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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2005年曾被傳媒報導為「雙失青年」、「隱蔽青年」的阿源，多年來備受網民關注，而訪問之截

圖亦常見於網絡中，被網民用以自嘲或諷刺別人。近日，阿源再次接受週刊訪問，得知他已由「雙失青

年」改變成為上進青年，現為大學圖書館管理員，並準備結婚。他的消息又再次引起網民熱烈討論，他

被喻為奇蹟，更成為一時佳話。

在阿源的例子中，他最終能夠改變，除了歸因於他願意發奮圖強之外，還有一群不斷從旁協助他的

社會工作者，他們不斷提供訓練及機會給予阿源發揮所長，讓他可以重建信心、走出幽谷。因此，及早

識別及適切的介入是非常重要。本中心過往就「雙失」、「隱蔽青年」及「青少年網絡」等現象，作出

了預防及介入的工作，我們期望透過本期和晴集，與大家分享有關的前線經驗及反思。

本期會訊內容包括：復和公義理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之啟發與分享、讀者投稿之「資訊素養的培

養」、「『學』在其中－從書桌到遊戲桌」服務經驗分享及隱蔽青年個案處理及分享。

第14期 2013年9月 (非賣品)

2013年5月10日，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復和公義

理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多個亞洲及海外國家的復和

公義理論與實踐推動者擔任演講嘉賓，包括︰澳洲、星

加坡、紐西蘭、韓國、中國、台灣和香港等。研討會主

要為各復和理論與實踐推動者提供一個分享平台，讓老

師、社會工作者、警務人員、法官及律師等一同分享及

了解復和公義在各地推行的情況和面對的困難。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耀中博士

及星加坡路德會社區關懷服務復和實務中心助理總監

Justin Mui先生分享了如何將復和理論運用於學校層面。

兩地都運用了復和實務處理學生衝突、朋輩糾紛及欺凌

問題，不但對涉事者有幫助，更有助建立和諧校園。

韓國崇實大學社會福利學院及社會福利研究院院長Prof. 

Imho Bae分享運用復和理論於社區層面上，由於鄰舍衝

突的情況日益嚴重，問題不但影響了鄰里關係，最震

驚的是當中有不少衝突演變為暴力事件，甚至兇殺案

件；因此，當地運用復和理論改善關係鄰里及減低罪

案率。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王平教授講

解運用復和理論處理較輕微的民事訴訟，讓犯事者有

機會為受害人作出在律法層面以外的補償。澳洲科廷

大學(Curtin University)原住民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Dr. Dot 

Goulding 分享了將有

關 理 念 幫 助 受 刑 中

的 犯 事 者 ， 讓 他 們

與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一同了解事件對他

們所造成的傷害，

讓彼此有釋懷的機

會；這樣的做法更

能減低犯事者重犯

的機會。

霍燕珊姑娘（註冊社工）

前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項目主任

復和公義理論

霍燕珊姑娘（註冊社工）

實踐國際研討會之啟發與分享與

Goulding 分享了將有

我們與 Dr. Dot Goulding ( 中間 ) 和Dr. Brian Steels ( 右二 ) 合照。

1



在不同代表分享的過程中，可留意到復和理論與

實務已體現於不同的層面之中，由學校到家庭再伸展至

社區並司法層面。復和公義的推動者與曾經受惠的人士

皆能深深體會復和的好處。在學校層面，學生不但能解

決人際衝突及欺凌問題，更有助年輕一輩反思及明白自

己的言行對他人的影響。在社區層面，復和實務能夠為

市民提供一個法律層面以外的方法，並修復鄰里的關

係，建立和諧的社區。在司法層面，復和實務可讓犯事

者有機會為受害人作出補償，讓彼此有康復的機會，更

有效讓犯事者重新投入社區生活，脫離罪犯的身份。

有很多人認為要將一個源於西方的理論推行至不

同國家及不同範疇，要處理當中文化差異的問題。其

實，復和理論在亞洲不同的國家已推行超過十多年，但

步伐仍欠理想；是否因為文化因素而令推行變得困難重

重？在研討會中，我得到一個啟發，原來復和理論中有

不少元素與東方社會文化是有莫大關係的。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黃成榮教授講解處理

