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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無邊界」
「教育無邊界」是由一群關注香港資源不足學生的
學習質量之本地家長，於2011年四月所成立的非牟利
機構。「教育無邊界」致力為資源不足的學生提供
適切的額外校內學習支援，並透過挑選及培訓高質素
的大學畢業生，為這些學生帶來啟導服務。

願景
每個年青人都有夢想，並能透過學習讓夢想成真。

使命
1.	 協助資源不足的學生，透過改善學習態度、動機
及自尊感，促進其學習及個人成長。	

2.	 栽培優秀和關心社會的大學畢業生成為榜樣及	
明日領袖，推動優質教育，讓所有年青人都能	
從中獲益。	

3.	 建立行之有效的友師啟導模式，提倡將其融入	
香港青少年教育之中。	
	

信念
1.	 維護公義
2.	 尊重別人
3.	 關懷弱勢
4.	 謙卑待人
5.	 堅毅不屈
6.	 獨特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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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停課，最早會在3月2日復課，仍待進一步評估。

教育局宣布進一步延長停課，最早於4月20日復課。

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原訂分階段復課安排需要延期，直至另行通告。

中學文憑試正式開考，由原定3月27日延期接近一個月。

教育局宣布分階段復課安排。中三至中五率先於5月27日復課。	

教育局宣佈，2500名中三至中五級跨境學生將於6月15日復課。

2020

疫情反覆，本地個案有上升趨勢，教育局宣布7月13日起，	
全港中小學將提早放暑假。

2月25日

3月21日

4月24日

5月5日

6月10日

7月10日

全港學校按原先擬定日期開學，所有面授課程及校內活動要暫停；
學校可以用網上課堂等其他模式進行教學。		

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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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以來，社會彌漫著
不安和恐懼的情緒，三月下旬本港疫情較為	
險峻，部分日子單日新增超過60宗確診個案。
人人都到處搜羅口罩，天天社交平台都充斥著
「兩盒thx」，口罩、食米和麵粉先後缺貨，	
不少上班一族更突然要適應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七月下旬部分日子單日更有
過百人確診。人心惶惶，這是你過去半年多的
生活寫照嗎？

因應疫情的變化，教育局在今年一月下旬宣布
全港學校停課，其後分別在二月下旬及三月
下旬，再度宣佈延期復課。停課期間，學校
持續審視情況，採取各項的措施，照顧學生的
健康和學習需要。有人說笑老師們都變成了
「補習天王」，迅速拿捏網上教學的技巧，將
教學舞台由課室轉移到網絡世界，跟在校園內
和學生的互動可以說是天淵之別。而今年的	
中六學生，連慶祝中學生涯結束的「Last	 Day」
（最後上學日）都失去了，文憑試亦需延期
進行；對於學校和學生，疫情的挑戰的確非常
艱鉅。

科技日新月異，各種網絡平台和學習資源
百花盛放，除了維繫恆常的課堂，我們還能
做什麼幫助莘莘學子呢？如此困難的環境，
如何可以維持學生的學習習慣呢？

校園生活停頓了，即使課堂依然能夠透過
網上平台進行，但對於學習態度和動機較
薄弱的學生，日子很容易變得失去方向和
焦點。甫教育局宣佈停課，「教育無邊界」
與今年合作的六間伙伴學校迅速啟動應變
方案，以友師和學生的健康為大前提，運用
不同的社交和遙距平台，繼續透過靈活的
個人化啟導關係，支援青少年的成長和
發展，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態度、動機和
自尊感。

平台改變了，但我們啟導年青人的決心從未
動搖。承蒙學校和各個社群與我們同行，
讓「教育無邊界」能持續以啟導的關係與
香港青少年同行。在此我們亦特別感謝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助
「賽馬會教育無邊界『友師同行』啟導
計劃」；同時亦非常感謝各公司、機構和
個別人士的捐助和協助。	

願我們都懷著這份並肩同行的精神，一起
跨越挑戰。

挑戰，有把你吞噬嗎？

李梓俊  (Kevin)
畢業友師 、 總編輯

寫於二零二零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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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型肺炎（俗稱「沙士」）襲港，接近三百人因感染而死亡。疫情嚴重打擊經濟，
市面一片蕭條。那時的你，不論是學生還是家長、教育工作者或是學校管理層，都一定不會忘記
那種每天提心弔膽的感覺。歷時五十多天的停課，當時仍在小學的筆者依稀記得，學校間中就會
將功課寄到家裏。

教 學校過往沒有全面推行網上教學的經驗，老師需時掌握網上教學
技巧和模式；網上互動亦難以確保學生的參與和照顧學習差異。

學
有些學生因科技設備及家庭原因，難以進行網上學習。少數族裔
和內地生亦由於返回居住地，因網絡限制而影響出席網上課堂，
或接觸學習資源。

評 老師難以即時評估網上學習成效，未能給予即時回饋。

「疫」境中的考驗

學校的挑戰
學校管理層過經歷「沙士」的考驗，上了管理學
重要的一課。時代不停進步，但考驗並沒有停下。
十七年後，「2019冠狀病毒病」來勢洶洶，停課
日數已遠超2003年的五十多天，帶來更艱鉅的
挑戰。我們訪問了本學年六間伙伴學校的校長和
老師，總結了學校面對的三大挑戰：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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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感受
今天的中學生，大多未經歷過「沙士」，或當時只是牙牙學語、蹣跚學步的嬰孩。面對常規生活
驟然變得如此不一樣，我們邀請了各伙伴學校的學生寫下他們最想念的事，總結如下:

