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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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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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何價
2020年是一個特別的年頭，莫講是香港，全世界都受到新冠狀病毒肆虐的困擾，經濟蕭條，很多人不但生活都出
了問題，就連生命也保不住了。國與國之間不斷起衝突，每天的新聞只會帶來更負面的情緒。面對這種日子，生
活確實難捱。常言道：逆境自強。滿是埋怨，總不能有出路，不如樂觀面對，人生才會有意義。

我很喜歡一篇文章，它是收錄在一本名為《Window for Soul 給心靈留個出口》的書本內，篇章名稱是“ Think 
it Over”，全文十分長，我只可以摘錄部分挺有意思的句子，與大家分享：

Today we have higher buildings and wider highways, but shorter temperaments and narrow points of 
view. 
今天我們擁有了更高層的樓宇和更寬闊的公路，但是我們的性情更為急躁，眼光更加狹隘；
We spend more, but enjoy less;
我們消耗更多，但享受更少；
We have more knowledge, but less judgment;
我們擁有更多知識，但判斷力却差了；
We have more medicine, but less health;
我們有了更多的藥品，但健康狀況更不理想；
We talk much, we love only little, and we hate too much;
我們說的多了，但愛的卻少了，仇恨也更多了。
We reached the Moon and came back, but we find it troublesome to cross our own street and meet our 
neighbors.
我們可以往返月球，但卻難以邁出一步，親近我們的左鄰右舍；
We have higher income, but less morals;
我們的收入增加，但我們的道德卻少了；
These are the days in which it takes two salaries for each home, but divorces increase;
現在家庭可以有雙份的收入，但離婚數目增加了。

今天我們的生活看似比古人進步，可惜進步的生活或許只給我們帶來方便，我們越來越感覺不到生活的快樂，
縱使大家認為擁有快樂也可能是十分短暫。相反，正如節錄的句子所言，人與人的關係反而變得越來越疏離。
究竟怎樣的生活才是快樂，各人的取向可以不同，但生命絕對是要靠自己才可活出精彩。擁有生命就是擁有禮
物，是上天賦予給我們的禮物；我們要夢想明天，也要活好今天。生活充滿了各種可能，即便人生短暫，困境重
重，只要能為我們的家人、為鄰人付出無限的愛，生命仍然可以充滿意義。我深信唯有愛讓平凡變得精彩，也
唯有愛可以改變世界。今天我們面對逆境，煩躁的聲音更如魔音般纏繞著我們，唯願我們都能逆境自強，在日
常生活中多閱讀，多聆聽，多讚美，多與家人相聚，多與朋友分憂，多參與慈善公益……。每一天、每一小時
、每一分鐘的生命都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旅程，各位好友，各位年青人，就讓我們彼此互勉，共同踏出這個有意
義的旅程，為明天而努力。主佑各位平安，主恩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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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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 
「十優公民大使」發展交流會  2020年5月8日

鑑於疫情及停課關係，原有的交流會最後以網上形式進行。二十位公民大使作為學生代表，與和富青

少網絡召集人黃少玲校長及顧問蘇銳鴻先生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流，以分享疫情期間的所得所感及學習

過程的實況和感受，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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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 
和富香港學生公民大使獎2019/20面試  2020年2月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嘉許禮  2020年4月

經過一連串的活動後，參加者對本年度計劃主題「共建快樂社會」有一定的認識和體驗，與此同時

亦領悟到尊重、包容、關愛、負責任四個價值及「禮貌」、「品格」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間，為避

免學生之間互相接觸以減低傳染的風險，競選「和富香港學生公民大使獎」的過程改以網上評審取

代面試，同時為鼓勵學生把握學習的主動權，入選同學需提交與本年主題有關的文章及短片，並由

校長及顧問進行網上評審。

從數百名參加者中選出中學組及小學組各10名（共20名）優秀公民大使，得獎名單已因疫情關係取

消嘉許禮並改為網上公佈，以作嘉勉本年度計劃內表現優秀的同學。「和富香港學生公民大使獎

2019/20」的得獎同學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及二十一日親臨秘書處領取獎座，並進行錄影訪問

