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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於早前發表的 2020 年願景策略綱領與行動當中

提出致力打造大學成為區內提供全人教育的最佳學

府。其中包括致力服務社會，滿足社會所需。 

 

現今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學生們不單

只要求學業成績優異，更須具備團隊精神、肯委身、

有承擔的條件；但我相信這些本領不是由書本上可以

學習，而是經過親身的實踐及體會，這也是我們「EQ

工程」的活動目標。本著「教學相長」的理念，希望

讓學員實踐所學，為貧瘠山區兒童送上愛心和溫暖，以及推廣精神健康。 

 

大學是一個協助年輕人培養個人理想、了解自我、發展潛能的地方。因此，學生

事務處積極協助同學尋求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希望同學們能全方位發展，在大學

生活裏，體驗及探索人生意義及發展多方面的潛能，在學問、專業技能和身、心、

靈各方面取得均衡發展以達致全人教育的目的。 

 

今年已經是我們浸大「EQ 工程」第六年為貧瘠山區的兒童舉辦「情緒智商冬令

營」，我相信由各位「EQ 工程」的成員帶動下，不需等到 2020 年也能令浸大成

為充滿「關愛文化」和「精神健康」的校園。 

 

 

 

香港浸會大學輔導長 

何鏡煒博士 

201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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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Q 時光，歷久難忘 

 從九月的面試，到十月，十一月的相處，到十二月一遍遍的彩排，再到一月

的冬令營……轉眼間，因 EQ 工程冬令營而結緣的我們已經攜手度過了半年時

間。如今正是春意盎然的南方三月，回首過去，我們都有太多的話想說，太多的

感慨要分享。看著這本記錄刊物一點點成型，大家這一路走來的點點滴滴漸漸變

得清晰。在桂林力創小學度過的日子雖然不長，卻飽含著大家的努力和熱情。 

 在參與 EQ 工程前，我們只不過是香港浸會大學裡最普通不過的學生，每日

上課，下課，擦肩而過。但 EQ 冬令營就像神奇的紐帶，把我們二十多個人緊緊

聯繫在一起。從那時起，我們就是浸會大學的二十四個 EQ 大使；我們就是“EQ

桂寶團＂的團員，熟絡後，我們更互相稱大家為 EQ 寶寶。在一名隨行老師和一

位 EQ 助理的陪伴下，EQ 大使們先在力創小學裡度過了三天的美好時光，隨後

遊覽了桂林的各處名勝，時間雖不長，這段回憶卻是大家心底的寶藏。我們哭過

笑過，生氣過，感動過，歡喜過，萬千情緒到最後都化作不捨。道別的時候，面

對小朋友們眼中的淚光，大家心中都只有同一個希冀：以後還會再見的，一定會

的。 

 飛機滑行在跑道上，最終升入雲霄，帶著我們離開了桂林。但那片風景如畫

的土地，已經永遠留住了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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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歌 

 

歌曲：別看我只是羊  歌手：楊沛宜 

喜羊羊美羊羊懶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軟綿綿紅太狼灰太狼 

別看我只是一隻羊綠草因為我變得更香 

天空因為我變得更藍白雲因為我變得柔軟。 

別看我只是一隻羊羊兒的聰明難以想像 

天再高心情一樣奔放每天都追趕太陽。 

有什麼難題去牽絆我都不會去心傷 

有什麼危險在我面前都不會去慌亂 

就算有狼群把我追捕也當作遊戲一場 

在什麼時間都愛開心笑容都會飛翔 

就算會摔倒站得起來永遠不會沮喪 

在所有天氣擁有叫人大笑的力量 

雖然我只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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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起飛，帶著大家的期待 

準備工作 
  EQ 寶寶們在出發前的三個

月便開始準備工作了。我們先參

加工作坊，學習了溝通、助人和

正面思考的技巧，還接受了 EQ

訓練和學習課堂管理，好好地裝

備了自己。在最後一個 EQ 訓練

課程和教學遊戲，我們分成了五

個教學小組，圍繞五個主題設計

EQ 課程。單元一是認識和接納情

緒，單元二是管理情緒，單元三

是激勵情緒，單元四是體會他人

情緒，單元五是正面影響他人情

緒。我們之後用了兩天的時間試

玩這些遊戲，找出設計的優點和

缺點，然後作出改善，好使小朋友喜歡這些遊戲，並從中學到 EQ 知識。成立了

籌委會外，我們還分成四個非教學小組，分別有物資組、迎新組、典禮組和刊物

組。物資組準備送給小朋友的禮物及統籌整團的物資，迎新組設計破冰遊戲，刊

物組準備給小朋友的小冊子。十二月的時候，我們一邊要應付考試和無數的報

告，一邊準備 EQ 工程的工作，可是 EQ 寶寶都十分負責任，出席每一次的工作

坊。物資組的工作特別繁重，出發的前幾天，非物資組的同學也一同幫忙整理物

資，表現出感人的合作精

神。 

 
 

 

 

 

 

 

 

 

 

 

收拾完畢，大家都興高采烈。 

EQ 寶寶發揮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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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禮 
 為了隆重其事，EQ 寶寶為小

朋友們準備了一個開幕儀式，介

紹未來幾天的活動。典禮本來在

學校的操場舉行，可是當天天氣

實在太冷，只有兩度左右，校長

擔心小朋友在操場逗留會生病，

便改在舞蹈室舉行。可是舞蹈室

比較小，容納的人有限，有些小

朋友只可以在課室裡聽廣播。小

朋友一開始看到我們這些陌生的

哥哥和姐姐，都顯得十分的安

靜。典禮開始了，雯雯姐姐和華

哥哥是典禮的司儀。他們用輕鬆

活潑的手法介紹了 EQ1 至 5 的課

程概念，又請 EQ 寶寶各自介紹自己和教授的班別，之後邀請各主禮嘉賓把 EQ

願望元素船貼在岸邊，寓意小朋友將揚帆出海，前往 EQ 的寶庫裡探索。最後 EQ

寶寶為小朋友們唱了我們的團歌

「別看我只是一隻羊」，還一邊跳

著輕快的舞步，小朋友們都露出了

可愛的笑容，美術室笑聲不絕，我

們彷彿一下子就熟絡起來，為接著

的活動打好基礎。 

 

