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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加油站 
 

受社會氣氛及公開試的影響，中六同學倍感壓力，輔導組在去年

的 12 月，特意舉辦一連三節的「心靈加油站」活動，希望中六級同

學能提升對個人情緒的覺察，以及學習舒緩情緒的方法。  

 

 

 

2019-20年度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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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絮語 (6A 劉子謙) 

 

我本是一個自信心弱，容易緊張，可以說

是不懂放鬆的人，以往常因為不懂舒緩壓力

而生病。這次參加「心靈加油站」小組，學會

幫助自己舒緩情緒，放鬆心情，認識自己。  

 

 

第一節時我們學習靜觀

呼吸練習，感覺平靜平安，

情緒得以緩和。自此，每當

考試前夕，我亦嘗試在家打

坐練習，放鬆心情。  

 

 

第二節由導師帶領學習「禪

繞畫」，開始時，我十分好奇如何能在一張 7cmX7cm 的方紙上繪畫，

後來經過導師引領，讓我學習放慢呼吸，用緩慢的速度跟著導師的指

示繪畫。當中所繪畫的都是簡單的點、線、打圏或填滿的工作。然而，

從中卻可以令我的情緒得以放鬆，實在叫人感到不可思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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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是參與「和諧粉

彩」體驗，自問沒有很高的藝

術天份，但在導師的指導下，

我竟然可以畫出令自己滿意的

作品，過程中所獲得成功感，

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呢！   

 

整體來說，我很喜歡是次的小組活動；此外，能夠跟同班同學一

起學習，使我倍感輕鬆愉快。  

 

「愛 —— 持守公義，追尋真理」 

初中級標語創作比賽 
 

為配合教區推展五個天主教教育核心價

值，本校今年以「義德」為題，強調以「愛  ―― 

持守公義，追尋真理」；為此，校內的輔導組、

倫理及宗教教育科，特意在初中級舉辦「義德」

標語創作比賽，希望提醒同學們做任何事，都

應學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在考慮個人和整體的利益中，建立和諧及平

等的人際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義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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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各班的得獎者：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1A 岑子浚 2A 江旻駿 3A 陳泳威 

1B 陳奕宇 2B 周智聰 3B 陳威臻 

1C 黃衍博 2C 鄭志鴻 3C 何柳影 

1D 黃凱楠 2D 駱穎軒 3D 鄺俊華 

初中級同學無不盡顯創意，所創作的標語內容均精要簡潔，令人

易於記誦。故此，特別要感謝為大家擔任評判的鄧文麗老師及陳輝雄

老師，他倆要在眾多優秀作品中選出最佳標語，真是攪盡腦汁，費煞

思量，現舉隅如下，讓我們共賞「伍華仔」言簡意賅的標語創作。  

 

 

 

 

 

 

 

最後，祈願各位都能在日常生活、言行態度，竭力持守公義，追

尋真理，成為更具備義德的青年。   

持守公義人人愛，追尋真理天主愛。	

1A (21) 岑子浚 

公義公平我持守，真理義德我追尋。	

2A (11) 江旻駿 

愛，追求真理中見。義，堅守良心中顯。	

3C (15) 何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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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在一起。」 

——天主教伍華中學送贈「抗疫備戰錦囊」 

予文憑試考生 

 

暮春三月，全港仍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籠罩的陰霾

下，中學文憑考試的筆試亦因此延期開考，但全港準考生的備戰日程

仍如箭在弦。在 3 月 11 日早上，在派發准考證之時，特意為中六級考

生送上「抗疫備戰錦囊」，藉以表達學校在這艱難時刻，

對同學的支持和鼓勵，希望所有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發揮

實力，爭取理想成績。   

 

由於當時新冠肺炎疫情未見

減弱，校方考慮到中六級考生既

要兼顧備戰文憑試，又要為防疫

作準備；於是在停課期間，校長

便動員老師們一起為全級考生

搜羅抗疫備戰用品，遂造就成錦

囊中的「八寶」，當中分別有：酒精搓手液、消毒紙巾、口罩、靜觀練

習 QR code 卡片、心靈雋語瓶、葡萄糖糖果、社福機構送贈的 21 日免

費試聽音樂頻道，以及讓壓力淚水釋放的紙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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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所預備的東西，均是祈願考生在

面對挑戰時，無論在身、心、靈三方面都

能積極裝備自己，箇中關顧之情不言而

喻。尤其是「心靈雋語瓶」中裁置的智慧

語錄紙箋，正是希望同學們在面對文憑試

的壓力，加上疫情帶來的不安時，別忘記照顧心靈

健康，學習如何在逆境中自處，並時

刻記念從天主中得力；因為《聖經》

清楚地告訴我們：「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在一起；你

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天主；我必堅固你，協助你，用

我勝利的右手扶持你。」 (依 41：10)  

當天早上，中六級學生在量過體

溫後，便錯落有致地往禮堂領取准考

證，老師們亦不忙提醒各項應試時的

注意事項。最後，在校長帶領禱告及

送上天主的祝福後，同學們都帶著這

份別具意義的禮物離開。而此刻的天

空，縱然有著一片漫漫的薄霧煙靄，

但仍難掩操場上的綠意和活力，相信誠如校長的訓勉：不管是晴天陰

天，「伍華仔」將在文憑試懷抱信心，竭盡所能，奮力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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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ACTION」計劃 
 

