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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不論在學校還是社區，人際關係是一門重要的學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需要時間去建立，在這過程中
可能會發生不少衝突。當發生衝突時，人會較容易被情緒所主導，做出一些難以彌補的錯誤，嚴重的話更
會導致關係破裂。利用懲罰手法去懲罰犯事者是一般的做法，但這樣做其實未必能處理受害者的情緒，也
可能會加深犯事者對受害者的仇恨。相反，利用復和調解的手法，則能使彼此關係復和。復和調解強調衝
突發生後修補關係的重要性，透過復和會議，讓犯事者和受害者有機會去澄清事件和感受，讓犯事者明白
受害者的感受，對受害者作出道歉，同時也讓受害者嘗試寬恕犯事者。我們期望透過本期和晴集，與大家
分享有關前線經驗及反思。
本期會訊內容包括：和諧校園月得獎學校經驗分享、嘉賓撰文：復和調解個案分享、在囚人士經歷分
享和同工經驗分享。

「和諧校園月 — No Bullying」
零欺凌預防教育活動計劃
包彩珍姑娘（註冊社工）

本中心在2015年9月正式開展了「和諧校園月 – No Bullying」計
劃，鼓勵學校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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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連串的預防教育活動外，我們更舉
辦了「和諧校園月」校園嘉許活動。當中我們收到廿多間中、小學
的報名表，學校都分享了他們在校推行和諧校園活動的心得。我們
特意總結了得獎學校的經驗，與大家一同分享學習。

2015-2016年度「和諧校園月 - No bullying」
校園嘉許活動的得獎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金獎

銀獎

銅獎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 元朗 )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秀明小學

德望學校

興德學校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合一堂學校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寶血小學

樂善堂小學

油蔴地街坊會學校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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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鄧姑娘（中學社工）
筆錄者﹕吳志權先生、包彩珍姑娘（註冊社工）

貪玩之過與復和會議
本中心訪問了與中心合作多年的中學社工
鄧姑娘，她分享了在學校如何運用復和技巧來
處理學生之間的衝突和行為問題。於2015-16
年度的上學期，學校亦曾召開復和會議來處理
學生之間的相處問題。現試分享如下：

貪玩之過
事件涉及兩位中三男學生，受害者和犯事
者是同班同學，兩人事前並沒有積怨。有一天
的小息，犯事者途經看見受害者，突然無故拉
低受害者的校褲。受害者遭受如此對待，當刻
情緒激動。繼後，他立即前往通知訓導主任。

後感到很內疚，非常願意向受害者道歉，並承

訓導主任也即時介入事件及向他們了解事情的

諾以後不會再這樣對待他。受害者聽後，他也

發生經過。之後，訓導主任將事件通知學校社

願意接受對方的道歉。召開復和會議就像給予

工。社工與校方商討後，認為可以嘗試召開復

一個溝通平台予當事人，讓他們能有機會把隱

和會議來處理事件。社工隨即亦與兩位學生的

藏了的原因、故事、感受得以表達出來，從而

家長交待事件，家長亦同意交由學校來處理。

促進彼此的了解及共同尋找解決方案。會議之

在會議之前，鄧姑娘曾探討受害者和犯事
者是否需要邀請支持者出席是次會議，而雙方
都認為不用找支持者出席，想事件低調及盡快
地得到處理，不想讓家人擔心。最後，學校社
工鄧姑娘擔任是次復和會議的主持人，其他的
出席人士包括兩位涉事同學及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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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鄧姑娘再作跟進工作，了解雙方在課室中
的相處和關係如何，據了解他們再沒有發生衝
突，彼此也接納了對方，真正達到復和關係的
目標。

