部分家長和同學愈來愈不是這樣想，參
加不同活動及比賽為的是增加自己的競爭力，獎項成為了豐富 “Profile” 或 “SLP” 的必然產物，很多人都
好像忘記了活動和比賽的根本意義，甚至扭曲了當中的真諦。每次見到這些現象，我都不禁滴汗。事實上，活
動是可以計數量，獎項確是一份榮耀，也是成功的指標，不過，品格不是用數量來衡量，眼界和心胸也不能用
單位來量度。我們不應讓年輕人只著眼於可以量度的部分而忽略為他們種下良好品格的種子。因此，我十分鼓
勵各位參與今次傑出公民獎勵計劃的同學，期盼你們珍惜每次活動帶來的知識和經驗。大家要明白有很多能力
不是天生的，是需要長時間的磨鍊，慢慢地、無聲地培育出來。這些能量就像我們的錢箱，在適當時間和空間
便能運用出來，發揮所長。

年輕人有的是活力，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各位參與傑出公民獎勵計劃的同學更要好好把握和善用年輕人必定
有的學習容量和靈活性，在青春的光陰中更要學習如何建立良好的品格和廣闊的胸襟，要胸懷大志，為社會多
做好事，香港的未來便要靠你們為我們不斷開拓。我在此祝願各位參加計劃的同學，不論你們獲獎如否，都能
滿載而歸。主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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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公民獎勵計劃的所見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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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祝福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陳淑兒校長

五彩繽紛的復活蛋代表着:
幸福、和諧、尊重、生命、
美善,祝福在世界上不同地
域的人們復活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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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梁冠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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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祝福

東莞工商總會劉伯樂中學 　慧文校長黃 九龍塘官立小學 　炎　校長吳 婷

祝願大家在復活節
假期後能回校上課、
學習順利。祝福大
家生活更開心，今
天比昨天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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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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小學 杜永強校長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    小學 鄒秉恩校長德



委員分享

教師的專業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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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場世紀疫症的磨練洗禮，教育界同工該有一份強烈的同感：過去一年，真是非常不容易，箇中難處實不
足為外人道。

然而，「不容易」絕不等於「不可能」，只要大家抱持「有可能」的心態，就毋懼又大又難的新挑戰。

教育工作任重道遠，人所皆知。自2020至今，委身其中的，更深深體會它不僅「重」和「遠」，還無比迂迴，
荊棘滿途。

限聚收窄了彼此實體的距離，但網上平台讓師生在虛擬中無間地連繫、拉近，因此，疫情造就了教師的專業蛻
變，就像復活帶來新生命的盼望，教育同工加油！

英華小學  
陳美娟校長

香港教師的擔子本已殊不輕省，面對突如其來的停
課、不同形式的復課、再中途煞停……等處境，還
加上各種措施設限，好比百上再加斤。事實上孩子
的成長不會因停課而休止，因此，教師每天都要為
孩子預備足夠的學術養分，也要關顧他們被困家中
的心靈需要。

疫情下學與教的安排複雜多變，教師既要隨時靈活
變陣，還要照顧學生身心靈的需要，甚或他們整個
家庭的需要，包括孩子在家的實際環境、電子設備
及家長可協助的程度，由此種種，更顯教育之重要。
教師固然要傳授知識，更得兼顧學童全人、全面的發展，務求他們在深邃的變迭和限制中，依然獲得最適切的
培育。只要有適切的輸入，孩子不僅成長，更會有所長進，一日千里也不足為奇。

在今次的逆境中，我看見有不少教師放下了他們固有的想法，換
來的是許多突破的空間，例如他們嘗試了各種形式的策略，包括
錄製影片和實時視像教學，同時管理同學登入網絡衍生的種種狀
態，與他們保持互動，更要持續激發其學習動機，這些都遠超教
師進修教育時所能預視。

