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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於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開始，在全港小學推行「成長的天空

計劃(小學)」，希望透過一連串的小組活動，提升參加同學的抗逆能力。本

中心亦於首年參與其中，為這有義意的計劃出一分力。

在計劃的首年，我們與沙田官立下午小學合作，為參加的同學帶來一個又一

個新鮮的體驗。在這一年的活動中，有很多難忘的片段，對參加的同學來

說，更可能是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

隨著計劃踏入第五年，參與的小學亦相對增加，與我們合作的學校亦增至八

間，分別是沙田崇真學校、聖公會主風小學、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保良

局蕭漢森小學、保良局田家炳小學、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佛教慈敬學校

及沙田官立下午小學。我們希望憑著過往推行此計劃累積下來的經驗，為我

們的合作伙伴學校提供一個更優質的服務，讓更多同學及家長受惠，使他們

對「抗逆力」的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

故此，我們將過去的實際推行計劃經驗作出整理及回顧，讓更多服務使用者

得知有關「抗逆力」的重點，並希望透過出版此刊物，與各同工分享一下帶

領此計劃的經驗及心得。

最後，我們亦藉著出版這本「你我成長的天空」的機會，感謝各協作學校的

參與及對我們的信任與支持。在此，我謹代表中心向各協作學校衷心致謝，

當中包括校長、學生輔導主任及相關老師，他們除了在學校提供支援外，更

在本刊分享他們對此計劃的心聲或感想，使我們的「你我成長的天空」更添

姿彩。

中心主任

謝飛翔

二零零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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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
包括人際技巧、解決問題能力、情緒管理及目標訂定等。人際技巧是指適應不同文化的靈活性、同理

心、幽默感及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是指懂得運用資源及尋求幫助的能力。情緒管理是指能察覺自己

的情緒，並正面表達出來。目標訂定是指了解自己的目標，並具備訂定計劃的能力，從而達到自己的目

標。

歸屬感
兒童若在被照顧及被支持的關係當中，對這段關係存有期望，並積極參與其中，歸屬感便自然而生。兒

童應該最少有一名關心或照顧自己的家庭成員，教導他們積極的態度，理解、支持及幫助他們。在家庭

以外，教師是最有影響力的人，所以良好的師生關係不只增強教學效果，更可以增強學生的歸屬感。

樂觀感
樂觀的兒童相信未來是光明和充滿盼望的。Martin Seligman(1995)在 “Optimistic Child”一書中強調樂觀感

是可以培養的，主要取決於我們怎樣看待當前的逆境。我們若將當前的逆境看為暫時的、個別的和外在

的，便能較樂觀及正面地面對逆境。

抗逆理念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的理念，是將源於中學「成長的天空」的

抗逆理念加以深化和擴充。計劃參考了Benard (1998)有關抗逆力的

研究中提到青少年成長的模式，而總結成此計劃的理念架構，主要包

括抗逆力的三大元素及工作理念的整合。

抗逆力的三大元素：
效能感 (Sense of Competence)

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

樂觀感 (Sense of Optimism)

計劃理念計劃背景

中學的經驗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可以說是中學「成長的天

空」進一步的發展。在1994至1996年期間，社會福利

署資助突破機構與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的中學進行了

一項為期六年(1994年至2000年)有關青少年健康的研

究計劃。研究小組制訂出「香港學生資料表格」

(Hong Kong Student Information Form)的評估工具去

識別青少年的發展需要，及發展一套全面的成長輔導

訓練計劃，增強青少年抵抗逆境的能力，以面對日後

成長的挑戰。

小學的先導計劃
為進一步實踐及早甄別和及早介入的策略，強調預防及正面成長的重要，教育統籌局將這計劃

推展至小學，並委託突破機構和香港中文大學，在2001至2004年間，於大埔及北區18間小學推

行了一項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整個計劃分為研究和綜合課程兩部分。

研究部份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中心負責，目的在發展一套小學適用的評估

工具，及評估它的成效。研究包括橫向及縱向效度驗証，主要是利用問卷調查，分別由學生及

有關老師填寫，收集數據加以分析。「香港學生資料表格」的橫向效度驗証，共邀得54間學校

共2697名小四學生參加；而為期三年的縱向效度驗証，則有18間先導學校，共2620名小四學生

參加。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發展了一系列適用於小學的「發展課程」和「輔助課程」，藉以提

升學生的抗逆力。「發展課程」屬一種發展性的輔導課程，透過課堂活動模式推行，對象是全

體小四至小六學生。「輔助課程」則是一種屬預防性的小組輔導活動，對象是由「香港學生資

料表格」識別出來的四年級學生。小組活動由四年級開始，然後按年推展至五、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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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特色抗逆力的
   工作理念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的工作理念建基於發掘抗逆力的外在及內在資源，以裝備學生

更能面對及克服成長的挑戰。

外在資源
(支援及機會)

•有意義的參與機會

•高而合理的期望

•關懷及支持

內在資源
(正面的發展成果)

•效能感

•歸屬感

•樂觀感

外在資源
(正面因素)

•有意義的參與機會

•高而合理的期望

•關懷及支持

(支援及機會)

內在資源
(抗逆力的素質)

•效能感

•歸屬感

•樂觀感

(正面的發展成果)

減低負面行為的出現，
提升跨越逆境的能力。

•經驗為本 (Experience based)
基於經驗學習法之理念，我們著重讓學生首先經歷不同的活動及經驗，繼而藉著解說的歷程，使

學生能整理其個人的啟發及學習，而非單單依靠我們的傳授。

•小組帶動 (Group directed)
我們的活動主要以小組進行，讓學生能在小組的支持及彼此互動下，嘗試學習發揮潛能，突破自

我。故此，我們的小組進度均按參加者的需要而部署及調校課程的步伐。

•過程取向 (Process oriented)
除了預先計劃之程序外，過程中的經驗也可以是學習的素材及我們的介入點。所以活動程序已預

留足夠之空間及彈性，以便過程中可以有適切的調校。

•空間創造 (Space created)
除了結構性的程序外，我們亦重視同學之反思空間，以達致由沉澱及整合而來之學習成果。故除了小

組及整體時間之外，我們認為個人安靜及反思的空間更是不可或缺的。

•內容聚焦 (Content focused)
此計劃中無論透過結構性的程序，或非結構性之經歷，均專注提升學生的抗逆力，並盡量讓學生

在過程中檢視抗逆力的核心價值之重要性。

•強處肯定 (Strength affirmed)
此計劃著重強化學生之強處，以致能長遠提升他們改善弱點之動機。過程中我們會多加欣賞學生

成功的地方、挑戰自己的嘗試以及樂觀地接受失敗的勇氣，而我們使用之言語亦以肯定及鼓勵的

語調為主。

•成長挑戰 (Growth challenged)
除了我們的肯定及朋輩小組的支持外，我們亦於各戶外活動中，為同學加插適時及適切的歷奇挑

戰，期望能激發他們的潛能，引導成長。

•生命榜樣 (Life exemplified)
我們認同身教的重要性，故在適當的時候呈現一下同工的剛強或軟弱，分享一下自己的生命故事

及價值信念，讓學生從我們身上學習，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教導方式。

 本中心以一系列的小組、歷奇活動及親子活

動，建立學生的內在資源及提升家庭和學校支

援，協助學生面對逆境的挑戰。至於本中心推

行的「輔助課程」，則按教統局的指引，涵蓋

以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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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學習的四個階段經驗學習的四個階段

親身經歷

Concrete Experience

觀察反省

Reflective Observation

積極嘗試

Active Experimentation

總結領會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參考書目及相關網站：
Benard. B., Resiliency Associates. (1997). Turing It Around For All Youth: From Risk To Resilience, Number 
126, EDO-UD-977.

