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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機構背景 

 

1. 機構簡介 

本中心於 2000年由一群熱心的校長、社工、學者及有關人士創辦，有鑑於青少年欺凌問題、校

園暴力及青少年越軌行為日益嚴重；故此，我們倡議嶄新的服務形式與手法，協助學童得到全

人的發展及改善人際關係。我們提供家庭治療、兒童及青少年個人輔導，提供到校模式的學童

訓練課程。此外，本中心策劃不同類型的訓練課程予教育工作者及家長，讓他們能夠協助學童

發展潛能，加強他們與學童之間的溝通及關係。 

 

根據本中心成立的宗旨，董事會的專業人士及本中心同工們的默默工作，積極倡議及推廣有關

「人際修和」、「復和公義」等理念及服務，中心得到教育界及社工界的認同及支持。中心於 2003

年得到社會福利署的推薦，獲遷往深水埗麗閣邨麗荷樓現址開設服務中心。此外，我們亦是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公益金的會員機構。 

 

2. 機構架構 

 

 

 

 

 

 

 

 

 

 

 

 

3. 董事會成員 

 主 席： 黃成榮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生活與學習）、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 

 副主席： 陳偉道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社會及人文科學部高級講師) 

 財 政： 曾淑儀小姐  (英國 university of Bristol 教育博士生，註冊社工) 

 秘 書： 黎定基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高級導師) 

 成 員： 莫湘萍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中央校董會校董) 

    李輝平先生  (基督教互愛中心事工總監) 

 蔡世鴻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校長)  

 李秀霞博士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服務總監) 

服務內容 

和諧校園計劃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學生支援服務 

家長教育工作 

教師／社工專業培訓 

復和會議主持訓練 

教材及課程出版 

服務內容 

和諧社區推廣活動 

區本計劃︰學生訓練小組 

個人及家庭輔導 

調解服務 

研究及調查 

家庭及社區服務 教育及發展服務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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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復和關愛 15載，人際修和建未來」15周年慶祝晚宴 

 

本年 8月 28日（星期五）是本中心成立 15周年的大日子。我們於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

青）- 青年會禮堂 I舉行了 15周年慶祝晚宴。當晚，除了我們中心的董事及同工出席外，我們

亦邀請了多位嘉賓及好友前來參與，包括︰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

家庭網絡發展中心總監黃成智先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青少年服務總監周靜子女士、

卓冀顧問有限公司顧問總經理鄭會圻先生、卓越生命成長服務中心的董事們︰袁志文博士、鍾

月英博士及周成康律師和顧問莫偉賢先生等，令當晚的慶祝晚宴更添喜慶。 

 

 

 

 

 

 

 

 

 

 

 

 

 

 

 

 

當晚一眾董事、嘉賓及好友與我們分享及回顧中心的點滴時光，大家亦與眾同樂參與遊戲及幸

運大抽獎，我們在一遍溫馨及歡樂的氣氛中度過。在此，由衷感謝各界對復和綜合服務中心的

支持。我們會繼續向前，努力促進人際和諧共處，倡議人際關係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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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匯報 

本中心有一隊由專業社工組成的支援隊伍，專責提供到校的服務予青少年、家長及教師。我們

一直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為學校提供適切的服務，而今年我們有幸獲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本中

心全力發展到校的教育服務及調解服務。 

 

1. 和諧校園計劃 

本中心成立至今一直致力倡議「和諧校園」的校園文化，而深受學校歡迎的「共建和諧校園」

講座及處理衝突課程繼續於本年度進行。我們透過啟發性遊戲、欣賞影片、角色扮演及講解理

論等，帶領學生明白和諧相處的重要及處理人際衝突的方法。 

 