製作精美的小船。 

 
同學專心地聽華哥哥和雯雯姐姐說話。

華哥哥和雯雯姐姐擔任活動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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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 
 在正式的 EQ 教學之前，

我們準備了一個迎新的環節，

包含了自我介紹、訂立班規和

小遊戲，先和小朋友互相認識

認識，帶動課室的氣氛。EQ 寶

寶再一次介紹自己，並且介紹

了三個獎項，分別是「最投入

大獎」，給最積極參與活動的小

朋友；「秩序之星獎」，給最配

合小老師的小朋友；「最佳服務

大獎」，給最配合及樂於服務的

小朋友。 

 

接著，EQ 寶寶把同學分成三組，讓同學想想未來三天應該遵守的規矩，然

後寫在紙上。同學可能是第一次討論班規，一開始大家都很沉默，反應不是太熱

烈，接著 EQ 寶寶帶領討論，給予一些建議，例如「全程投入，踴躍參與所有課

堂活動」、「應守望相助，互相合作」等等。EQ 寶寶自行訂立班規，會視之為諾

言，好好地遵守。之後 EQ 寶寶安排安靜手勢，吸引小朋友的注意力。 

我們一同玩了「紙上溜乒」和「猜猜畫畫」等破冰遊戲，課室氣氛融洽。最

後，EQ 寶寶跳團舞，迎新活動便在一遍笑聲中結束了，我們也逐漸熟絡起來，

故事就這樣開始了。 

同學們十分合作。 

同學們都十分期待 EQ 寶寶所帶

來的活動。 
EQ 寶寶和同學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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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1 教學—認識和接納情緒 
 EQ1 的主題是認識和接納情緒，EQ

寶寶以「情緒配配樂」、「情緒小故事」、

「情緒大風吹」和「天才表演」四個遊

戲來教授相關的知識。 

  「情緒配配樂」運用處境題目，有

關於學校方面的，也有家庭方面的，全

面地引領小朋友思考情緒反應的問題；

小老師會問如果你是小明，而小明考試

獲得了很高的分數，那你的反應會是正

面還是負面呢？如果你剛剛掉了五元

錢，你又會感覺怎樣呢？ 

 

這個遊戲讓小朋友初步思考情

緒問題，讓他們意識情緒的確是無時

無刻在影響我們的，我們發現它，才

可以管理它。把它管理得好，我們的

生活也會開始亮起來。 

  接著的「情緒小故事」和「情緒

大風吹」讓小朋友認識不同種類的情

緒。情緒不但有不開心和開心，還有

沮喪、激動、輕鬆、自毫、失落和滿

足等等。 

   

 

在天才表演裡，小朋友發揮出極強

的想像力，在短時間裡創作了小劇本，

演出不同情緒。他們的故事和演出，比

我們哥哥姐姐試玩時想出來的更精彩

呢！ 

 

 
同學們的反應熱烈。 

大家都全神貫注。 

 

和小朋友一起，EQ 寶寶都顯得 

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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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2 教學—管理情緒 
 EQ2 的主題是管理情緒。經過昨天的

活動，小朋友已經認識和接納了情緒，這

正是時候學習管理自己的情緒，和自己的

情緒好好相處 

  EQA 先和小朋友玩了「快樂捉小蟲」，

溫習了昨天教過的不同種類的情緒。 

 

接著，EQ 寶寶播放喜羊羊動畫，讓小朋友

想想如果他們是主角，遇到那些事情，會

有什麼感覺。之後 EQ 寶寶透過「樂在棋

中」，教授和講解一些管理情緒的方法，例

如腹式呼吸法，還和小朋友一起練習。小

朋友一邊遊戲一邊學習，樂在其中，又有

所得益。

動畫教學，活潑生動！ 

同學們專心地和 EQ 寶寶討論問題！ 

沒什麼比孩子的笑臉更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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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3 教學—激勵情緒 

 不論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總會試過情緖低落，甚至失控。那時侯，我們需

要的不只是冷靜自己，更重要的是要盡快收拾心情，令自己振作。所以，在讓大

家認識各種情緒後，我們亦介紹很多不同的自我激勵方法，有在「你懂我嗎？」

中學到的不同成語如「鐵杵磨成針」等，有在「激勵鬥一番」中失敗時的叫口號

方法，也有如在「走出迷陣」時的堅持及信心。不論是那一種方法，都只為能令

大家可以在遭遇波折時，能勇敢地重新站起來。這樣，大家才可以在經歷每段人

生風雨時，一直懷著積極樂觀的心情走下去。 

希望你們以後都能跟此時一樣手牽手，並肩走下去！ 

大家今日的默默耕耘，都一定能令心中長出一朵永不凋零，美麗的花！



12 
 

EQ4 教學—體會他人情緒 
 人類是團體動物，沒有人可以把自己完全隔離在世界之外。而體會他人的情

緒，正是待人接物技巧中重要的一環。體會到他人正面的情緒，就可以共同分享

快樂；若是體會到他人負面的情緒，我們亦可用同理心去了解別人的立場，體會

他的難處，從而給予對方適當的支持及關愛。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就是這樣

以關心和理解，一點一滴地建立起來，同時亦可避免很多不必要的誤會。 

  在「一起走」中，我們學懂了在不同情境中，人會有不同的感受；在「大爆

炸」中，我們感受過遇到困難時那種無助徬徨的感覺，從而體會他人的感受；「鬥

多鬥多鬥鬥多」中，我們透過親身經歷一些肢體障礙，學會用同理心去了解別人

立場，體會別人的難處。 

 

