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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的點點滴學校社工的點點滴



　　當你看到這個月曆時，是否似曾相識呢？你又有何感受呢？

是一份壓力，還是一種期待愉快的心情呢？你有否留意在同一

個班房，有些同學總是笑臉迎人，學習用功，玩時投入；也有

一些經常感到焦慮無奈呢？

　　究竟如何讓自己保持快樂，今期《對話－學生篇》可

給你一些啟示。我們先訪問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義務精神

科顧問吳偉民醫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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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吳醫生所見，青少年的生活挑戰
及壓力在哪些方面呢？
吳醫生：	  學業是青少年最直接面對的壓力

來源。再者，政治環境氣氛，加

上傳媒廣泛報導和討論，不少青

少年對將來有所擔心。此外，家

庭的狀況也會影響青少年的情緒。

若要讓自己身心健康，學生在生活

上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吳醫生：	  要有規律的生活，例如：定時進

食和睡眠。當面對一些煩惱時，

需要向朋友、家人及師長等等尋

求支援。若然情緒仍未得到疏導及

暫時找不到解決方法，請盡量保持

正面思維及心情，不要氣餒，繼

續找更多人幫助，直至問題解決。

同學如何了解自己的情緒及精神健康

狀況呢？
吳醫生：	  同學可先留意自己的生活會否比以往

不同，例如睡眠狀態、進食胃口，也

要留意自己的情緒會否長期處於不快

樂或過份焦慮狀態。若有懷疑，便需

要主動和社工或老師溝通，尋求幫助。

吳醫生對青少年保持身心健康有何

忠告及勸勉？
吳醫生：	  要多留意自己的身體、情緒及精神的

變化，多認識保持個人情緒及精神健

康的方法。要愛惜生命，切記不要濫

用藥物（包括亂吃減肥藥）和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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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可以是中性的，當你努力面對時，它會給你帶來挑戰，而讓你得到很大的

成功和滿足。但當壓力過大，應付不了時，它會使你感到焦慮無奈，嚴重破壞心

情和生活。所以，現在請先測試自己應對壓力的能力，再學習對付壓力的方法吧！

改編自回到開心時—情緒管理 DIY（湯國鈞、何敏賢、李智群及李

靜慧，2004）

請依照下列各題的指示給
自己一個分數，最後把總

分加起來：

＋	   1.	  如果你覺得有一個支持
自己的家，請加 10分。

＋	   2.	  如果你有一種很投入的
興趣，請加 10分。

＋	   3.	  	  如果你屬於一個學會或
活躍於某一組織，而你的

參與率超過一個月一次請
加 10分。

＋	   4.	  	  根據你的身高與體型，
你的體重在你的理想的體

重十磅之內，請加 10分。

＋	   5.	  	  如果你一星期至少五次
進行一些安穩自己的心靈

活動，例如靜坐、祈禱、
念經、肌肉鬆

弛練習、聽輕音樂或瑜伽
等，請加 15分。

＋	   6.	  如果你每星期運動超過
三十分鐘，請加 5分。

＋	   7.	  如果你有進食早、午、
晚三餐的習慣，且飲食均

衡，請加 5分。

＋	   8.	  如果你每星期都做一些
自己享受的事情，請加 5分。

＋	   9.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可以
讓你鬆弛的空間，請加 10分。

＋	   10.	  如果你有每天的生活作
息時間表，請加 10分。

－	   11.	  如果你有飲酒及吸煙的
習慣，請減 10分。

－	   12.	  如果你習慣在十二時後
才睡覺，請減 10分。

－	   13.	  	  假設你一整天都不能上
網、打電子遊戲和使用電

話，你會感到極度焦慮不
安，請減5分。

－	   14.	  如何你習慣在測驗考試
前一至兩天才開始進行溫

習，請減 5分。

＝	   請計算你的總分

分數越高代表你對壓力的
適應和應付能力越大。如

果你的分數是 50分或以上你有足夠的能力
應付日常

生活的壓力。

即使分數未如理想，我們
還可以慢慢學習應付壓力

。以下為大家提供一些錦
囊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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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5.