「和諧校園月—No Bullying」零欺凌預防教育活動計劃 

綜合經驗所得，學校在新學期開始作出校園欺凌的預防工作相比

補救性工作更有助建立和諧校園。正值本中心成立 15 周年，我

們訂立每年 9月為「和諧校園月 – No Bullying」，鼓勵學校在

每年開學的第一個月就展開預防校園欺凌的工作，為新一年作好

準備。今年，本中心獲得香港公益金的一項額外撥款，故我們額

外為 13間中學及小學免費提供以下服務︰「和諧校園–預

防校園欺凌」及「死黨、不分黨–認識學習障礙及促進共融」

學生講座、「和諧大使–以復和方式處理人際衝突」學生訓

練、「飛躍和諧陣–認識學習障礙及建立同理心」學生體驗

活動、製作「復和迷宮–和諧相處之道」和「和諧校園要『和

孩』」和諧訊息教育海報，及「和諧校園嘉許活動–以全校

總動員方式預防校園欺凌」。 

 

講座及工作坊 

欺凌事件及學生衝突仍經常於校園內發生，而網絡欺凌的情況亦有增加的趨勢；因此，本中心

獲邀到校主持全校性的學生講座或以分班形式進行的工作坊，教導學生預防校園欺凌事件、和

諧共處之道、建立同理心及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處理人際衝突。 

 

和諧大使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的小組或活動 

本課程的服務對象為風紀或學兄學姊，訓練目的是協助學生明白欺凌事件的影響、明白被欺凌

者與欺凌者的性格和特性、學習以理性方法及調解技巧處理衝突及協助學校建立和諧文化。此

外，本中心會舉辦與人際相處有關的小組訓練，目的是協助青少年明白與人融洽相處的重要性

及預防人際衝突；當中包括︰果敢溝通技巧訓練、情埋教育小組及友共情社交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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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凡學堂︰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支援計劃 

本中心多年來一直致力推行各種青少年活動，重點教育他們與人建立

和諧的關係。在前線的工作經驗中，我們發現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在與人相處方面遇到不少困難，因此本計劃透過「死黨不分黨」及「你

我他大不同」學生講座，讓全校學生對特殊學習需要有更多的認識，

從而建立和諧及有效學習的校園環境。此外，今年我們亦有為患有自

閉症或專注力不足的學生提供社交小組訓練及專注力技巧訓練，提升他們與人相處的技巧。 

 

3. 學校支援服務 

為配合中／小學校不同的發展需要，我們也會為

學校設計及主領有關青少年的活動；內容包括︰

大姐姐訓練計劃、生命之師學長訓練、小社會體

驗活動及城市定向活動等。另外，為提昇學童的

抗逆力及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我們也舉辦了很

多以生命作主題的講座，包括︰「彩色人生之旅」、「生命奇俠」及「成長小石頭」。 

 

4.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本計劃乃由機構委派註冊社工往學校作駐校服務，協助教職員為家長及

學生提供全面的輔導服務，並協助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讓他們在

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的發展，而且能夠一生不斷自學、

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面對成長路上的挑戰。本年，我們為 7所小

學提供此項服務。除了委派註冊社工提供駐校的服務外，中心的專業顧問及社工團隊亦為學校

提供專業培訓及協助主領部份的學生及家長活動。服務名單如下︰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漢華中學(小學部) 聖公會基愛小學 大埔官立小學  

 

5. 額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此外，本中心亦利用額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為學校提供非駐校模式的支援服務，我們同一時間

派出多名社工為學校設計及帶領活動。為了加強與校方的緊密聯繫，我們會有固定的社工與學

校作聯繫，按學校的發展主題和需要而設計活動，提昇輔導服務的成效。

本年，我們為 3所小學提供此項服務。活動內容包括︰學生講座、成長

小組、大哥哥大姐姐訓練、風紀訓練、戶外活動、營會活動、小一迎新

活動、性教育工作坊、升中模擬面試、親子活動及家長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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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為一套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活動。目的為協

助小四至小六學生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激勵他

們積極面對成長中可能遇到的挑戰。此外，計劃亦會識別出有

較大成長需要的小四學生，提供介入式的輔助課程，強化學生

面對逆境的能力。計劃內容包括︰迎新活動、輔助小組、營會

活動、愛心之旅、教師培訓、家長工作坊、教師家長分享會及結業禮等。 

 

