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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都擁有內在資源，他們都像種

子般，只要得到合適的滋養，便會茁壯

成長；透過校本朋輩輔導計劃，讓學兄

和學弟在成長路上結伴同行，以生命影

響生命，培育學兄成為高階領袖， 「先
安內」 關顧自己的全人健康， 「後對
外」 帶動別人正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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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正向改變

校本朋輩輔導計劃校本朋輩輔導計劃

教學理念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高永祥老師高永祥老師

劉建基老劉建基老師師

所屬學校所屬學校
皇仁書皇仁書院院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五中一至中五

▼左起：劉建基老師和高永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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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計其數。無奈名額有限，部分學生落選亦在所難免，

他們又會否感到失落呢？

高老師指出，教師會給予落選 「組爸」 的學生正面
的回饋，讓他們明白在面試的過程中亦有得着，學會成

長，並鼓勵他們裝備好自己，日後再申請。他指出成長

模式中有一金句 「挫錯不用怕，成長要靠它」 ，不少落
選學生不但能理解當中的意思，還能實踐出來，積極準

備一年後再來挑戰。

坦然面對得失 教師化身同路人

雖然每學年有很多學生渴望成為 「組爸」 ，不過亦
有學生自願放棄這個崗位。高老師憶述，他和其他輔導

組教師曾一致認為，有一個學生具備擔任輔導副總領袖

生的特質，卻原來他從中一級開始，便希望加入學生會

服務同學。他明白推卻輔導副總領袖生的崗位後，一旦

參選學生會落敗，便再沒機會重回輔導的崗位，但他仍

然堅持自己的志願。 「雖然他最後真的不幸落敗，但他
能坦然面對結果。我很欣賞他達到 『第三度誕生』 的境
界，能夠作出有意識的選擇，並接受成敗得失。」 高老
師說。

劉老師則表示： 「教師和學生其實都是同在成長的
路上，學生有學生要面對的事情，我也有我這年紀要解

決的困難，即使我們如何避免犯錯，有時也會遇上挫敗，

只是我們要懂得盡快補救。」 他指出，該校學生都很有
主見，有次跟一個學生彼此意見不合，他按捺不住情緒，

說話激動。事後，他即時反思，認為自己應包容學生的

獨特個性，在溝通技巧和語氣上應多加注意，後來他得

知該學生亦有反省。 「教師也是成長路上的同路人，只
是我們更快察覺自己的不足。有時我們也會與學生分享

自己的失敗經歷，給學生借鑑。」
潛移默化 不執着勝利

計劃強調輕看成敗，思考自身。兩位教師表示，部

分家長從小灌輸孩子 「成王敗寇」 的價值觀，令學生執
着於 「勝利」 。他們坦言，難以一時三刻改變這些學生
的觀念，只能靠教師和 「組爸」 作楷模，在潛移默化下，
培育 「組仔」 成長。

「組爸」 每學年籌辦 「教養錦囊」 講座，向家長分
享自己相信和實踐的信念。 「由他們去分享，對家長而
言很有說服力，因為家長在他們身上看到此套信念真的

能夠實踐，並看到他們具備的優良素質，有時家長給予

他們的評分比我們的還要高！」 高老師笑說。
兩位教師指出此計劃已推行十年，正好是梳理和檢

討的時候，而這次獲獎更加強化了他們一直堅持的信念。

輔導是與人有關的工作，須花上很大的心力和時間，雖

然有時會感到疲累，但仍有不少感動時刻支持和鼓舞着

教師。有 「組仔」 「眼濕濕」 分享 「組爸」 對他的輔導，
有學生認同 「沙維雅成長模式」 而決意成為社工，凡此
種種，相信已帶給兩位教師比獎項更重要的肯定。

不少家長強調孩子要 「贏在起跑線」 ，期望孩子在
人生的競賽中做一個 「長勝將軍」 。不過，高永祥老師
和劉建基老師注重的，並不是學生能否成為一名強者，

而是能否 「破殼而出」 ，成就 「第三度誕生」 。
「第三度誕生」 的說法源自 「沙維雅成長模式」

（Satir Growth Model），學生經歷 「第三度誕生」
後便能坦然面對成敗，並能作出負責任的選擇。要幫

助學生達到這個境界，高老師和劉老師帶領輔導教師

團隊推展 「大學之 『導』 朋輩輔導計劃」 ，猶如大學
盛行的 「組爸、組仔」 制度，由高年級的輔導生作為
「組爸」 帶領中一和中二級的 「組仔」 ，經歷體驗活
動，在過程中共同成長。