Kolb, D.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 development, Prentice-Hall.

Seligman, M., Reivich, K., Jaycox, L., & Gillham, J. (1995). The Optimistic Child. Australi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蔡元雲、勵楊蕙貞、劉穎、李德誠、鄧淑英著。(1998)。《塑造廿一世紀年輕人》。香港：突破出版社。

蔡炳綱、吳漢明。(2001)。《72個體驗活動理論與實踐》。香港：匯智出版。

蔡炳綱、吳漢明。(2001)。《個人發展及團隊建立系列(一)：72個體驗活動理論與實踐》。香港：匯智出版。

徐漢明、陳國榮、陳國邦、吳思朗、曾廣源、林玉鳴、林嘉麗 。(2001)。《歷奇為本輔導概念與實踐》。香

港：香港小童群益會。

李德誠、麥淑華。(2002)。《整全的歷奇輔導》。香港：突破出版社。

www.breakthrough.org.hk             www.edb.gov.hk

我們設計的小組活動及歷奇活動，均以經驗學習法為藍本，根據

大衛高比(David Kolb, 1984)提出的經驗學習循環，這模式本質上

是一個學習的取向，強調一切的學習均以經驗為起點，過程中透

過分享和反省，深入處理和轉化該次經驗，成為一次有個人意義

的訊息，並藉著實踐而驗證它的真確性，繼續進入另一個經驗，

帶來另一次的學習循環。

經驗學習 啟動禮
活動目的：
1.增強組員間的歸屬感

2.象徵整個「成長的天

空計劃(小學)」的

開始

活動內容：
1.校長致辭

2.計劃簡介

3.計劃啓動儀式

4.主題曲大合唱

參加者表現：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啓動禮是一項全校性的活動，參加者除了是被挑選參與「輔助小組」的二十

多名同學外，全校的老師及學生亦於典禮中見證這個儀式。

在啓動禮開始的時候，由校長致辭，讓同學們感受到學校對此計劃的重視，並給予參加同學一個信心，

讓他們知道自己是代表學校參與是項計劃，從而提升他們的優越感，相對亦能減低計劃的標籤效應。

在活動中，我們向全校師生簡介計劃的內容及目的，同時亦會把抗逆力的概念解釋予學生們，並會將三

個元素比喻為三顆能增強自己面對逆境的維他命丸，讓所有同學對這個槪念有基本的掌握。過程中大部

份同學對解說都顯得非常投入，並能即時回答講者的提問。

隨後便是一個拼圖及簽名的啟動儀式，我們邀請了參加小四輔助小組的同學，在全校師生的見証下，將

一幅大型拼圖完成，並在當中簽署，象徵他們對計劃的一份承諾。他們對此感到雀躍，並認真地完成這

個任務，因他們大部份未曾試過在學校禮堂上，面對全校師生並成為主角，所以這個儀式對增強他們的

自信心及對計劃的歸屬感均有重要的果效。

最後，全體同學在我們的帶領下合唱「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之主題曲 ---《生命有價》。合唱的同

時配合歌詞的播放，正好加深全校同學對抗逆力的認識，作為建構全校的抗逆文化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隨著歌聲的結束，代表著全年的「「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計劃」正式開始。

活動小結：
由於小學生的專注力較低，所以啟動禮的時間不會過長，以免影響整個典禮的成效，一般會在學校的早

會或午會中舉行，讓全體師生也能見證參加同學展開此計劃的一刻。

抗逆力的概念或許較為抽象，因此在啟動禮中亦用了故事的形式來作介紹。透過豐富的畫面，讓同學理

解抗逆力的元素，效果相當顯著。

在啟動禮中，我們重視每個組員的參與，從而增進對此計劃的歸屬感，這個好的開始就是我們日後成功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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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會迎新會
活動目的：
1.增加參加同學及其家長對「成長

的天空計劃(小學)」的認識

2.提高組員及家長的參加動機，減

少他們的擔心及疑慮

活動內容：
1.計劃介紹

2.參加同學立約儀式

3.學生宣誓及頒發襟章儀式

4.體驗活動 --- 「傳心傳意」

活動小結：
家長的出席和支持對此類活動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現時雙職家長眾多，所以事前的聯絡工作十分重要。另一

方面，我們亦須注意同學的家長未能出席活動之感受。除此以外，如有部份家長需要攜同年幼子女出席時，

應安排人手作託管服務，讓家長可以專心投入活動中。

最後，在選擇體驗活動時，我們可以揀選一些家長和子女能有較多互動的遊戲，但亦需避免太困難的活動，

因我們必須顧及出席家長的性別、年齡等狀況，才能設計出一個既能帶出活動主題，又適合所有參加者的體

驗性活動。

參加者表現：
我們於迎新活動中，首先向在場的家長簡介整個計劃的內容及有關抗逆力的槪念，現場所見，所有出席的家

長均非常留心聆聽我們的講解，並發問相關問題，當中最多發問的問題，便是關心自己子女是否有「問題」

才被挑選參與這個計劃。

 

經過計劃簡介的熱身後，我們要求參加同學在家長的陪同下，完成一個立約儀式，並即場由同學和家長簽名

作實，而立約的內容則主要圍繞同學於整個計劃中應有的表現及態度。同學亦對這簽約過程感到新奇，紛紛

在家長陪同下簽署，代表他們會於活動中遵守合約上訂明的規則。

接著，家長便觀賞在啟動禮中由同學合力完成的拼圖，並在自己子女的簽署旁加簽，以表示對子女的支持，

這種支持往往可以加強子女的參與動機。家長們在這部份的反應亦見活躍，部份家長更主動要求子女指出他

們在啟動禮時的簽名位置，以便在旁加簽。

其後組員進行一個宣誓儀式，在家長的見證下，承諾積極投入活動。宣誓過後，我們更向同學頒發一個象徵

正式投入活動的襟章，襟章一共有四款，配合我們於整個計劃的獎勵機制。同學可以一步一步獲得全部的襟

章，故他們對此也顯得非常期待。

迎新活動的最後一部份是一個親子的體驗活動 --- 「傳心傳意」，所有參加者坐下圍成一個大圈，並需要

用腳順時針將一個小膠盆傳一圈。參加者均很投入這個活動，並表現出互相合作及關懷。活動完結後，我們

亦進行活動解說，讓家長親身感受一下計劃中所用的活動模式，他們亦表現得十分受落。

輔助小組

活動目的：
1.加強參加者對抗逆力的了解

2.提升組員間的凝聚力

活動內容：
1.短講(處理衝突的步驟、平

伏心情的方法、解決問題及

訂立目標的技巧)

