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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展同學個人潛能和建立健康的自我概念，本校於11月10日
至12日舉行學生成長教育�，透過�類型活動讓同學認識各種職業的
資訊，掌握多元化的學習技能，為未來事業發展奠定基礎。同時希望
透過活動上的互動交流，讓同學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以促進群性發
展。

  透過參與學生成長教育�，期望同學可達到以下的目標：

（a）  提升學生自信心：透過生活技能訓練活動，讓中一級學生認識
自我、建立自信及培養團隊精神。

（b）  提升學生堅毅精神：透過紀律訓練活動，提升中二級學生遵守
紀律的意識，從而提高他們自理能力。

（c）  提升學生抗逆力：透過活動，加強中三級學生勇於面對及克服
逆境的能力。

（d）  培養學生領導才能：透過領袖訓練，提升中四級學生的解難能
力和領袖才能，凝聚他們的團隊精神。

（e）  協助學生建立個人目標：透過升學就業講座、本地及海外大學
交流、工商機構參觀及工作體驗活動，讓中五及中六級學生獲
悉更多升學就業資訊。

學生成長教育周學生成長教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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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洪善恩

  在第一個遊戲中，我們叫大家的名字拋球，令
我印象深刻，要記到他們的名字。第二個遊戲要傳

球，我們一定要互相幫助和合作。如果有一個不合

作的就會失敗，一開始時大家不是很合作，後來失

敗了幾次後，大家就開始認真了起來。最後我們很

快完成了。第三個遊戲我們踩在木架上，一起扶着

大家，保持平衡，真的太好玩了。

1A 柳倩婷

  在數字牌遊戲中，一開始時同學們都不能互相配合，
經過多次練習後，大家排數字的時間越來越短。在六角球

遊戲中，我們是先討論然後開始分配工作，結果進步得很

快。在凌空取物，我們開始信任對方，欣賞對方，並互相

配合，隊員們互相合作。在數牌活動中，我們的組別是最

快的，也欣賞對方的付出。

1A 溫樂馨

  在這天的活動中，同學難
以避免會有一些爭吵，這正

好訓練我們的團結。在四方架

中，同學們的平衡力很差，時

不時會掉下來，但在班長的帶

領下，我們成功過關。在羅馬

炮架中，我們首先分類，並完

成支架，再輪流試玩，其中有

個女同學兩次都投中了，非常

興奮。在大腳八中同學非常團

結地喊口號。

中一級

認識自我認識自我

建立自信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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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天歷奇活動中，我最喜歡

玩六角球，因為這活動會訓練我們的

速度，要反應快才會接到球。在這次

活動中我最欣賞我們的女班長李文

靜。因為這三天都是她給我們提示，

我們才能順利完成活動，充分表現出

她的領導才能。

1B 陳國誠

  今天我學會了團結合作，我一開始就從第

一關擲球中學會要團結合作，因為這個遊戲要

把球傳給別人，我需要叫接球的人名字，我記

得全班的名字，雖然很簡單，但是容易失誤，

隊友們不停的鼓勵和耐性聆聽，才能順利完

成。第二關是傳球，我發現同學們都能非常合

作所以很快便過關了。

1B 李詠曜

  我認為直到今天我們這

一 隊 終 於 看 到 同 學 們 成 長

了，因為今天我們能互相合

作 ， 挑 戰 困 難 和 互 相 學 習

等。今天是第三天了，之後

時 間 便 要 像 平 日 一 樣 上 課

了，我會好好記着這幾天的

活動。

1A 陳詩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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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麥凱淇

