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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學生感言 

1A 盧喜揚 (18) 

  十月十六日，我班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服務智障學生。我從未接觸過智障人士，想到要與他們相處，有點懼怕。幸

好，活動開始前，高社工講解了他們的特點，令我認識更多，改變既有印象。 

  這次服務，有位同學令我印象尤為深刻。自我們踏入課室，他一直沉默，沒任何表情，顯出目瞪口呆的樣子。我施展渾

身解數，他都不肯回應。不過我沒放棄，仍然努力不懈逗他談天。經過一段時間，他竟然向我點頭！他的回應令我深受感動。

接著我邀請他參加比賽，他不但沒拒絕，還充滿信心參與，最後更得到冠軍。他的轉變令我十分驚訝和安慰，知道我的努力

沒白費。 

  經過這活動，我對智障學生有更深入了解，原來他們能聽從指示和參與遊戲，比想像中聰明得多。我還發現他們貪吃的

一面，看到我們拿出糖果，便衝出來搶奪，嚇我們一跳！ 

  此外，我也學到對待智障人士的正確態度，知道怎樣配合他們的需要。如再遇到智障人士，我不會歧視他們，反會溫柔

和耐性地與他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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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楊曉樺 (32) 

     十月十六日，令我和同學期待已久的活動終於來臨──探訪匤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我們乘車前往荔景的晨輝學校，與目的地距離漸近，我的心情愈來愈緊張，腦海湧現許多疑慮：怎麽辦？我第一次接觸

輕度智障的學生，沒有經驗的我能順利溝通嗎？相處會融洽嗎？他們會聽從指令嗎？能不能帶動他們參與活動呢？能不能控

制他們的情緒呢？他們會不會失控，做出傷害人的行為？……我非常擔心接下來的探訪。 

  到達晨輝學校後  ，我看到學生在禮堂跳「健康活力操」，表現跟一般學生無異，使我的憂慮全都消除。我和組員互相

勉勵，希望能給晨輝學生愉快的一天。 

  進入課室，看見十二個介乎小五至中二的學生，有的沉默寡言，有的雀躍萬分。他們不斷起哄，場面頗為混亂，使我們

很緊張，不知所措。接下來便開始玩遊戲──「估領袖」、「數硬幣」、「大電視」和「萬里長城」，大家都玩得十分快樂，

打成一片。 

  這經歷改變我對智障人士的看法，原來與他們溝通丶相處並不困難。雖然他們智力較低，但很多方面跟普通人沒分別。

他們也懂得笑，懂得沉默，亦和我們一樣喜歡玩耍。只要加點耐性，用心了解他們，我們也可以成為朋友！所有人都是平等

的，我們不應歧視他們。不論富裕還是貧窮，健康還是患病，健全還是有缺陷，我們都應一視同仁。 

  我承諾將來會竭盡所能，透過參與義工服務，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包括智障人士、殘障人士、獨居長者和露宿者。

希望他們能重拾自己的價值，並明白仍有熱心人關心丶了解和願意接觸他們。我更會呼籲親朋戚友一起行動，參與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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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這次服務學習令我更深切體會到合作精神的重要，出發前種種準備都需要團隊分工丶合作和默契。我很感謝組員

的付出，全靠大家同心協力，活動才能順利完成。亦非常感謝羅老師和吳老師的協助，不斷督促、提醒我們。也感謝帶隊的

社工哥哥、載我們來回的司機叔叔，還有學校完善的安排，希望將來有機會參與這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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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湯俊朗 (24) 

  我班參與了「全晨接觸」義工活動──探訪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希望透過我們設計的活動，讓晨輝學生感受到被愛。 

  前往晨輝途中，我越來越恐懼和緊張！我禁不住在腦海幻想活動情景，害怕會出差錯。踏進班房，看到晨輝學生充滿期

待的眼神，我有點怯場和不自在。但遊戲開始後，我慢慢放鬆，恐懼感飄散至九霄雲外，大家都玩得極興奮！ 

  我發現與晨輝學生相處沒想像中可怕，我更被他們的童真感染！即使他們的圖畫不太漂亮，但仍樂於和我分享，讓我欣

賞。我明白到即使智力有障礙的學生，也會很認真地學習。只要我們願意打破隔膜，也可以和他們融洽相處！這次義工活動

十分有意義，將來若有類似的活動，我一定會義無反顧地參與！ 

 

1B 湯曉琳 (25) 

  十月二十三日，我和同學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參與義工探訪服務。出發前，我既緊張又期待，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跟

智障小朋友接觸。進入晨輝學校，小朋友熱情地打招呼，完全不怕陌生人，比我們還要興奮。 

   我們進行了四個活動：繪畫、「估領袖」、「大風吹」和摺紙。最難忘的環節是「大風吹」，因為小朋友非常投入和

主動。這種態度值得我們學習，相比起來，我們真是太害羞了！同時，我發現他們其實可以很專心，也學會怎樣與他們相處、

溝通，怎樣帶領、做主持、和組員一起合作。 

  這次活動真令我大開眼界，又加強了我的自信心和責任感。如果再有這類活動，我一定會參與，並更加投入和主動地幫

助這群可愛又活潑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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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高倩霖 (10) 

  十一月六日，我班三十多位同學和幾位老師到了荔景的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進行「全晨接觸」義工探訪活動，與晨輝同

學玩遊戲。 

  我組負責與小五至中二的輕度智障學生進行活動。踏進學校門口，我已感到無比恐懼，戰戰兢兢的。聽過負責社工的介

紹及提點後，我更加警惕。但聽到樓上學童熱情的歡呼聲，我便放鬆下來，我想應該可以和他們成為好友。 

  進入課室，看到一班比我們年長的男孩，我再次感到害怕，但還是鼓起勇氣與他們玩遊戲。   

  我發現他們的語文能力很強，還可以把「中秋節」的英文唸出來呢！他們亦非常積極，與一般學童沒分別，甚至比我們

有秩序，真使我感到萬分慚愧。 

  過程中亦有學生不合作，不願意玩遊戲。晨輝老師多番勸喻後，他們才肯參與。我深深地體會到特殊學校工作的困難，

須花許多時間照顧和裁培學生。 

  這經歷令我對智障學生改觀，他們既活潑又守秩序，令人佩服。希望將來再有這類學習機會，讓我的人生有更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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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羅倩妮 (19) 

  十一月六日，我班三十三人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參與「全晨接觸」義工探訪活動。 

  甫踏入晨輝學校，我已十分害怕，雙腳不斷顫抖。我們你推我讓，不敢推開教室的門，最後組長身先士卒，帶領我們進

入教室。 

  我們打算教導晨輝學生製作一本書。初時，我覺得很厭煩，因為他們不斷叫我畫畫，又用力地握我的手，令我十分疲累。

有些學生則咬著鉛筆，愛理不理的樣子。老師看到我唉聲嘆氣，便鼓勵我不要氣餒。 

    聽了老師的話，我嘗試耐心教導學生畫畫，盡量配合他們需要。我學會欣賞他們的優點，欣賞他們的天真活潑。離開

時，我更有點不捨。 

    這服務學習非常有意義，令我學懂與智障學生溝通，更加強我的耐性和隨機應變的能力，獲益良多。希望有機會再次

到訪學校，與學生好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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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趙敏怡 (4) 

  十一月二十日，我班三十多人連同老師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參與「全晨接觸」義工探訪活動。這次經歷刻骨銘心，