2.體驗活動及解說

3.填寫活動手冊

參加者表現：
四年級的輔助小組一共有六節，每節均有關抗逆力元素。工作員每節先會帶領一個熱身遊戲，然後再與

組員重溫前一節的內容，其後便會正式開始該節的活動。工作員會利用短講及體驗活動來提高組員的學

習動機，最後亦會引領組員作出反思及總結。 

在熱身遊戲中，工作員多選用一些較為動態或較易帶起歡樂氣氛的遊戲，如「扑傻瓜」及「解手」等。

大部份組員均非常投入參與，雖然偶有因不同原因而不是自願參加的同學在當中，但當他們看到其他組

員進行遊戲時所表現的歡樂樣子後，很快便會主動向工作員要求重新加入參與。

在短講環節中，部份專注力較低的組員較容易分心，不留心聆聽短講的內容，所以工作員會運用故事形

式及一系列的遊戲，吸引組員專注於短講之中。 例如利用「水母豆豆與青蛙亞Qoo」比賽游泳的故事，

帶出效能感、樂觀感及歸屬感這三個抗逆力元素。在短講後工作員會以問答的方法鞏固組員的記憶，當

組員答對問題就能夠得到小禮物。大部份組員都勇於回答工作員的問題，但亦偶有較被動的組員不願舉

手，故工作員需要對他們多加鼓勵。

此外，有些體驗活動如「亞米巴數字」，講求組員的合作及溝通。在活動進行時，組員偶然也會發生爭

執，可幸部份組員能運用工作員在短講中所教導的處理衝突技巧，嘗試把問題解決。如組員不能靠自己

解決衝突，工作員就會介入，讓組員分享自己的想法，從而令他們學會了解對方的感受。 

工作員會於每節的尾段引領組員作總結，例如以發問的形式讓組員說出在該節的得著。部份能力較高的

組員更可以有條理地說出他們在該節所學到的東西，及如何能夠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另外在每節活動後組員都需要填寫活動手冊，記下當天所學的重點內容及感受，工作員亦會在手冊上給

予回應及鼓勵。大部份組員都可以按工作員的要求完成手冊，但亦有部份組員對文字工作較為反感，故

工作員會鼓勵他們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感受，如畫圖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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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表現：
根據我們的運作安排，挑戰日營的舉行時間是在三節輔助小組之後，所以同學雖然來自不同的班級，但

基本也有一定的認識；而我們是次日營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鞏固他們對這計劃的歸屬感，所以

在建立組名及組牌的過程中，我們沒有限制同學的主題，讓他們自由發揮創意；但同學的參與程度有明

顯的差距，當中亦有很多意見分歧的地方，如使用那一個組名或那一個口號等；亦有部份同學較為抽

離，不願給予太多意見。所以我們會從中協助，鼓勵他們多參與，並排解他們的衝突。

此外，體驗活動 --- 「管管相傳」的過程尚算順利，在我們的指導下，同學們也能發揮合作的精神，

合力運用水管將高爾夫球運送。雖然當中失敗的次數也很多，但我們不斷鼓勵同學積極嘗試，向他們灌

輸樂觀感的元素，使他們明白永不放棄的精神。

大致上同學經過此活動後，能更清楚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而在活動解說時，大部份同學均認為此活

動有助他們認識其他組員的專長，並加深了對其他組員的了解及歸屬感。

最後，體驗活動 --- 「保護雞蛋大行動」正好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亦是效能感其中一個重要

的範疇。在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同學的解難能力有明顯的差距，有些同學很快便想出解決問題的方

案，有些則比較遲緩。所以透過這個有趣的任務，正好訓練同

學在決困難時應有的創意及與其他同學商討合作的技巧。

活動小結：

參加輔助小組的學生大致上可分作三類，第一類是較活潑好動但自制能力較低的學生，處理這類同學

時，工作員的態度需要明確，在小組展開前要與組員共同定下規則，做到賞罰分明。但如要處罰他們

時，要讓他們清楚明白自己的錯處及可以改善的地方，否則盲目的責罰只會令工作員與組員之間的關係

惡化。

第二類是較被動的學生，他們需要工作員的鼓勵之餘，亦需要其他組員的支持。如果工作員太集中注意

力去保護他們，只會引起其他組員的反感，甚至帶給他們一個弱者的標籤。所以工作員可嘗試帶動其他

組員主動鼓勵較被動的組員，營做一個互相支持的氣氛。  

第三類是有潛質成為小組領導或可以主動關顧他人的學生，但他們很多時都缺乏勇氣表達自己。面對這

類組員時，工作員可以在小組中帶出一種關顧的氣氛及文化，讓組員習慣去關顧別人，並增加其自信

心。 

除此之外，工作員亦常會利用糖果等小禮物作獎勵，但必須強調給予禮物的重點不在其價值，而是一種

對組員正面行為的認同及鼓勵，否則太過強調送禮物的時候，只會令組員忘記了活動本身的意義，本末

倒置。

最後，工作員需緊記輔助小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時間和組

員建立關係。如果工作員太急於組員的即時改變，只會給予自己

過份的壓力。工作員要擁有良好的耐性，才能引領組員增強抗逆

力，所以除了在活動時間之外，工作員亦可以接觸組員，如每星

期致電組員問候其近況，藉此建立更緊密及互信的關係。當然這

亦有賴校方及家長的支持，如果工作員和家校能緊密合作，工作

員就更能了解組員的狀況，從而令小組的進度更為順利。

輔助小組 挑戰日營

活動目的：

1.增強小組的凝聚力

2.促進學生之間的互相合作、

支持及鼓勵

3.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活動內容：

1.建立組名、組牌及口號

2.體驗活動 ---「管管相傳」、

「保護雞蛋大行動」

3.解說、總結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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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

