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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事務處輔導中心秉持校訓「篤信力行」，積極推廣關愛
助人和精神健康，並鼓勵同學以實際行動幫助他人，彰顯關愛精神。

去年年底，一行二十二人，包括一至四年級浸大本科生、一位實習生以及
一位心理輔導主任，到達韶關為曲江區實驗小學的小五學生服務，又與韶
關大學生交流。一連三天的「EQ冬令營」，透過不同活動教導當地小學生
有關情緒智商的知識，與隨後的觀光交流，不但讓同學主動親近當地文化
風俗，與當地人建立情誼，磨煉情緒管理與人際交往等各類技巧，而且同
學在與服務對象交流過程中，更學懂無私分享自身所擁有的富足。可見同
學的學習沒有流於理論層面，而是在現實關愛行動中體現出來，鞏固所學。

大家是否胸有熱忱而不知如何行動？是否願意為將來的人生道路開拓更多
可能方向？「EQ工程」定可提供啟發，讓同學在活動中學會團隊合作和承
擔精神。七天交流團瞬眼即逝，而輔導中心舉辦的「EQ工程」亦已經來到
第十二屆，希望同學積極參與，除了在校園裡學習所需專業的理論及知識
外，更將服務活動中所學習到的心理技能、所體現出來的關懷愛心，帶入
日常生活，付出關愛予有需要者，感染身邊的人。

正如美國政治家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有言：「我們不能幫助
每一個人，但每一個人都能幫助某一些人。」每個人的行動與力量，積少
成多，匯成巨大的力量，必能為社群帶來正面的影響。

香港浸會大學輔導長
鄧裕南教授

二零一七年四月



【編者的話】
N I C E  T O  M E E T  Y O U  A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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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時光蛻變，2017年轉眼間已經過了四分一。寒冬剛逝，萬象更新，大家對三個月前的經歷和尚記憶猶新嗎？一季過後，大家可能已經把嚴寒中的點點滴滴淡然忘卻。腦海裡仍浮存的「絲」緒七零八落，多少能拼湊出唯屬你我的義教回憶呢？

在剛開學的九、十月份，一行二十人膽戰心驚、懷著亢奮又怯慌的心踏進了面試室，幾經艱辛好不容易被取錄了。屢次初會，素未謀面，大家掛著靦腆的笑容點頭示好。及後數月，團員一伙經歷情商管理訓練、教案設計、課程預演；嘔心瀝血、通宵達旦，這些種種都把彼此拉近。大家碰頭時不再櫻桃紅綻，而是粗中有細、打成一片。

直至啟程、義教三天，溢出無盡溫馨、鬧出無窮笑話，似乎已經把上學期的悲壯成績拋諸腦後。行程七天，目標一致、共鳴感觸、分享回憶，為著小朋友而奮鬥。短短一周，大家獻出萬丈赤心，在每晚的分享會，把自己神秘的深淵、甜美的淚珠，通通展露在大家面前，毫不修飾。這都讓我們漸行漸近。

驀然回首，小朋友的純真笑容、拼力擁抱、尖聲歡送，至今依然魂縈夢牽。回到當初，你還有甚麼話想跟小朋友說？學會更努力一格一格儲備正能量，你會怎樣面對最後一天的臨別？能自信地極平凡仍是美，三月過後，這趟旅程為你帶來了甚麼經歷和轉變？

忙碌的香港人，忙裏偷閒，不妨歇足回顧回顧吧！




EQ 工程2016–2017韶關心理服務交流團刊物組    
二零一七年三月



團歌
笑哈哈哈來

我要你陪著我看著那海豚樂悠遊 
我和你⾛在樂園上對著綿⽺⼩聲說 

你不要害怕你不會寂寞 
你的微笑暖透我的⼼窩幸福樂透透 

⽇⼦⼀天⼀天過 
我們會慢慢⾧⼤ 

我學著甲蟲把情緒管理好 
我知道有⼀天你們⼀定會愛上我 

蜜蜂也覺得我真的很不錯 

煩惱通通通通⾛開笑哈哈哈歸來 
帶著夢想向前⾛ 

相信這這個這個地⽅ 
永遠存在光彩 
困難之中找快活 

加油∼我們⼀起⼿牽⼿ 
快樂∼永遠在你我⼼中 04



教學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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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至理名言也適用於EQ工程！花了幾個週末學習情緒智商和課堂管理後，EQ團團友在十月中正式開始著手設計義教教案。

五大EQ四小範疇，二十人剛剛好每人負責設計一個活動。就著整個冬令營，我們另外組成幾個小隊，包括教學組、典禮組、物資組、刊物組，統籌教案進度、設計開閉幕禮、中央採購物資、編輯印刷營刊。每位團員都埋頭苦幹，為的莫過於小朋友的一笑。

