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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經過之前三期的會訊，相信讀者都對 「復和公義 (Restorative Justice) 」 不會陌生。我們
所講的「復和公義」是處理人際衝突事件的新概念，常與司法制度一起談及。在近幾年，世界各
地的學校及不同範疇的社會服務機構都紛紛將「復和」這個艱深的概念轉化成多元化及可實踐的
手法及技巧， 「復和實務 (Restorative Practices) 」 亦因此而變得普及。本中心自2003年起，
一直採用國際復和實踐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torative Practices, IIRP) 的教材及手
法，在香港、澳門等地進行推廣及培訓的工作，效果顯著且獲參加者的一致好評。
此外，IIRP亦十分積極及進取地將「復和實務」推廣至全球各地，今年她們
更將 第12屆 的國際交流會議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總部舉行。因此，
我們董事會主席黃成榮博士、董事會成員黎定基先生、執行總監李
倩婷小姐及本人也代表中心出席了會議；我們亦把握今次的機會
發表了在香港發展復和實務的工作。我們期望將今次參加會議
的經驗，逐一於會訊中與你們分享。

今期的精彩內容包括﹕ 「第十二屆國際復和實踐機構
交流會議」內容分享、「復和理論與技巧進階訓練」課程
花絮、專題探討之「衝突與寬恕」及復和調解個案分享。

左起﹕李倩婷小姐、黃成榮博士、包彩珍小姐
及黎定基先生在舉行會議會場外拍照留念

「第十二屆國際復和實踐機構交流會議」
由國際復和實踐機構 (以下簡稱為 IIRP ) 舉辦之國際

濫用者、違規

交流會議於2009年10月21至23日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青年，甚至嚴重

伯利恆城順行舉行。是次出席會議人數約為300人，與

罪犯等。

會者分別來自美國、英國、匈牙利、德國、加拿大、新
加坡等地，而本中心則為中國香港的代表。三天的會議
中，大會安排了多位致力推廣復和實務的頂尖學者進行
演講，包括：Howard Zehr 及 Jennifer J. Llewellyn 等。
此外，世界各地的教授、老師、社工等亦分享了復和實
務在不同國家、不同範疇之應用情況及經驗。從是次的

是 次 交 流
會議內容非常豐
富，惟本人在今

我們與復和實務國際級大師Howard Zehr合照

期的會訊中想與
大家分享一所在美國費城的中學推行復和實務的重大轉
變。為此學校帶來重要轉變的是此校的校長沙尼亞高斯，

會議中，我們得知復和實務已經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服

她在接任時學校已6年被列為 “ persistently dangerous

務使用者中，包括︰學

school ”之一，學校的學生衝突及暴力事件等時有發生。

生、學前
兒 童 、
家庭暴力
事件牽涉
者、藥物

校長高斯觀察到學校師生關係緊張，缺乏彼此尊重的態
度，而留堂、停學等方法亦未能有效地處理學生問題，同
時亦令老師感到十分洩氣，引致雙輸的局面。在2008年
春天，校長高斯收到 IIRP 有關復和會議一日訓練工作坊的
資料，校長決定派出學校代表參加。復和實務亦因此而陸

我們與IIRP創辦人Ted Wachtel(中間)合照



續在學校推行。在推行的初時，只有部份老師試行復和實

第二，

務，將復和技巧提問應用於學生衝突及違規行為事件中。學

在學校成功

校的師生關係開始得到改善，而學生的紀律問題亦減少。在

推行復和實

2008年學年尾，學校舉辦了復和實務的簡介會予全校的教

務，老師的角

職員，供老師自由參與。結果，接近所有老師報名出席，顯

色舉足輕重。

示老師對復和實務工作的接納程度有所提高。其後，有為數

在每一天的課

不少的老師在新學期開始使用小組圓圈工作 (Circle) 及復和

堂中，最多機會接

實務於處理學生問題中，讓學生能有更多表達心聲、想法和

觸學生的便是老師，師生的關

感受的機會，班房氣氛亦得到改善。所謂的小組圓圈工作

係及處理紀律問題的手法是會直

(Circle) 是指在群組中每位成員都有機會發言，其他組員亦

接影響整體的學習氣氛。本中心近

可以給予回應，而討論的事情集中在該群組中發生的事情。

年來積極協助學校以全校總動員的方式建

在另一個教師培訓活動中，具推行小組圓圈工作(Circle)
及復和實務工作經驗的老師即場向其他的老師示範小組圓圈
工作(Circle)，讓其他老師亦可認識到有關的技巧及當中的好
處。在推行過程中，老師對復和實務的想法亦有了轉變，其
中一名老師表示感到意外，意外是原來學生都可以就衝突事
件作出成熟、認真及具體的分享。在一連串的培訓及部份老
師的試行後，有很多老師都觀察到在推行復和實務後，師生

