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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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 

 副主席： 陳偉道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前高級講師) 

 財 政： 曾淑儀小姐  (註冊社工、資深傳媒人) 

 秘 書： 黎定基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前科學系高級導師) 

 成 員： 李輝平先生  (基督教互愛中心前事工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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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敏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和諧校園 

非凡學堂 

NETsafe 

生命傳奇 

健康校園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到校支援服務 

復和會議主持訓練 

和諧社區推廣活動 

區本計劃 

個人及家庭輔導 

復和調解服務 

家長教育及專業培訓 

出版教材及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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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廿載前行」20 周年慶祝晚宴 

2020 年本是本中心成立二十周年，因應疫锖令所有的慶

祝活動都要順延。隨著疫情的舒緩及社交措施的放寬，本

中心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於尖沙咀 ClubONE 尖

東薈舉行了 20 周年慶祝晚宴。當晚，除了中心的董事及

同工出席外，我們亦邀請了與我們共事的校長及老師們、

推動復和工作的社福機構、已離任的董事及同工們、及一

眾推廣復和的好友等百多人出席。當晚一眾董事、嘉賓及

好友與我們分享及回顧中心的時光點滴，我們在一遍溫

馨及歡樂的氣氛中渡過。在此，由衷感謝各界對復和綜合

服務中心的支持，我們會不忘初心，繼續促進人際和諧共

處，倡議人際關係修和。 

 

 

我們還製作了「20 周年紀念特刊」，以「從關心開始」、「憑信心前行」、「堅持初心」、「用心維繫」、

「同心同行」及「將心比心」六個主題，將中心過往的發展里程及服務內容輯錄於特刊之中。 

專頁結連︰https://online.fliphtml5.com/ckouv/pzgj/ 

 

此外，我們以「擦去傷痕 續寫關係 (Erase the hurt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製作了一個「擦膠」紀念品，喻意著受衝突事件

困擾的人士可以擦走傷痕，重新改寫自己的故事。紀念品中

亦有一個二維碼可以連結到中心的網頁，閱讀有關本中心成

功調解的個案，讓大眾明白「復和」的重要和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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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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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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心的服務仍受新型冠狀病毒所影響，因著不定時的網課或復課，令

大部份前線服務須不定時的取消或安排延期。雖然如此，我們一班專業的

社工仍謹守崗位，回應學校的不同需要，提供到校服務或視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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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校園齊共創」講座及處理衝突課程繼續於本年度進行。

我們透過視像版的啟發性遊戲、欣賞影片及講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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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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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預防校

園欺凌的工作，為新一年作好準備。今年，有 11 間中學及小學

參加本計劃，每所學校都舉辦了切合學生需要的活動，在疫情的

限制下仍積極地建立和諧校園文化。 

 

此外，中心今年訂立了 9 月的第三個星期五為「和諧校園月」行動

日，希望老師及學生可以透過簡單的行動，表示支持建立和諧校園；

今年的主題為「Voice Out 說出來」。在欺凌事件中，很多被欺凌者

不敢勇於「說不」或不敢主動向他人求助；部份旁觀者視若無睹，

未能發揮提醒欺凌者及支持被欺凌者的作用；欺凌者則要學習正

面地 Voice Out，以正面說話對待他人及勇於承認錯誤。為配合主題，

我們設計了「全校舞動唱出來」的活動，透過一套新穎的手勢舞和

簡單的歌詞，讓老師、學生只需要一雙手一張嘴，就可以在「和諧

校園月」行動日中共同參與，鼓勵大家勇敢站出來來對抗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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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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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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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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推出了「LEGO 溝通工程師」及「躍

動奇妙之旅」小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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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讓他們建立自信。 

 

3. 生命傳奇︰生命教育計劃 

疫情持續，學生在學習及社交方面都有著不同的限制，我們希望學

生可以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保持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來面對

疫情中的不同經歷。我們除了透過生命故事分享講座向學生講解生

命的意義及增強學生抵抗逆境的信心外；我們還透過互動的班本工

作坊及歷奇活動等，讓學生學懂感恩和珍惜。此外，我們亦會為有

需要的學生進行成長小組，提昇學生面對及解決困難的技巧，透過組員的互動、小組討論及角

色扮演等，學習多角度思考問題應及提升應變技巧，培養積極及樂觀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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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校園計劃 