  經過今天，我學會了不少知識，例如：互相合作，突
破任務和達到目標，如何做到最好，令自己充滿自信和力

量，繼續努力。但在每次要做到最好之間，都會有很多困

難。在面對困難時，我們要反思當中有什麼可以改進和找

出進步的地方。其實在遊戲當中，我也有不少困難，例如

在玩大腳八的時候，有些同學不分左右，令我們不能合拍

地前進，但在教練的指導下，我們終於成功了。在今天的

遊戲裏，我覺得最難就是羅馬炮架，如果要成功做到一個

羅馬炮架，一定要有團結合作的精神，所以大家分工合作

地完成羅馬炮架，我們卻發不到豆袋入箱，但我們並沒有

放棄，再反思和想想辦法改進，最後我們並沒有成功，大

家並沒有不開心，因為大家都有努力嘗試。

1C 王世豐

  透過這三個活動，我學會了互相幫助和互相合作，這三個活動包括大腳八、平衡木及羅馬
炮架，這都訓練了我們的合作精神。

  第一個活動叫大腳八，是幫助我們訓練互相合作和團隊精神的活動；

  第二個活動叫平衡木，是啟發我們互相幫助的活動；

  第三個活動叫羅馬炮架，是訓練我們團結合作和互相幫助。

  三個活動中我比較喜歡其中的兩項，而且玩得相當投入。包括大腳八和羅馬炮架是很好玩
的，但平衡木就不太想玩了，因為難度太高，總括而言，這也能為我帶來一些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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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2A 林嘉欣

歷奇訓練（一）

  經過今天的經歷，我發現原來一件事
或任務看似簡單，但要去做就不是一個人

能完成的，所以就很需要整個團隊的合

作、互相幫助、配合和分工。其實將來我

們出到社會工作，很多事情不是你一個人

能完成得到的，所以往往都是一個團隊去

負責，假如其中有一個人不合作，那麼這

件事情就很難可以完成得到，所以團隊之

間的互相合作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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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奇訓練（二）

2A 郭妍蕊

  我認為今天的經歷令到我更加覺得團隊之間互相
合作、配合和幫助的重要性，因為如果一個團隊缺少

了這些，那麼就很難去完成一件事情。就像今天的毽

球訓練一樣，如果沒有隊員互相之間的配合和合作，

那麼整個團隊就一定會輸或者完成不了事情，所以團

隊合作真是非常重要。沒有完美的個人，只有完美的

團隊，將來出到社會工作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單一個人

能完成得到的，所以一個好的團隊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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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今日都很有意思，因為在今日的攻防箭
比賽完結後，我記得教練同我們說了一段話，他說：

「在剛才的比賽中大家覺得什麼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一

定是贏啦！俗話說得好，比賽輸贏第二，而友誼第一，

但在我看來其實在剛才的比賽中，誠實都是非常重要

的。剛剛大家在比賽中，這些箭射得很快，如果單靠老

師是看不到誰射中了誰的，所以就要靠大家。」當我聽

完後，我好欣賞我的隊員，因為即使對手不誠實，但也

沒有因這件事而去報復對方，所以即使輸了，但我也認

為我們是贏了。

歷奇訓練（三）

2A 王思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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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3A 王棗怡

  今天真的感到非常開心，可以透過
網上Zoom的形式與長者見面，探訪他
們。雖然與他們溝通的途中有一些科技

上的阻礙，但與他們談話其實並非想像

中困難。他們其實很友善，溝通起來完

全不覺得與他們有年齡的差距，很開心

能參與這次的義工服務，看見長者們開

心，我們便開心！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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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馬靜雯

義工服務

  經歷這兩天的活動，我了解到長者的
辛苦，也了解到原來香港有許多孤獨的老

人，以後我會多多幫助有困難的長者。所

以我希望學校能多舉辦義工服務，提供機

會給我們與長者或有需要的人聊天和玩

耍。從這次活動裡我學會了如何與人溝

通，原來人與人之間有很多話題，並非只

能和同齡人交流，和長者交流說不定能了

解更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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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崔柏瑜

認識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今天的活動
令我更加了解國家的文化、書法、粵

劇和樂器等，沒有一樣是我不佩服

的。我學會了彩虹書法的拿筆姿勢和

畫畫，畫畫是我未曾接觸過的領域，

我感到十分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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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國文化

3C 談靜兒

  今天通過剪紙，我感受到中國的傳統
文化博大精深。今天認識和嘗試製作中國

傳統文化工藝，一開始我一點都不會剪，

最後慢慢習慣。這次經歷令我體會到了剪

紙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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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活動

