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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著「全人教育」的理念，香港浸會大學致力為同學提供

各種機會去發展理性思維、體能、專業、心理、社群和靈性各

個範疇，培養同學成為有批判思維、有責任感、關心社區及樂

於服務他人的「全人」。而學生事務處的輔導中心每年所舉辦

的EQ工程便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轉眼間，EQ工程已經舉辦了八年。多年來有賴同學的積極

參與及支持，使每年的「情緒智商冬令營」都能完滿結束。秉

承著校訓中「篤信力行」的精神，學員親身到內地服務貧困地

區學童，把有關情緒智商之所學，授予當地學童，向他們推廣

情緒健康。EQ工程的價值，正是讓同學體現「關愛文化」，並

實踐所學。

    學生事務處於去年十月發表的「全人發展」量表調查結果

顯示，綜合三年制及四年制學生的自我評估分數，分數最高的

五項為心靈探求、道德誠信、家庭關係、朋輩關係、以及自我

欣賞。由此證明，相對於物質的豐裕，同學更重視心靈的富

足。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為此結果感到十分欣慰。是次內

地關懷之行，一眾同學必須犧牲時間和心力，了解他人、關顧

別人，才能成功幫助別人建立正面積極的思想。所謂「施比受

更為有福」，同學們致力服務他人的精神，除了對他人有正面

的影響，更能令自己在成長路上邁進一步。

    雖然EQ工程的探訪工作只有七天，但我深信學員在這七天

所體會的「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定能使他們終身受用。

香港浸會大學輔導長 

李慧明教授 

2013 年 3 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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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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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數個月前，我們開始籌備教案。在兩次教學

預演中，大家都針對不同的遊戲提出意見，務

求令教案盡善盡美，讓小朋友更易投入。經過

數十天的努力後，我們帶著修訂後的教案到達

了韶關。在韶關的首兩晚，我們都馬不停蹄地

準備、分配好三天所需的物資。

大家都根據自己的教案設計預備了各色各樣的

物資，除了各式練習、任務紙之外，還有紙皮

骰子、紙牌等等，花費了團員們不少的心血。

根據計劃，我們也需準備食物包給孩子們，因

此我們到酒店對面的超市購買了整整五大車的

食物，在酒店房間裡開設了包裝工廠，分兩條

流水線不間斷地入袋包裝，還要比賽那一邊包

裝得最快。這樣的回憶對我們而言是充滿樂趣

而難忘的。

開始教學後，每一個晚上我們都會有分享會以

及各班的班會，都是為了第二天能讓孩子們享

受到更有趣的學習過程。只有最完善的準備，

才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而我們，都做到了。

教
學
準
備

教學預演﹣開幕典禮綵排

EQA們認真選購給小朋友的食物包

有人提議將包裝工作當作比賽，結果迅速地完成包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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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典禮
為了讓工程處小學的同學們對我們 (EQ大使，下稱EQA)有更深刻的印象和更了解三天活動的

意義，我們在多媒體室舉辦了開幕典禮，並派發營刊，講解接下來三天的活動流程。

同學們接過營刊後，紛紛按著營刊的相片及名字嘗試尋找我們

的身影呢！

朱姐姐和爆米花姐姐是大會的司儀，

她們以活潑生動的手法介紹了EQ1至

EQ5的課堂概念，又介紹了各位EQA。

接著，我們預備了的簡單啟動儀式，

邀請各主禮嘉賓擦亮火柴，寓意「燃

亮生命，溫暖他人」。

最後，各位EQA為工程處小學的一眾學生

獻唱我們的團歌「笨小孩」，小朋友第一

次聽見這首歌都感到很新奇，還跟我們一

起唱起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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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動
在迎新遊戲中，我們希望能從一些熱身遊

戲去與小朋友建立關係，讓他們能認識哥

哥姐姐們。

在第一個遊戲「歸來吧！」中，同學們要

與哥哥姐姐圍成圈圈，緊密地坐在一起，

而這個遊戲亦能夠令不少同學與平常較少

接觸的同學打破隔膜，一起開心地玩遊

戲。

之後的「心臟病」和「烏鴉烏龜捉迷藏」

遊戲，小朋友已經能夠全情投入地參與，

準備好接下來的EQ課堂。

玩「烏鴉烏龜捉迷藏」時，

氣氛十分緊張⋯⋯笑聲一浪浪

「歸來吧！」

「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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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骰子：

老師們利用紙皮骰子上的不同動畫圖案，先介

紹八大基本情緒元素，同時在遊戲過程中幫助

學生記住八大基本情緒元素。

大風吹/布袋在哪裡：

遊戲過程中主持會突然命令不同的小朋友跑

動，令孩子們能對自身所代表的情緒有所認

識。而無法回到座位的小朋友則需要回答一條

問題，以確認他們是否真正掌握了知識。

情緒小屋誰來搭：

此遊戲需要代表不同基本情緒及其情緒表現的

同學互相配合，同時也可考驗小朋友在短時間

內能否將情緒及其實際表現進行配對，加深印

象。

情緒智商課程的第一單元是「認識情緒」。顧

名思義，EQ1的課程是為了讓小朋友們初步認

識情緒為何物，同時能了解我們該如何形容自

己的情緒以及八大情緒元素——喜、怒、哀、

驚、驚奇、討厭、接受和期待。

EQ1「認識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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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傳送遊戲，小朋友

須根據情緒配對一些相應的
管理情緒方法。透過配對遊戲鞏
固小朋友在EQ2 學懂的情緒管理
技巧及懂得在不同情況下應用

這些情緒管理方法。

      