衝突的其中一個方法「第三者介入方法」(Third-party 

Intervention) 早在中國社會出現，在中國人社會裡一向

都有「和事佬」這個重要的角色。「和事」者，是指調

和一些事情；「佬」者，是指社區上的長輩或有經驗的

前輩。所謂「和事佬」，就即是憑着一個擁有人生閱歷

的人充當中間人，來調停人際或社區糾紛，使破壞的關

係得以恢復和諧。由此觀之，在中國人的社會中，「調

解」與「排難解困」及「復和」有密切的關係。

其次，復和策略其實是建基於東方文化的 (黃成

榮，2007；黃成榮、李文輝、曾淑儀，2004)。復

和公義 (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認為違規或犯罪行為

是源於人與人之衝突，要有效地處理這些行為，必

須使受害者、犯事者及社區恢復其原來的和諧狀態 

(restoration)。倘若受害者被偷去財產或被傷害，我們應

該給予犯事者機會向受害人作出補償 (restitution)，而犯

事者在向受害人作出補償之同時，也可以恢復自己的

人性本質，在社會發揮正面的功能。因此，復和公義

的焦點是鼓勵「人際修和」 (reconciliation)及「寬恕」 

(forgiveness)，這些觀念散見於世界各地，而中國儒家

學說亦強調︰包容、寬恕、仁義等文化與價值。

此外，中國儒家思想中孔子在《禮記‧中庸》中

說，「知恥近乎勇」。意思是指一個人有了羞恥之心，

才能謙和退讓、自省自勉；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錯誤；之

後亦不輕易做損人利己，害人害己的事。在復和理論中

亦同樣強調羞恥之心，當中應用「恥感重建理論」 (Re-

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 令犯事者明白自己所做的事

是錯的，並切身地感受到對別人所做成的傷害，再藉�改

過自新，重新修補與人之關係。

由此看來，復和理論與我個人的價值、工作及生

活均息息相關，即使家人出現爭執，同事相處上出現磨

擦，復和理論都能發揮其功用。我心中一直期盼復和理

論能被廣泛應用，讓更多人能受惠其中。研討會中各地

學者的分享及經驗正正為我們帶來了更大的動力；只要

我們多學習、多運用，復和理論定能於本土有更好的發

展。讓我們一同努力，使復和理論的種子在本土茁壯成

長，使更多的人受惠。

參考資料：

黃成榮（2007）。《訓輔人員專業手冊：以正面紀律

為取向》。香港：香港學校訓輔導人員協會。

黃成榮、李文輝、曾淑儀 (2004)。《平息風暴：復和

調解的理解的理念及實踐》。香港：突破出版社。

我們與 Prof. Imho Bae ( 右二 )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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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從書桌到遊戲桌
在其中「學」

先問各位一個問題：你對現今香港的「90後」(意指90年代後出生的年青一輩)有什麼印象和

看法？在2011年，香港小童群益會進行青少年價值觀的調查，發現10 – 17歲的本港青少年較傾向

重視對享樂的追求。同時，在豐富的物質生活支持下，年青人更懂得運用不同的途徑追求個人的喜

樂。一旦沿用的方法失效，他們便會完全失去興趣和動機。

然而，綜觀我們的青少年工作，帶領小組時常常遇到學生不投入參與的情況。其中我們在小組

的形式上反思到兩點：其一，我們沿用很多固有的遊戲和形式帶領小組，然而很多學生已經從小參

加不同的小組，對小組遊戲和目的已經瞭如指掌，令他們失去刺激

和新鮮感。其二，在帶領小組的時候，不時聽到組員表示寧可回家

打機或看電視，對小組活動沒有半點興趣，更遑論組員能夠學有所

成或作出轉變。綜合兩點，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在智能手機、電

子遊戲和網絡世界的強大拉力下，如何能夠尋求突破，引入創新

的小組工作介入手法，使學生願意與我們再「走在一起」。

桌上遊戲(Table Game)，泛指一些在桌子上或任何平面上進行的遊戲，而又不需要依賴電子產

品。桌上遊戲又可細分為紙牌遊戲(Card Game)、圖版遊戲(Board Game)等。一般人會誤以為桌上遊戲

是很專門的活動，不容易掌握，但其實桌上遊戲的範圍很廣泛。小時候的波子棋、竹籤，亦或風靡

一時的大富翁和三國殺，都可包括在桌上遊戲的範圍內。近年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桌上遊戲湧現，