1.增強組員對社區及學校的歸屬感

2.讓組員體會多付出、少計較的原則

活動內容：

1.安排學生參與學校服務

2.安排學生參與社區服務

愛心之旅愛心之旅

參加者表現：
學校服務的經驗方面，我們曾與協作學校安排同學為校園的其中一幅外牆繪圖並填上顏色。在整個

填色過程中，同學們表現得互相合作和包容；從分工的過程中可見他們會按著各人的身高來衡量填

色的位置，例如個子較高的同學會在牆身較高的地方填色，個子較矮的同學則在低處填色。再者，

當一些同學不慎將其他圖像誤填顏色時，同學們不會像以往的態度即時作出指責，反而先向同學加

以提醒，然後一起想出可行的方法來補救圖像，這正反映同學們接納別人的程度比以前較高，而且

解難的技巧也較以前有所進步。

此外，同學亦向我們表示能夠為校園付出一分力量，感到非常興奮，因為他們能將作品向全校和社

區人士展示，並感到自己的能力得以被肯定和讚揚。這也反映了是次的校園服務，能讓同學們提升

他們的自我價值和形象，也增加他們對社區之歸屬感。

至於社區服務方面，我們安排了同學探訪沙田區內的獨居長者，事前我們先為同學安排一個探訪活

動簡介會，好讓他們了解長者的特性和需要，從而幫助他們了解長者的生活模式。此外，我們亦教

授一些簡單的溝通技巧，幫助他們在探訪的過程中能更懂得與長者溝通，增加兩代共融。

探訪活動當日，我們將同學分為四組，有個別同學因覺得禮物包太重而不願協助拿取，並將禮物包

推卸給別人，表現得相當計較。當同學們攜著已預備好的禮物包到達獨居長者的居所時，起初均表

現得非常膽怯，不知如何表達，但因他們明白要完成是次探訪任務，故最終也鼓起勇氣向被訪長者

表達來意。

當進入探訪單位後，同學們根據探訪活動簡介會所學到的技巧，先向長者自我介紹，然後從長者的

日常生活打開話匣子。當中善於表達的同學表現得較為主動，而較被動和害羞的同學則表現得相當

沉默。有鑑於此，我們在旁鼓勵那些不善表達的同學向長者介紹有關禮物包內物品的用途，但是較

主動的同學卻爭著向長者逐一介紹，以致剝奪了那些被動同學說話的機會。

為此，我們在探訪第一戶長者之後，立刻與同學在走廊旁作簡單檢討，並鼓勵他們應互相支持及讓

所有組員均有發言的機會。接著，組員在探訪第二戶長者時，果然較探訪第一戶理想。他們學懂了

分工合作，並安排各人在探訪時所扮演的角色，如誰負責入門前介紹、誰負責發問問題、誰負責致

送禮物及介紹禮物包內的物品用途等。可見組員在整個探訪的過程中，真的學懂了與人分工，以及

多付出、少計較的原則。

活動小結：

在挑戰日營的活動中，大致可將同學分為兩大類型。第一類同學較為活躍好動、有較佳的領袖才能

及自信心，但自律性較低，相對情緒控制的能力也較低。帶領此類同學需要給予他們較大的自由

度，讓他們感到被重視。秩序方面，亦需要與他們協商一個可以接受的尺度，如超越了有關協定，

必須作出適當跟進，讓他們知道良好秩序在活動中的重要性。第二類同學相對自信心較低，投入程

度不高，故工作員需要較注意他們的參與程度，如情況或時間許可的話，可多邀請他們表達意見及

分享，藉此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對此計劃的歸屬感。

在體驗活動 --- 「管管相傳」中，我們應給予同學較多的機會，不應以比賽形式進行，反而要向

同學灌輸全體合作完成任務的滿足感及重要性，這對提高他們的樂觀感亦有幫助。於另一個體驗活

動 --- 「保護雞蛋大行動」中，我們可限制同學所用的材料，並鼓勵他們多發揮創意，設計一款

既能保護雞蛋從高空擲下，以及外觀獨特的保護雞蛋器。我們亦建議此活動可再細分小組進行，三

至四位同學一組較為理想，主要是希望能夠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參與其中，盡量減少他們不投入參與

的情況出現。

挑戰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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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小結：

進行歷奇活動時，必須考慮參加同學的特性及能力。如同學的凝聚力高，可選取一些要求較高合作

性的活動，相反則可安排一些講求挑戰自己的活動。

野外夜行方面要加倍注意安全，選擇夜行路線時，基於安全考慮，我們建議可揀選一些有行山徑的

營地作為活動的場地，並於活動前與營地負責人作出溝通。選定夜行路線後，事前的探路也是必須

的準備工夫，讓參與的工作人員對路線有一個初步的概念，盡量避免危險。此外，帶領此活動的工

作人員亦必須有一定的行山經驗，同時相關的裝備亦不能缺少，例如急救包、電筒及對講機等。

最後，夜行出發前亦需要向組員作出清楚指示，並教授他們基本的行山技巧，例如定時報數及注意

安全等，同時亦要求所有組員認真留心聆聽所有指示，確保他們能安全地完成夜行。

再戰營會再戰營會

活動小結：
在愛心之旅的活動中，我們認為組員能在校園提供服務，例如為校園壁畫填色或協助設

計「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之壁報等，均有助增加他們對學校之歸屬感，亦能讓他們

感到被校方肯定及重視，從而提升他們的效能感和歸屬感，故我們建議其中一次的愛心

之旅，盡可能與校方商討，安排最少一次校園服務。

面對主動性不同的組員，作為工作員花了不少的心思去引導他們，讓他們在活動中嘗試

擔當不同的角色，從而體會到各個崗位的重要性，掌握不計較之原則。

愛心之旅除了安排探訪獨居長者外，也可以安排探訪老人院舍、弱能人士宿舍或幼兒學

校等社區服務，但需視乎不同組員的特性而決定探訪相關的機構。

愛心之旅愛心之旅

再戰營會再戰營會
活動目的：
1.增強小組的凝聚力

2.促進學生間的互相合作、支

持及鼓勵

3.增強參加者處理衝突的技巧

活動內容：
1.體驗活動 --- 「阿瑪遜河」、

「大腳八」、「殘酷水管」

2.野外夜行

3.心聲分享

參加者表現：
組員經過一連串的小組活動之後，基本上已有很大的進步，對抗逆力的概念亦有一定的了

解，所以我們安排一些比較困難的歷奇活動給組員嘗試，從而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效能感。

「阿瑪遜河」、「大腳八」及「殘酷水管」均需要組員高度的合作及解難能力才能完成，他

們往往未能第一次便完成任務，如「阿瑪遜河」便需要較多時間去思考如何用八塊木磚讓十

人過河；「大腳八」則有組員大叫打拍子「一二一二」或「左右左右」；「殘酷水管」更弄

至全身濕透，由此可以看見他們的投入程度。

至於整個宿營的重頭戲，莫過於野外夜行，因為差不多所有組員均未曾試過在黑夜中行山；

雖然我們出發的時間只不過是晚上七時半，但對於小四學生而言，在漆黑一片的野外行山而

沒有成年人陪同，實在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當中更有很多女同學在出發前哭了。

我們將組員分為四組，每組只給予一支電筒，組員必須分組先出發，工作員或老師則緊隨其

後，以觀察他們的表現及安全。據我們觀察所得，多數組員在此逆境中均能發揮守望相助、

互相支持鼓勵的精神，男女同學手拖著手一同越過難關，故此事後與組員分享此部份之活動

時，他們都認為是一個難忘的經歷。

在夜行的中段，大家到達一片空地，在此我們特別安排組員填寫一張工作紙，內容大致是讓

他們回想剛才的逆境時刻，最想念的是那一個人，當中最多組員填寫的就是他們的父母，可

見父母在他們心中仍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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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小結：

教師們在處理學生的經驗及知識均非常豐富，故我們要預先了解他們對工作坊內容的期望，以免臨

場才發現參加者對工作坊內容己有深入的認識，以至感覺沉悶，對內容提不起興趣。

另外當進行體驗活動如「阿瑪遜河」等，大部份老師因受平日的形象影響，未能即時投入活動，故

我們需要多花時間一步一步讓參加者熱身，解除他們的身份對自己所造成的包袱。如參加者由始至

終均未能投入其中，內容再充實的活動也只會白白被浪費掉。

優質教師
  工作坊
優質教師
  工作坊

參加者表現：
我們相信老師在整個計劃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因為他們比起社會工作員有更長的時間接觸學

生，有他們的幫助，我們更易於建立全校的抗逆力文化。內容方面，我們以講座輔以體驗性活

動，讓首次接觸「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的教師初步認識這個計劃的目的及運作模式。 