這年來，最讓我感動的是看見教師不會只求安逸，舊調重彈，而
是不斷尋求更新、更好的方法，去澆灌孩子，我認為同工們正發
揮了教育的專業性。與此同時，我發現教育界出現一個新氣象，
以往教師礙於時間、交通往返、身心狀態，對課餘的研討會、講
座、進修課程，都感到有心無力，可在疫情下反有更多彈性，大
家紛紛主動參與，修煉百般武藝，邊學邊教，先學後教，補自己
的不足，而這種槓桿效應亦無分年資、學校背景，互相砥礪、借
鏡、求進，要是教育團隊日後也繼續如此燃亮下去，學子必然得
益至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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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態度面對新常態
過去一年多，新型冠狀病毒病全球肆虐，全面影響全人類的正常生活。起初我們期望很快就可以恢復日常，可
以去外地旅行就好了，可以回校上課就好了……到這一刻，如果我們仍然抱著舊有的方法，一定難以適應新常
態。

現在縱然學校不能如常全體面授，但也打破限制，舉行網上開
學禮、頒獎禮、周會、早會、家長會等不同的實時網上活動，
甚至運用綠幕的效果進行實時師生互動的教學取代單向的網上
教學。

我們正經歷艱辛的時代，每天都接受又多又新的挑戰、但又卻
是成長得最快的時代。疫情為我們帶來不少的影響，同時亦促
使我們踏出了轉型至新教學模式的一大步。在教學的新常態下，
校長和老師必定會構想及實踐更多的教學方式，為同學裝備未
來需要具備的技能，相信大家必定能藉着疫情下的改變，提升
同學們自主學習、終生學習的能力。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孔偉成校長

性，關顧學生的需要，推行網上實時教學，讓老師了解不同學生的進度，並作出跟進。因應不同學生的需要，
學校也盡可能安排不同渠道派發及收取功課。在家學習期間，學校亦關心學生的全人發展，推出不同的學習活
動，以建立學生面對疫情的正向價值觀，提升個人的身、心、靈健康發展。 

慶幸踏入21世紀，香港的學校都致力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包括協作
、創意、明辨思維、公民教育、品格培養、溝通能力。我們相信在疫
情下，同學們運用這些21世紀共通能力進行學習，能有助提升他們的
學習動機及對學習的幸福感。加上近年學校都積極推行正向教育，我
們相信努力加上正確的方法能讓孩子變得更聰明；「沒有學不會，只
是暫時未會」(not yet) 能改變孩子的思維模式；讚賞孩子付出的努
力及過程，可令孩子更積極面對困難及幫助他們獲得自信心。這些都
是面對逆境的良方。

自上學年2月，教育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宣佈學校停課，及至9月開學
初期暫停學校的面授課堂，學校都努力尋求最理想的學習模式。起初
學校會每階段上載學習材料(包括影片、教具、工作紙等) ，甚至教
學流程，讓家長與學生在家進行學習；及後為了照顧學習多學習多樣

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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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課以外的線上關懷
因着新冠疫情的出現，學校教育翻天覆地，網上學習已經變得理所當然。「新常態」讓大家有機會學習使用不
同的新科技，同時也讓我們反思及珍惜仍然擁有或渴望擁有的一切，思考如何發揮潛能，開拓新路徑突破各種
生活界限。

全世界各地的莘莘學子，在過去一年都要透過線上會議平台繼續學習，身為前線教育工作者的老師，也必須與
學生一起適應突如其來的轉變，學習如何靈活運用線上資源，讓學生獲得不同的學習機會，擴張視野以及進行
多元化的體驗。就以本校為例，除了恆常線上課堂外，以往的實體聚會，例如中一新生迎新活動、學校家長會、
敬師活動、家教會會員大會、家長學堂等，都會同步讓家長及學生可以選擇實體回校或進行線上會面，大前提
是學生安全以及方便家長，讓同學和家長更能彈性與學校加強溝通，適應新的學習模式，促進家校合作。

