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覺失調，女生跳樓輕生」、「三成中小學生受負面情緒困擾」、「不堪學業壓力，內地生割

脈」、「女生仰藥獲救」、「曾遭受欺凌青少年，有5%不堪受辱想過自殺」、「美國13歲女孩受網

絡欺凌自殺」等都是近來在報章上看見的標題，當中青少年精神健康及網絡欺凌的問題實在令人擔

憂。我們均不希望不愉快的事件陸續發生。為了讓大家對上述兩個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陸續

與大家分享有關情況。此外，亦會就青少年不同的現象作剖析及分享，期望能帶給大家更多元化的資

訊，讓彼此能同心合力做好預防性的教育工作。

今期的精彩內容包括﹕解構網絡欺凌的嚴重性、探討青少年戀愛觀、大學學者分享非政府機

構的發展之道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個案分享等。

近年，不難聽到網絡欺凌的名稱，在我的工作層面中亦接觸多了。坊間不同

的機構或學者都嘗試定義何謂網絡欺凌，當中亦有不同的角度與說法。本中心

自成立開始，一直致力預防及處理學童欺凌問題，亦對欺凌下了定義，包括﹕

（一）惡意地傷害別人；（二）持續地欺凌他人；及（三）存在權力不平衡的狀態。

本人嘗試就以上的定義解釋何謂網絡欺凌。網絡欺凌是透過電子科技或電腦

網絡的方式，持續地以文字、照片或影片向別人進行惡意的傷害。例如﹕在別人

的留言版上不斷地以文字取笑對方、將別人的相片「改圖」、在網上散播謠言

等。當中，受害的一方都難以制止對方的行為，處於權力不平衡的情況，而當事

人是具惡意地向對方造成傷害。惟有些網絡的討論亦被稱為網絡欺凌，例如﹕

「賜座男」、「巴士阿叔」、「導遊阿珍」事件等。本人認為以上事件可以是網

絡上出現的論戰，亦有網上的資料稱為「網絡罵戰」(Flaming)。意即網絡上的人

士就一件事或一個人作出連串的評論，有別於我們所定義的「網絡欺凌」。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Centre for Restor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Centre for Restor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第8期  2010年11月 （非賣品）

1

編者的話



Home Profile Account

BoxesPhotosInfoWall

2

由於網絡上資訊傳遞的速度極快，不論是網絡欺凌或是網絡上的論戰，其影響性可謂十分深遠，

更甚的是令受害人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為何網絡欺凌較其他的欺凌方式影響更甚？現試分析如下﹕

 身份追查困難，難以制止

網絡欺凌比其他的欺凌事件更難處理。在現實生活中，其他的欺凌方式都較容易辨認出欺凌者，作

出適當的介入亦較容易。惟網絡欺凌中欺凌者可隱藏自己的身份對受害人進行攻擊，受害人可能在受到

多方的攻擊下還未知道欺凌者的真正身份。因此，導致網絡欺凌難以被制止，受害人亦處於求助無援的

境況。

廣泛性的回應，迴響更大

網絡上的欺凌亦較易引起更大的迴響，因為在網絡世界中可以虛假的身份出現，欺凌者認為不需

負上責任，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加入欺凌事件中。當中，不認識受害人的人士都可加入其中，

令事件惡化及愈趨複雜。

傷害時刻活現眼前

網絡欺凌是以文字、照片或影片的方式傷害他人，其傷害對受害人更加深厚。在其他的欺凌

方式下，以言語、肢體暴力或行動上進行，欺凌行為的維持時間可以說是有限度的。例如﹕被

欺凌者被取笑或被人打了一拳，大多都是維持數十分鐘，而受害人被欺凌的經歷會轉化成記憶的

一部份，對受害人的心靈具一定程度上的傷害。惟網絡欺凌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上載後，就不斷存在於