 

 

 

 

 

 

 

 

 

 

 

 

 

 

 

 

 

 

 

 

大家都發揮出同

理心，在遊戲中互

相幫助！ 

大家準備好「一起大

步走」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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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5 教學—正面影響他人情緒 
  沒有人會希望見到自己的朋友或是關心的人傷心難過。體會到他人情緒，我

們除了可以默默地陪伴他們外，其實還可以用不同的方式去鼓勵他們，可以是一

句說話，可以是一個動作，最重要是令他們明白自己不是獨自一人面對挫折，令

他們能重拾樂觀自信，繼續向前行。我們可以運用在「你有理說」中學到的改觀

技巧，也可以像在「黏著大步走」般用正面的說話及動作鼓勵別人。 

 

 

 

 

 

 

 

 

 

 

 

 

 

 

 

 

 

 

 

大家都在認真聽同學的講解。 

大家一方面在努力，一方面

在互相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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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典禮 
 總感覺桂林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三天前的我們才懷著好奇緊張的心情

來到學校，三天後的我們卻已經要依

依不捨的離開學校了。以開幕典禮開

始的三日教學，同樣以閉幕典禮作終

結。 

即使心中有再多的不捨傷感，大家依

然努力認真地準備這典禮。因為大家

都知道這已是能準備的最後節目，能

送出的最後禮物，以及，不能再重來或繼續的最後時刻。我們都只想為這三天難

忘的回憶寫下最完美的結局。 

  聽到負責致辭的小朋友代表說感激我們帶來的歡樂，會銘記我們的

教導，還大聲背出五種 EQ 元素時，我們都露出了滿足欣慰的笑容；到

EQA 代表上台時，聽著他們說出大家的心聲，又

看到台下不停拭淚的小朋友，我們都不禁熱淚盈

眶。一時之間，全場都十分感動。 

不過，之後的頒獎儀式令氣氛再度回復輕

鬆。看著秩序之星，最佳服務獎，最投入大獎的

得獎同學上台領獎，我們作為老師的都覺得很驕

傲。然後，我們再度拿出開幕典禮時揚帆出海

的 EQ 元素願望船，並安排主禮嘉賓將被掩蓋的部分撕

開，藉此寓意學生學海無涯，期望他們不會忘記一直陪他們成長的 EQ。 

      

 

隨著營歌「別看我是一隻羊」

的完結，閉幕典禮圓滿結束，而

三天的教學亦正式畫上句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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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漓江 

 一連三天的教學工作很快便完結了，來到旅程的第四天，我們得以到桂林著

名的旅遊景點遊覽一番。所謂「桂林山水甲天下」，我們的第一站便到桂林一絕

──漓江參觀。 

 乘著遊覽船順流而下，兩岸的壯麗景色盡入眼簾。往遠處看，只見山峰林立，

江水清澈，可真是山明水秀。  

 

 聽著船上導遊的解說， 當中的一個景點「九馬畫山」， 山峰上原來藏著各

種不同姿態的馬匹，有的佇立著，有的低頭喝水，有的昂首長嘶，真是千姿百態！

曾有一首歌謠描述「九馬畫山」， 「看馬郎，看馬郎，問你神馬幾多雙？看出七

匹中榜眼，能看九匹狀元郎」，若能數到當中 

的九匹馬，便擁有狀元般 

的智慧了。聽到這個解說後，同學

都為之雀躍，「那邊有隻喝著水的馬

啊！」，「我數到了……我數到了，

我可以做狀元了，哈哈！」，他們笑

聲不斷，船上的氣氛頓時變得熱鬧

了! 

桂林的山峰真壯觀呢！ 

大家都急不及待地拍照留念！ 

大家看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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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銀子岩 
       銀子岩是桂林新開發的岩洞景觀，洞內藏著不少奇觀， 當中最為著

名的景觀有三絕: 雪山飛瀑，音樂石屏，瑤池仙境; 三寶: 佛祖倫經、混元珍珠

傘、獨柱擎天。 在洞穴內，各種千奇百怪的鐘乳石映入眼簾，當中有的仿如鑰

匙，傘子等，形象百變。這些大自然的景觀配上特別的燈光效果，真令人歎為觀

止！ 

     另外一個「瑤池仙境」的景觀最為特別，水上的鐘乳石和水中的倒影合二

為一，相映成趣！看畢這些奇觀後，我們都不禁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為之驚嘆！ 

  

 

 

 

 

 

 

 

 

 

 

 

 

 
 

 

 

洞內奇觀可真巧奪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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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陽朔遊覽 
 

 遊過漓江及銀子岩後，大家的肚子都咕咕作響了，我們便到陽朔西街一嚐各

種美食。這條西街的美食可真是包羅萬有，既有桂林著名的米線、亦有其他地方 

的美食，如印度。除此之外，那裡更有香港茶餐廳、肯德基，一點點的熟悉感油

然而生。 

 除了一眾美食外， 西街亦有各式各樣售賣精品、特產、小吃的店舖，應有

盡有。當逛完這條街後，大家都滿載而歸！ 

 
包羅萬有的西街 

中式的店舖 西式的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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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象鼻山 
 

象鼻山也是桂林著名奇觀之

一，因其山形酷似一隻伸着鼻子飲

著漓江的水的巨象而得名。走進象

鼻山公園，大家都仿佛變了攝影

師，要把一個個的奇觀記錄下來。

在公園內，原來還有一個名叫愛情

島的地方，大家都急不及待地到那

兒走一走，說不定能尋到一段屬於

自己的愛情呢！ 

 

 