2.

4.

先尋找壓力來源

正向思想，調整角度看事情

建立親密信任的人際關係

規律生活

善用時間，調整生活活動安排

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留意經常擔憂困擾自己的事情，
可會是學業、家庭、愛情方面等
等，尋找觸發壓力的事件，越具
體，越能有效處理問題。

面對一些事情，可能感到失望、悲觀、焦慮。
可以嘗試調整思想角度，例如依自己現時的能
力，調低暫時的目標、理解別人的感受、找出
非黑即白以外的選擇、多找一些生活事情去感
恩、多讚賞自己等等。

快樂有時，哀傷總有時。同行的
家人和朋友可以與你一起共渡患
難，有額外的勇氣支持著你，
所以平時一定要好好維繫與他
們的關係呀！

我們的身心靈互為影響，
有足夠的休息和均衡的飲
食，才能有足夠的體力和
精神應付生活各樣事情，
不要輕看呀！

看看自己的學習及活動安
排，會否過多或太頻密，
在各樣安排以緩急輕重作
取捨。對一些重要的事情
（例如：考試和比賽），
要安排充夠時間預備。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找多些良師益友傾談，能實
際幫助處理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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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打機」、「睇韓片」，會否覺得有點沉悶

呢？我們一班小記者推介十項玩意，有潮流興起的，

有懷舊的，總有不少令你驚喜快樂！

Ԃޗཏ

1.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是一項懷舊玩意，只需要兩個人便可

以進行此遊戲。玩家先建立「天下太平」堡壘，利

用猜包剪揼建立軍旗、防護網及戰機，當然，最重

要目標是不斷猜贏對方，而摧毀對方設施。

2.  打畫片
「打畫片」活動源自於歐洲。玩法是對賽雙方利用

自己摺成的畫片 打對方放在地上的畫片，令對方的

畫片翻轉便贏該回合。活動講求摺畫片的手工及打

畫片的技術（例如：角度及力度），當然運氣也少

不免啦！

小記者介紹 :	  https://youtu.be/pQQE_bqqi24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畫片的摺法與玩法 :	  

https://youtu.be/L49qAbzGy4I

Ϋ௱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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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桌上遊戲
早幾年開始，各間學校都掀起玩「三國殺」和

「Rummikub-‐數字牌」的熱潮。2016年又興起什麼

桌上遊戲呢？答案是「嗒寶 -‐Dobble」和「二人三

築 -‐Lift	   it!」。兩個遊戲都講求玩家敏捷和冷靜，有

興趣的同學可到社工室試玩。其實，各樣不同的桌

上遊戲都有不同的特色，吸引之處在於變化多端，

玩家鬥智又講求運氣，滿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4.  劍球
劍球是一種來自日本的傳統民間遊戲，起源

於法國。玩法非常簡單，用不同的花式擺動

球或木劍，最後球和木劍安穩連接作結束動

作。劍球可作個人表演或互相跟隨比試。

劍球十式 :	  https://goo.gl/6E3AYN	  （來源：新假期週刊）

Battle-‐	  比試玩法 :	  https://youtu.be/TkguNmNJ974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二人三築	  -‐	  Lift	  it!	  的玩法 :	  

https://youtu.be/lcfwmWb-‐218

嗒寶	  -‐	  Dobble	  的玩法 :	  

https://youtu.be/ZQNWFyrbL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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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理藏寶 GEOCACHING
「地理藏寶」是一種戶外活動，玩家可使用手提電話上全球定位系統（GPS）及「地理藏寶」的應用程式

提供的提示，在不同的指定地方尋找地理藏寶盒。

地理藏寶 GEOCACHING官方網站 :

https://www.geocaching.com/

小記者介紹 :	  

https://youtu.be/pH_WDi3LyZU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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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禪繞畫  ZENTANGLE
禪繞畫由一系列無特殊意思的圖案創作所組成，通

