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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金融海嘯所帶來的影響愈來愈廣泛，由個人投資失利、以至大

型電訊公司、強大的銀行機構、電視廣播公司宣佈減薪及裁員、與

及預計飲食業在前景不明朗的景況下有數百家食肆倒閉等，廣大

的香港市民當前都擔心著陷入經濟的困境。當大家擔心自己會成

為受影響的一群或想盡辦法節省開支的同時，切勿忽視因經濟困

境而引起的其他問題。根據《頭條日報》於2009年2月10日的報

導，得知社會服務聯會在2009年1月委託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進行了電話訪問，調查金融海嘯對香港人的影響。其中

一項的結果亦是我們所關注的情況，就是金融海嘯對人際關係

及家庭和諧的威脅。調查結果顯示，在515名20至59歲受訪者

中，有29%擔心家人關係變差。

情緒憤怒港人
金融海嘯與

在2008年尾發生了影響全球的金融海嘯、雷曼事件風暴等，令港人都人心惶惶，甚至陷入經濟困

境中。剛過去了的09年農曆新年，若有留意的話，在新一年裡的賀詞都出現了變化。過往的「新年快

樂」和「財源廣進」都成為不受歡迎的賀詞，因為處於經濟危機的環境中，香港人都懼怕股市會「快

落」、怕自己成為被「裁員」的對象。究竟在09年可能會面對更嚴重的經濟狀況下，港人還會遇到甚

麼危機呢？我們會以「人際關係」的方向上作分析，讓港人除了留意自己的「銀包有無縮水」及會否

成為被裁員的一群外，還會多關注自己周遭的人際關係及身心健康。

今期的精彩內容包括﹕「金融海嘯與港人憤怒情緒」、專題探討之「對抗與對話」、讀者投稿之

「沒有衝突的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嗎？」及復和調解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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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面的經濟衝擊下，仍能繼續保留「飯碗」的打工仔大多處

於居安思危的情況，為著避免自己「被裁」，都會花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心機、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務求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效率，

讓公司認為自己是值得保留的員工。換來的是疲憊不堪的身心狀況，

以及與家人共度的時間大大減少。另一方面，被公司裁減了的員工，

則整天待在家中，留意著就業市場的情況，期待早日尋找到工作。可

以想像，兩者都受著不同程度上的壓力。壓力是人因周遭環境所發生的

情況而產生的反應，可以有正面的作用及負面的影響。適當的壓力能成

為人做事的推動力，讓人能用更大的專注力去完成事情。相反，過大的壓

力亦有負面的作用，影響身、心健康，壓力甚至是憤怒情緒的由來。例如﹕面對

失業的家長在經濟壓力的情況下，對子女的管教耐性亦會因而受到影響。當子

女出現違規行為時，家長會較容易出現憤怒情緒。憤怒情緒的出現得不到正確

的處理，衝突便會發生，當中不但影響親子的關係，負面氣氛更會漫延至整個

家庭。另外，人對社會的怨氣、不滿亦會轉化成憤怒情緒。當社會的訴求遲

遲未得到有關機構、政府的回應，勞工會集體罷工、發動抗議行動等，更甚

的是以破壞性行為作出對抗。當憤怒情緒未能得到適當的處理，具有攻擊

性的言語、行為便可能會出現。繼而，破壞家庭的和諧及人際關係。

「珍惜機會」

當自己看到身邊的人都感到氣餒、頹喪的時候，請不要覺得無濟於事，反之要珍惜這一

次的機會，去關心鼓勵他們。他們的重新振作，很大機會是因為這一次的鼓勵而產生。至於

被關心鼓勵的人，都應該珍惜別人的愛，用這份鼓勵成為推動力，重新再出發！

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不少為經濟之柱的父親面臨失業、被裁員，可能你會感覺為難

地向家人說出自己的情況。若要左閃右避以免家人得知自己已失業，倒不如坦白相告，讓

家人與你一同經歷與分擔。除了積極搵工、協助處理家務外，餘下的時間可作家庭活動或

視親子溝通的機會，珍惜相聚的時間以改善親子關係。

「相聚一刻」

復和
小貼士 

金融海嘯的影響一浪接一浪，令到人不期然地產生一些負面思想和對未來的恐懼感。但不

如試試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吧!這不正正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嗎?不是一個能令我們更加堅強的挑戰