在出發前的日子，各有各忙錄，大家都為這三天冬令營費盡心思。經過反覆預演和商議，我們的教案都作出了不少技術性的調整，希望簡化EQ管理技巧，讓小朋友更易吸收、玩得更投入。剛考完試，我們把握聖誕前夕幾天作最後準備；聖誕過後，我們整裝待發，向韶關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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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步後，我們隨即參觀學校設施，並即席修改活動以配合場地條件。道具、禮物、佈置——一切準備就緒；但食物飲品有失預算，我們馬上在當地超市補給，還試過中途接收淘寶寄來的物資包裹！在首個教學日前的夜宵，我們還為開幕禮的團歌營舞作最後彩排，害得領隊急不及待掩耳逃離嘈音漫天的會議室！


隨後每晚我們都聚在一起，分享當天教學的點滴，反思如何在下一個教學日做得更好，令小朋友更加愉快投入。紅著眼圈，大家都盡最後努力向同班小老師一言蔽之，指示明天如何配合自己主持遊戲。


或許大家都相信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吧！但最終還是敵不過睡魔的威力，眼簾下垂；張開眼時，又是新的一天。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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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曲江區實驗小學的同學們對我們有更深印象，以及更了解接下來的三天活動，我們在禮堂舉辦了開幕禮。小老師在典禮初次與同學相遇，心情都格外緊張，卻又十分興奮！

開幕禮由霈哥哥和莎莉姐姐擔任司儀，他們以生動的方式介紹各位小老師，例如刻意將太陽哥哥說成太陽姐姐，逗得同學們啼笑皆非！
典禮中，我們派發卡片和彩筆，讓同學們親手設計代表自己的名片。想不到同學們年紀小小已經有深厚的「偶像包袱」，非要設計出最美最帥氣的名片不可！小老師不得不承認，同學的創意和藝術天份比我們高出多級。

設計好名片後我們便派發營刊。同學們接過後，紛紛迫不及待地翻閱，寫上自己的姓名。最後，我們來不及害羞為同學們獻唱團歌「浪花一朵朵」。他們首次聽到這首歌，踴躍地跟我們載歌載舞，場面溫馨熱鬧！




班主任         ：
副班主任      ：顏哥哥
情緒管理⼤使：哥頓哥哥
情緒管理⼤使：可兒姐姐
情緒管理⼤使：莎莉姐姐蜜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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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班別

釺榆姐姐



綿⽺班

班主任         ：琳姐姐
副班主任      ：慧儀姐姐
情緒管理⼤使：太陽哥哥
情緒管理⼤使：凱姐姐
情緒管理⼤使：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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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班別



甲蟲班

班主任         ：熊熊姐姐
副班主任      ：⼀⽑哥哥
情緒管理⼤使：嘉茵姐姐
情緒管理⼤使：嘉儀姐姐
情緒管理⼤使：⿂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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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班別



海豚班

班主任 ：慧賢姐姐
副班主任 ：佳迎姐姐
情緒管理⼤使：霈哥哥
情緒管理⼤使：婷姐姐
情緒管理⼤使：茶姐姐

12

我們的班別



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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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後，我們先和同學來個簡單的迎新遊戲，讓彼此互相認識，為三天的教學打好基礎。在玩遊戲之前，我們為同學們分組。接下來幾天，同學們通過生動的課堂小組遊戲認識情商。充滿好奇的同學當然迫不及待啦！

遊戲一 :「蘿蔔蹲」
同學們被分成四組，每組排第一的同學為一號蘿蔔，如此類推。聽到「__號蘿蔔蹲」的指令，相應號碼的同學便要立即蹲下。

遊戲二 :「一元五角」
男生有一元，女生有五角，同學們需要互相合作，湊齊主持要求的數量。例如需要三元，三男／六女／兩男兩女／一男四女便要坐下。



教案EQ1
認識及接納情緒

DAY 1

作為整個情商冬令營的⾸個遊戲，當然要⼩朋友明⽩甚麼是 
情緒！學⽣們認識快樂、期待、憤怒、討厭、哀傷、驚奇、 
害怕、接納這⼋種基本情緒，學習欣賞正⾯情緒，及找出排 

解負⾯能量的⽅法。 14



活動⼀：⾳樂傳球

讓⼩朋友認識⼋種情緒。他們圍  

圈⽽坐，隨著⽼師播放⾳樂，開  

始傳球給鄰座朋友。當⾳樂停⽌  

⼀刻，持球的同學要跟⼤家分享  

⼀次與球中情緒相關的經歷。

活動⼆：動物演藝學院

讓同學表達及理解情緒。各組每回合派出⼀位同學，接過情緒提
⽰卡後，向其他組員演繹情緒，成功猜對可換下⼀位同學，如此
類推，直⾄所有組員完成情緒表達。

活動三：拍拍肩膀

讓同學認識情緒對我們的影響。同學們分兩組決戰，他們前⾯有
兩隻杯。主持⼈先發問，⽼師將A、B答案告訴最後同學，他要判 
斷正確答案，拍左／右肩把答案傳到最前同學，鬥快搶對正確的
杯⼦。

活動四：

說穿了就是報紙⾵⽕輪！同學⽤
膠卷把報紙貼成⼤圓圈，每次最  

少有五個⼈在內。途中需撿起地  

上⼋種情緒卡，⾵⽕輪爛了須即  

時修補，最快到達者勝出，撿少  

了會加時間！讓他們重溫基本情
緒。15



教案EQ2
管理情緒

DAY 2

⼩朋友學會分辨正反情緒，在不開⼼的時候通過內⼼美化使 

⾃⼰變得快樂點。同時，他們也可嘗試⽤五官放鬆⾃⼰，例 

如察覺正⾯、正向語⾔、善待⾃⼰、鬆弛有法。 
16



According to Wikipedia, newsletters are 

published by clubs, churches, societies, 

associations, and businesses—especially 

companies—to provide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to 

members, customers, or employees. Google's 

definition of a newsletter is, "a bulletin issued

periodically to the members of a society.