常是以針筆或鉛筆來創作，沒有美與不美之分。更

有研究指出，禪繞畫可以讓人集中精神、發揮創意、

舒緩壓力等。禪繞畫不需具備任何畫畫技巧；也不

必用到很多工具，每人可以隨時隨地畫禪繞畫！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禪繞畫材料：

1張 8.9cm	  x	  8.9cm	  畫紙

1枝鉛筆

1枝 0.25mm針筆

小記者介紹 :	  

https://youtu.be/xY4FNFDuheM

7.  錯位攝影
一手揪起你的朋友、兩隻手指

拿着太陽等這些錯位攝影已經

過時，現在又再有一些花款可

供選擇，可是這些新花款卻需

要「訓身演出」（躺在地方拍

攝）！你會願意挑戰一下嗎？但

切記挑戰之餘也要小心安全！

錯位攝影四式 :	  https://goo.gl/JDPPPO	  

（來源：蘋果日報	  副刊 -‐果籽）

「六維」背後的意思 :	  https://goo.gl/eXE62P

小記者試玩「吸天花」:	  https://youtu.be/3Fq8LqOrQ4c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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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尋找香港「正斗」戶外景點
在生活繁忙的香港，想於週末假期逃離一下緊張的學

業，除了「宅」在家中打網上遊戲和到人頭湧湧的商

場購物以外，還有更舒暢、更自在的選擇嗎？現在就

介紹給你們：觀塘海濱花園。

觀塘海濱花園前身為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於 2015

年正式完全落成，成為不少市民休憩好去處。近年更

成為不少電視、電影、以至婚紗照的取景熱點之一。

海濱花園其設計更榮獲香港建築師學會 2011年頒發

「全年境內建築大獎」年獎。

觀塘海濱花園詳細介紹 :	  https://youtu.be/MvKuXaQcLR4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8.  爆炸卡
自制賀卡早已流行，但原來還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新變化。最近再次流行的

爆炸卡，可以說是 3D版的自制賀卡。

爆炸卡的款式多變，充滿驚喜，而且由

自己親手制作亦不太困難，不論用作

送禮或自用，也大方得體，簡直一流！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小記者介紹爆炸卡製作方法 :	  https://youtu.be/ViYC1KmxNxk

更多爆炸卡制作影片 :	  https://goo.gl/bvm8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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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閒暇裡作了明智的活動選擇嗎？也許你會選擇一些活動，只要是「好玩」、「刺激」便

可以。然而，在青少年成長建立自我的階段，大家往往忽略當中的成長需要。我鼓勵大家開放自己，讓

自己嘗試不同類型的活動。小記者的「十項推介好玩意」是很好的建議，大家可以從活動中了解自己的性

格和優點。此外，活動需要多人參與，當中的合作和歡樂可以幫助建立彼此的友情，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溝通

能力。再者，不同的活動都給予你不同的挑戰，一方面可以加強你的排解困難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

你的創意。這以上一切的益處正正幫助你的成長，提升各方面的生活技能。來吧！挑戰我們的「十項推介

好玩意」吧！

10.  扎染
扎染工藝是一種古老的手工藝術，它

是透過將布物折疊捆紮、或縫絞包

綁，然後浸入色漿進行染色。不同的

捆紮方式會染成不同圖案，每次完

成後的結果往往能給你驚喜。如果

你要嘗試扎染，可以先到美術用品

店購買扎染之染料，配合簡單折疊

方式，漂亮衣服、手帕，即可呈現！

小記者介紹不同捆紮方法 :	  

https://youtu.be/aJe-‐uyIY5hI

方便指數

好玩指數

體力指數

侯剛健
長洲官立中學及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學校社工

社工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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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裡，我們不時