在體驗活動方面，我們安排了老師分組進行「管管相傳」。這個活動對成年人來說看似簡單，但

當實際進行時卻出現不少有趣場面，例如老師太過心急，令傳球速度過快，把乒乓球從水管掉到

地下；有些老師在傳球後忘記要走到隊伍之前預備再接球，結果大部份老師都要經歷數次失敗及

嘗試才能成功。在活動後我們即場進行解說及分享，希望借此讓老師親身體驗一次「成長的天空

計劃(小學)」中最常使用的活動模式 — 「經驗學習法」。另外，我們安排播放學生在進行這個

活動時的情況，老師們在經歷過剛才的活動，再看到自己的學生也進行同一活動時，都不禁會心

微笑。

至於部份在第二甚至第三年舉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的學校，由於已舉行過教師工作坊，

每年的參加者變動也不太，故我們會按校方需要而調整工作坊的內容。在一次以減壓為主題的工

作坊中，參加者真誠地分享日常工作及生活中所遇到的壓力，共同討論減壓的方法。我們亦邀請

有關嘉賓分享減壓的方法，參加者的反應亦見正面。在活動後部份參加者表示彼此認識深入了。

此外，我們亦嘗試於銀礦灣等戶外地點舉行工作坊，參加者對這個安排反應熱烈，因敎師們可以

暫時遠離平日的工作地方，因此更投入活動當中。

活動目的：

1.認識抗逆力之理念

2.提升對抗逆力信念之認同

3.強化對「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

推展之配合

活動內容：

1.講座 

2.體驗及歷奇活動 

3.解說、總結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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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營的高潮時刻是進行親子攀石活動，組員需要和父母同一時間攀登石牆。雖然部份石牆約

有四層樓的高度，但並不代表參加者一定要登上最高處。組員及家長均曾於不同的活動中，學

習及明白到訂定目標時應考慮個人能力等原則，所以我們亦請家長及組員事先共同訂立他們希

望一起攀登的高度。在攀登前參加者面對高牆都表現得有點畏懼，但當他們踏上攀石牆後，都

勇於向上攀登，部份參加者更成功登上最高點。在活動後，參加者都覺得於攀登的過程中，體

會到家人的支持對自己起了鼓勵的作用，有助他們面對逆境。

活動小結：

親子營的進行時間共約八小時，我們安排所有活動在午飯或晚飯前進行，飯後則為自由時間，

讓參加者享用營地設施。因為部份參加者曾向我們反映，來到營地後不能享用設施甚為可惜，

而且他們也希望家庭有一段自由時間。我們認同參加者的觀點，只要上半段的活動能讓參加者

有深刻的體驗，便無需刻意為填滿時間而為參加者提供活動；反而為提升參加者對家庭的歸屬

感來說，如果讓他們能在家庭時間有一段美好的經歷，亦能達到這個目標。

另外部份組員沒有家長陪同，原因是家長要上班，亦有個別組員是單親，甚至已失去父母。當

看到別人家庭完整，他們少不免有負面的感受。為此，工作員可請班主任於活動中作為組員的

「代家長」，於活動中扮演其親人的角色。

親子營
活動內容：

1.體驗活動 ---「保護雞蛋大行動」

2.歷奇活動 --- 「攀石」

3.解說、總結及檢討

活動目的：

1.促進組員及其家長之間的支援關係，加強雙方之歸屬感

2.讓組員及其家長認同只要肯嘗試，就會有成功的可能性

3.提供機會讓組員及其家長共同實踐訂定目標之原則及邁向目標之技巧

參加者表現：
親子營通常安排於計劃中最後的時段進行，在這段時間組員已經歷了全年一系列的活動；另外家

長們亦完成了四次的家長工作坊，因此親子營可以說是一個讓家長及組員實踐於計劃中所學到有

關抗逆力的寶貴機會。

由於活動以家庭為單位，不少參加者間是第一次見面，故在正式活動開始前工作員預留時間讓參

者進行破冰遊戲。 在組員的帶動下，家長們一般只須很短時間就可以投入活動中。

第二部份的活動我們安排了參加者進行「保護雞蛋大行動」，雖然組員都在挑戰日營中進行過這

個活動，但畢竟並非所有人可以完成。於活動後的分享，不少組員都希望再進行挑戰，可是挑戰

日營的時間有限，未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故於親子營再進行這個活動，一方面可以再給組員機

會，把於日營中就這個活動進行過程的檢討，重新加以運用；另一方面可以讓組員和家長有一個

合作的機會。 

在活動中，參加者以家庭為單位分組進行。由於組員已有進行這個活動的經驗，故他們於設計雞

蛋保護器過程中，反過來扮演指導者的角色，這令家長們表現得十分驚訝，因為他們見到自己的

子女獨立自主的一面。對組員們來說，其效能感亦有所提升，因他們已成功地把過往所學及經驗

轉化成知識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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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1.短講(抗逆力)

2.體驗活動及解說

3.學生表現分享

參加者表現：

成長的天空計劃中合共有兩次家長教師分享會，目的是提供

一個交流及分享的空間予輔助課程參加者的家長及班主任。

我們會安排兩次家教分享分別於全年活動的中段及尾段，希

望從中可讓家長及老師就學生的表現有更深入的分享。 

在活動中我們每次都會盡量安排如「解手」熱身遊戲予家長及老師，好讓他們能以輕鬆的心情

進行分享，參加者經過熱身後在分享會中的表現亦較投入。另外我們亦會以講座重溫作為學生

身邊的促進者，雙方如何可以協助學生提升其抗逆力。而且為了讓雙方了解學生在計劃中的最

新進展，我們會安排放映學生的活動相片及影片，家長及老師會在這部份的反應最為熱烈，尤

其看到學生在活動中真情流露的樣子，都不禁會心微笑。而在分享會中最重要的是讓家長及子

女的班主任分組分享子女最新的表現，在分享過後家教雙方都能增加對學生在學校及家庭方面

的了解，從而更有效協助促進學生提升抗逆力。

活動小結：

很多時家長及老師一開始會面時表現都較嚴肅，好像正進行家長日似的。 所以工作員會以輕

鬆的手法帶領活動，例如一邊進行茶點分享，一邊談及學生的最新表現。 另外在家長及老師

彼此分享時，很容易把話題轉移到學生在學校的功課或操行表現。 所以工作員作為分享會的

帶領者，會引領家長雙方把話題聚焦到學生在計劃中的表現及成長，並從強處著眼。 好讓家

教雙方了解學生在計劃中「進步了多少」而不是「有多少不足」。

參加者表現：
成長的天空計劃中，合共有四節優質家長工作坊提供予輔助課程參加者的家長。在家長工作坊

中，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短講及體驗活動，讓家長學習相互溝通模式、處理衝突的步驟、平伏心

情的方法、問題解決及定立目標技巧等五個主題。  

為了讓家長體驗相互溝通模式，我們進行了「溝通七巧板」活動，過程中家長需要在同伴的聲音

指導下曚眼用七巧板拼出工作員指定的圖案。家長們於遊戲初都發生不少趣事，例如指示組員把

手移前，但又沒有清楚說明移前多少距離;忘記了對方是曚了眼而指揮對方拿起某種顏色的七巧

板。 由於在第一回合之後雙方互換角色，結果在活動後家長都表示學會體諒對方的感受，並知

道發出清晰指令的重要性，從而引伸到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可以以體諒對方的態度和子女有清晰的