網絡世界中，當中的景象無時無刻地活現眼前，並不是數十分鐘的事。假設欺凌者在受害人的留言版或

個人網頁等，不斷留言進行「洗版」，除非受害人不登入或刪除有關網頁，否則當中傷害性的說話、具

侮辱性的相片等時刻存在，對受害人的傷害更長久。

綜觀以上的特性，無疑處理網絡欺凌較處理其他的欺凌行為更具難度。較難處理是否代表不用處

理？絕對不是！或許我們不是要追蹤欺凌者的足跡或以甚麼高科技遏止網絡欺凌，反而可以嘗試從灌輸

青少年正確使用互聯網及與朋輩相處的正確態度入手，讓他們有足夠的認知能力去判斷網絡上各種行為

及責任，從而達致預防網絡欺凌情況的惡化。鑑於網絡欺

凌的普遍化及嚴重性，本中心亦已積極尋找資源以

推行預防青少年網絡欺凌的情況。希望從學

生、教師、家長的層面制定預防教育的工作，

協助學校建立全面及長遠的反欺凌策略，為青

少年創造和諧而愉快的成長環境。



近日筆者在網上聽到一首流行歌曲，名為“中學生應該談戀愛”，主要內容是講述一名中學生愛上某對象後，

在腦海中每分每秒也想著他，並且不希望錯過這段感情，以免日後有所遺憾。還記得以往中學裡一個很熱門的

作文題目「中學生應否談戀愛？」，但隨著時間的轉變，近年來此作文題目已經甚少出現。原因是中學生談戀

愛已是一個普遍現象，究竟中學生談戀愛是基於什麼原因？

根據艾力遜的人生八階，青年人十分重視別人對自

己的認同，因此特別容易跟隨同輩的行為，如：服飾、習

慣、趣味及言行舉止等。從觀察現今社會狀況得知，有些

青少年為了與朋友有更多的共同話題或得到認同感，他們

會容易跟隨同輩的行為。當他們知道身邊的同輩大多數也

在談戀愛，大多數人會抱著人有我有的心態，渴望尋求一

段感情，漸漸地令青少年談戀愛的年齡有年輕化的現象。

很多父母為了令家庭生活質素更好，辛勞地工作，

出發點都是為了讓子女有更舒適的生活。在忙碌的生活當

中，父母與子女相聚時間少，導致親子關係疏離，因此

子女渴求得到的愛和關心可能未被滿足，於是便向外界尋

找，如：朋友、同學，以及老師等。戀愛關係中所得到的

親密感普遍地從朋友關係中得到的更多，青少年會容易藉

著談戀愛來填補他們在家庭中的失落感。

現今社會中，每天也不難接觸到有關愛情的連續劇、

小說或歌曲，令一些不設實際的想法或錯誤戀愛價值觀漸

漸地滲入人們的腦海。如：愛情「必定」是浪漫的、每一

段感情「必定」要愛得轟轟烈烈，以及偉大的愛情「必

定」要為對方無條件付出等。雖然香港沒有對特定劇集的

類型對青少年的影響作出調查，但根據現時的社會風氣可

見，當青年人不斷被灌輸這些想法，便較容易對現實產生

相對的期望，希望生活中的愛情正如愛情連續劇中的情節

一樣，久而久之他們為了實現這種偉大的愛，就會投放很

多的時間及精神於愛情幻想中，甚至以行動去實行自己理

想的愛情。

從以上因素可知，青少年談戀愛的原因可以是為了

獲得認同感、填補心靈上的空虛感，或者是受到社會上

的資訊所影響。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如何協助青少

年改善以上的情況？以下為一些建議方法。

能夠從小建立正確的戀愛價值觀，對於青少年十分

重要。因為青少年在成長的階段為了得到別人的認同，會

易於跟隨大多數人接納的行為或處事手法。建立正確的戀

愛價值觀能令青少年明白戀愛中的元素，包括：親密、激

情、承擔及責任等。從而提升個人對戀愛態度的認識及了

解，能以多方面角度作出思考和分析，以及學習作出正確的

選擇。

發展親子溝通網絡，能增加親子之間的關係。由於

在繁忙勞碌的都市中，家長每天日出而作的生活方式，他

們帶著疲累的身軀難於抽取時間陪伴子女於網上發展親子

溝通網絡，令家長與子女在網上建立一個溝通的平台，讓

子女能感受到家庭中的愛和溫暖，從而滿足他們心靈上的

需要，有助減低他們以尋求愛情來填補家中的失落感。因

此，家長利用溝通網絡便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與子女互相

分享和了解，在過程中他們不但能表達及抒發自己的生活

點滴和感受，家長更能透過網絡明白子女的內心世界，藉

以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有助促進親子關係。

「多元化」的活動不但能吸引青少年的注意或參加，

更有助他們建立正面的嗜好。我們深信青少年擁有無限的

潛力，因此我們在安排及設計出不同種類的活動的同時，

要讓他們有自由選擇及發揮的空間。在活動過程中，能培

養他們的興趣、對不同崗位承擔的能力等，讓青少年有更

全面的發展，同時，亦有助他們把注意力放在社會不同的

層面上，讓他們明白愛情並不是人生的全部，從而建立一

個更整全的生活。

總括而言，青少年在中學時期開始談戀愛的情況已經

十分普遍，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作最大的努力為他們

作好預防性及支援性的工作，讓他們在青少年期間學懂如

何去愛自己及身邊的人。

前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項目主任

黃玉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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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　關銳煊教授

