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苗集
配屬計劃
第四⼗十五期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家⻑⾧長教職員會出版



    本期的⻘青苗集收錄了學⽣生、家⻑⾧長和
參與機構對我校的配屬計劃的觀感，可
讀性很⾼高。當中我們不禁會問：究竟家
⻑⾧長義⼯工在配屬計劃中是⼀一個怎樣的⾓角
⾊色？如果⼤大家認為家⻑⾧長義⼯工不外乎是帶
領和協助學⽣生在不同的⼯工作環境中進⾏行
實習，這就誤解了讓家⻑⾧長參與的意義。

    孩⼦子隨著年歲漸⻑⾧長，家⻑⾧長的⾓角⾊色也
在不知不覺中在轉變。襁褓之際，家⻑⾧長
是哺育的⾓角⾊色，照顧溫飽健康；及⾄至升
學，家⻑⾧長是監護的⾓角⾊色，成⻑⾧長和學習的
伴侶。當孩⼦子進⼊入⻘青春期，成為⼀一個獨
⽴立個體，有獨⽴立的思考，家⻑⾧長漸漸地成
為⼀一個諮詢⼈人的⾓角⾊色，漸漸地不再為孩
⼦子作決定，只為孩⼦子提供意⾒見，讓他們
選擇⾃自⼰己的路向。

    作為⼀一個諮詢者⾸首要是俱備與時並
進的資訊。孩⼦子所需的⼀一切，不論是⻝⾷食
的、⽤用的、及上學，家⻑⾧長都是通過搜集
資訊及經驗才作出決定。⼊入讀幼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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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小學、等等，無⼀一不是先通過了解才作最後選擇，⺫⽬目的是為
孩⼦子提供最合適的選擇。同樣地，孩⼦子總有⼀一天要投⾝身社會，作
為家⻑⾧長的再不可能⼀一天到晚陪伴在側，「怪獸家⻑⾧長」也不例外；
但孩⼦子，應該說年⻘青⼈人，⾯面對⼈人⽣生抉擇有疑慮⼜又可如何？朋友和
師⻑⾧長只能提供⼀一時的意⾒見，只有家⻑⾧長才能提供全程的⽀支持。

    配屬計劃廣邀家⻑⾧長參與，正是盼家⻑⾧長可藉之了解職場的要求
及變化，⼯工作種類和孩⼦子的特殊需要的配對，從⽽而給他們提供資
訊。配屬計劃的設計就是讓家⻑⾧長和孩⼦子踏出第⼀一步，窺探職場瞬
息的變化、培訓和資歷、機遇和挑戰的互動。試問有多少家⻑⾧長有
機會⾛走進孩⼦子可能投⾝身的職場，近距離觀察⼯工作環境？因此，不
要錯過如此難得的機會，也不要等到孩⼦子快畢業了才去⾯面對，歷
年參與配屬計劃義⼯工的家⻑⾧長會告訴⼤大家，越早越多參與讓你掌握
更全⾯面的資訊。

    孩⼦子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份可謀⽣生的⼯工作，⽽而是⼀一份令他們可
快樂過⼀一⽣生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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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嘉媛 (禮)

我在⾼高爾夫球場餐廳實習，我的⼯工作是
送餐。我感覺⼀一般，因為第⼀一次去⾼高爾
夫球場餐廳不習慣⾯面對陌⽣生環境，從中
我⼜又學習了分類及清潔。 
在我⼯工作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第⼀一次
抹洗⼿手間玻璃。

黎景豪 (仁)

我是在祟真書院實習的，我的⼯工作是圖
書館助理。 
⼯工作過程中，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學會
了如何盤點圖書，如何註銷圖書。 
在⼯工作中，我沒有遇到很⼤大的挑戰，但
認為需要改善的地⽅方是做事不要⼼心急。

張錦成 (義)

我實習的地點在環保園。我的⼯工作為分類、
剪裁保鮮紙及清潔。在環保園⼯工作，我感到
很開⼼心。⽽而過程中，我學習了如何分類。 
在⼯工作中，我⾯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工作的速度
慢，因此我認為需要改善⾃自⼰己的⼯工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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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鎰浚 (禮)