  這次來到西環河協青社參與歷奇活動，從
中學習很多，我受益匪淺。像做事要堅持不

懈，學習處事需要耐心，皆是我在這次歷奇活

動中得到的啟示，這些啟示在我的生活有莫大

的幫助，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獲益良多，與他

人的溝通交流的技巧也在不斷增長。

4A 陳立洋

  經歷了兩天的歷奇活動之後，我有不
少的感受和啟示。透過一系列的活動我感

覺有訓練到我的團隊意識、解難能力、正

向思維和抗疫力，活動刺激又多元化，透

過每項挑戰我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更

能藉此了解自己的優、缺點，培養正面的

價值觀和健康積極的意識。

4A 蔡采琳 

中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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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譚樂遙

4B 吳嘉韵 

  我學會專心聆聽別人說話、自我介紹、團隊合
作、互相鼓勵。從一開始的3球遊戲知道了同學的名
字、喜好和家庭成員，令到我更了解他們。第二天的

爬天梯我學會了團隊合作，同學從天台邊爬上鋼線，

下面的人扶緊，上面的人看着下面的大樓心徨徨，

下面的人要保護他的安全，其他同學拍拍他「支持

你！」令到上面的同學安心爬過對面。下面的人抓緊

鋼線，不然正在爬的同學就會掉下來，這個遊戲讓我

學習了「信任」、「鼓勵」和「團隊合作」。

  這些學習經歷教會我在日常要對人尊
重，要用心聆聽他人說話，要學會同他人

分享自己的快樂與悲傷，與家人、朋友、

同學互相鼓勵，用愛感化他人心靈上的邪

惡，要關愛他人，隨時隨地鼓勵他人。活

動讓我學會團隊合作，而不是孤獨一人，

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關心自己的

人，要接受他人對自己釋放出來的友善的

情感，自己尊重他人，反之他人就會尊重

自己，這樣才能和善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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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賀韻宜

  懲教署職員介紹的工作學歷令我十分好
奇，同時參觀監獄令我大開眼界，未曾想過

監獄內的設施及工作職務是如此的，若沒有

來參觀根本不會想得到，機會難得，非常感

恩是次參觀的機會。

5C 衞彩兒

  在兩小時極速完成這個分組環節，其
中有些不太熟悉的同學和我同組，雖不熟

落卻一起完成了這個活動，需要團結和分

組完成不同的任務，這個活動令我明白團

結一致非常重要。

5A 陳培洋

  我很高興能夠參觀監獄，了解裡面的情
況，因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幾乎一輩子也

不會再有第二個機會能夠參觀監獄。通過今天

進行的任務和遊戲，我了解到監獄的大致生活

模式，比如有固定的作息時間，固定的飲食，

和生活受到很多懲教人員的監視。這讓我更加

珍惜現在的生活和一定要奉公守法。

5A 陳柏成

  雖然未來沒有進入執法這一行業的意
願，也能了解他們的運作。還了解在囚人

士的日常生活，居住環境，與外界十分有

差距的，提升了對法律的敬畏之心。也知

道懲教人員的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險性，但

他們依然堅守在他們的崗位，改造囚犯為

社會穩定作出貢獻。對此我向他們每一位

致敬。

參觀馬坑監獄

中五級

5A 馮苑盈

  在這次的活動裏，我了解到監獄裡囚犯
的日常。他們的生活不但沒有自由，也沒有

私人空間，因此，我知道犯法後的後果。所

以之後的日子我一定會好好守法。除此之

外，在和懲教人員交談的髞程中我得知道他
們的日常工作。他們的工作並不有趣，我很

佩服他們能夠如此盡忠職守，所以我也明白

了遵守規則是一件很重要的和偉大的事。而

活動中遊戲更是加強了我和他人溝通的技

巧，對我將來十分重要。

5A 江穎寶

  我會努力學習，和他們一樣努力。這
次活動讓我明白了懲教署的日常運作過

程，以及懲教人員每日需要做的工作，甚

至如何應付變突發事故，在遇到犯人有情

緒問題時，如何用正確言語去安慰他們。

在懲教署裡，我們還學習員工尋找犯人常

常會偷藏違禁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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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余慧敏