筆錄者：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主任　劉雪霞姑娘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今年成立十周年。作為一所社會服務的機構，我們時刻留意社會上的轉變與需要，

目的是提供更適切的服務。在慶祝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同時，亦是一個好時機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希

望透過訪問社福界不同的專業人士，從中得到新的衝擊與學習，讓我們可以展望將來。今次我們很榮

幸可以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關銳煊教授作分享。

社福機構如何提供適切的服務

現今香港社會的現象和需要

關教授於社福界工作多年，他身兼多職，如香

港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委員、基督教家

庭服務中心主席及擔任不同機構的顧問等。擁有豐

富社會服務經驗的關教授十分了解社會存在的問題

及需要，他對社會現況亦有獨到的分析及見解，故

我們希望透過與關教授的交流中，可從另一方面檢

視社會現況及對中心發展有新點子。

我們與關教授的分享中，主要探討了三個重點：

社福機構如何提供適切的服務、現今香港社會的現象

和需要及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需具備的條件。

較難掌握社會的轉變及提供相應的服務。故此，關

教授提醒各社會工作員，不論是剛從大專院校畢業

已學有所成的新一代社會工作者或是已在社福界工

作多年具資深經驗的管理人員，他們都需要透過前

線的工作，保持與服務使用者有親身的接觸，這樣

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需要。

社福機構要提供適切的服務給大眾市民，關教

授強調機構的管理人員必須走在最前，到社會了解

現況及明白社會的不同需要，這樣才能提供適切的

服務。如機構的管理階層只是埋首於他們的行政

及管理工作，只能從第三手資料，如新聞、研究報

告及同工的分享中得知社會的現況及需要，這樣會

關教授亦與我們分享到廿一世紀的香港，社會上

萌生那麼多的社會問題，當中與大眾的觀念有重要

的關連。最近，社會亦有不少慘痛的事件發生，如

本年七月，一名曾獲多個校內獎項的十七歲女生於

校內宿舍上吊自殺；本年七月尾，於荃灣區有一名

十五歲「乖乖仔」及沒有精神病紀錄的男生殺死其

母親及十二歲妹妹等。以上多宗新聞都令家長、教

師及朋友難以接受及理解，平日生活如常、校內及

家中表現理想的年青人，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壓力

或憤怒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及傷害最親的家人？

左起：包彩珍姑娘、關銳煊教授、劉雪霞姑娘



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需具備的條件

關教授認為現今社會存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將

問題表面化，人們大多著重追求大眾社會預期的行

為表現，如：成績優秀、循規蹈矩、樂於助人等。

關教授以最近十五歲男生殺其母妹的事件為例，雖

然認識該男生的人均認為他文靜及願意在父母的店

舖內幫忙是一名乖乖仔。惟關教授從另一方面分析

該男生，他現已十五歲，社交活動不活躍及欠主動

與人交談等，便是問題的表徵。我們可以從這些行

為現象中觀察到該男生的心理健康未見理想，但其

家長及親友未能及時發現及作出適當的介入，男生

的心理狀況可能亦因而愈趨惡化。由此可見，有些

家長只會著重子女外顯的行為，如子女不出夜街或

吸毒便是好孩子，而父母較少留意到子女的精神狀

態及全人發展，故此這種將問題表面化的現象會忽

略了青年人的真正成長需要及未能有效預防青年人

問題的產生。

關教授提及在非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內，機

構需要留意大三方向：開源節流、申請基金資助

及專業培訓。第一方面、機構需要有效地運用資

源，可從不同的服務範疇中靈活運用，互補不足。

關教授提醒機構在開源節流的情況下也不忘本身