見到學校社工，通常

對著我們會笑瞼迎人，

但大家又會否知道他

們在實際工作面對的

挑戰和感受呢？我們

一班小記者特別邀請

幾位社工接受訪問。

學校社工的點點滴學校社工的點點滴
陳逸軒 (Dicky)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及「成長的天空」計劃社工

周珮妍 (Janice)
長洲官立中學　計劃社工

林銘茵 (Teresa)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及協恩中學學校社工

胡素貞 (Iman)
培英中學　學校社工

蘇美玲
培英中學

楊家昇
培英中學 郭子軒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葉永樂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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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影片平台
利用每題訪問旁邊的

＃ 1點解做社工？

家昇   ：今天我們邀請了幾位學校社工來做什麼呢？

美玲   ：	  我們將會問一些問題，讓我們有機會了解社工

的工作。首先想問大家為何做社工？

Janice	   ：	  其實我是做義工出身，因此了解社會服務的工作

性質，覺得社工的工作很有意義，也喜歡接觸年

青人，所以選擇從事青年服務的社工。

Teresa	   ：	  我在中四時參加學校社工舉辦的大姐姐小妹妹計

劃，開始認識社工這行業，覺得工作很有趣。自

己也不喜歡辦公室的工作，加上信仰關係，決定從

事服務他人的行業。

Dicky	   ：	  我最初入職活動工作員，經常有機會與我的學校社工同事交談，了解她做社工的故事，相

當感動，所以我也希望效法她，努力進修從事社工工作可以幫助年青人。

Iman	   ：	  我也近似 Janice的經歷，從做義工開始了解社工行業。因自己數理不佳，但喜歡說話，所

以利用這長處，接受專業訓練，服務不同類別人士，發現自己很合適這行工作。

登入指示網址，觀看更精彩訪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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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   ：做社工辛苦嗎？

Janice	   ：	  有辛苦，也有快樂的時候。有一些誤解認
為社工的工作十分輕鬆。事實上，社工的
工作核心並不是文書工作，而是了解學生
的需要，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因此我有時
會抽時間與同學玩桌上遊戲，從中建立彼
此關係，藉此了解同學的需要和興趣。

Teresa	   ：	  我的工作主要是個案輔導。當中，接觸學
生傾談關於學校、家庭、感情等等成長生
活事，有時也可能需要介入處理危機。處
理個案時也要承擔一些壓力，有時自己放
工回到家中也不能完全放下工作，會思考
如何繼續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Iman	   ：	  我們接觸的個案並不一般傾談便算，例如同學與他的朋友吵架，引至一
些危機，我們也會感到擔心，會看看如何與老師協作，有時也會與家
長商討如何幫助同學，又會和同學傾談，希望把問題解決，所以我與
Teresa的心情也很相似。

Dicky	   ：	  我作為活動計劃的社工，也認同與學生建立關係的重要性，只有了解學生的需要，才可設計
合適活動。而舉辦活動前需要很多心思和心機才能夠提供適切學生的活動，包括設計遊戲、
聯絡合作伙伴、招募等等工作。

Teresa	   ：	  所以做活動最慘的是學生爽約呀！

Iman	   ：	  對呀！有些活動是同事們花了很多心力撰	  
寫撥款計劃書而得來，學生無故缺席，浪
費了很多的資源，也很難向政府或基金團
體交代。

Teresa	   ：	  其實大家也要知道帶領同學參加活動並不
是「玩樂」這麼簡單。

美玲	   ：是「學習」。

Teresa	   ：	  無錯呀！例如參與歷奇活動，接受挑戰，是希望加強自信心。永樂，我也和你曾經一同接受
高空繩網的挑戰，你有何感受呢？

永樂	   ：	  回想當時經歷，最初自己不願意參與歷奇活動，後來知道每項活動都有內裡意思，例如挑戰
自我、認識朋友、訓練合作等等。

Teresa	   ：	  其實接受挑戰也是我們成長的任務呀！

＃ 2做社工辛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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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軒   ：	  你們有沒有遇過一些麻煩的個案？

