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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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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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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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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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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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中學及小學提供以下服務︰「和諧校園齊共創–預防校

園欺凌」學生講座、「關愛校園由我創–處理朋輩衝突」學生講座、「和諧大使–以復和方式處理人

際衝突」學生訓練、朋輩復和技巧訓練及正面紀律領袖訓練等。此外，今年亦有 24 間中學及小

學參加由本中心主辦的「和諧校園嘉許活動–以全校總動員方式預防校園欺凌」，每所學校都舉

辦了切合自己學生需要的活動，及積極地建立和諧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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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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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香港近來湧現的負面新聞，學生因承受不到學業、家庭等各

方面的壓力，而作出輕生的決定。更嚴重的是，有年輕化的趨勢。

我們希望學生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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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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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互動及體驗遊戲的班本工作坊，讓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和價

值。此外，我們亦會為有情緒困擾的學生進行成長小組或桌上遊戲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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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處理情緒及面對壓力的技巧，培

養積極及進取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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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好習慣領袖訓練、小

一及升中適應活動、遊戲大使訓練、紀律訓練、

認識青春期及兩性相處之道、及建立團隊的班

本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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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Tsafe 

為了協助教師、家長及中小學生去應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網絡沉迷及網絡安全等問題，我們成

立了「NETsafe」；我們會提供「網絡陷阱」及「迷上網︰沉迷的影響」學生講座及「機不可失」

治療小組予學生，協助青少年培養正確使用互聯網的良好品格；我們還提供「預防網絡欺凌」

及「網絡世界」的班本形式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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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心凌敍曲–校園欺凌輔導先導計劃 

去年，我們有幸獲得香港青年藝術協會的邀請，為一群藝術家

提供了一次認識欺凌的工作坊，讓她們準備一項以「欺凌」為

主題的展覽。我們的同事除了講解欺凌的定義、種類、欺凌的

影響外，還分享了多個真實個案供她們作參考；最後，

Pengguin 創作室的兩位創辦人 Todd 及 Soho 以四個真人真事，設

計裝置藝術品系列《抗欺凌博物館》，讓觀眾以不同角度窺探欺

凌者、被欺凌者以及其家人的內心感受，了解事件為他們各自帶來的傷痕。這個展覽於 2019 年 5 月

4 至 22 日於柴灣青年廣場展出，讓公眾人士包括︰小朋友、青年人及家長等都可對欺凌有更真實的

體驗及了解。展覽後，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亦捐贈了這些裝置藝術品予本中心，讓我們可以繼續推廣

有關抗欺凌的訊息及讓公眾明白其深遠的影響。 

 

https://www.facebook.com/pengguin.hk/?__tn__=%2CdK%2AF-R&eid=ARDmIkAdTKxJBLs5jkJ5w1LSRTV3CFI7JsclIHKMbyOpcqctM0jDqHh7gK4nsZW9Do5N-keYJMnS2t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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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透過香港滙豐銀行獲得 The Lai Shiu On Tong Foundation

的捐款，發展這一項全新的支援服務，我們以藝術治療元素作小

組輔導的主要介入手法，包括︰和諧粉彩、繪製禪結及圓圈繪畫

等，協助被欺凌者疏導情緒，從而走出欺凌的陰霾。同時，本中

心亦開設情緒支援輔導熱線，聆聽來電者的困難，提供即時的情

緒支援，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轉介服務。另外，我們亦利用了香港青年藝術協會捐贈的裝置藝

術品，以流動展覽的模式帶入校園；讓學生透過欣賞這些藝術展品，用另一角度體驗及明白欺

凌事件對大家的傷害，以建立學生對他人的同理心及提升關愛他人的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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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本年，我們為 17 間小學提供此服務，我們會根據計劃的理念架構

及學生的特性修訂活動內容，務求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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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到校視

察本中心社工帶領活動的情況後，同工們的表現獲高度的讚揚及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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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好心情@HK 計劃 
 

本年度我們與 4 所小學合作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好心情

@HK，為了向學校推廣心理健康的工作，各校的主題包

括︰「正面思維」、「感恩」及「與人分享」等。我們按著

不同學校的特性和需要與

學校合作撰寫計劃書，並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校內校外義工服務、級本成長課程、

關愛大使訓練、學生小組、家長講座及教師工作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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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為一所小學撰寫了以桌上遊戲形式進行

的成長課，讓教師以更互動、更有趣的方式進行體

驗式學習，教授冷靜情緒及正向情緒的知識，有助

提升全校學生的精神健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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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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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馬頭涌官立小學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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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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諮詢及督導服務、個