的 服 務 宗 旨 ， 不 要 貿 然 將 虧 損 的 服 務 取 消 。 反

而，應該透過不同的服務互補不足。關教授舉出

某老人院舍的財政情況為例，某院舍內約有三百

個住院宿位，而該院舍在幾年中已出現約一千二

百萬的虧損，該老人院亦曾討論有關院舍的保留

問題，但關教授表示該院舍最初的開辦目的並非

為了賺取豐厚的盈利，而是希望為有需要的長者

提供服務，因此不宜輕易地結束有關服務。反

之，應該積極地開源，運用機構其他服務的盈利

來補足。該機構最後想到以下的開源方法，就是

在其墓地中作擴建，他們在原有用作土葬的墓地

上面加建上層供人擺放龕位，以增加收入，這樣

便可將額外的收入補貼老人院舍的營運開支。關

教授從這個事例中帶出機構如要增加營運資金可

多從創新的手法著手，要彈性地處理。

第二方面，機構可以著眼於探索社區資源，

因社會上會不時推出不同的基金撥款，機構要有

同工負責留意不同基金的主題及撰寫相關計劃

書。負責的同工需具前瞻性的眼光，能夠觀察及

分析社會的現象及需要。這樣機構便能透過申請

基金，取得社會資源來滿足社會服務的需求。

第三方面，關教授提及同工的專業技巧對機

構的發展亦十分重要。他表示機構需定期提供專

業培訓以增強同工的專業知識及讓同工緊貼社會

的轉變，從而保持更具質素的服務。他還建議機

構可派同工到其他國家了解更多當地最新的服務

性質及方向，將新模式及服務引入香港的社福

界，同時更可提升機構的競爭能力。

關教授的一席話令我們獲益良多，除更了解

社會的現況及需要外，還讓本中心這十年的成長

有所回顧及展望。過往我們的管理層除負責行

政、督導及財政等工作外，還堅持提供前線服

務，希望能了解社會需要。另外，本中心亦不斷

申請基金以提供不同的服務，如生命教育、和諧

校園及預防濫藥計劃等，我們希望利用社會資源

提供迎合社會需要的服務。我們期望在關教授的

提點下，中心會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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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享的個案，案主是一個年約13歲，就讀中二的女童。由於她缺課一星期，並表現退縮，

故家長帶女童向本中心輔導員求助。案主在整個輔導的過程中，都不能即時回應說話，問題須經多

番追問後才獲得簡單的回答，有時她會問非所答，神態遊離。

案主在校內聽不明白老師的講課，又覺得同學針對她，常說她奇怪，

彼此沒有話題，更表示當同學在班房內說「痴線」時，她會認為同學正在

說她，另外當有些男同學望著她時，亦會覺得他們不尊重自己。輔導員再

向案主了解近半年以來與他人相處的情況時，她表示覺得與其他人「格格

不入」，傾談時不能「搭咀」，所以不喜歡回校。此外，她缺課時間都留

在家中，但並不是打機、看書，而是在家中呆坐和無所事事。她表示沒有

動力作任何事情，時常覺得很累，更覺得生存沒有意義。

輔導員再深入了解她的成長過程，以評估她成長期間所經歷過的事情

和情緒轉變特徵。據案主的家長表示，自六年級開始發現她的轉變，她常

表示同學不好、行為粗魯、嘈吵、覺得有人針對她，在班上只有1至2個朋友。直至中學一年級時，她

又投訴有同學對她很粗魯、橫衝直撞、上課很嘈吵等，甚至覺得有些男同學藉碰撞來非禮她。案主的

父母親因案主被「非禮」一事曾求助輔導機構，案主在機構接受臨床心理學家評估後，發現案主患有

輕度抑鬱症，並建議她接受藥物治療。不過，案主的家人顯得十分抗拒，認為她不會有精神問題，並

拒絕繼續接受治療。直到缺課的問題出現，案主的家人便向學校社工求助。然而學校社工認為案主是

一般性的情緒緊張，安排她學習社交技巧，但案主的情況並沒有改善。

直至家長帶案主到本中心輔導員求助，於輔導過程中，輔導員發現案

主覺得自己處於一個「超然的位置」上，不屬於所處環境之內，覺得自己

與其他人沒有關係、沒有感情，但她並不是怕與人接觸，只是不喜歡，亦

不是逃避。此外，她不喜歡回校，因為她覺得聽不明白別人的說話，亦跟

不上別人的說話進度，這顯示出她在集中力和記憶力上都出現了問題，

而她並沒有出現任何焦慮的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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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本港發生了轟動一時的15歲少年涉嫌斬殺母親及胞妹案，再次喚起了社會人士對青少年的