為配合中／小學校不同的發展需要，我們會根據學生在生理、心理、

社交、精神、學業及認知等六大健康範疇為學校設計及主領多元化的

活動；內容包括︰小一及升中適應活動、認識青春期及兩性相處之道、

提升情緒管理、領袖訓練及學習做家人的守護天使等。此外，為配合

疫情的限制，我們亦為學校製作了十段供學生與家長觀

看的教育短片，讓學生能認識小學生活的多元化及學習自理、情緒控制及與人相

處等技巧等。 

 

5. NETsafe 

隨著疫情持續，網課及實體課間歇地運作，引致普遍的學生

已擁有自己的電子學習工具；這新常態亦引發了更多網絡

沉迷問題。今年我們提供了很多「網絡陷阱」及「狂網之災」

講座予學生，協助青少年培養正確使用互聯網的良好品格；

我們還提供了多場「預防網絡欺凌」的班本工作坊，讓學生

透過體驗遊戲、情境討論及角色扮演等活動，明白如何恰當地使用互聯網。 

 

此外，為了讓教師及家長獲得最新的網絡資訊，我們

還在 Facebook 設立了一個專頁，名為︰正面網絡文

化服務，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加入及瀏覽最新資訊。 

專頁結連︰https://www.facebook.com/stdsupportnet/ 

 

在 2011-2017 學年，我們獲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成立

了「學生支援網絡計劃」。經過多年的工作，我們出版

很多與青少年網絡問題有關的教材，而這些教材亦一

直由中心自資放在互聯網平台上讓老師及社工們自行

下載使用。專頁結連︰http://std-support.net/ 

 

 

6. 好心情@HK 計劃 

本年度我們繼續與學校合作，共同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好心情@HK，於學校推

廣心理健康的工作，主題包括︰「正面思維」、「感恩」及「與人分享」等。

我們按著學校的特性和需要，製作了不同的短片、進行了網上投票活動及

網上日營等，讓學生、家長及教師培養正面的價值及態度，建立健康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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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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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我們為 19 間小學

提供此服務，我們會根據計劃的理念架構及學生的特性修訂為視像形

式的活動內容，務求提升學生的參與動機及興趣；此外，全套計劃的

服務均會由本中心全職及富經驗的註冊社工主領，能有效控制學生秩

序之餘亦能帶領有趣的體驗活動。 

 

受疫情限制，我們將部份活動改為以視像形式進行，雖然這

對達到計劃的預期目標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從學生、家

長及老師的回應中，可見大家都十分渴求透過網上的活動對

彼此之間的連繫，十分珍惜一同學習的機會。  

 
 
 

8. 和諧校園網絡計劃 

本年度我們與香港教育局合作，為 5 所小學及 5 所中學提供此項計

劃。計劃目的為訓練學生成為和諧大使，讓他們為學校舉行推廣和諧

校園文化的活動。社工會為每所學校的參與學生提供 2 次的工作坊及

3 次到校或網上的支援服務，與學生和學校合力舉行 2 個推廣和諧校

園文化的活動或成品，當中有學校推行入班活動或早會廣播，亦有學

校製作宣傳短片、海報及小冊子。在本年 5 月 14 日，我們更進行了一次視像嘉許禮，參與學校

的老師及學生輪流分享校本的推廣活動及成品，將所得之經驗互相交流。最後，所有參與計劃

的學生亦獲頒發證書，以示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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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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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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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學校名單如下︰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聖公會基愛小學 大埔官立小學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馬頭涌官立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筲箕灣官立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 聖安多尼學校  

 

 

10. 專業諮詢及督導服務 

在前線的工作中，我們都會接觸到不少由學校自行聘請的註冊社工為學校提供駐校服務。然而

這些同工們在欠缺專業的督導及同儕的支援下，當遇到一些較為嚴重或複雜的個案時，他們便

會感到壓力萬分、甚至影響個案進程。有見及此，學校可善用教育局的「諮詢服務津貼」，為

這些同工們提供支援及培訓，提昇處理學童個案的成效。服務內容︰到校諮詢及督導、個案電

話諮詢、支援及指導緊急個案、安排專業培訓及支援危機處理等。本年，我們為 11 所小學提

供此項服務。服務學校名單如下︰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合一堂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杯澳公立學校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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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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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源裕先生的協助，讓專業人士得到提升

個人的機會。主題包括︰「學習以復和調解技巧處理家校關係及衝突」、

「調解談判技巧」、「資訊及媒體素養」、「復和會議在學校的應用」、

「認識面對情緒爆發學生的應對策略及技巧」及「認識輔導及支援有情緒問題學生的技巧」等。

此外，今年我們與香港教育局合作，分別為中、小學各舉辦一次視像教師工作坊，提升教師處

理與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衝突的知識和技巧，兩場工作坊共有 70 多位教師參

與。 

 