為熱身活動，重温

在EQ1認識的情緒詞語，

同時引導他們進入下一個

環節。 課程的第二單元題為「管理自己情緒」。這一單元

務求讓小朋友學懂在不同情況運用合適的管理情

緒方法。

「管理自己的情緒」

     

圈出好方法：   

講求小朋友的合作性,在選出

正確答案後,他們只可用口接觸

飲管，將橡皮圈傳至各組員。

從而初步認識管理情緒的

技巧。

EQ2

     

以大電視的方式讓小朋友

學會如何把負面的情緖轉化為

正向語言，再以角色扮演的方

法令小朋友懂在面對逆境時

自我激勵。

負面情緒大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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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第三單元為「自我激勵」，主要教授小朋友以正向語言激勵自己、學

習設立具體可行的目標，並從反思中欣賞自己的表現及肯定自己的長處。

我們主要透過以下有三個活動讓小朋友學習自我激勵。

自我激勵啪啪啪：

此活動讓小朋友說出正面語言並加以動作去激

勵自己。

自我激勵

第二個活動分為兩個部分。

贏輸由我定：

此為第一部分。小朋友會獲派不同任務，並

根據活動要求，自行設定過關的目標，從而

反思設定目標時要注意目標的具體性、可行

性。

目標由我設：這是第二部分。每位小朋友需填寫練習紙，將題目上較不具體的目標，改寫成

較具體而可行的目標。

畫出正能量：讓同學先想一想自己值得欣賞的地方及快樂的人的特質，並畫出來，透過畫像

表達所想。

同學在練習紙上填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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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穿你：透過此活動，希望能幫助小朋友重溫之前所學過的情緒表達用語。

身份轉移：透過表演話劇，小朋友能投入角色的同時，亦明白到遇到問題時，要先了解對方

的處境和做事的原因，學會用同理心去體會別人的心情。 

齊過關：小朋友在活動中飾演行動有障礙的人士，讓他們親身感受有困難的處境，學習如何

進行有效的溝通和發揮合作精神，將同理心實踐到日常生活中。

體會他人情緒
課程的第四單元為「體會他人情緒」，此單元希望能讓學生站在其他

人角度去體會他人的感受。同時要多考慮和了解別人的需要，耐心聆聽，

關心和接納他人以減少誤會。同學要時刻關心別人，才能察覺他人的情緒變

化，給予支持和鼓勵。

單元四的遊戲中，我們希望能帶出同理心的重要性。

齊過關時，同學扮演不同的有障礙人士 同學的「齊過關」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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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團 大 團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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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的 們 的 的 的   班

們 的   班

的 的 我們    級

我們 的 想   級

我們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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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級

「熱情之星」，這一班絕對當之無愧。

記得第一天，走到三年級的課室外等候著，準備接他們參與冬令營的開幕典禮。誰知下課

的鐘聲一響起，眼前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混亂場面。那時，這群小鬼就像混戰的小士兵一擁而

上，全都興致勃勃地迎接我們。此刻，除了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外，還有一份莫名的感動和受

寵若驚。

而在三天的相處中，三年級同學給我們的感覺是活潑、吵鬧、投入，以及單純可愛。或許低

年級的一大特色就是「吵吵鬧鬧」，這使我們在秩序控制上稍為吃力。但換個角度去想，這

都是他們投入活動的興奮表現。而且，愈是吵鬧，愈是多笑聲，這也令三年級的課室內每分

每秒都是在一片熱鬧和歡樂的氣氛之中。無論是小朋友抑或哥哥、姐姐，彼此都是投入和快

樂的。

EQA：
白菜姐姐

蘑
姑
哥
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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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菜姐姐

蘑
姑
哥
哥 玉米

姐姐

現在，偶然翻看照片、影

片回味，也會特別懷念他

們齊齊整整的朗誦聲、毫

無保留的笑聲、數分鐘內

吵架又極速和好的逗笑片

段和畫面……每次想著想

著，嘴角也就不自覺的上

揚，教我們如何不喜愛這

一班可愛的孩子呢？

爆米花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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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班 EQA：
多多姐姐

甲
四年甲班有二十一名學生，卻只有三名老師負責，本來擔心人手不足會有影響，幸而第一天

就覺得這班學生非常乖巧又反應敏捷，教學進度十分理想。在進行遊戲的過程中，雖然偶爾

有小插曲，但秩序大致上良好。同學們也對遊戲非常感興趣，看著他們那麼投入，全都咧著

小嘴蹦蹦跳跳，我們始覺得自己的心血並沒有白費，成就感油然而生。

縱使只相處了短短三天，在離別時我們也會難捨難離。閉幕典禮中，代表四年甲班上台發言

的是一位男生，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哥哥姐姐們在寒冬為我們帶來温暖」，他帶著哭腔

的致辭，令在場的人不禁為之動容。典禮後的茶會中，當小朋友們收到我們預備的食物包

時，心中的驚喜都在小臉上滿滿的顯露出來，興奮的叫喊聲震耳欲聾，我們在一旁看著已覺

欣慰。

然而，我們都沒有料到，第二

天的情況竟大有不同。同學們

在遊戲期間擅自離開座位，大

聲叫喊，場面完全失控。我們

三個臨時老師軟硬兼施，又是

送禮物又是罰站，才令他們平

靜下來。即使我們因此而筋疲

力竭，但當看到他們在嬉戲時

笑得天真爛漫，我們也不由得

一起大笑大叫。我們只想著就

算再辛苦也很值得，無力感瞬間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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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哥哥 比比姐姐

四年甲班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

的人數都是眾班中最少的。

三天以來，我們互相合作，

都希望能盡力為小朋友們做

到最好。最後收穫的，就是孩

子們給予的滿滿的溫暖和窩心

的愛。

同學們共同展示完成了的「情緒小偵探」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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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班 EQA：
水姐姐

