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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關係
VS

關係撕裂
林穎欣姑娘（註冊社工）
自去年六月起，社會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爆發

若同工們公開地表明自己的立場，與同工們持相

一連串風波，使社會變得動盪不安。然而，歷時八個

反立場的學生會容易形成先入為主的偏見，覺得他

月的社會事件，到現時為止雖有稍稍冷卻，但沒有完

偏頗及沒有理解到自己一方的事實，影響了同工在

結的跡象。社會各方面除了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外，

學生心中的專業形象。其次，表明立場容易令校園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前所未有地嚴重撕裂，持不同立

中產生小圈子，區分了「你們」和「我們」，破壞

場的人形成彼此敵對的關係。隨著政見及立場不同等

校園和諧，亦容易令學生及同工們變得對立，因政

原因，「黃」「藍」陣營圈子逐漸形成並互相排斥，

治原因破壞本應良好的關係。最後，學生也有機會

整個社會都充斥着散播仇恨的言論。然而，「戰場」

排斥與自己立場不一樣的老師及社工，並拒絕聆聽

亦延伸到校園當中，並因是次事件而受到影響，同學

他們的教導，嚴重影響同工們的教學工作；也有機

之間、師生之間都會因著彼此的不同立場而影響關

會因雙方立場不一，而

係。作為老師或社工，同工們應該如何應對當中所引

導致學生遇事後拒絕向

起的人際關係挑戰？如何引導學生們思考事件？反思

老師及社工求助，影響

我們的立場又會怎樣地影響學生們？相信這些問題都

其求助動機。因此，在

不斷在我們的腦海中出現 。

課堂及公開場合中，同

同工的立場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及有獨立思想的人，相信大家
都對事件有一定立場。同工們在面對學生和服務使用
者時，我們都應該明白不是要將我們自己的立場加諸

工宜留意表達立場對學
生、服務使用者或對自
己工作本身的影響。

教導學生與人相處之道

在他們身上，乃是要讓他們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然

同工們在釐清自己的定位後，就要思考如何處

而，如何能做到引導學生思考而又保持中立，是一個

理學生們因這次社會事件而引致的人際關係衝擊。

很難的課題。對於學生來說，老師與社工是學生的榜

要維持校園和諧，首先要教導學生正確與人相處之

樣，對學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學生心中亦有著舉足

道，「接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接納」不

輕重的地位。

代表要接受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我們可以不認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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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想法及價值觀，但我們可以接納對方有著與自

大腦的獨立思考，

己不一樣的立場。就是次社會事件來說，不同立場

從來不願人云亦

的人很容易就形成對立面，並互相傷害。例如當同

云，盲目附和；同

學的立場與大部份人不一致，或因家人的敏感身份

時，他可以與他周

等，很容易會成為被欺凌的目標。同工們遇到這些

圍的人保持和諧融

事情時，首先要做的不是單方面的說教，因為這樣

洽的關係。值得注

未能有效地阻止事情繼

意的是，在交流的過程中，

續發生。反而，我們可

我們不是要說服對方或指責其非，而是單純的交

以透過提問讓學生嘗試

流。最終的結果不是要對方轉投自己陣營，而是互

明白不同的處境與他人

相了解到對方的想法及原因，這正正就是和而不同

的感受，例如﹕如果你

的意思。

是對方，遭受到同學排
擠，你會有何感受？著
此教育學生去接納與自
己不同的人，以同理心
明白他人。

減少雙方衝突
我們都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但在維
護言論自由的根本情況下各人都需要遵守一些基本
原則，就是在交流中不可以作出人身攻擊、不得作

此外，「互相尊重」亦是與人相處的重要一環。

出針對個人身份的言論等。在如此具爭論性的社會

所謂互相尊重，是指尊重他人意見及取態，我們也

事件，人際間的討論是少不免，但同工們可向學生

希望別人同樣地對待我們。尊重不只是對親人，身

重申和平交流的原則，以免影響大家的關係，讓學

邊的朋友、同事及親屬也需要我們尊重。人與人之

生們實際地體驗真正的言論自由。

間有大量的交流和接觸，尊重是維持人際關係和諧
的首要條件。在校園中若學生在討論事情時，同工
們可提醒學生保持理性的態度，要做到對事不對
人，避免衝突。

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與不同立場的人保
持一個舒適的距離，或不與對方談論政治時事，也
是避免紛爭的好方法。對於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
我們不需要強行改變對方，透過與對方保持距離能

