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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香港浸會大學一直本著「全人教育」的辦學理念，銳意培

育有創意、有承擔、有多元能力、有素質、以及關心社區和他

人的全才。  

 

學生事務處的輔導中心秉承著校訓「篤信力行」的精神，

積極在校園內推廣關愛文化和精神健康，鼓勵同學透過關懷行

動去協助他人，以生命影響生命，發揮關愛精神。就正如中心

每年一度的「EQ 工程」計劃，就本著「教學相長」的理念，透

過在內地貧瘠山區舉辦「EQ 訓練營」，讓學員實踐所學，為貧

瘠山區當地兒童送上愛心和溫暖，以及推廣精神健康。一如往年，今年的「EQ 工程」仍然

舉辦了冬令營，儘管天氣寒冷，卻無損學員的團隊精神，堅持走進山區，服務當地學童，向

他們教授用心籌備了三個月的 EQ 課程，以活動教學的方式協助他們提升情緒智商，切切實

實地達到「教學相長」。學員在嚴寒的天氣中發揮著他們的團隊精神及熱忱，充分體現了他

們對內地學童的關愛精神。 

 

學習其實並不止於書本上的知識，當我們關愛他人的同時，我們也能從中得到很多的人

生體會。若我們能偶爾放慢腳步，放開懷抱，像「EQ 工程」的成員那樣走進有需要的群體

中，以真誠去接觸每一個有需要的心靈，相信得到的收穫必然豐富。在此，希望同學能把握

青春，多做有意義的事情，透過對他人付出愛和關懷，讓心靈得到富足。 

 

「EQ 工程」的成員以真誠去接觸每一個有需要的心靈，相信他們所得到的心靈回報必

定豐富。 

 

 

 

香港浸會大學輔導長 

何鏡煒博士 

2009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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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從韶關回港的那天，在落馬洲車站上，EQ Coaches(EQC)們終於能鬆一口氣﹕「終於結

束了﹗」由報名、面試，加上多次星期六日的訓練綵排，直到韶關的八天之行，共橫跨了四

個多月的時間。對於刊物組的同學來說，「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未到刊物出爐的一

刻，大家還是處於作戰狀態。有勞各位 EQC 為撰稿件、挑班相等焚膏繼晷，但我們的付出絕

對是值得的。在每一次下筆、瀏覽照片時，總令我們想起整個義教團的一點一滴﹕認識及接

納情緒、自我激勵、體會他人情緒...每次的複習，都提醒我們要把情緒管理的技巧向身邊

人推廣。原來，韶關 EQ 團的精神是永不止息的。 

~Loki~Candy~蘇頭~Yan~Coey~Vivien~竹~ 
~冷頭~霞仔~Winnie~做做~阿魚~Annie~Rachel~Suki~Fornia~ 

~阿峰~煜培~Grace~Michelle~秋華~Anson~ 

~Judy~Momo~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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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歌  
生命有價 

讓我把 憂鬱眼睛 憂鬱臉孔 憂鬱內心 拋棄吧 

尋找你的微笑嘴巴 一同和唱可以嗎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一同拍掌 全力歌唱 生命是有價 

 

從哇哇一聲睜開眼睛看地球 

從曉得緊握媽媽暖的手 

到咿咿呀呀一聲兩聲還不夠 

從爬爬行行直到曉得走 

 

 

從背起書包一起上課不用愁 

從你我和他開始手牽手 

到明天開心傷心痛心 全嘗透 

人活著實在奇妙 猜不透 

 

你可知生命實在也是會有意外 

不用彷徨迷途只要緊記 

它有無窮色彩 它有無盡的愛 

願憑著自信跨過障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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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上午)~出發 
 

八點相約於上水火車站集合。時間雖早，但每位 EQC 並沒有流露出一副睡眼惺

忪的模樣，反而個個活力充沛，熱切期待著這次韶關之旅。 

 

由於有數位 EQC 負責跟隨

我們的物資車前往火車站，所

以需等待他們來臨才能出發。

在等待期間，EQC 及行李的數

目逐漸增多，在上水火車站形

成一股浩浩蕩蕩的勢力，引來

途人的奇異目光。 

 

突然一輛小型客貨車出現

在我們跟前……團員阿峰、冷

頭及 Nelson 拖著一個個特製

的紅白藍膠袋從車上步出，部

分 EQC 立即衝前去幫忙拿這些

伴我們去韶關的物資。 

 

搬運完畢，24 個 EQC、我們的導

師 Wendy、師兄 Anson 和同行到韶關

交流的朋輩輔導員 PC 團旋即在火車

站留下紀念性的一刻。雖然惹來途人

注視，但這絕不影響我們前往韶關服

務的心。 

 

正式出發了！報數完畢後，每人

提著自己的行李及物資乘火車前往落

馬洲。到達落馬洲關口，和我們的韶

十幾袋物資! 韶關~~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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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導遊輝哥見面後，正欲步出關口之際，意想不到的事發生了……有人遺下了自己

的行李夾。是誰那麼大意？原來是團員煜培，他竟然只顧物資而忘了自己的行李！

幸好及時發現，否則煜培的行李夾要孤伶伶地瑟縮在落馬洲的某個角落了。 

 

踏上旅遊巴，韶關離我們越

來越近了。經過數小時的車程，

我們在從化下車吃午飯。這是我

們韶關之旅的第一餐，難忘的是

砵仔飯吧！團員蘇頭還把所有的

砵疊得高高的，很是壯觀！ 

 

六小時的車程過後，終

於……終於……到了！韶關，我

們來了！導遊輝哥帶我們到下榻

的酒店放下行李及分配房間，然

後我們前往附近的超級市場—大

潤發，作物資補充。 

 

吃過晚飯，我們返回酒店的

413 號房進行第二天開幕典禮的綵

排。這時大家都無比興奮，期盼著

明天快點到來。然而，我們都忐忑

不安，不知明天會否順利，不知小

朋友會否喜歡我們，不知……實在

有太多太多的未知了…… 

 