乙
四年乙班是不太乖巧也不太頑皮的一班，他們並不特別聰明，卻也不蠢鈍。該牢牢記住的知

識他們都能倒背如流，上課的時候偶爾會吵鬧唱反調，讀書聲一個比一個響亮，看見老師時

安靜得像隻貓，我們一瞪眼他們就尖叫著逃跑，午休時會在操場上狂奔，放學時總有那麼一

兩個跑得特別快——總而言之，他們就是普通的一群小學生，絲毫不顯眼。

然而細細一看，他們都有著自己

的特色。藍衣服男孩總是帶著甜

甜的笑容，旁邊的高個子雖然

看上去凶神惡煞，對著好友時

卻份外溫柔。小個子女生很喜歡

畫畫，卻有些刁蠻，發脾氣時總

是惹得老師團團轉又不知所措。

粉色衣服的女孩子看著覺得傻傻

的，性格卻意外地霸氣，是班裡真正的

領導。班長就安靜地坐在一旁看著這幫小朋

友跑來跑去，有特別頑皮的就大喝一聲——

那幫壞小子就這麼被鎮壓了……

和他們之間的回憶還有太多，我在最後用相機為他們留下了印記。希望他們在若干年後還

會想起，曾經有二十個來自城市的大學生，被他們甜蜜地折磨了三天。



18

華哥哥 嘉麗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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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級

下課鐘聲響起，提示著師生３天的情緒智商冬令營要正式完滿地畫上句號。站在講

台上看著相處了三天的小朋友，他們慣常的吵鬧沒有了，不斷的笑聲沒有了，留在

他們臉上的竟是一行行不捨的淚痕……

還記得我們第一天來到工程處小學的早上，走進五年級的課室進行迎新身活動時，

課室就像一個戰場。導師不斷在台上解釋，小朋友不斷的在台下「自由活動」。

不及同學們的活力，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是戰敗了。而事實也是，當天午飯的時

候，敗陣的我們沒能趕走那襲來的陰霾。只是，在混亂的心情當中，忽然又想起了

我們來到這裡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要好好的享受和小朋友的相處。課程是我們用

心準備的成果，固然重要。但更實在的是，小朋友的心很簡單，只要我們真心與他

們相處，他們一定可以感受到當中的愛。

EQA：
長頸鹿姐姐

老
虎
哥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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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姐姐

老
虎
哥
哥

熊貓姐姐

豬姐姐

事實上，三天轉眼就過去了。當中小朋友們有吵

鬧的時候、有打架的時候、有哭泣的時候。但更

多的，是我們和小朋友們一同笑，一同興奮和激

動的時候。開始的時候，我們站在高位上去「教

導」學生，但最後，卻是我們和小朋友們像是

朋友一樣，一起為大家的離別感到不捨而流下

眼淚。至今，和他們相處的種種片段仍不時地浮

現到我面前。

而我們相信，那些直率的笑臉和真誠的反應，將

會伴隨我們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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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級

六年級的同學，不知道你們畢業前能否看到這

本營刊呢？還記得阿活姐姐、甘哥哥、魚姐

姐、寶怡姐姐嗎？

還記得第一天步入班房，站在講台上，我們都

感到緊張：「啊！終於要真正教了。」同學們

初初表現得不大合作，有點混亂，男孩子們又

愛打架，我們站起來聲嘶力竭地叫，才勉強控

制得住場面。

晚上開會的時候，我們為了令同學們學得更多

情緒技巧而攪盡腦汁。第二天戰戰兢兢地入進

班房，你們卻乖了很多，第三天如是。

EQA：
魚子姐姐

正式上課前，六年級同學及EQA們已急不及待地玩



22

寶怡姐姐

甘
哥
哥

活姐姐

同學們，你們玩「猜猜誰是無知者？」合作地閉上眼晴的表情，好不可愛。玩自我激勵啪啪

啪時，活力四射。著緊地替我們叫同學安靜，我們感到自豪。玩遊戲時越來 越少埋怨同學，

我們知道這幾個月的努力沒有白費。閉幕禮時，女班長出色的演講，同學們台下合作的表

現，天哪！你們都很棒！

然而，哥哥姐姐們都有一個希望：下一次，不要為我們而跑，要為自己的夢想而飛翔。

你們玩遊戲時表現得非常投入，連我們的領

團老師看見都大讚你們。同學們，你知道我

們這三天的心臟就像被你們揪住似的，因著

你們的笑，我們笑；你們的哭，我們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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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交流
這次的旅程中，除了到工程處小學義教外，

到韶關大學(下稱韶大)交流亦是本次團隊的

重頭戲之一。

我們全團分成五組，每組有三至五位韶大的

學生一起交流，他們帶我們參觀整個韶大的

校園，之後更在飯堂裏共晉晚餐。   

整個交流過程都十分順利，而韶大的學生亦

十分友善，願意跟我們分享生活和學習中的

大小事。

遺憾的是，我們只有一個下午的時間與韶大

的同學相處，愉快的時光霎眼就過去了，如

果能和他們多點時間相處就好了！    

兩地同學邊參觀，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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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關古道位於江西大餘縣與廣東省南雄市