我們根據計劃的理念架構及學生的特性，修訂活動內容，務求提

昇學生的參與動機及興趣。此外，計劃中的教師培訓及家長活動

均由本中心的專業顧問或資深社工主領，確保服務質素。本年，

我們為 12間小學提供此服務，其中 2間學校的統籌社工亦會提供

駐校服務，讓社工可有效地跟進學生的表現及與家長保持緊密的

聯絡。 

 

7. 家長教育工作 

家長教育工作亦屬於我們致力發展的服務，本中心協助中

學、小學、社會服務機構及政府部門提供家長最適切主題的

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增加管教子女的技巧及知識，改善親

子關係，締造融洽和諧的家庭生活。主題包括︰「家庭和事

佬－處理親子衝突」、「恩威並施的父母」、「如何提昇父母管

教子女的戰鬥力」、「學習從「腦」開始」、「拒絕子女成為「草莓族」」、「運用多元遊戲改善子女

的專注力」、「與青春期孩子同行」、「提昇子女抗逆力」、「管教正能量」、「九型人格與管教」、「管

教模式及情緒智能」、「如何處理孩子的自我中心」、「認識網絡文化、增進親子溝通」及「網絡

管教怎樣教：如何讓孩子適當地使用網絡」等。 

 

8. 教師及社工專業培訓 

本中心為有需要的中／小學的教師及社工提供專業培訓的講座或工作坊。這些培訓除了由中心

的資深社工主領外，我們還得到黃成榮教授、中心顧問江耀華先生及周靜子女士的協助，讓專

業人士得到提昇個人的機會。主題包括︰「處理校園衝突－復和技巧訓練」、「正面紀律處理學

生違規行為」、「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的再思」、「校園危機事故壓力管理」、「全校總動員建立和

諧校園文化」、「處理家長投訴」、「探索欺凌問題及處理策略」、「以談判及調解技巧處理人際衝

突事件」及「有效地處理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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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 

自 2011學年起，我們獲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成立了「學生支

援網絡計劃」。本計劃旨在建設一個以正面紀律為取向的學校支

援網絡，將發展正面紀律的理念及實踐方法推廣至全港學校，提昇教師、社工及家長處理青少

年的網絡問題；培育青少年自我規律的品格，協助他們建立優質的網絡文化，以正確的態度使

用互聯網。 

 

經過多年的工作，我們已成功招募了 40 所核心學校和

夥伴學校。計劃的活動包括︰教師培訓、聯校教師分享

會、家長講座、學生講座、風紀訓練、學生治療小組及

學生課程等，大部份的活動都有顯著的成效及得到參加

者的正面回應。 

 

在出版工作方面，我們編製了「SMART瘋新一代」家長錦囊、「正面紀律風紀

訓練手冊」中學領袖訓練手冊、「上網必殺技」小學生認識使用互聯網品格小

冊子及三套分別適合初中、高小及中小學生的「至正網絡課程」。今年，我們

向全港中學及小學派發「網絡欺凌－預防及處理」的教師指引，讓教師認識

處理網絡欺凌的注意事項。 

 

此外，我們向全港中學派發一套兩款的預防網絡欺凌海報及

全港小學派發一套八款的網絡品格宣傳海報，這有助學校宣

傳建立正面網絡文化的重要性。我們亦已向全港中小學校家

教會派發手機停泊咭，鼓勵減少使用智能電話，讓家庭成員

重視溝通的重要。 

 

另外，為了提升網絡小學之間的聯繫及推廣學生自律品格，我們舉

辦了五次聯校的親子同樂營。每所學校均可派出有興趣或需要的親

子參加，營會當日會由中心的社工教導家長管教子女網絡行為的技

巧；之後亦安排了一些親子體驗活動及簽署使用互聯網約章，期望

親子間能促進親子的關係及一同協定遵守上網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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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讓更多老師、社工及家長取得有效處理網絡行為的策略及