  懲教署的工作是如何艱辛的，教職員向我們講解他們的日常工作。訓練
非常困難，仔細地告訴我們和親身訓練給我們看，示範了之後，再讓我們每

一位同學親身體驗了一下他們的訓練。訓練有甚麼用處，在何時何處可以用

得上，訓練成果之類的。

5B 袁顥烔

  讓同學去體驗實景，與大家一起去尋找
違法的物件，這個我們只找到九件，最後

的一個我們最後還是找不到，VR體驗好有
趣，因我從沒有玩過有關VR的遊戲，也是
個全新體驗。

5A 余凱茵

  參觀了懲教署職員訓練院的活動，讓我
認識多一個行業，對我可在未來的職業選擇

中，多了一個選擇，同時，我學到課堂以外

的知識，例如是如何應對突發事件，也可讓

我了解到入職的需求。

5A 陳家銘

  今天的學習經歷讓我明白將來投考紀律部
隊的資訊，DSE要有甚麼成績才能投考成功，
例如懲教主任需要四科考獲三級或以上的成

績，二級懲教助理則需要中英文獲三級或以上

的成績。這些資訊讓我了解到我需要有甚麼成

績，以為自己製定目標，投考紀律部隊。

5A 林希桐

  這學習經歷讓我大致了解到懲教署
入職須知，例如薪金、所需的學歷等。

此外也大致了解到在訓練院要進行甚麼

訓練，包括體能、模擬訓練等。這些知

識加深了我對懲教署的認識，多了一個

未來投身行業的選擇。

參觀懲教署職員訓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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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袁顥烔

  在生活中，有多人從工作中
受傷甚至死亡，講解中令我知道

那種工作是更加容發生意外。

5B 余慧敏

  真人真事改編的話劇，有多麼地心酸，
在工作前必須看清楚所有文件和注意事項，

再去工作，避免意外發生，應做好所有安全

措施，避免死亡和受傷。死了還沒有保險和

保障，得不出真相，還沒有賠償，白寃寃地

死亡了，欣賞到了話劇的表演。在工作前需

及時了解有事項再去做。

5A 江穎寶

  在工業等不同工作下，我們都需要
注意不同的安全措施，在確保安全的情

況下才能進行工作。這次的活動讓我看

到了很多工傷個案，慘烈的意外讓我更

加對工作方面的安全加倍注意。 在講座
中，我也學習到了工在搭棚中的需要認

識的要點，比如每個狗臂架最少要用三

顆爆炸螺絲來固定。

5A 林希桐

  這學習經歷讓我得知職業安全的重要
性。意外的數目，也得知原來一宗意外是

多方都需付上責任，包括死者本人，令我

大開眼界。而話劇是改編真人真事，表演

生動有趣，吸引到我。這讓我得知意外發

後整個過程，感到十分複雜和麻煩，以後

我會多加注意安全。

職業安全話劇欣賞

中五級

勞工處署長孫玉菡先生親臨本校分享職勞工處署長孫玉菡先生親臨本校分享職

業安全的重要性業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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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馬錦榮

  今天的話劇欣賞令我明白到話劇表演
者為了表演給台下的觀眾欣賞，下了不少

功夫，例如他們需要在家中不斷地練習，

目的就是想我們看得投入，所以我十分敬

重他們和感謝他們令我明白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5A 譚焯翹

  從話劇欣賞這項活動中，我了解
職業安全的重要性，職業安全包括任

何工作，這對我未來選擇甚麼工種有

很大的幫助，而且也令我明白到如我

日後踏入職場有那些有關安全的措施

需留意。

5A 余凱茵

  從話劇中我懂得了安全是最要
的，選擇職業先都應先考慮安全，其

次才是薪酬，此外，做任何事都應負

責，是自己做錯的要承認，而並不是

將責任推卸給別人。只會使事情的發

展越來越糟糕、不如意。

5A 周彥均

  今天欣賞完這場由真實事件改編過的話劇
表演，令我深感震憾。特別是當看到死者家屬

作為受害者郤孤立無緩，基層人民被資本老闆

壓榨的無力感，各負責人互相推卸責任最後只

能得到三萬錢賠償的結果。不禁令人感到心

寒，讓人懷疑法治社會公正性。這次話劇讓我

知道日後投身社會，一定要維護個人的權益，

別讓任何人有機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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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郭醒婷

