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眼間又到「兒家通訊」同大家見面的時候了：在新的一年，祝大家身體健

康！在各方面都有長進！ 

    在過去數月，我們有家童到台灣墾丁參加了「街跑少年」馬拉松。機構也舉

辦了首次的聯區親子營，當天在烏溪沙營地，看到了很多和家人互動的笑臉。另外，

在新年聯歡會中，也不時聽到家童表示食物美味和豐富...........相信這些片段

都會令大家回味無窮！！ 

. 

上次「兒家兒話」的反應很好，我們發現不論稿件長短作者都是用心寫下自

己的看法和感受。我們很希望籍著這個平台，能讓家童抒發、分享更多，今期共收

到 30 份投稿，其中揀選了 11份同大家分享。 

    ＱＱ博士今期會介紹「服務質素標準１３」－ 私人財物。讓家童認識機構

保護大家私人財物的措施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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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風和日麗的假日，我們十二個家舍

所有家童連同家人一同出席於烏溪沙青

年新村舉行的親子藝術日營，早上我們進

行了多個刺激好玩的集體遊戲，歡笑聲此

起彼落。最深刻的是「團結站起來」遊戲，

各家舍同心又站又坐，齊聲呼喊口號，十

分有士氣、非常有氣氛。在「我們之最」

遊戲中，每一回合各家舍需派出代表競

賽，有些回合更由家童的小弟妹做代表，

成為全場的焦點。各人都全程投入，希望

為自己家舍爭光。經過多個遊戲競賽後，

最後由明德家舍、華冠家舍及賢德家舍分

別獲得冠、亞及季軍，親子樂融融的遊戲

環節在歡笑聲下完滿結束！ 

 
 

 

  
 
 
 
 
 
 
 
 
 
 
 
 
 

 
 
 
 
 
 

 
 
 
 
 
 
 

 
 

 
 

自從子女長大後，自己和外公都

很久沒玩過這些活動了，那天我

和外公都玩得開心，很盡興！各

個活動都各有特色，活動將大家

之間的感情拉近了，達到了親子

的目的，若下次有 BBQ 便好了! 

馬鞍山家舍<能>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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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午的部分，我們邀請了香港青年藝術協會為我們準備了多個藝術攤位，分

別有鱷魚頭製作、公雞木偶、面部彩繪工作坊、以及雜耍體驗。各大朋友及小朋友

一同體驗藝術的樂趣，尤其是畫臉的時候，有些家長表現得十分雀躍，捉住家童的

臉上色，家童雖看似不太情願，但又表露出很享受的樣子，場面既很溫馨，亦令人

啼笑皆非。至於唯一一個於戶外進行的活動－雜耍亦很受小朋友歡迎，大家都無懼

猛烈陽光的照射，在日光下轉碟、拋樽，玩個不停，各人都玩得十分愉快！ 

  親子藝術日營已在溫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期望是次日營能為家童及家人提

供了一個親子相處的機會，重拾跟家人合作及溝通的時間！ 

  多謝各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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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
本人（婷婷）有幸與其餘 14位「街跑
少年」代表一同參與「2017 台灣墾丁
馬拉松 4天之旅」，參賽項目為 10公
里。這次活動除了讓我增廣見聞外，
更令我了解到當地的風土文情，使我
難以忘懷。 

   首先，參選者要經過兩輪面試才
能入選。而入選者有三次集訓，讓各位
街跑少年互相認識。在第一次的集訓中，主要圍繞的是拉筋，跑步技巧和團體遊戲。
而第二次集訓中，是由美孚電訊盈科體育館跑往青馬大橋附近的海傍。令我最深刻
的是第三次的集訓，那次訓練是我們 15 位街跑少年分成 3 組，並繞著尖沙咀跑完
成任務，而我們這一組大概用了 1小時 45 分鐘指定時間內完成。 

   到達台灣後，我們先去當地的恆春縣參觀
「鹿境梅花生態園」。當地人為我們介紹鹿的
習性和性格以及牠們喜歡吃的食物。之後，我
們拿入場卷換了食物餵鹿。過程很開心。到了
晚上，我們便到夜市，有很多各色各類的攤檔，
當中的熱鬧氣氛，及熱情的招待，是我以往未
感受過的。 

   到了比賽當天，早上 5時多我們便到達比
賽場地，做比賽前的準備跟著老師拉筋，並在
比賽前為其他賽事的選手打氣。開賽初段，我
一直跟隨教練的步伐，一路上各選手也會互相
鼓勵。但到了 2公里，我開始感到有些不適而
要放慢了步伐。結果餘下的 8公里也能行行跑

跑，心裡有點氣餒，直到餘下的 1公里，已完成
的隊友及教練不斷在旁鼓勵，跟我說:「加油! 堅持下去，就到終點!」最終在他們
的鼓勵下我能完成賽事。我哭了! 雖然我成績不理想，但我卻羸了友誼! 