立和諧校園。在推行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愈
多老師參與其中，學校的和諧氣氛亦愈高。
若學校的老師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手法不一致，或部份老
師仍堅持使用懲罰性的手法，對建立和諧校園的成效會大受
影響。本中心的角色是提供專業諮詢、主持培訓活動及帶領
治療性小組，惟核心是老師對政策的支持程度及有否將復和
實務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以將和諧校園文化紮根。

的關係變得如大家庭般緊密。老師士氣有所提升、學生亦愈

第三，善用班主任課建立良好的溝通氣氛。綜觀美國

能明白違規行為的影響及學習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在學

費城西部的經驗，在推行復和實務的前後，師生關係亦有很

生真正明白自己的錯及責任後，學生的違規行為、暴力行為

大的轉變，由互不尊重到關係變得如大家庭般緊密。關鍵

及嚴重事件的發生率亦減低了。校長有信心學校可以快將脫

是復和實務講求以和平的方式提供平台予當事人說出事件

離“persistently dangerous school”的名單中。

的想法和感受，甚至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避免誤解不

在此學校的經驗中，讓我有以下三項的啟思。第一，要
在學校成功推行復和實務要有先驅者。在推行新政策或手法
時，必定會遇到不同的聲音及困難。若當中沒有人行出第一
步或踏前多幾步，新政策或手法是沒法成功地推行。費城高
中學校的校長高斯在認識了復和實務的手法後，自己踏出了
第一步以認識有關手法。繼而，是循序漸進地將手法帶進校
園，例如﹕派出代表接受有關培訓、安排簡介會讓全體教職
員對手法有初步的認識，及後才安排進一步的培訓讓老師自
由地參與。當老師觀察到當中的成效時，自然會樂意地推行
有關政策。不論校長、主任、老師或社工，都可以身體力行

斷累積。善用班主任課以進行小組圓圈工作 (Circle) 的好處
是讓學生有機會就日常生活與同學發生的事情有分享的機
會、讓學生習慣在全班群體中作出分享及恆常地進行有助彼
此間的溝通。小組圓圈工作 (Circle) 有別於復和調解會議，
不需要在發生人際衝突事件下才可進行。因此，在此鼓勵老
師可以一星期利用兩堂或以上的班主任堂進行小組圓圈工作
(Circle) ，成為復和實務的先驅者，為校園氣氛及學生帶來
重要且正面的轉變。

下一期預告﹕分享從美國的學校經驗看復和實務如
何應用於違規青少年身上

地成為先驅者，讓成效說服其他教職員推行有關政策。

黃成榮博士正為參加者介紹復和實務在中國香港的發展情況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主任
呂珮欣姑娘 (註冊社工)

與

復和公義 (Restorative Justice) 的應用在西方已
累積廿多年經驗，對處理學童欺凌及各種人際衝突
皆有顯著的成效。多年來，本中心與IIRP合辦復和實

課程花絮

務的訓練得到廣泛的認受性。自2004年課程開辦
至今，我們已向1000多位參加者提供訓練，參加
者對課程給予極高評價。從參加者回饋得知，他
們期望能探求更深入的調解技巧及得到更多個案
討論的機會。有見及此，中心於本年8月29日舉
辦「復和理論與技巧進階訓練」課程，為已完成
基礎訓練的學員提供深入和具系統的進階訓練。
是次課程共有40位參加者，由於復和理論
能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之上，故此
課程除了吸引社會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參加之
外，更有警務人員及行政人員參加。透過不同
背景的參加者互相分享，大家都能從不同角度
分析問題，有助擴闊視野。
進階課程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本中心董事會主席暨國際復和實踐機構認可訓練員黃成榮博士於課程中先講解
不同之談判技巧與準備工作、調解的四個重要階段及復和公義的應用。除了講授之外，黃博士亦著重與參加者的互
動，透過個案討論和角式扮演，加深參加者對訓練內容的理解。當日的討論氣氛熱烈，參加者提出了不少有建設性
的問題，而具豐富調解實務經驗的黃博士不但進行現場實習指導，並對參加者所提出的問題作出了詳細回應，大大
增加了各參加者對復和調解的進深認識，獲得一致好評。