難以忘懷，改變了我對智障小朋友的印象…… 

   服務前一個月，我們已開始籌備，包括分組討論遊戲和購買用具。日子一天天接近，我對活動愈來愈期待。 

   當天，我們乘旅遊車到達晨輝學校後，便分組到負責課室進行活動。我和組員先向晨輝學生介紹第一個遊戲：「猴子

搶球」。起初，小朋友毫無興趣，但經我們生動講解後便願意投入參與。 

  第二個遊戲是「猜皇帝」。玩法簡單，也適合較文靜的小朋友。第三個遊戲──「搶凳仔」──最令他們興奮，天真的笑

聲充滿課室。他們更能猜到歌曲何時暫停，預先佔著椅子，待歌曲一停便坐下。雖然他們是輕度智障的小朋友，可是也會耍

這些「小聰明」。看著他們玩遊戲，我們也樂在其中。 

   這次義工服務令我對智障人士更了解。原來我一直有許多誤解，以為他們理解能力差、不懂遵守規則，更會襲擊別人。

但其實他們除了智商較低外，和其他小朋友沒分別。 

  我覺得這活動最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能和晨輝小朋友互動。不過仍有可改善的地方，例如應安排更適合小朋友的遊戲，

像「大風吹」和「一二三紅綠燈」等。我除了學到如何籌備活動和自我檢討外，也學到怎樣和組員溝通、關心別人，上了寶

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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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施建浩 (25) 

   十一月二十日，我班三十三人參與了「全晨接觸」義工探訪活動，地點是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一向冒失的我害怕會忘記攜帶遊戲物資和禮物，幸得組員提點，才沒有遺漏。 

   到達晨輝，我十分緊張，只得不斷深呼吸來平復心情。進入教室，我們開始介紹遊戲玩法。因為他們聽不太懂，所以

我特意在旁耐心講解。 

   我們準備了數個活動，但因時間控制不佳，只能玩兩個遊戲，其中一個是摺飛機比賽。經過我們熱心教導，大部分學

生都能按指示摺好。我們還預備了顏色筆，讓他們在飛機上繪畫圖案。看到他們把紙飛機放出去那一剎，我真的十分感動。 

   這次義工服務使我獲益良多，學會欣賞他人的優點，也感受到智障兒童的純真和可愛。其實，他們除了智力較低外，

與一般人無異，其中一些學生更懂得演奏樂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放下成見，接納和尊重他們。 

  



11 

 

中一級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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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學生感言 

2A 鄧嘉雯 (28) 

   我班於十月十五日到了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參與服務學習活動。 

   想到與可愛活潑的小朋友玩耍，我既期待又緊張。到達幼稚園，我們打過招呼，便開始活動。 

  我們首先唱歌跳舞，曲目是《我是個茶壺肥又矮》。我們專心致志教導小朋友，捉著他們的手，慢慢學習歌詞和動作。

看到他們笨拙但可愛的姿態，大家都忍不住笑起來。 

  第二個遊戲是「音樂傳球」：我們圍成一圈，一邊傳皮球，一邊播放音樂。音樂暫停時，手上拿著球的小朋友便要回答

一條簡單問題，例如「今年幾歲」，「最喜歡的顏色是甚麼」等。大家玩得不亦樂乎，不察覺時間流逝。 

  之後，我們牽著小朋友進房間做手工藝——摺紙飛機。他們專注地聆聽教導，然後安靜地，一步一步跟著摺，和剛才

的活潑好動形成對比。         

  和小朋友相處短短一個多小時，是愉快、輕鬆的。看到他們唱歌、跳舞和玩音樂傳球時享受的模樣，還有摺紙飛機時專

注的樣子，我感到非常滿足。他們投入地跳舞的畫面，最令我難忘。告別時，我們都捨不得離開，但還是面帶微笑揮手道別。 

   經過是次活動，我學到與小朋友相處要耐心教導，也要仔細聆聽。然而，我不夠主動和積極。未來，我會多參與不同

義工服務，如服務長者和智障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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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丁頌翹 (29) 

 

    十月十五日，我班參與了學校舉辦的幼兒探訪活動，地點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出發前，心裏萌生無限

猜想。那些小孩是活潑好動，還是沉默寡言，對人不理睬？我急不及待想見見他們的「真面目」。到達幼稚園，發現他們臉

上都掛著天真無邪的笑容，而且很熱情，反令我們顯得較被動。我們一起玩遊戲、唱兒歌和做手工。 

   與「小魔怪」相處一個多小時，我樂在其中，和他們打成一片，年齡界線彷彿消失了。雖說是義工服務，但反是他們

為我們帶來歡樂。這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明白到只要投入、用心做事，必有得著。希望將來有機會參與不同義工活動，能

夠幫助各年齡界別的有需要人士。 

 

2B 李欣穗 (18) 

   十月二十七日， 我班三十四人一同前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參與服務活動。前往幼稚園途中，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不懂與兒童溝通，又不知道我們設計的遊戲是否合適，又擔心他們會跑跑跳跳而受傷。但一踏入禮堂，看到他們天真

無邪的笑容，那份緊張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的笑容是最強的鎮靜劑。 

   起初，他們對遊戲不太感興趣，不是靜靜坐著，就是和旁邊的同學談天。直至第三個遊戲──「掉毛巾」，他們才積極

參與，更興奮地為同學打氣加油，我們也派出不少「健兒」參賽。這使我明白到和他們溝通時，要從他們的角度出發，不能

視自己為旁觀者或大人。而他們的世界很簡單，是就是，非就非，表達感受和意見，不會掩飾或轉彎抹角。只要我們主動點，

配合耐性及愛心，便能了解他們的想法。雖然活動簡單，且時間短暫，但已讓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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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李佳蔓 (20) 

  十月二十七日，我班三十四人和老師一同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進行服務學習。 

  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幼稚園，到達後便立刻準備活動物資。突然，禮堂的門打開，小朋友來了！「好可愛啊！」

「咦？這個小孩的樣子和我有點相似……」「我可以抱抱你嗎？」我們一湧而上，爭相和小朋友聊天、玩耍。看到大家雀躍

的神情，彷彿我們才是小孩！ 

  我們玩了三個遊戲：「老師話」、「糖黏豆」和「丟毛巾」，而「丟毛巾」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當小朋友不明白遊戲規

則，組長便詳細、生動地解釋，讓他們理解玩法和參與活動。遊戲時，我在旁協助、觀察，有小朋友因奔跑而跌倒，幸好我

及時扶著他們。 

  這次服務學習讓我學到如何與小朋友溝通，只要我們主動攀談，耐心聆聽，展露親切的「陽光笑容」，即使是害羞的小

朋友，也會開放自己，與我們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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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許黎琳 (16) 

    十一月五日，我班到了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探訪小朋友。 

  活動開始時，小朋友毫不受控，使我們不知所措，非常緊張，但仍鼓起勇氣，盡力維持秩序。  

  第一個遊戲是「老師話」。我們圍成圓圈，聽從圈中間同學指示，但過程不太順利。因為我們的視線被中間的同學遮擋，

看不清對面的情況。而且小朋友太「健談」，不專心聆聽指示。 

  第二個遊戲是「傳球」。整體不俗，但背景音樂和主持的指令不同步，我認為下次可舉手提示同學停止播放音樂。 

  第三個活動是「填色」。我們準備的木顏色和填色紙數量太少，顯示預備功夫不足。 

  這次活動中，我收穫甚豐。和組員一起籌備、設計遊戲，使我學會接納別人意見、組織活動和分工合作，更令我加添責

任感。我也學懂如何控制場面，使活動進行更順利。期望下次義工服務，我能更進一步，並學習更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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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蘇鏡熙 (30) 
 

    十一月五日，我班三十多人到了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參與服務學習，和三十多名幼兒園學生玩遊戲。 

  我們看到小朋友，便緊張得不知所措，不懂應付活潑好動和不受控的他們。活動開始時，場面非常混亂，有同學拿著麥

克風主持活動，有同學卻呆站著，不知道要做甚麼 。小朋友又很嘈吵，毫不專心，使過程不太順暢。 

  過程中雖有不少失誤，但我也有莫大得益。我學到如何與幼兒相處和控制場面的技巧。同時，我明白到遇上不知怎處理

的情況時，應保持冷靜。也提醒我做事前，應做好準備。希望下年度的服務學習，我和同學可發揮合作精神，令活動進行更

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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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林晴 (14) 
 