  從模擬放榜中找到自己的強
項和愛好，也學會如何順暢地向

他人介紹自己，從模擬放榜中，

了解到未來放榜時流程及需要帶

備的用具，令真正進行的時候減

少出錯。

6A 李依穎

  要在面試前做足夠的準備，包括
衣著、課程內容了解等等，我也對

DSE後的出路有所了解。同時，模擬
放榜讓我認識到了真的要努力學習才

能考進想讀的大學科系。原本因為校

內考試沒考好我想放棄，但是想到這

樣就不能讀喜歡的科目了，我會更加

難過，所以這次的經驗很寶貴，讓我

重新燃起了對學習的努力。

模擬放榜工作坊

中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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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陳智權

  在活動後，我明白到了事前
準備的重要性，無論是面試，選

擇升學目標，或者是生活中各種

大小事，都值得提前準備，因為

提前準備能讓你在真正遇到壞事

時可以淡定面對，發掘出意想不

到的效果。

6A 張進謙

  我會從伐天起好好善用模擬面試
和模擬放榜的學習經歷。面試使我懂

得面試禮儀，答題技巧以及自我介

紹，從中獲益良多，可吸收這次知

識，日後便應用於課程和求職面試

上，能有所發揮。模擬放榜能體會當

天放榜的取捨過程，選擇理想的課

程，更能清楚自己考試程度所對應可

選課程，深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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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鄭堯

  從今天開始我會好好珍惜每一個廣告，今天
的經歷令我學會自己寫一份廣告劇本是需要考慮

很多東西的，例如如何才可以從一千多個廣告中

吸引到別人的注視？這是非常需要考驗個人的創

意力和應變能力等等，所以每個廣告的背後都有

很多人的意見和創意而製作出來的，因此需要好

好珍惜每一個廣告。

6A 李依穎

努力學習以追求更廣泛的升學途徑及選擇，認

識不同的升學渠道。這段寶貴的學習經驗使我

明白了學習的重要性，讓我認識城市裡不同的

聲音，能激發有關藝術的靈感。

6A 張進謙

  我會從今天起好好善用到摩理臣山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課程體驗的廣告新鮮人的學習經歷，讓

我真正明白到甚麼是廣告，接著該課程也細說廣

告具有眾多不同的效果和製作手法，如事物方面

可以用顏色、人物、動物或植物等來成為廣告中

的主角。視覺方面亦可有遠景、中景、近景和特

寫角度突顯主角在廣告的主要性和帶動銷售的吸

引性。今天的學習能夠令我加深對廣告的了解，

獲益良多。

5B 袁顥烔

  老師分享了當年的學生升讀了
甚麼課程，講我們更了解他們的學

習心得和未來的發展，並與我們創

造一幅畫，我覺得好有趣，因老師

要我們從聲音去造出一幅畫，當大

家畫完後，老師要求大家把自己的

畫放出來，我見大家畫出來的畫都

很有趣，並有用心放在畫上，這次

的活動令我好開心，是一個難忘的

經歷。

5B 余慧敏

  在日常生活中的時候，不太忙碌
的時候，周圍聆聽一下聲音，好好地

聽一下城市的聲音，從而啟發出一些

靈感和情感。慢慢地好好聆聽一下聲

音，從而釋放出心裡的一些情感，從

心裡自由的繪畫出來，不用拘束，想

畫甚麼畫便甚麼。

5B 賀韻宜

  知道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好處，將來
進修的考慮也更多選擇，親身到院校了解

不同課程的內容，能讓我對自己的前路更

清晰，對自己也多一分理解。

5A 何卓淋

  我會從今天起好好善用學習經歷，這次的活
動令我了解到我以後的相關工作應如何運作，例

如廣告要如何吸引人、有甚麼因素會令客人有購

買慾，今天的學習經歷給了我不少啟示。

中五、六
級

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摩理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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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馬錦榮

