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 校 長 的 話

新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一波接一波，令到學生長時間不能回校參加面授課堂，就算進行面授課堂亦只可以半

日上課，同學與老師接觸的時間大幅減少，以往課堂上熱烈的討論，互動性的教學活動亦因課時銳減，在

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盡量減少在面授課堂中進行，令到本來多姿多彩的學校生活，變成了單一乏味的課堂

或網上課節，同學在學校的時間大幅減少，間接直接影響了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同學與同學之間的關

係，這一切一切尤其對中一新入學的同學來說影響致大。學生在課堂以外參加的學校活動或校際活動在新

學年開始到今天，大部份仍然停滯不前，同學從課堂外的得到的學習經歷，差不多等同零，對他們是一項

很大的損失。對中六級同學來說，更是一項莫大的挑戰。上課的日子一再縮短，老師們早前計劃好的練習

、測驗、甚至模擬考試都須要改期或作出題目上或時間上的改動。更之，恢復實際回校進行面授課堂的日

期至執筆時，仍未能確定，雖然，2021香港中學文憑試已延期至四月二十三日開考，同學於停止面授課堂

的這一段時期，很難獲得老師面對面的鼓勵及支援，他們心中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學校希望在可行的情

況下，盡力幫助學生預備好去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試，不少老師也不時要求學校可以容許中六學生回校參加

補課，但很多時候都受到其他客觀因素所制肘，而無法安排。

在疫情籠罩下，除了學生的學習受到嚴重的影響，學生於停止面授課堂期間的個人身心健康都是學校十分

關注的。輔導組、校本支援組、學校社工、各班班主任於這段時間內，仍然想盡方法給予有需要的學生相

應的支援，班主任透過陽光電話向學生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及查詢有關網上學習所遇到的問題，輔導組及

校本支援組的老師們除了教導學生如何在疫境下保護自己，也會幫

助學生在情緒和學習上所遇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老師們自暑假

至今的日子裏，除了要努力適應新的教學常態，亦要不斷為學生提

供適度的輔導，他們不辭勞苦地努力工作，我在此謹由衷地感謝他

們所付出的一切。

我深信同學及老師們會繼續攜手在這一個不一樣的學年中，克服

困難，向前邁進，像龍一樣在廣闊的天空中翱翔，一起去捕捉更

美好的明天。

輔導組成員:

 龍的天空

林國成副校長、黃志明老師(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朱嘉玲老師(輔導主任)

余健峰老師、張嫣琪老師、陳笑卿老師、葉偉強老師、黃兆德老師、

葉文康老師、周偉林老師、蘇恆達社工、方詩婷社工、

劉嘉琪教學助理、陳穎琦教學助理

  2021年3月
九龍工業學校輔導組專訊

聆聽 | 鼓勵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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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紀越長，就越鍾愛「想當年」。在靜謐的空氣中，傾
聽著悠揚的樂韻，
令我不禁憶起難忘的孩提往事。

我是一個真真正正的「60後」，能擁有一對簇新的皮鞋，
於那個年頭的每個小孩子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心願。但
對我而言，可謂有喜有憂。我家的管教甚嚴，父母希望我
們能自立，凡事勿過分倚賴，要憑毅力解決困難。童年的
我，最懼怕的就是接過新皮鞋後，既要自己處理「穿鞋帶
」的步驟，每天上學又要花費一段時間「繫好鞋帶」才可

起行。這等等工序，我都是從「觀察」別人而自學得來的。印象中，家人也從不
為我購買沒鞋帶的鞋子(包括布鞋)，那時我祇有抱怨，總不領會家人的苦心。日
復日，年復年，縱然我的「繫鞋帶」功夫現在也經常受別人取笑，可能是自創的
關係，又複雜又古怪(不過十分穩固，終日不會鬆開)，但回想起來，父母的出發
點是要我從生活中接受磨練，從經驗中獲取進步。

