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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歷奇 體驗家庭做後盾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於本月中剛舉辦「失敗日」，
校長張欽龍參與其中，挑戰體育競技活動。

中小學首辦「失敗日」
增強學生抗逆力

年學童壓力問題加劇，輕生個案年齡愈趨年輕，
輕，
情況備受各界關注。為提升學生抗逆能力，不同
不同
教 育
學校均各出奇謀，有中小學與團體合作，首辦「失
失
教 育
敗日」
及為期四天的
「失敗周」，扭轉傳統的精英教育概念，讓學生
敗日
敗
日」
日
」及為
為期四
四
生
率先體驗及面對失敗，學習從逆境中不斷嘗試、突破自我；亦有群
率先體
體驗
驗及
驗及面對
及面
群
育學校舉辦抗逆親子歷奇活動，讓學生明白即使面對逆境，仍有
有
家庭作為後盾。另有中學計畫下月開始，開辦體驗式抗逆課程，分
分
別邀請成功人士及弱勢社群，化身「真人圖書館」，向學生分享人
人
生經歷。
記者 林紫晴
晴

近

現時不少中小學仍積極培育精英，加重學生的 懼。」有份統籌「失敗日」的林秋霞則指
指
如
學業壓力，令他們擔心一旦「失手」便會被標籤為失 出，雖然活動只為期一天，感覺就如
習
敗者。有調查發現，逾八百名受訪學童中，有三成 「一期一會」，但仍希望啟發學生學習
人自評壓力指數為七至十分，其中有百分之十四人 從失敗的經驗中，尋求改進方法。
更達最高指數十分，即每七名學童便有一名壓力「爆
接受挑戰與鼓勵
燈」。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數字亦顯示，去年
上學年首辦為期四天「失敗周」的循道衛
共錄得三十宗十九歲以下青少年自殺個案，較前年
備舉辦「失
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正籌備舉辦
大增十八宗，情況令人憂慮。
失敗。該校
敗周2.0」，計畫讓學生到戶外學習失敗。該校
盡力而為 不介意成敗
學舉辦「失
校長林德育稱，去年得悉澳洲有中學舉辦
失敗教育發起人、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 敗周」後，便希望將其概念引入校內推行，將
內推行，將
林德育直
課程主任林秋霞不諱言，教育制度一直令香港人普 原有的「生命培育周」改成「失敗周」。林德育直
舉辦以失敗
遍存有「輸不起」的心態，「不論成績好壞，學生們都 言，籌備「失敗周」時，有老師擔心舉辦以失敗
至建議改名
『怕輸』，令學業壓力隨之增加」，故分別在協助小學 為主題的活動，予人消極之感，甚至建議改名
情感及行
及中學推動「失敗教育」。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 為「自強周」，惟他仍希望通過認知、情感及行
敗的機會，
中學於本月中剛舉辦「失敗日」，讓全級中六學生在 動三部曲，為全校學生提供學習失敗的機會，
不笨》，討論
應考中學文憑試前，學習體驗及面對失敗。該校校 例如讓學生看《怪獸大學》及《小孩不笨》
長張欽龍表示，「準考生」準備公開試時，難免感到 電影劇情及反思，以認識失敗。
沉重的學業壓力，故特別讓他們參與「失敗教育」活
林德育與老師亦以身作則，在禮堂向學生
望學生明白即
動，「社會仍相信『一試定生死』，對成績不太理想的 分享自己過去的失敗經驗，「我希望學生明白即
從而令他們
學生而言，需要承受的壓力更大，故希望學生明白 使如校長、老師，都曾經歷過失敗，從而令他們
經驗。」他又
只要盡力而為，便不須介意成敗。」
在同學面前，敢於分享自己的失敗經驗。」
經歷失敗，
該校一直着重生命教育，但未曾舉辦以「失敗」 指，在活動周，每位學生均有機會經歷失敗，
挑戰不成
為主題的全日性活動，張欽龍指出，通過觀看勵志 「全部學生都要接受『一分鐘挑戰』，挑戰不成
同學不斷
電 影 、 體 育 競 技 等 方 式 ， 讓 學 生 經 歷 失 敗 ， 不 用 功便要想出辦法，過程中我們看到同學不斷
過於看重得失。他認為，其中一個象徵飛越恐懼的 鼓勵其他同學再嘗試。」
■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上學年
校舉辦
紙飛機活動，讓學生在紙飛機寫上自己的困擾及恐
推動「失敗教育」以外，亦有學校舉辦
舉辦「失敗周」，全校學生均有機會接受「一分
使面
懼 ， 再 將 紙 飛 機 送 走 ， 別 具 意 義 ，「 除 了 可 讓 我 們 抗逆親子歷奇活動，讓學生明白即使面
鐘挑戰」
，體驗失敗。
校
知道他們究竟憂慮甚麼，亦可讓他們面對內心的恐 對逆境，仍有家庭作為後盾。群育學校
，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校長卓德根坦言，
該校的學生在生活中經常面對失敗，
陪
為了提升他們的抗逆力，故讓家長陪
舉
同學生參與歷奇活動，「例如去年舉
辦的歷奇輔導，讓家長及學生一起完
從而增
成攀石、繩網及划艇等歷奇活動，從而增
強親子關係。」
中小學以外，有大專院校亦開始關注抗逆教
後，本身
卓德根續說，參加親子歷奇活動後，本身
育。香港大學自去年起，開辦以防止自殺為主題
增強，「學
家庭支援較弱的學生，自信心明顯增強，
的通識教育選修科，讓學生正視平日經常面對的困
賞彼此的
生與家長從活動中可互相認識、欣賞彼此的
擾，至今已有二百多名學生修畢課程。
亦敢於向
優點。當學生面對逆境或不快時，亦敢於向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舉辦抗逆親子歷奇活動，讓學 父母傾訴。」
新高中學制推出後，近年大學生的入學年齡較以