此外，同工們可引導學生先耐心地聆聽對方的

減少雙方的衝突。同工們可減少與學生就此次社會

見解和立場，了解對方的想法及背後的因由，再說

事件的討論，以免激發雙方仇恨的情緒﹔同一時

出自己的立場與想法。古語有云：「君子和而不

間，同工們需留意著不同政見立場學生的情緒及行

同」，意思即是君子對待任何事情都必須經過自己

為，並透過座位安排等減少他們的在班房的接觸。

在這個敏感的議題上，也沒有人能告訴我們誰是誰非，暫時也沒有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這次社會事
件將於何時平息，現時仍充滿未知之數。未來的日子，政府仍有其他極具爭議性的政策需要處理，整個社
會都有機會要面臨新一波的「衝擊」。上述所分享的「接納」、「互相尊重」、「和而不同」等都像是很
普通和很基本的待人態度，但當我們站後一步後看回事件的發展，當中會發現這些基本的待人態度正正面
臨挑戰，所以實在需要回歸基本，重新反思並鞏固這些很基本卻是很重要的待人元素。盼望各人能緊守崗
位，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做到和而不同，以愛及尊重維繫關係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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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

說 話的孩子

簡美玲姑娘（註冊社工）

阿永（化名），一個就讀三年級的小女生，筆者

表現；3)不說話持續至少一個月（不包括上學第一個

始接觸她時認為她有點「不一樣」，靠近她說話時，

月）；4)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不熟悉社交場合所使用的

她會緊張得全身僵硬，過程中沒有眼神接觸，亦沒有

語言或感到不適；5)不說話與言語障礙、自閉症或其

回應過筆者任何說話。筆者遂向班主任了解，班主任

他精神疾病無關。

透露阿永自小一入學後未與老師、同學說過一句話，
有時候極其量透過點頭或搖頭表達。家長亦向筆者表
示，早於幼稚園時已有老師反映過阿永在學校裡未曾
開口及與同學玩，對父母以外的親友同是如此。

綜合以上五項徵狀以檢視阿永的情況，她在學校
不開口說話，在家中卻可以自在地表達自己。以上情
況由阿永讀幼稚園開始持續了至少三年。阿永不說話
的表現難以與同學互動，建立關係。因此，她至此都

就阿永以上表現，你對她會有怎樣的想法呢？害

沒 有 要 好 的 同 學。 同 時 ， 她 在 語 文 口 試 中 表 現不 理

羞、內向、怕生等，這些想法絕不意外，因任教過她

想，老師幾乎聽不見她在說什麼。阿永就學期間沒有

的老師甚或是其父母都是這般形容她。

任何病史，土生土長的她，即使同學之間以廣東話溝

其實在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疾病中，有一種疾病常
被外界忽略或單純被定性為個人性格的表現，那就是
「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不論是過去抑
或是現在，社會大眾對「選擇性緘默症」未有足夠的
認識。上網搜尋一下討論區相關的帖子，仍發現不少
人未能視它為其中一個精神疾病，類似對阿永的想法
實是帖帖可見，因此筆者才表示絕不意外。

「選擇性緘默症」？
大眾對「選擇性緘默症」的認識不足是可明白
的，因這個病症的患病率較低，根據陳韻如（2015）
選擇性緘默症與分離焦慮症中指出，它在精神科的臨
床個案中所佔的比率不足百分之一，即是一百個到診
孩子中約有一個確診。這個病症常見於兒童，患者中
女生比男生多，徵狀通常於五歲前出現，亦會於七歲
升上小學後變得顯著。
對患有這個病症的孩子最直接的描述，就是他們
只在特定場合說話。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2015）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張道龍譯）中
指出，「選擇性緘默症」有以下診斷標準：1)持續在
預期要說話的特
定社交場合中不
說話，然而在其
他場合可說話；
2)不說話這個障
礙影響到學習、
工作或社交溝通