  給我的啟示是經過這次的參觀，令我明
白到就算我的公開試成績不如理想，也有其

他的方法去讀自己喜愛的科目，只要努力去

做一件事，就算失敗了，也不要放棄。

5A 周彥君

  對前景有了更多方向，而且升讀大學也有
了更多的選擇。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讓我

了解到晉升大學的途徑。也透過觀賞有關院校

的影片以及初步的課程體驗感受到數碼科技的

魅力，也見識到科技已經不知不覺中進入了我

們生活中。未來我也可能往這方面發展，科技

改變生活，生活造就科技。

5A 余凱茵

  對於今日參觀，認識了摩理臣山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我不僅學習體驗學習以外的知

識，還讓我對3D模型有了一番興趣，我很
享受這個過程，給我帶來了一番歡樂。 而對
我將來的幫助，我認為可在找未來職業選擇

時，多了一個選擇，同時，還讓我提前一步

感受到學院的學習氣氛。

6C 陳卓嵐

  讓我能接觸到更專業的知識，能更了
解和有機會體驗到專業的工種和活動。親

身嘗試和了解到科技的知識，令自己能再

思考這類行業或工種適合自己還是選擇其

他。有更多機會接觸到科技的知識或發

展，能把以上活動所學會的知識當作未來

出路的參考。

6C 何秋靜

  這個活動令我更了解英語是很重要
的，從中令我很開心的是和同學一起玩模

型機，因為我第一次玩，十分之緊張，幸

好得到同學的鼓勵，所以這個活動令我最

難忘。而第二個活動是砌積木，亦明白到

合作的重要性。

5A 林希桐

  這學習經歷讓我知道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有甚麼課程和細節。加深對院校的認識，也

讓我多了一個升學的途徑。此外，我也看到

香港主體影像，及如何製作立體影像。而院

校也送了一份紀念品給我，十分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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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何梓雋

  在這次參觀活動中，知道學院與學校
的英文程度大大不同，在中學中任何活動

都使用中文，但是在學院中，每個活動

都是用英文來解說。而 在活動中，我可

以了解現在世界正步入電子科技中，可能

在未來我們做任何事情都須要依賴電子科

技，再加上電腦技術發達的時代，恐怕我

們日後須要依靠科技來生存。

6C 李佳豪

  明白了學院的專上課程雖然名義上比學士
課程低級，但在一些特定的課程上，其學習資

源、設備、課程等，絲豪不比學士課程來得

差，像見識到資訊及通訊科技，令我嘆為觀

上，其系統教學可說是引領香港電子科技人才

的優良教學系統，而當中的電子設備令我感到

其教學的專業及其認受性的肯定，片段中可見

一些資優的學生有出國升學及領取獎學金的機

會，雖然我對資訊技興趣不太太，但亦令我大

開眼界。

6C 呂樂恒

  我從參觀學院開始，也明確了自己
的目標，我在講座中了解到院校不同的

課程，校園裡有各式各樣旳設施，我從

體驗課程中，學習到編碼的用途，當

中，體驗到機器人的互動，從中學習到

更多的知識，從而令我有更明確的目

標，我在這活動，令我感到非常開心，

因為我學到更多知識。

6C 石曉桐

  今次的學習讓我對資訊科技改觀，
因為本身不懂去用電腦，但在這次課堂

中學了很多，例如使用電腦去操控機械

車，而且我和拍檔都很合拍地完成課堂

導師給予的任務，任務是操控機械車方

向和避開阻礙物，我和 拍檔都完成了。

還有學習電腦某些程式，我今次學習到

很多、且對這課程亦很有興趣。

6C 曾浩然

  對我來說，人工智能是在香港已普及以及可以
讓我了解到將來的新科技，透過這次的學院參觀以

及將電腦的程式套用在車上，令它可以自動行駛，

此外也已將這人工智能套用在機器械狗上。這次參

觀對我來說十分有幫助，因為很多地方也使用新的

科技，例如醫院、港鐵等。

6C 王澤源

  英文還有進步空間，雖然對
電子程式或者電腦不太了解，但

聽完導師講解之後開始明白多一

點。最令我深刻的是導師悉心教

導我們去操控機械人，我對電子

程式開始充滿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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