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資源名稱 主題 提供形式 來源 主要內容 教師 學生 家長

1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中學) 訓輔策略 活動/計劃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教育局與不同的紀律部隊合作，為中學生提供多天的紀律及體能

訓練，提升他們的自律、自信、團隊精神和抗逆能力。計劃分為

教師發展、學生訓練營及營後跟進活動三部分。詳情參考網址。
 

2
「學生大使 - 積極人生」計

劃
訓輔策略 活動/計劃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這計劃透過體驗式學習活動，協助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尊重和

愛惜生命；強化學生解難的能力，提升生命韌力；促進朋輩間的

正向互動，讓「學生大使」成為朋輩的守護者。

 

3
「WE」正向動力計劃(中學

版)
訓輔策略 活動/計劃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透過校、級、班及個人不同層面實踐正向動力和發放正向生活態

度的重要訊息。協助學生瞭解自己、學懂訂立個人生活目標、認

識及運用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

 

4 關顧學生-重回正軌 訓輔策略 網上資源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網上資源包括教育局通函、警務處、懲教署及為被捕青少年的社

區支援服務計劃的簡報，讓同工更了解社會事件的現況，各項支

援措施及資源。

  

5
訓輔人員專業手冊 - 以正面

紀律為取向
訓輔策略 指引/手冊

香港學校訓導人

員協會、城市大

學青年研究室

是一項為期兩年支援學生訓育工作者的計劃。計劃完成後，內容

被製成了手冊，圍繞訓導與輔導的原則及手法，並附設工作紙，

以便老師進行自我省察或供校內培訓之用。


6
處理學生行為問題 – 情境

研習資料套
訓輔策略 網上資源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集結了前線中、小學教師的經驗和心得，編成十個教師常見的情

境，列舉一些處理原則及方法，並附列有關的通告/指引參考。 

7
全校參與訓育及輔導工作的

基石
訓輔策略 指引/手冊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要有效推行全校參與訓育及輔導，全校的教職員須要建立團隊的

共同信念、目標和專業態度，並在學校、級、班及學生個人層面

上，訂定相關的訓輔工作重點，共同培育學生成長。

 

8 學生訓育工作指引 訓輔策略 指引/手冊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指引是為了提升學校訓育工作的效能。內容包括全校參與校本訓

育模式、政策和組織、個案實例等。
 

9
中小學訓育及輔導主任管理

及領導課程
訓輔策略 支援服務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教育局今年委託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辦48小時的課程，目的

是 加強訓輔主任管理及領導的能力，以促進校內相關組別組員間

的協作，共同發展學校的訓育及輔導工作。



10
「中學教師學生訓育及輔導

證書課程」2021/22
訓輔策略 支援服務

教育局(訓育及輔

導組)

教育局委託大專院校為中學教師舉辦的102小時課程，目的是幫助

教師掌握和應用訓育及輔導理念和技巧，以便策劃和推動學校的

訓輔工作。



11 生涯規劃資訊 訓輔策略 網上資源 教育局

這網站為全港的學校、學生、家長及公眾人士提供生涯規劃和升

學及職業資訊，設有不同專區，包括職業資訊、升學、學生、學

校行政、教師、家長、商校合作計劃及我的生涯規劃歷程。各界

人士可以從中找尋所需資訊為學生進行生涯規劃。

  

「關顧學生- 重回正軌」資源介紹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enhanced-smart-teen-projec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pupil-ambassador-active-bright-and-caring/2021/20210706_ps_puas_summary_of_puas_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pupil-ambassador-active-bright-and-caring/2021/20210706_ps_puas_summary_of_puas_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2021/20200916_WE_BRIEF_SS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2021/20200916_WE_BRIEF_SS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index.html
http://www.hkdca.org/handbook/ch1-01.html
http://www.hkdca.org/handbook/ch1-01.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ase-study-kit-on-managing-students-behavioural-problems.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ase-study-kit-on-managing-students-behavioural-problems.pdf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inciples-guidelines/whole-school-approach-to-guidance-discipline/cornerstone.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inciples-guidelines/whole-school-approach-to-guidance-discipline/cornerstone.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inciples-guidelines/guidelines-on-student-disciplin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certificate-course/20200925_EDB_WEB_Mentorship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certificate-course/20200925_EDB_WEB_Mentorship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2021/20210602_EDB_WEB_Secondary_Cert_Cours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2021/20210602_EDB_WEB_Secondary_Cert_Course_tc.pdf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about-us/whats-new/index.html


