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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大半年，相信每一位香港人也過得不易。社運影響尚未退卻，新冠肺

炎疫情便接踵而至，而且來勢洶洶。適逢農曆新年假期，更增添這場抗疫戰的

難度。為確保宿舍的正常運作，同工四出張羅口罩及防疫用品，並努力做好各

類清潔、消毒、檢疫的安排及指引；加上宿舍正好位於早前因疫情要夜半撤離

居民的長康    ，這種莫名的恐懼，相信此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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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漫長的停課期間，宿舍仍有不少舍友因個人或家庭情況，需要繼續留

舍；亦因停課，宿舍的工作比平日更繁忙。某日，有位舍友在閒談間說道﹕

「院長，人真係好奇怪，我返學就好想放假，但而家停課我就好想返學。

唔.....所以呢......我都係應該好好享受下呢段停課的時間。」說罷，他自己也

哈哈大笑起來。這位舍友的反省，充滿著「佛系」的智慧及正能量。

其實在疫情影響之下，人們很容易將焦點集中在負面的資訊，繼而影響情緒，

使我們失去目標及方向感。因此在這段期間，同工們均攪盡腦汁，重新構思宿

舍的生活程序及活動，期望能平衡防疫的安排及舍友的需要。除鼓勵舍友繼續

學習，安排好時間完成學校的功課外，宿舍亦在做足防疫措施下，舉辦不同的

小組及戶外活動，例如到附近的露天球場進行各種球類活動、到附近的山徑遠

足，舉行踏單車、「決戰一分鐘」遊戲活動及「瞬間看地球」分享會等，除讓

舍友舒展身心外，亦可足不出戶認識異國文化。期望在這段疫情陰霾籠罩的日

子裡，舍友不是無所事事、漫無目標地整天只拿著手機渡日，而是能趁機學習

建立更自律健康的生活，舍方也努力為他們注入正能量及建立目標感。

疫情總會過去，雨後定必有陽光。祝願大家齊心抗疫，身體健康。

邨



相簿 長康相簿 選擇

三葉球同樂日 乒乓球!!激戰!!

2019年9月-2020年2月

相片 為你推薦 搜尋相簿

聖誕歡聚在長康

生死速遞瞬間看地球

義工培訓2019

旱地冰球體驗日羽毛球之王者爭霸

突破八仙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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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有品」主題活動

簡介:  長康宿舍期望舍友學到「自尊、自治、自立」的生

活態度，如何體現自治？就是建立正確的生活習慣，做

好基本的執拾個人床舖及儲物櫃，保管好個人財物，希

望舍友能養成良好習慣，再推展到其他的層面去。

簡介:  宿舍今年的主題為「自律有品」，重點在於自律及

品德的培育。希望藉獎勵鼓勵舍友參與，自律地執拾衣

櫃及床頭櫃。於活動期間，有過半數的舍友獲獎，證明

藉獎勵可以令舍友有動力做得更好。

4部影片
 繼續日常1.

 2. 衣櫃執拾/床頭櫃優化計劃

 3. 長康品格

4. 朋輩小組

…

Cheung Hong Hostel

主頁 熱爆影片 訂閱項目 收件匣 媒體庫

…
…

…
CHHYouthTube

負責人 : 陳展義社工

負責人 : 鄺劍鋒社工

負責人 : 張永雄社工

負責人 : 張永雄社工

簡介:  宿舍非常重視品德教育，為了教育青少年成為一個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今年宿舍透過全年有計劃的主題活