12. 家長教育工作 

家長教育工作是我們致力發展的服務之一，本中心協助中學、小學及

社會服務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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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

疫情，家長透過視像形式參加不同主題的講座，主題包括︰「束手有

策」、「機不離手」、「至 NET 機迷」、「家庭和事佬」及「溝通工程師」

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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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訓練的參加者包括︰老師、社

工、機構主管、教育心理學家、投訴主任、認可調解員及心理輔導員等。今年受疫情影響，所以

中心只能有限度為新入職的員工作內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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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個案或會議及專業諮詢 

過去，不少學校會就著校園欺凌或衝突向中心尋求專業諮詢或透過調解會議協助他們處理相關

事件。然而，今年長時間的停課及間歇性的半日課，令相關服務需要大幅減少。但是，當學生

們復課返到校園時，仍有少部份的學生因長時間與人隔離而不懂得與同學相處；家長長時間照

顧學童，亦引發了不少親子衝突。故此，我們會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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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出版和言集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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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公義的發展與社會的現象等帶給讀者。在疫情下，學生間歇性地

返學或網課對其學習動機有很大的影響；再者，返到學校上課仍要保持

高度的防疫，除減少了很多課外活動之外，亦減少了與人相處的機會。

因此，缺課個案及沉迷網絡的情況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今期，我們分享

了一個成功介入的缺課個案「從『心』出發」及探討了「疫下迷網」的

現象。 

 

 

15. 社區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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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主題小組為「信

心 GOGO 高 – 提昇學生的自信心」及「快樂藝同行 – 提昇學生表達及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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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重建我的家 

本中心冀能向低收入及新來港家庭推廣關愛家庭教育服務，服務包括

社區、學校及家庭三個層面。在社區層面，將會透過社區教育及展覽，

增強大眾的關注及推廣關愛家庭的重要性。在學校層面，將會提供學

生講座、工作坊及課程，讓青少年學習與父母溝通。在家庭層面，向

家長提供講座，從而協助他們建立正面的管教態度。此外，本中心亦

會提供輔導服務及家庭復和會議，希望受惠者學懂與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技巧，舒緩家庭衝突

及解決家庭危機，建立關愛及正面互動的家庭關係。 

 

家樂遊 

本中心獲得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捐助進行「家樂遊」活動，主要

受惠對象為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的學童及其家長。計劃透

過網上資源，讓家長學習與子女在疫情下進行家居訓練，以改善子

女的自我管理及社交技巧。本年度，計劃共製作了 16 段短片，讓家

長運用不同的溝通及管教技巧，與患有 ADHD 的孩子進行訓練，協

助孩子改善社交技巧。此外，我們亦建立了一個 Facebook 專頁及

Whatsapp 專線，提供教育及情緒支援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出版了「家樂遊︰玩出好孩子」家長指引；家

長可從中認識有助孩子提升「反應抑制」、「工作記憶 

」及「情緒控制」等能力的桌上遊戲。指引中亦有解說技巧及遊戲要特別注意的事項，讓家長可

以自行在家中成為孩子的訓練師，提升孩子的執行功能。 

 

「社」意家庭 

本中心成功申請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於深水埗區推行本計劃，希望

針對本區學童及家長在疫情下的情緒及社交需要而作出介入。計劃以

桌上遊戲及話劇作為媒介，協助學童建立良好社交技巧、增強交友的

信心。在本年的 11 月 14 日，我們於長沙灣社區中心進行了「家」油

站社區活動，讓區內居民透過和諧粉彩、桌上遊戲、教育展覽及有獎

問答遊戲等享受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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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版宣傳品 

疫情進入第二年，大家與親人、同學及同事都因疫情而減少了很

多面見的機會，作為一所促進人際關係的機構，我們亦推出了多

款宣傳品，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中得到慰問及支援。其中，我們邀

請了曾經在讀書時遭遇欺凌的插畫家陳林煒 - Dustykid（塵話過），

為中心設計了 2021 年的年曆卡 X 明信片，希望大家透過傳統的

書信，向親友表達關懷和慰問，加強彼此的連繫。我們向全港中

小學免費派發了二千張之後，因反應熱烈而需要加印，最後共

派發了約六萬張予學校及團體。 

 

 