精神健康的關注。精神健康泛指一個人日常生活的思想，感受和行為，這些都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

己、其他人和生命。故此，精神健康對每個人都十分重要。作為一所提供個案輔導服務的機構，我們

處理過不少有關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個案，發現工作員如能及早作出介入和作出正確的診斷，都能夠協

助青少年克服困難，使他們日後能健康地成長。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主任

呂珮欣姑娘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 DSM-IV，以上種種徵狀顯示出案主患上重鬱症。人的情緒有高低

起伏，但亦有其正常的範圍。若情緒變化的程度及持續的時間超過太多，且對個人的生活功能造

成顯著損害時，可稱為是達到疾病的狀態。當人的情緒過於低落時，有可能患上重鬱症（major 

depression）。

雖然初步斷定案主患上「重鬱症」，輔導員亦需要了解案主的成長歷史和家庭背景。案主自

小就獲得家長的妥善照顧，亦沒有受到任何的侵犯，成長過程正常。但案主母親有5位兄弟姊妹

都患有情緒病，家族病史就大大增加了案主患上情緒病的可能性，同時亦需了解她是否尚有其他

有待發現的情緒病。

根據資料評估，她在小學五年級時已經覺得其他同學對她很「粗魯」、「不尊重」等。她猜

度其他人的動機、亦對他人持負面的感覺。不少醫學研究指出，案主越年幼患上「重鬱症」，患

上其他情緒病如思覺失調等的可能性則越大。

為逐步讓案主及其家人接受案主患上「重鬱症」及作出針對性治療，輔導員先指出「重鬱

症」的一些徵狀及反應，家人都覺得與案主的情況大為吻合。案主的家族病史亦讓家人明白情緒

病並不是單一問題，遺傳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此外，於

輔導過程中，輔導員讓整個家庭明白到案主並不是跟不上學校課

程及出現社交問題，同時亦建議約見醫生，以藥物控制病情。

於案主服食藥物後的2個星期，案主的表現有明顯的改善，

她能重返學校，不再覺得同學取笑自己，亦能與家長分享學校

所發生的事情，明顯較從前開朗，顯示出藥物對她發揮作用。

當案主的表現有改善後，輔導員再安排案主接受社交技巧訓練

及其他生活能力訓練，以協助她融入學校生活。

綜合整個個案，最特別要討論的，就是社會工作者對情緒病的

認識及敏感度。當案主向學校社工求助時，學校社工憑學生在學校

的表現，就判斷案主是一般的情緒緊張，未為案主提供較深入的評估，這判斷可能令到案主延誤了治

療的時機，甚至會引發其他情緒病，後果可以很嚴重。再者，因為錯誤判斷而引致診斷延誤，會令案

主情況惡化，使案主一生都受到精神問題困擾，對案主的個人、家庭甚至社會都造成負擔。故此，社

會工作者應對每個個案有一定的敏感度，避免將個案一般化。同時，業界應該加強社會工作者對精神

診斷的訓練，並且透過各種專業交流途徑了解不同個案的處理手法，增長自己的專業知識。

另外，個案曾經接受臨床心理學家的治療，並被建議以藥物治療但遭拒絕。其實，很多人對服食

精神科藥物有抗拒和誤解，認為會引致併發症和副作用如成癮、對藥物依賴和精神不振等。但事實

上，現時於治療重鬱症及焦慮症等情緒病，多運用血清素調節劑（俗稱「血清素」，SSRI）。「血清

素」是一種腦分泌物，故補充「血清素」不會引起副作用。由此顯出，社會工作者聯同其他專業人士

向公眾推廣新一代的藥物治療，將有助公眾打破謬誤，接受以藥物治療情緒病的方法。

無可否認，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協助青少年健康成長有助於社會的持續發展。惟青少年面

對的壓力日益嚴重，他們精神健康的問題亦日漸受到關注。社會工作者有責任幫助青少年及其家長面

對問題，並且鼓勵他們尋求治標又治本的方法。當然，社會工作者亦應具備相關的知識，才能有效協

助案主對症下藥，徹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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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創新建復和 飛越十載展將來」

慶祝晚宴

2010年8月28日，是令人興奮的一天。因為這天是本中心正式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我們於尖沙

咀「海景嘉福酒店」舉行了十周年慶祝晚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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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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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十年的點滴時光，大家亦與眾同樂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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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會繼續向前，努力促進人際和諧共處，倡議人際關係修和，創建更多個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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