以下是部份參加者的意見：
˙ 有現場示範、例子，導師十分有份量及有心去傳授「復和訊息」。
˙ 感受到調解員的精神；體會及經驗到調解的態度、語調及技巧。
˙ 是日課程能夠有效提升參加者在籌備及促成復和會議的技巧。
談判技巧及需知的可應用性亦十分高。
由於課程能切合參加者日常工作和人際相處的需要，而復
和理論和經驗日新月異，不少參加者期望本中心能繼續開辦進
階訓練課程及分享會，介紹更多新的復和理論研究成果和個案
分享，以滿足參加者持續學習的需要。



專題探討

與

寬恕
黃成榮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董事會主席

在都市生活緊張的節奏中，從每天一早睡醒我們就面對著很多衝突的可能，家人、同事或同學，甚至於陌生的路
人都有可能成為衝突的對象。衝突似乎隨處可見，面對衝突情境，有人會選擇直接向對方開火；亦有人會避而不談，
把憤怒藏在心裡，讓時間沖淡一切；同樣亦有人會以極端的手法向對方報復。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可以選擇以寬恕
去化解衝突呢？
為了探討香港人如何面對人際衝突，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犯罪學學士課程的師生
連同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同工，於2006年2月中進行了全港首個「香港人如何面對人際衝突」調
查。其後，研究隊於2007年及2008年進行了第二及三次的調查。為了延續研究及以作比較，研
究隊(黃成榮及陳麗雯，2009)於2009年2月中亦進行了第四次「香港人如何面對人際衝突」調
查。四次調查均以街頭訪問形式進行，於九龍、香港及新界三地的代表地區進行訪問，包括旺
角、銅鑼灣、沙田及屯門，而是次調查的有效問卷數目為607份。問卷設計以直接為主，問題包
括被訪者在最近一個月內，有否與別人發生衝突？衝突的對象及原因是什麼？被訪者覺得什麼人
及行為會最令他/她感到討厭呢？調查亦分別量度了被訪者之仇恨指數及饒恕指數，以1至10分來
表達。由於調查報告以延續研究方式，每年進行訪問及比較，結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當問及被訪者的仇恨指數時，有41.6%被

月內，有與別人發生過衝突的比例多於三成，達38.1%。常

訪者選擇7分或以上(即傾向仇恨)，較08年的

見的衝突對象，依次序為同學/老師(31.2%)；家人/親戚/老公

49.2%、 07年的62.3% 及06年的56.8%為低。研

/老婆(29.0%)；一般朋友/好朋友/陌生人/顧客(17.0%)；男/女

究亦有問及仇恨是否辛苦。回答「非常辛苦」及

朋友(13.4%)及同事/上司/老闆/下屬(7.8%)等。有關與人發

「頗辛苦」兩項者共佔74.8%，較08年的69.8%高

生衝突的原因很多，經歸納後發現最為普遍者包括：家人關

了5.0%及07年的63.3%高了11.5%。當問及被訪者

係/家庭瑣事(22.1%)；人際相處/技巧問題(20.3%)；同學/師

會否願意同曾「得罪過他/她的人」復和關係時，

生/學業問題(16.0%)；價值觀問題(13.0%)及男/女感情問題

回答願意的被訪者有71.8%；不願意的有5.2%及看

(12.6%)。至於被訪者覺得令他/她最感到討厭的人則來自：同

情況而定的則有23%。另外，當問及被訪者會否饒

學(14.8%)；陌生人(11.0%)；老師(8.8%)；傳媒(8.3%)；及上

恕與他/她衝突的人時，有62.2%選擇7分或以上(即

司/老闆(7.5%)等。

傾向饒恕)，較08年的60.6%及07年的59.5%為高，

表一：06、07、08及09年的仇恨指數圖表

但較06的64.1%為低。
研究也問及最為被訪者討厭的事件，是「酒後

仇恨指數

駕駛」和「家庭暴力」，兩者同為4.4分(5分為最討
厭)，其次是「醫院失誤」有4.25分(5分為最討厭)。

7.5

此三項為最多被訪者選擇的項目，是社會近期的焦

7

點話題，對公眾有切身關係及影響。從市民的回應

6.5

得知，他們對近日社會焦點，如﹕「酒後駕駛」﹔

6

「家庭暴力」及「醫院失誤」等表示強烈不滿及高度

5.5

關注。香港人的仇恨指數由2007年的7.03分，下降至
2008年的6.19分。仇恨指數更在2009年下跌至5.81分

5

(10分為最仇恨)，是歷年來最低的分數，這顯示香港

2006

2007

2008

年份



2009

人的仇恨心在逐漸減少。(見表一)

(2009)