 又記起一件鎖事。那個年代，全家可以到茶餐廳享受美食，這實在是「難
能可貴」的機會。於小孩子的心目中，餐廳內芸芸食物裡，紅荳冰的吸引程度可
算為「珍品」了。在高身的飲杯底部盡都是一層又一層的紅荳，杯的中部是甜透
心脾的糖水，而頂部是半圓形的冰球，堪稱夏日的最佳消暑飲品。眼見心儀的紅
荳冰擺在自己面前，我真想立刻享受杯內的紅荳，奈何要跨越杯頂的冰球，委實
並非易事。我耗盡心思，運用手上所有餐具，也不能完成任務。更不幸的是我竟
然打翻了這杯心愛的飲品。於極度尷尬的場面下，最後當然獲得父親既嚴厲又詳
盡的「指導」。少年的我，就祇好垂下頭，默默的接受教誨，心裡有說不完的懊
惱。事隔多年，我對於紅荳冰仍猶有餘悸，直至自己年紀稍長，才漸漸解除這份
恐懼。可是反覆思量後，我體會到這一記縱然難堪，但教曉我處事務必按部就班
，態度也要認真謹慎，出亂子的機會就可以避免，更可爭取別人欣賞的目光。

歲月匆匆，往事如煙，生命的巨輪不斷向前滾動。驀然回首，少年往事也隨著時
光的流逝而淡忘。可幸的是這些人生點滴，直接或間接的造就著我的生命進程，
讓我在處事為人上獲得無形的提醒，又督促並鼓勵我邁步人生路，而這股潛藏的
推動力，都是我由兒時累積得來的。昔日少年的我，又怎會理解家人背後的用意
，又怎會諒解家人的管教。

 於同一天空下，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今日的我，終於豁然明白了，
而你又如何呢？

林 副 校 長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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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同學今年要度過一個不一樣的學年。除要適應新的學習模式，
亦要面對升班帶來的挑戰。爸爸媽媽應如何幫助子女面對、處理壓力和困難？

文：廖嘉懿
(衛生署健康促進處臨床心理學家) 
文章轉載：明報

調整心態先做好 疫情開學無煩惱

不同人面對的問題和壓力來源都不同，父母可多與子女溝通，了解
他們面對什麼學習困難及憂慮，從問題的根本入手處理。
以下都是家中學習經常碰到的困難，包括：
 1 | 學業 | 功課太多，難以應付欠缺支援，較難向師長同學請教
 2 | 社交 | 與同學少了相處和溝通容易孤單和情緒低落
 3 | 健康 | 活動和運動時間減少，未能舒展身心，產生負面情緒 

認識潛在挑戰，為在家學習做好準備

誘導孩子分析，協助解決問題
父母了解子女面對的潛在問題後，可協助他們想出可行的解決方法。例如：

  1 | 若子女在網上上課時遇到困難，家長可教導子女先把問題記下，留待課後向
      導師發問，或請教爸媽或同學。
  2 | 若因未能與同學見面而影響情緒，可在問准同學爸媽後，安排適當時間讓子
      女與好友談天
  3 | 若子女的生活欠缺規律，父母可協助子女共同編訂時間表，建立有規律的作
      息時間；亦可安排學術以外的活動(如運動、勞作)，以培養自律和促進均衡的
      身心發展。家長也可因應子女的能力，培養他們如何獨立解決問題。

在新的學習安排下，子女可能會出現複雜的情緒。
例如不用回校上課，感到自由之餘，卻又擔心追不上學習進度。
父母可以嘗試探取以下的方法：
1 | 鼓勵子女分享感受，梳理思緒，紓解心中困惑
2 |每天找時間與孩子輕鬆談心，例如問他們「今天有沒有事情想和爸媽分享或
傾吓？」、「有什麼事情爸媽可以幫手？」，打開話閘子
3 | 透過耐心聆聽和溝通﹐深入了解子女的看法和需要，紓緩壓力及負面情緒，
協助他們以積極態度過渡逆境，為日後回校上課做好準備