交界處，是連接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又

是當年紅軍抗戰的重要地方。

我們沿著石路往山上走，道路兩旁都是梅

花，看到這些在嚴寒中靜靜開著的梅花，

惹得我們嘩聲不斷。山上寒風凜冽，不時

飄著小雨，我們呼出的氣化成白霧，煙雨

繚繞著梅花，讓人仿佛置身於夢境中。

去到山頂，便看到引人注目的「嶺南第一

關」五個大字。過了這道關門，就是江西

省了。被寒風吹得發抖的我們，就在山頂

的豆腐花店享用熱騰騰又美味的薑味豆腐

花。

梅關古道     珠璣古巷

下午，我們就去了珠璣古巷。珠璣巷是一個具有一千一百多年歷史的古巷，為珠江三角

洲一帶主要族姓的祖居。在這條充滿古風的巷子里，我們看到各個姓氏的祠堂，如今南

嶺一帶的祖先都始於這裡。不少南遷後裔帶著一家大小回到這裡拜祭祖先，體現中華民

族慎終追遠的精神。

這一天的韶關風景觀光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真希望能夠重返這裡，體驗韶關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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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當初面試時，我說自己一路以來都很「摺」，希望在大學生活剩餘不多的日子裏，能嘗試

新東西。心想這個答案一定是糟透了，因為我聽到有其他面試者偷笑，故我亦不抱太大期望能入

選。當我收到獲選通知書時，真的是喜出望外。很慶幸自己有機會參與這次交流團。

這次主動說想做教學統籌，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因為覺得自己年紀較大，處事應成熟一點，但在

此之前一直未有擔任籌委會成員的經驗。在對自己期望高又缺乏相關經驗支持下，又常常擔心會

跟團友有磨擦，壓力隨之而生。但出團後，才發現團友們均很支持我，我很感動有一班樂意互相

支持、分享感受的朋友。

在義教前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難免會有覺得累、想放棄的時候，但當我看到一疊疊「天書」出

現、整理好的遊戲物資時，覺得很有滿足感，因為這都是我們每人的心血。讓我更滿足的是到小

朋友的熱情和積極投入的表現，每當我問他們：「想不想哥哥姐姐跟你們玩？」時，他們總會齊

整又大聲地回答我們說好。看見他們玩得快樂，笑得燦爛，自己亦會心微笑。助人助己，這是真

的。這次旅程讓我更深信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價值觀。

Geography and Education in Liberal Studies Teaching (Year 3)

蔡陽麗 三年級 白菜姐姐

在韶關工程處小學的三天裡，我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在未出發到小學之前，我一直都以為自己

對小朋友的認知是足夠的。因為事先的準備十分充足，教材和兩次預演都令我對今次的義教很有

信心。而在到達工程處小學的時候，看到小朋友興奮地追著我們的車跑，我心底裡就燃起團團熱

火，因為他們的笑臉就似是秋天的暖陽。 

我是小學五年級的老師，第一次看到自己班的同學時，他們都圍住我們團團轉。而這班小朋友各

自有各自的性格，雖然首天他們都表現得很乖，但到遊戲的時候就失控制了！那伙小男孩到處東

奔西跑，你推我撞，女生們則攪小圈子，晚上我和我班的老師們都十分沮喪，認為自己失去了當

初的教育意義。但當我們找到與他們相處的方法後，慢慢地我就愛上了這三十八個小猴子。

最令我感動的莫過於他們寫了一堆堆的心意卡給我，臨走的時候他們摟住我不停地哭不捨得我們

的離去，與他們短短三日建立的感情也許就是我在這幾天得到最珍貴。

Social Science in Communication (Year1)朱婷婷 五年級 豬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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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我收藏了愛》是我班一個男生在閉幕禮上演講的文章，更是寫給我們的一封信。信裡

面提到他多麼期待我們的來臨，與我們在一起是多麼興奮雀躍，坦白講我實在始料不及。從籌

備教案到除夕那日執拾物資，趕一個個限期，只懂煩惱著如何把教案做好，望符合要求，眼只

求有好成果，整個過程中有歡笑但沒有享受。到出發那日，一夥人帶著一袋袋教材，一個個重

擔上韶關。直到教學的三天，真的「計劃趕不上變化」，沒幾多個遊戲真的按著教案進行，但

小朋友依然玩得樂而忘返。這並非白費心機，反而看到他們如此容易滿足，令我覺得要Stay-

Gold活在當下，重要的不是我們計劃如何完美，如何機關算盡，而是享受過程。

無論是小太陽，還是火柴人，要燃燒自己、照亮生命，自己也必須是一團火，才可以溫暖他

人。

信中又提及我們教曉他很多管理情緒的知識，事實上，我學懂的更多。除了要知足感恩，更要

成為一個簡單的人，像他們笑容沒半點偽裝修飾，喜怒皆形於色，天真沒有機心。

最後，他說感謝我們不怕寒冷也從香港送暖到來，期待下次相聚。我也想感激他小手給我的溫

暖，他真摯的心令大家十分感動，或者大家只是彼此的過客不會再聚，但願記起2013年的開首

我們曾經分享過喜悅與溫暖。臨走一刻，他把這封信送給了我，讓我也收藏了他的愛。如果他

能看到這本刊物，就當作是我的回信，李小斌 記得就算長大了，也要保持單純的心。=)

China Studies-History(Year 1) 陳佩儷 四年甲班 比比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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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很簡單，而簡單也是一種快樂」這應該是我在韶關義教旅程當中最深的感受。當第一次踏

足工程處小學，第一眼看見那二十二個小朋友的時候，我感覺到他們對學習的期待，臉上展現單

純的笑容。

在這短短三天的義教過程中，他們讀書的叫喊聲、玩遊戲時的專注、直接簡單地表達感情、依依

不捨地追趕著我們的巴士的畫面，都令我十分動容。當他們連一些紙皮骰子、畫紙也希望我們能

送給他們的時候，這些物品在香港其實是多麼微不足道，但對他們來說，卻是一種寶物，也令我

感受到何謂惜福！ 

同時也很高興能遇到這二十一個好伙伴，共同去準備教案、整理物資，旅程中每天嬉笑怒罵，儘

管回到香港後每個人都回歸到各自的崗位，但整個旅程的回憶仍然留在每個人的心中的： 分享環

節、「抽水」、分享自己負責班級的趣事、每餐都要叫服務員添飯等等。

當中笑過，也哭過，這些點滴，你們能忘記嗎?  