溝通，則親子間的溝通效果更能事半功倍。

另外在講解處理情緒的環節時，我們嘗試以意象鬆弛法帶領家長舒緩壓張的情緒，家長們對此都

覺得新鮮有趣。

在工作坊最後的訂定目標主題中，家長們學會訂立目標的六個原則後，我們會請他們為自己與子

女未來的相處溝通賞試訂立目標，並把目標封存於時間錦囊中。到了全年成長的天空內的活動完

結後工作員會把時間錦囊開封，並和家長們一同檢視目標達成與否，每當到這個時候家長們都有

深切的反思。

活動小結：
四節家長工作坊的主題是參加者的子女於輔助課程中需要學習的，所以如果家長們可以對這些主

題有了初步的了解，對作為計劃中對同學的促進者角色有佷大幫助。另一方面由於工作員在工動

中亦會如小四小組一般，運用經驗學習法，故家長

的參與可讓他們對其子女平日參與工作員帶領的活

動更安心，亦能理解工作員的帶領手法。最後最重

要的是，工作坊給予工作員多一個機會與家長建立

關係，可讓工作員能更了解同學的特性及平日在家

中的表現。

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
活動內容：

1.短講(溝通模式、處理衝突的步驟、平伏心情的方法、問題解決及定立目

標的技巧)

2.體驗活動及解說

3.生活實踐分享

家長教師

分享會

家長教師

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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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表現：

成長的天空計劃之小六強化活動與小五強化活動的比例是一樣的，最主要的目標是重温及嘗

試應用過去兩年之所學，從而強化組員本身之效能感。經過過去兩年的活動，大部份同學都

抱著一個期待的心情迎接最後一年的活動。在活動的設計上，工作員會加入一些較挑戰性的

遊戲，例如野外定向等，以強化同學在過去所學的知識，同時建立他們彼此的支持和合作的

精神。另外，工作員亦會在小組中，重温過去小四及小五於小組中曾進行過的部份活動，當

中，工作員亦能察覺到同學們的成長及進步。

在小六的強化活動中，當中有四次的小組聚會，工作員留意到同學們會十分珍惜每次的小組

聚會時間。每當工作員帶領同學進行分享時，同學在分享當中，都會帶出一些過往的活動情

節所發生過的人和事件，當中可以留意到同學對於活動的投入及彼此間的凝聚力。

活動小結：

在最後一年的活動中，同學彼此間所建立的關係都深厚了。工作員在當中會留意到同學踏入

了青春期的階段，他們遇有不同的問題，例如社交關係、與異性相處、升學等問題。很多時

候，他們都會於小組或黃金面談的時段中願意與工作員分享不同的話題，工作員都會把握這

些時間與他們傾談，並在當中以亦師亦友的方式與同學分析和分享。隨著三年的轉變，工作

員會留意同學在心態或想法等不同的轉變，同時彼此間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即使計劃結

束，亦鼓勵同學來到中心繼續參與不同的成長活動。

參加者表現：
成長的天空計劃之小五活動比小四時為少，主要原因是組員都要開始面對升中試，所以不能

花太多時間在計劃中，也因此小五活動之目的是強化及拱固組員在小四所學的抗逆力知識。

就着不同學校的組員需要，我們安排了不同的活動。例如沙田官立下午小學之小五組員在戶

外活動中就以遠足形式去到沙田望夫石，再由望夫石走行回校。結果在活動後同學的自信心

大大增加，而且對自己生活的社區之歸屬感亦有所增強。 

另外在小組第一節中，工作員會放映在過去小四時的活動相片及影片，好讓組員能重溫過去

所學。組員都十分喜歡這個環節，因他們可看到自己的成長。此外在黃金面談的部份，工作

員會單獨與組員作面談，協助他們重溫抗逆力元素。組員在這時都向工作員訴說很多「小秘

密」，從中工作員能更清楚組員在計劃中的轉變。而很多在平日小組活動中較不守秩序的組

員，在這時都能認真和工作員這行分享。

活動小結：
經過一個暑假後，組員一開初在小組的表現通常較鬆散，故工作員要重申對

小組的要求。另外隨着不同學校組員的能力，工作員會安排不同難度的活動

給他們，好讓計劃能保持一直以來對他們的吸引力。另外在一些學校工作員

會邀請組員出席甚至協助主持小四成長的天空的啟動禮，以達到「薪火相

傳」的效果。

小五強化

活動

小五強化

活動
小六強化

活動
活動內容：

1.輔助小組

2.戶外活動

3.黃金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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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一個人的成功往往取決於妥善的情緒管理及良好的人際關係。對於這方

面的能力，有些人可與生俱來，但有些人則需從小培養。正因如此，「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便發揮着誘導的作用—透過活動，孩子可從中學習、反思，以期更認識自己，

尋求進步，而父母和師長就扮演着協助和支持的角色。本人曾看到不少隨參與成長天空

改變過來的成功例子。「天生我才必有用」，孩子們要好好把握成長之路，開拓自己的

天空，讓你和家人同享和諧歡樂的生活。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黃翠嫻校長

2006/2007

結業禮結業禮
活動目的：

1.確立組員之間的歸屬感及效能感

2.表揚組員參與此計劃的投入與努力

活動內容：

1.校長訓勉

2.活動回顧

3.頒發獎項

參加者表現：
我們在結業禮的過程中，特別著重家長參與的部份，重點在於提升親子間的歸

屬感，讓家長可以見證子女成功的一刻。所以，當組員知道能夠在家長及全校

師生前領獎，那份榮譽感定能使他們畢生難忘。

經過校長的訓勉之後，我們播出整個計劃的花絮片段，讓家長及其他沒有參與

計劃的同學能夠分享當中的喜怒哀樂，而緊接著的頒獎時段，代表對組員付出

的一種肯定。

組員的表現各有不同，有的顯得較為緊張，有的則表示興奮，但整體都對結業

禮都有一種既期待又高興的心情。

活動小結：
我們建議結業禮的過程中，應盡量安排家長參與，因為家長的支持對提升子女

的歸屬感有莫大的幫助，形式最好能與啟動禮相同，盡可能安排於早會或午會

進行，並在全體師生及家長的見證下領獎，因為這對組員的認同感遠遠大於只

在組員間頒發；同時校長的出席及擔任頒獎嘉賓，亦能表示學校對此結業禮的

重視程度，加強學校和組員間的互相認同。

此外，活動回顧也是結業禮重要的一環，但需注意所選取的片段要精簡貼題，

在播放時可加旁白，讓觀賞者更能理解組員參與過程的一點一滴。當然整個計

劃過程的拍攝工作也相當重要，不然在結業也沒有適當的片段可播放了。

本人很欣賞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為本校「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