大家看到象鼻嗎？ 

  大合照 

在愛情島上，大家都得到滿滿的愛。 

潺潺的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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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交流 
 在旅程的第六天，我們到廣西理工大學進行交流，我們先分作小組，每組都

有幾位當地的學生擔任導遊。他們帶我們到學校的不同地方參觀，起初還有點擔

心與他們的話題不多，後來經過和他們的相處，一切的憂慮都化為烏有。當地的

學生都十分友善，詳盡地介紹學校的課程，運作等。大家都有說有笑，雖然只是

數小時的相處，但一段段的友誼已漸漸萌芽。臨別的時候，大家都表現得依依不

捨，盼望有一天能再相聚。 

 

 

與理工大學同學合照 

理工大學的同學致送紀念品予我們。 
臨別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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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程 
 在最後一天，我們一早便到步行街購買手信，可惜當地大部份的店舖還未開

門，只有少數的店舖營業。但這亦無阻我們的興致，大家都提著一袋袋的戰利品

離去。 

 七日六夜的旅程很快便過去了，在回程的時候，大家都累了， 紛紛在旅遊

巴上睡著了，這個多姿多采的旅程亦正式畫上一個句點。 

 

      

                          

 

                     

碰杯！ 

大家模仿得維肖維妙呢！ 

大合照 

機票大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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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來到桂林的第一頓飯! 

每日早餐必吃的桂林米粉。 

休息是為了走更長遠的路！ 

第一次來到廣西市桂林力

創小學……先拍張合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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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K 歌之王 – 興哥 

愛情島上，大家忽然興起想拍青春劇的念頭... ...

一眾 CHOK 樣王！ 
我們四個就是吉祥快樂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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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飯菜，大家一樣吃得津津有味…… 

有趣的課間操，遠遠看去，同學們圍成

的圈圈就像一個個彩色的大泡泡！ 

優秀的小導遊，連我

們一眾哥哥姐姐都聽

得入了神，心中驚

歎，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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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情島上，我們都找到了……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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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都到了畢業的時候了…….

執拾行李中但又不忘搞笑的 EQ 寶寶。 

我們就是彼此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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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感想 
五一甲班 
盧光華 （Daniel） CMED CHI MED Year 3 

參加這次 EQ 工程，最初是想服務桂林當

地的小朋友，希望把歡樂帶給他們，把幸福分

享給他們。這些目標最後都做到了，但意想不

到的是，得著最大的竟是自己。 

我很開心。在整個 EQ 工程中，結識了一

群好伙伴。一同籌備活動，為小朋友獻出無私

的愛心；一起遊覽桂林山水，讚嘆大自然的宏

偉；大家都能有說有笑，也能互相坦誠、毫無

掩飾地分享心事。 

我很高興。在教學的過程裏，跟小朋友相

處得很融洽，沒有師與生，只有朋與友。或許

他們會有頑皮的時候，但是他們的真誠和天真無邪是可以充份感受到的，令我那

冷掉了的內心重燃起來。 

經過這次服務團，果真獲益良多。 

 

鄭嘉文 （Karmen） BUS MKT Year 3 

坦白說，無論是言語上還是書面上，我也不是個

善於表達自己感受的人，多少和成長有關。入了大學

這兩年多的時間，改變很大，但真正面對自己的情緒

並懂得如何處理自己情緒還真是全靠這次 EQ 工程。

所以說，在出發之前就已經有很大得著了，更不用說

在桂林那幾天的得著了。 

沒想到一個月後再寫這篇分享，一個又一個桂林

的畫面還是歷歷在目。還記得在桂林的時候，有個小

朋友告訴我從來也沒有哥哥姐姐會這樣來跟他們

玩，從來沒有看見同學們一齊笑得那麼開心。說完以

後，他還哭了出來，那一刻，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他有

多麼珍惜這次機會、多麼看重我們這些哥哥姐姐。也

許是第一次義教的原因吧，那一刻的感動是從未有過

的。作為一個小老師，雖然我不知道我可否以生命影

響生命，但最少我相信這三天ＥＱ教學在他們心裡已

經留下了小小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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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詠蘭 （阿蘭） SOSC SOWK Year 1 

 

我一直都不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尤其是面對

小朋友。我總覺得他們太吵鬧了，直至我參加了

EQ 工程。 

從報名參加､出席工作坊到正式籌備各樣 EQ

教案，我都只是像學生交功課般一樣。當我正式成

為小老師時，更常為課堂上失控的場面感到懊惱。

如此艱難地過了三天，在最後的一天，那些活潑的

小朋友們給了我們一個大大的驚喜。 

他們用顏色紙摺了一隻隻的小飛機。 

我以為，短短的三天，我在有限的情況下未能

真正地教授 EQ 知識。 原來，短短的三天，他們

全都明白了我們所教的。每一隻紙飛機中都寫滿了他們這三天所學到的，同時亦

盛載了他們對小老師們的敬愛。我以為，是我教導他們知識;原來，是他們以「身

教」教會了我很多課本沒教的事。 

為了一張普通的卡紙而笑容滿面，他們簡單､知足。 

為了一個人數不平均的遊戲而發聲，他們勇敢､正直。 

為了誤傷同學而哭泣，他們善良､純樸。 

我會牢記他們的每一種美德， 連同每一隻紙飛機，好好珍藏。 

 

五一乙班 
陳衡暉 （Alex） BUS ACCT Year 1 

 