  這次探訪活動，我最大得著就是和同學建立了團隊精神。我們一同商議活動，過程難免有衝突、矛盾，幸而最後能取得

共識。而設計遊戲也有多方面考慮，既要顧及小朋友的程度，規則和玩法不能過於複雜，也要計算遊戲所需時間和物料等。

這些問題實有賴組員同心協力解決。 

  是次服務也讓我更了解小朋友，我發現他們不能一心二用，而且注意力易被分散。遊戲結束，我們派發禮物後，他們便

興奮地拆禮物。當主持介紹下個活動時，他們仍置若罔聞，沉醉在收到禮物的喜悅裏。 

  同時，和小朋友相處提醒我以身作則的重要。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也會被小朋友看在眼內，他們更可能會模仿，所以必

須注意言行。 

 

2D 譚穎儀 (26) 

   今年，我班再次參加了服務學習活動，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幼稚園與小朋友玩遊戲。我對此感到期待，因為我

可透過遊戲、唱歌和摺紙活動，將歡樂帶給他們。當天，小朋友熱情地打招呼，露出燦爛笑容。能看到這麼美麗的圖畫，真

不枉我們辛勞地籌備活動。 

  這次活動有些地方值得改善，例如我們應清晰指示小朋友如何玩傳球遊戲；摺紙時，我們應一對一指導。 

  是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最大得着是學會關懷別人，明白表達關心不單用言語，也要實際行動。我也學懂耐心教導小朋

友，並誠懇地對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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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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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學生感言 

3A 鄭桐茵 (3) 

   十月二十八日，我和三十三名同學及幾位老師到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服務中度智障學童。我曾服務智障人士，所以

毫不緊張，甚至稱得上從容。 

   我們乘搭旅遊巴到晨輝學校，在小花園聆聽導師介紹及提醒後，便開始活動。由於晨輝同學到處搗亂及躲藏，老師唯

有把他們逐一「捉」回座位。 

  我們介紹過自己，準備繪畫時，晨輝老師卻說這些學生不懂畫畫。我們腦海頓時空白一片，手足無措。幸好別組同學主

動借出填色圖畫紙，問題才得以解決，真感謝他們仗義幫忙。 

  開始填色後，晨輝學生都表現得很雀躍，有學生更捉住我的手，示意我坐下陪他填色。突然，他扔掉顏色筆，搶奪其他

人的畫紙，一併塞到我手中。我感到一頭霧水，更有點生氣和不耐煩，後來我才明白他想幫忙收拾。這時我心裏湧起一股暖

流，嘴角不禁微微牽動。 

  接着，我們教導晨輝同學摺紙，但他們不太擅長，所以便加快進入下個環節──唱歌表演。第一首歌是「快樂頌」，學

生反應不佳，只是靜靜坐著，甚至自顧自玩耍，使我感到很沮喪。但唱完第二首歌曲──「ABC」字母歌，有學生突然站起

來大叫：「好棒！」令我們大受鼓舞，一同開懷大笑。 

  最後，我們玩了傳球遊戲，便收拾東西離開。剛才一直拉著我的學生竟主動跟我擊掌，我也跟他說了聲「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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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我對這活動期望不大，認為不會有甚麼收穫，所以沒有認真對待。但過程中我體會到服務別人的意義，也很享

受和晨輝學生相處。許多人對智障人士有偏見和誤解，認為他們常做出無意義或失控的行為。其實只是他們表達感受的方式

與我們不同，只要放下成見，嘗試接觸、了解他們，便可以明白為何他們這樣做。將來，我會搜集更多智障人士的資訊，並

參與更多義工活動，略盡綿力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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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黃家健 (30) 

  想不到今年服務學習活動，竟又是探訪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中一時，我已見識過晨輝學生的「厲害」，這次要服務中

度智障學童，我既期待又擔憂。 

  當天，我們都十分緊張，因為努力了兩星期，今天便看到成果。出發前，我們在課室作最後準備，希望能做到最好。 

  晨輝學校的大門、禮堂、小花園和色彩繽紛的牆壁，也和腦海裏的畫面相同，令我有熟悉之感。看到禮堂內十多個活潑

好動的學生在上體育課，我便更期待和他們玩遊戲。聽過導師的指示後，我們便分組進入課室。 

  以往我們會在課室內等待晨輝學生，這次卻像貴賓一樣，在眾目睽睽下步入課室。學生大都面無表情，目光呆滯，只有

一位較活潑，拍掌歡迎我們，場面十分尷尬。我心想：糟了，他們會一直這麼冷淡嗎？這次探訪會失敗嗎？我愈想愈擔心，

擔憂之情不自覺浮現臉上。晨輝老師好像看穿了我的思想，走過來拍拍我肩膀，鼓勵我：「不用擔心，活動開始後，他們自

然會投入了。」 

  果然，第一個遊戲──「大電視」──開始後，大部分同學立即手舞足蹈，十分投入。這使我鬆了一口氣，重燃對活動的

信心。 

  第二個遊戲是「猜兒歌」，我們播放了一些兒歌讓學生猜歌名。他們的反應再次超乎預期，不但踴躍地舉手，更隨着音

樂高聲歌唱。當他們回答正確，便獲得一顆糖果作獎勵。有位同學甚至即場高歌一曲，雖然我們聽不清楚歌詞，但也為他的

勇氣大力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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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三個活動時，發生很多意外。我們分發自製的白色書籤和蠟筆後，便讓他們自由發揮，設計書籤。突然，有位同

學抓住我不放，我以為他只是逗着玩，便沒有理會他。「咦？我的手掌為甚麼有濕漉漉的感覺？」我轉過頭，驚覺他正「品

嚐」我的手，我嚇得馬上縮手，然後清潔乾淨。 

  後來的情況更為混亂！前方的女孩在脫鞋子，後面的男孩在脫褲子，右邊的女孩在吃蠟筆，左邊的男孩在亂跑亂跳。情

況危急，我只能跑到右邊幫忙，把蠟筆從女孩的嘴巴拿出來，再用紙巾替她擦嘴巴。老師和同學也分別照顧另外三位學生。

其他學生則一起進行「搗蛋大行動」：扔蠟筆、大吵大鬧、撕破書籤……大家雖然盡力控制場面，但力不從心，顯得手忙腳

亂。幸好古鈺同學及時拿出「秘密武器」－－禮物！這招非常奏效，他們立即停止搗亂，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我們分發禮

物和道別後，便拖着疲倦的身體登上旅遊巴。 

  這次活動雖然極辛苦，但帶給我深刻的體會。擁有健全身體絕不是必然，我們應學會感恩，更應盡力幫助相對不幸的人。

令別人快樂，自己也快樂，何樂而不為？對於身體有缺陷的人，我們不應取笑或歧視他們，不應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

痛苦上。希望將來再有機會服務智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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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高燕霜 (1) 

  我班於十月九日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探訪智障學童。我組買了貼紙丶卡紙和裝飾品，準備教導他們親手製作心意卡，

送給想感謝的人。他們可發揮創意，隨意貼上喜愛的圖案。 

  我負責照顧一個活潑好動且聰明的小女孩，她在我教導下，成功用貼紙貼出一間糖果屋。我更教她寫自己的名字和用英

文單字拼圖案。看著她笑容燦爛地到處炫耀製成品，我感受到她的童真和快樂，我也很滿足，內心甜滋滋的。其他組員遇到

較被動的學生時，都會耐心、親切地指導，如捉着他們的手一起製作。我十分欣賞組員的積極、盡力和投入。 

  不過，這活動並不能切合每位晨輝學生的需要，下次我會按照他們的能力和興趣，設計合適的活動。這經歷讓我學習到

如何幫助別人，也更了解智障人士。他們十分善良，也願意聽從指示，努力學習。我們不應歧視他們，反而應多給予關懷，

協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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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郭翠瑩 (10) 

  一段美麗的回憶…… 

  十月七日，我班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服務中度智障學童。由於不甚了解他們的能力及程度，也不懂怎樣相處，所以