嗎?就好像當年「沙士」爆發的經驗，我們都能勇敢地渡過，激發出香港人上下一心的團結精

神，大家都成長了、勇敢堅強了不少!所以，勝敗往往是取決於我們選擇如何去看事情。

「換另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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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創作」市場策劃經理

梁煒堃先生Ivan Leung

「衝突」與「和解」，有時，只是一線之差；有時，卻差

之千里。情侶之間胡鬧分手、兄弟之間意氣之爭、同事之間爭

風吃醋、夫婦之間爭喋不休、政黨之間政見紛爭、國際之間利

害衝突、種族之間文化差異、宗教之間核心價值的爭辯、政府

與民眾之間對權力的不闡述……所衍生、所造成的問題，輕則

導致關係破裂，互相敵視，影響不單只是個人，甚至家庭、組

織、社會、國家也會牽涉其中；重則導致口角、肢體衝突，甚

至發生惡性循環的暴力、流血和報復事件，導致大家失去寶貴

的性命，就像「以巴衝突」和「印巴衝突」等糾纏幾十年的文

化和利益恩仇。以上種種，莫不叫人痛心疾首。

微觀來說，雖則大家都明白，「和諧」與「穩定」對家

庭和社會是何等重要；可是，我們每當情急、失望或在有意無

心之間，往往會說出和做出一些他人不能接受的說話和行為，

令人氣憤沮喪，甚至會使人萬念俱灰，促成走上自毀之路。例

如：「生舊叉燒好過生你！」、「又唔合格，大個你實要做乞

兒啦！」、「我無你呢個死仔包呀，以後唔好認我做呀媽！」

這類說話，是父母最損子女自尊的怨言，但大家都可能耳熟能

詳吧？「我由此至終都無愛過你！」、「你係個唔上進的無用

鬼！分手吧！」、「好啦，離婚吧！我地玩完啦！」伴侶之間

的苛刻斥責，不但令人心碎，其中一方的情緒如出現偏差，更

有可能會觸發衝突和暴力事故，君不見報紙經常報導此類「父

子大戰」的花邊新聞？動輒就動氣，動氣便動手，是導致發生

「家庭暴力」事故之因由，難道我們沒有察覺到嗎？我相信，

絕對不是，只是大家想做卻做不到罷了。

願意消弭衝突，化解分歧，學習作出讓步，與他人妥協，

是一種不可多得的藝術，因為，放棄個人利益和固有的看法，

是很困難的事。因此，勞資糾紛、家產爭奪、子女管教等涉及

自身重大利益或個人觀念的價值立場上，往往會衍生很多問題

和麻煩。那麼，面對此情此境，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呢？

早年前，我曾從事社工和教育工作，在一些所謂「極低

banding」或被標籤為「極度頑劣」的學校中，曾看到學生和

老師在課堂上因事發生磨擦，老師一

時之氣而當眾辱罵一位學生的人格，

後者不甘尊嚴受損，怒不可遏，隨手

拿起書包向他奮力一擲，雖然老師反

應快避開了，但兩者的火氣已燃，已開始有所動作，看似大戰

將無可避免發生。幸好，有一群熱心的同學及時將他倆分開，

否則後果堪虞。後來，幾位老師和我嘗試跟事發的學生及老師

傾談，連校長也介入處理，但雙方都只顧訴說對方不是，又因

為學校面子問題而沒有召來警方處理。後來，所謂的校內「和

解」在無聲無色、不了了之的態度下就這般結束了。

現在，從事市場及推廣工作的我，經常會跟客戶開會討

論工作細節，研究發展方向。偶爾，也會遇到一些提出無理要

求或拖欠款項的客人，難道罵遍他們祖宗十八代便能解決事情

嗎？面對意見不同而吵鬧不休或處事有分歧的情況時，難道拋

下一句話，拍拍屁股就走？那麼瀟灑？那麼自由？身為團隊一

份子，不顧他人死活，容許問題擴大而不作任何處理，是不夠

責任心的表現。更可況，如果我們被憎惡的感覺所蒙蔽，因而

討厭我們的親人或友伴的話，難道要讓仇恨跟隨我們一生而終

生不願和解？我們願意看到嗎？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好像很堅固似的，其實，有