為我們補充八天零食的
大潤發超市 

我們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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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學校 
 

一覺睡醒──早上六時三十分，準時喚醒了二十四顆充滿期待的心靈。經過了

前一天的勞碌，EQC 的臉上有著矇矓的睡眼，但卻掛著精靈的笑容。火速地在酒店

大堂集合後，各人都帶著興奮的腳步隨著導遊先生輝哥到附近的餐館吃早餐。我們

在裝潢古雅的餐館內盡情飽餐一頓，熱鬧的碗筷碰擊聲演奏著我們內心的焦急。果

然，不消一會，我們全都跑上車了。 

  

在車上，望著外面飄逝的風景，全車頓時靜悄悄的，籠罩著「心急如焚」的味

道──沙溪中心小學──我們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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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眼中的學校… 

 

走入沙溪小學的門檻，，

只見零星的婦人向我們投著奇

異的目光，夾雜著寒風吹起空

地上的枯葉，不禁使我大感疑

惑﹕「為什麼還不見一個小朋

友？」沒有人回答我，還是，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繼續走在冷清的操場上，方形的地磚紅白分明，只有中央的旗桿和我們點頭示

好......噢!不!原來此時此刻，小學生們還在課堂中。兩幢四層高的建築物內，一

雙雙黑溜溜的小眼睛好奇地打量我們。幾個靠近窗口小腦袋，探出頭來，向我們報

以純真的笑容。 

 

對著正門的是學校的禮

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看見學生門齊整地坐好，專

注聆聽著臺上的老師分配寒

假功課，還是不作打擾了。

繼續徐徐地走上樓梯，右側

的宿舍門外，掛滿了宿生和

老師們的衣物，如一串串彩

旗，有趣得很。從二樓校長

室外的露台一望，每邊四間

課室，黃色的門襯托著白色

的外牆，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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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久，小息的鐘聲響起來了，一個個子小小的孩子，圍著紅領巾，駐足在課室

門外，含羞答答的與我四目交投。然後兩個、四個、八個...愈來愈多的學生走出

課室向我們走來，頓時，操場上都被一片藍海所淹沒，到處也是歡聲和天真無邪的

臉孔，這就是我們的沙溪中心小學。 

 

 

 

 

 

難忘的熱烈歡迎… 

好奇的小朋友經常在我
們綵排時偷看… 

小朋友都爭相上前… 

我們又爭相上前與他們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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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上午)~開幕典禮 
 

午飯過後，就是期待已久的開幕典禮了﹗在典禮中各司其職的 EQC 忙於作最後

的準備﹕兩位司儀趕緊練習講稿，其他的仔細檢查音響設備、禮物有否缺漏等，緊

張的氣氛籠罩著整個禮堂。不久，小學生們在我們的帶領下由課室前往禮堂，充滿

期盼的喧嘩聲此起彼落，這片熱鬧完全打破了剛才劍拔弩張的氣氛。於是，我們都

展露燦爛無比的笑容去迎接每一位小學生。 

 

終於，每位小學生都已安坐於位子上，典禮要開始了﹗因為準備功夫的充足， 

EQC 們在典禮中都配合得天衣無縫，令整個典禮都無懈可撃。當中最難忘的可算是

校長的致辭了，他重新提醒了各小學生這個教學交流團的意義，感人肺腑。而全場

的高潮則處於我們作自我介紹後－跳營舞﹗伴著音樂，我們將在香港作準備時的期

待和熱情於這一刻完完全全表達出來。 

 

在一片歡呼聲下，典禮就這樣結束了，可是往後漫長的教學活動正在等著我們

呢﹗ 

 

 

 

 

 

 

 

 

一二三!!插下幼苗! 

EQCs 正在作自我介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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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下午)~迎新 
 

經過一輪載歌載舞、又跳又唱的開幕儀式，同學對我們也有了初步的認識；但

我們卻對小朋友們零接觸……快將要展開迎新活動了，面對「陌生」的一群小朋

友，心裡難免忐忑， 大家能夠打成一片嗎？能夠互相尊重嗎？很多很多的疑慮纏

繞著我們…… 

 

    踏入課室的一刻，小朋友們震耳欲聾的歡呼聲此起彼落，把我們的憂慮一掃而

空！那幾個破冰遊戲，小朋友們臉上的笑顏，不單打破 EQC 與孩子間的隔膜，更打

破了 EQC 們心中的高牆，使我們拋開一切憂慮，享受這段快樂時光。 

 

    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小時，我們與小孩們已建立了不淺的友誼，沒有了最初的羞

澀。第一天離開課室時，不單是同學們，連我們也非常期待明天的教學呢！韶關、

沙溪，我更愛你們了！ 

 

    破冰遊戲包括 

    ‧ 「以訛傳訛」 

    ‧ 「老師說」 

    ‧ 「收買佬」 

    ‧ 「世界之最」 

    ‧ 「大風吹」 

 

 

 

 

 

 

 

 

 

第一次見面… 

一起跳營舞!Yeah! 

好厲害呀~好快就

學識唱營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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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除夕夜)~倒數 
 

萬眾期待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晚上，大家當晚梳洗完畢聚首於

酒店房間413，我們一身睡衣打扮

去慶祝元旦，可謂別出心裁。電

視機傳來無線藝員們熟悉的聲

音，為大家談論著在學校發生的

事作伴奏，氣氛輕鬆。為增添節

日氣氛，團長更帶領四名美食兵

團，到步行街搜購大家愛煞的新

疆串燒，太偉大了!! 