活動⼀：正向語⾔⼈⼈會

讓⼩朋友明⽩正向語⾔。第⼀關每
組派⼀員應戰，聽⽼師的句⼦，然
後⽰意句⼦是正還是反⾯。第⼆關
難度加強，每組需按指⽰⽤杯⼦堆
成⾦字塔，最快完成的組別可回答
問題來加分。

活動⼆：轉⼀轉，看⼀看

讓他們練習正向語⾔。司儀先朗讀
負⾯句⼦，然後指⽰各組做簡單的
挑戰，例如原地跳⼗次，完成後⽅
可到台前找出相應的正⾯說法，他
們要在最短時間、及⼤量錯誤和空
⽩的紙條找出答案。

活動三：五覺⼤戰

讓學⽣學習通過五官管理情緒。地
上有眼⽿⼝⿐⼿的圖樣，主持會讀
出⼀段獨⽩，裏⾯包含不同種感
覺，⼩朋友要分辨出感覺，站到正
確的區域。

活動四：美化⼼情

⼩朋友根據司儀指⽰學習鬆弛之
法，例如幻想肚⽪是⼤氣球，然後
慢慢「洩氣」。在活動第⼆部分，
同學們聽著⾳樂，根據興趣在紙杯
上畫畫，例如動畫⼈物，然後向組
員分享這個⼈喜好。

17



教案EQ3
激勵情緒

DAY 2

通過遊戲，同學探索在難關時⾃我⿎勵之法，例如為⾃⼰吶 

喊助威、發揮樂觀思維、訂⽴可⾏⽬標，並以實際⾏動配合 

之，不要輕易被困難打敗。
18



活動⼀：森林派對

讓學⽣學習延遲滿⾜。⽼師們向⼩朋友派發⼀粒⽜奶糖，說明整
個EQ3完結後沒有吃掉的，可獲多派⼀糖作獎勵。 

P H O T O  B Y  M A R T I N  R .  S M I T H

活動⼆：動物⼀家親

讓同學們創作能⾃我激勵的⼝號，把失敗時的⿎勵⼝號寫在紅紙
上，勝利⼝號寫在綠紙上。喊⼝號同時需加動作。各組輪流⽰範，
在期後每個計分環節贏輸都⼀致喊⼝號的可獲加分。

活動三：翻翻它是誰

讓學⽣學習訂⽴可⾏⽬標。
遊戲開始前，每組需選⼀個
等級為⽬標。時限越短，難
度越⾼。第⼀位同學任意翻
開兩張情緒表情牌，相同的
保留，不同的蓋回，讓第⼆
位同學嘗試。其他學⽣重覆
以上步驟，直⾄在⾃訂限時
內完成所有組合的配對。

19



活動四：樂觀⼼態對對碰

讓學⽣樂觀正⾯應付不同處
境。每組都會有個擺滿不同字
條的桌⼦，主持⼈會說出不同
的情境，學⽣需要從桌⾯找出
相應的字條貼在⿊板上回應情
境。最快解釋選擇此字條原因
並答對的組別可獲得分數；如
果沒有組別答對，遊戲重新開
始。

活動五：森林⼯程師

讓同學了解成功和⽬標不分⾼低， 盡⼒做到最好即可。同學們分
組，在20分鐘內利⽤⼿⼯紙和顏⾊筆製作其中⼀個以海豚、⽺、 
蜜蜂、甲蟲、或熊貓為題的家。學⽣們運⽤創意裝飾房⼦， 例如
加上窗和⾨，或加上⾃⼰組的主題動物。完成後，展⽰給⼤家欣
賞。

活動六：猜猜畫畫

讓⼩朋友表達⾃⼰的⽬標。通過創意畫作，表達⾃⼰在新⼀年的新
⽬標和盼望。學⽣先有10分鐘隨⼼繪畫⾃⼰的⽬標，與鄰座同學 
交換，讓對⽅猜猜所畫的⽬標為何；他們再有10分鐘繪畫⾃⼰達 
成⽬標的⽅法，跟旁邊朋友互換，讓他猜猜所畫的⽅法是甚麼。 20