時只是不堪一擊。一句無心插柳的話，一個漫不經心的動作，

一塊醜陋的面容，一副不可一世的態度，足以徹底破壞一段關

係。無論多久的情誼，多深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後，往往很難

修補。重新修復的要訣是「放下」，把個人情感透過正確的方

式抒發出來，令他人明白你的感受，同時不要再牢牢記著他人

曾經對你的不是。當然，道理易懂，知而行難；但只要我們的

個人涵養因時間和經驗累積而提升，我相信，大家都會掌握到

處理人際問題的秘方。

多一個朋友總好過多一個敵人，記著仇恨使人執著，令

人身心疲憊。記著快樂，使人精神飽滿。你又會選擇做那類

人呢？

讀者投稿

�

沒有衝突的世界
是美好的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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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對抗
與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創會主席

狄志遠先生

現代社會資訊發達，大家愈來愈明白自己的權益、個人主義的影響，大家也愈來愈懂得爭取

自己的權利。當然一個文明的社會要能維護每個人的權益，但大家都祇專注自身的利益，那麼人

與人之間就會有更多的矛盾。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手法，就是「對抗」與

「對話」。

自回歸祖國後，香港面對數次的經濟衰退，香港市民生活壓力增

大，再加上政府多次表現均令人失望，香港人漸漸充滿怨氣，更形成對

社會一種強烈問責的氣氛。大家總是認為別人做錯，侵害了自己的利

益，於是就用抗爭的手法，去維護及爭取自己的權益。人民遇有不滿意

的事或得不到所要的，就會去投訴、抗議，甚至用激烈的行動去爭取。

這些對抗的氣氛，使香港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

今日與太太傾談時，她表示近日多了幾宗員工的糾紛，有員工向

工會投訴機構行政失誤，影響了他們的權益，而工會亦積極為勞工爭

取，於是大家在一些字眼上著手，向對方施加壓力，迫使對手認錯，

從而得到期望的利益。但這些勞資問題，祇要大家理性對話，明白事

理，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不致浪費大量時間，依無謂的程序。

無論是處理國與國的紛爭、或人與人的過節，都可能會用「對抗」

手法或「對話」手法。美國前總統布殊就以「對抗」的手段去處理反恐

怖活動。聯合國的成立，就是希望透過和平對話的方法解決國際糾紛。

「對抗」就是用武力，打低對手，從而取得控制權，於是將問題解決。

就如從美國攻打伊拉克，希望消滅恐怖組織，惟結果使美國泥足深陷，

不單未能達成反恐的效果，恐怖活動仍然存在，更使美國政府受到國內

外人民的嚴重譴責。另外，一個國際例子就是以色列與巴基斯坦兩國爭

戰多年，用對抗的手法解決問題，但明顯是沒有達到理想的結果。

近年社會特別關注的社會問題是家庭暴力，我仍很難想像，曾經

相愛的夫婦，怎會向對方下毒手呢！做父母的又怎忍心傷害自己的親兒

呢！但事實這些家庭暴力事件在香港不減反增。互相的對抗能解決大家

面對的家庭問題嗎？能疏解彼此的不滿嗎？



似乎對抗並不能必然解決我們面對的大大小小矛盾或紛爭。那對話就值得我們多重視、多考

慮，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法。過往我們有一些很重要的與人相處價值觀，包括忍耐、接納、體諒、