                                                               
項目 資源名稱 主題 提供形式 來源 主要內容 教師 學生 家長

12 情緒健康小錦囊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網上資源 衞生署

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情緒健康小錦囊/活動 (包括壓力處理、精神健

康資源、心理健康、衝突管理、鬆弛練習等)。
 

13 青少年身心導航服務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支援服務

浸信會愛羣社會

服務處

為社區及學校的青少年提供情緒及精神健康教育及預防工作， 以

及為面對情緒或精神困擾的青少年提供及早並適切的支援 (居住/

就讀中學/大專院校於葵青、灣仔或港島東區)。



14 身心靈(330)小貼士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網上資源

新生精神康復中

心

透過專家的分享和短片，提供身心靈健康練習，助人舒緩精神壓

力和保持身心靈健康。
  

15
Openup 青少年情緒健康網

上支援平台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支援服務

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E53基金會

24小時網上輔導平台  - 透過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與/讓年青

人溝通，陪伴年青人面對來自學業、家庭、朋輩相處、工作等引

致的情緒困擾及壓力。



16 「陪我講」（計劃）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活動/計劃

精神健康諮詢委

員會

這計劃自2020年7月起推行目的是提高公眾對心理健康推廣的參與

程度、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的了解及鼓勵市民及早尋求協助及治

療。

  

17 生命種籽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支援服務 明愛

這心靈創傷社區支援計劃透過心理教育、心理輔導和專業培訓，

提高大眾對於創傷的關注，也希望為經歷創傷的人士提供適切的

協助，讓受創傷困擾的人士看見生命的美麗。

  

18 守護精神健康的護心符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指引/手冊

香港精神科醫學

院

將社會事件從精神、情緒角度考慮，香港精神科醫學院以《守護

精神健康的護心符》為題，提醒關心社會事件人士留意自己及身

邊人士，並作出適當的調適，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19
校園情緒輔導建議 - 應對社

會事件及衝突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指引/手冊

香港心理學會

教育心理學部

這小冊子從心理學的角度審視社會事件，提供多方面的意見，讓

老師由辨識、處理和跟進學生的情緒時，有所參照，能更有信心

地協助學生疏導情緒。



20
「校園好精神」 - 學生精神

健康資訊網站

精神健康/情緒

支援
網上資源 教育局

教育局鼓勵學校採用全校參與的模式，透過「普及性」、「選擇

性」及「針對性」三個層面，促進學生的精神健康，以及加強支

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包括有自殺風險）的學生。教師、學生、家

長及公眾可透過網站選取合適的資源和策略，關顧學生的精神健

康，協助他們投入校園生活，建構關愛校園。

  

21 夜貓Online 網上青年支援隊 資訊素養 支援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

為面對即時危機或高危處境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服務、數碼創意及

潛能發展訓練，以推動共融的互聯網文化，為網絡新一代締造更

友善的成長環境。



22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資訊素

養及電子安全朿關支援 )
資訊素養 網上資源 教育局

檔案內容包含了一系列其他有關資訊素養的資源、教案、培訓資

料，能幫助學生辨識對資訊的需要、尋找、評鑑、提取、組織和

表達資訊；應對資訊世界的變化；合乎道德地運用資訊，避免作

出違反道德的行為如網絡欺凌和侵犯知識產權。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motional_health_tips.html
https://www.bokss.org.hk/integrated-mental-health-services/service?id=57&_lang=zh-TW
https://www.nlpra.org.hk/tc/pnp/feature-topics
http://www.openup.hk/
http://www.openup.hk/
https://shallwetalk.hk/zh/school/students/
https://www.facebook.com/Caritas.GrainsOfSoul/?ref=py_c
https://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PW/MediaLibraries/SPW/SPWMedia/Tips-on-Maintaining-Mental-Wellbeing_A4-pamphlet-CHI.pdf?ext=.pdf
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C26-DEP-Suggestions-to-emotional-well-being-amid-social-conflicts.pdf
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C26-DEP-Suggestions-to-emotional-well-being-amid-social-conflicts.pdf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http://nitecat.bgca.org.hk/about.php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index.html