學習的節奏

學習的氣氛

跟老師和 
同學的相處

課外活動

網上課堂的學習不及過往的多，
擔心成績欠佳。

學生欠缺各式各樣的運動和 
音樂等群體活動，生活乏味 。

在家學習難以集中，容易 
變得懶散。

學生嚮往在校園能夠跟別人
交流的時間。

整合觀察，思考出路 
剎那之間，教與學的進度偏離預先計劃的航道，學生的成長需要卻不會因為停課而減少。我們
都問，如何在荊棘叢生之中，為學生的成長繼續尋覓出路？遙距授課成為趨勢，科技亦能成為
啟導的平台嗎？多元的啟導方式能夠補足網上教學的不足嗎？	「2019冠狀病毒病」	這一課，我們
又學到了什麼呢？

過去多年在不同學校的觀察，我們深深明白教育和青年人工作的確不容易。老師們盡心盡力，
花盡心思唇舌，務求令學生專心上課、交齊作業，追得上學習進度。停課期間，雖說有視像
會議軟件和雲端硬碟的協助，但能夠全班同學準時出席遙距課堂，已經毫不簡單。要學生遙距
上課時積極參與，不做其他的事，或是交齊作業更加要難上加難。同時，不難想像有些學生
以為這是一個悠哉悠哉的假期。即使他們「放假放到悶」，自覺生活要有點改變卻無從入手。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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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再思
失去了校園的學習氛圍和社交生活，如果再沒把握好時間，生命可以瞬間變成一艘脫了錨、
壞了舵的船。我們懷著一顆為年青人燃亮未來的心，不忍看見他們因停課蹉跎了歲月；我們
樂見年青人在困難的時刻仍能撥開雲霧，找到曙光。學生即使留在家，如何能令他們找到
邁步向前的力量呢？他們需要的除了書本上的知識，還有什麼呢？除了考試分數，我們還可以
用什麼維度觀察學生的成長與改變呢？

以積極的行動回應需要
「教育無邊界」一直以校本活動、學習支援小組和個別啟導提升學生的自尊感、學習態度和
動機。友師肩負啟導的使命，跟年青人建立關係，發掘他們的優點，讓他們找到自己生命的
光芒。停課期間，我們迅速以「停課不停導」響應學界提倡的「停課不停學」，以個別啟導
作為起始點，強化亦師亦友的關係，了解學生停課期間的學習需要，並以簡單的活動與學生
檢視生活習慣，維持學生對學習的動力和熱誠，促使他們復課後能夠盡快適應校園生活。

至於我們每年舉辦的旗艦大型活動「夢想飛航聯校追夢日」(Dream	 Pursuing	 Day)，儘管前期
準備工作已接近完成，可惜受疫情影響，我們無奈取消當中的「模擬人生體驗」大型遊戲；
而「真人圖書館」環節則改為利用網絡平台，邀請嘉賓於線上分享他們的追夢歷程。

沿路攜手同行的伙伴
我們積極推動和安排各企業伙伴為學生們進行網上啟導。各企業夥伴的同事施展渾身
解數，以多元方式帶來不一樣的啟導體驗，讓學生加深自我認識和對外界的認知，增強對
學習的信心，探索屬於自己的發展路向。

「夢想飛航聯校追夢日」小冊子封面設計比賽優勝作品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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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後記】

學校是我們重要的伙伴，為學生建立恆常的學習時間表，也為啟導
的工作搭建了平台。同時教育工作者亦讓啟導融入學校的發展方向
和計劃。

五月疫情稍為放緩，準備復課之時，為了更深入了解學校的 
需要，我們走訪各伙伴學校，聽取校長們和學校管理層對這次停
課的想法。沒有學生的校園，的確少了一份朝氣，龐大的校舍難免
顯得冷清，但教職員仍是忙個不停為了學生的福祉和為應對不同的
情況的作準備。

我們由衷感謝各伙伴學校的校長和老師抽空接受訪問，
讓我們和讀者能進一步了解學校和學生們的需要。受訪中學的
數目雖然只佔全港數百間中學的一小部分，但他們的分享
卻有很多共同之處，相信都是不少教育工作者的心聲；
希望他們的分享能喚起大家對資源不足學生的關注。

社會各界積極回應這些學生的需要，特別在科技支援和設備上，
讓學生能夠有在家學習的設備（有人說笑這個年代寬頻網絡比飲食
和呼吸還重要得多）。當我們的友師能夠在網上接觸學生，即使
互動方式受到制肘，但無礙他們聆聽學生的需要，讓年青人尋找
學習的動力。

每間學校的友師和學生，都急不及待在下頁開始逐一分享他們的
經歷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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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聖書院	
2018-2020年伙伴學校	