謙虛等。但由於我們現在太著重個人權益，這些良好的價值觀慢慢褪色，我們也忽略對話作為解

決問題的重要性。

中國人十分重視「和」，中國舉辦奧運會，也在開幕禮中顯示中

國人追求「和」。家和萬事興、和而不同，和衷共濟、和氣生財等。

「和」就是排除對抗，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近期特區政府在施政

上，都再一次強調社會融和，大家減少互相對抗，從而團結一致，面對

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並推動社會進步。似乎「和」、「對話」的觀點

仍受到社會認同，問題是如何能在大家的生活中實踐「對話」的手法。

要做到樂於對話、善於對話，首先要有謙讓的心，不要看自己比別人強，或總覺得錯是別人

的，自己總是正確的。當然事事能處於對方的角度，設身處地，可使我們有更寬闊的視野，如果

我仍能多一點諒解政府的困難，多一點體恤同事的處境，多一點關懷家人的煩惱，相信這個社會

可以有更大的融和，而透過對話，問題的解決可能事半功倍。

在現今社會，我們多對抗少對話，這種氣氛不單不能

有效解決問題，甚至使問題進一步惡化，當我們過份呵責政

府，公務員怕做錯事，於是大家按章辦事，大大影響施政效

率，這樣並不是社會之福，政黨與政府能多對話，求同存

異，找到共同接受的方案，相信政府的運作，有百利而無一

害。勞資在經濟不景的環境下，更要互相扶持，共度難關。

夫婦間更重拾忍耐，哪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是有智慧的民族，因我們有深厚的

文化歷史，經歷不同年代的發展，中國人明白

「和」的價值，因此「和」的文化，值得我們

去深思。在今日「對抗」的日子，我們努力促

成「對話」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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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主任

梁卓敏姑娘

孩子成長階段中，與人意見不合、性格不一、學習與人磨合彷彿是一個必經過程。家

長在孩子間的紛爭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家長是否能夠放下成見及憤怒，給予孩子機

會學習面對風浪，以正面的方式處理衝突呢？

不平靜的聖誕前夕

聖誕節快到了，為著迎接節日來臨，家長和孩子都

到市場買不同的飾物作佈置。在屋邨公園中，樂文和嘉杰

及雙方母親碰個正著。樂文母親發覺兒子好像很害怕嘉

杰似的，便問道：「樂文，怎麼了？是嘉杰又再欺負你

嗎？」樂文點點頭。「你怎麼欺負我的兒子？」樂文母親

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不甘兒子受傷害，大聲責罵嘉杰及

其母親，並舉起手作勢要打嘉杰。這邊箱嘉杰的母親亦大

為緊張，自知兒子有「前科」會欺負樂文，惟面對著樂文

的母親，嘉杰母親一面向她認錯，一面責罵嘉杰。

孩子衝突經過的前因後果

兩名小五的男學生樂文和嘉杰為同班同學。樂文性

格文靜，遇到不喜歡的事情，都逆來順受、息事寧人。

嘉杰為人主動，喜歡據理力爭。這兩位同班的小伙子在

三年級時已有誤會，嘉杰不時會無故打樂文。樂文母親

對於兒子這學年與嘉杰在同一班，已通知班主任，讓樂

文與嘉杰分開坐。

自開學以來，樂文和嘉杰一直相安無事。直至一位

女同學的出現，再次挑起兩人之紛爭。嘉杰眼見心儀的女

同學不時向樂文示好，心裏不是味兒，遂開始作弄樂文，

趁在轉堂或小息之際，拍打樂文。

雙方家長衝突後的態度

自上次屋邨公園事件後，駐校社工聯絡雙方家長。

樂文母親十分緊張兒子被欺負，認為事件不能再發生，

很多顧慮，言談間帶著憤慨，認為對方應該受到責罰，

亦不希望兒子再要接觸嘉杰。嘉杰母親亦十分緊張，事

件對她很困擾，於是決定禁止兒子回校上課個多星期，

希望緩和兒子與樂文之間的衝突。

我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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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處理衝突的態度對下一代的影響