我們十分擔憂。 

  當天下午，我戰戰競競地進入晨輝學校，在小花園等待分配班房。看到學生亂跑亂叫，我們加倍緊張。踏入教室，我們

沒有受到熱烈歡迎，他們都自顧自伏在桌上休息、或發呆、或大叫大嚷、或拍打桌子…… 

  我們打算分組教導學生製作面具及吊飾，讓他們與家人分享，一同感受節日氣氛。但我組兩人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

法引起他的反應，詢問他興趣和姓名時也得不到答覆。我們只好再想辦法，盡力表達誠意和融入他的世界。這時，我觀察到

他喜愛貼纸，便為他搜尋漂亮的貼紙，並細心地教他撕貼。於是他開始接納我，願意和我聊聊天。我們離開時，他更在我臉

上貼了心形貼紙。頓時，一股暖流湧進我的心間，令我倍感不捨。 

  這次活動令我明白，只要打開心扉，放膽和智障人士接觸，他們便會願意開放自己，邀請我們走進他們的世界。希望下

次有機會服務高度智障的朋友，能夠挑戰自己，盡我所能服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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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李文傑 (14) 

   十一月四日，班主任帶同我班前往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探訪智障學童。 

   探訪前的晚上，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擔心難以與晨輝學生溝通，也擔心他們對我組籌備已久的活動不感興趣。直至當

天踏入課室，有位可愛的小女孩出來迎接我們，種種憂慮才被親切、溫暖的感覺驅散。 

  我組負責照顧的學生年約七歲，他們天真活潑，令我放下心頭大石。第一個活動是填色，大部分學生表現安靜、專注，

有些更邀請我們參與。他們或會把顏色填在界外，又或會將整張紙填上同一種顏色，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享受過程。 

  其後，我們用卡紙、顏色筆和貼紙製作書籤。他們非常喜歡貼紙，興奮得手舞足蹈。有女學生叫我教她畫卡通人物，我

便捉着她的手，一步一步描繪。畫成後，她貼上貼紙，露出滿足的笑容，使我感到很欣慰。我們送上自製書籤後，便依依不

捨地道別，他們也揮手說再見。 

  這次服務學習帶給我很多反思。其實智障人士除了智力較低外，其他方面與一般人無異，更多了一分童真。所以我們不

應帶有偏見，應尊重他們。政府亦應投放更多資源，給予更多機會，讓他們可一展所長，活出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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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黃健誠 (25) 

    十一月四日，我班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進行義工探訪。我看到有學生被老師寸步不離地照顧，有些則安靜地坐在

長椅。我無法想像與他們相處的情形，更害怕要服務較我年長的學生。我開始想離開這裏。 

  接著，我們在花園裏聆聽社工講解，他簡單介紹處理突發事件的方法及提醒我們要學會尊重。 

  我們掌握了基本資料後，便進入教室「實戰」。看到一群活潑可愛的學生，外表也與一般人無異，令我開始改觀，並嘗

試投入與他們進行活動。 

  開始時，我們十分害羞，短促地介紹自己後，便拿出一本印有小熊維尼圖案的畫簿，教他們畫畫。我負責照顧的小妹妹

十分聰明，可以辨別各種顏色，畫的圖畫也很美麗。突然，有個男孩呼喚我到他身旁，但一會兒後又拉著另一個。原來他是

個喜歡「新鮮感」的學生，已經「換」了多個哥哥姐姐，真是可愛。 

  第二個環節是由別組同學表演魔術，雖然十分精采，但對晨輝學生來說，或許有點深奧，他們都看不明白。最後我們一

起唱兒歌，包括多啦 A 夢、麥兜主題曲、ABC 字母歌，原來他們頗有音樂天分。 

  我們依依不捨地道別，有位男孩更走過來跟我拍掌，說再見，令我很感動。我祝願他們能活得愉快、精彩。 

  這次活動徹底改變我對智障兒童的觀感，原來他們每個都有獨特的性格，而且各有所長。和他們相處也使我感到輕鬆、

愉快，因為他們不亂發脾氣，也不會動手打人。同時，我深深感到歧視智障人士是絕不應該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是有思想，

有生命的人。我希望有機會再到晨輝探訪，並參與義工活動，收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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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呂君康 (26) 

     十月十四日，我班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進行義工服務，對象是中度智障的學童。 

  晨輝大門帶給我一種熟悉感。社工講解活動程序及注意事項後，我們便分組進入課室。迎接我們的是熱情的老師和小朋

友純真的笑容，使我內心十分激動，決心要盡力服務他們。 

  所謂「萬事起頭難」，設備和物資都預備好，我們卻不知怎樣開始活動。導師便叫我們先介紹自己，我說：「我是康康

哥哥。」但小朋友好像聽不懂，繼續呆坐，氣氛有點尷尬。 

  開始第一個活動──唱歌，我拿著話筒邀請小朋友參與。看到他們手舞足蹈，投入的模樣，我感到滿足和欣慰。 

  由於時間不足，我們只能再進行一個活動——填色。我們將印有多啦 A 夢的白描紙擺在小朋友面前，他們便拿起蠟筆，

氣勢磅礡地畫來畫去，異常威武。我握著他們的小手，一筆一筆地畫。時間匆匆過去，我們帶著微笑離開，小朋友的笑容，

也比我們剛來時燦爛。 

  回到學校，我們一同反思、分享。縱然活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令我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愛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阻隔。

我們未必能和小朋友順利溝通，不太明白對方的意思，但大家都有純真的心，願意關心、服務對方。我希望再有機會探訪他

們，也相信這寶貴的經驗能伴隨我成長，時刻提醒我服務別人的重要。 

  



29 

 

3D 雷慧怡 (27) 

   十月十四日，我班到了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進行服務學習，過程中有歡笑有淚水，亦帶給我不少反思。 

  我們踏進教室，看到小朋友可愛燦爛的笑容，想不到他們原來是一群小惡魔。我們開始唱歌時，有位小朋友多次搶奪咪

高峰，又獨佔電腦點播歌曲。老師制止他時，他便大發脾氣，嚎啕大哭，我們都束手無策，只能交由老師處理。不過，有位

男同學的表現更令我驚訝，他竟捉著我的手，示意我一起拍掌。他出乎意料地投入，為我們帶來一點安慰。 

  畫畫時，我負責照顧名叫黃穎婷的女孩子。開始時，她對我不理不睬，沉醉在畫畫的世界裏。但我沒有放棄，仍然不斷

逗她說話，希望得到回應。一會兒後，她的嘴巴終於吐出字詞，雖不是完整句子，但已邁進一大步。我大受鼓舞，更加努力

嘗試。最後，她不但願意回答問題，還拿起蠟筆，捉著我的手，叫我一起畫畫，令我十分感動，果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道別時我們派發禮物，希望能讓他們滿足地離開，我們也可鬆一口氣。誰知，有小朋友分別因少了一份禮物和被老師沒

收禮物而大哭，然後更有如骨牌效應，一個接一個大哭起來。我們只能帶著遺憾和不捨離開。 

  這次活動令我領悟到，凡事只要鍥而不捨，努力嘗試，必定會成功，就像我用誠意打動對我不理不睬的學生一樣。我會

牢記這經歷，將來面對困難時為自己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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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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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學生感言 

4A 何樂晴(9) 

  我校與亞斯理社會服務處老人中心合作，於十月十一日，舉辦「長者學苑」活動。我班分為兩組，分別教授長者電腦和

手提電話的知識。 

   對我來說，長者可分為兩種：第一種的最佳例子就是我婆婆，她比我更早擁有平板電腦，而且是最新型號，操作亦十

分純熟；另一種則對電腦、手提電話等科技產品毫無認識。當天出席的長者，與我婆婆一樣，對手提電話和電腦的使用相當

熟悉。 

   起初，我對是次活動沒有太大期望。早上，我萬般不願意地起床回校，一邊打呵欠，一邊期待十二時到來，可以回家

繼續睡覺。負責老師講解後，屬於中四甲班的「長者學苑」便正式開始。 

    我在地下長枱等候長者到來，然後帶他們到二樓電腦室進行教學。我本以為，聽從老師指示總錯不了，於是我緩慢地，

一步一步教授。可是，那位婆婆吸收資訊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求知欲旺盛，問了一連串問題，讓我亂了陣腳！即使我早有準