不少遊戲極富吸引力和意義。

現今很少人嘗試將桌上遊戲運用到學生小組之上。帶領學生小組時，常見的手法多是遊戲、觀

看短片、小組討論和角色扮演，甚至做工作紙。學生經常因種種原因，失去參與小組的動力，特別

對一些學習動機稍遜的學生而言，他們更會感到小組像「罰留堂」，多於是有意義的課外活動。故

此，我們試用桌上遊戲作為介入手法，希望吸引他們投入小組，再帶出箇中意義。

我們發現運用桌上遊戲有一些優點。首先，桌上遊戲有新鮮感，可以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而引起

興趣。第二，桌上遊戲的種類很多，例如「Jungle Speed(快手圖騰)」可以考驗玩家辨認圖案的反應快

慢；「Pictionary(猜猜畫畫)」可以帶出互相合作和溝通的重要性。這種彈性可以方便我們了解學生的

創新的工作手法� �-� 桌上遊戲

楊兆竣先生（註冊社工）

加不同的小組，對小組遊戲和目的已經瞭如指掌，令他們失去刺激

和新鮮感。其二，在帶領小組的時候，不時聽到組員表示寧可回家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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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後，隨時轉換不同形式的遊戲，切合學生的程度和需要。第三，桌上遊戲多帶有競賽的元素，

間接地在學生爭取勝利時提高他們在小組的參與。

在過去一年的工作中，我們得到不少寶貴的成果和經驗。筆者曾經在一所中學帶領「得『fun』

達人」小組，這個小組特別為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而設。他們普遍的專注力較

弱，易分心，喜歡玩手機或睡覺，同時又缺乏信心在學業上有所突破，在學習

上稍欠主動。針對以上學生的特性，我選用兩副桌上遊戲：「Monopoly Deal(紙

牌大富翁)」和「Saboteur(矮人金礦)，希望透過前者儲蓄物業和金錢兩方面的

抉擇，帶出訂立及堅持個人目標；又透過後者分組競賽形式，帶出達成目標時

可能會遇到有利或阻礙我們的事物。

當我介紹桌上遊戲的時候，學生表示他們未曾玩過這些桌上遊戲，並表現

得十分好奇。部分學生參與遊戲後，表現變得投入，甚至主動邀請其他學生參

與。當遊戲完結後，我引導學生反思及進行解說，學生們皆能明白在「紙牌大富翁」遊戲中，集齊三

套物業卡才是最終目標，如著眼點只在於賺取

金錢上反而令自己和目標越來越遠。同時，學

生亦能反思於日常生活中，如要實現目標時，

應該專注在對目標有幫助的事情上。另外，學

生亦在「矮人金礦」遊戲後，分享自己達成目

標上的困難，和過往成功的經驗。雖然學生仍

對自己達成目標的信心不大，但在學習的態度

有所改變，例如願意為自己的目標付出更多努力，又表示會多嘗試，不輕易放棄。

這次經驗令我有很大的鼓勵。一方面引證桌上遊戲在小組能夠成功引起學生的動機，無論在小

組的觀察，以及學校老師的回應中，都發現學生的參與比較投入。另一方面，導師在遊戲後進行解

說，將當中的經驗與學生的日常生活融合，學生能更有效做到反思和分享，寓教育於遊戲之中。

推廣服務的期間，我們得到不少學校的老師支持。筆者回想在讀書的時代，學校嚴禁學生在校

玩紙牌遊戲。時移世易，從不少與我們合作的學校老師的反應中，發現學校對這種新穎的工作手法

漸趨接受，也認同桌上遊戲對學生的幫助。這一點正印證著學校已非昔日的「銅牆鐵壁」，學校有

不少空間可以讓學生工作產生變化。如今我們面對的所謂限制，可能是我們太堅持固有的思維，抹

殺了一些成功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若要令青少年工作更具針對性，我們要更了解這個組群的文化。設計服務的重點除