「組爸」 的責任重大
傳承傳統 「兄弟情」

皇仁書院的傳統非常重視 「兄弟情」 ，推行此朋輩
輔導計劃後，這份手足情誼更是有增無減。 「組爸」 的
責任不只看顧 「組仔」 ，更要輔導 「組仔」 健康成長。
此計劃包括一系列活動訓練 「組爸」 ，讓他們對 「沙維

雅成長模式」 和 「第三度誕生」 有所了解，並與 「組仔」
在成長小組活動中靈活運用，引導 「組仔」 作出正向改
變。

除了平日與 「組仔」 的互動， 「組爸」 更需要籌備
迎新營、迎新日、分享講座等，工作毫不輕鬆。高老師

表示信任學生有能力籌辦迎新營，他說： 「輔導組教師
每學年在挑選 『組爸』 的過程中，已肯定了 『組爸』 的
個人特質能勝任輔導的工作，而我們安排的訓練也加深

了他們對成長模式的了解，因此， 『組爸』 籌備活動時，
懂得抓緊和傳遞 『第三度誕生』 的要旨。」 劉老師補充，
此計劃已推行十年，歷屆 「組爸」 亦很希望把經驗傳承，
樂於指導學弟籌備活動和解決問題，因此，他們籌辦的

活動目標明確，創意和質素更逐年提升。

學生擔任 「組爸」 ，無疑是在學業之外加添責任，
還需付上額外努力和時間，但是每年主動申請成為 「組
爸」 的學生都超出名額，而中二學生想繼續成為 「組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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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師在小組中分享個人經歷和心得

▲輔導老師、 「組爸」 和 「組仔」 在早會分享 「第三度誕生」 的實踐
經驗

▲迎新營其中一個必備活動是 「模擬人生」 ，讓 「組仔」 從中領略
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 「組爸」 和 「組仔」 在小組互動中建立信心和健康的人際關係
▲劉老師在成長小組課聆聽 「組爸」 和 「組仔」 分享生活體驗

◀ 「核心組爸」 訓練新手 「組爸」 如何帶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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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爸」 與 「組仔」 的雙贏成長路
「組爸」 獲信任全權籌辦大型活動，不單能增強他

們的組織能力，更能深化他們個人成長的信念。中一 「組
仔」 透過迎新日和迎新營、社際閃避球賽、學科講座、
定向比賽和 「歷耆定向訓練」 ，學習坦然面對成敗和得
失，尊重自己、別人、不同場合和情境，為自己的學習

負責任，以及敢於做負責任的抉擇。中二 「組仔」 則透
過 「高效習慣工作坊」 及 「和平動力營」 ，學習從內到
外的領袖範式和有效處理衝突的技巧。

培育明日領袖的優秀素質

我們透過信任和賦權，讓 「組爸」 在各大型活動中
帶領小組反思，培養他們的高階領袖素質，展現領導能

力。 「核心組爸」 在構思迎新日和迎新營的活動時，會
對應個人成長信念的解說重點，並在中一 「教養錦囊」
活動中，以短講、話劇等形式解釋 「教養錦囊」 ，讓家
長深深體會切合本校學生

特性的有效親子溝通模

式，此活動獲家長高度評

價。中五 「組爸」 亦會聯
同輔導組教師或帶領 「組
仔」 在早會分享實踐經
驗，營造 「第三度誕
生」 的氛圍。

觸動人心的成效

輔導組教師從各方面喜見學生的成長，以及學生之

間所展現的深厚兄弟情。

身份認同

學長與學弟自發地互稱 「組爸」 與 「組仔」 ，可見
同學之間彼此關顧的關係。學長在擔當 「組爸」 時 「表
裏一致」 的表現，亦說明他們從心底裏認同 「全人楷模」
的信念，以及看重兄弟情。

「三代同堂」 的兄弟情
上屆 「核心組爸」 自發出席每年的迎新日和迎新營，

以示支持現任 「組爸」 。兩屆 「組爸」 及 「組仔」 一同
享受那份令他們自豪的兄弟情。上屆 「核心組爸」 定必
參與現屆 「核心組爸」 的活動後反思，並將心得傾囊相
授，此乃他們以擔任 「組爸」 為榮的佐證。