提供輔助課程，崇真會為這計劃出動九位專業員工負責有關服務，實在非常難得。本人

於計劃開始時，在迎新活動與同學一起於家長面前宣誓，讓他們立志向前，樂於接受任

何挑戰。同學透過多次輔助小組活動及挑戰日營，表現大為進步，家長和教師都十分認

同，尤其是家長們感到無比欣慰。結業禮已於六月十八日舉行。該日，同學十分雀躍，

同學們的投入與努力得到肯定和表揚。有關新的活動安排將於下學年再度開展，在此希

望同學內心素質更進一步提升，大家可體會「驕陽伴成長，逆風齊飛翔」。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馮美娟校長

2005/2006

心聲分享

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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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去年的「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結業禮，二十四名學生逐一上台接受校長的嘉

許，臉上綻放出既興奮又驕傲的表情；這時台下掌聲如雷，全校同學們都以熱烈的掌聲表達

對他們的欣賞鼓勵。出席的家長有些眼泛淚光，有些忙於選取最佳角度拍照留念，場面溫馨

感人。其實，本校與崇真會合作在校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已有兩年，在計劃推行

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不同角色的重要性，崇真會的社工負責安排營地、策劃及帶領活動，

在需要的時候為學生提供專業支援。班主任參與學生活動及會見家長，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寶

貴的意見。家長透過面談、工作坊及營會認識子女成長的需要，提升個人的效能感，增強家

庭的抗逆力。有了社區上的專業支援、教師的無私付出及家長的積極參與，學生便能透過參

與不同的活動掌握抗逆力的技巧，從而愉快地成長。「流淚散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

126：5)，我深信孩子都是無價寶，只要我們共同携手努力，孩子必能在風雨中茁壯成長。

聖公會主風小學

學生輔導主任謝玉翠姑娘

2007/2008

心聲分享

心聲分享

本校已連續三年參加由教育統籌局推行的「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目的是提升小學生

的抗逆力，以面對成長的挑戰，為期三年。

上述之計劃可分為識別機制和綜合課程兩大部份。小學四年級學生及其老師分別填寫「香

港學生資料表格」後，透過自動分析系統識別出在成長過程中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學生，從而及

早介入，強化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

而綜合課程包括一系列適用於小學的「發展課程」和「輔導課程」。其目的是協助學生掌

握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本校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合作，為學生提供

上述課程。

學生「發展課程」，對提升個人的效能感(包括：情緒管理、社交能力、解決問題、訂立目

標)及樂觀感有很大的進步。另外，學生透過「輔導課程」，進行一系列小組活動(包括歷奇活

動及親子活動)，對解決困難，目標訂立，與人溝通和合作，對家庭和學校的歸屬感等，各方面

都有顯著的進步。

在此，感謝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同工們所付出的努力及愛心，令到上述計

劃得以成功。

展望將來，希望教育統籌局繼續撥款，讓學校能繼續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讓

更多學生受惠；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繼續合作，一同為學生謀福祉。

聖公會主風小學

陳婉卿校長

2007/2008

心聲分享
 (2004/2005年度)沙田官立小學成功獲得教育統籌局資助，舉辨「成長的天

空計劃(小學)」輔助課程，令我校四年級學生的抗逆能力，能透過計劃得以提

升，實在令人鼓舞。尤幸能夠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下稱「沙

綜」)合作，令整個計劃生色不少。回想初次接觸中心的社工，已被他們的熱誠

打動，共同商討合作計劃事宜，他們主動了解學生的性向和需要，非常着重輔導

成效，經過既定的開標程序後，我們亦最終選擇了沙綜作為未來三年的合作夥

伴，為我們的學生和家長提供輔助課程。

一如我們期望，與我們合作的沙綜社工，謝飛翔先生以及他們的同工，在整

個計劃發揮着催化作用，使我們的同學迅速地成長，令他們學懂接納別人，能做

到控制自己的情緒。家長愉怏地回應，子女在學習以至做人方面有了明確的目

標，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明顯地增強了。

說回自己對這計劃的感想，鑑於本校是一所半日制的學校，課室和設施需要

與上午校共用，故此未能於平日進行學生小組和優質家長工作，沙綜會址便成為

計劃推行場地之一；而為了協調學校的上課日期，大多數活動都只可選舉在學校

短週的上午舉行。

無可否認的是，身為計劃統籌者的我，付出較多的時間是必然的。因此，我

亦參加了大部份活動的帶領和幕後工作，例如啟動活動、家長學生迎新活動、學

生輔助小組(六次)、與學生輔助小組同時間進行的優質家長工作坊(四節)、挑戰

日營、兩日一夜再戰營會、黃昏親子營與家長教師分享會等。

當看到同學一張張笑臉，以及在學校環境下未能容易被老師察覺到的人性優

點，在小組間，在營會裡逐一發揮出來，例如互勵互勉、共同承擔、互相扶持、

互相欣賞、更難得是勇於克服自己的恐懼，敢於嘗試；看到這許多許多的，一切

付出也是值得的，亦感到有幸參與其中，見證着同學們的成長。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學生輔導主任

葉沛霖先生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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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心聲分享

現今的學生可真的非常幸福，在成長的階段若遇到任何問題，

都總有父母或老師的關懷或協助，仿如烏雲背後總見陽光，給予每

一個兒童無限的溫暖。

　　

每一個兒童的成長總會帶給家長、老師不少的煩惱。要讓他們

健康的成長，身旁的教導者總要付出無比的耐性與時間。兒童成長

的階段，少不免間中情緒起伏，有陣子又會出現反叛心，他們喜歡

與朋輩群體相處，害怕有孤單的感覺、亦怕被排斥，而且很容易受

同儕影響，這都是常見的問題。

　　

「成長的天空」的出現，就能夠針對成長中兒童的需要，讓他

們學懂怎樣在群體中與人相處，學懂怎樣面對困難。這個計劃每年

都會舉辦十多次大大小小的聚會或戶外活動，以提升學生的抗逆能

力。計劃推展後，參與計劃的學生，無論在「肯接受別人的意

見」、「控制自己情緒」、「按既定目標辦事」及「解決問題的能

力」等方面的智能發展皆有顯著成效。

我並不渴望現今的兒童在無風無雨的環境下成長；「疾風知勁

草」，在磨練中成長的生命力是最頑強的。學生成長的問題若能家

校合作，彼此同心，才有果效。作為前線的教育工作者，讓我們一

起盡力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培育學生做個有責任感的人。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梁國輝校長

2008/2009

春寒料峭，薄薄春風，輕帶涼意，但燦燦陽光灑滿一地，卻又帶來絲絲暖意。

春意盎然，象徵開展一段段美好的光景。

正如青蔥歲月，本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應該好好去珍惜和善用。辛棄疾詞中

說道：「少年不識愁滋味。」也許從前少年生活的愁苦，大多是傷春悲秋、多愁善感的一

類。然而，時代轉變，成長的步伐也急促了，韶光荏苒，不經覺間少年人已怱怱走進了成

年人的世界，也承擔着成年人的各種愁苦，變成了「不識少年愁滋味」了。

今天同學們所面對的挑戰很多，經濟轉型下產生的貧富懸殊，家庭糾紛，朋輩之間相

處，升學問題……在在困擾着一班年輕人。其實經過了成長的磨練，可為日後奠下良好基

礎，以便承擔更大的責任。崑山良璧，也需雕琢打磨，方能散發耀目光芒，成為有用器

物。人生中不少錯敗失意，如何能轉化為激勵磨煉，從中學習，自強不息，才是最大的學

問。「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正好讓同學們學習如何面對逆境，尋找出路，在成長路

上，跨越屏障，勇往直前。抗逆能力，每人不同，際遇各異，在有系統及有效地去學習、

掌握一套能終生受用的抗逆能力，的確能有助於積極面對美好而富挑戰的明天。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張炳堅校長