教案EQ4
體會他⼈情緒

DAYS 2&3

除了認識和管理⾃⼰的情緒外，與⼈相處更重要的是要有同理 

⼼，即體會他⼈情緒的能⼒。學⽣在四個遊戲中，以不同⾝份 

考慮別⼈的感受，從不同⾓度運⽤不同技巧去體恤他⼈。

21



活動⼀：⾓⾊配配對 

透過短劇演出，讓學⽣們代⼊ 
他⼈處境，練習具同理⼼的溝 
通⽅式。演出完畢後，主持根 
據劇⽬發問有關同理⼼的問 
題，台下同學答對加分。 

活動⼆：⼗萬個為什麼

這個遊戲有兩個回合，教導同學尊
重他⼈感受及給予適當回應。第⼀
關，每組派⼀位同學到台前抽取情

境題，然後演出⼀種情緒，組員要
猜對該情緒背後的原因。第⼆關，每
組派⼀個同學到台前拿取題⽬卡，組
員盡快選出最能安慰⼈的回應並全組
舉⼿，最快者勝出。

活動三：物資爭奪戰 

每組每回合選兩個組員出戰，⼀位被蒙上雙眼，⼀位負責指揮，每回合 
兩組作賽。場地內散佈有⽤和低效能的物資，指揮者要盡量指導蒙眼者 
檢⾛有⽤的材料，以應付接下來的遊戲。同學輪流代⼊盲⼈和指導者的 
⾓⾊，體驗視障者的困難，可多明⽩他⼈的感受。 

活動四：開⼼橋
經過數回合的活動三後，同學⽤剛檢回來的物料構建最穩妥的橋樑，⽼
師以飲品測試橋樑的負載⼒。同時，每個組員獲發⼀種指定情緒，不可
洩露，要在商討過程盡量演繹出來，讓哥哥姐姐猜。 22



教案EQ5
正⾯影響他⼈情緒

DAY 3

當⼩朋友成功掌握體會別⼈情緒的技巧後，就向情商最難的 

⼀關進發。他們的任務是在這個環節，學會如何正⾯影響別 

⼈的情緒，令⾝邊的⼈都可以時刻享受快樂的美感。23 



活動⼀：動物爬爬⾛

每組同學排成直線，並獲派⽩紙
和⼩球。⽼師先描述⼀個情境，
同學需想想如何安慰故事中的主
⾓。當⽼師宣佈開始後，同學要
⽤紙連成管道，把球從隊尾運到
隊頭，到達後說出安慰的話語。
最快答對的最⾼分。他們可以學
到安慰別⼈的技巧。

活動四：⼤灰狼要吹散我們的家啊！

讓同學⿎勵他⼈。⼀整班同學圍⼀個
⼤圈，進⾏⼤⾵吹遊戲。⽼師提出⼀
些經常發⽣的情緒，輸了的同學要建
議⼀種處理⽅法。在第⼆環節，⽼師
說出⼀些⽇常難關，同學在紙上寫出
⾃⼰的解決⽅法，然後傳給旁邊的同
學閱讀。

活動三：跳得更⾼

每組同學圍成圓圈，第⼀位同學
將⼩球彈向地⾯，讓旁邊的朋友⽤
⼿／紙／杯接好，再把球以擲地回
彈的⽅式傳下去。最後接球的同學

會朗讀⼀張紙條，並需判斷紙條所
提供的回應屬於⾃我披露法、換框
法、抑或破框法。

活動⼆：動物搬家

學⽣學會應付負⾯情緒。同學們排成
⼀列，最後的同學選擇情境並告訴下
⼀個同學，該同學要以湯匙／紙杯／
紙把⼩球及情境傳到排最前的同學，
他需選擇降溫法／升溫法／分散注意
⼒來解決問題並加分享。

24



閉幕典禮

25

三天義教很快過去，在閉幕禮上，是時候給同學們一個總結。團長一毛哥哥在典禮上致詞，總結了這三天的微微小小，分享這三天的所思所感，勉勵同學們在今後的日子將這三天的得著可以學以致用。

典禮中，我們分別邀請每個班派一位同學分享自己的體會。看著同學們娓娓道來這三天的感受和學到的知識，我們也覺得這些日子的準備和教學是值得的。

分享過後，每班的代表從嘉賓手上接過畢業證書和各個獎項，相比起平日常見的飛躍進步獎、成績優秀獎等，我們的獎狀卻有最鼓勵他人獎、最有毅力獎項等等。我們希望表彰同學們這三天的投入表現，肯定他們個人的特質。

接過證書象徵同學們完成這三天冬令營，能順利畢業！最後，我們為同學們準備了小禮物。

臨別在即，小老師和同學們都依依不捨。有的簽名、有的拍照，大家爭取僅餘的時間，希望能留下美好的回憶。天色漸黑，即使同學們難捨難離，亦是時候步出校門。隨著大門關上，這三天冬令營完滿結束。




⼤學交流

26

三天的義教活動眨眼便結束了，接下來的重頭戲當然少不了和韶關大學的學生進行文化交流。我們全團分成五組，每組有四位韶大學生陪我們談笑風生，渡過言猶在耳的一天。韶大學生非常熱情、友善健談，不但帶我們參觀校園，讓我們一嘗坐「小白車」的風涼快感，一路上更與我們分享校園趣聞、生活逸事。韶大學生更一盡地主之誼，帶我們在校園飯堂或附近餐館共晉晚餐、共享當地美酒佳餚。