「通過友師	Michael	 Sir	的問卷，我更加了解自己，逐步了解自己的
能力和未來的發展。雖然不知走向是否如此，但提前認知也是有點
幫助和意義的。Michael	 Sir	 看我的英語跟不上進度，他用了一些
方法提升我的英語水平。我確實也學到了各方面不同的知識，幫助
我更好的認知這個社會，讓我的前路不再這麼迷茫。	」

「Miss	Yoanna	在這段期間每星期都打電話與我談天，我亦請教她英
文上的疑難。她會推薦一些美劇，令我有學習動力。我們也訂立了每
天記錄生字的目標，令我保持固定學習，和學懂時間管理。她傳達很
多正面觀念，令我在這段時間不再那麼無聊，每天過得更充實。	」

高振皓 (中三學生) 

容榮基 (中四學生) 

分享 

啟導同行的力量
友師 Miss Yoanna + 中三學生張沛穎 (Polly) 

」
啟導同學的心聲 

友師	 Miss	 Yoanna	 在一次傾談中得知	 Polly	 比較擔心復課後
趕不上進度，有機會影響選科。平日	 Polly	 習慣在補習社溫習
和完成功課，回家後就休息。停課期間補習社關閉，家裡也
沒有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對她而言，在家學習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Miss	 Yoanna	 邀請她先分享近來的生活，再一同檢視及
討論如何調整時間表，建立每天學習和拉筋的習慣，準備復課。

Polly	 表示，寫時間表前自己懶惰得很，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圖書館、學校、補習
社都沒開放，欠缺一個她能集中精神的寧靜環境。訂立清晰的目標和時間表後，
生活變得充實，亦有意志去改變自己。Polly	 現在每天都會抽時間拉筋，並花時間
溫習和做家課，建立在家學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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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2018-2020年伙伴學校	

友師	 Miss	 Chan	 最初接觸家鈺時，家鈺不太會主動說話，但傾談中發現家鈺很
喜歡畫畫，便以畫畫的方式進行啟導，跟家鈺探 討 自 我 形 象 和 理 想。停課
期間，	 Miss	 Chan	 邀請家鈺透過畫筆表達很難跟別人說的想法，讓她暫時放下
煩惱，從興趣中找到自己。

家鈺記得當時的心情有點鬱悶，自覺沒有優點，亦不被別人需要。
成績欠佳亦為她帶來壓力，不知道未來該走什麼的路。透過畫畫，
她除了能釋放壓力，亦更了解自己和找到發展方向。	 Miss	 Chan	 亦很
欣賞家鈺做事用心、注重細節；思路亦很清晰，想法成熟。

「學習是無止境的，在那裡都可以學習，我從友師	Miss	Cheung	身
上學到堅持和堅毅。疫情期間，友師都很積極聯絡學生，關心我們
的健康。疫情打亂了我們正常的作息，讓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學
生沒法上學，但友師會和我在	Zoom	進行啟導，讓我跟上學習和提
醒自己要自覺去完成，去堅持。友師的堅持值得我們學習，她會像
關心家人一樣去關心學生。」 鄺曉津 (中四學生)

「我從	Miss	Chan身上學到關心別人。跟	Miss	Chan	聊天可以分享我
開心和不開心的事，令我的心情平靜。她是一個很開朗的人，給我
不少關心和鼓勵，我慢慢學習關心別人，人際關係也變好了。我有
英語的煩惱都可以問她，減少了我對學習英語的壓力，增加了我對
英語的興趣，真的非常感謝	Miss	Chan的教導。」

任穎欣 (中三學生)

分享

」
啟導同學的心聲 

啟導同行的力量
友師 Miss Chan + 中三學生陳家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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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喇沙中學		
2018-2020年伙伴學校	

「我從友師	 Miss	 Yoyo	 身上學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我要關懷別人；
她常在我的學習進入迷霧時給予我關懷，使我不至於進入誤區。	
謝謝	Miss	Yoyo	這幾個月來的陪伴。」

「學校停課毫絲不影響我學習英文的動力。我每日提升自己對
英文的見識，遇到困難時便請教友師	Miss	Winnie。我也學會做人的道
理，遇到英文的難題時，Miss	 Winnie	 會跟我說：『只要你堅持下去，
就一定會有收獲！』正因這句話，落 魄 的 我 再 次 給 激 勵 了 起 來，
那 股 衝 勁 又 回 來 了！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往後我會更加努力改變
這一切！友師讓我從一個懵懂的少年，漸漸地知之甚多。」

陳偉強 (中二學生) 

胡焯榮 (中三學生)

分享 

最初	 Hugo對友師	 Miss	 Yoyo	 特別凶和不客氣。友師想不到
原因，便經常在小息、英文課時在他的班房內遊走，打算一查
究竟。隨著接觸愈來愈多，	Miss	Yoyo	發現	Hugo	是一個口硬
心軟的小漢子，他和別人相處需要慢慢地培養信任及安全感。

他口說不會幫人，但卻默默地照顧其他人和做好自己的本份；他在英文小組時很
專心，每次問問題也會舉手，又會幫忙清潔黑板和抄筆記。友師認為	 Hugo	 有很多
優點，但他卻很少肯定及讚賞自己。恰巧停課時他和	Miss	 Yoyo	分享他與爸爸共渡
的美好時光，例如砌模型、行山、煮飯。Miss	Yoyo	透過這個機會和他一起反思每個
活動的得著和感受，讓他從個人經驗中學習欣賞自己，從而推動及鼓勵自己發揮
所長，在生活當中應用出來。