縱然停課影響了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但在有限可以復課的日子，學校努力把握時機，舉行「其他學習經
歷體驗日」（OLE Day），透過不同活動，例如陸上冰壺、芬蘭木棋、特色手工製作、健康烹飪、STEM課程、宗
教遊戲等活動，讓同學仍能參與不同的學習體驗。此外，為了照顧同學的不同需要，學校也在網課時間以外，
舉行線上術科增潤活動，包括體育、藝術、家政、設計與工藝、音樂等的有趣學習，提升學生接觸不同學習範
疇的機會。

教育是一個令人進步的行業，助人自助，教學相長，從來都有無限的可能性。把握每個可以教育下一代的機遇，
發掘更多可以與同學和家長接觸的方法，盡其所能地言傳身教，讓學生繼續可以有效學習，相信是不少教育工
作者的心聲。不同學校總有不同措施及方法協助同學成長，大家集思廣益，自能力臻美善。盼望疫情早日完結，
令師生可以重拾學習正軌，以更珍惜的心去享受整全的校園生活。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林玉琪校長

事實上，除了維持每周固定的網課外，為讓同學足不出戶也能
認識及參與各種網上課外活動，不少老師費盡心思，為學生安
排線上遊歷及學習。例如歷史科老師以智能電話和360度攝影
機，遊走於香港島和九龍區的歷史建築，與同學一起作互動直
播網課，讓同學透過影像和討論，加深對香港史的認識。又例
如體育科老師透過網上體育課，向同學示範如何在家中進行伸
展運動，讓同學維持適量運動，加強抵抗力；家政科老師則在
家政室示範健康烹飪和教授如何製作口罩，既讓同學繼續學習
不同的生活技能，也增進衛生防疫知識；音樂科改辦網上樂器
班，讓學生在家也可學習樂器演奏。而在不同節日期間，例如
聖誕及新年，外籍英語老師們開設專題網站，讓學生了解世界
各地的風俗，提供更多機會讓同學學習生活英語，以及獲得更

多與節日有關的資訊和常識。

除了學習書本知識外，同學擁有健康的心靈也十分重要。在停課期間，正向教育小組的老師，除了安排線上班
主任堂的不同專題分享，以及班主任陽光電話接觸學生外，宗教組在校牧和基督徒老師的悉心安排下，定期舉
行線上崇拜、節期禮儀講解、線上學生團契、線上家長團契、線上詩歌分享、線上祈禱等；而輔導組的老師及
社工除為回校考試的同學送上「打氣包」外，更安排不同學生的小組分享活動、不同主題的線上家長輔導講座；
學與教組亦安排不同學科的線上功課支援班等，讓學生及家長也感受到學校的關愛。

至於中國傳統節日，更是在線上舉行相關活動的好時機，讓同學感受喜慶氣
氛。例如去年中秋節前夕，本校家長教師一起向學生派發水果，並舉行網上版
「中秋慶團圓」，將猜燈謎和介紹各種中秋節應節食品等內容，製作成影片並
於班主任課播放，藉此讓同學感受到歡度佳節的喜悅。而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
前夕，學校除派發「福袋」外，亦舉行了網上版「佳節迎新春」活動，透過影
片向同學介紹農曆新年的習俗和食品、賀年飾物製作、各地民族的賀年文化、
環保回收資訊、家教會及教職員恭賀短片等，讓不能回校的同學，都感受到家
校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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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世代不再新 ~ 你聽過「i世代」嗎？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特溫格 Jean M. Twenge 在《i世代報告》一書中指出：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流行~人
類首次擁有能夠上網的手機，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所帶來的就是「 i 世代」。

特溫格長期研究世代差異，他發現 2012年前後，美國青少年在情緒與行為狀態上開始有別於以往的世代。這群 
1995–2012年出生的i世代，幾乎不知道沒有網路的童年長什麼樣子，且升上中學就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
《i世代報告》這本書便是探討科技與文化如何大幅度地改變他們運用時間、與人相處、思考議題與規劃未來等
價值觀。