BB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Year 1) 鄧光華 四年乙班 華哥哥 

成長是什麼？於我而言，成長是教育上的一個俗套項目，而那些旨於要教育學生成長的活動和課

程更顯虛無、不切實際。因為，我認為成長是一個漫長又緩慢的進程，總是在人未能發現的情況

下它就來了，而且是那麼的悄然而又不可察覺。

ＥＱ工程，一如既往，我沒有把它看作能為我的成長提供什麼貢獻的活動。我沒有負擔地去到了

韶關的工程處小學，一心要享受從沒有過的教學經驗。只是第一天的教學已經把我所有的自信全

打垮了。

事實上，我因為第一天的挫敗感到很失落。但在第一天晚上的反思讓我嘗試不站在高位上去「教

導」，不要太在意那些既定的行程，而是全心去感受和愛的時候。就這樣，第二天的世界赫然不

一樣！我不再看到小朋友的吵鬧、頑皮，我能看到的，是他們那無憂無慮的笑容、說話時沒有想

太多的直接、表達自己感受時的毫不掩飾。這種種都是多麼的寶貴啊？這種種都是那久違了的感

受。

      沒想到成長有時候會就這麼突然的來到。韶關的旅程、和韶關的小朋友相處的種種，將會

          成為伴隨我往後走下去珍重的憶記。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ear 2) 陳可欣 五年級 長頸鹿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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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收到輔導處寄來的一封電子郵件，通知我面試成功，能參與是次韶關之服務，我感到非常

雀躍，十分期待，之後我亦很努力去參與出發前的所有籌備課程，會議及準備工作。可是當工

作量不停增加，而時間卻不夠用之際，我總會想到放棄、或去逃避。但當我暫時拋開一切，專

心完成手上工作後，再回頭一開，原來這些都是先前給自己的藉口，自己不去完成反而給予別

人一種負擔、一種麻煩。看到大家都努力為團作出貢獻，我自己都因著這種毅力不斷催谷自己

要幫忙分擔工作，免得大家都過度疲勞。

在設計遊戲之中，我發現有很多東西都要配合實際情況去想像，並要想得更仔細，方能令遊戲

具趣味性之餘，又令學生們能學有所成、學以致用。團中的團徽和天書都是由我負責的，而我

在設計團徽體驗到要綜合並滿足團內每個人的意見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是需要不停發問、

追問、再思考，才能做出一個令大家滿意的成果。

而在編制天書的時候我亦感受到全團二十人，三個月以來的心血、汗水，由遊戲目的到玩法都

一絲不苟，完成編制後，天書的總頁數是七十二頁，當時我在想：我的團友真的非常厲害。

到了真正教學那一天，課室場面完全不所控制，學生的搗亂一發不可收拾，男女敵視的情況令

我們感到非常無助及沮喪，令我們全部人都束手無策，只有草草了事的捱過了第一天。之後我

們當晚立即開會商討如何改善和應對這種不受控制的情況，就每班的情況於遊戲上作修改、於

規則上講解得更分明、於獎罰上做得更公正等，想盡辦法令學生們能服從、投入、參與活動，

我很感激我同班任教的三位伙伴，幫助和提點了我不少，又不時幫我控制班上嘈吵的局面，處

理糾紛、排斥、欺凌等問題。我們的應對方法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因此在第二、三天

的活動都運作得非常順利。到最後一天，彼此都依依不捨，我明白到今日一別，一輩子都未必

再有機會再見，很想再做得更好更多去幫助他們，現實卻不容易，心情極為矛盾，但至少他們

在我生命中出現過，在我生命中改變了我，只要他們記得小時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曾經和他們

一起嬉笑玩樂，而這段記憶是開心的，我已很滿足。

從前我只知「桂林山水甲天下」，到過韶關後我懂下聯「不及韶關一丹霞」，丹霞山的景致真

令人嘆為觀止，風光如畫，山明水秀，我們還挑戰了接近九十度的的「山崖」，真是一次深刻

的體驗。

短短七天，卻令我不斷反思自己，我感到這次旅程意義甚大，使我成長不少，亦令我

多了二十個好伙伴，一星期的體驗彷彿做了場個美夢。

Science (Year 1)甘普行 六年級 甘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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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的服務交流團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到工程處小學義教的三天。記得第一天義教，我是懷著緊張

害怕又有點期待的心情到達工程處小學的。但當我從旅遊巴的玻璃窗看到小朋友熱情地向我們揮

手，臉上充滿笑容時，我的緊張感頓時消失的無影無蹤，對接下來三天的教學充滿期待。

雖然第一天的義教活動並不是很順利， 無法好好控制課堂秩序，又無法把每個遊戲的信息都帶給

小朋友，令我充滿挫敗感，但我和三個拍檔並沒有因此而氣餒，而是一起開會商量改善方法。到

了第二天義教， 雖然前一晚已準備充足，但心裡仍有點兒害怕會出現昨天的情形。幸好第二天上

課的氣氛很好，每個小朋友都表現得很投入，看到他們在遊戲中自然流露出來的天真爛漫的笑

容，我也很開心滿足。到了第三天，也是義教活動的最後一天，雖然和六年級的小朋友經過三天

的相處，彼此已建立了關係，但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因為不捨得他們而哭。最後在臨離開學校的

時候，我卻在安慰捨不得我們離開而哭的小朋友時，也流下了眼淚。原來不但笑會傳染，哭也是

會傳染的!