我是在⾼高爾夫球場餐廳實習的，我的⼯工作是餐具分
類、收拾枱⼦子及抹窗等等。 
我覺得⼯工作很⾟辛苦，因為很多⼯工作都要耗⽤用體⼒力完成。
當中，我學習到有效的⼯工作速度及更強的主動性。 
⼯工作過程中，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傳餐擺放餐桌的位置
及笑容。⽽而我需要改善的地⽅方是⾯面對客⼈人時，我要充滿
笑容及看清楚餐桌位置⽽而擺放⻝⾷食物。

鄭健豐 (義)

我是在恩奇護⽼老之家進⾏行實習的，我⼯工作是負責打
掃，例如：掃地、拖地、抹窗、抹枱椅、抹扶⼿手及收
拾圍裙。 
我⼼心情是戰戰競競的，因為初時有點不習慣，在⽼老師
和家⻑⾧長義⼯工指點下，慢慢開始適應⼯工作環境。當中，
我學習到基本的清潔技巧和適量地使⽤用清潔劑。 
在我⼯工作中的最⼤大困難是未會正確使⽤用地拖及不懂控
制⽅方向⽽而胡亂拖地。 
⽽而我需要改善的地⽅方是多做練習，例如:幫⼿手處理家
務，令⾃自⼰己⼿手腳更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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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儀 (仁)

我是在祟真書院進⾏行實習的，我的⼯工作是
抹盤、分餐具、掃地及拖地。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當我初到祟真實習
時，感到真的很艱苦，但是就是給了我⼀一
個新的嘗試。 
在⼯工作中，我學習到如何使⽤用地拖，⽽而當
中遇到最⼤大的挑戰是因着⾃自⼰己能⼒力較別⼈人
⾼高，⽽而⼯工作量因此較初組的⾼高中同學多。 
⽽而我需要改善的地⽅方是要多留意組員的⼯工
作進度。

翁怡彤 (禮)

我實習的地點是祟真書院⼩小賣部，我的⼯工作是清
潔，例如：抹枱、抹餐具、抹地及掃地。對⾃自⼰己
抹餐具的⼯工作表現感到滿意。⽽而當中，我學習到
掃地、抹枱、抹地的技巧。 
在⼯工作中我⾯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上司對我的要求，
例如：我們的⼯工作技巧及⼯工作效率。否則，將來
難以找到⼯工作。 
我認為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下次需加倍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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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華⽼老師    祟真書院

由於察⾒見特殊學⽣生們確實有實習⼯工作機會的需要，⽽而且需要本校付出的時間及
⼯工作量亦不多，因此推動我們為他們提供實習機會。實習其間同學給我認真⼯工
作、善良及受教的印象，同時我亦認為同學能勝任基本清潔⼯工作。

最令我欣賞同學的是他們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服從性⾼高亦不怕⾟辛苦。但他們
需多發問，從⽽而對⼯工作崗位加深暸解。假如同學要應徵本職場的實際⼯工作崗
位，本⼈人認為同學們例如在清潔崗位⽅方⾯面，需要加強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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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存先⽣生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由於⼯工作實習機會可使同學們更早認識社會上真實的⼯工作環境和崗位職務，
更可透過實習同習與⾝身邊共事者的溝通，故推動我提供⼯工作實習機會給有特
殊需要的學⽣生。

同學給我的印象是願意聽取教導者⼈人的說話，⼯工作效率也較本⼈人想像中⾼高。
我覺得同學的⼯工作能⼒力很好。⼯工作態度很認真。我最欣賞同學的地⽅方是願意
接受安排的⼯工序和新的事物。我覺得同學要改善的地⽅方是需主動溝通；假如
同學要應徵本職場的實際⼯工作崗位，我認為同學仍有需要提昇的地⽅方是提⾼高
獨⽴立處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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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振威⽼老師  