鼓勵分享感受，為日後回校上課準備心情

寓家務於娛樂，培養責任感
學校除了傳授知識，同學還可透過承擔班務、協助師長或同學而培養責任感。那
麼在家學習如何培養責任感？爸媽可善用一些生活元素，例如鼓勵子女做家務來
學習承擔責任。爸媽不妨把家務融入遊戲以提升趣味，例如鬥快摺衣服，一邊打
掃一邊伴着音樂跳舞，當煮飯小助手，幫忙調味或洗菜。透過這些活動，孩子既
可成為幫手，亦可培養任感、自信、自理能力和社交技巧，有助他們復課後適應
校園生活。在疫情下留家學習，同學固然要面對挑戰，家長亦可能因同時要兼顧
工作和教育孩子，承受不小壓力。爸爸媽媽也需要多關懷自己，注意身心健康，
讓自己有休息和放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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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Sir 的 話

     大家好！我是今個學年有幸來到九龍工業學校實習的
其中一位實習社工東Sir。不經不覺我已經在九工實習了
三個多月了，相信有不少的學生都曾經碰過面吧？可能
在社工室？又或者在班房？無論我們有沒有見過面，我
都希望趁這次投稿，向大家正式地打個招呼吧！

     作為一名駐校社工「初哥」的我，對於學校的環境可
謂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也曾經是一名中學學生
；陌生的是，這是我第一次以非學生身份在學校學習。
還記得當知道被派到九工實習時，我上網搜尋過關於九
工的資料，當時我對九工的印象是驚歎，因為原來不少

政商界名人，例如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和前匯豐主席鄭海泉先生都是在九工畢業
的！及後在得到校長、副校長和學校社工介紹之下，才知道九工是一所歷史悠久、人
才輩出的一所學校。能夠來到九工實習，確實是我的榮幸呢！

     或者大家都會有疑問，究竟實習社工在學校有什麼「工作」做呢？其實，作為一名
實習社工，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便是協助和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的知
識，與他們共行成長。在學校還未停止實體課的時候，我通常都會在小息時間，主動
與同學們聊天，了解他們的需要。透過在過去時間的相處，我觀察到九工的學生很多
都才華橫溢，每個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例如：有懂得設計太陽能車的專家；有年紀
輕輕就擁有鋼琴8級資歷的才子；也有嬴過不少校內外游泳比賽的健將。他們所擁有
的才能和天份，都是我無法追趕的！

     此外，我還發現到有些同學對於自己的目標非常清晰，知道自己將來的路要怎樣走
。還記得有一個中四的學生跟我說，他認為自己是時候要為前途發憤，為了將來可以
入讀自己夢寐以求的大學學科，經常在課後請教老師，甚至要求老師推薦補充練習，
讓他可以打好根基，將勤補拙。一心向學的他，目標明確清晰，實在令我自愧不如。
回想昔日自己在中四，還未知道自己的目標，懵懵懂懂地過日子，現在看見他的努力
，真自覺有點慚愧。

     經過這幾個月的觀察，我覺得九工的學生們都很聰明，他們都有各自的過人之處，
只要有人願意發掘他們的興趣，栽培他們的才能，與他們共行成長，終有一天，他們
能開闢一條屬於自己人生的道路。這段日子，我聽過的故事很多，經歷也很多。對於
我來說，其實實習的「工作」也是一種學習。在九工，我遇到了給予我指導及發揮空
間的校長和社工；也遇到了願意為學生堅持的老師；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願意讓我
和他們一起學習、共行成長的學生們。