啟導同行的力量
友師 Miss Yoyo + 中二學生謝子聰 (Hugo) 

「 」
啟導同學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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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涌蘇浙公學		
2019-2021年伙伴學校	

「Miss	 Janet	 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聊得來，可以像朋友一樣
談天；她也很樂於助人，例如在我們考試前積極地幫我們學習。
還有她會好認真對待每一件事，那次在校園小記者的課堂上，很多
人走堂，還有人上堂不專心，但她還是很有耐性；還有一次在新年
的時候，她煮了湯圓給同學們。在我心目中，她真的是一個很優秀
的友師，也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榜樣。」

屠穎 (中二學生)

「我從友師	 Miss	 Kiko	 身上學到的是認真。其實還有許多，但令我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她 很 照 顧 學 生，每當我或其他同學有負面情緒的
時候，即使她十分疲累，也會抽時間來跟我們聊天。在平時甚至
假期的時候，她都會問我們學習上有什麼問題，令我認為她是一位
令人敬佩的友師。」

陳淑怡 (中三學生)

分享

啟導同行的力量
友師 Miss Janet + 中二學生周可盈 (Joey)

友師	 Miss	 Janet	 剛剛認識	 Joey	 的時候，對	 Joey	 的印象很陌生，
因為她通常只會靜靜地坐在課室裡看書，和她對話時她也只會應
「嗯」，顯得十分害羞。後來熟稔後，她告訴	 Miss	 Janet	 她的夢想
是成為一名甜品師，她更十分雀躍地表現出她對這份職業的熱誠！
隨後的每節啟導環節，	 Miss	 Janet	 都和	 Joey	 探討如何由現在的
學習為未來作好準備。停課期間，Joey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中，
Miss	 Janet	 鼓勵她善用時間去嘗試製作不同的甜品，同時每週溫習生字和看英語
電影學習英文，以便日後出國學習烘焙時可與其他甜品師交流。

雖然	 Joey	 覺得自己比較容易忘記學習到的生字，但這種輕鬆的學習方法不會帶來
壓力。她知道自己只要再花點心機，便會成功。

」
啟導同學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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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會中學
2018	-	2020	年伙伴學校	

「很開心今年學校來了一位新的英文老師，Miss	 Anson	 像我的朋友
多過我的老師，從她身上我看到英文並不困難，跟她相處很舒服，
很感謝學校今年給了我一個新老師，到明年	 Miss	 Anson	 離開後我
也會跟她保持聯絡。	」

「疫症期間，我從	 Mr.	 Marshall	 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首先有「一日
五詞」計劃，就是每天利用所學的文型和詞彙作句，重溫自己
所學。其次還有線上英文遊戲活動，讓我可以在一個輕鬆的氣氛下
學習英文。除此之外，還有用	 Google	 Meet	 協助我學習一些基本
英文文法，讓我打好英文底子，可說是獲益良多。」

王小陽 (中三學生)

張焯揚 (中四學生)

分享 

」

啟導同行的力量
友師 Mr. Marshall + 中五學生劉希強 (Paul) 

啟導的工作不單是促進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帶動學習應有的態度和精神。停課期
間，友師	Mr.	Marshall	和	Paul	間中交換英文日記，了解大家停課期間的生活，一起
探討時間管理。

他們數次以	Google	Meet	一起學習英文文法和生字，Mr.	Marshall	亦
發現	 Paul	 寫的英文日記越寫越豐富，很欣賞他盡力學習，亦非常有
恆心學習英文。而	 Paul	洞悉自律的重要性，一步一步學習英文，看
見自己的英文有進步。

啟導同學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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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培中學		
2019	-	2021	年伙伴學校	

「友師	 Miss	 Joyce	 不斷地鼓勵我學習英文生字	 ，我每一天都會把
學到的英文生字分享給友師。Miss Joyce 付出了很多時間給我。
我非常感激她，希望能學到更多英文，不會浪費她的付出。我也
學會做每件事也要堅持才能成功。」

黃嘉琪 (中三學生)

「停課期間，友師	 Miss	 Heidi	 和我在網上聯絡。我們一同談論如何
有效學習英文，然後我每天寫句子。一開始我無從下筆，但隨著
每天的堅持，下筆時漸漸變得順暢。我也從Miss	Heidi	身上學到有效
學習生字的方法。在這些過程中我明白到，要堅持和不斷累積經驗
才會有成果，日後我會帶著友師教授的方法繼續前進。	」
霍金鳳 (中四學生)

分享

」

啟導同行的力量
友師 Miss Joyce + 中三學生湯尉璇

停課期間，Miss	 Joyce	 一直與尉璇保持聯絡	 ，	 為她尋找個人
或學習上的成長機會。她們都有聊到「拖延」帶來的影響。	
Miss	 Joyce	 問尉璇：「有什麼事情是你一直都想做，卻遲遲
未開始做的？」她說是溫習預備考試。