 不經不覺已第五年參與統籌配屬計劃，很開⼼心能參與其中，與學⽣生⼀一同經
歷成⻑⾧長的⽚片段。起初學⽣生在實習期間的表現仿如幼苗，未能抵受⼤大⾃自然的⾵風吹
⾬雨打，經過歲⽉月洗禮後，他們漸漸適應溫室之外的環境，慢慢地茁壯成⻑⾧長。

 每年配屬計劃對學⽣生來說是⼀一項新的挑戰，過程中除了讓他們認識不同的
職業和⼯工作要求之外，還可藉此了解⾃自已能⼒力、興趣和個⼈人限制等。這些有助
⽼老師及家⻑⾧長就學⽣生的職業性向與他們⼀一同作出規劃，好好裝備⾃自⼰己，為畢業後
的出路和過渡⾄至成⼈人⽣生活作準備。

 配屬計劃能夠成功推⾏行，全賴實習單位、家⻑⾧長義⼯工、舊⽣生家⻑⾧長義⼯工、學校
教職員和專職同事各⽅方⾯面的付出，才能使學⽣生有所得益。因此，在未來的⽇日⼦子
會尋找更多合適學⽣生能⼒力的實習機構，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工作實習。隨著實習
單位數⺫⽬目增加，需要的⼈人⼿手亦相應遞增。所以，希望更多家⻑⾧長義⼯工或舊⽣生家⻑⾧長
義⼯工能夠參與計劃，過程中不但能夠幫助學⽣生學習，⽽而且幫助家⻑⾧長了解現時學
⽣生的出路和認識區內的服務單位。最後，為過往曾經參與計劃的家⻑⾧長義⼯工送上
萬分謝意，若果沒有你們的⽀支持，學⽣生沒有如此的得著。期待在未來⽇日⼦子能夠
與各⽅方的家⻑⾧長義⼯工繼續携⼿手努⼒力為學⽣生同創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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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屬計劃「家⻑⾧長⽀支援隊」的誕⽣生   

馮轉屏姑娘  

 因為得到家⻑⾧長強⽽而有⼒力的⽀支援，使學校近年的配屬計劃得以順利發展，說
到這群有勢⼒力⼈人⼠士的源起……故事開始於2008年教育局推⾏行新學制334，將五
年的中學改為三年初中，三年⾼高級，⽽而特殊學校也受惠這政策下⽽而推⾏行課程改
⾰革。我校家⻑⾧長⼀一向對⼦子⼥女們的學習也頗為關⼼心，特别⼀一群主動⽽而積極的家⻑⾧長對
新學制甚為關注，提出他們對新學制疑慮及對課程的擔憂，所以希望學校在推
⾏行⾼高中課程時能提⾼高透明度。

 學校以正⾯面開放的態度回應，⽴立即成⽴立「⾼高中課程家⻑⾧長關注組」，以有系
統的⽅方式進⾏行發放本校在⾼高中課程的資料，包括課程理念、教學計劃、施⾏行的
⽅方式，並將部份上課情況錄影，並播放給參與「關注組」的家⻑⾧長觀看；當然過
程中校⽅方也有系統地搜集家⻑⾧長的意⾒見，就是在訊息交流的互動下家⻑⾧長與校⽅方建
⽴立了信仼的關係。這群有⼼心有⼒力的家⻑⾧長主動地提岀，為了⾼高中學⽣生們有更多樣
化及切合他們能⼒力的實習單位，家⻑⾧長們向區內不同的服務單位推介及引薦學校
的配屬計劃，並且⾝身先⼠士卒，以家⻑⾧長義⼯工的⾝身份，協助⽼老師帶領學⽣生進⾏行配屬
計劃，在過程中仍繼續給與很多意⾒見，使配屬計劃更⾒見成效，最終受惠的是學
⽣生們能藉著實習機會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特別是⼯工作安全意識及⼯工作態度⽅方
⾯面。

 家⻑⾧長們積極關注、參與、付出，⺫⽬目的也是為學⽣生們的學習，作為學校有着
這群優秀的家⻑⾧長為伙伴，是我們學⽣生及學校教職員的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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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健榮  (舊⽣生 - 葉俊輝家⻑⾧長)