相遇的時間總是特別短暫。臨別在即，依依不捨，有的互贈禮物，有的互換聯絡。

夜幕低垂，風高月黑。我們一同走出餐館，深知這一別往後很難再有機會重逢。大家雙目凝視至最後一刻後毅然分道揚鑣。月光下的背影越行越遠，但我們都感激這輪明月帶給我們的惺惺相惜。

人之相識，貴在相知，在短暫的韶關之旅，有幸認識到難得可貴的朋友。希望有緣再會，展望一見如故！




梅關古道

27

在中國，梅關古道被喻為保存最完整、灌通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的千年古道，也是自古以來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和兵家必爭之地。

走在古道上，腳下碎石鐫刻着的傷痕印證了古道悠久的歷史。梅關，顧名思義，以梅著稱。據說每年花期，古道兩旁的白梅、臘梅、紅梅、綠梅都相繼怒放爭艷，到訪遊人如置身梅海之中，沐浴着寒梅暗香。

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大概是遊覽的時節過於和暖，我們無緣一睹梅海的宏偉景象，只能觀賞零星的梅花。而更有趣的是，梅關位於江西和廣東的交會點，因此有「一步跨二省」之說，我們一行人亦經驗了同時踏進江西和廣東兩省的歷程。




珠璣古巷

28

珠璣古巷又名沙水鎮，得名於唐敬宗年間，有1100多年歷史。以前，不少人向嶺南遷徙，必定要經過韶關，所以古巷也是重要的中轉站。久而久之，古巷成為了珠江三角洲一帶主要族姓的祖居。

在古巷裡，我們看見不少姓氏的祠堂。中國以孝為先，慎終追遠，每年清明重陽時分，不少遠漂在外的後裔回到珠璣古巷拜祭祖先，一條擁有百家姓祠堂的古巷變得非常熱鬧。

得知原來韶關擁有如此歷史文化淵源，我們都迫不及待地在尋找自己姓氏的發源地和祠堂。你還記得自己姓氏的祠堂有甚麼擺設嗎？你又記得哪個家族的裝潢最華麗嗎？



⾷在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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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區梓濠（⼀⽑哥哥）

社會科學院

中國研究學系⼀年級

30

五天四晚的EQ工程義教交流團眨眼間已經結束，而我這個團長亦正式完成帶領大家的重任，功成身退！在這五天裡，我很感謝大家對我這個新手團長的包容和接納，沒有每位成員的熬夜付出和努力，這次義教團不會進行得這麼順利；當然少不得我們的導遊小余大哥、領隊Emily、和攝影師Sally的鼎力相助，我們才可以將準備好的教學體驗帶給實驗小學的四班同學。

在三天的教學日子中，最令我難忘的是一群活潑、可愛、精靈、好動，但有時令人氣憤的小朋友。他們的熱烈歡迎和全程投入，總會令我感到我們開夜車付出的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能夠在彼此心中留下美好回憶，就是在這趟旅程中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地方。

離開校園去觀光的兩天，在小余大哥的帶領下，我們的行程變得更加特別，住在丹霞山特色小品客棧、品嚐美茶，還有機會與韶大學生相處——這些回憶定必令我們永世難忘。

希望各位成員和我一樣，經歷了一次充滿淚汗的難忘旅程。我永遠都會記得大家，還有和小朋友相處的珍貴時刻。





感想

陳嘉儀（嘉儀姐姐）

⼯商管理學院

會計專業⼀年級

31 





我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都在EQ工程中發生：第一次義教、第一次與同伴倒數過年，第一次爬陡峭的樓梯登山……這些種種的第一次令旅程變得更特別、難忘。當然義教的部分是我感受最深：對於性格內向而且普通話水平一般的我來說，要教導首個EQ課程絕對是種挑戰。但有賴同伴的協助，我終於有驚無險地順利主持和完成教學。在其餘的EQ課程，我協助不同的組別，可是無論我帶領哪一組，他們都不能成為該課程首兩名、拿不到獎品（其實我很想自己組的小朋友勝出……）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他們享受教學過程，見到他們天真無邪的笑容，心便富足了。

在此感謝一眾EQA在旅程中的陪伴，特別是曾與我共同負責甲蟲班的夥伴們，更感激領隊Emily在EQ工程中對我的關懷和支援。多謝你們！



感想

陳慧儀（慧儀姐姐）

⼯商管理學院

⼈⼒資源管理專業⼆年級

32 





這次韶關心理服務團，使我踏進久未涉足的內地。與香港一樣，韶關同處廣東，但當走進韶關的街頭，我則體驗到內地滿滿的鄉土人情，與香港形成重大對比。我真的很開心自己能在團中認識到這麼多志同道合的好友，大家一起同甘共苦的時間是我最美好的回憶！

而這個旅程使我最深刻的是在內地進行義教的數天。每天義教前，我們都要準備翌日課程，不但要收拾好所需物資，更要對課程作出適當的修改——連續數天我們都要準備至夜深，小老師們都面帶倦容、十分疲累。但每天的早上，當旅遊巴抵達學校前門時，我們都會發現大批小朋友在校門前集隊，靜候我們的出現，可見內地的小朋友都十分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這是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感想