2008/2009

本校今年與崇真會合作舉辦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計劃安排了一系列的成長活動

如輔助小組、日營、宿營、義工活動等讓同學參與，目標是提昇同學們的面對逆境的能

力。

同學在參與計劃後確有正面轉變，部份日常較為沉默的同學在參加計劃後，變得較為自信

及主動，勇於發言及表達自己意見，有位一向文靜的同學更在宿營裏的歷奇活動中，主動

向組員表達出意想不到的解決問題方法。同學亦能透過體驗性的活動學習到與人合作溝通

的重要，並學習到如何與別人相處的技巧。在此十分感謝各位導師及班主任的投入和付

出，為孩子健康地成長而努力。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李穗芳總校長

2008/2009

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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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同學製作活動回顧展板

同學寫下自己的優點

同學製作小組組牌

同學製作活動回顧展板

在教授處理情緒的小組活動中，同學
製作不同情緒的面具

做事要樂觀、要有信心，如果有困難的話要和朋友渡過難關。每一個人

也有自己的用處，不要因一些小事就放棄。凡事也要試下，未試過又點

知到唔得呢？做人要爭氣， 唔好氣餒。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2006-2009成長的天空計劃參加者

林智忠同學

學生心聲

要做事有信心，不要放棄同朋友和同學渡過難關，做

人有信心，就會鐵柱磨成針。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2006-2009成長的天空計劃參加者

趙銓基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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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解難能力之體驗活動「保護雞蛋大行動」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製作有關計劃花絮的壁報
 ---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完成各項挑戰後，高高興興的大合照 
--- 聖公會主風小學

合力製作組牌 
--- 聖公會主風小學

發揮合作精神之體驗活動「管管相傳」 
---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以壁畫美化校園 --- 聖公會主風小學 為獨居長者清潔家居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親手栽種盆栽以綠化校園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愛心之旅

挑戰日營

活動剪影

同學自行設計之
處理衝突圖畫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全校師生見證典禮的過程 
--- 聖公會主風小學

打手印儀式 --- 佛教慈敬學校

火炬手印儀式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師生家長大合照 --- 佛教慈敬學校

迎新會

計劃展開前的宣誓儀式 
--- 聖公會主風小學

親子一同體驗計劃中的活動模式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啟動禮
活動剪影

輔助小組

體驗活動「溝通互聯網」 
--- 聖公會主風小學

處理衝突方法之角色扮演 
--- 聖公會主風小學

以繪畫面譜的方法認識不同之情緒 
--- 佛教慈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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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來體驗「阿瑪遜河」 
---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分享不同處理壓力的方法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介紹抗逆力的講座 
--- 聖公會主風小學

參加者分享在計劃中的得着 
--- 聖公會主風小學

校長頒發不同獎項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團隊配合之體驗活動「大腳八」 
--- 再戰營會

開開心心大合照 
---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同學們與長者合照 
--- 愛心之旅

大聲高呼口號 
--- 挑戰日營

互相合作渡過「阿瑪遜河」 
--- 再戰營會

同學完成的壁畫有助提升
歸屬感---愛心之旅

優質教師工作坊

結業禮

聖公會主風小學

活動剪影

學校花絮

挑戰自信心的夜行活動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親子一同手牽手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矇眼找尋自己的親人 
--- 佛教慈敬學校

在子女的打氣下挑戰攀石牆 
--- 聖公會主風小學

親子一起為即影即有全家福製作
相架—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同心合力對付「殘酷水管」 
--- 聖公會主風小學

考驗大家合作性的體驗活動「大腳八」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齊思考如何用八塊磚讓十人過河 
--- 聖公會主風小學

智勇兼備的黑夜定向 
---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再戰營會

親子營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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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賽克畫板美化校園 --- 愛心之旅 馬賽克畫板之製作過程 --- 愛心之旅

同學主動為父母盛飯 --- 親子黃昏營

親子活動後合照 --- 親子黃昏營

同心合力完成「殘酷水管」
---再戰營會

展現接受艱辛挑戰前的決心---
再戰營會

盡力挑戰訂下的目標---
再戰營會

學會獨立的第一步----
再戰營會

合力盡展溝通要素的活動---
輔助小組

為獨局長者打掃----愛心之旅

佛教慈敬學校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學校花絮

探訪獨居長者 --- 愛心之旅一同登上沙田望父石 
--- 小六戶外活動

同製作自己的午餐--小六戶外活動
同學製作紀念品送給班主任

---小五輔助小組

代表著啟動計劃之
宣誓儀式 --- 迎新會

同學向老師贈送自製
手工以表敬意 --- 愛心之旅

挑戰解難能力之體驗活動
「砌高塔」--- 再戰營會

全身濕透的體驗 
--- 再戰營會

為獨居長者按摩 
--- 愛心之旅

熱身遊戲「解人鏈」 
--- 挑戰日營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學校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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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合力籌備的攤位----愛心之旅

對計劃來年的展望----啟動禮

製作家庭照相架--親子日營

承諾接受日營挑戰的合照----挑戰日營

盡顯親子間的關係----親子日營

齊齊了解5種解決方法的類型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學校花絮

小主持帶領集體遊戲--
愛心之旅

承諾成為抗逆大使的宣
誓儀式----啟動禮

校長於啟動儀式中為同學寫上
期望----啟動禮 填寫屬於自己的成長手冊---

輔助小組

寫下自己的優點與期望----
挑戰日營

家長體驗在迷失中找尋
合作----家長工作坊

紀念挑戰成功的大合照----挑戰日營

在校內進行攤位遊戲--
愛心之旅

進行歷奇活動『蜘蛛網』--再戰營會
齊齊來步操--挑戰日營

家長分享子女的表現--
家長工作坊

沙田崇真學校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學校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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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同學對計劃的歸屬感，我們製作了不同的成長的天空計劃紀

念品，並取代以糖果等物品作獎勵。

原子筆及文件夾

環保袋

為加強參加者的團隊精神，以及對成長的天空計劃的歸屬感，我們為每一位參加者製作了制

服送給他們。

制服

年曆咭

紀念品

活動手冊

名牌獎勵計劃
為了讓組員更投入活動，我們特別為此計劃的成長手

冊獎勵計劃部份，設計了幾款不同種類的印章，於每

次活動後按同學的表現而給予印章，當同學的印章數

目達至特定的要求後，便會獲頒發不同階段的成長襟

章以示獎勵及鼓勵，並標誌着他們的成長。

同學每次也會穿著制服進行戶外活動，彼此凝聚力也得到顯注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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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
成長的天空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
協作學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地址：新界沙田博康邨博達樓地下20-30號

      新界沙田沙角邨雲雀樓地下33號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支援中心)

電話：2647 7337
傳真：2646 9406
電郵：st@ttmssd.org
網址：www.ttm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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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崇真學校 

沙田官立下午小學

聖公會主風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佛教慈敬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