 

「 三 、 二 、 一 ， HAPPY NEW 

YEAR!」踏入零時零分的一刻，大家擁作一團互相慶祝，歡呼聲傳遍四樓的每個角

落。咦﹗為什麼數來數去亦只得十九名EQC﹖他們還沒回來嗎﹖說時遲那時快，升

降機門傳來開啟的聲音，你們終於回來了!熱呼呼的串燒通通放下，汗流浹背的身

軀又有何妨，再擁抱一下吧﹗ 

 

拍照、串燒、擁抱、大笑，零九年的倒數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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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五個元素教學 
1/1 (上午)~EQ1 認識及接納情緒 
 

目的是讓學生認識及接觸不同的情緒， 

從而瞭解以及接受自己的情緒。明白情 

緒只有真與假之分，沒有對與錯。不要 

為有該情緒而感到難過或內疚。 

 心電圖 

 全人圖 

 隔岸猜火 

 我要爆了 

 影帝影后我來啦﹗ 

 

 

 

Debriefing 中…… 

小朋友認真地畫畫 很投入地表演話劇“魔鞋＂ 

心臟病….!小朋友們看似

很緊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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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午)~EQ2 管理情緒 
 

透過控制自己的想法和行為，和面對不 

同情緒或承受壓力時也可以保持冷靜， 

思想不會流於負面，保持情緒穩定。 

 學做主人 

 千棋百緒 

 快快拚出快速來 

 

 

 

 

完成!!!^-^

快快快!!快要拼好了!! 

加油! 棋子快到終點了~~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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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上午)~EQ3 自我激勵 
 

透過訂立目標，讓學生明白正面思想和 

控制衝動的重要性，使他們在不同場合，遇上

不同難題及情緒低落時也懂得如何令自己重拾

自信，自我激勵。 

 一元幾毛 

 再接再厲 

 拆解無難度 

 功夫熊貓(電影欣賞) 

  

 

 

 

 

 

小朋友正在看《功夫熊貓》

反應不錯啊! 

Nelson：我被包圍了! 

EQC 正示範遊戲 
用飲管傳橡筋… 
該如何鼓勵自己呢? 

怎樣才解得開這複雜的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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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午)~EQ4 體會他人情緒 
 

教導學生不能自我中心，明白同理心的 

重要性，在做任何事前都要先從別人的 

角度出發，易地而處，體會他人的情緒 

和感受之後才去實行，從而幫助解決問 

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並鼓勵他 

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你這剎那在何方 

 停一停想一想 

 大地震 

 

 

 

 

 

 

 

 

 

 

 

 

 

 

 

 

地震發生…南美洲爆發飢荒! 
快離開這個洲!!! 

大家能夠體會矇眼

同學的處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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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上午)~EQ5 正面影響 

他人情緒 
 

通過教導學生不同的技巧，有效地正面 

鼓勵身邊的人的情緒，建立良好的人際 

關係，並使身處的環境有良好及愉快的 

氣氛。 

 怎麼扮 

 畫出正面能量 

 左纏纏右纏纏 

 

 

 

 

 

 

 

 

 

 

 

 

  

 

 

一二,一二….大家要加油呀!! 

一二三四五…呢度有

幾隻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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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午)~教案總結 

 
目的：重溫及鞏固所學的 EQ 知識 

1. 問答環節 

2. 製造紀念品 

3. 分享 

4. 大合照 

做好了! 

正製作全人公仔… 

搶答!! 

那一個屬於 EQ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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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午)~閉幕典禮 
 

一月三日下午，隨著各班的 EQC 帶

領學生進入多媒體室，這標誌著閉幕典

禮快將舉行。經過數日既忙碌且興奮的

EQ 教學後，各 EQC 都懷著不捨的心情

和認真的態度來預備閉幕典禮。沙溪中

心小學的校長在致謝辭中肯定了我們

的努力，說我們改變了一些被認為是頑

皮的學生，這一點著實令我們感動。看

見一個個學生上台致辭，滿懷自信地數

說出他們在冬令營中所學的知識和表

達對 EQC 的感謝時，讓我們十分鼓舞。隨著司儀讀出得獎同學的名字，室內又響起

了熱烈的掌聲。各嘉賓及負責貼蘋果的班代表拿著他們的蘋果紙，將他們在這個冬

令營學習的豐碩成果和感想小心翼翼地貼在蘋果樹上，頃刻，蘋果樹就結滿同學們

學有所成的果子，對 EQC 來說也是一種欣慰。蘋果樹紅綠相映，甚是吸引。 

 

 

 

小朋友致辭

貼蘋果 

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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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完蘋果樹後，最令人期待的一刻到了。就是全部學生們站起來，向我們表演

團歌「生命有價」。一個個天真、甜美的笑容和配合著輕快的音樂節奏而不斷擺動的

身體繒畫出一幅幅令人印象深刻的圖畫。EQC 看見如此壯觀的情景，除了驚嘆之外，

也感到十分滿足。最後，就是全體同學和 EQC 到操場放紙飛機，寓意著放飛夢想及

展翅高飛。隨著三、二、一的倒數聲結束後，不消一刻，紙飛機就漫天飛舞。整個

空間也彌漫著歡笑聲，但隨著一隻一隻紙飛機落下地面的時候，就正式標誌著韶關

教學交流團的結束了。 

 

一起表演我們的成果吧! 