了回應青少年一些外顯的問題或需要外，我們也需要關注他們的生活和想法。在資訊爆炸和科技革

新的時代，環境的轉變越來越快。青少年處於探索和建立自我形象的階段，更容易受到身邊各種的

資訊影響而轉變。要掌握青少年的特性，我們可以持開放的態度，常常留意年青人的潮流，尤其運

用網絡收集情報，或與學生交流他們日常的話題，便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展望將來

達人」小組，這個小組特別為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而設。他們普遍的專注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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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復「得」
隱 蔽 青 年

新學年，新開始，理應是學生迎接新機會、新機

遇的時間。可惜對某部份年青人來說，回歸校園卻像

一個惡耗。「雙失青年」、「隱蔽青年」，均是由脫

離學校群體作起點，及後發展為與社會脫節的社會問

題。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如果我們發現年青人拒絕

上學，脫離群體，我們應如何分析、介入及處理？我

們請來了本中心的家庭及社區服務主任，同為輔導員

的黃黃靜嫺女士（後稱：黃太）為我們分享個案及處

理心得。

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2006年7月至9月期間，

訪問了53間主流中學，結果推算本港約有18,457名年

齡介乎10至24歲的「隱蔽青年」。根據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的定義，「隱蔽」人士與社會上各系統如學校、

朋輩和社區等缺乏聯繫，最嚴重的情況是與家庭也缺

乏聯繫。該處把「隱蔽」分為3個程度，分別為潛在

隱蔽、隱蔽及完全隱蔽。「潛在隱蔽」是指在過往3個

月，只是有限度聯繫學校、社區、工作、朋輩（外在

系統）及家庭（內在系統），而且行為上已逐漸抽離

日常生活，到達危險程度。「隱蔽」是指超過3個月，

只與家庭有聯繫，沒有跟任何外在系統聯繫，已達至

嚴重程度。「完全隱蔽」則指超過3個月，與外在及內

在系統沒有任何聯繫，已去到極嚴重的地步。

黃太曾處理過大約十多個「潛在隱蔽」及「隱

蔽」的個案，當中以高小至初中較為常見。黃太稱每

一位案主拒絕上學的原因眾多，不能歸咎於單一原

因，例如︰學業問題、功課壓力、朋輩關係不和等。

每個人也有機會遇到以上問題，有些人可以有能力解

決它，不過對於這一類拒絕上學、亦拒絕與他人溝通

的青少年，可能還有其他方面的困擾，才使他們變得

隱蔽、脫離群體。

雖然隱蔽的原因眾說紛云，不能輕易下定論，但

根據她個人的臨床輔導經驗，以下三個原因影響性較

大：家庭關係不和、個人成長經歷及腦部功能失調。

黃太認為，大部分個案都受到家庭問題的影響，

如︰生長於單親環境、家庭關係破裂，甚至面對家庭

暴力或虐待，會促使案主性格傾向內向、自卑、悲

觀，亦易於出現挫敗感。當面對困難時，容易顯出放

棄的態度。

個人成長方面，當案主於生活中常常遇見不如意

事件或受到嚴重打擊，例如常遭別人批評、被欺凌或

遭受性侵犯，也可能會使案主變得消極、沒動力，不

想面對現實世界。繼而有一些逃避現實的行為，例如

打機、看小說等，希望透過一些自己喜歡的活動，增

加自己的愉悅感，沉醉於另一個世界當中，用僅餘的

動力來麻醉心裡一切的不快。

另一方面，某些隱蔽青年可能受到腦部功能失調

之影響。例如有些患有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AD/

HD)的青少年，出現沉迷打機、不願上學，又不願與其

他人接觸的情況，我們容易認為他們的「隱蔽」是行

為問題或社交問題，但卻忽略了原來他們沉迷打機的

原因是生理問題 ― 他們靠電腦畫面的閃動來使刺激腦

部釋放多巴胺，補償自己的腦部荷爾蒙分泌不足而帶

來的缺失。另外也有一些隱閉青年，原來是患有某程

度上的情緒病，如焦慮症或抑鬱症，嚴重的不安及不

快使案主漸漸於社交群體中退縮，成為隱蔽青年。

黃太認為，對於因生理方面的失調而產生之隱閉

青年的現象，是較易被人忽略的一個因素，低估了個

案的嚴重性，使問題惡化。家庭關係不和及個人成長

經歷的原因又易於使個案繼續出現負面情緒及行為，

受訪者：黃黃靜嫺女士（中心輔導員、註冊社工）

筆錄者：陳 姑娘（註冊社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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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影響生理，發展成為情緒病。可惜當提及「情緒