備，仍不足以解答婆婆疑問。我手忙腳亂之際，「救星」終於來了！我的同學細心、詳盡地指導婆婆，我真被她比下去！ 

    活動非常順利，我們打成一片，笑聲處處。看到婆婆面帶笑容揮手道別，我放下心頭大石。雖然這不是我首次接觸長

者，卻是最難忘的一次。我以為自己準備充足，輕視了這次活動，結果……我明白凡事應有萬全準備，且不能自滿。我會在

平日努力準備、充實自己，以應付各種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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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劉瑩(18) 

  長者給你怎樣的印象？以前，我會回答糊塗、固執、守舊、難相處……但這個活動徹底扭轉我對老人的印象，更令我開

始喜歡與他們相處。 

  十月十一日，我參加了由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老人中心主辦的「長者學苑」活動，地點是我校二樓的多媒體學習

中心。我們負責教導長者使用電腦瀏覽網頁。 

  活動前兩星期，老師要求我們為活動設計簡報。我毫無頭緒，幸得社工提點，增添了我的信心。他指出很多長者的聽力

和視力都開始衰退，故此簡報的字體要放大及加粗，講解時也要放慢語速，語調要溫和清楚，顧及他們的需要。 

  活動開始時，我十分緊張，擔心簡報不夠清楚、表達不夠清晰。我們耐心地向長者講解網站的功能、使用方法，適當時

暫停教學，讓他們發問。一會兒，我的心便不再懸在半空。 

  大部分長者都能跟上進度，我們甚至要加快教學速度。他們的眼神真摯專注，態度熱情，而且勇於發問，勤奮好學。這

種學習態度一點也不輸時下年輕人，真令我有點自愧不如！ 

  下課時，大家都依依不捨地道別，他們誠懇的感謝是對我表現的肯定。我不禁喜形於色，心裏還有些飄飄然呢！ 

  其實長者很需要關懷和愛護，我們不應因覺得有代溝而拒他們於千里之外，更不應沉溺於個人享樂和電腦虛擬世界，而

忽略身邊活生生的人，畢竟他們能陪伴我們的時光不多。當我們與朋友談天說地時，他們可能正期待孫子孫女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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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這活動也使我反思香港現時的政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們不但要照顧家中的長者，也要關懷社會上為數

不少的孤獨長者。政府除了可從教育入手，宣揚「尊老愛老」的思想外，也可多舉辦長幼共融的活動，例如長幼興趣班。這

可讓我們更了解長者的需要，學會尊重、照料他們。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們應好好珍惜長者，讓他們感到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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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李智賢(15) 

   十月二十五日，是我班的服務學習日。一眾長者到我校參加「長者學苑」的手機和電腦教學班。 

   起初，我們以為製作教學筆記和素材十分輕易，後來才發現有許多需要留意的地方。例如字體不可太細小、說明不能

太複雜，「老友記」才能夠清楚了解內容，花了我組不少心力。 

   事前我擔心長者反應冷淡，不夠投入，又怕他們會瞧不起年輕一代。但原來他們很健談，願意真誠分享對社會或生活

的看法，絕沒有恃老賣老，輕視我們。他們亦曾抱怨家中生活過於沉悶，可見他們即使年老，仍有年輕的心，熱切找尋樂趣。

我們的年齡雖相差數十年，卻沒有代溝，彼此關係因遷就、溝通而大大拉近。 

    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長者學習使用手機的原因──渴望拉近與兒女的距離。他希望追上時代步伐，接近子女的

溝通方式，能夠互相分享、關心。這番說話使我感動不已，他不甘過著空虛和安逸的晚年，努力付出，改善與家人的關係。 

  經過這次活動，我深明事前準備工作的重要，必須有全面而周詳考慮。設計筆記時，我沒有顧及不同手機的差異，導致

教學出現阻礙。而且我忽略了長者對手機的認識程度，教學內容過於艱深，他們未必能理解。同時，我明白不應對任何人存

有偏見。我以為長者都是不好動和固執的，但其實他們很隨和，與我以前的想法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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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王凱琪(23) 

  十月二十五日，我班三十人一同擔任「長者學苑」的義工，教授長者電腦和智能手機知識，地點是我校二樓電腦室。 

  活動開始前，我十分緊張，因為我不懂如何與長者溝通，怕會有代溝，沒有話題。一眾長者安坐後，我鼓起勇氣，主動

打招呼。 

  我走到一位婆婆身旁，簡單介紹自己和活動流程。初時，我仍感到很大壓力，幸好她十分健談，和我分享生活點滴，僵

硬的氣氛便漸漸緩和，也加深了彼此認識。她不但細心聆聽講解，而且臉帶燦爛笑容，對我表示欣賞和鼓勵，增添了我的自

信。她亦十分積極，遇到難題時主動發問，更和我分享網上五花八門的益智遊戲。 

  除了學習電腦的心得和生活近況外，婆婆還分享了兒子讀書的心路歷程，讓我借鑑。相處過程愉快，我想到早前多餘的

擔心和壓力，禁不住笑起來。 

  這次經歷讓我發現與長者相處，並不如想像中困難。我以前認為長者大多食古不化，和時代脫節。但原來是錯的，那位

婆婆不但經常周遊列國，而且還鍾愛英語電影，生活多姿多彩。 

  活動完結後，長者提出一些可改善的地方，主要是指教學節奏頗急促，日後應調節時間和教學內容。總括而言，這次活

動擴闊我的視野，是數年間體會最深刻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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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區德成(1) 

  每逢星期六，我都會睡至中午，但十月十八日 ，我早早便起床，因要回校教導長者使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我已不是

第一年參與服務學習，所以沒覺緊張，反有點期待。 

  回到學校， 大部分同學都準備就緒，不久便進入教室開始活動。我負責教授一個七十來歲的老爺爺使用智能手機，對

我來說簡直易如反掌。他拿著手提電話，我則手執指引，講解使用 whatsapp 和下載應用程式的方法。我反覆教了兩三次，

他仍好像完全不懂。後來才發現我的速度太快，他根本跟不上。於是，我一步一步，慢慢指導。他不但留心聽講，更努力抄

寫筆記，這種求學態度連我也比不上呢！ 

  活動完結時，老爺爺跟我說：「如果我女兒能像你有耐性就好，每次她都說太忙，沒有時間教我。」聽後我不禁感到心

酸。 

  我認為這活動非常有意義，能讓長者學會使用智能手機和互聯網，不但閒時可解悶，更可使用通訊軟件和兒女溝通。不

過，子女願意花耐性和時間，回家陪伴他們，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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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郭嘉恆(12) 

   十月十八日，我班懷着期待又緊張的心情，參與我校和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老人中心合辦的服務學習活動──

「長者學苑」。目的是藉實際行動，培養同學關心社會、與人共融、服務社群的品格。 

   我組負責教導長者瀏覧天文台及購物網站等網頁。想到要面對一眾長者，心情難免忐忑不安。即使早有準備，也不敢

鬆懈，務求盡自己所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活動開始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位老伯伯不慎在梯間跌倒，大家都不知所措。我連忙扶他到地下長枱休息，老師

和社工也趕到照顧他。幸好有驚無險，他並無大礙，使我鬆了一口氣。 

    教學初期，我有點緊張，但漸漸便樂在其中。聊天時，難免有尷尬和沉默，但體會亦十分深刻。長者主動發問、學習

的態度，實在值得敬佩。我和一位健談的婆婆聊得正高興，卻到了道別時刻。雖然只相處短短一、兩小時，但我感到無比温

暖、親切。 

      這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改變我對長者的印象。我以為他們都十分嚴肅，但原來很和藹可親。和他們溝通、相處並