資訊，我們全年舉行了四場聯校教師分享會及四場公開的家長講座；

向參加者分享智能手機對時下青少年的影響、網絡危機及探討處理網

絡欺凌的介入手法。最後，本計劃在 2015 年 7 月 4 日舉行了「網絡

行為的預防教育工作－挑戰與對策」分享會暨「至正網絡校園：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頒

獎禮。當日，多所學校均派出代表分享她們於校內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的成功經驗和心得，內容

包括︰中／小學生上網習慣及心態、以多元化活動預防網絡沉溺及校內處理手機使用經驗分享

等。 

 

本 年 ， 學 生 支 援 網 絡 計 劃 的 教 學 資 源 庫 網 絡 平 台

http://www.std-support.net 亦正式成立；此網頁專為教師、家

長及學生提供有關正面網絡文化的有用資訊，當中介紹了本計劃

的背景及理念架構，而本計劃所有製成品的電子版亦可由此下載。 

 

 

10. 復和實務的發展及服務 

復和會議主持證書訓練 

本中心作為國際復和實踐機構(IIRP)於大中華地區提供復和訓練的

唯一授權認可機構，多年來一直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推動復

和實務的工作。我們的訓練內容乃根據 IIRP復和會議主持人手冊而

設計，當中的「稿本模式」簡單易學，在兩日的訓練已可掌握有關

的技巧，深受參加者的歡迎。復和調解會議是一個有效的手法，幫

助犯錯的青少年反思自己的行為及明白事件的影響，讓受害者有抒發情緒的機會及提出修補的

方案，讓雙方能彼此了解，復和關係。中心每年都會開班教授有關技

巧；今年，我們亦為三間社會服務機構的前綫同工提供訓練，包括︰

香港青年協會、文化交流服務中心及廣州市青宮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參加者包括︰老師、社工、機構主管、教育心理學家、投訴主任及認

可調解員等。 

 

復和調解會議 

過去，不少的學校未能即時及有效處理學生的衝突及欺凌事件，因而引致更嚴重的校園暴力。

今年，我們曾以復和調解會議協助學校成功處理不同種類的個案，當中包括︰學生的肢體衝突、

朋輩間排擠性欺凌、親子衝突、家長衝突、職員衝突等。我們期望更多的團體及專業人士能以

此手法處理人際間的衝突，復和彼此的關係，讓更多人士體驗復和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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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版和晴集 

我們幸得香港公益金的贊助，讓我們能透過文字的工作，將青少年行為問題、校園欺凌的現象、

復和公義的發展與實務帶給我們的服務使用者。本年，中心共出版了兩份會訊。會訊內容包括︰

SEN系列之「課室天王」(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

學生之分享)、「誰愛那個來自星星的他」(自閉

症學童的融和教育)、關注學童精神健康狀況的

個案分享、「閒話當年 - 復和的誕生」、SEN系列

之「校園欺凌放『大』鏡」(SEN學生校園欺凌個

案分享)、復和調解個案及網絡沉溺介入工作經

驗分享等。 

 

 

1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深水埗區有不少的學童因家庭的經濟問題而未能參與有益身心的活

動。因此，本中心向教育局申請資助，為本區的貧窮學童提供多元

化的活動，讓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都可以參與社區活動，提昇個人

的不同能力。計劃目的︰發展學童多方面的能力，包括語言溝通、

肢體運動、人際相處及自我內省能力等；讓社區的清貧學生有更多

機會得到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擴闊眼界；及增強學童對社區的認識和歸屬感，以協助他們認

清自己的目標及確立自己的身份。本計劃設有不同主題的小組，包括︰「說出精彩人生」–提

昇自我表達能力及溝通技巧、「我是小巨人」–透過解難活動提昇學童的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

及「生命小勇士」–透過歷奇活動提昇學童決策及解難能力和肯定自我。 

 

 

13. 家庭及情緒輔導服務 

近年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的個案日益增加，情況令人關注及憂慮。精神健康問題，

不單對他們造成精神上的困擾，更會導致學業問題、家庭衝突、濫藥、暴力、甚至自毀自殺等

行為。本中心亦針對社會的需要，為有精神困擾的人士提供輔導服務。本中心的專業輔導員會

為有需要人士進行評估並提供個人心理輔導及作出適當的轉介服務等。服務包括︰情緒治療、

精神治療、親子輔導及家庭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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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服務統計概覽 