  

在這次義教活動中所收穫的，對我來說都是無價的。

這次義教讓我明白原來快樂真的可以很簡單。記得在上課的時候，我曾經問小朋友一個問

題：「在傷心或不開心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方法使自己的心情好起來? 」有幾個小朋友給我的答

案很類似，有說看看窗外的風景就能使自己重新開心起來，有說看海的，也有說看樹木的。對

他們來說要令自己開心快樂就是如此輕易簡單，隨手便可拈來。他們還讓我體驗到人與人之間原

來可以在很短時間內便變得親密。對於我這個初來報到的陌生人，他們毫無戒心，慷慨地對我露

出天真爛漫的笑容，慷慨地伸出他們的手來牽我的手，甚至擁抱我，起初我真的有點受寵若驚，

因為這一切於我來說都太美好了!美得有點不真實。

三天相處下來，雖然有時候小朋友是吵了點，喊破喉嚨也未必理睬你，但我依然愛他們。他們每

個人所擁有的一顆純樸真摯的心，就足夠讓我愛他們!

Social Work(Year 1) 林瑞活 六年級 活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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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工程—是我第一個參加的交流服務團，從最初決定報名參與，到完成整個團，從韶關回來，可

謂百感交集，五味雜陳。

其實，EQ工程是有兩個目的地的，除了韶關，還有桂林，而我當初的首選是桂林，為什麼呢？因

為我當時參加EQ工程的期望只是單純地想到一個景色優美的地方觀光，另外順道去服務一下小學

生而已，但當完成這次的旅程後，我才明白我當初的想法是多麼的不成熟和錯誤。

 

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從來沒有想過EQ工程是有這麼大的工作量。大至教案準備，小至電話卡的問

題，都要我們整個團隊「一手一腳」地去計劃，去準備，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尤其是正值「

mid-term期」和「paper期」，簡直令人頻生放棄的念頭。但是，在這個時候，團隊就發揮作用

了，大家都願意揹起大大小小的責任，互相支持和鼓勵，不怕付出的精神，真的令人十分感

動，同時我自己從團員身上學習到很多，並了解到自己的不足，這些都是這個EQ工程中得著很 

大的地方。

另一件難忘的事就是與當地小朋友接觸的過程。他們雖頑皮，但很投入過程；他們擁有的雖不

多，但從不抱怨，很珍惜每一件得到的東西，重看當時拍的照片，在寒冷的天氣下，他們的臉上

都掛著天真、滿足的笑容，真的令人很回味，同時也令我明白自己身處香港是多麼的幸福。

EQ工程—雖然要求你付出很多，但得到的一定比你付出的更多。

Social Work(Year1) 黃少珊 三年級 玉米姐姐

Arts (Year1) 四年乙班 徐詩穎 水姐姐

出團的時候，恰恰是我準備年度計劃書的期間，抱著忐忑的心情上了高鐵，來到了韶關。七天的

旅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剛好足夠讓全團二十二個人建立起友誼。 我們一起到超市買禮物、遊

覽、交流、義教、吃路邊攤，收穫的不只是體驗，還有彼此間的羈絆。

到工程處小學義教對我們這些新生教室而言無疑是極具挑戰的。大家在三天的時間內，從對著數

十個學生手足無措差點落荒而逃，到最後一天依依不捨，都證明我們盡了全心全力去做，希望能

為孩子們帶去多一點的歡樂和知識。

我相信緣。離開的香港的時候，我拋下了一堆未完成的工作，到了韶關，我竟不知不覺忘卻了那

些，轉而投入到我們的教學中，想必是因為我被大家的熱情牽動了吧！這七天內，我悟到的

比我付出的遠遠多出許多，能遇到這樣的契機，就是緣。我能經歷一個如此難忘的旅程，

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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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的小朋友讓我成為團中的「大喊包」。沒想過短短三天相處，可換來一段深厚的感情及體

會。

還記得第一天的我與拍檔們對著六年級生是多麼手足無措，不但不能壓制他們亢奮的情緒，更不

能與他們建立良好關係。那時的我是多麼沮喪，初時我希望能夠帶給他們一些知識及歡樂。但經

過一天的「摶鬥」，好像甚麼也沒有給他們。

可是，我們並不會被這挫折擊敗。晚上分享環節完畢後，我和另外三位拍檔隨即商討接下來兩天

的對策。看見拍檔們的認真，我的熱誠逐漸歸來。最後第二天的教學十分暢順，不枉我們犧牲少

許作息時間來得到他們的滿足。轉眼間到了最後一天，依依不捨地離開他們是意料中事，但沒想

過一班天真無邪的小孩會在我們乘車離開時跟著車子跑。他們還說：「我們要笑著跟你說再

見。」

原來小朋友的每一個小動作及表情，都與我們的心緊扣相連。他們哭，我比他們十倍難過；他們

笑，我比他們十倍高興。他們讓我知道快樂常伴左右，只在乎我們是否懂得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現在看回他們寫的紙條及卡片，不再是眼淚，而是一份特別的溫暖。謝謝他們的投入和熱情，這

激勵我接下來想為人付出更多。

BBA-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business Management (Year 2) 

姚芷穎 六年級 魚姐姐

BBA-MKT(Year 3) 王梓珊 五年級 兔子姐姐

回想從報名到出團至今，一切都好像過得很快。ＥＱ工程的工作量比我想像得多，從我們要

上情緒管理的課堂，準備教案，預備物資，綵排等，都曾經令我疑惑過究竟值不值得。

不過，韶關這七天的旅程肯定了我的答案，這一切都是十分值得的！在三天的義教中，感受

到小朋友的天真、單純，也發現了自己生活在香港是多麼的幸福，他們教會了我原來快樂可

以很簡單。

雖然我們只陪伴了他們三天，但他們對我們的熱情，不捨和愛，都令我畢生難忘，願他們能

健康快樂地成長！而我也很開心能夠在ＥＱ工程中認識到一班很好很好的團友，感謝你們每

個人的付出，在我生病時的照顧和關懷，SKII(韶關團2隊)真的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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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義在於價值實現 – 殷海光