通，她也甚少開口與他們交流。
筆者在此強調一點：孩子只是在特定場合不說
話，並不是沒有能力去說話。

為什麼會有「選擇性緘默症」？
當發現孩子出現以上徵狀時，大人們往往都急於
探討成因，想盡快了解清楚孩子究竟在擔心什麼，這
樣才可盡早讓孩子開口說話。這個病症是有可能受到
孩子個人的心理影響而不說話，如孩子害怕說錯話或
不喜歡自己的聲音等。除了個人心理因素外，還可以
從生活壓力事件及家庭互動等方面著手探討。
在生活壓力事件方面，陳韻如（2015）指出有
兒童在經歷創傷後才會出現病徵，創傷可以是父母離
異、遭受虐待或校園欺凌等。若孩子經歷完以上情況
後持續不說話，意味著孩子受傷了，並打開了自我防
衛機制。
在家庭互動方面，陳韻如（2015）發現父母其中
一方對孩子過於保護或者過於強勢，以致孩子感覺距
離遙遠都與病症有關；另外當父母本身表現害羞或有
社交焦慮的話，亦有可能導致孩子出現相關徵狀。阿
永正正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而不適當地使用沉默，繼
而演變成不說話。

阿永說話了！
協助孩子開口說話有不同手法，如心理治療、行為
治療及社交技巧訓練等，而筆者主要著手鼓勵阿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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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關係，當然前提是筆者需先與她建立到信任關係。
在接觸「選擇性緘默症」個案時，說話已失去其

人學習成果，然而以上對緘默的孩子而言十分困難。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應如何適當地協助孩子成長呢？

本身功能，想要達致二人溝通的目的，就要考慮非語

阿永的語文科老師曾要求她在堂上朗讀一段落文

言方式去幫助溝通。阿永熱愛藝術及音樂，懂得不同

章，她不作聲。老師便聯同同學一起拍掌鼓勵阿永，

繪畫種類，亦彈得一手好琴。筆者就從阿永的興趣著

老師固然是出於好意，利用鼓勵讓阿永克服恐懼。惟

手，成功利用粉彩畫與她建立關係，她開始微笑，亦

在孩子未預備好的情況下受到點名及鼓勵，這般過度

開始在畫紙上以文字表達自己及回應筆者。阿永花了

的關注無疑會增加孩子的不安。筆者建議可循序漸進

三個月時間踏出這一步。

提升孩子在課堂的參與度，可先讓孩子回答封閉式問

及後阿永向筆者透露了一個同學的姓名，表示想
與對方做朋友，而對方是她的鄰桌。雖然開學後二人
從沒交談過，但對方遇到開心事都會主動告訴阿永，
她就點點頭回應。筆者猜想阿永從對方身上感受到被
重視及獲得安全感。筆者推動她去思考與對方聚會的
小活動，最後決定了由她熱愛的音樂入手。阿永在午
聚時教對方認識線譜、指法及彈奏夏威夷小結他。過
程中阿永擔任著小導師角色，慢慢地

題，孩子點頭或搖頭回應就好。當孩子習慣後，進一
步嘗試可簡短回答的開放式問題，如午餐吃哪一個
餐，而不是午餐吃什麼。容許孩子做口型，容許孩子
需時預備才開口，容許自己湊近孩子傾聽，這一小步
正是向孩子表現對他們的接納。筆者亦知道低小班主
任利用阿永喜歡的卡通筆記簿與她溝通，如此她又多
了一途徑與他人交流，更重要的是當她有困難時，可
透過筆記簿向班主任求助。

開始小聲說話，而筆者亦不再是她的

另外，教育工作者或社工亦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代言人」。午聚以外，阿永可與對

讓家長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不少家長難以相信孩

方輕聲交談，二人亦成為了一同小息

子的「不一樣」，若許可的話筆者建議邀請家長到校

及放學的朋友。阿永花了七個月時間

觀課。筆者亦建議同工們在與家長溝通時需特別留意

踏出這一步。

家長的反應，過度反應或否認的家長有可能會無意傷

筆者在此再強調兩點：每個孩子所需時間絕不一
樣，由幾個月到幾年，請不要強迫孩子說話，孩子只
會在舒服及信任環境中開口；說話並不是唯一可互相
交流的途徑，不必過於拘泥一種方法。

建議及總結

害到孩子，以言語威逼或不適宜獎勵以
企圖改變孩子，如「你唔同老師打招
呼，我就唔湊你放學」或「你講喇，講
左嘅話我放學帶你買雪糕」，家長這些
舉動只會使孩子更害怕，因此筆者建議
同工們如發現家長出現以上行為，不妨

在與阿永的老師交流過程中，筆者不難發現教育

多聆聽家長的感受。

工作者的歎息，歎息緘默的孩子在現行教育制度中該

照顧緘默症的孩子，沒有單一的治療方法，因為每

如何自處。的確，教學課程越來越講究互動，專題研

個孩子都不一樣，然而筆者肯定陪伴、等待及引導是最

習、小組討論等都要求孩子當眾說話去回應或展示個

佳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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