全年共為 143所學校及 11間機構或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總服務人次為 102,386人次。 

服務種類 服務內容 人次 

青少年 

服務 

和諧校園系列 
為中、小學生進行講座及工作坊，教導學生遠

離欺凌，共同建立和諧校園 
16482 

「非凡」學堂︰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支援計劃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訓練，提升自信及與人相

處技巧。另外，透過講座及工作坊讓全校學生

學習接納及幫助有讀寫障礙的同學。 

3030 

其他︰生命教育、正向心

理、性教育等 

例如︰領袖訓練、生命成長小組及升中迎新活

動等。 
5224 

家長 

服務 
講座、工作坊或親子活動 

為家長提供訓練，讓家長明白青少年的成長需

要；提升管教及溝通技巧，促進親子關係。 
2852 

專業 

訓練 
教師／社工講座或工作坊 

為教師提供培訓，讓教師能掌握最新處理青少

年問題的理念與技巧，促進師生關係。 
927 

綜合 

計劃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為學校提供駐校社工的服務，協助學校發展全

面的輔導服務。內容包括︰個人輔導、成長小

組、家長教育、教師培訓及危機介入等。 

55232 

額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按學校的需要來設計及主領多元化的活動，為

學校提供全方位的支援服務。 
5373 

成長的天空 
為有成長需要的小四至小六學生，提供介入式

的輔助服務，強化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 
4010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 

此計劃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結連本港學校建

設學校支援網絡，培育青少年以正確的態度使

用互聯網。 

7907 

社區 

服務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區本計劃 
供不同類型的小組訓練，教導學童各種生活技

能，提升學童的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 

537 

復和 

調解 

服務 

復和會議主持證書訓練 
由本中心訓練師主持兩天訓練。內容包括︰復

和會議的定義、理念、實踐步驟、稿本提問訓

練及事前預備工作等。 

172 

調解個案或會議及專業諮詢 
為有需要的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及家庭提供個

案評估、調解會議及專業諮詢服務，協助有需

要人士解決欺凌問題及人際衝突。 

590 

輔導 

服務 
個人及家庭輔導 

為有需要的青少年、成人、夫婦及家庭提供輔

導服務；個案種類包括︰情緒治療、精神治療

及家庭輔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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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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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合作團體 

學校及團體名單︰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何文田循道衛理楊震幼兒學校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小學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黃埔宣道小學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塘尾道官立小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山咀公立學校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玫瑰崗學校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保良局志豪小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保良局陳溢小學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聖文德書院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聖母院書院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 聖安當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聖伯多祿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聖芳濟各書院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聖馬可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聖嘉勒女書院 

天主教佑華小學 浸信會永隆中學 裘錦秋中學(屯門)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海怡寶血小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天主教善導小學 祖堯天主教小學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粉嶺禮賢會中學 嘉諾撒聖家學校 

天佑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北角循道學校 荃灣聖芳濟中學 廖寶珊書院 

北角衛理小學(下午校) 馬鞍山靈糧小學 漢華中學 (小學部) 

北角衛理小學(上午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瑪利曼小學 

台山商會中學 國民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田家炳中學 基督教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白田天主教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播道書院(小學部) 

石籬天主教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樂華天主教小學 

伊利沙伯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樂道中學 

光明學校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鄧鏡波學校 

西貢祟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彩雲聖若瑟小學 賽馬會官立中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梁式芝書院 寶覺中學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喇沙小學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佛教榮茵學校 惠僑英文中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伯特利中學 曾璧山中學 觀塘官立小學 (秀明道) 

伯裘書院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東華三院學生輔導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學生輔助會有限公司 

文化交流服務中心 香港神託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母親的抉擇 – 寄養服務部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廣州市青宮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幼兒教育及社會服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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