在學校推行復和手法的成功要素﹕
1. 學校對復和手法的認同、支持及配合﹕鄧

在復和會議過程中，受害者表達自己在當

姑娘分享到在她工作的學校中推行了復和

時的感受，表示過往亦曾遭受欺凌，感到十分

手法已接近10年的時間，她本人及訓輔組

不開心，而犯事者表示當時只是一時貪玩，事

的人員都十分認同此手法。鄧姑娘最欣賞

復和會議在進行中的嚴肅過程能讓當事人認
真地討論事件、從聆聽及反思的過程中引
發犯事者的恥感（知恥近乎勇），而會後的
茶點時間能讓當事人作非正式的交流，有
助緩和氣氛。經驗中，當事人在此非正式的
交流中，往往都會作出輕鬆的交流，例如﹕
輕拍肩膀作支持、閒談生活事、說點鼓勵及
支持的說話。另外，校方對手法的認同亦大
大促進復和手法的推動。例如﹕與校方討論
是否以復和手法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或衝突事

學校如何處理事件，讓家長明白復和會議的

件的時間可以減少；較容易邀請校方人員出

好處及其他可行的處理方法，當事人是有選

席會議；在課堂中抽調學生進行會議；與校

擇處理手法的權利。復和會議主持人事前或

方不同人員分配工作等。校方的認同和配合

需進行游說的工作，釋除當事人對會議的疑

可以讓過程更順暢及更有效率。讀者可能會

慮及明白當中的好處。鄧姑娘認為事前準備

問：「如何可以增加學校對復和手法的認

工夫的比重佔整個會議的七成，對會議的成

同？」。當然，第一步是要認識相關手法。

效十分重要。

另外，最重要是讓校方明白除了懲罰性的方
法處理學生問題之外，復和手法的效用及好

3. 學校社工的中立身份﹕鄧姑娘認為作為駐校

處。在這數年中，運用了復和手法處理學生

社工對推行復和會議並沒有帶來太大的衝

的行為、欺凌或衝突情況，有見學校相關嚴

突。有很多學校社工會擔心能否在會議中保

重事件的出現率，明顯地有減少的跡象，這

持中立的角色，因為可能有些學生是自己的

亦大大減低老師及社工處理學生問題的工作

案主。在鄧姑娘的經驗中，她認為最重要是

量。在鄧姑娘工作的學校中，亦越來越多的

會議前先向雙方解釋清楚會議的安排流程，

學校教師也會使用相關復和會議中的技巧來

而她的主持人角色是會保持中立的，工作是

處理有關學生的衝突，可即時處理事件及讓

讓各人能有足夠的機會表達想法及帶領會議

學生關係復和。

流程順利進行。在會議正式開始前，她亦會
再重申多一次在今次會議中的調解員角色，

2. 事前準備工夫必須做好﹕會議前充足的準備

令到雙方能夠接受會議的進行。當然，在過

對會議的成效有十分大的影響性。事前要讓

程中主持人真的能做到不偏不倚，不加個人

受害人、犯事人、家長及老師們清楚知道自

的立場和意見。

己的角色及會議的流程。家長亦有需要知道
從是次訪問中，希望能讓讀者明白到復和會議是可以在每一間學校推行的，也不是大家
想像中般須花費很多時間去籌備。只要校方作出適當的配合，程序上的時間安排自然減少。
然而本中心建議各學校了解復和會議的理念和技巧，嘗試實踐於學校的相關事件中，讓我們
能締造一個和諧的校園予每一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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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
一位在囚人士

我是一個很貪吃的人，很喜歡吃東西。監房

要付出。能夠為所愛的人付出，辛苦一點都是甜

是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除了沒有人身自由，也

的。捱，都是好的。我就這樣痛苦並快樂的過了

同時失去了其他的自由，包括了我貪吃的自由。

一年。

身繫囹圄，沒有鹽，沒有油，普通到一粒咖喱魚
蛋，也變成了妄想。對於貪吃的我來說，監房就
是雙重懲罰。所以也難怪我，每次當我看到電視
的必勝客廣告、麥當勞廣告，甚至乎只是出前一
丁的廣告，都會有一番憤怒在心中噴發而出，口
中也不其然喃喃吐出兩個字﹕賤人。