好壯觀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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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午)~離別... 
四天的光景匆匆過去，最後一天還是無情的來臨。EQC們都把握最後機會和學

生拍照，希望把記憶與感覺留在照片上。操場上、課室裡、旗桿下，你總能見到幾

個學生與EQC們緊緊的擁抱，或哭作一團，以眼淚送別；或是看見學生歡天喜地捧

著我們送的禮物，和為他們簽名留筆的紀念簿，這一切一切，都構成一幅最美最溫

暖的油畫。 

時間還是匆匆地流走，天色已不早了，我們還是難捨難離。在導遊不住的催促

下，我們好不容易才離開。我由旗桿下倒著走，想用雙眼把沙溪的影像攝錄下來。

在門外望著天邊或紫或紅的晚霞，還有那劃破長空的天虹，實在不能相信我們要離

開了。在車上，每人都懷著百感交集的心情，踏上歸途……教學完結了，我們的使

命完成了，這是欣慰；離開這群相處四天的可愛學生，卻是失落。我細味小朋友們

給我的一字一句，或是簡單的一幅圖畫，閉上眼，原來沙溪中心小學，已留在我們

心中。 

再見！沙溪中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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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4/1(上午)~天景山 
     辛苦籌備了幾個月，以及完成四天的教學，終於可以輕鬆一下，遊覽韶關的

風光名勝了！第一天我們來到天景山。我們乘坐旅遊巴上山，一路上山道迂迴曲

折，車子須緩緩慢駛以確保安全，我們都不禁提心吊膽，也親身體驗了「頭暈字

D」的可怕。 

途中我們下車，經過一間別具

中國特色的茶樓，茶樓外是一片碧

綠澄明的湖水，當我們大驚小怪地

爭相在湖前拍照時，導遊告訴我

們，這景色比之後看到的，可謂小

巫見大巫，往後的景色還要美百倍

呢！果然，我們一路上山，發覺景

色真的一處比一處怡人。我們渡過

一條長長的吊橋──同心鵲橋。再

往前走，俯瞰山下翠綠清澈、玲瓏

剔透的泉水，四周山巒重疊、層層

相依。和煦的陽光映照在水面，波光粼粼，煞是好看。這片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令人聯想到九寨溝的秀麗風光。 

在上山途中，我們經過

八仙亭，又摸過山石縫流出

來的清涼聖水，還在泉邊的

一排竹筏上拍照留念。最

後，在綠樹掩映間，天下第

一洞天──仙人橋──終於

映入眼簾。仰望那座雄偉壯

觀、巍峨險峻的巨大石洞，我們不禁嘆為觀止，並感

受到自己的渺小，大自然的奇妙。仙人橋的名字果真

名副其實，若不是「仙人」的鬼斧神工，又怎能形成

這座奇特的大峽谷呢？最後不得不提的，是我們在山

上買的蕃薯。我們邊下山，邊吃著這香甜又熱乎乎的

蕃薯，不由得甜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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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下午)~韶關大學交流 
      

還未抵達韶關大學的入口，我們已經驚嘆其校園面積的廣大：導

遊輝哥向我們介紹，車子要穿過整個校園，竟需要十分鐘時間！

我們先拍一張大合照，然後由兩位旅遊系的韶大學生帶領我們四

人一組的同學參觀校園。校園共分為東南西北四區，每區皆有一

飯堂。我們經過青年湖、籃球場、澡堂、圖書館等地方。圖書館

正好展覽日本池田大師的畫展。校園還有一大片草地，它成了許

多同學拍照的背景。夕陽西下，燦爛的餘暉映照著大地，使黃昏

時的韶大顯得格外美麗。 

    晚上，我們到飯堂吃晚飯，那裡的飯菜可真便宜，我們用學

校發的儲值卡，六個人只花上四十元買食物，十分划算。最好吃

的當然是香噴噴的煲仔飯了！吃過飯後，我們有機會到宿

舍走一趟，還踏自行車沿小徑回到大學入口。夜幕低垂，

涼風吹拂，在路兩旁昏黃燈光的照射下，非常浪漫寫意。

這或許是緣份吧？短短三個小時的相處就讓我們跟韶關大

學的學生建立了深厚的友誼，臨別時大家還依依不捨，互

相交換了聯絡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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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晚上)~放煙花 
 

不少同學都是首次親嘗放煙火的滋味，最難忘的是大家懷著戰戰競競的心情把

引線點燃，然後迅速跑得遠遠的，但又不甘後人不住的往前靠攏，想要在最近的距

離看到那煙火指天直衝的一瞬，看著紅的綠的藍的黃的，一個個綻放，交織成一幅

幅奪目的案圖。男孩們!還記得有多少次不由自主又不知所以地被當作盾牌，給女

孩躲在你們身後？女孩們！還記得有多少次看見燦爛的火花使你們興奮莫明地手舞

足蹈？ 

    那些震耳欲聾的聲響，霹靂霹靂的，如爆竹在天上

連環引爆。火花如陀螺般在地上回旋起舞，把我們團團

地圍在一起；面對著河堤，每個人都把手伸得最長，要

把火花射到對岸；那幾個最大的衝天炮，用它雖短暫卻

耀眼的金光，一次又一次地劃破漆黑的長空，震撼著我

的心靈。 

大年初二的在維港上所綻放的煙火，比韶關的何止

大千倍萬倍，一縷縷金光銀光閃爍著海面，水銀瀉地般注入整個維港…但缺少二十

三位 EQC 在身邊、缺少大家的歡笑聲、缺少全團人手牽手的旋轉，一切也失色了許

多。到了這刻，我才發現，我已和大家看過最美的煙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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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平台一影 

5/1 (上午)~丹霞山 

 

 
 

第二天的觀光景點是著名的丹霞山。丹霞山是

廣東四大名山之一，以紅色砂礫岩構成的赤壁丹崖為特色，有「要看天下奇觀，請

到丹霞山」之說。當天我們首先乘坐遊艇渡過山下的錦江，沿途風景迷人，兩旁的

群山高崖加上碧波湖水，構成十分典型的山水景色。湖面更是烟霧彌漫，朦朦朧

朧，猶如夢幻中的仙境。 

 

抵達對岸，我們便開始登上丹霞山，要登上山可真不容易。那條陡峭不平的

「奪命梯」把大家弄得汗流浹背、氣喘如牛。一路上大家互相攙扶，經過高低參

差、錯落有致的山石，終於到達頂點。俯瞰山下景色，頓時把剛才所有的疲累拋到

九霄雲外。山上崖壁寫上「法海慈航，誕先登

岸」，更顯其氣勢磅礡，就如武俠小說中江湖俠

士比武的背景。接著到的另一個有趣景點──陽

元石，亦是獨特的丹霞地貌。可惜我們不是在夏

天觀光，否則還可以在黎明時份一睹聞名的丹霞

日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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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桔林，除了目瞪口呆，

還是目瞪口呆! 