想戰勝「拖延」，唯有靠著一次又一次的堅持來操練。Miss	 Joyce	 提出成為
尉璇的學習伙伴，邀請她分享溫習筆記，並期望她能持之以恆，為自己的生活和
學業努力。	尉璇本來以為這個	「漫長假期	」	會懶懶閒閒地渡過，想不到能夠用
視像通話和Miss	 Joyce	 溝通	 ，定下目標，每星期二、四、六會做兩頁的筆記，
提醒自己溫書的習慣！尉璇亦以藉此鼓勵其他同學	「You can do it！」 。

啟導同學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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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伙伴合作啟導項目	

FPF	x	TUF		
English	Explorers:	Door	to	the	World	-	I-travelling	

UBS	x	TUF	
Cross	Generational	Mentorship	Programme

Telstra	x	TUF	
Online	Career	Mentoring	Program	

PwC	x	TUF	
"Walk	With	You"	Mentoring	Program	

「教育無邊界」致力推廣和拓展啟導的影響力，
除了有賴學校提供平台讓友師跟學生建立關係，
具影響力的商業伙伴的參與亦是非常重要。他們
不但捐助支持啟導的工作，亦鼓勵員工一向響應
參與啟導，為學生帶來嶄新的視野和提升他們對	
社會的認知。

透過與企業伙伴一同策劃啟導項目，更多專業人士
能夠參與啟導，體驗和認識啟導的重要性。以往，
友師會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商業機構參觀及進行啟導
活動，令學生增廣見聞。這次面對疫情，各企業
伙伴處理應變方案時，仍不忘與我們繼續攜手發揮
影響力	。

今年我們分別與	Fitzroy	Philanthropic	Fund	(FPF）、
PwC、Telstra	 Foundation	 及	 UBS	 一起肩負啟導
的使命，當中舉辦的活動非常多元化，包括網上
動畫、個人分享、小組及個別啟導，務求增強
互動，提升學生認識自己和學習的動機。

每個啟導項目亦按學生的需要制訂；有的旨在提
升學習英語的動機，有的則集中啟發學生尋找
未來的路向，有的鼓勵朋輩之間建立啟導文化。

擔當啟導者並沒有年齡的要求。活動的參加者有
現時或過往伙伴學校的學生，我們深信他們今天
得以被啟蒙的話，明天就能夠成為別人的啟導者。
而在項目中的啟導者，亦會跟別人分享這些寶貴的
經驗，未來讓同儕一起繼續支持啟導的工作。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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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亦積極回應
年青人的需要，成為他們啟導者，解答他們在
尋夢過程中的困惑。我們有幸得到EMpower 的
贊助，將過往的「真人圖書館」搬到網絡平台，
一連五個星期的周末，分別邀請了心理學家
Karis、幼稚園教師Kenna、電競選手 Aaron、
化妝師 Isabel和調酒師Cyrus，分享了很多豐富
的行業資訊和處世之道，讓學生認識未來不同的
事業選擇。

企業伙伴及分享嘉賓給學生的
八個學習與成長貼士

01. 讀書多一點，機會就多一點。

02. 語言和溝通能力很重要，同學要學好英文，學習跟別人溝通。

03. 各方面裝備自己，有技能傍身，做什麼都容易成功。

04. 學習克服壓力，是一輩子的功課。

05. 認清自己，了解自己優點和缺點，才能發揮個人魅力，建立個人形象品牌。

06. 不用太多顧慮，勇敢嘗試，才知自己適合什麼職業。

07. 很多行業都存在激烈競爭，同學要堅持和持續進修，彰顯自己價值。

08. 別只看人家的風光，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只有用心付出，才會有收穫。

EMpower	X	TUF	
Virtual	Human	Library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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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帶有「啟發」和「引導」的意思。啟發是讓人在思維和人生觀上有所突破，
從而確立積極樂觀的處事態度；當你感到停滯不前時，啟導者便會引導你無堅不摧地
走下去。啟導不一定只是上司對下屬、老師對學生、父母對孩子。啟導需要雙方付出，
以正面和雙向的關係帶動改變，因此下屬也可以啟導上司、學生可以啟導老師、孩子
可以啟導父母，彼此互相學習。

「教育無邊界」每年邀請態度正面積極的大學畢業生成為啟導友師。今個學年的友師
初出茅廬便面對外在環境帶來艱鉅的挑戰，但他們依然心懷壯志、滿腔熱情，一直尋找新的
方式接觸年青人。我們深信每次啟導年青人，都是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啟導的過程
對於他們亦有獨特的意義。我們邀請了每間學校的友師以比喻的方式寫下他們對啟導
工作的感受。

2019-2020學年之啟導友師

互相學習的旅程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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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就如一場啦啦隊表演。人生是一場充滿喜怒哀樂的奧運會，
有同學擅長的比賽，也有不想面對的情節。啟導友師運用不同的
舞蹈和口號鼓勵同學嘗試，陪伴他們經歷挑戰。同學的反應也促進
友師的成長。

疫症在啦啦隊和選手之間築起了一道牆。友師和同學需要花更多
能量重拾生活，維繫彼此。我們同樣為社會而擔憂，為未來而
迷茫。在網上授課以外，友師時刻關心同學的近況，讓同學表達
自己的感受。在亂世中學會自處，是疫情給予我們最寶貴的一課。

許文聰 (Marshall) 