在 EQ 工程中， 我學到了如何有效地和別人相處， 因

為 EQ 工程當中人數不少， 在準備工作當中難免會有意見

不同的時候， 但我亦可以學會如何去接受他人意見。 

另外， 有一個得著， 如果沒有參加 EQ 工程， 我根

本不會相信原來真的有小朋友會為哥哥姐姐送他們的一個

糖果而感到無比的快樂， 因此， 我覺得身處香港的我們

真是太幸福， 我更學會珍惜我所擁有。 

再者， 我和其他的組員更學到如何去接受他人的情

緒， 情緒沒有對和錯之分， 如果你不開心， 大可以哭出

來， 最重要的是接納自己的情緒和體諒他人。總括而言， 

我很高興我可以參加到 EQ 工程， 得到比預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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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絲影 （Jo） SOSC CSTD Year 1 

桂林，在心中。EQ 工程桂林之旅帶給我很

多。是快樂的、是興奮的、是充實的，是期待的，

是不捨的，是冰冷的，也是溫暖的、是辛苦的、

但也是值得的。 

二零一一年一月三至一月九日短短七天，是

我一個難忘的經歷。這是我第一次做義教的工

作，桂林的小朋友們帶著熱情、天真又可愛的臉

來迎接我們。這次，我們讓他們上了情緒的一

課，小朋友說很多謝我們教曉他們什麼是 EQ。

或許他們不知道其實他們教會我更多更多…… 

 看著他們為一顆糖果、一個簽名、一個印

章、甚至一個幫老師忙的機會而滿足，我看到了

什麼是知足、是珍惜。 

臨別時，小朋友給我溫暖的擁抱，用他們最

直接的方法鼓勵我，那一刻是不捨是感動的。 

這是我第一次和一大群人到外地，很高興認識每一個 EQ 寶寶。我們來自不

同學系、卻為著同一目標而認識，熟絡，成了好朋友。和你們一起都是溫暖和快

樂的，我真心喜歡你們每一位。 

不會忘記桂林，不會忘記 EQ 寶寶，不會忘記力創的小朋友♥ 

 

歐陽煒銦 （Niki） SCI STAT&OR Year 2 

首先，好多謝輔導中心給我機會參加 EQ 團。今 次的

EQ 工程十分開心，比想像更學得多。 

起初的我不大投入，但看到大家的努力和付出， 推動

了我更要投入和付出。 

起初， 目標定於希望可以學懂如何教學生， 但最令

我感到意外收穫的是學懂如何與人相處， 在你們身上， 各

有不同的做事方式，在典禮組上，好多謝你地認真做事及

對我的提醒，包容我的混亂 MODE，緊張 MODE……我真

的想不到原來典禮組有那麼多細節要做，企位， 音響， 讀

嘉賓名……真令我大開眼界，如果不是你們提醒我，我也不知怎麼辦。 

至於教學方面，我同呀 JO 及 ALEX 一組，真是絕配。起初擔心教學，好擔

心預備不足。後來發現自己太緊張了……在你們身上， 叫我學懂放鬆自己， 你

們獨有的 RELAX MODE 令全團人都能盡情享樂，真的享受跟你們一起教學！當

然， 更加開心認識這團很真摰的朋友 ，當大家有困難，大家都互相支持，互相

幫助！ 

這個 TRIP 很有意義！我上了人生最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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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甲班 
黃肇俊 （Mabo） SOSC CSTD Year 1 

 

雖然已經完成了這次的桂林心理服務交流團，但是

還是很懷念這幾天的一切一切。 

還記得每晚的 2106 房歇斯底里的笑聲； 

還記得桂林小朋友的純樸可愛； 

還記得廣西理大的熱情招待； 

還記得桂林的湖光山色； 

還記得興哥、小廖的照顧； 

而永遠都記得的是桂林團每位團員及導師的容

貌…… 

 

「拍拍青灘起鷺鷥，蕭蕭梳竹繞古池。 

漓江清絕誰人領，入我扁舟一卷詩。」 

康有為《漓江雜詠》 

 

桂林除了山水寫進我的心底外， 

曾參與過這次活動的人都永在我心頭， 

願日後我們能再續未完的一卷詩…… 

 

陳詠雯 （Iris） BUS AP ECON Year 3 

 

「好彩我有參加這個團！」 這是我參加完這個

團想到的第一句說話。當初，沒有想過能在這個團

得到什麼，只是抱著玩票性質。但隨著與大家籌備，

相處，教學，我確實得到了很多。第一次義教，實

在很難忘。當我以為要我要去教授那些小朋友時，

但原來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遠遠比我教授他們的還

要多。他們的純真、真誠、知足是沒有辦法從課堂

中學到的，又或者是我早就忘記了的。 

   此外，認識到一班 EQA，我實在感到幸運。謝

謝這個團，在我大學生活的末端，讓我體驗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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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沛玶 （Aimee） SOSC SOWK Year 1 

 

最初報名參加這個 EQ 團是本著玩樂的心

態，沒想過會得到什麼。但參加完這個活動後，

發現自己有很多的收穫。很高興可以認識到一班

好朋友，記得最初回校準備教案時，各位 EQA

沒有太多的接觸，當時真的有點擔心大家相處不

來。後來發現我的擔心有點無謂，經過第一次遊

戲預習後，各位 EQA 已經熟絡起來，無所不談，

在桂林教學時更合作無間。經過三個月的時間，

大家建立了一份真摰的感情，我必定會好好珍

惜。另外，很高興小朋友對我們準備的一切表示

欣賞，在教學的三天中，我們透過玩遊戲教小朋

友情緒智商，他們相當投入，而且很聽從我們

EQA 的話，看到他們的信任，合作，以及對我們

的不捨，的確令我十分感動，這一切把所有辛苦都通通蓋過。參加這個 EQ 團後，

我亦更加了解自己的情緒，面對壓力時亦懂得處理的方法，對自己的情緒智商亦

有所幫助。我真的很高興能夠成為這個團的一份子，付出短短幾星期的籌備，便

能得到畢生難忘的經驗。從這個 EQ 團所得到的並不能盡錄，但相信一切美好珍

貴的回憶都在大家心中。 

 