為提升中一同學的解難及抗逆能力，

輔導組夥同香港小童群益會，為中一級

同學舉辦「G4 ACTION」計劃，而「G4」

蘊含的涵意是「Grow 成長、Goal 目標、

Go 行動、Glow 照耀」；透過舉行一系列

成長活動，推動同學個人成長，學習訂立

目標，並建立健康正面的自我形象。  

 

 

組員絮語 (1A 洪展賜) 

於我來說，友誼是

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東

西之一。從 G4 活動中，

我能認識更多朋友，也

能與鄰班的同學熟落起

來，在學校見面時也會

一起傾談玩樂。整體而

言，參與活動的過程，令我感到很愉快。  

Grow Goal 

Go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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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為深刻的活動，是一次以觀察

他人需要為題的成長小組，其中一個

環節名為「味分天下」，各組需輪流派

出組員，挑戰吃下甜、酸、苦、辣、鹹

等不同味道的食物，而其他同學需要

猜測誰是吃下最甜及最不甜的人，以此類推。還記得同學演技高超，

臉容表現需要克制忍耐，場面十分有趣，結果，我們大部份同學都猜

錯。這活動反映我們待人處事時，有時過份急躁，往往沒有耐性細心

觀察他人，有時候亦會太過自我中心，常只顧自己的事情。因此，我

們都需要學習耐心觀察，主動關心他人需要。  

 

 

 

最後，感謝社工洪姑娘及班主任的邀請，讓我可以參加這個別具

意義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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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友同行」完結活動 

因著疫情使然，令「摯友同行」的各項

活動包括閉幕禮，也得被逼取消。然而，一

眾組長並沒因疫情而阻礙他們關心師弟的

心意，他們一行 14 人，在 6 月 29 日早會班

主任課時段，逕往中一課室為各自的「組仔」，送上開幕禮的大合照以

作紀念。  

 

 

雖然摯友組長們都得戴著口罩，但仍熱情地跟

中一組仔表述：他們之間的伍華兄弟情，並不限於

今年，往後的日子仍可保持聯絡。那刻，遙看整層

屬於中一級課室的一樓走廊，也載滿非筆墨所能言

喻的溫馨情誼，實在是開幕禮大合照中所題字句：

「雖然走過不一樣的學年，但仍有屬於我們的回憶」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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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獎勵計劃」 

少年獎勵計劃旨在透過一連串的成長輔助活動，積極鼓勵青少年

面對成長過程的挑戰，發掘青少年的潛能，同時讓青少年突破自我、

擴展領域和眼界，從而增強自信、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及自尊感，並

且提高他們面對逆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在 2019 年 12 月至 1 月期間，「少獎」在校內舉行了開幕禮、訂

立目標、自我認識等活動。參加者都投入活動，然而在農曆年假過

後，便因疫情停課，令很多參加者滿心期待的活動，例如：聯校水陸

挑戰營、境外交流團等，都因疫情而未能舉行。雖然是令人感到很可

惜，但我們也可從以下兩位組員的分享，了解他們箇中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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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心聲⋯⋯彭溱霖 (2A 班) 

今年能夠入選「少年獎勵計劃」，真是一

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惜卻因社會事件和疫

情影響，令不少活動「無疾而終」。幸好，我

仍有幸參與部分活動。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劈板」」——即「訂立目標」。  

 

我們在活動中學習訂立目標，並寫在木板上，然後盡力把木板劈

開。那次是我第一次「劈板」，之前在跆拳道班上曾看過，仿似很輕

鬆，但當我準備劈開時，內心卻十分緊張，因為其他人看似輕鬆地，

便能把板劈開；當時我想：若劈不開便會很尷尬了！但當我確實能一

下便劈開木板時，發覺事情

並不是預期中困難，就正如

導師所說：「當面對困難

時，只要拿出決心，勇敢面

對，困難總可迎刃而解。」

令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今年「少獎」計劃不能順利完成，所以我希望疫情能早日消退，

令伍華同學能在下學年繼續參加這別具意義的「少年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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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心聲⋯⋯袁子逸 (3A 班) 

我參加「少獎」計劃，原

意是想認識新朋友、擴展社交

圈子；可惜卻因種種事件和疫

情爆發，導致大部分活動需要

取消，慶幸在幾次如期進行的

活動中，我學會了「劈板」——即訂立目標。  

 

記得那次活動，我們每人被派發一塊木板，並且在板上寫下想達

成的目標。接著期望能一手劈開木

板，以示我們實踐目標的決心。當

時，我很擔心自己技術不足會「劈

空」，導致非常尷尬，但當我看到

同伴已經把木板劈開了，我也有信

心把木板劈開。那是我第一次經歷難得的「劈板」體驗。  

 

總的來說，本年度的少獎計劃雖然不順利，但我也體驗與同學合

作完成任務的快樂；希望來年有更多師弟可參加「少獎」，從聯校活

動中，認識更多伍華以外的朋友，擴闊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