啟導工作有如低音大提琴般，默默地在同學心中發揮了鋪墊的
作用。低音大提琴總是樂團中不起眼的角色，但不能忽略它的
影響力；渾厚低沉的音色，為樂章的增色不少。停課期間，對於
同學來說友師的存在未然起眼，但友師的同行和鼓勵對啟導關係
極其重要，讓同學更信任我們之餘，亦陪伴同學度過這段孤獨而
艱難的日子。

啟導工作未必在短時間內見效，但長遠卻有着深遠而不可替代的
影響。雖然我們與同學相處的時間不長，但在同行的過程中我們
一起立下根基，陪伴他們不斷探索，發掘自己的潛能，並鼓勵
他們勇敢為實踐夢想踏出第一步。

陳映言 (Anson) 

啟導是一項跳高運動，橫竿的高度會因運動員的能力而異，就如
每位同學都有不同的學習基線及需要。同學是運動員，友師是在旁
指導的教練，因應同學的能力，調較合適的橫竿高度給他去嘗試。

雖然很多同學都會害怕踏出第一步去試跳，但通過友師的不斷
鼓勵，並肩同行給予支援協助，同學會慢慢克服心裡的恐懼，發現
自己的潛能，有信心將橫竿的高度逐漸提升，最終一躍而過，跨越
理想的高度。吳贇歡 (Winnie)

啟導是一把圓規尺，友師是伸縮筆桿，學生是針腳。初次使用
圓規，大家認為它只能繪製圓形，就好比很多同學都以為自己
只是一個普通的圓，即使站在中心，亦無法突破圓的限制。停課
期間，同學滯留在圓心，一動不動。友師把握這個機會，與他們
並肩環顧360度，一起探索如何運用時間，鼓勵他們畫出一個
又一個的圓。時間給予我們和同學機會認識自己的興趣和夢想，
同學會發現自己的潛能遠遠多於一個圓；他們會發現自己還能
描繪出三角形、五邊形⋯⋯啟導是在圓形的基礎上，帶領針腳
繪畫出更多讓人驚喜的圖形。

黃嘉瑤 (Yoyo)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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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就像潛水運動，潛水並非個人的運動，一個人的視線有限，
需要彼此信任的伙伴在旁，保持交流，互相協助。這正如友師和
同學的關係，友師帶領同學下潛，發掘嶄新的事物，探索未知的
世界，亦和同學一同面對他們埋藏於心的疑慮、困惑。同學也開拓
了友師的視野，讓友師看得更多，了解自己更多。

疫情期間，我們遇上不少的挑戰，另一方面也作出很多新的嘗試，
例如利用視訊軟件聯絡同學，繼續啟導的工作。雖然少了很多與
同學見面交流的機會，但我們的關係沒有因此而疏遠，我相信這些
經驗會成為大家回憶裡難忘的片段。

李雅詩 (Yoanna) 

江世威 (Michael) 

啟導就是塗改液。友師在每位同學身上都找得到失敗過的痕跡，
我們的工作是鼓勵他們面對失敗並從這些經驗中學習，而不是為
這些失敗而感到羞恥。

塗改液的作用是幫他們在出錯的地方放一個記號，然後勇敢面對並
改正。同學也許沒辦法克服失敗的陰影，所以友師便跟他們一起
用塗改液把這些陰影都刪掉，並給予向前看的動力。即使依舊看到
從前錯誤的痕跡，沒關係，這是在提醒他們反省和學習過後，要再
重新出發。

張鈺蕊 (Katrina)

啟導就像在吹奏雙簧管，不論是去尋找適合的簧片，還是練習和
保養，都需要花時間和有耐心。吹奏者花時間去揣摩合適的簧片，
如同友師們也得花時間去認識每個同學的特性和需要，尋找和整合
最適合他們的相處方式。吹奏時只有適當的力氣才能吹響雙簧管，
就如帶動改變也要相對的力氣去推動同學。

疫情期間，友師跟同學的相處時間少了很多，亦因環境的變數，
友師也要時刻留意同學的狀態，多給他們支持和鼓勵，讓他們
知道在逆境中也有人陪著他們同行。

陳采詞 (Sonia) 

孤		點		遍落處
閃出		曳搖火		光
透		映		道道		黝黑
捕捉		聚		凝		散		落

織																								縷
凝																點
聚								合
線線絢光

燃蠋	明燈	火仗
結索連線	摺疊成	面	

煉就	三千世界
	探戈起舞	於光影間

啟·························連絡·························導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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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是一場獨特的爵士樂演奏會。青少年對自己的身分價值感到
迷茫和模糊，就如一位樂手在演奏會裏，手上握住一把結他，卻
未能掌握它的特性。友師除了與同學同行，一同挑撥琴弦上的
音符，聆聽它的音色，更細心留意與同學的互動，抓住展現同學
個性的機會，反覆實驗不同組合與節奏的效果，配合樂手的狀態、
心情，準備隨時變奏，奏出一首首令人驚喜的爵士樂曲。

在停課期間，環境充滿變數，友師更需要觀察自己與同學的狀態，
捕捉剎那間的時機，將變數變成機會，嘗試新的方法進行啟導。

高茵茵 (Heidi) 

郭嘉穎 (Joyce) 