得獎感受；其他參加者的證書亦安排寄回學校負責老師協助分發予參加者。



希望在明天

2019/20十優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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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小學 周可悅

在學校推薦下，我很榮幸能夠參與本年度的「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計劃中每次活動令我

接觸社會上不同的人，例如友校的同學、長者、社工或培訓導師。他們令我體會積極參與、平等接

納、關愛他人是「共建快樂社會」的重要元素。整個計劃讓我踏出校園，走進社會，獲益良多。

好榮幸能夠獲得本年度十優大使殊榮，對於我來說這個榮譽是一個鼓勵。我承諾，自己會繼續成為

一位良好公民，並且將這一年從訓練營、講座及社會服務學到的，用行動實踐出來，從而將「分享

關愛」、「尊重」、「包容他人」、「聆聽別人需要」的精神與身邊的人作分享，多謝各位支持!

葵涌蘇浙公學 黃曉琳

在2019-2020年度，好榮幸能夠成為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的一份子，更有幸獲得十優公民大

使。對於公民責任，我認為是一種義務，亦是一種品德。也為我們香港這個「家」，以至各地所肩

負起的一種責任。

本年度的活動主題圍繞「共建快樂社會」。參與過程中，讓我們將活動的理念一一發掘，成為一位

盡責的公民。參加整項計劃，令我獲益良多，其中最大的得着在於勇於探索。透過「公民領䄂訓練營

」實踐公民責任和領䄂素質丶「專題講座」探討尊重平等以及「探訪活動」展現關愛，從中將包容

融入生活。參與活動時，大家亦享受並投入每一次難忘的團隊活動，成為一幅既美好又有意義的回

憶拼圖。在獲獎後，我認識了一班小學及中學的十優大使，藉著參與不同活動中獲很多啟發，擴闊視

野。身為十優公民大使，我亦有使命把核心價值推廣至身邊的人及社會，充滿和諧與正能量！我將以

身作則，薪火相傳。致力服務社會，成為一位負責任的傑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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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愛連結」派發及贈送抗疫物資  2020年5月19日

歷屆得獎同學出席名單：

1.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李文傑   3. 香港培正小學 周可悅

2.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蔣衛錡   4. 香港神託會培幾書院 黃穎嵐

「愛連結」預備及包裹抗疫物資  2020年5月12日

全球疫情下，各界均面對不同的壓力和困難。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香港青年學院主辦

及和富領袖網絡全力支持的「愛連結」（WeLiNk）攜手抗疫計劃，讓歷屆得獎同學與和富領袖網絡

大專生義工一盡公民責任，協助預備抗疫物資贈予有需要人士，關懷他人、互相幫助以共同渡過難

關。

歷屆得獎同學出席名單：

1. 香港培正小學 周可悅               4. 嘉諾撒小學 高晞舜

2.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陳晞文         5. 葵涌蘇浙公學 黃曉琳

3.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蔣衛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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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Online Talk_開心正能量  2020年7月24日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不斷，各界均面對不同的壓力和困難，更為全港市民帶來前所未有的陰霾與挑戰。

本機構舉辦網上分享，並邀請到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顧問蘇銳鴻先生與歷屆十優同學一同發放

正能量!

歷屆十優同學出席名單：

1. 荃灣官立中學 陳智鴻   3. 葵涌蘇浙公學 黃曉琳

2. 中華基金中學 鄭博文   4.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李文傑

 



非常抗疫暑假

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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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我們正在渡過一個非常暑假。為了成功抗疫，與好友出來閒聊和郊遊的約會 取消了; 多