案電話諮詢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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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年，我們

為 4 所小學提供此項服務，包括︰鳳溪創新小學、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佛教榮茵學校

及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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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瘋新一代」、「機不可失︰

了解網路成癮的風險」、「如何培養孩子事半功倍學習法」、「束手

有策︰以協商技巧與子女商討網絡使用量的方法」、「如何提昇子女的抗逆力」、「家校合作﹕有

效處理孩子欺凌問題」、「小一適應」、「機不離手︰促進家長對網絡世界的認識」、「正向教育」、

「非凡全接觸︰支援 ASD 孩子的家長」及「與過動兒同行︰支援 ADHD 孩子的家長」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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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欺凌與復和策略」、

「和諧班本文化︰班級經營」、「校園欺凌現象及處理手法」、「如

何用調解方式處理學生衝突」、「預防及處理校園欺凌」、「班級

經營與促進師生關係」、「校園復和」、「運用復和調解手法處理學生衝突」、「正面紀律」、「正向

教育-教師與學生的溝通」及「情緒教育及危急事故紓緩壓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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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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獲澳門廣大中學(分校)的邀請，前往當地為教師提供了

兩日的培訓。 

 

調解個案或會議及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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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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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總有例外時」、「以復和手法建立和諧社區」、「被

欺凌後心理創傷的『長』、『闊』、『高』、『深』」及「我

們不是問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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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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精彩人生 – 升中面試技巧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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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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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的

服務能讓受惠者學懂與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技巧，建立關

愛及正面互動的家庭關係。此外，本中心亦會提供輔導服務、家庭治療及家庭復和會議等。此

服務目的是希望服務受惠者透過不同形式的服務，舒緩家庭衝突、復和家庭關係及解決家庭危

機。 

 

16. 賣旗籌款活動 

近年，親子衝突愈見嚴重，本中心冀能推

行「溫馨重建我的家」計劃，令服務使用

者學懂親子的溝通及相處技巧，從而提昇

家庭功能。中心於 2019 年 3 月 23 日舉行

了港島區賣旗活動，經點算後善款約為港

幣 48 萬元。我們感謝提供協助或慷慨解囊的義工朋友及善長，讓我們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是

次所籌得的善款已用作提供教育性講座、親子工作坊及親子輔導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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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服務統計概覽 

 

全年共為 129 所學校及 6 間機構或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總服務人次為 12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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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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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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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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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6 

NETsafe 培育青少年建立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品格 5376 

心凌敍曲︰ 

校園欺凌輔導先導計劃 

透過電話熱線、展覽活動、個案及小組輔導，

協助精神困擾之被欺凌者疏導情緒；及提升

公眾正視欺凌的認知及其精神健康需要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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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

長，提供介入式的輔助服務，強化學生面對

逆境的能力 

7052 

好心情@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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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

系列的活動，提升學生、家長及教師對精神

健康的關注和認識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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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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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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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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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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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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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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社區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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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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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為有需要之低收入、新來港的家庭提供輔導

服務及家庭復和會議，舒緩家庭衝突、復和

家庭關係及解決家庭危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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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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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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陳溢小學 匯知中學 

上水宣道小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上水惠州公學校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大埔官立小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新亞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聖公會主風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香港青少年培育陳南昌紀念學校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小學部)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聖公會基恩小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聖公會基愛小學 

五邑鄒振猷學校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聖文德書院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香港嘉諾撒學校 聖伯多祿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海怡寶血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真道書院（小學部） 農圃道官立小學 

天主教明德學校 真鐸學校 嘉諾撒聖心學校 

天佑小學 粉嶺公立學校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北角循道學校 粉嶺禮賢會中學 廖寶珊紀念書院 

民生書院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漢華中學（小學部） 

田家炳中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荃灣聖芳濟中學 福建中學 

合一堂學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福德學社小學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馬頭涌官立小學 鳳溪創新小學 

佛教榮茵學校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廠商會中學 

伯裘書院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德信學校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沙田官立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沙田循道小學 培僑書院（小學部）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秀明小學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樂道中學 

明愛華德中書院 彩雲聖若瑟小學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深培中學 澳門廣大中學（分校）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錦田蒙養公立學校 

玫瑰崗中學 喇沙小學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玫瑰崗學校 循遁學校 鮮魚行學校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寶血會培靈學校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靈糧堂怡文中學 

保良局雨川小學 黃埔宣道小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青年學院（屯門） 南豐物業管理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 基督教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特別鳴謝︰ 
   

香港公益金 教育局 優質教育基金 

The Lai Shiu On Tong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