Iman	   ：你指是那一方面的麻煩呢？

子軒   ：	  例如是比較多家庭、感情或學校問題發生的同學。

Iman	   ：	  不過如果沒有這些同學，就不會有我們呢！哈哈

哈！（哄堂大笑）但認真回答，可能同學在這些

方面有疑難，那才需要有一個較具經驗的人、可

以合得來的人與他傾談。每個學生在成長道路當

中，少不免遇到不同的困難，正正因為同學有需

要，我們才會在這裏陪伴着他們，所以也不應該

用「煩」去形容他們。

家昇   ：	  學校社工每星期會有四天會回到學校駐校，

而有一天則會回到社工機構的辦公室工作，

到底學校社工在辦公室時是做什麼
呢？

Iman	   ：	  在辦公室雖然不用接見同學，但社工仍然

有不少行政工作需要處理。工作包括：活

動進行前會預先編寫活動程序計劃；活動

完成後，亦要處理學生的意見問卷，以及

編寫活動報告。在個案方面，當與學生或

老師面談後亦需撰寫相關的面談記錄。此

外，進行督導及訓練、處理籌款慈善活動

的工作、處理每月的服務數字統計、查覆

電郵以確保與學校之溝通、了解機構以外

的服務資訊等，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美玲   ：	  我想問一下 Dicky，你是這裏唯一的男社工。	   	  

你平時與學生相處時是怎樣的？

Dicky	   ：	  我與男學生會有較多的話題，尤其是自己喜歡運動，我可

以用運動跟男同學們打開一些話題。然而，與女學生反而

要較清晰的界線，不能像與男學生一樣有身體接觸。

子軒   ：我們想問一條「八卦」問題！

＃ 3	  你們有沒有遇過
一些麻煩的個案？

＃ 5	  社工平時與學生
相處係點嫁？

＃ 4	  	  到底學校社工在辦
公室是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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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   ：做社工有經歷過「黑仔」的事情發生嗎？

Janice	   ：	  記得有一年，帶一批學生到職業訓練局 (VTC)開放日參觀，誰不知

到達 VTC後，看見很多消防車，原來 VTC那兒漏煤氣！

Teresa	   ：	  除此之外，聽聞你有次帶戶外活動中突然行雷落雨啊！

Janice	   ：	  哈哈！子軒，你還想起我第一年舉辦的「共創成長路」計劃嗎？有一次原定進行戶外定向

活動，可是活動前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及雷暴警告。因此，最後臨時要移師到室內進