     面對疫情的挑戰，我未有太多機會了解大家，但願在餘下的三個多月的時間，我還
可以有機會在學校和大家見見面、聊聊天，讓我發掘更多關於九工的秘密和你們有趣
的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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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否試過在心情不佳的時候，因著一通電話、一件小事，將心中的怒
氣，全盆傾瀉的發泄在疼愛的人身上？儘管事後追悔不及，但卻無法收
回所說的話，所做的行為。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順心不如意的狀況，常有出現：天寒地凍，早上
鬧鐘壞了，睡過了頭，趕不上巴士，手機忘記充電，緊急的通知發不了
。在工作上又遇上下屬不聽話，上司不講理，客人難溝通，日日趕死線
，還有家中無盡繁瑣二事要處理。所有以上的狀況，好像每天都如影相
隨，甚是難纏。
情緒隨著不同的情況有高低起伏，是十分自然不過的事情，並沒有什麼
不對，亦不用刻意的改變。我們需要的是「改變自己的行為」，怎樣面
對壞情緒，如何減低背後所帶來負面影響，才是最需要做的行為。
當你發現自己當刻已經拳頭緊握，音量升高，臉部緊繃，眉頭扭曲，很
明顯你正在生氣，壞情緒正在累積中。嘗試把說話速度放慢，音量轉小
，將全身肌肉放鬆，緩慢有序的深呼吸，給予自己幾秒靜下來的舜間，
便有機會避免將發生的破壞或攻擊行為。
無可否認，生活中總有令人沮喪之事，尤其要擔憂的事也不少。但有一
點很重要，就是我們在看見某件事情之前，已經決定好自己要看見什麼
，並且最後必然會看見。
想像一下，抬頭望星，你可選擇看見漫天星光，他人可能只見一片漆黑
灰暗，若要爭論對夜色的喜惡，兩人看見的也是他們選擇看的，沒有對
錯，卻是左右著你的情緒。所以決定看事物的方向，其實是決定你可見
的事物。當你選擇看見家中有你愛的家人，好友，你就是幸福美滿的。
當你選擇去看旭日初升的太陽，你就會感受到希望與朝氣。就於此時此
刻，決定為自己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向吧！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實習社工劉姑娘。因為疫情，我無法逐一去認識你
們。如果復課後在走廊或在社工室見到我，歡迎大家和我聊聊天啊！我
的興趣十分廣泛，上至「動森」，下至動漫，我都略有認識，和我聊天
一定不會悶！儘管在九工裡的日子不長，我亦能感受到同學仔的友善和
真誠，我都有一一記在心頭呢！還記得第一天回校時那種戰戰競競，不
知道怎樣和同學打開話匣子。多虧同學們的熱情我才能慢慢熟習九工的
環境，亦與不少的同學變得熟絡。我很享受與不同的同學仔相處呢！坦
白說，一直以來我的志願都不是想做學校社工，因為不懂得和中學生相
處，總是害怕會說錯說話。但在九工這些日子裡，同學仔們給予我好多
的信心去繼續我的實習之路，亦令我學懂如何與中學生相處，令我開始
想成為一個學校社工。不少人都說社工是給予建議給案主，令案主改善
生活。但在這段時間，我卻感受到我們亦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向案主學習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優點值得欣賞。於我而言，我和中學生的身份已經
有一定的距離，對於現時中學生的潮流亦不甚熟悉，反而是你們將我重
新帶入一個新的環境，令我變得更「時髦」。距離我離開九工只尚餘約
兩個月，我期待在復課後與大家見面！要是在復課復，你在走廊見到一
個披著長頭髮，戴著紫色膠框眼鏡，右手有一條黑色髮圈的陌生人。

不用猶豫！絕對歡迎
你們大叫「劉姑娘」！
我定必回應你，
再慢慢向你道回我
在九工其他的經歷和
感受。最後祝願
每一位同學身體健康，
學習猛進！在這個
疫症蔓延的情況下，
記得好好保重呀！
劉姑娘期待以真身
見大家！

 

劉姑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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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龍的情懷

疫情持續超過一年，護理實習亦在上年十月重新開始，最後大學生活
除了Zoom以外便是在醫院度過。深切的體驗到疫情下，額外的檢測、
工作讓醫護人員忙碌得力盡筋疲。疫情下高風險程序、病人均無需學
生處理，然而隨着社區爆發、隱形病人日漸增加。龐大的工作量，實
際上亦需要學生的協助。

回顧大學生活的這些年，總算有幸得幾位同學一起為功課、成績努力；
為實習、工作準備，然而始終未及中學時期所認識的人感情來得深厚。
記得一起籌備競選學生會、社幹事、領袖生以至互相鞭策為入大學而努
力。當時中文課上提及：「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同學
之間競爭但絕不藏私，互相將所學懂、所理解的和同學分享。大學無論
上課或是實習，每日遇見的人都可以不同。同學之間存在著各項競爭，與中學不盡
相同，同學之間未必完全能坦誠相待。升讀大學後，我花了不少時間重新學習、適
應人與人之間需要留白的相處方法。