仇
恨
指
數

際衝突調查報告
香港人如何面對人

從2009年研究結果顯示，香港人在被訪時期的最近一個

7.3

表二：06、07、08及09年的饒恕指數圖表

7.2

饒
恕
指
數

7.1

饒恕指數

7

在饒恕指數方面，2007年和2008年的饒恕指數分別是

6.9

6.92分及6.86分，而2009年則上升至7.07分(10分為最會饒

6.8

恕)。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問及被訪者是否願意與「得罪過他

6.7

/她的人」復和關係時，相比2008年的69.2%，本年回答願意
的人是71.8%，亦有上升的趨勢，這反映近年香港人的仇恨心

2006

2007

2008

下降，饒恕心回升的跡象。(見表二)

2009

年份

學懂

寬恕待人 ， 和諧

化解

無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好像見到愈來愈多的衝突事件，有些事件導致互不相讓，出現語言暴力；有些是初則口角，繼而動
武；有些則因為當事人反應過慢，沒有採取適當行動，已經對很多人帶來了嚴重的傷害，使人抱憾終生。可幸的是，近年香港人
的仇恨指數有下降而饒恕指數有上升的跡象。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市人都必須注意「人際衝突避不了，懂得處理最重要」。
在處理人際衝突過程中，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懂得寬恕。
莫伯凱特曾這樣提醒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中，總有個位置留給寬恕的」。在人生中，我們的確會因人或事感到沮喪、失
望、背信、衝突等痛苦。事實上，社會上已有很多事例證明人際共處的困難，例如夫婦間、在家庭中、分手愛侶、離婚夫婦、僱
主與僱員間、朋友或鄰舍間、種族或國與國之間等。莫伯凱特清楚提醒我們爲 重 建平和，繼續共處，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習寬恕(見
John Monbourquette，山泉譯，2005)。
人生匆匆轉眼便過去，香港人要在適當時學習放下及寬恕。要做到真正寬恕，我們可以採取下列的方法
(參考自John Monbourquette，2005：88-89)：

˙決定不作出報復及立刻停止攻擊性的行動。
˙向人傾訴我們的痛苦。

˙開始了解侵害你的人。
˙知道我們值得寬恕及我們已經被寬恕。

	

˙認清失去了甚麼，使我們可為它哀傷。
˙接受我們的憤怒和報復的意欲。

˙開放自己，明白寬恕的治療效果。
˙決定結束關係？還是重建關係？

	

˙寬恕自己。



	
	

我們也特別想起下列的一些提醒字句，正所謂：「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及「以和為貴」等，
上述說話其實都在提醒我們要以理性及和諧的手段處理糾紛，這是中國人重視和諧的天性。
參考資料﹕
黃成榮及陳麗雯，(2009)。《香港人如何面對人際衝突調查報告(2009)》。香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John Monbourquette，山泉譯，(2005)。《如何寬恕》。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復 和 小貼士
合上眼睛
看見你就已經「眼火爆」! 相信

世外桃園
在電影、電子遊戲、電視節目

品格操練
每個人都不想給別人說自己

大家都對這個形容詞十分熟識。其實每

中，正不斷發放暴力、怒罵、報仇等

是一個「沒品」的人，那麼我們好應

個人都有感觀，人的感觀會不斷吸收不

訊息給大眾。身處在這個不利的環境

該在日常生活中，操練自己的言行舉

同的訊息，當中一定會有負面的訊息。

因素下的我們，卻忘記了原來世外桃

止 – 保持互相體諒的態度、以柔和的

當我們面對人際衝突，離開現場後；不

園就在附近。大家可以抽一點時間，

言語來回應、動作斯文有禮等。如果

如試試合上眼睛，暫時關閉感觀，讓自

到附近的郊外走一走，欣賞一下大自

大家定意以和平的方式待人，這就能

己靜一靜，思考一下如何以理智去正面

然。讓自己心神全面放鬆，維持自己

逐步建立良好的個人品格。相信由你

處理問題。

在一個平靜的狀態。這個方法很老套?