當天年少無知，根本想不透何謂實現生命意義的價值，幸得是次遠赴韶關義教的機會，總算對此

略有得著。

是次活動，雖然只是短短三天的日營，卻經歷了超過三個月的籌備，由一無所有到難以捨割，由

互不相識到稱兄道弟，期間流過的汗水，捱過的凌晨，都是為了送給當地小朋友不只三天的溫

暖，在寒風刺骨的韶關中燃亮他們的生活。

回想起整個過程，似乎是我們試圖去為他們付出，去主動給予他們。然而同時其實我地從中實現

了自己作為一名大學生，一名知識份子，一名存在於世上的人所代表的價值。原來我們有能力去

為他人付出，去令他人感動，這不正是當地小朋友賦予我們的價值？原來所謂價值實現不外乎賦

予和被賦予意義。

七天的行程轉眼過去，有喜，有哀，有笑聲，有淚水，有不知所措，有依依不捨。百般滋味在心

頭，唯一肯定的是我從中所領悟的和結識到的朋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期待我和韶

關的小朋友再聚之日。

Accounting  (Year2) 陳德誠 五年級 老虎哥哥

Social Science (Year 1) 鄭舒允 三年級 爆米花姐姐

韶關之行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那寒冷的天氣，每天都要「起早貪黑」去到小學上課。然而，看到小

朋友即使冷得小手都凍僵了，小臉紅通通，仍然大聲回答問題，投入遊戲中時，這些真的不算什

麽。尤其當調皮鬼主動給我暖手，那窩心的舉動讓人受寵若驚，雖然天冷，心裡卻是暖烘烘的。

幾天下來，有笑有淚，只是這三天的義教時間太短，剛剛和孩子們混熟就要面臨分別了，真希望

他們都好好的。 

當初參加這個活動，想著可以體驗一下義教的滋味，學習和各種性格的人合作組織活動。結果是

收穫良多，在幾個月準備教材和七天韶關之行中，認識到各個團友身上的發光點，從他們身上學

習；還學會如何提高情緒智商。雖然到現在還未必懂得運用，做個EQ達人，但是和小朋友幾天相

處，學會了知足，也不失為過。能夠認識一班熱心可愛的團友，可以重拾兒時那份知足的心，是

緣分吧。祝大家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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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的旅程，覺得太短，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流露，賺人熱淚；覺得太長，因為教小學生一點

也不兒戲，談何容易，而且又會掛念香港朋友、家人，百感交集。

準備這次義教用了不少時間，過程相當辛苦，不過，在團友互相尊重、互相扶持下，最終都捱

過，得來不易。因此，認識到一班好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目標、想法，寓工作於娛樂，樂趣無

窮。

我自己很想令小學生覺得開心，在短短三天裡，盡我努力教他們最多的東西。透過遊戲及對話，

學生對我們產生信任，代表著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雖然自己亦是一名學生，但我很樂意去分享

生命點滴，讓他們知道身處香港的我們怎樣看這個世界，而且，透過義教讓他們感受一些獨特的

經歷。

韶大的學生令我好感動，他們很純真、很率直。我們一到埗，他們就非常熱情地迎接我們，對話

內容很隨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全部都可以。總結旅程，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畢業禮上，其中一

位自己教的學生在致辭後，禁不著哭了出來，這一刻我覺得自己努力沒有白費！

Social Work (Year 1) 周華健 四年甲班 波波哥哥

Sociology (Year1) 錢俊華 三年級 蘑菇哥哥

EQ工程甚具意義，其中義教經驗令人難忘。經過連日準備，教案大功告成，我們正式「出征」，

攜著林林總總的教學物資，穿州過省，到達韶關。在課堂上，不但教EQ，更講道理。我不斷講不

斷講，講尊重講體諒講守禮，由朝講到晚，由大伙小孩專心聆聽講到曲未終人先散，是我太嘮叨?

是悔人不倦?「童年深遠地影響未來，或許我說過的話，孩子將來會記得……」這是我在EQ工程面

試中說過的，深信的話。

另一有趣感受是領悟「言教不如身教」一話。事關我對小孩講道理時，心裡不安，「我有犯同樣

的錯嗎？我尊重別人嗎？我有守禮嗎？」諸多問題繞心頭。我發現，講比做容易上千倍，威力卻

少上萬倍，一分錢一分貨，要教好孩子，實事實幹，不要A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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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法走過每天

    為求沒有帶著遺憾活到終點

    就是你

    讓感覺從此不再簡單

    平凡＂

我相信，韶關團沒有人會忘記這首歌，更不會忘記我每聽這首歌都會哭的場面。這首歌對我很重

要，但歌曲背後的團員和同學，更重要。

每個人去這團都有不同的目的和期望。韶關的六年級同學，替我尋回失去了好久的本能――愛

人。不是吧？那麼老土？有些事情就是這麼老土。遇上他們以前，我好久沒為一個人、一幫人、

一個群體如斯著緊了。

有人認為義教，是義務教學，將知識帶給小朋友，要幫到他們才算是話兒。在我看來，義教是相

互珍惜的過程，我們是一幫第一眼見到他們，就會毫無保留地愛他們的人，哥哥姐姐的身份會讓

他們更容易放開內心的枷鎖，接近我們；我們呢？不也是帶著一籮筐得著離開嗎？

以前，我曾經寫下過：「我們沒有令全世界兒童都美好的能力，但我們有令孩子笑逐顏開的夢

想……總會有最少一個孩子因我們而笑」。

看著六年級的同學們，我知道，我做到了。韶關團的其他團員們，你們也做到了。因為你們每晚

的分享，都掛著小孩子般的笑容，還有來自小孩子的眼淚。

六年級的同學們，交個任務給你們吧！長大要做好人，去愛你們的身邊人。

Arts (Year 1) 譚寶怡 六年級 寶怡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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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樂」，或許這趟旅程最大的得著這是這簡單的四字。