33

張釺榆 （釺榆姐姐）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





當天選擇了這趟義教，雖然未曾嘗試過，但沒甚麼壓力，因為這不是走出自己舒適圈的決定。

但走著走著，卻更接近自己的內心。通過與不同風格的團員合作、面對情緒很多很真的小朋友、處理其獨特不同的行為表現，我更能察覺到自己的情緒、原則和價值觀。以往曾有不願自我面對的時刻，在每晚與大家一起沉思時，沒有再設法逃避，這對我而言，是旅程最珍貴的地方。

過程中與團員及小朋友互相聆聽彼此的感受和想法，是最簡單的關愛、最難得的時刻、最溫柔的回憶。也許很微小，不過希望能成為日後支撐大家的動力。

感謝背後鼓勵、支持、關顧我們的領隊Emily、Sally和導遊小余大哥，還有信任和喜歡我們的老師、小朋友和交流生，以及一起經歷、一同努力的每位團員！





感想

張栢婷（婷姐姐） 
理學院學系⼀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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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義教活動很有趣，不但可以認識到很多來自不同學系的朋友，還可以參與義教及遊覽當地名勝。

在活動初期，我們需要學習多種情緒管理以及課室管理技巧。這些經驗都是對將來很有用，但在校內學不到的。

在編寫教案的過程中，我和團友增加了彼此間的認識。大家相處融洽，互相幫助，令活動更加完美、更加有趣。

在我們義教的過程中曾經出現了不少難關，包括時間表出錯、課室大小不符預期、小朋友吵架等等，但我地仍能透過老師和組員的協助將難題一一解決，並和小朋友們建立了良好的友師關係。他們學會管理情緒的知識，我們亦了解到如何與他們相處，雙方都能在這次活動中有所得益。



感想

馮凱玲（凱姐姐）

社會科學院

中國研究學系－歷史專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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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義教，我發現當中得着最多的原來是作為小老師的我。

對情緒智商不太了解的我，最初沒有信心可以教導小朋友。但經過數次訓練，我更瞭解有關如何管理自己情緒的知識。雖然把教學內容融入遊戲中困難重重，但其他團友都熱心地提供意見，務求使教案更臻完善。

在出發前不同的擔憂曾在腦海中浮現，但在EQA的協助和努力下我都能一一跨過。在韶關看見小朋友完成遊戲，開心又吸收到新知識的樣子，我從心底裡感到滿足。

在團中和大家相處輕鬆、愉快，並且認識到志同道合、又喜歡喝茶的團友，真是十分開心！





感想

劉可兒（可兒姐姐）

社會科學院⼀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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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首次參與心理服務的義教，過程中我學習到感恩和接受。從籌備教案到教學，我非常感激蜜蜂班的寶寶，當地的老師、校長、活動贊助人、和一眾同伴的信任及包容。有小朋友的投入和熱情，活動才能為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有當地校長和老師的信任，我們才有機會進行活動；有活動贊助人，我們才能在有限的籌備時間內創造出更多可能性；有同伴，我們才能克服過程中的種種困難。然而，儘管是次教學不盡完美，但因為過程的努力付出和同伴的互相支持，這趟旅程依然為我留下快樂的回憶。

各位，加油！




感想

黎曉欣（熊熊姐姐）

⽂學院⼀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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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教活動是我考進大學前的一個小願望，有幸這個願望能夠達成了。活動令我認識了一眾EQA、得到與韶關大學學生交流的機會、進行教學活動、並前往韶關各處進行觀光。過程中EQA互相扶持，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學生一個個溫暖的微笑、一雙雙天真爛漫的眼睛、一張張各有不同面孔，都深深刻落在我的腦海。義教讓我得到了許多在課堂上、生活中無法體驗的機會，拼湊出我的人生意義。




感想

林佳迎（佳迎姐姐）

⼯商管理學院

⼈⼒資源管理專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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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義教對我來說是個十分難忘的經驗。一開始對於義教及與一群陌生同學合作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在會議中不時感到點點尷尬；但當與EQA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之前的尷尬感覺也逐漸消失了，我和他們的關係也越來越好。

在韶關的七天不算長也不算短，但我從其他EQA及韶關小學生身上學到的卻很多。在準備及義教時遇到不少阻力，有賴一眾EQA的幫助才可以順順利利地完成義教課程。最難忘的是出發之際大家一起努力準備情緒卡、一起收拾物資……當看到小學生上完EQ課程後興奮開心的樣子，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滿足；每天晚上的分享會也使EQA彼此間更緊密、融洽。這次旅程對於我來說十分難忘，不但充實了自己的人生，還認識了一群好朋友。




感想

梁卓琳（琳姐姐）

⽂學院⼀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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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能夠參與是次義教活動——一個開拓眼界、跨文化的體驗。在過程中不但教導了韶關小學生關於情緒智商的知識，令他們認識和接受自己的情緒、學習妥善管理好自己的喜怒哀樂，亦同樣令自己獲益良多，教學相長。由學習情緒智商的知識，到籌備教學和主持活動，對於我而言，都是一個新的突破、一個新的挑戰；但最終能親眼目睹一眾小朋友愉快地享受整個冬令營，是很大的滿足感，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感想