5/1(下午)~ 摘桔 
經過過多小時顛簸的車程後，我們於來到桔林了。一上車，只見一棵棵掛滿黃澄澄

桔子的桔子樹充滿山腰。我們跟桔林的負責人拿了剪

刀和塑膠袋後就開始摘桔行動了。由於桔子太多的原

故，部分 EQC 不消一刻就收

獲甚豐了！真令人興奮無

比！此外，在桔林裏的桔是

免費任吃和任君選擇的，至

於所吃到的桔子的味道酸、

甜與否就得看彩數了。 

 

這裡除了看見樹林外，還有一所簡陋的屋子，屋旁

有一塊塊綠油油的菜田，屋外飼養了數隻公雞，充

滿濃厚的鄉土氣息。一些 EQC 更在上洗手間的過程

中遇上「難忘」的經歷。聽他們分享真是「樂趣無

窮」！飽吃一頓後，摘桔子的時間結束了，EQC 們

拿著一袋袋的桔子排隊付款，這裡的桔子只售兩元

一斤，真是十分便宜。 
 

6/1(上午)~韶關市自由活動 
 

除了教學和觀光時間外，我們差不多每晚都有自由活動

的時間，EQC 們常逛的地方有韶關市中心的步行街和商

場內的超市。晚間韶關市的步行街雖不像旺角步行街般

擠擁和熱鬧，但這裡勝在有各種各樣的特色小食如三元

兩塊熱烘烘的紅豆餅、以香料調味的串燒、香甜的蕃薯

片等。在這裡逛一回，絕對能滿足 EQC 們的口腹之慾。

晚上的步行街行人不多，EQC 們手挽手走在步行街上，

十分輕鬆愉悅。 

 

此外，我們都愛到超級市場購物，這間超市樓高兩層，面積頗大，每次外出，我們

手裡都會提著大袋小袋的貨品回酒店，買的貨品以

食物為主，包括飛輪海餅乾、康師傅杯麵、百力支

等。 
 
 

串燒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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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阿竹(班主任) – 中文系 Year 1 

回望兩個月以來的訓練以及八天的韶關之旅，這次旅程的口號----

「教學相長」在我心中已成了永不磨滅的記號----這奇妙的旅程不但令國

內的小朋友得益，讓我們為他們帶來知識與歡笑，更為我們每一個 EQC 的

人生帶來了不同的改變和更新─這旅程不但了解了更多 EQ，更使我有更深

刻的生活體驗。所以，我會好好珍惜這幾天學到的，感受到的。   

 

 

李鑑峰~阿峰 – 宗教及哲學系 Year 1 

那一個深秋，我們相遇了！   

這一個寒冬，我們結伴了！ 

這段日子裡的我們．．．  

捨去了時間，卻得著了相互合作的機會！ 

捨去了精神，卻得著了彼此關懷的經歷！ 

捨去了心血，卻得著了共同努力的成果！ 

捨去了自己，卻得著了生命中重要的每一個您！ 

或許大家相處的日子很少．．．  

但我們的確得著了許多．．．  

陳昱餘~Judy – 社工系 Year 1 

起初報這團是因為價廉，只是想把 term break 的 schedule 填滿，想

不到這一次的外遊竟令我有意想不到的收獲和成長。這團之目的教學相長

在我身上達到了，不但帶給韶關的小朋友管理情緒的訊息，在教學過程中

處理小朋友們的情緒問題時也令我的 EQ 提升不少。另外，這團也帶給我 24

個好朋友,我會把你們珍而重之。 

 

莫介珠~Annie – 數學及數學教學系 Year 1 

     苦不堪言，這是參加了韶關教學交流團初時給我的感覺。 

    平時學習已經有千斤重，再加上多次朝九晚九的訓練及綵排，身心俱疲。 

    樂而忘返，這是參加了韶關教學交流團後給我的感覺。 

    置身在沙溪中心小學五一(一)班，終於可以體會當老師的感受；應用所學

的 EQ 知識；和其他 EQC 一起合作；教授小朋友們 EQ 知識而得到滿足感；被小

朋友們的歡樂感染。 

    和韶關大學學生作交流，體會不一樣的學習生活，不一樣的學習環境。 

    和一眾 EQC 一起，倒數、放煙花、遊山玩水、debriefing，彼此互相體會喜怒哀樂、甜酸

苦辣，在韶關呼吸著同一樣的空氣。 

    這一切一切都是韶關教學交流團給予我的一段段畢生難忘的回憶，千言萬語都不能講清心

中感受，只可以說句「韶關之旅，令我成長，眼光擴闊，是獨一無二的經歷」，所花的時間都是

值得的。

更重要的是，我們一同走過成長的路！ 

我認為，我的生命中，除多了回憶外，更

增加了不少朋友、知己、甚至是家人！ 

未來的日子，我會懷念出發前的每一次準

備、旅程中的每一段經歷、回港後的每一

個聚會......更重要的還有每一個您的擁

抱！ 

回望這次韶關旅，我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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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嘉偉~冷頭(班主任) – 商業會計系 Year 2 

這個旅程帶給我很多遠超想像的收獲︰一群來自不同學系的學生從互

不認識，到相知、相信、相助，一起經歷了許多甜酸苦辣，它給了我一班

真摯的朋友；親身教導小學生，看到他們能在短時間內成長，有正面的轉

變，既感安慰，又想為他們做得更多，它令我開始明暸 “Man for 

Others＂的意義。希望每位 EQC 都能延續這個的精神，“We for 

Others＂。 

 