行活動。這次經驗都讓我在往後的活動中計劃更周詳。

Iman	   ：	  對呀！我們通常都有應變計劃，萬一發生什麼突發事情，就會有另一些解決方案，務求把

事情順利過渡。

家昇  ：你覺得畢業了的同學可以與你們（學校社工）做朋友嗎？

Iman	  ：	  其實家昇你沒有發現嗎？我們學校也經常有已畢業的師兄師姐回學校探我

們呢！有時候不單止成為了朋友，甚至有些學生在畢業後成為了老師，再

回到自己的母校教書，成為了我們的同事。

子軒	   ：	  以下問題就想問一下 Teresa及 Janice。下年我就考DSE，你會否主動找我傾談呢？

Teresa	   ：	  其實，社工室的大門隨時為你們而打開的。如果你們想與

我們傾談的話，我們絕對歡迎的。其實學校社工的工作亦

頗為繁重，例如舉辦活動，更會接見學生。除了同學主動

接觸我們以外，有時候老師也會找我們跟進一些學生問

題，所以我們只可在繁忙的工作之中作一些優先次序。

（陳秋霞	  	  《劃出你 想人生路》生涯規劃服務　計劃主任）

　　社會工作的宗旨是「助人自助」，服務對象除了年青人外，還包括長者、幼

兒、病患者及其親屬、復康人士等等。社會工作的範疇包括個案工作、小組及
大型活動工作、社區工作、行政及研究工作等。
　　面對不同的服務對象，社工所需要的專業能力可有所不同。然而整體而
言，合適成為社工需要喜歡與他人相處，擅於理解別人的感受和心理需
要、願意關心社會的福祉。
　　成為社工必需要接受專業資格的培訓。最低的入職要求需要完成
專上學院社會工作副學位 /高級文憑課程，並註冊成為專業社工。有
關社會工作詳情，可到「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網頁 http://www.swrb.
org.hk瀏覽。

＃ 6	  學校社工有經歷過「黑仔」
的事情發生嗎？

＃ 7	  畢業了的同學可以同學校
社工做朋友嗎？

＃ 8	  	  學校社工會主動找我傾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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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由 2002年開始推行服務質素標準，並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程序。

其中第六項服務質素標準：「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列明我們需要制

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

提出意見，使我們能在檢討服務表現及評估服務質素過程中，採取適當的

回應及跟進。

　　我們十分重視你對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意見、關注或讚賞，並鼓勵你透

過不同的途徑把想法傳遞給我們。你可透過以下連線遊戲，了解有關途徑：

1
A

B

C

D

E

（答案：1C	  	  2E	  	  3D	  	  4A	  	  5B）

2

3

4

5

活動後，我想表達我對

活動收費安排的看法。

我想告訴社工，我對社

工室開放時間的建議。

我想向社工分享對個

案輔導目標的期望。

個案結束時，我想表

達對面談安排的意見。

我寫下並想向社工分

享對下學年活動主題

的提議。

個案結束時，於個案

服務評估表寫上意見。

意見表填寫後，投入

社工室的意見箱內。

在活動檢討問卷中，

填上建議。

於個案面談時，直接

告訴學校社工。

在諮詢服務時，向社

工表達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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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人在生涯規劃中遇到不少難關，經常碰壁，特別是由學生轉變成為在職人士的階段，

以下是見工時要留意的地方，你有多了解呢？

　　以上的資訊是在各行業中收集，建議同學將來見工面試時應該表現出你對工作的熱誠和個

人優點、特質，多做資料搜集，知己知彼，才能一擊即中！

　　『劃出你‧想人生路』生涯規劃服務計劃透過「S.U.P.E.R.」理念，希望啟發

學生了解個人興趣、價值觀、技能、資源等，做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並實踐目標。

計劃提供不同生涯規劃項目，切合不同學生需要，例如個別輔導、工作坊、講座、

模擬活動、小組活動等等，詳情可於 http://www.isshk.org/files/CLP16-‐17.pdf或憑	  

QR	  code參閱 2016-‐17計劃書。

發起人 見工要注意

給我一份工

普通會員

各位「巴打」	  /	  「絲打」，我聽日去見工，請問有什麼要注意呢？

如對計劃有興趣，可聯絡你的學校社工或電郵到

ssw@isshk.org查詢。

見工鬼見仇

普通會員

問你什麼都答不知道

必須清楚工作的職責和自己的方向

人事部老鬼

普通會員

可以問及崗位的職責，褔利等等，問題留待錄用環節時再問

過份關注個人褔利：僱員保險、年假、超時工作安排等等

李 +x

普通會員

有人試過問工作期間可不可以玩手機或者一年可以遲到多少天

應該問一些建設性的問題，例如︰這間公司未來一年有什麼發展方向？

人生不只工作

普通會員

自我介紹提及過多有關個人及家庭的資料

自我介紹應該展示個人特質和優點，可以先介紹自己的姓名，課外活動或相關工作的

經驗等等，讓僱主從不同的角度了解你

5/2016	  12:40

5/2016	  13:40

5/2016	  16:40

5/2016	  18:40

4 個回應

留名　　　投訴文章　　快速引用　　引用原文　　5/2016	  12:00
讚好 分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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