梁國樞（哥頓哥哥）

傳理學院

組織傳播專業四年級

40





不計領隊，年資最深應數我了。不論體力心智，一直都覺得自己老了。回首一看，這次旅程令我重回17歲。多少個晚上，寒風凜冽，二十個人躲進狹小的酒店房預備翌日教學；多少個早上，睡意盎然，二十個人坐在顛簸的公車上整頓心情；多少個中午，心力交瘁，二十個人吃過飽暖的茶飯後期待學生。

人越大，心計越重，戲子越精。現實悲涼，一塵不染的真心易被褻污。慶幸的是，小朋友把我從外面拉回他們的避風港。一張張童真未泯的面孔、一次次乳臭未乾的作弄、一下下暖心動人的擁抱，也許童真就是這樣舒服、這樣陶醉、這樣可貴 、這樣傾人。

客套的知識友誼不說了。人生漫長，當偶有疲倦的時候，回想當天接觸過的小朋友活在自己的小天地爛漫天真；勿忘初心，當偶被人事埋沒時，回想當天接觸過的小朋友率真無邪、表裡如一，便不會忘記人性瑰麗。



感想

凌⼼兒（茶姐姐）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作學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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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天的義教，我很感激能有機會當一位小老師，把我們設計的遊戲帶給當地的小朋友。在過程中，我不知道他們能吸收多少情緒管理的知識，但我能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知道他們認真地投入遊戲，這已令我十分滿足。然而，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與他們離別總是依依不捨，我們抓緊、擁抱、合照，好好把這些快樂的回憶記在心裡。

最後感激同行的團友，我們來自不同的學系，有著不同的性格，但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學習理論、設計遊戲、籌備活動……到出發、教學、debrief、交流、登丹霞山等等，謝謝你們帶給我一個快樂的旅程！




感想

莫嘉茵（嘉茵姐姐）

傳理學院⼀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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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而言，這三天的義教活動既充實又難忘。在這三天裡，大家都夜以繼日地工作，白天認真地主持教學活動，晚上絞盡腦汁地修改教案，為的就是給孩子們一個有趣又充實的學習體驗。在與孩子們相處的過程中，內心一度交織著內疚、苦惱、失望和憤怒等負面情緒，卻往往因他們一句貼心的問候、一個暖心的擁抱、一刻真心的乖巧而支離破碎，只剩下溢滿的欣慰和滿足感。常言道「教學相長」，除了孩子們能學習到關於情緒智商的知識外，我們也獲益良多，管理情緒的能力有所提升，並學會積極面對困境。提升同理心等並非一鞠而就，而是人生課題。無論如何，這趟旅程，我們播下了種子，雖未見實果，但能聞花香。

除此之外，我們最大的收穫當然是二十個人的友誼。從陌生到熟悉，或志同道合，或一見如故。回憶會不斷爬格子，回憶錄填了一張又一張，但我想我不會忘記那沉默中的自我剖白、失落中的互相鼓勵、遊玩中的歡樂共享。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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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俊樂（顏哥哥） 
⼯商管理學院⼀年級





其實在這次旅程前，我並沒有太大的期望，僅抱著一個志在參與和嘗試新事物的心態參與，因為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擁有服務他人熱誠的人。

對於值得同情的事情，我通常只是抱以感覺蟋慘的心態，卻對於著手幫助他們沒有任何想法，直到經歷了這次旅程。如果說我對這個團的最大感受，我會覺得是恍然大悟吧！在與小朋友交流的過程中，我才驚覺一直標榜不喜歡小孩又冷血的自己，卻是在孩子們的笑容前卻不堪一擊。

我還記得當中有一名學生名為潘佳妍，生性活潑的她出乎意料地喜歡粘著我，要知道同班內其他導師比我都友善得多。我擔當的往往是一個惡人的角色，而且很多時候需要主導整體課程而忽視了學生們的熱情，這讓我感到抱歉之餘，也被小孩們不計前嫌的心所感動。

如果還有下次機會，我還是挺希望能重回曲江區實驗小學，見證他們的成長。



感想

申俊怡（太陽哥哥）

⼯商管理學院⼀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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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參與這個義教團時未曾想過會有這般多的得著收穫。初初只是想接觸一下小朋友及觀光旅遊，但後來發現教小朋友事前的預備工夫是這麼繁重。當中涉及最多人手心血的莫過於課程設計，各位EQA一起重複修改，希望能做到最完美，並一同組隊購買物資、製作教具，這些種種都令我倍感青春熱血。

縱使韶關的小朋友有時十分嘈吵，不聽老師的話，但我最終都被他們天真活潑的個性感染了。在韶關的一切都挺順利，意想不到的是連當地的大學生也非常好客，帶我們見識韶關的另一面。最後很感恩能認識到一眾玩樂和工作都同樣認真的EQA、並能跟他們熟絡起來和保持聯絡。希望往後有機會大家一團人聚聚舊吧！