姿多彩的暑期活動 取消了;大家期望的境外交流 取消了......小朋友與大朋友都只好乖乖宅在家

中。可是長時留在家中，很容易導致情緒繃緊，人也煩躁起來而不知如何是好。怎樣可以好好利用

這非常的暑假，整裝待發迎接新學年呢？以下的方案，可供大家參考。

老師篇

家長篇

不論新入職抑或資深老師來說，這學年迎來的新型冠狀病毒，

已帶來多次停課與延遲復課的考驗，網上教學已成為新日常。

「疫」難而上，面對疫情的考驗及教學模式的新轉變，老師們

除了提升網上教學的技巧、電腦軟件應用的同時，更要積極為

學生發掘生動有趣的教育題材，以提升網上教學的趣味。面對

疫情，除了維持學生的學習進度外，家長的擔憂情緒亦需照顧。

定時透過電話訪談、電郵及視像短片等，以加強與家長的溝通

和聯繫，釋除家長的疑慮，尤其基層家庭在電子資訊方面的支

援，同時亦可作家校互相了解學生學習進度的渠道。

今年的停課時間前所未有地長，打亂了日常的生活節奏。若從

另一角度來看，這正好是一個難得的家庭教育環境。與孩子相

處時間長了，此時更應該珍惜這彼此相處的非常日子，爭取每

一天共渡天倫的快樂時光。讓孩子分擔家務，除了鍛鍊他們的

自理能力外，更能有助孩子加强對家庭的向心力和責任感，也

是促進親子關係的好方法。例如透過清潔家居、製作點心等活

動，藉身教鼓勵孩子面對逆境，並從中了解他們的喜好和習慣，

使他們感受到父母的關懷和愛護。要是遇上問題的話，最好向

班主任或社工聯絡，以尋求適切的協助及支援。

~
~

~



非常抗疫暑假

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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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篇

基於疫情嚴峻，新學年開課也是以網上教學為主。在這漫長的停課期，同學固然須在家繼續學習，

同時恆常運動的習慣亦不宜因疫情或公共運動設施關閉而停止。網上有許多適合現階段的運動模式，

讓大家在家中進行運動，鍛鍊體魄，提升身體抗疫力。可別小看這短短的幾分鐘，卻是燃脂最快、最

有效的訓練，同時還能提升身體有氧、無氧的心肺能力。由於各人體質不同，建議大家自行調節每

個動作之快慢，以控制適合自己的強度，切記要量力而為。在開始訓練之前，應先進行約五分鐘的

熱身運動，以防止運動創傷。

以下是一些家居健身的網上連結，我們一起同步鍛鍊吧。若有

不明或不適之處，宜第一時間向體育老師查詢。

「https://youtu.be/qTIrFd22UxU」

「https://youtu.be/RWMLWifs0JA」

「https://www.lcsd.gov.hk/tc/sfad/2020/freeonline.html」

全民抗疫心相連，開懷笑臉快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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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改變與反思

執筆之時，正值盛夏，是個風光明媚的好日子。理應相約一眾親朋好友相聚，到沙灘游泳消暑，郊

野公園燒烤，享受夏日炎炎的美好時光。可是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今年暑假，大家都要留家避疫，

保持社交距離。以上的暑期計劃恐怕也要押後至明年暑假了。

縱然無情的病毒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和財產，但卻留給我們一些反思與改變。人們停工停課，各項

視訊及通訊平台，廣泛地替代傳統的面授上課和實體會議。為了減少接觸，以住未為普及的手機支

付模式取替了現金付款。日常到超市親身選購貨品也要被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網上購物平台。疫

情期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加速了資訊科技的發達，迫使人們改變，進入了全面數碼化的新紀

元。

然而，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機械化生產，提升了生活上的效率與便利。我們累積智慧，實踐了登

月任務，為新文明的進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全球化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科技、文化與經濟的交流。

我們不得不讚嘆人類在文明發展上的進步與成就，但在這一切超乎想像發展的背後，人們過度開墾

土地和資源，破壞了大自然的平衡。人類長久以來以「萬物之首」自居，以為可以主宰着大自然的

發展，但在這波疫情中，打敗人類的卻是一顆比細胞還小的新型冠狀病毒。大自然支撐着人類生存

與健康，人類要時刻審視自己的行為，反思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 副召集人

九龍塘官立小學 吳炎婷校長

委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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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下，各行各業受到嚴重的打擊。社交距離措施令餐飲業生意