五二乙班 
劉鳴德 （Simeon） BUS BCOM Year 2  

七天的旅程真是一瞬間就過去了，時間雖短暫，但現

在坐下來想一想，的確點滴在心頭。在教授 EQ 知識給小朋

友的過程中，使我最大得著的是看到小朋友的熱情和他們

天真無邪的笑容；使我知道原來快樂是這麽簡單的一回

事。作為五二乙班的班主任，看到他們正面積極的回應，

使我跟兩位老師們都感到安慰。他們正面的回應肯定了我

們三個月以來的努力是沒有白費的！記得在最後一天，有

一位學生舉手問:「小鳴哥哥，你們會回來看我畢業嗎？」

當時我真的呆了一會，鼻子一酸，心裡頭知道要真的再回

到小朋友身邊是很不容易的一回事，當時我只懂答：「我

希望！」縱使我不能回去，我想借此機會跟五二乙班所有

同學說：「小鳴哥哥，婷姐姐和豆姐姐都會想念你們的，

我們在遙遠的香港為你們加油！QQ 再聯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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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敏 （豆） SOSC CSTD Year 1 

上帝的七天，衪創造了萬物。桂林的七天，帶給我

人生的另一種體驗。 

平日去內地都是旅遊，常抱著一種事不關己的心態

去觀光，對當地的事或人的記憶都很模糊。但當這次以

一個義工身份去桂林時，我發覺對當地的人和事有更深

刻的體會。短短三天的教學，已經可以使我與小孩子建

立感情；臨別，他們送上一份份的禮物，對於還未有經

濟能力的他們，那些禮物是多大的付出啊！最記得，在

寒冬之中，他們也要排隊歡送我們離開。這都使我感動

不已。三天的遊歷，讓我看到許多壯觀美妙的奇山幻

水。我體驗到當地人的熱心。無論是導遊領隊、旅遊巴

司機、小學的校長老師、理工大學的學生們或是街邊賣

桂花糖的老伯，他們都令我感到莫名的親切。這七天旅

程中，給予我很多新的人生價值觀。如果有多一次機會

給我選擇的話，我會毫不猶疑地再次選擇參加這個團。 

 

翁雅婷 （Connie Yung） SOSC SOWK Year 1 

 

想不到由籌備到現在結束旅程原來已經歷了三

個多月了，當中經過無數的籌備會議，打過無數的會

議紀錄，現在回想起，一切都是值得的。雖然前期的

準備工作的確很辛苦，可是，我們一團二十六人卻在

最難熬過的幾次綵排中開始儲起了只屬於我們的回

憶。在 EQ 教學的三天內，大家各自都在面對小朋友

給我們各樣的「挑戰」，完成一天的教學後，晚上還

要開大會，還有班會……累得沒法形容。可是，當我

們每次回到教室中，小朋友一個又一個的擁抱，全班

同學踴躍的回答問題，還有在跳早操舞時爭先恐後的

只為要拉著老師的手一起跳舞的小孩們……每當開

會的時候想起這一切，即使是大家有多疲憊，也都會

提起精神盡力把明天的流程準備好。在這七天裡， 大

家就像一家人，只有是一有時間，EQA 們都會不約而同地聚在一起，分享著班

中的發生過的大小事，在此真的很感謝團裡每一個人，給了我一個畢生難忘的旅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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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一甲班 
董晉瑋 （Mike） SCI CHEM Year 1 

 

EQ 工程， EQ 桂寶，EQ 寶寶，這三個正正

是代表我對這個活動的改變。從攤位得知這個活

動後，認為這個可以令我在假期能充實自己，增

加一些經驗，但另一方面則有所擔憂: 擔憂那活動

繁重的工作安排，擔憂自己能否和活動中的夥伴

相處融洽，擔憂自己能力是否可以勝任這活動。

因此，得知自己有幸參加這計劃，我也沒有太大

的喜悅，只是當作一個工作，一個想盡快完成 EQ

工程的工作。 

籌備的日子長達三個月，由起初大家靜靜坐

下耹聽講座，至大家哈哈大笑玩樂，我所擔心的

並沒有出現，反而在玩耍工作的時候給予我一個機會可以認識二十六位朋友。最

初我只當 EQ 工程是一件苦差，但我在開始前往桂林時我已將 EQ 工程當我與這

二十六位新朋友的樂事。沒有 EQ 工程，我想也沒有機會能認識不同學科的朋友，

一群一同前往桂林的寶貴朋友，EQ 桂寶， EQ 寶寶。 

 

區詠姿 （Ruby） ARTS TRA Year 1 

 

這七日六夜的旅程，想寫的東西有很多，多到可

以說上幾天幾夜；寫不出的東西也有很多，因為有些

事情同感覺實在難以用筆墨來形容。 

辛苦，在於事前的教學準備，教學時遇到的困

難，也在於那嚴寒的天氣。 

開心，在於能一遊山水甲天下的桂林，接觸當地

的小朋友，更在於可以認識到一班合拍的好朋友。 

但更多的是感動，因為小朋友不捨的臉容與窩心

的舉動，亦因為我們 EQA 之間互相的鼓勵及支持。 

從初教小朋友的緊張擔心，到離別的傷感不捨； 

從最開始與其他 EQA 的陌生疏離，到後來的熟稔

熱情； 

當中發生過的每件事情，有深刻難忘的集體分享

會，也有細微片段如小朋友的笑臉等，來自不同系的我們就這樣串連在一起，共

同分享一段只屬於我們桂寶的獨特回憶。 

我真的非常感謝桂林，以及每一位共同製作這份瑰寶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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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可 （Coco） COMM JOUR Year 1 

 