回想起在營刊自我介紹的部份中，我們每人都得替自己想一個簡短的形容詞代表自己。那時正

好，我亦是選了這四字形容自己。然而，經歷過這次的義教之旅後，我才更深體會到「知足」

和「常樂」的境界，我還得好好向一班韶關的小學生學習。至少，三天與他們共度的光景中，我

能深深感受到他們因著幾個簡單的遊戲、小小的禮物，甚至只是一顆我們都不稀罕的糖果，而打

從心底的滿足和感謝。

記憶中，每次望著這群小孩一張張單純、真挈的笑臉，還有他們熱情的擁抱，我都沒法抵擋，情

不自禁的回抱他們、並喜歡著他們這一份可貴的「童真」。或許真正觸動自己的，只是一種久違

的感覺，一種在成人世界、現實社會中都難以感受到的簡單、直接和真誠。仍難忘義教的最後一

天，一整班孩子衝過來抱著自己的溫暖，還有走了好幾次又回頭的他、一直嚷著希望我可以一輩

子留下來的她。每次想起這些片段，都覺得自己是何等幸運和幸福的一個「紫菜姐姐」，能被這

群孩子喜歡著。

雖然韶關之旅早就結束，但回憶、感受卻會被一輩子珍藏。

Social Science (Year 1) 蔡佩蓉 三年級 紫菜姐姐

BBA-HRM (Year 1) 陳嘉麗  四年乙班 嘉麗姐姐

這七天韶關之旅，不但樂趣無窮，而且笑中有淚，令我畢生難忘。小朋友的天真、純樸、知足令

我感受很深。剛好教學第二天是我的生日，當全班小朋友為我唱起生日歌時真的想哭出來，是你

們給我快樂和鼓勵，當收到他們的小禮物及留言更令我難以忘懷。即使是多疲憊，都會提起精

神，盡力記熟明天的流程，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小朋友一個又一個的擁抱，每一個燦

爛的笑容都令我十分窩心和滿足。

而在整個EQ 工程中，也結識了一群好伙伴，一同籌備活動，為小朋友獻出無私的愛心；也能互相

坦誠分享心事。 即使大家晚上都為了準備流程在忙，但你們竟然為我準備了蛋糕及生日卡，真的

很驚喜，在此很想感謝團裡每一個人，給了我一個畢生難忘的旅程，儘管大家就讀不同學系，有

著不同的生活，我們每個人都真心珍惜著這份友誼。我更學會了多點鼓勵和欣賞他人，好好享受

和他人相處的過程。

        願我們和小孩子都在過程中有所成長，在他們的心裡播下一顆種子，於某天能夠發芽成 

        長，對他們的人生有著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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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韶關義教團由籌備到出團橫跨了四個月。在十月初回校訓練學習情緒智商及籌備教

案，當時的感覺有些虛無。到開始綵排的時候才有實在的感覺。在過程中團友互相提點、互

相幫助務求令這次義教之旅盡善盡美。

經過三個月的籌備，我們終於在一月二日出發，大家合力把物資帶到韶關。行程的第二天，

終於要真真正正實行準備已久的教案，我們開始一連三天的義教。當地的小朋友十分活潑和

熱情，對於我們設計的遊戲表演得十分雀躍。有時候發生失控的現象，要出盡力去令他們安

靜，看到他們投入地玩遊戲和笑臉令我感到十分欣慰，明白之前付出的汗水和時間是沒有白

廢。雖然我們只是用短短的三天以遊戲去教導小朋友，希望他們從這三天的課堂有所得著。

除了得到這次義教難忘的經驗，我亦得到與名位SK2團友的友誼。在遇到困難時大家互相支

持，在韶關其間互相關心。在整個團都感到非常溫暖。在這次活動不單讓我學懂情緒智商的

知識，更讓我了解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多，真是不枉此行！

China Study (Year1) 趙展彤 四年甲班 多多姐姐

Humanities (Year 2) 羅慧妍 五年級 熊貓姐姐

七天的韶關心理服務交流團雖然短暫，但當中的片段與感受卻十分深刻。

小朋友其實很簡單。一個簡單的遊戲、一個窩心的問候，已叫他們快樂一整天。雖然他們很頑

皮，沒有一刻能靜止下來，但看到他們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自己亦不其然地會心微笑。

除此之外，每天晚上的分享，團內各人將義教上的點滴互相分享，笑中有淚，互相支持與鼓勵，

使大家能在這幾天中有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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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這班小夥子的相伴，義教日程緊湊也充滿

笑聲

上：俏俏為嘉麗準備的生日驚喜

下：回香港前去摘了桔子

梅關古道上，齊吃豆腐花

跟韶關大學學生玩「出前一丁」

珠璣古巷吃甘蔗的兩位團員和導遊福仔

正式上課前，小朋友已急不及待地跟EQA玩

在韶關大學飯堂與韶關大學學生共晉晚餐

跟導遊福仔吃晚飯時，玩「量水杯」遊戲



活動

大學 學

關湞 學

及  

大學學  

  

  

  

  

  關

  

學

及   禮

關學   



地址：善衡校園逸夫大樓8樓804室

電話：34117435

傳真：341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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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m – 6:00pm

          星期六  9:00am – 12:00 noon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輔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