額大跌。疫情嚴峻，各國推出旅遊限制措施，重挫旅遊業和航空業。

全球經濟活動受到疫情波及，大部份生產線停滯，引發大量裁員失業，

為各項產業活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網

站的最新統計，截至8月6日，全球死於新冠肺炎人數達70萬人，染疫

人數高達1865萬。死亡人數或超越戰爭，多人痛失至親，人命的損失

比經濟的損失更為巨大。

危機便是轉機，疫情改變我們認定世界「不變」的慣性與秩序，迫使

我們去學習和反省。同時，讓我們放下腳步，感受人類在大自然的渺

小，為我們帶來改變的機會。最後與大家分享一句出自《雙城記》的

名言：「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或許有人說2020年

是最不幸的一年，但無論我們處於哪個時代，只有努力向上，自強不

息，也可打造屬於我們自己最光輝的時代。



疫情下的再思 ―― 向新一天出發

委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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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世界的學童都經歷了不一樣的學年。世界瞬息萬變，變化速度之快令人難

以預計，一些我們恆常以為必然的生活，現在已變得彌足珍貴；一些我們原以為安排好的計劃，根

本已變得無計可施。沒有人願意見到疾病肆虐、親人患病甚至離世，因此雖然家長、老師、學生為

未能回校上課感到無奈，但大家的身心靈健康實在至為重要。

整全的教育，能够促進一個人性格、學習能力、自信心以及價值觀的形成。教與學範式的改變，不

再囿於空間及時間，不再規範於國家及地域，不再限制於文化及種族，學生要更自主、積極、融匯

貫通的追求知識，從生活應用、實證和發現中學習，並能夠與人溝通及與别人協同合作，才能邁向

成功。

如何可以珍惜活在當下，早作準備？以下各點大家可以參考：

1.每天給自己一個目標，努力活好每一天，因為這是對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對父母最好的感

恩方法。珍惜家人相處的時間，以愛還愛。

2.回校上課並非必然，因此更加要認真學習；學好兩文三語及提升資訊科技能力，以便與世界接軌

，穿越古今知識的瀚海，迎接新世代學習的模式。

3.多看別人的好，多改善自己不足之處；不要給自己設限，鼓起勇氣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嘗試以前

沒做過的事情、培養新的嗜好、掌握新的知識與技能……突破自己，令自己的生活會變得更精彩。

4.尋找永恆生命價值之所在，包括信仰與理想的追求；多發掘自己的潛能，發揮人類的創意，向茫

然不知的未來邁步。

和富青少網絡執行委員會 委會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林玉琪校長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智能產品多不勝數，科技既能帶領我們

邁向無邊界的宇宙，也能囿困我們於狹隘的心靈空間。疾病、天

災、戰爭、饑荒……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廿一世纪，社會、世界，

政治環境及人心百物越來越變得複雜，究竟要有怎樣的知識、技

能和態度，才能保全其身，脫穎而出？

事實上，疫情(逆境)之下，甚麼是生命最核心的價值？甚麼是

人活着最需要的態度？有不少睿智的思想家都說過：為明天做

準備的最好方法，就是集中你所有智慧、熱忱與能力，把今天

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把握當下，這就是你能應付未來的唯一

方法。

人生往往會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及隔阻，但是生命中的困難能產生積極的效

果，讓我們看清自己的強處和弱點，也更加看到自己的需要及方向。逆境往

往能成為建立品格及陶造理想的催化劑，唯有敢於涉足未知地帶，才能發現

更多生命的美好和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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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20/21

「共融，融在一起」為本年度之主題，計劃透過多元化的學習及實踐活動，帶領中、小學生踏出校

園，親身走進社區接觸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士，讓參加者能從中了解他人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

以學習尊重與包容、負責及關愛等核心公民價值。

計劃中強調「嘉許」的理念，藉著嘉許的正面作用，進一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和發揮創意，並與活

動的推展環環相扣，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出席計劃中所有活動，從而將「負責任公民」的理念推而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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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