感想

譚泳斯 （沙姐姐）

理學院⼀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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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是次義教團，本是無心之舉，但它帶給我的回饋，卻比我想像中的多。

從EQ訓練到編寫教材，再到出發前的準備工作，直至達韶關當地的實際義教——這一路走來，我和義教團的團友從各不相識，到當時的融洽相處、互相扶持，乃至今日的相知相交。是次義教團除了讓我認識到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拓闊了我的社交圈子，亦使我對EQ的認識大大增加，學會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並正面地影響他人。更重要的是，是次義教團讓我走出困住自己的籠牢，讓自己可以在眾人面前坦然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感謝義教團的每一位團友、領隊Emily、Sally和導遊小余大哥，因為你們，是次的義教團才會如此難忘！




感想

鄧梓霈（霈哥哥） 
⽂學院⼀年級

46





EQE其實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義教活動。這次義教雖然與想像中相差甚遠，例如當地的設施比想像中完善的多，但過程中的得著仍然甚多。

這次義教表面上的目的只是教授EQ知識予當地的小朋友，得益者本應只有他們；但經過這七天的活動，我發現其實自己才是得著最多的一個。除了EQ方面的知識有所增長，我的自信心更增強了不少。當地學生一個滿足的笑容、一句看似簡單，實際上卻令人窩心的稱呼、以及各位EQA每每鼓勵和支持，都令我更加有信心完成整個義教活動，亦令我更加投入整個旅程。我非常感謝領隊Emily、Sally、以及每位EQA，讓我能在大學的第一個sem break能夠有一個如此美好、充實、獲益良多的旅程！






感想
湯⼦佩（華姐姐）

⽂學院

英國語⾔⽂學及英⽂教育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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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週，送走了一六，迎來一七，雖然錯過了倒數。
短短兩次，彩排了遊戲、典禮儀式，自嘲變成了EQ工廠。
短短三天，叫破了喉嚨，誨人不倦，也笑著紅了眼圈。
短短四回，走過了韶大、梅關古巷，難忘撐到了觀日亭。
短短五課，費盡了心思，不遑暇食，攜手完成了天書。
短短六晚，擁抱了感受，消化過後，重新學會了欣賞自己。 
短短七日，收集了回憶，而非物質，帶著經歷走上新的路。

收穫總是超出我的預期，謝謝各位。





感想

⿈健瑜（⿂姐姐）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作學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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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慶幸，能夠成為韶關心理服務交流團中的一份子。

為了可以好好傳遞有關情緒管理的知識給孩子們，我們一行二十個情緒管理大使，在事前數月認真地做了一連串的凖備——由訓練到教案構思，直至最後的彩排，無一不嚴陣以待，務求帶給孩子一個難忘的學習經歷。

活動教學對我們每個人而言，都是個新嘗試，整個過程面對了不少挑戰，慶幸我遇上很好的伙伴，大家總是肩並肩，同心協力地克服每個難關。許多驚險的時刻還歷歷在目，像首日早上開幕禮需要的名牌，到當天凌晨還沒送到旅館！我們已經沒有時間重新準備了，可以做的只有不斷和派遞員通電和等待，焦急的心情難以言喻！幸而最後有驚無險，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溫故而知新，當我把所識所學傳授給同學時，也有了新的領悟，情緒管理的理論簡單直接，但知易行難，要時常保持心境開朗，就要把生活上每個失意的小細節都當成課堂，鍛鍊自己面對逆境的能耐。希望我們課堂所授的小技巧對同學會有幫助，即使偶爾面對負面情緒，仍能一一克服，快樂地成長。





感想

⿈慧賢（慧賢姐姐）

社會科學院

中國研究學系－社會學專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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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義教是個既難忘又有意義的活動，在活動中我學習到很多，包括如何教導小朋友面對情緒、並同時認識自己的情緒。三天義教的時間非常短暫，從準備、物資、彩排、到真正教學，每一個過程都很充實。更可貴的是，與同行夥伴一起經歷每個問題、認識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也非常感恩同行的領隊小余，帶我們認識獨特的韶關。除了義教過程，印象最深刻和特別的是每晚的反思和分享——在團隊裡，每人可以真實地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歷，非常難能可貴。






悄悄話 50



A DAY WITHOUT LAUGHTER IS A DAY WASTED

YOUR SMILE MAKES MY WORLD BRIGHTER

悄悄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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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53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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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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關市曲江區實驗小學                         曹永新校長

指導及訓練：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事務處輔導中心
助理輔導長                                               張燕明老師
資深心理輔導主任                                  王武韜老師
心理輔導主任                                           高敏寧老師
心理輔導主任                                           馮嘉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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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助理                                                   譚靜瑩同學



輔導中心

地址 
逸夫校園永隆銀行商學大樓 4 樓 403 室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1:00pm
                        2:00pm - 5:30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電話 3411 7435

傳真 3411 5819

電郵 cdc@hkbu.edu.hk

網站 sa.hkbu.edu.hk/c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