為了讓大家在電子通訊工具中，也能關懷身邊的人，我們邀請了另一插畫家企鵝 Yobe，為中心

設計了 20 個 WHATSAPP Stickers，在疫情下也能彼此發放正能量。 

 

 

    

   

  

 

在疫情的肆虐下，幼稚園的學童足不

出戶，我們也關顧到幼稚園的需要，

為了讓幼童為復課作好準備，我們

也邀請插畫家企鵝 Yobe 為幼童設計

「抗疫提提你」海報及「禮多多友

多多」貼紙；在疫情下免費派發予

全港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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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服務統計概覽 

 

全年共為 136 所學校及 7 間機構或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總服務人次為 102,650。 

計劃名稱 / 服務種類 服務內容 人次 

青少年 

服務 

和諧校園計劃 
讓學生認識欺凌的禍害，教導學生正確與人

相處的態度和技巧，及如何建立和諧校園。 
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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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全校學生接納及幫助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同學。 

3433 

生命傳奇︰生命教育計劃 
讓學生能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建立積極

正面的生活態度來面對生命中的不同經歷。 
3149 

健康校園計劃 
提昇學生在生理、心理、社交、精神、學業

及認知等六大健康範疇的相關能力。 
3573 

NETsafe 培育青少年建立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品格 5798 

和諧校園網絡計劃 

中心與 10 所中小學及教育局合作，訓練學生

成為和諧大使及教授籌備活動的技巧，讓他

們為學校舉行推廣和諧校園文化的活動。 

355 

綜合 

計劃 

成長的天空 

為有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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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6 

好心情@HK 

為了向學校推廣心理健康的工作，包括︰「與

人分享」、「正面思維」及「享受生活」，我們

會協助學校撰寫計劃書，並透過一系列的活

動，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和認識。 

2489 

 

 

  



 

14 

服務種類 服務內容 人次 

駐校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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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個人輔導、成長小

組、家長教育、教師培訓及危機介入等。 

50926 

專業諮詢及督導服務 

提供到校的督導服務、個案諮詢服務、支援

及指導緊急及複雜個案、安排專業培訓及支

援危機處理。 

604 

家長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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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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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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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調解個案或會議及專業諮詢 
為有需要的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個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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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社區 

服務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 

家樂遊 

透過網上資源及輕鬆的介入媒體：桌上遊戲

及和諧粉彩，為家長在管教上作出情緒支 

援，讓他們學習與子女在疫情下進行專注力

的訓練，以改善子女的自我管理及社交技巧。 

7415 

「社」意家庭計劃 

計劃以桌上遊戲及話劇作為媒介，協助學童

建立良好社交技巧及自信心；另外透過和諧

粉彩的創作為家長及學童舒緩個人情緒。計

劃會為區內家庭建立互助網路，增強他們的

自我效能感，達至各層面人士的身心健康。 

616 

溫馨重建我的家 
向低收入及新來港家庭推廣關愛家庭教育服

務，讓大眾建立關愛及互動的家庭關係及減

低家庭衝突、暴力事件的發生。 

1089 

個人/家庭輔導 為有需要的青少年及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個

案種類包括︰情緒治療及行為治療。 
16 

區本計劃及社區教育活動 
為深水埗區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提供小組訓

練，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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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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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作團體 

學校及團體名單︰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田家炳中學 

上水宣道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福建中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福榮街官立小學 福德學校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塘尾道官立小學 福德學社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大坑東宣道小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大埔官立小學 秀明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筲箕灣官立小學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天主教明德學校 粉嶺禮賢會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 

五邑司徒浩中學 天佑小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中學 寶覺中學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屯門官立小學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廣東道官立小學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循理會美林小學 聖安多尼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循道學校 聖安當小學 

伯特利中學 德信學校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佛教黃焯菴小學 慈航學校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救恩書院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新亞學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新會商會中學 荃灣官立中學 

保良局胡忠中學 新界喇沙中學 荃灣聖芳濟中學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葵涌循道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 

保良局雨川小學 杯澳公立學校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東涌天主教學校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東莞學校(上水) 閩僑中學 

北角衛理小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合一堂學校 樂善堂顧李覺鮮幼稚園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啟思中學 沙田基督書院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喇沙小學 沙田官立小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嘉諾撒書院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香港路德會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 深井天主教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獻主會小學 馬頭涌官立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鮮魚行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坪石)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鳳溪創新小學 

基督教崇真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鳳溪第一小學 

HK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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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 綜合調解辦事署 鷹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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