                                                               
項目 資源名稱 主題 提供形式 來源 主要內容 教師 學生 家長

23 對抗網絡欺凌 / 網上陷阱 資訊素養 網上資源 衞生署
提供策略、小錦囊和短片，教導青少年遠離網上陷阱、認識網絡

欺凌。 

24
2020/21年度 「 青年資訊科

技大使獎勵計劃」
資訊素養 活動/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這計劃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教育局全力支持。計劃旨在透

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服務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及善用資訊科技的

能力和態度，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終身學習者 。報名截止日期：

2021年2月27日，詳情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170/2020號。



25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

幕産品
資訊素養 網上資源 衞生署

透過討論區、短片及單張，介紹正確使用互聯網資源及有關的産

品。分為學生篇、教師篇及家長篇。
  

26 防騙一站通 資訊素養 網上資源 香港警務署

警方的反詐騙協調中心於2021年4月推出網站，加強宣傳防騙信息

，預防詐騙。 網站介紹最新騙案手法、反詐騙協調中心的工作、

不同機構舉辦的防騙活動，並載有各類騙案的統計數字和由警隊

製作的防騙宣傳短片。

  

27
學界親親上網大行動 」講

座系列
資訊素養 支援服務 教育局

在資訊氾濫年代，網上消息真假難辨。報業評議會獲優質教育基

金資助30萬元，為中學生推出系列教育活動，通過互動工作坊、

講座及參觀等，引導學生對資訊保持警覺。學校可因應需要及建

議主題，邀請評議會到校進行資訊素養有關的講座。

  

28
2021-2022 年度【青年資訊

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資訊素養 活動/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學

會

這計劃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 ，教育局全力支持。計劃 旨在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服 務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 及 善用資訊科

技 的能力和態 度，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終身學習者。



29 香港青年協會防罪資庫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網上資源 香港青年協會

這資料庫介紹了一系列勵志叢書、專家解說的法律問題及多套輔

導的短片，內容適用於學生小組，可幫助學生分辨對錯、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培育他們成為奉公守法的公民。

  

30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資助

這服務是一項透過5個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隊伍，於2019年4月起共同展開的服務。為被捕青少年及其家人提

供輔導及支援服務，陪同年青人們渡過困難時間。

 

31
循道衛理中心 火鳳凰 – 社

區支援服務計劃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資助

香港區：中西區、南區、離島(東涌除外)、東區、灣仔

電話：2528 2779
 

32 香港小童群益會「青鋒網」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資助

西九龍：油尖旺、九龍城、深水埗

電話：2304 2401
 

33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

界」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資助

東九龍：觀塘、秀荗坪、黃大仙、西貢(包括將軍澳)

電話：2351 2777
 

34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支援服

務計劃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資助

新界南/北：荃灣、葵青、屯門、北大嶼山(包括東涌)、機場

電話：296 4711
 

3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青少年

自強計劃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資助

新界南 / 北：沙田、大埔、北區、元朗(包括天水圍)

電話：2650 0022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media/health_effects_media.html#healthy_use_of_electronic_screen_products
https://yitaa.hkace.org.hk/
https://yitaa.hkace.org.hk/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https://www.adcc.gov.hk/zh-hk/home.html
https://portal.edb.gov.hk/sites/Circular/EDBCM/EDBCM21152C.pdf
https://portal.edb.gov.hk/sites/Circular/EDBCM/EDBCM21152C.pdf
https://yitaa.hkace.org.hk/
https://yitaa.hkace.org.hk/
https://ycpc.hkfyg.org.hk/%E9%98%B2%E7%BD%AA%E8%B3%87%E6%96%99%E5%BA%AB2019-2/videos/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seryouthrisk/id_cssscheme/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sss/tc/home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csss/tc/home
https://www.bgca.org.hk/zh-hk/articles/youth-outreach-and-community-support-services?id=132&gclid=CjwKCAjws8yUBhA1EiwAi_tpEYTN4FXKFTfnbnb389fVO7WCHAb11wPqDFFDdcUZZOYPosWP3MqfNBoCoIsQAvD_BwE#132
https://hq.hkpa.hk/serviceunitshow.php?su_id=12&fn_id=1
https://hq.hkpa.hk/serviceunitshow.php?su_id=12&fn_id=1
https://ycpc.hkfyg.org.hk/%e8%bc%94%e5%b0%8e%e6%94%af%e6%8f%b42019-2/
https://ycpc.hkfyg.org.hk/%e8%bc%94%e5%b0%8e%e6%94%af%e6%8f%b42019-2/
http://evangelical.smeitrade.com/showroom/model/T0111/templateCustomWebPage.do?webId=1163706408263&editCurrentLanguage=1163706408280&customWebPageId=1224287548219
http://evangelical.smeitrade.com/showroom/model/T0111/templateCustomWebPage.do?webId=1163706408263&editCurrentLanguage=1163706408280&customWebPageId=122428754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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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懲教署更生事務
犯罪違規青少