動，集中推廣「責任感」和「禮貌」兩種品格，讓舍友

循序漸進地建立良好的品德素質。

簡介:  為配合宿舍的「長康品格」活動，同時增加舍友的

參與程度，故在每社邀請一位成熟的舍友作為成員，協

助推廣活動，包括促進舍友參與活動、協助新舍友適應

宿舍生活及認識社區等。



在線 ‧讚

今年宿舍致力於環境改善工作，將洗衣房重新規劃，騰出空間增添多一部洗

衣機和乾衣機，以應付舍友洗衣方面的需求。另外在設施方面，更換了使用

多年的床板和床褥、書櫃及鞋櫃，並增添多一部太空漫步機，期望能營造一

個舒適的環境，讓舍友能健康地生活和學習。                      

優化洗衣服務

在線 ‧讚

用電腦    體驗好左, 部機性能勁左, 唔會再lag機,
同埋可以玩    遊戲都多左 d(`･∀･)b

新書櫃大左、方便左, 櫃門亦更加穩固(＊゜ー゜)b
多左部太空漫步機, 多左個消閒選擇 ヾ(´︶`*)ﾉ♬

更換床板及床褥

狀態 相片 打卡

讚 留言 分享

香港扶幼會長康宿舍
在線 ‧

振鋒

睇返之前嘅留言……

浩棠

更換書櫃及鞋櫃 添置太空漫步機更換電腦

簡冠達主任

嘅

嘅



Cheung_Hong_Hostel …

粉絲人數帖子數 追蹤中
520 100 100

長康親子活動組
聖誕節前，一眾舍友發揮了自己的創意和心思去用簡單的材料，例如﹕瓷磚、顏料

和酒精等去製作獨一無二的瓷磚手工杯墊送贈家人。製作過程中，可見舍友們認真

和投入的一面。所謂「物輕情義重」，家人在聖誕佳節前夕收到舍友用心意和創意

所製作成的「小禮物」，應該也會會心一笑吧﹗

追蹤中 傳送訊息

活動開心好玩

又能表達到心意

宇桓

梁漢輝社工



主任

十卜 88 DLLM/W7U4/ON9 FC
「Support」，即支持

的意思，取其諧音 
「Bye-Bye」的

諧音，拜拜

廣東話粗口的

英文拼音或諧音

Fact Check的簡寫，

代表已證實的意思

A0 
A指Available(接受追求),
數字指拍拖次數, A0即指

單身且從來沒有拍過拖

KOL 
關鍵意見領袖 Key

Opinion Leader 的縮

寫，簡單來說指網絡紅人

FF
電子遊戲Final

Fantasy(最終幻想)的
縮寫，形容人愛幻想

派膠 

形容人做事不經大腦、

無知低能又愚蠢

「上網」、「手機」已經是香港人不可或缺的事情，特別是年青人，他們更是機不離手，而他們更

會在網上使用特別的語言來作溝通，家長們看到這些字句，會感到一頭霧水，完全不明白當中的意

思。
 

我們管教子女，首要當然是先了解及明白他們，這樣才能拉近雙方的距離，從而進一步的溝通。當

然，了解他們的「潮語」才能明白他們，現在的年青人，到底他們使用什麼「潮語」呢 ? 今期通訊

的親子溝通內容是認識「潮語」，使我們更加容易與他們溝通。
 

潮語，是「潮流用語」的簡稱，是時下年輕人的流行用語。不同年代也有不同的「潮語」，例如六

七十年代年青人用「省鏡」來讚美別人。隨著互聯網的流行，這些用語亦以網絡語言的形式流傳。

現在介紹一些「潮語」，來讓家長們多加認識：

日本網路流行語，泛指一種自我認

知心態，用以形容一些經常自以為

是地活在自己世界或做出自我滿足

的特別言行的人

中二病 懷疑人生

是指因遇到重大打擊或認為事

情發展不符合常理，令人生觀

產生巨大改變源於「he(他)」, 暗指兩個

男性, 即同性戀的意思

Hehe

GG
完蛋了

[心得] 管教子女，先從「潮語」入手

第 1 頁

王子榮

#0  2小時前I

我們也要與子女們一起與時並進，了解他們的語言，才能容易進入他們的內心。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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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滿意

傾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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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問卷數目: 45份

出版: 香港扶幼會長康宿舍             顧問: 劉鋼院長        

印刷量: 250份                       編輯及校對: 潘偉權導師

電話:2495 0000

傳真:2435 3950

電郵:info@sbcchh.org.hk

網頁:http://www.sbcchh.org.hk

對服務滿意程度調查問卷分析

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

長康宿舍住宿生活及滿意度調查問卷(舍友)

長康宿舍住宿生活及滿意度調查問卷(家長/社工)

地址:新界青衣長康村康豐樓地下香港扶幼會 長康宿舍

1.對宿舍服務的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非常不滿意

1.對宿舍服務的整體滿意度(社工) 2.對宿舍服務的整體滿意度(家長)

2.對宿舍環境及設備的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非常滿意

傾向不滿意

收回問卷數目: 45份

收回問卷數目: 30份 收回問卷數目: 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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