九工的日子，俗氣一句便是在充滿愛的地方被愛護。此處有著「奇怪」地愛學生如
子的老師，由其學業、家庭、感情......方方面面都願意付出時間、心力去關心學生。
與大學同學談及才明白，原來並非所有地方的老師都做到「傳道、授業、解惑」。
大部份老師都只能做到授業那一部份，而我幸運地擁有了不止一位能傳道、授業、
解惑的老師。直至今天，不論學業、生活以至個人情感
遇到困擾，我仍然得到不少九工老師、同學的支援、幫
助，讓我重新審視自己處事態度、更令我能有勇氣面對
生活上的變化。

戴好口罩!做足防疫啊

丘詩敏 (2015年畢業生)

6

C

M

Y

CM

MY

CY

CMY

K

[print]龍的天空_日式標記.pdf   6   5/3/2021   14:17:22



以往一切起居飲食都依賴家人的我，獨自到
台灣生活，所有生活細節要親力親為。 四年
來不停的家居訓練已經掌握照顧自己及他人
的技巧。而大學十分自由， 需要自律才能達
到到大學四年課程畢業要求。現在畢業回港
後，家人及朋友對我另眼相看。他們笑說我
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有腰骨承擔的真男
人。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在台灣攻讀大學四年後畢業了。 中學生涯經歷甜酸苦辣，

感激九龍工業學校的一切。感激所有任教過我的老師給予耐心，糾正我曾叛逆的性格及

重塑我錯誤的價值觀，使到我畢業踏入台灣修讀大學時能夠以一個各方面充足的姿態下

去開始另一個領域，開始另一個人生。

畢業後，我選擇到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修讀美術課程及加入拳擊校隊，代表學校在外比賽。

在學業上，台灣同學在中學生涯設有美術班，因此已經將美術視為重要的科目。他們的基
本功比起我好得多。 以素描為例，他們已經具備「看到什麽就畫到什麽」的能力，而我卻
要由零開始。每晚於晚上苦練，不懂就請教同學。千錘百煉下終於將技術基底打穩。四年
來創作過不少令許多人讚嘆的作品，技術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我把我在香港艱苦環境下
醞釀的想法放入作品，從而賦予作品更深層次。大四時我選擇了設計組。設計組的畢業條
件很苛刻。最後我以《香港生存教學》的錄像作品順便完成畢業展！拳擊方面，亦奪取了
市長盃銀牌以及大專盃銅牌。期間又擔任了港澳副會長和美行系公關。我也是班代表，要
常舉辨活動以及幫助學弟妹解決問題 。

大學的生活大概是我人生最充實的時光，
亦結識了許多台灣摰友以及人生另一半。
現畢業回港，繼續開啟第三人生。期待數
年後再跟學弟學妹再次分享！ 

袁曉棋 
(2016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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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健峰老師

疫情下的親子相處

kts  輔導組
新佈置：靜觀室 301室

靜觀室讓大家有個安靜舒適的空間放鬆和休息，請密切留意有關靜觀室的活動宣傳和開放通知!

即將開放

2020年，全球以至香港的疫情嚴重，在家工作、停課不停學，家長與小朋友
對一個詞一定不陌生──「Zoom」，作為家長，我經常利用Zoom跟進工作
 ，女兒利用Zoom遠距學習 ，這一年每個家庭生活模式出現轉變 ，也為我們
親子互相帶來新契機。