   旅程最後的兩天，除了再遊夜市嚐
盡當地的美食外，也參加了「高雄夜跑
團」，原來全是當地人下班後來參加跑
團的，他們縱然工作了一天，帶著疲累
的身軀，也堅持每天夜跑，真令我佩服! 

   最後，這次難得的機會全賴香港國
際服務社的推薦，令我得到很難忘的海
外馬拉松經驗。希望各位家童也珍惜每
個機會向著夢想與目標進發! 

4 

墾丁少年街跑 



 
 
 

一年一度聚首一堂 歡度佳節 

 

 
過去多年的十二家舍聚餐都在聖誕佳節舉行，為了讓家童有新的嘗試，今年聚餐訂
於新一年的開始之時，把家童從西方歡愉浪漫的氣氛，帶到傳統中國喜慶文化當中， 

體驗另一番節日風味。 
 
 
 
 

 

嘉許優異表現好家童 
經過一年的努力，又是領取成績單的時候！今年我們有七位家童獲得品行進步獎、
十四位家童獲得學業進步獎、兩位家童獲得飛躍進步獎、以及 4位家童獲得好家童
優異表現獎。相信只要肯努力，學習如何照顧自己、對人有禮、用功學習，下年度
的好家童獎項便屬於你！ 
 
 
 
 
 
 

自己遊戲自己帶 
今次我們邀請了粉嶺家童倩和蒨主領遊戲，分別是估歌仔、新年 Bingo 過三關及以

訛傳訛，最深刻的是估歌仔環節，由兩位主持人親自挑選歌曲，家童們鬥快舉手估

歌名，各人都十分踴躍，多首韓文歌很快被估中，反之好幾首傳統新年賀曲則帶點

難度，花上較多時間才估得中！可見時代已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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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的主題 : 「大埔公路嚴重交通意外」 

2018年2月10日在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發生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

一輛雙層巴士（872 號）懷疑因車速過快而翻側，造成多人傷亡...... 
 
 
 

   

 

 

 

 

 

 

 

 

 

 

 

 

明德家舍 琋 

我感到非常憤怒，為甚麼他可因乘客指責他而發怒，他是一位車長，很

多性命在他的手中，他不應該因人指責而生氣。 

我認為假如當日車長沒有遲開這班車，乘客就不會向車長指責。車長更

不應該因乘客指責他，而心情不佳，刻意加油導致今次意外。在意外後，

他沒有立即幫助救人，還自己在路旁用手機，假如他當時幫助救人，可

能不會釀成那麼多死者。 

賢德家舍 Mike 

我感到非常傷心，因為這次意外造成多人家庭破碎，時間也很

接近新年，讓原本喜氣洋洋的新年增添了好多悲傷的面孔。 

我認為巴士司機應多留意路面上的情況，應幾時減速和轉彎。

公司也要讓到車長有一個充足的休息時間。 

慕德家舍 Aimee 

我感到非常傷感，因為巴士司機憤怒的行為釀成車速過快

而翻側，使多人傷亡導致其家人很悲痛！ 

我認為巴士司機可以揸慢一些，因為如果司機揸慢一些，

這樣根本沒有可能會翻則和不會發生這宗嚴重的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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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家舍 婷 

我感到很傷心，因為造成很多人傷亡。 

我認為巴士要開慢小小，車長不要生氣和不要爭執。 

 

利安家舍 恆 

我感到十分傷心，因為巴士司機「掟」一個彎「掟」碎很

多家庭（雖然有人認為是乘客間接造成）。 

我認為這件事人人有責，因為當天的班次有些調動，而且

乘車的人可能輸了錢，自然便是向司機發泄，不過司機也

有責任，他不應因氣憤而在轉彎時不減速。 

 

 