馮宇嫺~路奇 – 歐洲研究法文系 Year 1 

我為能夠參加韶關 EQ 工程感到十分慶幸。一班人能一起真心地用多

個月的時間去為素未謀面的小學生籌備課程，已經是件難事。短短四天

的教學能給我的也遠超過想像。遇到的挑戰、啟發和感受不在話下，能

與整團人建立真摰友情，更值得珍惜。只付出過短短星期的準備，卻換

來超值的畢生難忘的成長！ 

 

盧書萍~Rachel – 翻譯系 Year 2 

坦白說，當初吸引我參加這個團的原因是團費便宜。現在，我真的覺得

是物超所值。在這個韶關團裡，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天的教學。小朋友

的熱情完全是出乎我意料之外。在教導他們 EQ 的同時，他們也教曉了我，

其實簡單的生活也可以讓人很滿足和快樂。 

 

 

賴錦連~Winnie – 中國商務系 Year 1 

我當初參加韶關教學交流團的目標很簡單，是要投入、愉快。出發前,

我曾經擔心，甚至後悔，但結果是多麼的開心，有很多出乎意料的收穫! 

我獲得一個寶貴的經驗。小時候曾有個當老師的夢想，這次我有機會

一嘗當老師的滋味，真爽!雖然過程頗辛苦，但小朋友的笑顏使我十分欣

慰， 一切都值得! 

我獲得一個學習的機會。「教學相長」， 在五一二班， 純真的小朋友

令我明白快樂可以是如此簡單; 路奇對小朋友的親切態度，冷頭恩威並重的管教，Rachel 的耐

心教導，都值得我學習。 

我獲得一份難得的友誼。在短短的八日，我們互相了解，幫助，擁有太多回憶! 一起教學, 

一起吃飯，一起遊玩，分享、班會、在房間寫信、談話至天亮…之後大家不捨的分離，把

BUmail 變成 EQC 論壇，及至我們重聚，一切一切都太感動，太難忘!在我心中，24 個 EQC 雖然

各自有不同的特色，但我們 24 個人已經是一個不可分割的整體，代表著一個美好的回憶，一份

特別的感情，一班可愛的朋友… 

真慶幸我有參加今次的韶關教學交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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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立文~Nelson(班主任) – 地理及通識教育系 Year 1 

籌備半年之久的韶關之行，在那八日裡發揮得淋漓盡致。雖然過程中苦不堪

言，但心靈上的收穫，足以蓋過一切肉體的透支。沙溪中心小學學生的一顰

一笑、校園內外的一草一木，還有跟 EQC 在一起的每個晚上，都深深烙印在

心坎中。憶記起現時為止的大學生涯，才發現腦海被韶關的人和事佔據了。 

回港後每每跟 EQC 們見面，總覺得時間又回到韶關的日子那樣。 

情‧不‧變 

 

羅淑儀~Suki – 翻譯系 Year 2 

能夠參加這次韶關之旅，我真的感到非常幸運，助人之餘自己亦在

過程中獲益良多，成長了不少。當中感受最深刻的便是與小朋友相處的

時間，有許多情境到現在還歷歷在目。能夠結識到各位充滿愛心及熱誠

的 EQC 更令整個旅程更愉快更難忘！    

 

林凱雯~Mo Mo – 社工系 Year 1 

無疑，韶關團是屬於我的。 

今天，當我再次翻開相冊，並又一次回味的時候，我才意識到，我和我

的韶關團已經無法分開了。我永遠也不會忘記那段日子：星期六、日的奪命

綵排；沙溪中心小學的學生，歡笑聲中，映出的是一雙雙純真熱切渴望的眼

睛；每晚強行睜開雙眼做催淚的分享；晨早的環迴立體聲；吃飯時的儀式；

與 Wendy 燕明姐姐的作戰；521 班開的「班會」；．．．．．． 

我曾不止一次想起這些共有的片段。這就是我的韶關團！ 

 

翁茗湘~Michelle – 中國研究社會系 Year 1 

   這次交流團，可說是我人生的轉捩點。直至今天，小學生們一雙雙

期待已久的眼神、熱情的歡迎、愉快的笑聲，依然記憶猶新…他們送給

我們的糖果、圖畫、用絲帶摺的玫瑰花、紀念冊的留言、照片上的笑

臉…或許是給我們四位 521 老師幾個月辛苦準備教學的最佳回報吧！希

望他們長大後，看到我們送給他們的簿和親筆簽名，記得曾經有一行廿

四位大哥哥大姐姐，在某年寒冬，為他們帶來歡樂和溫暖，教會他們如

何發揮 EQ 精神！ 

最後要感謝每一位 EQC，你們每一位都是我的學習對象，每次分享

會落淚都是因為你們，是你們給我快樂、勇氣、認同和啟發。交流團結束了，並不代表彼此的

友誼就此完結，在校園見面時依然熱情，依然互相關懷、扶持。我們的關係不單是朋友、知

己，還像家人般親密。細味大家的照片，一段段溫馨的回憶又重現眼前，心裡仍是甜絲絲的，

彷彿又回到韶關，回到每一個我們共同走過的足跡……一切盡在不言中！往往是一個擁抱、微

笑、眼神，已道盡彼此的心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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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亮~蘇頭 (班主任)– 地理系 Year 1 

    當十月開始時感覺一切也很遙遠很漫長。不知多少次十萬個不願意在星期天回校上課練

習，到最後只想時間再容許多一刻的停留，那是甚麼力量驅使我們有

這種改變 ﹖是愛吧。此刻我還想起沙溪小學那令我頭痛的五二(2)

班、開到深宵，令我早上精神不振的班會、至今仍認為太幼稚但可愛

的團歌、晚上跟大伙天南地北的對話內容...真的很想重來一遍。我

們二十四人，還要一起走更遠的路吧。 

 