來的月結單。平時我也不會看這些，有時間都花
來睡覺、休息。但既然捱了一年，也想看一看我
的努力成果嘛。懷著期待的心情張開一看，結果
卻成為了驚嚇。為甚麼債務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呢？不是每個月都有還錢嗎？每個月辛辛苦苦賺

每當我憤怒的時候，我就會“賤人、賤人＂

來的工資都去了哪裡呢？一個個問號在腦中翻來

的罵着她、詛咒着她。我常心想，如果沒有她，

覆去。更甚的是，我後來還發現她經常去夜街，

我又怎會犯法呢？如果沒有她，我又怎會淪落到

甚至還不回家，而且有一些不知名的電話來電

今時今日的境地呢？如果不是她，我又怎會連吃

時，她的形態也會變得有些閃縮，最後我知道

一顆咖喱魚蛋，也會變成一個奢侈的願望呢？

她原來跟她的一個同事有染！在那一刻，我整個

她是誰呢？她曾經是我一生中最愛。我很
愛她，不知道原因，總之當時就是很愛她，我願
意為她奉獻我一切所能做的。在初初認識她的時
候，我就知道她欠下很多債務，可謂債台高築。
我當時覺得她很可憐，一個女人，為了家人，要
負起家中所有開支。過了 多 久，我就跟她住在一
起了。當時我很愛她，很願意為她付出，也願意
為她還債。心想，這是應該的。既然跟她一起，
就應幫她啊!回想起當時的日子，真的過得很苦。
每天要做18小時的工作，發放工資的時候，就將
工資都給她，讓她去償還債務。每天就只從她手
中拿取四十元作使用。可以想像，四十元？吃早
餐還是吃午餐？乘車還是走路？甚至連冬天也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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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之下，我看見銀行寄

人都崩潰了。我不明白她為何要這樣對我，一個
口口聲聲說最愛我的人，竟然背叛我。一個每晚
和我同床的人，竟然跟另一個人同床共寢。我不
明白自己犯了甚麼錯，我做了甚麼對她不好嗎？
還是我根本是個傻子，被她玩弄感情，玩了整整
一年？原來我辛辛苦苦工作得來的工資，就是給
她跟那個第三者揮霍了？我是不是被騙財騙色
了……？一連串的問題在我腦中出現。我漸漸失
去理智，大腦也不能有效思考了。思想亦逐漸鑽
進牛角尖，不能自拔。最後我的心裡就萌生了報
仇的念頭。我要報仇，我要她一樣受苦，痛不欲
生。最後，我就犯下這次彌天大禍，鎯鐺入獄
了。

不得花錢買一件長袖衫替換，對怕凍的我來說，

這樣子，我可以原諒她嗎？她背叛我，她

簡直就是折磨。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的是這麼

害我入獄！就算進入獄中，我也不能原諒她。對

大的年紀，也未曾這麼節儉過呢！但當時我從

於她，我恨之入骨。隨著時間過去，也被囹圄洗

未有過怨言，因為我天真的覺得，愛人就是應該

禮，怒火漸漸平熄。但對於她的一切，還是耿耿

於懷，甚至後來信了基督教，漸漸學會了原諒及
體諒，學會寬恕一些對自己不好的人、冒犯自己
的人，但都不能稍減對她的憤恨。尤其每當看到
那些食物廣告的時候，更是難掩心中的怨恨了。
對於這個心理狀態，其實我很憎恨自己。
嬲怒、憎恨，可以令自己開心一些嗎﹖答案是明
顯的。不但不能讓自己開心一些，反而讓自己經
常處於負面的情緒之中。尤其當自己開始帶領獄
中的弟兄，自行在週日舉行崇拜之後，就更加嬲
自己了。一方面要在崇拜中，給弟兄們傳講主的
道理。另一方面，自己卻不可以行主所吩咐的
話語。這種情況，令我的心更加跌到落谷底。神
教導我們要原諒害我們的人，但我卻做不到祂所