「大學之 『導』 朋輩輔導計劃」
此計劃的對象包括 「組仔」 、 「組爸」 和 「核心

組爸」 。
我們透過整合四個學理（ 「沙維雅成長模式」 、選

擇理論、高效習慣、正向心理學），釐清個人成長的信

念，運用學理設計個人成長輔導內容。此計劃的目標是

讓學生能達到 「第三度誕生」 ──坦然面對成敗、得失，
並作有意識和負責任的選擇。鑑於計劃的願景能激勵人

心，故能感動教師和學生支持此計劃。

嚴謹的程序甄選 「組爸」
中三、中四學生如欲於新學年當 「組爸」 ，需經歷

小組面試、體驗活動和兩天的校本訓練，輔導組教師透

過觀察和面談，仔細和客觀地判斷哪些學生較能體現 「沙
維雅成長模式」 的信念。我們會勸勉落選學生接納當下
未是最合適的 「組爸」 人選，非失敗者，鼓勵他們運用
在甄選過程中的學習所得，在其他渠道服務同學。這信

念深得學生認同，每年申請當 「組爸」 的中三學生高達
七十餘人。

「全人楷模」 的培育過程
「組爸」 透過校本培訓活動，掌握解說技巧和學習

如何使用校本成長教材之餘，更要繼續內化成長模式和

選擇理論的信念，方能在知識、技巧、態度和反思能力

上以生命影響生命。為此， 「組爸」 需接受多個外間機

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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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爸」 、 「組仔」 進行中一成長小組活動

面試訴衷情

在每學年的 「組爸」 面試中，不少準 「組爸」 分享
「組爸」 對他們的正面影響。他們表示 「組爸」 幫助他
們融入 「皇仁」 的校園生活，引導他們發現和改善自己
的性格弱點，更表示 「組爸」 為了正面影響他們而戒掉
壞習慣。面試的學生在分享時眼泛淚光，表示 「組爸」
進入大學後跟他們的情誼仍然不變。這些真誠的回饋，

深深感動每一位輔導組教師。

動人的成長

我們被 「組爸」 和 「組仔」 的成長和正向改變而觸
動。例如有訓導組領袖生運用從當 「組爸」 所獲得的知
識和經驗管理他的團隊，有 「組爸」 運用 「沙維雅工具」
分析自己說謊的原因，有 「組爸」 能衝破內向性格而變
得主動，積極爭取當 「核心組爸」 ，亦有落選 「組爸」
的學生能坦然面對失敗；有 「組仔」 立志當 「醫人」 的
醫生，更有 「組仔」 努力自我完善，改變作息習慣，專
心上課等。

其他持份者的認同

學校非常支持我們，讓輔導組運用較多人力資源參

與此計劃。我們喜見通識科教師願意將部分成長教材納

入課程內容，語文科教師轉告我們，學生在課業內分享

此計劃對他們有幫助，可見本計劃亦備受各持份者的認

同。

結語

朋輩輔導計劃直教我們 「生死相許」 ，因為我們能
陪伴學生成長，見證他們的正向改變，這是我們的預期

成果。

構的培訓；更需在每月送給

自己最好的禮物─—反思報

告中記錄跟 「組仔」 的互動
歷程，以及分享個人成長和

未來發展的目標。事實上，

許多 「組仔」 都以 「組爸」
為他們的楷模。我們亦持續

作專業分享，讓輔導組教師

能按學理給予 「組爸」 回
饋，在每月 「師生互勉」 大
會中給予學生支援。

着重反思和體驗的成長小組活動

我們設計成長小組活動和培訓 「組爸」 ，均着重引
導 「組仔」 反思和分享體驗， 「組爸」 和 「組仔」 彼此
分享和回饋。

每學年有超過

60個中一學生

自願在新學年

參加中二朋輩

輔導計劃，可

見學生確實體

驗到成長小組

活動能幫助他

們成長。

10-11位

「核心組爸」
帶領 「組爸」
籌辦多項大型活動

52位中四及中五 「組爸」
帶領成長小組

全級中一及60位中二 「組仔」
參與成長小組及大型活動

▲ 「大學之 『導』 朋輩輔導計劃」 架構圖

全人楷模

▲有意當 「組爸」 的學生參與體驗活動和訓練

▲ 「組爸」 接受歷奇日營培訓，
踏出 「安舒區」 。

▲中二級的 「和平動力營」

▲ 「組爸」 在中一迎新營帶領小組

▲新、舊 「核心組爸」 在中一迎新營進行解
說

全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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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觀察 「組爸」 與 「組仔」 的公開對談，適時點撥。