剛進入 EQ 工程時，其實並沒有多

麼投入，但隨著準備工作逐漸完善，EQ

大使之間日漸熟稔，我也深深感受到團

隊的凝聚力。在桂林的短短數日，歡聲

笑語的飯桌，活蹦亂跳的小朋友，開心

的鼓勵話語，感動落淚的分享，已經將

二十四個 EQ 寶寶緊緊聯繫在一起，將

我們和力創小學的小朋友們緊緊聯繫

在一起。連辛苦的時刻也感覺到幸福。

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學習，討論，合作，

分享，我們這二十四個 EQ 大使已經不

知不覺地成爲了心貼心的好朋友，哪怕

是回到了香港，這種感情也沒有被稀

釋。儘管大家就讀不同的學系，有著不

同的生活，儘管見面聚會的次數屈指可

數，我們每個人都真心珍惜著這份友

誼，在每一個點頭微笑的問好中，在每一個不捨揮手的告別中，EQ 工程帶來的

不僅是一段難忘的經歷，更是一段真摯的情感，一群同行不棄的好友。 

 

六一乙班 
葉翠媚 （Salad） ARTS CHI Year 2 

 

我很榮幸可以去到力創小學，認識了一群活

潑可愛的小朋友。令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有一天因

為天氣寒冷，雷校長叫同學們去操場跳兔子舞，

當我也走向操場時，同學們親切地拉著我的手，

還教我怎麼跳舞。那天天氣真的很冷，可是我的

心覺得暖呼呼的。我不會忘記每一個我教過的學

生，我衷心的喜歡你們每一個。參加 EQ 工程令我

認識了自己的情緒，當我感到生氣、不開心、憤

怒的時候，我會記得這是正常的，每一個人也會

有過這些情緒。我會嘗試舒緩自己的情緒，不會

怪責我自己。因為這樣，我的生活更美好了。我

衷心希望在短短三天的教學中，小朋友和我一樣

獲益良多，生活得更開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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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淑貞 （Erica） ARTS TRA Year 1 

 

密集的工作坊､日以繼夜的綵排……一幕

幕的片段，現在想來都是令人懷念的。雖然過

程中有時感到累，但是從桂林回來以後就覺得

一切都是值得。 

到了桂林不久，就到力創小學視察。校園

真的很大，能看到遠處的山巒，有人傑地靈的

感覺，這是我對學校的第一感覺。第一天的教

學，跟其他團員一樣感到緊張，尤其在踏進六

一乙班前，幸好班裏的同學都乖巧積極。跟他

們在一起，時間過的特別快，一晃眼三天的教

學就過去了。最難忘的是我們在操場手牽著手

一起做體操，也讓我感受到同學的真誠。那個

是在桂林七天裏最溫暖的早上，謝謝你們！ 

最后說說對桂林的感觉吧！想像中的桂林是山明水秀，氣候和暖，冬天也不

會太冷吧——自下飛機的一刻，就知道估計錯誤了，但冷冷的空氣也使人精神煥

發。 

 

 

梁靜雯 （Mandy） BUS ACCT Year 2 

 

轉眼間，一個學期就過去了。 

在我的腦海中遊蕩著的，是一個又一個零

碎的片段。在這些碎片中，我看到大家在深圳

尋找通往福田口岸的行車道，我看到大家在步

行街守望相助共同對抗小偷們，我嚐到西街的

魚香茄子，我嚐到陽朔桂花糖的絲絲甜味，我

嗅到漓江上冰冷的空氣，我嗅到力創小學青草

坪上的活力，我聽到力創小學的孩子們在玩遊

戲的笑聲，我聽到大家在玻璃房包裹物資的嘈

雜聲，彷彿還觸碰到一連串工作坊上的……這

一切一切像錄像機倒帶一樣，湧現心頭。 

這盒錄像帶載有二十六位隊友成為交心

摯友的過程，載有我和你以實體行動得到的

EQ 知識，載有大家意想不到的成長，還有我們對力創小學孩子們的希冀。 

原來，我的 EQ 寶盒早就載滿寶藏了，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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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二甲班 
羅明珠 （Rena） SOSC SOWK Year 2 

 

這趟來到桂林，深刻體會寒風刺骨的

感覺，然而力創小學的師生們卻令我從心

底裡感受到一絲絲的溫暖，感謝你們給予

我一個這麼珍貴的經驗。雖然只有短短三

天的相處時間，但是當中的經歷倒不少，

我們每天相約到課室，用不同的互動形式

學習情緒管理。我們陶醉在遊戲當中，每

一個相處的畫面､同學們天使般的笑臉､

真摰的情感，都令我百般滋味在心頭。能

夠遇上這麼乖巧的同學，並建立了一份難

能可貴的情感，實在是我的福氣。難以忘

懷在教學結束的時候，同學們製作的小典

禮，在白板上畫上精緻的圖畫，寫上祝福

的語句，與同學們抱擁告別的感覺，很有

心思的小禮物，甚至回港後仍然收到同學們的回信，一切一切深深印在我的腦海

中，我一輩子也不會忘記。無論我們身在何地，遇到任何挑戰時，請記住，明珠

姐姐永遠愛你們，支持你們！ 有空可以發電郵給我。  

^﹏^ 

 

 

余曉霖 （Linda） BBA ACCT Year 2 

 

這次的 EQ 工程桂林團真是收穫良多，還記得最

初籌辦活動時，還真擔心當中的遊戲能否引起小朋友

的興趣，但當我們踏進力創小學時，一切的疑慮都化

為烏有，小朋友的熱情都令我們感到十分窩心。這三

天的 EQ 教學實在是感受良多，最深刻的就是六二甲

班的小朋友竟自發地籌備一個歡送會給我們三位老

師，這實在令我們感動萬分。雖然這三天的 EQ 教學

很快便完結，但當中的一點一滴，小朋友遊戲時一個

個天真的笑容，臨別時一個個不捨的臉容早已埋藏於

我們心中，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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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淑嫻 （Vicki） BUS FIN Year 2 