願，其實他們都只是一些可憐人，因為他們並不
能控制自己。他們只是被自己的物慾、情慾和私
慾所擺佈，跟著就做出一些他們都不想做的事，
可能傷害了自己，也同時傷害了別人。

教導的，這也讓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活在痛苦與
矛盾之中。這個狀態一直維持很久，我經常都為

自從有了這個明悟之後，我慢慢平熄了一

此感到很難過。一方面，受到我宗教的影響，要

些怒火。對於身邊人有時對自己做了一些不好的

寬恕，要包容。另一方面，我在心底裡卻不能釋

事，我也可以比以前更從容一點的去面對。可以

懷，總是很憤恨。我都不知道要如何做，有點無

很快原諒他們，可以做到聖經的教訓，不含怒到

所適從和迷茫的感覺。因此，我常常為此事感到

日落。然而，對於我前度女朋友的那份憎恨，卻

傷心和難過。我也向一些神職人員傾訴過，但都

仍埋藏在我心底裡，潛伏著，不時浮出來折磨

得不到釋放。直至幾年前，我認識了兩位外籍的

我。雖然再有經常咒罵她了，但她仍然如一根

牧者，經過幾番對話，我的心才慢慢得到放下的

刺般，常常刺痛著我。Fr. Jose卻要我嘗試第二個

機會。

方法，就是要我找出為甚麼會憤怒，就是嬲她的
真正原因。我當時其實不明白他的意思，憤怒就

有一次，有一位波多黎各的神父來做監獄事
工。他是一位很有愛心的神父，名字是Fr. Jose。
我告訴他我的情況，他嘗試開解我，但都不成
功。他教了我兩個方法，讓我嘗試去實踐。首
先，當我再覺得憤怒、受委屈的時候，嘗試去冥

是憤怒啊，就是她對我做了那些不可原諒的事，
所以我才嬲怒她啊，我怎麼會不知道、不明白真
正的原因呢？我一直以為我很清楚原因，可惜的
是，我用了很長的時間，都不明白真正的原因；
或者說，我並不明白Fr. Jose所說的真正意思吧。

想，默想主耶穌在最後一晚所發生的事。我也有
跟著嘗試去做，我知道主耶穌受了很大的冤枉、

後來，我認識了另一位英國來的牧師Fr.

委屈，祂所受的苦比我受的何止千千萬萬倍？但

William。在熟絡之後，我也告訴了他我的情況。當

最令我動容的，卻是祂被釘十架的一刻所講的

時他對我說，我有責任。霎時間，我就變得很憤

那句話，祂說﹕「天上的父親，原諒他們，因為

怒了。我有責任？我竟然很流利地反問他，我有

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

甚麼責任？我有責任愛她？我有責任幫她還債？

我，每次當我再感覺到冤屈，覺得不如意的時

我有責任每個月出糧時，都給她拿去揮霍？或是

候，我都會想起主耶穌的這句話。我漸漸開始明

有責任去讓她背叛我嗎﹖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可

白，有時候，有些人所做的並不是出於他們的意

以這麼流利地講英文吧!我相信Fr. William當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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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找藉口，一直用嬲她、恨她來作藉口，來掩
飾我的錯。只要我一直嬲她，我就一直可以在心
理上好過一點。再講得坦白一些，我就會越覺得
自己所做的都是合理的、是正確的，我所做的，
都是事出有因、出師有名，所做的，都是應該被
同情的。其實，原來我一直都只是很醜陋地推御
責任，不肯承擔自己責任，為自己所做的事去負
責，所以才不斷地憎恨著她。
我剎那之間好像明白了很多道理，原來我一
定覺得很愕然，我竟然會那樣跟他說話。但他沒