在家工作、在家學習，為家長與兒女多了難能可貴的共處時光，若能恰當運
用，必定更了解兒女，關係更親密。萬事起頭難，以自己為例，初初在家時
間多了，不太適應與女兒相處，一來無法外出，不知如何與女兒消耗時間，
慢慢透過與朋友討論，參考網上資料，再依據女兒特質，發現一些與女兒互
動遊戲活動，令時間很快流走。例如，在家中與女兒規劃時間表，多分享多
溝通，安排家居活動，如親子烹飪、讓孩子試試分擔家務等；另外，也讓我
有更多時間認識女兒，發掘她的興趣，如陪伴她一起利用廢物共同創作環保
手工、填色、自製環保玩具等，令女兒能邊玩邊學，發揮創意。

當然，在疫症下，家長與兒女宅在家中，可能帶來不少挑戰，只要我們多關
心孩子需要及情緒，定能化危為機，帶來更多歡愉親子生活。
　　

余健峰老師

你有煩惱嗎? 或許
你能在這一部振奮人
心又好讀易懂的心靈
作品裡得到答案。

親子、師生、夫妻
該如何「好好說話」
？和家人一起讀這
本消彌衝突，打造
健康和諧關係的秘
笈吧!

暢銷書推薦
 “安坐家中樂無窮”

被討厭的勇氣
類別: 心靈勵志

角落小夥伴大圖鑑
類別: 繪本

這本適合喜歡看圖
畫多於文字的你，
讓小夥伴的故事帶
給你愉快吧!

我想跟你好好說話
類別: 人際溝通

     大家好！我是今個學年有幸來到九龍工業學校實習的
其中一位實習社工東Sir。不經不覺我已經在九工實習了
三個多月了，相信有不少的學生都曾經碰過面吧？可能
在社工室？又或者在班房？無論我們有沒有見過面，我
都希望趁這次投稿，向大家正式地打個招呼吧！

     作為一名駐校社工「初哥」的我，對於學校的環境可
謂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也曾經是一名中學學生
；陌生的是，這是我第一次以非學生身份在學校學習。
還記得當知道被派到九工實習時，我上網搜尋過關於九
工的資料，當時我對九工的印象是驚歎，因為原來不少

政商界名人，例如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和前匯豐主席鄭海泉先生都是在九工畢業
的！及後在得到校長、副校長和學校社工介紹之下，才知道九工是一所歷史悠久、人
才輩出的一所學校。能夠來到九工實習，確實是我的榮幸呢！

     或者大家都會有疑問，究竟實習社工在學校有什麼「工作」做呢？其實，作為一名
實習社工，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便是協助和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的知
識，與他們共行成長。在學校還未停止實體課的時候，我通常都會在小息時間，主動
與同學們聊天，了解他們的需要。透過在過去時間的相處，我觀察到九工的學生很多
都才華橫溢，每個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例如：有懂得設計太陽能車的專家；有年紀
輕輕就擁有鋼琴8級資歷的才子；也有嬴過不少校內外游泳比賽的健將。他們所擁有
的才能和天份，都是我無法追趕的！

     此外，我還發現到有些同學對於自己的目標非常清晰，知道自己將來的路要怎樣走
。還記得有一個中四的學生跟我說，他認為自己是時候要為前途發憤，為了將來可以
入讀自己夢寐以求的大學學科，經常在課後請教老師，甚至要求老師推薦補充練習，
讓他可以打好根基，將勤補拙。一心向學的他，目標明確清晰，實在令我自愧不如。
回想昔日自己在中四，還未知道自己的目標，懵懵懂懂地過日子，現在看見他的努力
，真自覺有點慚愧。

     經過這幾個月的觀察，我覺得九工的學生們都很聰明，他們都有各自的過人之處，
只要有人願意發掘他們的興趣，栽培他們的才能，與他們共行成長，終有一天，他們
能開闢一條屬於自己人生的道路。這段日子，我聽過的故事很多，經歷也很多。對於
我來說，其實實習的「工作」也是一種學習。在九工，我遇到了給予我指導及發揮空
間的校長和社工；也遇到了願意為學生堅持的老師；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願意讓我
和他們一起學習、共行成長的學生們。

     面對疫情的挑戰，我未有太多機會了解大家，但願在餘下的三個多月的時間，我還
可以有機會在學校和大家見見面、聊聊天，讓我發掘更多關於九工的秘密和你們有趣
的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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