開始，和諧的風氣會在整個社會上吹

但卻萬試萬靈。

起，人際衝突自然就能夠減少。



個案分享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主任
劉雪霞姑娘（註冊社工）

每日，我們都會接觸到很多不同性格的人。你的性格是開朗 — 說話滔滔不絕？內向 —
常不發一言？抑或是火爆— 易動肝火？不論你是那一種性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少不免會
有誤會、爭執或衝突的時候；這皆因各人有著不同的處事態度和方法。結果，這些分歧會
在人與人之間形成嫌隙，嚴重的甚至將仇恨埋藏在內心，形成彼此的隔膜。此時此刻，你
會想起以「復和調解」來化解仇怨、修補關係嗎？
某年開學不久，小三甲班的中文科陳老師轉介了一位轉校生志威給駐校
社工跟進。陳老師表示與志威談及其家庭情況的時候，他會情緒激動及哭
泣。於是，社工開始與與志威進行面談，了解他轉校的適應性及家庭
狀況等。據社工的評估，志威的情緒反應乃源於家庭架構、居住
環境及學校轉變等因素而引發；此外，他因學習上的障礙而兩次
留級，學習動機亦很低。跟進不久，志威開始出現缺課的情況。
起初，社工與老師一同商討讓志威擔任一些任務及崗位，希
望增加他對學校的歸屬感；此外，社工亦提供輔導協助志威抒
發他對家庭轉變的情緒等。經過多個星期的跟進，志威缺課的
情況仍未改善。在一次的面談中，志威初次提及到與班中同學
的相處情況。原來班中有一位男同學－彥文會時常取笑他默書
不合格；因此，志威選擇用缺課的方式，逃避彥文對他所做出的
欺凌行為。志威與彥文本是兩個性格不同的人，志威性格較內向、
不敢表達自己，而彥文性格直率、口直心快；因此引發不快的事件。
接著，社工與彥文進行面談，了解他對事件的看
法。原來彥文內心並不接受同學缺課，於是便以志威
的默書成績作取笑的話題，但他沒有想到會適得其
反，令志威更拒絕回校。社工告知彥文可安排一次
會面的機會給雙方，希望他們能明白大家的處境及感
受；彥文想了一會兒後，也同意出席會議。另一方面，社
工希望藉「復和會議」的過程，讓志威體會及明白自我表達的重
要性，且亦是幫助彥文明白自己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社工向志威
介紹「復和會議」的目的和程序，志威很快就同意出席，亦希望改善
與彥文的關係。



翌日中午，社工安排了志威和彥文一同會面。開始時，社工先描述近
期於兩人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然後，社工先邀請彥文說出他的想法及
感受。聽後志威便雙眼通紅，表示並不知道有同學對他回校的情況
會感到不滿意。接著，志威說出他已很努力地溫習，但默
書仍不合格已經很傷心；更要被同學取笑而令他不想回
校。彥文聽到後，他的表情由最初擔心被人罰而變成
對自己的言行感到內疚。其後，社工向志威提問，了
解他希望如何處理此事，志威只希望彥文承諾以後
不再取笑他。彥文答應了，更窩心地說：「日後你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問我呀！」。隨後，彥文及志
威亦面帶笑容地握手言和，雙方都希望日後能夠成為
好朋友。最後，社工請他們吃糖果及讚賞他們勇於表
達及關心別人的表現。
從今次會議的過程中，社工對「復和會議」有兩個體會。首先，社工見到彥
文有兩個明顯的轉變。第一，彥文由擔心被處罰的心情到深表內疚之情；第
二，從他批評志威默書不合格到誠懇地希望幫助同學。這些轉變全因他
能透過親耳聆聽志威在事件中的看法及感受。這是「復和會議」的成功
因素之一。此外，在駐校的工作經驗中，我們都會遇到一些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往往會被不知情的同學作取笑的對象。這會
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形成一股阻力，減低他們的學習興
趣及上課的動機。久而久之，同學之間的批評及言語衝突亦
會破壞了他們的關係。「復和會議」的介入手法就正正能提
供一個機會，讓雙方從那股負面的阻力轉化成互相支持及鼓勵
的動力。正如以上的個案，由彥文取笑志威默書不合格這種阻
力轉變成互相幫助、解決問題的動力，這種力量轉變是非常
巨大及有影響力的。
有人可能認為要坦白地說出自己的感受是一件很簡單的
事情；但現實生活中，當我們與不同性格的工作伙伴或親人
出現嫌隙或衝突時，作為成年人其實也不是輕易去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更何況是小孩子呢？今次的經驗，讓我反思
到「復和會議」其實是一個求同存異處理衝突的好方法。縱使大家有不同的價值觀、性格、處事態度；只要大家願
意，其實也可以共同解決彼此的分歧。



主持調解個案後的經驗分享、對「復和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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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投稿

歡迎社工、老師及相關輔導專業人士就「復和實務」一題上作出經驗分享，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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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深水埗麗閣村麗
荷樓301室復和綜合服務中心收」，封面請註明「會訊投稿」或「期刊意見」，我們將
會贈送精美禮品乙份以作答謝。

回應∕捐款表格
為香港人加油
要建立一個和諧社區，鼓勵的說話不可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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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句子或說話，然後郵寄或傳真給我們，讓我們一同互相
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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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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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