直好用力地去要戰勝的拔河對手，在無聲無色之

有怪我無禮，只是很包容地告訴我，我有的是基

間已經離開我了。原來主耶穌要我們原諒我們的

督徒的責任。一句說話，我就被啞火了。他慢條

敵人，並不是要我們優待他們，而是要我們放過

斯理地告訴我，神原諒了我，但我卻不願意原諒

自己。直至那一夜，花了很多、很長的時間之後

別人？他說主耶穌教我們的禱告中是如何說呢﹖

的那一夜，我才明白原諒人才能原諒自己。到那

我被問得說不出話來，我甚至很傷心地問牧師，

一刻，我的心才真正的得到了釋放。

如果我真不能原諒她，我是不是就不能上天堂了
（很小孩子氣的問題）？為了避免場面變得尷
尬，我告訴他我明白了，雖然我不想認同他這個
講法。

原來不肯原諒人，並不定是對方做了甚麼天
怒人怨的事，以至不能原諒人。往往只是基於自
己的陰暗面，才會不肯原諒別人。原來別人傷害
自己，並不定是有意，而是因為他們被自己的陰

然而，就在當晚，當我再去回想跟Fr. William

暗面所控制、擺佈。我卻用了這麼長的時間，被

的這番對話的時候，我卻突然間有了一份明悟。

折磨了這麼久，才能明白原來只是自己一直折磨

就是Fr. Jose要我去做的第二個方法，我竟然在被

自己。當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的心才真的漸

Fr. William直接指出我的錯誤之時，明白了Fr. Jose

漸得到釋放，慢慢將我內心裡面的憤恨舒緩，不

所指的真正意思，我之所以忿怒，原來都是出於

用再用幾倍的心力去嬲一個人了，也能真真正正

我的錯。其實我只是不肯承認自己的錯，所以才

不再詛咒她，反而要跟她說對不起，盼望她也能

會恨她、嬲她。講得直白一點，其實我一直都給

接受我的道歉，原諒我吧！

本中心有幸得到在囚人士的投稿，講述他的犯罪經歷，當中的愁恨如何將他帶進監獄，在
牢獄的生涯中，他像未能放下憤怒，這樣的生活對他一點也不好過。看完這位在囚人士的分享，
相信可以讓大家了解一個犯了錯，更是犯了一個大錯的人的心路歷程，如何從憤怒、怨恨當中走
向寬恕。其中分享到寬恕敵人並不是優待他們，而是放過自己，這樣的處境就像我們一直所講的
「復和」。「復和」不單只是與別人之間的復和，亦可以是與自己復和，讓自己從復和的過程中
釋放，回復原來的狀態。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可能日日都會在我們身邊發生，有時亦會因為衝突而
破壞了與家人、朋友、同事…的關係，甚至成為「仇人」。愁怨、憎恨、憤怒都會讓人活得不
爽，愁恨他人確實是與自己過不去，希望他的經歷都能帶給我們一點反思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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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等
等
和
待