港大防自殺通識科
協助學生面對困境

生在家長的陪同下，提升自信心。

■廠商會中學舉辦領袖訓練營，鼓勵學生克服心理
障礙及恐懼。

領袖訓練營挑戰高空繩網
繩網
另外，有中學計畫下月開始開辦體驗式抗逆
辦體驗式抗逆
中學副校長郭
課程，增加對自己的肯定。廠商會中學副校長郭
命教育，其他年
智穎表示，除了在中一年級推行生命教育，其他年
程，通過體驗式
級的學生亦有機會參加課後延伸課程，通過體驗式
請魔術師、咖啡
學習，培育堅毅精神，「我們計畫邀請魔術師、咖啡
明人士分享他們
師等分享成功之道，同時會邀請失明人士分享他們
習不同人面對困
如何面對生命中的考驗，讓學生學習不同人面對困
難及障礙時的解決方法。」
二至中五學生舉
郭智穎又表示，該校亦有為中二至中五學生舉
障礙及恐懼，挑
辦領袖訓練營，冀望他們克服心理障礙及恐懼，挑
面對困難時，願
戰樓高兩層的高空繩網，「希望學生面對困難時，願
意鼓起勇氣踏出第一步。」

往年輕，加上只經歷一次中學文憑試，令他們
的抗逆力不如曾經歷會考及高考的大學生，「明
顯見到他們面對壓力時，會感到不知所措。」
葉兆輝直言，大學生普遍對同學之間的
關係、個人形象及學業等感到擔憂，甚至有
學生向他表示感覺不到生命的意義，故冀望
通過選修科的學術性討論，從心理學、社會
學等角度讓學生認識自殺問題，「例如以不
記名方式，讓學生寫下希望改變的事情或心
中困擾。」他強調，校方並不會直接轉介學
生去輔導，但會讓他們知道一些尋求協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校長林
助的途徑。
德育（左）與老師以身作則，向學生分享個人
失敗經驗。

長者義工待發掘 手機程式助配對
雖說助人為快樂之本，但要鼓勵人們落手落腳
參與義工活動，談何容易﹖舉例來說，香港教育大
學在今年八月發布的《提升香港退休人士參與自願服
務的介入研究》（教大研究），就提及本港只有百分
之十一點四長者參與義務工作，比率顯著低於美國
（百分之二十四點一）、加拿大（百分之三十六點五）
等西方國家。
長者不做義工，原因眾多，例如沒有時間、自
覺年紀太大，以至身體出現毛病。不過如果純粹因
為缺乏動力，有研究發現，只要有適當的鼓勵與培
訓，不少長者其實都願意「為人民服務」。近年通過
網上平台參與助人行為的長者，亦呈增長迹象。若
想進一步吸引長者群組加入義工團隊，設計一個能
切合各方需要的平台，看來十分重要。