如果要用兩個詞語來形容 EQ 工程桂林團，我會以

「開心」和「難忘」來總結這次旅程。 

開 心 的 是 認 識 了 二 十 四 個 來 自 不 同 學 系 的

EQAs。大家由最初不認識，到籌備一個團，一起經歷

考驗，一起共渡感動時刻，一起寒遊山水，一起玩房

GAME、包腸粉……回到校園，彼此變得好好好熟悉！ 

這些只有一起體驗過才會感受到固中的微妙。我，很

珍惜很懷念跟大家一起的時刻！  

難忘的是三天義教。我、明珠和 LINDA 很幸運可

以在有音響的音樂室內教六二甲班的小朋友，他們很

乖，教學很順利。發夢也想不到我們班的小朋友會自

發性為我們舉辦了一個謝師會，看到黑板上的「姐姐

我們愛你」，看到他們送親手摺的花和心心，看到他們

臉上難離的淚水，感動到不得了，難捨的熱淚不禁濕

潤我們的眼睛。那個感人的場面，畢生難忘！ 回到香港後，收到六二甲班寄給我們

的信，每句話都教我們懷念曾經相處的日子。 

時光似箭，不久我們會離開校園，各奔前程。生活繁瑣，但深信在我們的記憶

裏會永遠儲蓄著桂林團的片段，相片就是最好的回憶！ 能有幸一起參加這個團，是

我們的緣份，惜緣！  

六二乙班 
江婉雯 ARTS HUM Year 2 

由報名至出發到桂林，我一直問自己:「用三個月

的時間換三天的教學是否值得呢？」我為自己訂下目

標， 要做個有責任感和投入活動的人。 於是，我擔

任了教學小組的其中一位組長和物資組的成員。  

令人感恩的是， 團隊的人都很合作， 大家努力

地做好同一件事。記得那一次外出購買物資，我們物

資小組努力為買小朋友的禮物而走遍深水埗「格價」，

同時問老闆取優惠，那都是很難忘的經歷！ 

到了桂林，我知道一切付出都是值得的。小朋友

們遠比我想像中的熱情。他們很寵我們，不單十分投

入活動，而且更在我們臨別那天畫了一整塊黑板， 寫

滿對我們的心意， 十分感動。 

在 EQ 工程中，我也成長了不少。我很慶幸當中

報名的決定， 在學習和教授期間，不單是幫助別人，同時也是給予自己學習的機會。

另外， 我更認識了一眾好朋友， 大家一起哭哭笑笑， 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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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妍 （阿 IN） BUS BBA Year 1 

 

這個旅程帶給我意想不到的收穫。 

由最初的單純只是想當義工，還有接觸桂

林的孩子，我得到的是更多。我得到了一

班可以互相分享感受，體諒大家的好朋

友。跟他們分享感受的過程是我尤其享受

的，因為他們總會用心聽、給予支持，很

真摰。在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學

會了關懷別人，控制情緒。 

我可以說， 認識到他們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 

此外，我得到一班好學生，很乖很真

誠的弟弟妹妹。這一群孩子，令我感動、

使我成長，令我發出會心的微笑。我知道

不管分隔多遠，我們的心都會連在一起，

會一直支持對方、想念著對方。 

這一切一切都是我意料不到的，感謝

你們！ ♥  

 

何心兒 （Connie Ho） ARTS ENG BEdu Year 2 

 

EQ 工程對我來說是暖暖的，裡面的人和事不

是完美無瑕，卻盛載著我們每一個真摯和豐富的

情感。桂林的學生們都很熱情，很快便投入我們

的教學活動。他們不但熱衷追求新的知識，而且

對同學，老師或是我們這班新面孔十分關愛。記

得我班同學在小息時表演他們在課餘排練的話劇

和舞蹈，既合拍又溫馨，看了十分窩心。還有他

們在心意卡和成長手冊所寫的所思所想，都是很

令人鼓舞的。那裡的老師們也對學生充滿愛，記

得有一位老師在我旁邊聽學生分享，感動不已的

樣子，也感動了我！其實，桂林的師生們教了我

們多去表達自己的情感。在短短的數天裡，我學

會了多放下自己，說多一點鼓勵和欣賞他人的說

話，多一點去感受自己和他人的情緒，好好享受

和他人相處的過程。我會好好記住在一望無際的草地上跟學生和老師圍成花環跳

舞，暖入心窩的場面，每個人真摯的笑容，這種快樂是我們每一個寶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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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工程──助理 

徐梓凱  （梓凱） DGC COMM Year 2 

原來角色的不同，體驗真的截然不同。  

比如說去年有一班自己的學生，今年參與了八班

千奇百趣；  

去年與團友嘻嘻哈哈的跟大隊走，今年殿後和興

哥一起趕鴨仔；  

去年攝鏡的攝鏡自拍的自拍，今年做了隨團攝

影……（不得內進）  

 

感覺最不同的是教學那幾天，我沒有去年直接地

接觸小朋友，反而是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大家都跟小

朋友玩得那麼開心丶快樂，我也感受到了！（運用了

兩個正面情緒詞語及體會他人情緒）其實感受到的何

止是力創小學的氣氛，還有大家一起遊玩說笑的畫

面；桂林理工大學學生的熱情款待；興哥導遊的專業

等等。最後還要感謝 Vicki 讓我有機會再一次到桂林體

驗！ 體驗到的不止是甲天下的山水， 還有甲天下的

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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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善衡校園邵逸夫大樓 8 樓 804 室 

電話：3411 7435 

傳真：3411 5819 

電郵：cdc@hkbu.edu.hk 

網址：sa.hkbu.edu.hk/cdc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12:30pm 

1:30pm - 6:00pm 

星期六 9:00am - 12: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