忍
忍耐

吳志權先生（註冊社工）

記得一次到紐西蘭旅遊，過程中聽到導遊說：「紐西蘭的生活
節奏沒有香港那麼急促，再加上地方很大，如遇到一些問題，需要
別人的支援，除了『忍耐』之外，還要『等待』，記著要忍耐和等
待呢。」當時的我只當這是一個幽默的笑話來聽，但其實忍耐和等
待，是人生的必修科目，而對社會工作者的素養來說，更是一門很
重要的學問。
在剛過去的一年，我在一間小學，負責帶領小四
成長的天空活動。根據學校社工的透露，小組內其中一名男生，情緒
和行為表現會比較難以控制，須同工們留意。在社福界工作多
年，常用到正面紀律手法來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加上小組中除
了我之外，還有另一位同工一起帶領，所以我當時認為在處理學
生問題上應該沒有多大問題。
到了小組正式開始運作，小組中約有12位學生參與，而該男
生亦如學校社工所透露般，出現不同的行為問題，例如：大叫、用
手敲打桌子、用腳大力踏地、情緒很易激動及經常與同學發生衝突等。
他的行為在小組中也產生了化學作用，有同學會模仿他的行為，有些同學會覺
得很討厭和煩惱，引至小組經常停止運作，不能順利進行。根據我的觀察，男生當面對自己
不喜歡或不滿的事情時，情緒就會很容易激動，出現負面行為。作為小組導師的我，當然必須作出
適當的介入。我嘗試了以下的介入手法，第一：運用獎勵制度，鼓勵他做好行為。第二：座位的安
排，安排一些會對男生有正面鼓勵和影響的同學坐於他的旁邊。第三：進行個別面談，我和學校社
工分別與男生進行面談，了解其行為背後的動機和想法。然而男生表示自己願意參與計劃活動，也
表示會嘗試盡力參與活動。第四：嚴肅認真的提醒，鼓勵他多做正面的行為，提醒男生負面行為的
後果，即時作出警告等。第五：忽視他，考慮到男生的行為會否只是想引起別人的注意，故此我會
繼續進行小組的活動，選擇忽視他，希望他自動投入於小組活動中。我運用了以上不同的介入手
法，均徒勞無功，沒有顯著的成效，反而負面行為也變本加厲。
小組活動差不多去到第四節，男生的負面行為持續惡化，他除了發出聲音影響小組進行外，更
有粗暴對待別人的行為，我必須經常性一對一的看管著他。小組已去到第四節，我眼見已嘗試過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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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結果卻適得其反，所以我與校方商討是否需要暫停他參與小
組活動，因他的行為已嚴重影響其他同學的學習及小組活動的進行，校方表示想繼
續給他在小組學習的機會，再留意他的行為表現如何。當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
因為該男生真的十分影響小組的進行，男生自己也學習不到小組中的東西，另一
方面亦令到其他同學的學習受到影響，所以我是認為男生是應該退出
計劃的，也認為他也不想參加活動。
隨後之小組及營會活動中，我嘗試繼續忍耐和等待，當男生情
緒失控或有違規行為出現時，我會如以往般重覆提醒他「慢
慢冷靜」、「放鬆」、「這樣會有什麼後果」等。在等待他
冷靜的過程中，有很多與他相處及傾談的機會，有時我也會
與他說笑，彼此的關係開始建立。過程中，雖然會花上一
段時間，他的情況才能受控，但我留意到男生開始有一點變
化。他開始變得願意參與小組中的活動，情緒沒有在小組初期般
容易激動，他與小組中的同學也能夠合作。奇妙的是，之前我和男
生的關係是很差的，有時也會因他的情緒波動令彼此進入拉鋸和膠著狀
態，而現在他變得喜歡與我一起進行活動。在最後的兩次活動，我因事缺席活動，該男生也因此而
感到不開心。
這位男生的轉變，令我上了「忍耐」和「等待」的一課。當然，可能會有其他的方法能夠幫助
那位男生，例如：其他性質的活動或個別輔導等，但一位學生的轉變，未必會是即時或短時間內
可見的。在今次的計劃中，我相信這位學生從中也會學習
到一些個人成長的要素。我看到這位學生的轉變，令我感
到十分驚喜，因初期我是認為他盡早退出計劃對整個小組
會比較理想，同時也不想浪費了其他學生的學習機會。然
而，令我感到恩慰的是親身見證這位男生的成長，看到他
有所得著，領會到學習忍耐和等待是會有成果和收穫的，
自己的付出沒有白費。另外，我也明白有些人和事，是需
要我們去忍耐和等待的，不要太快就下不可能的定論。鼓
勵了我要繼續花時間和心機在不同的學生身上，期待看到
他們有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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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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