區詠雯~Vivien – 工商管理-資訊系統管理系 Year1 

   很高興可以參加韶關教學交流團，讓我在大學第一年的時候渡過了

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假期。從開始籌備這個團直至到韶關進行義教、交

流，都讓我學習與體會到許多東西。就好像看著自己的小朋友長大，本

來什麼都沒有，由零開始，看著活動一點一點的成形，每次綵排後的進

步，心中都會感到十分鼓舞。 

    雖然跟韶關的小朋友相處只有短短的三天半，但我已確信這會是我

人生中其中一段最美好的回憶。跟小朋友玩遊戲時一起歡笑，看著他們

失控時感到沮喪，看著他們幾天內的成長而感動，這些一點一滴我都會謹記於心。 

最後，感謝輔導中心的導師們，特別是 Wendy，在背後給予我們無限的支持，教曉了我們

很多東西，又在團中帶給我們許多歡樂。更要感謝所有的 EQC，在一路上的互相扶持、分享，

令我們二十四個人之間建立了非常深厚的友誼。各位 EQC，我愛你們啊! 

 

關敏芝~Fornia – 應用經濟系 Year 2 

   由初初認識情緒智商到真正的教授只不過是短短的幾個月，一切都是由

零開始的。從我們的訓練、籌備、教授以致交流活動，都是我們實際所學的

寶貴經驗，能親歷一個教學的過程與成果實在令我們振奮。我們以真誠的心

待人處事，不論是與小學生三天的教學抑或是與大學生三個小時的交流都足

以建立起的緊密而奇妙的關係。我相信三天的教授已為各個小朋友帶來了一

些改變、一些希望。 

 

楊遠霞~霞仔 – 中國商貿系 Year 1 

   今次呢個韶關之行真係一個切切實實既生命之旅，之前既 TRAINING 真

係好辛苦，但每次踏出課室時都是無悔的，有價值的，在短短的 8天行程中

帶給你的多於你所失去的，你那麻木了的七情六慾，冰封了的內心世界，久

違了的真心笑顏……全都一一湧現，係今次生命之旅中令我對自己所信的更

加堅持，不再動搖。  

       不得不提的是一班 EQC，他們帶給我的有很多，是你們造就了一個這

樣的我，我很喜歡他們，在一次旅程中令人意想不到的是你生命中多了 23 位親密好友，令你會

心微笑。“教學相長＂真的確切地體會到，而且我還感受到“生命影響生命＂的力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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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燕嬋~Candy(班主任) – 社工系 Year 1 

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這一個團，一定不是舒服，是辛苦，但是苦盡甘

來，而且一直都是在歡樂聲中渡過。廿四個團友由不同的地方來，帶著不同的期

望來到，從不相識，直到現在會互相守望，這一切的感情都是因為大家共同經歷

付出，共同經歷收獲，大家彼此見證大家的成長。 

我參加前的期望是學習 EQ 的，而帶走的收獲比我預期得多。說真的，在之前

密集式工作坊的時候真的感到有點兒後悔，畢竟學習 EQ 有很多的方法，我有需要用這一個途徑

嗎?但當捱過了之後的滿足感十分大，原來自己都可以的。因此，自己面對的態度都有很大的影

響。隨著一個又一個的工作坊，去到後期的預備工作，跟大家都開始建立了感情。或者就是要

共同經歷辛苦的時候，建立出來的感情同共同的經歷都是拿不走的，而且大家都可以在很短的

時間內了解對方，跟其他的朋友是不同的。 

而預備的時間很短，我覺得大家不斷完成一個又一個的奇蹟，挑戰一個又一個的極限，這

種感覺很棒，最重要的是能夠與樂於付出的團友合作我感到很滿足，而且大家的性格走在一起

就可以互補不足，真的很棒!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一起做開飯儀式! 

 

何桂愛~Grace – 人文學系 Year 2 

   今次的活動讓我獲益良多。在訓練、籌備、教授及與各 EQC 相處的過程

中，我不單學懂了情緒智商的知識、待人處事的態度，更重要的是對自己的

認識加深了，使我對自己的信仰及信心更堅定。與二十多位從不認識的 EQC

相處對我來說有一定的難度，我十分感謝他們的接納、包容及鼓勵，這種感

覺十分溫暖。此外，在教學的過程中，雖然面對一些困難，但小朋友的活

潑、率真和任性感動了我，在他們身上，我看到自己所缺少及應該學習的地方，這過程真正地

讓我體會到教學相長的意義，也讓我再次找到快樂的真諦：「快樂全在主觀的心，不在客觀的

事!」 

何嘉裕~魚 – 人力資源管理系 Year 2 

   一直很希望參與義工的工作，參加完今次的韶關之旅，得著有很多。深深

體會到何為教學相長。之前一直認為自己的情緒智商很高，其實本身已有不少

的誤解。在和小學生相處的數天中是我最難忘的經驗，他們很純真，表達的情

緒往往是最真實的。臨別的一天我們 EQC 和學生們都依依不捨，雖然幾天的教

學並不能改變太多，但我們至少讓一班山區的小朋友有接觸 EQ 的機會，而且

慢慢也感受到他們的轉變。我亦很開心可以認識到一班可愛的 EQC，我從他們身上學了許多。 

 

劉佩欣~Yan – 應用經濟系 Year 3 

    八日七夜的韶關之旅使我擴闊了眼界，打開了心窗，衝破了人與人之

間的隔膜，體驗了喜怒哀樂。這個別具意義的寒假確為我三年大學生涯留

下美好的回憶，慨嘆與你們廿三位相逢恨晚，但可否讓我們延續那窩心、

情真、同甘共苦的感覺呢﹖衷心希望與你們親證｀友誼永固＇這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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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煜培~煜培(班主任) – 商業會計系 Year 2 