-3度

「大學之 『導』 朋輩輔
導計劃」 培育 「明日
領袖」 的優秀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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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教師對輔導工作充滿熱誠，積極推

展 「大學之 『導』 朋輩輔導計劃」 。此計劃
融會多個學理，以 「立己立人」 為學生個人
成長目標，悉心設計成長小組教材，為學生

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經歷。小組教師善用朋輩

輔導計劃，有系統地從 「認知」 、 「情感」 及 「實踐」
的層面，培育學生 「明日領袖」 的優秀素質，孕育朋輩
間深厚的兄弟情，讓學生在成長路上結伴同行，健康地

成長。整體策劃周詳，成效顯著。

朋輩輔導計劃的對象是中一全級學生及中二自願參

與的學生（ 「組仔」 ），每四位 「組仔」 由一名中四或
中五學生（ 「組爸」 ） 帶領進行成長小組活動。 「組
爸」 要具備作為 「組仔」 全人楷模的素質，輔導 「組仔」
正向改變。中五輔導領袖生 「核心組爸」 在整個群體中
作楷模，發揮高階領袖的影響力，領導 「組爸」 籌辦一
系列大型活動，掌握解說技巧。

小組教師在成長活動課善用提問技巧，引導學生反

思和應用所學概念分析問題，適時點撥，強化學生正面

的價值觀，給予他們適切的回饋，並從學生親身經歷的

生活事件中，有效引導他們應用 「自尊錦囊」 ，檢視自
己內在優秀的潛質及初步定出改進的方向。 「組仔」 用
心聆聽，坦誠分享。 「組爸」 在分組輔導活動的表現良
好，在小組內耐心地解釋 「自尊錦囊」 的內在資源，帶
動 「組仔」 分享個人感受，並因應 「組仔」 的反應提出
問題或建議。 「組爸」 態度誠懇，展示關懷及耐性，溝
通與表達能力俱佳。

小組教師身體力行，感染同儕，帶領輔導組成員與

各科、組分享有關學理、教學實踐及交流意見，能促進

不同科組協力培育學生全人發展，成功建立以 「全人楷
模」 及 「同行者」 為校本特色的核心信念。他們努力推

動家校合作，加強家長教育。小組教師持續進修，在校

外擔任成長課程的義務導師，積極協助推動業界發展相

關的工作。

整體而言，小組教師具備卓越的專業精神和領導能

力，反思力強，持續優化計劃，充分展現自我完善的精

神。他們持守 「生命影響生命」 的信念，將輔導理念和
相關的學習元素，如 「自尊錦囊」 ，融入早會和學科，
讓學生學會處理情緒，接納自己，客觀分析別人行為背

後的動機，有效營造關懷、尊重等正向的校園文化，達

到 「知」 、 「情」 、 「意」 、 「行」 的培育，成效卓越，
「立己立人」 的兄弟情已成為師生感到自豪的傳統。

學校網址：
http://www.qc.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高永祥老師

學校電話：2576 1992

學校傳真：2882 4546

電郵：qcctkwc@gmail.com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qc.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高永祥老師

學校電話：2576 1992

學校傳真：2882 4546

電郵：qcctkwc@gmail.com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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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與訓輔工作一脈相

承，兩者都相信學生可以改

變、能夠改變，通過引入 「正
向心理學」 的理念，教導學生
恰當地運用自己的 「性格強
項」 ，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
觀，活出豐盛人生。

活出豐盛人生

正向校園文化正向校園文化

教學理念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尹紹光老師尹紹光老師

温衍超老師温衍超老師

關仕倫老關仕倫老師師

所屬學校所屬學校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學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

蔡家慧老師蔡家慧老師

黃佩思老師黃佩思老師

▼左起：衍超老師、黃佩思老師、尹紹光老師、▼左起：衍超老師、黃佩思老師、尹紹光老師、
蔡家慧老師和關仕倫老師蔡家慧老師和關仕倫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