何謂「i世代」

所謂i世代，就是指1995年以後出生的孩子。這些孩子的的特色，是生活的重心由現實轉移到社交網路和手機上
。由2013年起，i世代開始陸續進入大學校園。

i 世代出現之快，超乎了任何人的預期。當我們仍聚焦在千禧世代的時候，i世代已翩然而至。

10個關於i世代年輕人的統計數字

1. 目前i世代的人數超過千禧世代(1980-1990左右出生)，世界上有32%的人口屬於i世代。
2. i世代每年估計的消費力為440億美元。
3. 2020年，i世代在美國消費客群的佔比會超過40%。
4. 超過75%的i世代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高過於電腦，且每週平均花上11個小時在使用移動網絡。
5. i世代平均每週看總計超過23小時的串流影片。
6. 超過71%的i世代人口有訂閱Netflix。
7. i世代平均每天大約花3小時在社群軟體上，這個數據多過千禧世代將近1小時。
8. 四分之一的i世代族群表示他們習慣從網紅得知新產品資訊。
9. i世代在網路購物時，65%的人會習慣選擇快缺貨的熱賣產品瀏覽。
10. 超過70%的i世代族群表示，他們能夠影響家庭或父母的購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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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千禧世代不再新 ~ 你聽過「i世代」嗎？

i世代的幾個特徵：

- i世代普遍都是獨生子女
由於i世代普遍都是獨生子女
受到家庭長輩關注程度更高，兒時的孤獨使他們更渴望依託網絡渠道尋求認同。

- 生活必須要有科技元素
他們基本不知道沒有網絡時代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因為他們一出生，生活就一定有網路了。2017年的調查顯示，四
分之三的美國青少年擁有一台iPhone。2015年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美國青少年每天花費近9個小時在科技上。

- 閱讀得不多
特温格的另一個調查結果是i世代閱讀書本、雜誌和報紙比前幾代少很多，他引用了一項從2015年開始的一項研
究，發現「幾乎每天閱讀課外書或雜誌的高中畢業生的百分比從1980年的60％下降到2015年的16％。」

- 愛Snapchat和Instagram多於臉書
一項2017年的研究發現，76％的13至17歲的美國青少年
使用Instagram，其中75％使用Snapchat。他們不明白，
何以千禧一代熱衷在臉書上發布長篇大論的文字內容。

很多i世代不明白：明明傳訊息比較快，為什麼還有人
要發電子郵件。甚至連傳文字訊息可能也快要落伍了，
隨著Instagram、Snapchat的普及，i世代開始大量仰賴視
覺圖像，而非用文字交流。

可是我們真的了解i世代嗎？

正如特溫格的分析，我們對i世代的一些觀感，也許是真實的。例如，i世代確實遠比上一代憂鬱、不愛讀書，但也
比上代更包容、擁抱差異。同時，他們不但遲遲不願長大，對未來更有難以言述的不安及恐懼。但或許我們對 
i世代仍有更多誤解。

很明顯，科技並非形塑這個世代的唯一變項。i世代成員大多是理所當然的個人主義、普遍根植著平等意識，以
及對傳統社會規則的拒斥。由此可見，世代差異比以往都還大，影響範圍也更廣泛。

如此廣泛的世代轉變帶有巨大意涵
 ~ 
這是一整個即將邁入青年期，行為與思考方式都不一樣的年輕群體，甚至與

相鄰的千禧世代也截然不同。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在必須了解這群年輕人的同時，更要思考和部署如何把傳
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在i世代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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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千禧世代不再新 ~ 你聽過「i世代」嗎？

給自己一個考查

請後，請回答以下十五個問題，看看你有多麼「i世代」，請以「是」或「否」答題。

計分方式：
- 回答第1、2、5、8、11、12、13、14、15 題時，答「是」者得1 分。
- 回答第3、4、6、7、9、10 題時，答「否」者得1 分。

- 分數越高，你在行為、態度與觀念上，就越接近i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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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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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20-21於1月份至2月份進行了3個不同主題的網上活動。
包括︰跨代共融講座, 歷耆體驗工作坊，這2次活動可讓學生更了解長者生活上的問題及了解兩代共融帶來的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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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次是與少數族裔真人對談，可以讓學生了解少數族裔在港的生活情況及他們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