兩名小學生的衝突為何會弄成雙方家長在屋邨公園

中的爭執？甚至要孩子停學個多星期？家長對處理衝突的

態度對事件有一定的影響性。

在三年級時，樂文的母親已得知嘉杰會無故打樂

文，家長當時認為小朋友間出現衝突是正常的事，因此沒

有採取介入。到升上小五時，樂文母親只懂要求班主任將

兩人分開而坐來避免雙方的接觸。惟我們必須明白學生在

課堂合作性的活動中、在小息時間、住在同一屋邨裡的接

觸都是難以避免的。真正的解決是處理二人的關係。

由於二人的衝突未能有效地處理，導火線一但出現

便令事件惡化。當在屋邨公園中，樂文母親得知嘉杰又再

欺負自己的兒子時，愛子心切下就產生了激烈的反應。另

一方面，嘉杰的母親急忙向對方家長認錯，甚至禁止兒子

上課個多星期。可見，兩位家長以侵略性及逃避性的方式

回應事件，結果也未能解決兒子的衝突問題。

社工的介入﹕以復和調解手法處理 

在社工向相關學生、老師及家長了解情況後，即時

採取介入措施。社工認為有兩大介入方向。第一，家長教

育。當家長面對自己的兒女欺凌別人或被欺凌時，可能都

會大為緊張，不知所措，或會作出過激的反應，例如﹕責

罵欺凌者、痛打兒女等。這些做法未能真正處理事件及讓

孩子明白事件中的過錯。社工向家長表示採取逃避、責罵

等方法令事情陷入困境。幾經解釋後，雙方家長同意讓社

工以調解會議的方式處理是次衝突的事件。

第二，學生教育。在成長中，每一件事都可成為學

童學習及成長的機會。在取得家長同意下，社工先分別面

見兩名學生，以了解雙方對事件的態度。樂文自覺是受害

者，對於嘉杰拍打他，雖然感到不悅，但並未流露憎恨之

意；縱然感到有點為難，亦表示願意嘗試向對方表達自己

的感受。至於嘉杰，他自覺亦是受害者，認為樂文小題大

作，更著其母當街大罵自己的母親及動手打自己。言談

間，感受到嘉杰還未看到自己在事件中的責任及其言行對

別人的影響。經過幾番游說下，嘉杰最後亦同意與樂文來

一次直接的對話。

在復和調解會議中，社工引導二人表達自己對是次

衝突的想法、感受及事件中的影響。最後，兩位學生在

會議中亦能達成共識並作出承諾。嘉杰表示願意不再拍

打、大聲說話來對待樂文，承諾以溫和的手法來與人相

處。樂文亦表示會積極表達自己的想法，避免別人的誤

會。完結會議後，社工欣慰地看著兩位同學搭著肩及帶

著笑容地離開。

為父母者，在保護孩子的同時，面對孩子間的衝突紛爭，非要武裝自己、責難對方，又或

是斬腳趾避沙蟲、實行鴕鳥政策，逃避問題；而是要讓孩子從中學習處理衝突，明白每人都有不

同的想法，需要互相了解及設身處地感受對方所感，好讓孩子懂得接納與寬恕，從事件中成長。

「贏了場交、輸了關係」，值得賠上這代價嗎？真正讓孩子在人際衝突中得勝並成為強者，並非

憑力量取勝，而是要懂得妥善處理，明白包容和接納的重要，成為一位能夠體諒別人並會果敢表

達意見的人。其實這個世界很廣闊，有著不同性格特質的人。孩子往後要走的路甚遠，學習有效

溝通，與不同的人和諧共處，這才是孩子最大的得益。

總
結

�



歡迎社工、老師及相關輔導專業人士就「復和調解」一題上作出經驗分享，例如：

主持調解個案後的經驗分享、對「復和調解」推行的意見等（每篇分享最多2500字）。

我們會按情況考慮刊登在本中心會訊中。藉此希望各界人士能有更深的分享及交流，一

起努力建立和諧社會。

如對今期內容有任何意見、指教或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你們所給予的寶貴建議

可助我們將來做得更好！

請把投稿文章或建議連同個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寄往「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

荷樓301室復和綜合服務中心收」，封面請註明「會訊投稿」或

「會訊意見」，我們將會贈送精美禮品乙份以作答謝。

回應∕捐款表格

本人∕團體願意支持貴中心：

□ 捐贈 ______________ 元作支持發展服務

聯絡資料

個人 / 團體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法

以支票形式：

支票抬頭請寫「復和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或“Centre for Restor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Limited”，

連同此表格寄回九龍尖沙咀郵政信箱99050號

以銀行存款形式：

可直接存入善款於匯豐銀行戶口178-0-057244，存根連同此表格，寄回本中心作記錄。

（凡捐助$100元或以上可獲發免稅收據）

執行編輯：包彩珍小姐

印刷數量：2,000份

設計及印刷公司：以勒創意設計

「和晴集」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出版的刊物，版權所有，欲轉載本通訊內容須先得到本中心同意。

編輯顧問﹕黃成榮博士

編輯委員會﹕李倩婷小姐、吳鳳雲小姐、吳志權先生

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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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人加油

今期會訊的回應表，我們特意加設一項「為香港人加油」專欄。各讀者可寫下一些具鼓

勵或支持的句子或說話，然後郵寄或傳真給我們，讓我們一同互相勉勵、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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