年支援
網上資源 懲教署

學生被囚時或獲釋後的支援可以協助他們盡快重回正軌，了解懲

教署的「親友探訪安排」及「更新事務」，可以讓學校及家長更

好地配合現有措施照顧學生。

 

37
「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2021) 撥款計

劃

價值教育 活動/計劃 教育局

為進一步加強品德教育，教育局已將「感恩珍惜‧積極樂觀」作

為今學年(2021/2022)及未來兩個學年學校推展價值觀教育的主題

，鼓勵學校營造正向教育氛圍。



38 更生先鋒計劃 價值教育 活動/計劃 懲教處

這計劃通過不同的社區教育活動，如講座、面晤在囚人士、綠島

計劃、參觀懲教博物館、延展訓練營、青少年座談會、話劇音樂

匯演、思囚之路、暑期遊學團及更生先鋒領袖等，宣揚「奉公守

法」的信息。

 

39 學與教資源 價值教育 網上資源
教育局(德育、公

民及國民教育組)

提供一系列資源，包括價值觀教育、與價值觀教育相關的綜合資

源、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國民教育、健康生活教育、人權教

育、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態度、守法教育及其他資源等…

 

40 中華經典名句 價值教育 網上資源
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

透過精選「中華經典名句」，讓學生及公眾認識中華文化精粹，

吸收傳統經典智慧，主題包括仁民愛物、公正誠信、堅毅明志、

責任承擔、尊重包容，皆在培養學生良好品德情操。網頁內附有

中華經典名句的WHATSAPP貼圖，可供下戴及使用。

  

41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試行版）
價值教育 通函

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

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編

訂了有關資料，以為學校於課堂內外規劃價值觀教育提供建議和

示例，幫助學生從小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在學

業、生活和成長中遇到的挑戰。詳情參閱教育局通函。

 

42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價值教育 支援服務 教育局
教育局為教師提供一系列有關價值觀的專業培訓，提升教師對價

值觀的理解、推廣教學資源及有關的學與教策略。


43 國民教育一站通 價值教育 網上資源 教育局
教育局為國民教育而設立的一站式平台，為師生提供與憲法、基

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等的多元化學與教資源。
 

44 教育多媒體 價值教育 網上資源 教育局

教育多媒體是教育局為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及教師製作的學

與教資源，包括獨立主題式短片、多結局微電影、動畫、兒歌、

繪本、相片、聲效。有不少的媒體內容皆宜用作培育學生的正面

價值觀如自律守規等。

  

45 YouthCan 正面思維/培育 網上資源 衞生署

這計劃鼓勵青少年實踐「好心情@HK」計劃中「與人分享」、

「正面思維」和「享受生活」的3大元素。網站載有不同主題，

會定時加入新主題，透過動畫、影片和信息圖，分享如何適應新

環境、結識新朋友、時間管理、情緒和欺凌等為題的專輯。



46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正面思維/培育 支援服務
聯合情緒健康教

育中心

正向心理學培訓 - 教授如何培養正面情緒和積極思維。
  

https://www.csd.gov.hk/annualreview/2015/htm_tc/02_rehabilitation.html
https://www.qef.org.hk/tc/application_guide/files/mpa_guide_to_applicants_2021c.pdf
https://www.qef.org.hk/tc/application_guide/files/mpa_guide_to_applicants_2021c.pdf
https://www.qef.org.hk/tc/application_guide/files/mpa_guide_to_applicants_2021c.pdf
https://www.csd.gov.hk/tc_chi/reh/reh_community/reh_community_rpp/reh_over_peps.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resources-and-supports.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main.html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101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101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pdp.html
https://cbleportal.edb.edcity.hk/index.php?class=index&func=cate&cateid=9&motype=0&page=1&selectlangtype=2
https://emm.edcity.hk/category/%E7%9F%AD%E7%89%87+Short+Videos/172025822
https://www.youthcan.hk/zh-hk/
http://www.ucep.org.hk/index.php?section=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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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黃重光醫生JP「抗疫．樂