不困難，只要花點耐性，便能明白他們的想法。我們應主動關心他們，讓他們感到被愛。 

  雖然長者的身體機能較差，但是其積極樂觀，「活到老、學到老」的態度，很多年輕人都比不上。年輕人遇到困難，總

輕言放棄，甚至捨棄寶貴的生命。我們實在應向他們學習，珍惜擁有的一切，珍惜活在世上的每一天。 

     同時，這活動也讓我學到包容和忍耐等美德，希望將來有機會參與類似活動，學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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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陳淑婷(1) 

在我的眼裏，「老人」常與「麻煩」、「囉嗦」、「笨手笨腳」等負面字眼掛勾。我不願與他們聊天，總覺得即使我重

覆解釋，把嘴角都磨破，他們還是不會明白。然而，這次服務學習活動使我的看法徹底改變。 

  學校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和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老人中心合辦了「長者學苑」，由我們教授長者電腦和手機知識。 

  我組負責手機教學班，內容包括搜尋資料、設置鈴聲等。我們本認為兩小時的課堂，只能勉強把筆記內容教授一次。還

擔心若時間控制不佳，要把課程延至下一節。可是出乎意料，長者不但在短時間內學會操作，更孜孜不倦向我們請教下一節

內容。 

  我負責教導的長者，對手機不算十分瞭解。但她非常專注，努力抄寫筆記，又叫我教她使用瀏覽器搜尋資訊。臨下課時，

她更特意將新學的知識「實戰」一次，讓我看看有沒有出錯。 

  經過這次活動，我發現長者並不笨手笨腳和嘮叨，反而像謙虛好學的學生，認真做筆記，反覆練習，不恥下問。我更為

自己有時不及年過花甲的長者而慚愧：我把練習做一次後，僥倖做對就以為自己完全掌握，不再理會，實質一知半解；遇到

不清楚的地方，又不會及時請教老師，拖著拖著，就成了考試的絆腳石…… 

  同時，這活動使我反省對待長者的態度。我和家中長輩的相處並不算和諧，使我對長者的印象不太好，很抗拒接觸他們。

活動後才發現，真正問題在於我欠缺耐性。若我在家也能耐心和長輩聊天，不要聽到不中聽的話，就捂著耳朵或無視，便能

融洽相處。很多時候，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麻煩、困難，只要有耐心，一步步前進，便能排除萬難，迎難而上，最終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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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俞妙君(22) 

   九月二十七日，我班參加了「長者學苑」活動，而我負責教授長者手機知識。 

  我曾與嫲嫲居住，也曾到老人院服務，對長者有一定了解。加上學校早前講解了與長者相處的注意事項，所以我並不緊

張。 

  我們與長者打招呼後，便坐到他們旁邊。我服務對象是位健談的婆婆，她說女兒買了手機給她，但功能太多，她記不住

使用方法，感到很困惑。 

  雖然婆婆用心聆聽教學，可是仍學不會。對我們來說，掌握電話新功能簡直易如反掌，但對長者來說則十分困難。為了

加深婆婆的記憶，我一次又一次重覆講解，又寫下筆記和畫圖畫，讓她回家後能依筆記內容練習。 

  經過這次服務學習，我對長者加添一份敬佩之情。長者的學習能力隨著年紀增長而下降，但仍努力學習新知識，屢敗屢

戰，再接再厲，這種精神很值得年輕人學習。 

  同時，婆婆的分享使我反省為人女兒的態度。她說她曾詢問女兒如何使用手機，但女兒卻露出煩厭的樣子。令我回想我

對待母親的態度，感到十分慚愧。我期望自己能學會耐心教導別人，特別是養我育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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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陳浩榮(2) 

  十月四日，我班參加了名為「長者學苑」的服務學習活動，負責教導長者使用電腦和瀏覽網站。雖然只有短短兩小時，

但令我獲益良多，感到十分滿足。 

  當天早上，我和組員再次複習筆記，期望能發揮得最好，令長者更易學會。轉眼間，太極班完結，他們便到二樓多媒體

學習室參與電腦班。原來不少長者已掌握電腦的基本操作，很快學會我們教授的知識，甚至想加快課程進度。這使我十分驚

訝，他們的學習能力實不比年青人遜色。 

  過程中，長者的歡笑聲洋溢整個教室，看到一張張笑臉，我們感到很滿足，富有成功感，更有動力服務他們。 

  課堂來到尾聲，我和組員都確信，雖然我們不能提供最完善的課程，但必能為他們留下美好回憶。希望他們早日學懂如

何操作電腦，不須倚靠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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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陳璟璇(3) 

     今年已是第四年參與服務學習活動，初中那份緊張感已消失，取而代之是平靜、期盼。 

  十月四日早上，我班回校參與「長者學苑」。進入課室，聽過老師簡單提醒，我們便分組到地下接待長者，帶他們到電

腦室。 

  我主動坐在老婆婆旁邊，這個舉動把我也嚇一跳。我較內向，從不會主動和別人聊天，但看到長者慈愛的笑容時，心裏

似乎蕩起漣漪，促使我主動坐到她身邊。 

      婆婆不懂小楷英文，我便幫她把所有網址翻寫為大楷英文。可是我寫得太細小，將網址重覆抄寫三次後，她才看得

到，我驚訝自己竟如此有耐性。與中二服務學習相比，這次和長者的接觸更親密，一對一的形式似乎更適合我。 

      認識一個人不是短時間可做到的，這次相處不能令我們真正了解對方，卻打開溝通大門，為他日相聚奠下基礎，希

望再會時有機會更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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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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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學生感言 

5A 李懿靈(15) 

  一月時，我班參與了「耆英同樂日」，並設計一連串以「新年」為主題的活動，和長者一同玩樂。 

  根據以往經驗，我知道長者不一定行動不便或對活動欠積極。相反，他們對很多事物仍有興趣。所以我班設計了較動態

的遊戲，如「估歌曲」、「估新年食品」等。 

  一大早，長者便來到活動場地。他們友善地打招呼，邊聊天，邊等待活動開始。 

  「估歌曲」環節，長者都十分投入，熱烈地討論並舉手回答，更會主動邀請其他人嘗試，使各人都能參與。 

  「估新年食品」時，長者亦頗為踴躍，表現興奮。但至遊戲中段，仍有很多較被動的長者未曾參與。我們便更主動地邀

請他們，憑我們的口才和應變能力，最終順利完成活動。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班獻唱新年歌曲的環節。當我們邀請長者一起唱時，他們不單樂意同唱，還說了許多祝福話，

如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等。我感到十分窩心，本應是我們為他們服務，但反而從中感到愛和溫暖。活動結束，我們便歡送長

者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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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只是為滿足學校要求而參與義工服務，但這次經歷使我了解服務的真正意義。除了能學習與人相處、溝通技巧

外，更獲得快樂、感動和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這無價的收穫不是分數、成就所能比擬和

取替的。以後若有類似服務，我一定會更用心、更投入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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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伍宇江 (26) 

  一月三十一日，我們籌備已久的長者服務活動正式舉行。早上九時多，我已回到學校準備物資。 

  十時左右，長者陸續來到學校，幾位女同學到校門迎接，七八位男同學在小賣部旁等待接送他們到禮堂底。 

  我主要負責拍照，攝下同學與長者的互動。我發現長者比同學更大方，不但樂意拍照，還擺出各種姿勢，甚至拉著同學

一起拍照。他們很青春活潑，沒有半點老態，同學反而不太願意拍照，扭扭捏捏。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伯伯和同學的合照。伯伯年約六十多歲，笑起來無比親切，頭戴寬大的牛仔帽，白色的鬍子