利安家舍 儀 

我感到十分難過，因事故發生於農曆新年前，令我覺得生命十分脆弱，

希望在事故受傷的傷者能早日康復。 

我認為不但司機要負上責任，乘客也要負上責任，因 872 號巴士在馬

場開出，而乘客在馬場輸了錢而變得脾氣暴躁，與司機發生了口角，

司機把車駛到大埔公路，想給乘客一個教訓，沒有想到一個教訓奪走

了多人性命，我相信司機並不是故意，希望有一個機會給司機改過。 

仲禧家舍 芸 

我感到傷心，因為在這件事裡死了很多人，有很多家庭也

受到影響。另外，煙花演出也取消了。 

我認為司機不應該因為乘客的說話，而超速駕駛，乘客也

不應該因為巴士遲到，而罵司機。只要大家互相包容、互

相體諒，就不會發生這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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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禧家舍 輝 

我感到十分傷心，因為事故中死 19 人 66 人受傷。 

我認為乘客要包容體諒，司機不要責怪，司機不要生氣，

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信禧家舍 詩   

我感到遺憾和驚訝，想不到巴士司機會因為被乘客埋怨而發脾氣，不斷

煞急彎，造成多人傷亡，這是一件非常自私的行為，難道發脾氣才是最

好的處理嗎？難道他就沒有同理心，只顧著自己的感受嗎？ 

我認為無論是誰受到埋怨或批評，第一時間要做的不是發脾氣，而家反

省自己的過錯，回想一下自己做錯了甚麼，如果不是自己錯，也不能發

脾氣，而家平心靜氣地跟對方說清楚，如果我是那位司機，我絕對不會

發脾氣，而家跟乘客說清楚和道歉，再安全地送乘客到目的地。 

華心家舍 民 

我感到可惜，因為如果雙方都忍讓一下，就可能會避免發生以上

悲劇，我衷心希望下次別要再因為同樣原因而發生同樣的悲劇。 

我認為司機和乘客雙方都有錯，一來，就算司機遲開車，乘客都

不應該指罵司機，但是司機就算給人指罵都好，都不應該這樣發

洩情緒，因為這樣會誤害無辜，並且在事件發生後，他只是袖手

旁觀，他這樣是完全沒有職業操守。 

青榕家舍 雯 

我感到這位司機很不遵守交通規則。雖然司機是被

人罵而才會有這種意外。 

但我認為身為司機，即使給人罵都要忍耐，都不應

該報復。上帝都說要常常寬恕人。凡事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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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服務水平，機構按社會福利署的 16 個服務質素標準(Service Quality 

Standard, 簡稱 SQS)訂立了一系列的政策及程序。今期透過選擇題同大家介紹

標準 13(私人財物)，大家可參考「兒童之家」服務資料手冊，快 D完成以下題

目，答案全對而又被抽中的家童，可獲得獎品乙份，既可以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的財物，又可以抽獎，真是一舉兩得，希望這期的幸運兒是你啦！ 

 

選擇題(請圈出正確答案) 

1 以下屬於私人財物的有 

     a 課本 

     b 身份證明文件 

     c 十歲生日時，我最好的朋友送給我的生日卡 

     d 以上皆是 

 

2 若在家舍內檢獲遺留財物，職員應填寫 

     a 接領家童回家度假聲明 

     b 失物處理記錄 

     c 家童零用收支記錄  

    

3 失物儲存 30 天後仍未有人認領，負責社工可 

     a 當贈品送贈給其他家童 

     b 捐贈予其他慈善機構 

     c 據為己有  

    

4 暑假剛開始，留舍的兩位家童都表示在冰箱內已過期的蛋糕不是他們的， 

 此時職員可 

     a 丟棄 

     b 留至全部家童回舍時認領 

     c 自己享用 

     d 以上皆可 

 

 

       姓名：           

       家舍：           

 

截止日期：２０１8 年５月４日 

答案及得獎名單將於２０１8 年５月公佈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zetascope.com/url/2841a5edca9e91b3ff7dfb0335552f2f/resource.action?url=http://www.cdxle.com/d/file/sucai/shiliangsucai/2010-05-16/59cf77b54b418933a3a37e8cafbb6abf.jpg&type=img&depth=0&imgrefurl=http://www.zetascope.com/url/2841a5edca9e91b3ff7dfb0335552f2f/content&docid=MHXWTIm3VCo6pM&tbnid=SVJH-77yPuCPuM:&w=614&h=758&ei=vrGIUaeYPMiViAfyr4DgAg&ved=0CAIQxiAwAA&iact=ri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