啟導就像小時侯音樂課那件簡單而矚目的響板。響板由兩塊木板所
組成，以繩子串起來，木板互相擊碰時便會發出聲音。這些木板
就像友師和啟導學生，繩子就是我們接觸學生的平台——學校。

響板缺少了其中一塊木板便發不了聲，就像啟導師生的並存和合拍
至為重要。停課初期，我以為啟導工作缺少了見面的時間，就如
木板沒了繩子的撮合，不能發揮功用。但有賴學校快速和適時的
應對，並對我們的的信任，使我們得以找回那道與學生聯繫的
橋樑，讓他們在疫情中也不孤單。

羅碧君 (Kiko)

啟導的工作像鉛筆刨，將年青人的內在潛能一層一層發掘出來。
每個人有有屬於自己的優點和才能，只是未必每個人都留意到。

友師就是筆刨上的鋒利刀片，把一枝看似平平無奇、筆頭鈍了的
鉛筆琢磨，讓其發揮價值。停課期間，我一直和同學保持聯絡，
並和他們一同探索他們的興趣和才能，也有鼓勵他們作出不同的
嘗試，向目標一步一步邁進。看到同學們的努力，也不時提醒了我
要在工作和人生路上繼續燃燒心中的熱誠，不要讓這團火熄滅。 劉可怡 (Janet) 

啟導工作就如划艇，啟導友師和學生其實是共坐一條艇上，往目標
前進。有趣的是，划艇和啟導一樣，我們是背對終點的。這並不
代表我們不在乎啟導的成果。相反，我們把啟導的重心放在過程，
更在乎自己能否與同學同步，繼而調整自己的呼吸節奏和狀態，
讓這條艇在茫茫大海中，仍然奮力邁向目標。

停課期間，雙方缺乏了面談和互動的機會，更需要我們去達至
同步。同學們久待在家、未見師長朋友，又要配合不同的安排
調動，時常會無所適從。這時候，友師需要運用各種途徑去接觸
同學，掌握同學的狀態和變化，並不斷調整自身和啟導計劃，力圖
跟上同學的每一槳和每個呼吸。

感言



21  教育無邊界

很多人都好奇，除了友師自身擁有優秀的特質外，背後還有什麼神奇的魔法，讓他們迅速
能夠成為別人的啟導者呢？也許他們背後沒有什麼神奇的魔法，但卻有很多支援他們的
伙伴。

項目團隊會對友師的工作進度給予適切的支援，定期與友師檢視和計劃各校園項目，亦會
安排各類型的培訓和領袖發展活動；畢業友師亦透過	 Buddy	 Scheme	 分享工作心得，
承傳友師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並在挑戰中為他們打氣。此外，每位啟導友師的專業	
Personal	 Coach	 也一直是他們的同行者，讓友師更宏觀去探討解決工作的疑難，亦讓
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優勢和發展需要。且看他們為友師們送上的鼓勵與祝福：

最近我問啟導友師他們最想做到甚麼，多位提及「靈活應變」
這事情，其實也是態度。受疫情影響下停課，上一次發生類似
事件已經是2003年，當時我們的啟導友師比現在他們服務的
學生還小！

友師一開始要適應學校甚至社會經濟活動停頓，只能在家工作
而無法在學校見面接觸學生的情況，確實有點措手不及。但
他們慢慢體會到，自身的學習和同學的學習相近，可以互相
分享，更明白到社經地位較低的同學在家面對的學習挑戰。
即使是一個電話、一個訊息，友師們都仔細思考和探索如何於
每次接觸同學時能夠更貼近和了解同學的需要，從而表達
關愛，陪伴和鼓勵他們繼續學習。

啟導的美妙之處在於友師和學生能共同成長，跨越了社交
距離；這次，他們走得更遠。

陳慕賢 (Chloe) 
項目經理

友師的背後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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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話：「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會用來形容為
啟導友師在過去四個月因疫情而停課的最大經歷、學習、
收穫與成長。從農曆年假期後不能恢復上課的又驚又喜、至
等待復課的患得患失、至感覺復課無期的手足無措、到決定
與機構一起反客為主，拒絕讓啟導工作停擺；友師們使出
渾身解數挑戰環境甚至地域限制，透過虛擬平台接觸學生，
陪伴及協助他們在不一樣的學習歷程中繼續學習。

我見證了友師們對學生啟導的信念與熱誠、對工作的毅力與
承擔、對踏出安舒區的決心與勇氣，使每一位的臉上少了
一份幼嫩，多了一份成熟與自信。能夠夥拍這樣非一般的
年輕人，心裏充滿感恩，也讓「學習」成為了我的喜樂。

王倩婷 (Sandra) 
項目經理

這個學年，教育的工作顯得特別不容易，亦格外重要。當過
友師，很明白想為同學做到更多，卻要面對很多限制的心情。

在這段必須以遙距教學的期間，我看到友師們依然不斷應變，
尋找和創造機會和方法來啟導同學，而機構也為友師和伙伴
學校作最好的支持和配合，真的很欣賞和佩服。我很相信您們
的努力會為同學們帶來不少得著的！