長到胸口，加上一身牛仔裝，活脫脫就是西部的牛仔。相片中的他和同學都露出燦爛的笑容，如同家人，非常溫馨。 

  長者十分投入，踴躍參與。摺「毛巾蝴蝶」時，他們摺錯了仍再接再厲嘗試。經同學耐心教導，最終都能完成。大家把

摺好的蝴蝶舉起，我亦舉機拍下一幅幅照片，留住他們燦爛的笑容。 

  我的角色較像旁觀者，沒有直接參與活動和與長者交流，卻更能清楚看見他們歡樂的模樣，不會錯過任何臉孔。我用手

中的相機，攝下他們的笑靨，也被他們的快樂和熱情感染。只要付出少許，就能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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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馮鎮宗 (6) 

  義工服務往往給人意想不到的快樂和歡愉，過程雖短，但已足夠我們細味回憶。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班前往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進行義工服務，盼望以此回饋社會，並與長者共度愉快、難忘的

一晝。 

  儘管我們準備充足，但因經驗尚淺，仍感緊張，擔心活動和表演不適合長者而導致反應冷淡。幸好，我只是杞人憂天。 

  我們先玩猜謎遊戲，然後表演話劇－－改編版《白雪公主》，接著帶來神秘刺激的魔術環節，最後合唱經典歌曲。長者

反應十分熱烈，積極投入，令我們大受鼓舞。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猜謎遊戲，我擔任主持，長者則分成兩組比拼。他們反應雀躍，令我喜出望外，而且他們十分合作，

留心聆聽規則，使活動能順利完成。遊戲結束，他們更熱烈拍掌，使我知道一切努力都沒有白費。 

  我發現「老友記」原來很開朗，且全情投入遊戲。他們亦需要別人關懷，哪怕只是短短一句話。我對伯伯說：「天氣冷，

要多穿衣服，避免著涼。」他便報以溫暖的微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次活動實令我獲益良多，我學會籌備活動和與組員溝通、合作，也體會到對待長者需要耐心和真誠。 

        這次經歷非常深刻難忘，將來，我會參與更多義工服務，略盡綿力幫助其他有需要人士，如貧困人士、殘障人士等，

也能學習更多，擴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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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伍穎彤 (22)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班到了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服務長者。這次活動給予我機會與長者親密接觸，更深入了解

他們，也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 

   活動前一星期，我已密切籌備魔術表演，不斷練習，希望發揮得最好。踏上舞台前，我十分緊張，擔心表演不流暢。

可是看見老友記笑容滿面，我千斤的壓力便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很享受表演過程，加上長者十分踴躍，積極參與，又拍

手鼓勵，令我感動萬分。 

  表演後是送禮物環節，我們紛紛上前與長者聊天。我們主動的關心使他們感溫暖，他們亦樂意分享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健

康狀況，十分熱情、健談和友善。 

   這次探訪令我獲益良多，使我反思自己應多關心和體諒別人，也學會如何與長者相處。他們積極參與活動，且非常好

動和精靈，一改我對他們故有的印象。我會繼續參與類似義工活動，多和長者接觸，因為我很喜歡和他們相處。 

  



48 

 

5C 梁楚旻 (13) 

  二月十四日早上，我班到了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探訪長者。老師吩咐我在門口迎接長者，我便露出親切笑容，熱

情歡迎他們。 

  活動中途，電腦出現問題，但我們仍盡力表演，希望長者能投入我們用心設計的活動，玩得愉快。雖然有時候他們未必

有熱烈反應，但我仍會表達關心和嘗試帶動氣氛。 

  我組準備了賓果遊戲。當有長者勝出，我們便拍掌恭喜他；當有長者落後，我們亦鼓勵他再接再厲。其實，最重要的不

是勝負，而是過程的快樂。 

  最後，我們為長者獻歌，他們聽得十分陶醉。當我們邀請他們唱歌時，他們亦很樂意。因臨近農曆新年，我們便互祝身

體健康、出入平安。看到他們燦爛、滿意的笑容，使我感到快樂。 

  這次服務令我反思與家人的相處。「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我會珍惜時間，多關心家人，避免將來後悔。

同時，我也更了解長者，學到如何與長者相處。有些長者聽力不好，身體機能衰退，我們更應耐心對待，慢慢說慢慢聽，他

們才能感受到關心。我希望更多青少年願意關心曾為社會貢獻的長者，給予照顧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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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王童恩 (25) 

  我班於二月十四日到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參與服務學習－－「耆英節日樂融融」，與長者進行活動。 

   活動前，我們未曾接觸服務對象，不了解他們需要，因此設計活動和準備禮物時更要細心思考。因長者普遍較注重健

康，所以我組決定教授簡單的健康操，讓他們在家也能運動，強身健體。 

  我組是第一組出場，因此我們心情頗緊張。司儀介紹完畢，負責人卻說投映器壞了，不能播放我們準備的短片。於是，

我們改變策略，我負責講解動作，另外兩位同學則在台上示範，過程十分順利，長者都能輕易完成整套動作。最後，我們送

上小小心意作鼓勵。 

  之後，我們唱歌、玩小遊戲，與長者互動，各人都樂在其中。最後，我們獻唱班歌，為他們送上祝福。 

   總括而言，這次服務學習令我獲益良多。我明白事前準備的重要，充足準備能讓活動更順利進行。另外，我亦學會隨

機應變，活動過程必會有突發事件，就如我們無法預料投映器會壞，但靠著臨場應變便能解決問題。而最大的得着是學會與

長者相處，原來這並不困難，只要我們加點耐性和包容，也就能融洽相處。這次服務學習十分有意義，且充滿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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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郭巧兒 (10) 

     十二月十三日早上，我班在學校安排下，到了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參與「者英節日樂融融」，為區內長者服務。

我們精心設計了表演及緊張刺激、老少咸宜的遊戲，十分難忘。  

     討論表演項目時，我們遇到不少難題，有調皮的同學提出不設實際的活動，令討論過程混亂得很。幸好，在班主任帶

領下，談論有了結果。但設計遊戲時，我們又遇到挑戰。由於有些長者行動不便，我們只能進行較靜態而有趣味的活動。我

們絞盡腦汁，最後決定了「Bingo」、「世界之最」等遊戲。從中，我明白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必須經過細心聆聽、冷靜

思考、互相討論，才能作最好決定。而且聆聽別人意見可啟發思考，同心協力比單憑一己之力更能事半功倍。 

     當天，靠大家分工合作，終能順利完成活動。玩「Bingo」時，因長者的反應和眼力不太好，所以我們要在旁邊細心

指導。同學認真投入，長者亦展露笑靨，使我十分感動。我負責主持「世界之最」，雖然只有部分長者自願參與遊戲，但他

們都很投入。因準備不夠周全，我有點手忙腳亂，但幸好班主任幫助和提點我，才能順利進行遊戲。 

     有些長者很熱情，亦有些較冷漠。我不了解他們經歷的滄桑，但仍盡量給予他們一點點溫曖，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這

次活動使我學到和長者相處的技巧。又明白「眾人同心，其利斷金」，若同學不齊心，想必活動不會這麼順利，看到長者的

燦爛笑容，我也十分滿足。我會繼續參與義工服務，用我微小力量，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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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黃茗妍 (23) 

  十二月十三日，我班到了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為區內長者表演和一同玩遊戲。上午十時，我們已在學校集合，複