   今次的韶關之旅實在令我感觸良多，我們最初一班互不相識的小伙

子，經歷種種的籌備活動，深厚的友情不知不覺間建立起來，難得的是

大家除了應付學校繁忙的事務外，還盡心盡力的為這次韶關之旅付出許

多許多汗水和熱情，實在令我又驚又喜！ 

      整個行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地學生的熱情。記得我們第一日

到達時，學生們的主動與熱情早已溶掉我們兩地之間的文化差異。說實

在的，我早已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看著他們的笑容，令我有一種莫

名的滿足感。最後一天我們要離開的時候，大家深情的擁抱，我永遠都不會忘記。 

      最後，這次行程令我認識到一班知心的好朋友。另外，我亦重新找回以往開朗的自己，

好多謝大家。 

 

謝秋華~秋華 – 地理及通識教育系 Year 1 

    在最初接觸「韶關交流團」的時候，對這個團沒有太大的感覺，但

慢慢地，和團友接觸多了，發覺他們真是一群難得的團友：他們熱心助

人、做事認真之餘又好動活潑，高興的時候和他們一起嘻嘻哈哈；難過

的時候可以互相傾訴、互相擁抱安慰── 也許這些說話看起來太客套，

但卻是我由衷的想法。我慶幸我參加了這個交流團，認識到一班真摯的

好團友、好朋友；我無悔參加了這個交流團，讓我真正體驗和實踐到

「教學相長」的道理，給予機會讓我接觸到一班可愛活潑的好學生。 

 

黃潔欣~Coey –組織傳播系 Year 3 

   是次韶關之旅實在是不枉此行。以往，我是一個很沒耐性的人，

極度情緒化，對小朋友也不特別喜愛。但經過數個月的訓練，不斷上

有關的工作坊，設計課程等等，使我有所改變。而在小學裏教授的數

天中，更使我獲益良多！在小朋友身上，我看到純真，簡單的一面，

一顆小小的糖果便能令他們樂上半天，這是生活在複雜社會中的我們

所欠缺的。教學相長正是推動我們繼續前行的動力。 

 

黃韻蕾~阿做 – 中文新聞系 Year 2 

    參與 EQ 團初期要上很多的工作坊和預備教材，真的佔用了很

多的私人時間，也有少許的埋怨。但當到達韶關見到那些熱情的

小學生時，便覺得之前的辛苦是值得的。每天我們都要從酒店乘

坐大約五十分鐘的車程才到達學校，雖然在車上很睏，但一下車

便會變得精神百倍，因為那些可愛的小學生早已經在校門迎接我

們的來臨，天天如是，實在是非常窩心。這個經驗實在是非常難

得和難忘，我很興幸我有機會成為 EQ 團的一份子，經歷這八天的

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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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鴻湘~Anson—歷史及通識教育系 Year2 

 

   09 年韶關教學交流團係一個好特別既交流團

～！雖然係第二次參加呢個一團，不過身份唔同

左，又係另一番體會！呢個團俾我既感覺係好齊

心、好團結，團員之間既感情好深厚，工作效率

相當高！所以跟住呢個團，其實真係無乜野需要

我去幫手！哈哈！最難忘既係大家一齊係到燒

煙花，個場面好靚，大家都玩得好開心！！最搞

笑係兩晚玩 Wendy，實行將快樂建築係 Wendy 身

上，哈哈哈！！多謝 Wendy 咁玩得呀～！！未來

雖然大家好難再有機會再次去一個咁長、咁悠

閒、咁難忘、咁有意義既八日團，但我地已經有

一段最珍貴既回憶去慢慢回味！！！大家要繼

續努力呀！！！ 

 
我們鏡頭下的沙溪中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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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看圖作句 

 
 
 

 
 
 
 
 
 
      
 
 
 
 
 
 
 
 

 
 
 
 
 

 
 

在韶關學生身上，我們學

會了....舉手.... 

註 : 白老鼠除了做實驗外，另

一功能是...給大眾欺凌...妙極!
你看!大家笑得多燦爛 

很有家的味道~

輝 : 細路~食飯啦 
蘇 : 嗯 你夾先啦~哥 

小燕子/天鵝: 又是那隻老烏龜嗎

學生: 就是他~嗚嗚..嗚嗚.. 

峰叔: (咁多女粉絲點算好呢我要 
      展示我冷靜沉穩的一面!) 
學生: 醒下啦，發夠夢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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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霞四俠: 賞面和我們吃頓飯?? 

秋華    : 我要同 ANSON 食~ 我們這一家

山寨廠式經營 

可憐的竹竹: 「欣，求求你請一啖我食啦，我好肚餓呀><」

囂張的欣欣: 「啍~你有支水飲仲唔夠?想我請你?好難呀!」

(現實剛剛相反，竹姐點會比人蝦呢...) 

↑Suki：好緊張呀~又有得同輝哥影相!
←嘩~~執到寶呀! 

Wendy 的誘人 post
謀殺了不少菲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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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鳴鳴謝謝謝

活動贊助: 

香港南九龍獅子會 

香港浸會大學 學生事務處 

協辦： 

韶關沙溪中心小學 

指導及訓練：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事務處輔導中心 

 ＊輔導中心主管      陳張彩雲老師 

 ＊資深心理輔導主任   梁許志老師 

 ＊心理輔導主任       王武韜老師 

 ＊心理輔導主任      張燕明老師 

香港浸信會呂明才小學 

＊訓導及資訊科技主任  王名禮老師 

協助： 

韶關學院旅遊系             

＊李思霖老師 



 

 

 

 

 

 

 

 

地址: 善衡校園邵逸夫樓 8 樓 804 室 

電話: 3411 7435 

傳真: 3411 5819 

網址: sa.hkbu.edu.hk/cdc/ 

電郵: cdc@hkbu.edu.hk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12:30pm 

1:30pm-6:00pm 

         星期六               9:00am-12:00noon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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