今次配屬計劃被安排到三個不同場所，我想談談有關
［護⽼老之家］。 
這是新項⺫⽬目，事前學校為護⽼老⼯工作挑選週合學⽣生，並
提供相關訓練。當⽇日我⾸首次參加［護⽼老之家］義⼯工，
察覺學⽣生的⼯工作能⼒力，應付綽綽有餘。 
但我⼜又認為⼯工作範疇較窄，只是⼀一般家庭清潔，當然
起步不能要求過⾼高。另外，在與⻑⾧長者溝通環節有改善
空間，例如可安排歌唱跳舞以娛樂⻑⾧長者，藉此加強對
⻑⾧長者的關懷。 
總體⽽而⾔言，希望學⽣生們珍惜學習機會，豐富⼈人⽣生歷
練，但配屬計劃都是需要很多家義⼯工的參與。借此篇
幅，籲請各位家⻑⾧長抽出寶貴時間參加學校義⼯工，⽀支持
配屬計劃吧。

鄭愛群（信 - 溫肇晉家⻑⾧長）

本⼈人在⾼高爾夫球餐廳及祟真學校做配屬計劃的家⻑⾧長義
⼯工。當中，我觀察到學⽣生雖然很專注⼯工作，但缺乏觀
察旁邊事物的能⼒力，所以靈活性少了⼀一些。 
本⼈人希望多抽點時間參與配屬計劃家⻑⾧長義⼯工。同時，
本⼈人⾮非常欣賞⼩小⼆二的孫德謙家⻑⾧長，她在⼩小⼀一時已經為
配屬計劃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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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鳳群 （P.1A – 孫德謙家⻑⾧長）

本⼈人在2014年6⽉月做配屬計劃的家⻑⾧長義⼯工。其間，我觀察到學⽣生在⼯工作表現
出靈活變通、好學、接納建議及盡⼒力。但亦有學⽣生表現出散漫及不夠專⼼心。 
通過⺫⽬目睹同學們中有其優點，使我們家⻑⾧長真的要盡量找出⾃自⼰己孩⼦子的強項，
⽽而加以訓練；或配合校⽅方的建議，強化訓練。 
本⼈人認為若各位家⻑⾧長有時間，不妨參與這配屬計劃，定必從中得到不少啟
發。當中，尤其使我⼤大開眼界是⺫⽬目睹⽼老師們有效地處理同學們的問題，看到
他／她們很了解同學的需要，⽽而⿎鼓勵及協助、以⾄至糾正。使我也受益不少。 
真的很欣賞⽼老師們的盡⼼心竭⼒力！

羅麗華（義 – 陳偉⽴立家⻑⾧長）

我在2011年開始⾄至今做配屬計劃家⻑⾧長義⼯工。當中，我觀察到同
學對未接觸過的社會能作出嘗試。但持久⼒力較差，容易疲倦。 
透過做家⻑⾧長義⼯工，能夠從旁協助或提點他們去完成要做的⼯工作，
有些還要多點耐⼼心去教導，繼⽽而⿎鼓勵他們，給他們信⼼心，讓他們
知道⾃自⼰己只要努⼒力訓練，都能做到的。 
本⼈人建議對⼦子⼥女多讚賞和⿎鼓勵，讓他們知道⼯工作訓練時要有正確
態度，就是⾟辛苦亦不要怕，不要埋怨。這個配屬計劃是很有意義
的，可幫助同學提早發現⾃自⼰己的問題，從⽽而早點去⼯工作訓練⽽而得
到改善，對他們未來踏出社會、⼯工作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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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佩（禮 – 何朗僖家⻑⾧長）

本⼈人在⾼高爾夫球場餐廳、展藝及匡智⼭山景中⼼心做配屬
計劃的家⻑⾧長義⼯工。當中，觀察到學⽣生主動及投⼊入⼯工
作，但有時要⽼老師提⽰示才主動⼯工作，有時要催促同學
做快些。 
本⼈人透過在不同的出外實習⼯工場做義⼯工，得知道⼯工場
的特性，對於我在朗僖選擇未來的出路得到幫助。 
同學們透過出外實習，真的好需要家⻑⾧長做義⼯工⽀支持。
這個計畫，希望家⻑⾧長在來年願意參與做義⼯工。 
同學們有機會到不同機構實習，增進他們了解⾃自⼰己畢
業後的出路。