病」，一般大眾也較難於接受，覺得需要見精神科醫

生難於啟齒、忌諱疾醫。黃太也需要說服家長，如想

子女回復健康，有需要的時候需要見醫生，醫一醫腦

袋，吃藥就如吃補充劑，幫助荷爾蒙的分泌。

她以一個個案作例子，她曾經接受過一個求助個

案，是一位畢業於會計學系之大學生。可是當她畢業

後，於3個月內被解僱達8次。最後更嘗試降低要求，

成為保安員。後來於3天之內被公司解僱。此事之後開

始變得隱蔽，不願與外界接觸。其實案主身為一位大

學生，她的智能上是沒有問題的，中學的時候更曾擔

任學生會主席，表面看來沒有問題，但當投身社會上

卻情況逆轉，處處碰壁。黃太深入了解後，發現原來

案主於讀書時期，身邊的都是相熟同學，一般相處是

沒大問題。不過於同學之間的交流，均只限於對事，

案主不能夠分享個人感受，她需要與別人保持心理上

的距離。加上，她生長在單親家庭，從小便與父親、

哥哥及叔叔同住，沒有女性家人的支持；而父親亦是

傳統的「大男人」，對案主只有批評或要求改善，甚

為嚴格，以致案主害怕被別人知道自己的弱點，更形

成一個「怕男人」的錯誤思想，當與別人溝通不良時

便以此為藉口，肯定自己的錯誤觀念，卻未知自己已

漸漸患上了社交焦慮症。故此當案主離開了熟習的圈

子後，問題便慢慢突顯出來。經黃太以認知行為治療

法作出治療後，她已漸漸康復，經歷4次面試後，成功

得到一份於國際銀行的工作，成為真正的會計師。

另一個成功個案為一位中一學生。她升讀中學

後，常以身體不舒服、疲累為原因而缺席，只能斷斷

續續地上學。最初是回校半天，到後來持續兩、三星

期不上課。初期學校社工及家人均認為他是社交問題

或因改變環境而引致的適應問題，故讓她參與社交小

組為治療，但情況沒有改善，最後轉為向輔導員求

助。黃太發現，案主出生於健康家庭，有愛她的父

母，也有成績良好的哥哥和姐姐，唯獨她於學習上及

社交上出現困難。經了解後，發現原來案主於小五、

小六時已開始有一些精神問題，如常常認為同學針對

自己、自己被排斥、不屬於這個群體、更認為有同學

非禮她；情緒方面常常感到憤怒、不開心。黃太認為

是初期精神病的病徵，故再三查考，發現案主的父母

兩邊親屬中亦有精神病史，但家中父、母、兄、姐均

未見影響，只影響到案主。故此父母均同意送案主到

瑪麗醫院兒童精神科作詳細的檢查及治療。有了藥物

的輔助，情緒的支援及家人的支持，案主的情況大為

改善，可以回歸校園之餘，更重拾往日的興趣，彈琴

作樂。父母對此改變，均感謝黃太提供適切的轉介，

更稱「我的女兒回來了！」女兒從混沌走回正軌，與

家人、社會再次連結，就像失而復得一樣。

黃太認為，遇到青年隱蔽的情況，必先對症下

藥，看清楚問題，了解事件的原因、案主的需要及面

對的困難，才能作出適當的介入。曾經有不少父母看

見子女拒絕上學，誤以為是身體疲累、懶散、青春期

的改變、甚至「撞邪」等等，均未能中矢之的解決問

題，引致治療時間被延誤，情況逐漸惡化。黃太建議

有需要的家長、老師可尋找專業的意見，如精神科醫

生或輔導人員作出協助。

參考資料：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有網能量」青年導航及發展中心

（2006年）。《隱蔽背後》。香港︰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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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發展，至今已推廣到教學的層面，本校