長者義工比率有增加迹象
近年不少義工機構都推出手機應用程式，作為
發放助人資訊和配對義工的平台，以期吸引更多人
加入義工團隊。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的研究顯示，在一七年，愈年輕的受訪者，「網
上助人」的比率一般也愈高。在一六年，十五至三十
四歲群組曾使用網上平台分享或轉發助人信息的比

率就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其他年齡群組的比率
就隨着年齡增加而遞減，至六十五歲或以上群組的
百分之十三點八。在曾使用網上平台發起或參與助
人行為方面，亦出現類似現象。
雖然較年長群組的整體參與率較低，但部分項
目的增長卻可圈可點。例如六十五歲或以上群組分
享或轉發助人信息的比率，便由一六年的百分之十
三點八，增加至一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四，上升
接近十八個百分點。五十五至六十四歲的組別發起
或參與助人的比率，也由百分之五點九增加至八點
一，上升了二點二個百分點。
由是觀之，即使現時年長人士不見得熱衷參與
義務工作，其潛力仍不容忽視。上述教大研究的研
究團隊進行的一項介入研究，為此提供了進一步佐
證。

經培訓後 更願投身義務工作
該研究團隊於一七年十一月至今年五月間，將
二百六十四名本港五十歲以上家居長者，隨機分配
到介入組或者控制組，再分別為他們安排為期一
個月，每星期一小時的工作坊培訓。當中介入組會
被鼓勵參與義務工作，並學習相關知識，控制組則

被鼓勵多做運動。研究發現，在介入六個月後，介
入組在一個月內參與了四百零四點○七分鐘義務工
作，較控制組的一百二十九點一五分鐘多逾二點一
倍。
由此可見，本港長者較少參與義務工作，不一
定是由於力有不逮，也可能是沒有得到適當的鼓
勵，或是缺乏有關資訊所致。
通過網上渠道鼓勵長者參與義務工作，也是
值得思考的方向。正如上文引述的報告顯示，長
者通過網上平台分享或轉發助人信息和發起或參
與助人的比率儘管較一般人低，但已有顯著增加
的迹象。
事實上，近年有不少義助機構都通過手機應用
程式，方便有心人參與義工服務。非牟利機構「社
職」在去年就推出同名手機應用程式，讓用家預先
設定「偏好」，例如義工崗位種類、服務對象、主題
以及服務區域等條件，從而配對有關的義工活動。
至於由周大福慈善基金資助開發的「好心地」應用程
式，用戶除了可在當中選擇參與的義工活動外，更
能提交需要義助的項目，以尋求配對。
智經試用上述平台後，發現對於有意參與義工
服務，而又不知門路的年輕人而言，這類平台確實

頗為方便。但是在試用期間，不少活動的招募對象
均以年輕人為主，例如在「社職」程式中，即使以「長
者」為服務對象的一些家訪活動，通常也會設定年齡
條件為五十五歲或以下。這不禁令人疑問，究竟是
相關活動真的不適合長者參與，還是長者義工的潛
力未獲充分重視？

協助長者義工建立「朋友圈」
其實，長者參與義工服務助人，同時也能助
己。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早年一份調查，
有參與義務工作的長者，普遍心理健康狀況較為良
好，例如做事較能集中精神、覺得自己能擔當有用
角色，和感到日常生活有趣味等。他們參加義務工
作的性質，主要為協助社區中心舉辦活動及探訪服
務區內長者等，研究發現長者義工參與義工後比以
往快樂，認識到更多關心自己的朋友，並學習到更
多與人相處、溝通的技巧。
對於新世代的應用程式設計者而言，要如何兼
顧這些長者的需要，協助他們在配對義工服務同
時，維繫義工之間的關係，例如可提供類似通訊群
組的功能，組成特定的義工團隊，甚至與地區組織
合作設計「團報」形式的義工活動，相信都是下一步
可以考慮的方向。
（全文見智經研究中心網頁：www.bauhi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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