葉雅研 (April)
畢業友師

Catherine Eidens
Personal Coach

友師們除了聰明有能力之外，最令我欣賞的就是他們會選擇
為了讓自己更有效貢獻TUF和同學學習目標，以完全開放和
正面態度，從自身出發，努力發展自我。看到她們在疫情
當下，受到各種挑戰的考驗時，都能有着正能量，思考自己
認知之外的看法，並願意去改變。我珍惜並體會年青人的對
困難的看法，他們輕鬆不勉強亦不畏懼的態度，是我們成年
人可學習的機會。大家繼續加油啊！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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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幾個月，我感受到TUF啟導友師在個人、家庭、
工作上的挑戰。跟很多人一樣，他們要面對、應付各式各樣
突如其來，從沒遇見過的情況。我看到的是他們實事求是、
努力嘗試和學習的態度；當然間中也有不安、猶豫。過去
數月，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看到他們懂得利用這段非常
時期以及當中的體會，思考比較深入的題目。非常欣賞他們
多角度分析事情的能力和態度，同時對自己有所要求。未來
或有更多不可預期的挑戰，我相信大家仍能在過程中繼續
學習成長。努力啊！

Angela Lai
Personal Coach

疫情期間，友師們迅速適應環境需要，一邊在網上進行
受訓，一邊和同學在網上進行啟導工作，和同學一起成長
學習。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做啟導和團隊工作，友師們訓練
自己靈活學習、耐心和意志力。

面對逆境的能力是個人發展的一大關鍵。希望友師和同學們
把每一個困難時期都變成成長的踏腳石，即使在困境中也能
散發光輝，並盡最大的能力幫身邊的人揚升。

陳佩兒 (Patricia) 
畢業友師

Through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I've witnessed the Mentors 
I've been coaching matur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mselves 
in a new way. More time to themselves (which may be painful 
or welcome!), more space for them to reflect and grow, 
daring to ask themselves the important life questions about 
what actually matters most to them.  Congrats to all of you 
for your tenacity, patience, and courage to learn and grow! 
I encourage you to persevere, ground yourselves in what 
matters most to you, and continue to give as much as you’ve 

been doing!

Mathilde Poirieux

Personal Coach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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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詩句很貼切地形容了疫情期間學校停課給
我們帶來的嚴峻考驗和重要啟示，從而引領
我們在逆境中成長。

首先，考驗在於我們要面對不少變數，也看
不清未來。我們本着團隊精神，盡力守護
機構的核心價值，繼續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及
培育他們成長作為首要任務。我們清楚明白
項目和活動只是媒介，我們的使命在於與青年
人同行，啟導他們茁壯成長和造就良好改變。
在這清晰的信念下，我們的團隊勇於嘗試，
從而創造了許多新的可能。與此同時，我們在
伙伴學校的支持下，透過網上或電話方式，
努力嘗試接觸學生，把啟導工作和各種學習
活動移師至互聯網上進行。我知道友師們在
過程中吃了不少閉門羹，亦相信他們被
「甩底」了很多次，但他們都沒有因此而
放棄，這亦是我最為他們感到驕傲的地方。
友師們的堅持給同學帶來一項很重要的訊息
──他們時刻都得着別人的關心和珍惜。這種
堅持亦成了同學們學習的榜樣。

此外，這次考驗也帶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
同學們的回應和改變，令我們和學校更肯定
啟導工作的價值和重要，因為它能適切及
有效地回應年青人成長的需要，那就是同行、
聆聽、鼓勵和榜樣。

友師循青年人的興趣，引發他們的學習
動力，陪伴他們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自學
方法。他們幫助同學們了解自己，鼓勵他們
嘗試踏出第一步，實踐自己的興趣，從而在
過程中欣賞及肯定自己，逐步建立自信心。

最後，這次考驗也令我們每個人都成長了。
在復課前的團隊會議中，同事們一起分享各自
的反思，當中談到如何讓謙虛、感恩和耐心
作為我們的力量。每一個人都可以是我的
老師，每一種經驗都可以成為我成長的養分。
誠然，「為他人提燈點亮自己」，啟導工作
就像提燈人，當我們照亮年青人的路向，輔助
他們成長，過程中我們也在照亮自己。

在此，我衷心感謝每一位同事、伙伴學校
校長、老師、同學、我們慷慨的義工和
捐助者，在過去一段十分困難的時間裏，
在有限的條件下，我們都努力在沒什麼要求的
情況下踏出了第一步，在學生的成長上創造和
實踐了新的機會，為啟導工作開發和形成了
新的路向。我們堅決相信前面的路，也將會
因着我們的熱誠、努力和信心而繼續開闢
出來。

考驗·啟示·成長
「在我前面沒有路，在我後面路已形成。」-	日本近代詩人	高村光太郎

李忻琴 (Maria)
執行董事

寫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執行董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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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啟導及教育支援計劃」 伙伴學校 2019 - 2020
(按英文名稱排序)

衷心感謝以下的捐助機構 ， 支持教育無邊界的工作和發展

賽馬會教育無邊界「友師同行」啟導計劃捐助機構

其他捐助機構	(按英文名稱排序)

Leung Hon Hung 
Scholarship Fund

The PCD 
Charitable Trust

中聖書院 香港布廠商會
朱石麟中學

新界喇沙中學

葵涌蘇浙公學 獅子會中學 深培中學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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