採用了電子教學已有五年，電子教學可為教師及學生

帶來不少的方便，教師能利用電子教材解釋書本的內

容，從而增加學習的樂趣，學生亦能隨時存取教材自

學，從而增加自學的機會。雖然科技帶給我們有不少

的方便，但同時亦帶來一些的危機，例如︰網絡沉

溺，因此，使用科技的同時，亦要教導學生正確使用

資訊科技的態度及技能，這就是「資訊素養」。根據

總統委任美國圖書館協會資訊素養委員會(1989) 的定

義，「擁有資訊素養的人懂得界定何時需要資訊，並

具備尋找、評估及使用資訊的能力」。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及技能是要從小建立。

因為素養並不單指是技術操作方面，而是包括分析、

整理、判斷、創新、溝通和評估及使用操守。(教育統

籌局，2011)。在現今的知識型社會中，學生必須要

掌握處理資訊的能力，而具備應用資訊的能力，更是

持續終身學習的基本條件。加上全球正邁向數碼化及

全球化的社會，學生可以通過互聯網接觸虛擬和真實

世界，所以他們需要建設利用資訊科技與人溝通及合

作的能力，藉此建立國際視野。

本校為學生制訂一個「資訊素養」的架構，幫助

師生更明確理解資訊科技教育的學習目標。設計以學

生為本，整合智性與情意教育於資訊素養教學，設計

情智合一的資訊素養教學計劃。將資訊素養融入在電

腦科課程、各科課程及專題研習，讓學生不單學懂和

應用處理資訊的知識，還能夠了解及尊重使用資訊的

道德、法律、政治及文化意義。另一方面，本校亦提

供一些工作坊給予家長作為支援，如教導家長使用過

濾軟件。此外，我們於不同級別編寫課程，使學生由

基礎的認知、管理、創建、到高年級的判斷、評估、

尊重、交流及自學，並分級進行，融入不同學科。

以電腦課程為例，本校的電腦課程的目的是要

讓學生在一個螺旋推進的歷程，學習處理資訊的各個

環節。電腦課程除了訓練資訊科技能力外，還包括定

義、獲取、管理、整合、創建、交流與使用資訊操守

等處理資訊能力。在初小階段，主要是學習管理及使

用資訊操守，即學習使用電腦的自我管理及創造的能

力，包括︰正確使用電腦的姿勢、使用電腦後，放鬆

活動、認識電腦的部分、使用電腦軟件製作海報等。

在高小階段，主要是學習管理、評估及使用資訊操

守，即學習使用電腦的自我管理、創造能力及批判性

思考，包括︰讓學生學習判斷網上資訊的真確性、使

資訊素養的培養
李雅儀老師

鳳溪創新小學資訊科技發展主任

嘉賓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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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聯網時要保護自己、健康上網承諾書(訂立健康

上網守則，例如︰每天上網不多於多少小時)、認識

和尊重知識產權、提防網上及其他媒體的不良資訊。

從而培養學生反思處理資訊的習慣，讓學生懂得在急

速變化而資訊豐富的環境規劃、反思及調控其探究過

程，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情意。根據本校的電腦

科資訊素養問卷調查結果，超過九成的學生表示我

已經學會正確管理自己的電腦及網上密碼(98.0%)、

我已經明白要小心利用互聯網傳送自己的個人資料

(98.0%)、我已經學會防止電腦病毒及黑客入侵的方

法(91.0%)及我已經學會使用正確方法與同學分享資

訊(96.0%)。

總括而言，科技的確可幫助我們學習及擴闊視

野，同時「資訊素養」亦不能忽視的。因此，我們除

了教導學生如何使用電腦知識之外，亦要教導學生如

何尋找、評估及使用資訊。

參考資料：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9).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inal Report. Chicago: ALA.

教育統籌局（2011）。《香港學生資料素養架構的制

定研討及咨詢會》。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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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速遞

賣旗日
為推行「用愛同行 以愛建家」計劃，中心於2013年4月13日

舉行了港島區賣旗活動。當日超過一千三百位義工參與，包括︰

小學生及家長、中學生、學校家教會及社福機構。經點算後善款

約為港幣46萬元，這筆善款對本中心推廣「關愛家庭」教育服務

有很大的幫助。對各界的捐助及厚愛，我們深存感激。本中心定

當竭盡所能，全力為大眾及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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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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