梁雪貞（義 – 鄭健豐家⻑⾧長）

我在思奇護⽼老院做配屬計劃的家⻑⾧長義⼯工，同學們負責掃地、拖地、
抹扶⼿手等清潔⼯工作，是今年新增的地點，讓同學在真實環境⼯工作，
亦可訓練責任感，明年可以繼續進⾏行。 
我觀察到同學都聽從⽼老師指⽰示分配⼯工作，但有⼩小部份較為懶散。 
社⼯工姑娘和⽼老師很努⼒力為我們的⼦子⼥女安排實習機會，懇請家⻑⾧長們有
空暇時間⼀一同參加，與同學們⼀一起為未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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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用三⼗十秒想⼀一想，「誰是你敬重的⼈人物？」

 如果你要問我最常閱讀哪類書籍，我會肯定地回答：「⼈人物傳記」。雖然
讀者和傳記主⾓角⽣生存在不同時代，但透過閱讀，有如突破時空限制，飛進傳記
⼈人物的年代，由他們作嚮導帶領我們回顧⼀一⽣生的得失順逆，如何在困難中咬緊
⽛牙關，如何在得志時仍能謙卑。他們的名⾔言成為我⼀一⽣生奔跑的座右銘。他們就
是歷史，歷史教我如何好好地活下去。

 我喜歡的⼈人物實在太多：鐵⾎血將軍巴頓、聖經中的哈巴⾕谷和保羅、傳教⼠士
戴德⽣生、電影藝⼈人羅賓∙威廉斯和摩根∙費曼、⽣生活勇⼠士⼒力克……他們都是我成
⻑⾧長的好導師。

 不少兒童⽂文學都以歷史名⼈人作為題材，希望孩⼦子認識他們的⾔言⾏行事跡、⽣生
活態度、奮⾾鬥⺫⽬目標等，以此⿎鼓勵孩⼦子積極⼈人⽣生。

 今次要介紹的繪本叫「⽕火戰⾞車：李岱爾的故事」。主⾓角是李愛銳Eric Lid-
dell，或譯埃⾥里克∙利迪爾 / 李岱爾，1902年⽣生於天津。李愛銳的爸爸是基督教
來華的宣教⼠士。1907年，隨⽗父⺟母回英國。1920年到愛丁堡⼤大學讀書後，他的
體育天才得以充分發揮，成為該校出⾊色的橄欖球運動員，加⼊入了蘇格蘭國家
隊，後來被發掘為短跑運動員。

 1924年7⽉月6⽇日星期⽇日，他本要參加最有希望奪得冠軍的巴黎第⼋八屆奧運
會100⽶米⽐比賽。但因他堅持星期⽇日要上教會⽽而決定放棄⽐比賽。李愛銳的舉動受
到很多⼈人的攻擊，說他是賣國賊，當中包括教練、領隊、其他運動員，甚⾄至英
國⺩王⼦子。不過李愛銳仍然堅持原則，堅持信仰，改為參加200⽶米及400⽶米⽐比
賽。對⼀一個短跑選⼿手改跑⻑⾧長跑，還希望取得獎牌，幾乎是要有神蹟才可以發
⽣生。

14

 好書推介 從閱讀找到學習⼈人物，再建⽴立⽣生活態度
張國賢⽼老師



 7⽉月9⽇日在奧運會200⽶米的決賽中，他以21秒9的成績獲得⼀一枚銅牌。11
⽇日，在400⽶米⽐比賽中李愛銳以奇特的跑姿，雙臂⾼高⾼高地擺動著，膝蓋也抬得相
當⾼高，⽽而頭則始終向後仰著。最終，他以47秒6的成績打破了男⼦子400⽶米的奧
運會紀錄和世界紀錄奪得冠軍。 