習流程。這是我們首次為長者籌備活動，因此特別用心，盡力設計適合長者的遊戲。從同學的表情，我看到期待。這亦是我

第一次擔任司儀，很擔心不能帶領活動和營造歡樂氣氛。 

  十時半，我們到達服務處禮堂，在門口迎接長者。長者陸續到達，我們換上親切笑容，連平日較害羞的男同學也變得主

動，邀請長者就座。我看到同學積極的一面，也感受到同學的團結一致。 

  長者安坐後，我面對四十多對歷盡人生五味的眼睛，深呼吸，開始介紹自己、學校名稱、服務目的，活動正式揭幕。 

  首先是表演環節－－大合唱「啼笑姻緣」。剛開始時，大家很害羞，不敢放聲高歌，直至中段，我們才敢高唱。長者與

同學的歌聲交融，打破了相差半世紀的隔膜，亦營造了熱鬧、和諧的氣氛。 

  表演環節後，遊戲開始。第一個遊戲是「估歌仔」，我們播放屬於長者年代的歌曲，讓他們猜歌名，他們都十分投入。

一位婆婆主動舉手，並認真回答問題，仿佛回到志學之年。 

  第二個遊戲是「bingo」，我們悉心教導，長者玩得興高采烈，中獎的表情如天真的小孩，教人會心微笑。 

  這次活動不僅令我看見同學熱心的一面，訓練了我的膽量，還使我更了解長者。他們並不如想像中嘮叨、麻煩，而且內

心渴望與人交往，希望得到重視和關心。只要我們真誠對待，他們也十分願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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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梁楚莉 ( 20) 

  有的人認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對滿頭花髮的長者尤為敬重；有的人看到長者就避之不及，不願聆聽他們經歷的風

風雨雨、生離死別，體會的人情冷暖。而我則覺得長者是「沉悶」、「嘮叨」的，但這次服務學習使我對長者有新看法。 

   某次德育及公民課，老師介紹了本年服務學習主題－－「耆英節日樂融融」。我們都嘆了口氣，因為服務對象又是沉

悶的老友記。而班上男生比女生多出好幾倍，缺乏耐性的男生怎樣與嘮叨的長者相處呢？這條比微積分難上數十倍的難題，

誰也不願接手，最後推給班會成員包辦。他們建議活動、人手分配、資金運用、場地擺設等，我們則補充細節。為免亂陣腳，

服務前我們彩排了一次，作最後準備，希望活動能順利舉行。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早早回校，浩浩蕩蕩走到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長者還未到達，我們已把埸地佈置好，班

主任和班會主席亦把握時間，提醒我們注意事項。一會兒後，長者陸續到達。他們面掛笑容，與三五知己同來。我們邀請他

們進禮堂安坐，並作簡單自我介紹，便開始活動。 

  首先，我們獻唱聖誕歌曲和張學友主唱的《愛是永恆》，送上聖誕祝福，然後玩遊戲。他們非常投入，我們有說有笑，

樂也融融。原來「沉悶」、「嘮叨」，只是我們對長者的偏見。其實他們也有年輕的一面，與我們打成一片，像老朋友一樣

談談生活鎖碎事。 

  活動快要結束，他們感謝我們抽空陪伴，還說這個上午，能一起玩簡單的小遊戲，已是最好的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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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英節日樂融融」完滿結束。這次服務學習給我機會與長者接觸，使我看法改變。他們需要的不是物質，而是溫暖

和關心。他們喜歡分享生活點滴，分享傷心與快樂。只是我們忽略了他們的需要，不願陪伴他們，使他們變得沉悶。我們應

多加重視，給他們溫暖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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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吳若蕊 (22) 

   「再見啦！」我看著公公婆婆的背影，心中湧起喜悅及滿足。照片中四名公公婆婆及我組同學的笑容，是由心而發的。

這天帶給我無比快樂，也使我對老人的看法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十二月二十日是「耆英節日樂融融」活動日。我們準備了一系列活動，在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與區內長者分享

快樂，也能讓我們學會服務社群及提升合作精神與責任感。 

  首先，我們獻唱了兩首歌－－《平安夜》和《愛是永恆》，除了配合即將來臨的聖誕節外，也能在寒冷天氣中給他們一

點温暖。 

  之後，我們分組玩「大電視」。我組同學負責做動作，老友記則負責猜詞語。四位老友記都很有活力和健談。當中有不

少有趣詞語，如「豬腩肉」、「打交」等，逗得老友記哈哈大笑。 

  接著玩「Bingo」，緊張刺激的氣氛瀰漫禮堂。 

  最後，我們即場沖曬照片，並寫下小小心意送給老友記作記念。 

  這次活動使我發現長者有用之不盡的精力，玩得比我們開心、投入。我亦學會耐心聆聽長者的話，他們樂意分享自己的

經歷。希望有機會再與他們相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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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鄧紫慧  (13) 

      十二月六日，我班到了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探訪長者及玩遊戲，這經歷十分難忘。 

   我實在低估了老友記，因自己有帶領團隊的經驗，以為跟他們玩遊戲毫無難度，後來我才「醒覺」…… 

   上午十時，我們準備就緒，輕鬆地出發。社工和老師叫我們彩排一次，也頗為順利。十時四十五分，老友記陸續到達，

我們一字排開迎接他們。看到他們精靈活潑、和藹可親，我對接下來的活動更充滿信心！ 

   「事不宜遲，遊戲馬上開始！」難題卻同時出現！我們認為很簡單的「傳聲筒」遊戲，對老友記來說卻很困難。他們

好不容易明白遊戲規則，卻記不住或聽不到句子。結果換來怨言和不解，不能享受遊戲樂趣。 

  我負責「估歌仔」遊戲，自以為聰明，準備了「懷舊金曲」，卻原來仍不夠「懷舊」，只有較年輕的老友記能猜出歌名。

為了遊戲「公平」，每組老友記都有機會回答問題，我們便提示他們，怎料卻引起其他老友記不滿。原來要跟他們開心玩遊

戲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當中還發生小插曲：螢幕上正顯示羅文的照片，卻「擺烏龍」播了許冠傑的歌！當想播放葉蒨文的《祝福》時，卻錯

誤播放純音樂！為了讓老友記猜到歌名，我便硬著頭皮唱了一句，提示他們，慶幸有老友記知道答案。 

   除了上述的阻滯外，活動大致順利，遊戲完結後，我們還送禮物和一起聊天呢。 

   這真是非常難忘，使我更了解長者。原來不是每位長者都像電視上的羅蘭姐、胡楓那麼樂觀、主動。我們應更主動關

心他們。我會再參與類似活動，為自己增值，也為長者帶來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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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Yee Chun Lok (22) 

 After finishing the activity, I learnt a lot from it. On that day, we went to Asbury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Centre to 

hold an interesting and entertaining activity for the elderly who lived in Kwai Chung. The whole activity was 

organized by our F5 student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in planning the event for the old people. Planning of games, 

buying the presents and starting the activity were just done in hurry. However we got success in it that the elderly,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showed their bright smile after finishing our activity. We tried to know them more 

by chatting with them. Although some of them did not show their kindness with us, we did not give up and we tried 

to invite them joining the games. The atmosphere of the activity was full of joy and their laughter filled the room. 

  In the activity, we knew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old people. We did not know what difficulties 

we would face in the process. We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by discussing with our team members. For example, 

the elderly told us that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s after we had finished our explanation of 

how to play the games. We tried to teach them one by one until they all knew about the games. Another example 

was that the songs prepared could not be played in that moment. Since we faced these technical problems and we 

could not fix them immediately. We tried to sing them out or use other songs instead. The problem was solved 

finally. From that, I had a new experience that could help me in organizing activities o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I also 

knew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eam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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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service learning activity, the image of elderly in my mind was rude, filthy, talking loudly and being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However I found that the old thought of mine is totally wrong. They were kind, 

warm and approachable. That was what I had seen during the activity. Although they were old and had difficulty in 

action, they tried to talk with us and shared their old memories with us. One of them even tried to seek help from us 

for the problems of his mobile phone that it showed their trust in us. They were easy to communicate and they had 

many things to share and teach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y were not stupid, but full of life experiences and wisdom. 

From now on, I will try to know more about elderly around me. My grandparents and the old woman lived next to 

my flat are kind to me and I should give my response to them. Old people are treasures of our society and we 

should see them as valuable and lovely one. We should respect them and listen to them with patience. That’s 

what we can do for them. If all the young people can do the things above, I believe that the elderly will be happy in 

their remaining life. In their youth, they had given a lot to our society in their youth. And now, it is the time for us to 

reciprocate their efforts and give them a hug to show our love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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