 李愛銳成為了奧運⾵風雲⼈人物、⺠民族英雄。他卻毅然告別體壇，回到了他的
出⽣生地天津，開始了他近20年的教師⽣生涯。他到了⽐比較貧困的⼭山東⼭山村地區
進⾏行教育。他還常帶學⽣生到⾃自⼰己家裡或者家⾨門前的網球場打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愛銳被囚禁到⼭山東省集中營裡。在3年的囚禁⽣生活
中，他堅持原則、伸張正義，幽默樂觀。他是營區裡康樂⼩小組的主席，為所有
的⻘青年⼈人安排各種活動。他熱愛⽣生命的熱情和活⼒力，使⼤大家適應了那段苦難的
⽇日⼦子。他本可以離開集中營回英國和家⼈人團聚，但他沒有，他卻選擇留下來照
顧營中有需要的⼈人。1945年2⽉月21⽇日傍晚，李愛銳終因患腦瘤去世。

 他對⽣生活的熱愛，對原則的執著，對他⼈人的捨⼰己無私，都是我們每⼀一個活
著的⼈人應該好好學習。李愛銳說過:「我相信上帝製造我是有祂的⺫⽬目的，他讓
我跑得更快！當我跑步時，我感受到祂的快樂。」希望我們也看出⾃自⼰己活著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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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銳培

梁凱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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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莊凱傑

郭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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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任愷健

周⽂文俊

梁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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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郭詠儀

黎銘健

謝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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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21

學⽣生園地



22

活動花絮

公益⾦金服飾⽇日

屯⾨門區展能運動會

共融⾜足球⽐比賽

屯⾨門共融⾺馬拉松



活動花絮

匡智競步上雲宵

安徒⽣生賣旗

沙⽥田公⽴立學校接⼒力賽

夜⾏行活動

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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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南浪海灣樂暢聚家⻑⾧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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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家⻑⾧長義⼯工之舊校服回收登記

家⻑⾧長參觀

25

展能運動會⻯⿓龍獅⽐比賽



活動花絮

展能樂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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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海洋公園同樂⽇日

⾼高⼩小常識考察⾺馬灣太陽館

學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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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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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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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毅⾏行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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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親切會九⻯⿓龍區賣旗⽇日

蝴蝶⼥女⻘青年會共融活動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聯校遠⾜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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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親⼦子師⽣生歷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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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香港特殊⾺馬拉松2015 



【編輯⼩小組】

督印⼈人：⽯石偉強校⻑⾧長

【鳴謝】
林釵釵⼥女⼠士（陳嘉揚家⻑⾧長）             贊助刊物印刷費⽤用
鄭明哲先⽣生（鄭禮⼒力家⻑⾧長）                    協助校對稿件
連柏麟⽼老師                                   協助封⾯面設計及排版

【歡迎投稿】
                                                 學校地址：屯⾨門育⻘青⾥里⼆二號
                                                 電話號碼：24553038
                                                 電郵地址：tmhill@hongchi.org.hk

【歡迎捐款】
本刊之經常開⽀支，由熱⼼心⼈人⼠士捐助，捐款請填寫以下表格，然後親⾃自交往
或郵寄⾄至匡智屯⾨門晨崗學校。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匡智屯⾨門晨崗學校法團
校董會」便可。

－－－－－－－－－－－－－－－－－－－－－－－－－－－－－－－－

本⼈人＿＿＿＿＿＿（＿＿＿＿＿＿家⻑⾧長）樂意捐出港幣$＿＿＿＿＿＿作
＜⻘青苗集＞之出版經費，請給予收據。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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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展桃（楊⼦子健家⻑⾧長） 蔡敏琪（劉卓潼家⻑⾧長）
梁祥發（梁浚霖家⻑⾧長） 勞永權（勞國煒家⻑⾧長）
謝凱思（⽂文伯希家⻑⾧長） 鄭愛群（溫肇晉家⻑⾧長）
葉珊⽟玉（鄭安祐家⻑⾧長） 社⼯工古國貞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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