活」10個Action
正面思維/培育 網上資源

黃重光精神教育

學院

黃重光醫生根據精神科醫學和大腦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設計

了「抗疫．樂活」10個Action，這10個Action能幫助人發揮 / 提升

心理、大腦、三方面力量，讓個人能夠主宰自己，身心健康，家

庭幸福，工作愉快。

  

48
「以攻為守，轉危為機」抗

疫．樂活10個Action 短片
正面思維/培育 網上資源

黃重光精神教育

學院

黃重光醫生JP「抗疫．樂活」10個Action 的對應短片。
  

49
「港講訴  Time to Heal」計

劃
正面思維/培育 活動/計劃

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

連結不同界別專家，於「理論、實務、營運」層面入手，提供一

系列的分享、講座、工作坊、座談會、訓練等活動，與教師、社

工、宗教人士及民間義工等一同學習，聆聽彼此，梳理思緒，互

相學習，沉著應對危機與挑戰，如何應對現時社會危機下的家庭

撕裂、社區衝突及情緒困擾等課題。

  

50 家長至Net 正面思維/培育 網上資源 教育局

一站式家長教育資訊網頁，提供由不同學者和專家分享有關家長

教育的短片及文章，包括親子關係、品格培養、管教子女、家長

情緒管理，推廣正向教育。此外，家長更可透過家長資源指南，

瀏覽其他相關網站。「家長智NET」會定期更新內容。



51 「商校合作計劃」 正面思維/培育 活動/計劃 教育局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於2005年推出，目的是推動學校與工商

機構合作，帶領學生走出課堂，作好投身社會的準備。工商機構

提供實體學習平台，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工種，提升共通能力，讓

他們適應經濟和社會的轉變，最終達致全人發展的目標。



52
「走出迷宮：校園復和工作

教材套」（初中版）
和諧校園 通函 教育局

教材是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內容編寫，旨在教導學生珍

惜與同學、家人及其他人士的和諧關係，學會處理衝突及修補關

係。教材包括全套六課節的教案、學習材料、投映片以及使用教

材的短片。學校應於2021年3月前收到資源套，詳情請參考教育局

通函第12/2021號的附件五。



53 正向教育研究室 和諧校園 活動/計劃 香港城市大學
在學校和其他助人專業 (教師、社工、輔導員) 推動兒童、青少

年、父母及老師的正向教育。
 

54 正向教育 和諧校園 活動/計劃 北山堂基金

由院校、專業人員及教育和心理學從業人員提供有關正向教育的

工作坊、講座、研討會、培訓課程及其他專業發展機會。提供實

證為本的最新資訊及資源，協助本地學校及社區推動正向教育。



55 中學朋輩調解計劃 和諧校園 活動/計劃 香港家庭福利會

這計劃在2001年於中學推出，提倡以和平方法排解學生糾紛，締

造和諧校園文化。參與中學會接受調解員訓練，參加一連串的工

作坊，學習簡單的調解知識和技巧。學成後正式成為朋輩調解員

，為中一、中二「學弟」「學妹」服務。

 

56
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

園文化行動
和諧校園 活動/計劃

香港大學社會科

學學院及香港賽

馬會

有關機構開展了三年半(2019年中至2022年底)的計劃，在學校推廣

靜觀文化，以正向教育的方式建立正面校園文化。內容包括學校

社交情緒課程的靜觀課、教師培訓、導師培訓等。

 

https://drwong.academy/2020/09/23/drwongtenactions/
https://drwong.academy/2020/09/23/drwongtenaction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hYqUy3wSeJcHbkJ0vwsUJ7O7QMl2Zd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hYqUy3wSeJcHbkJ0vwsUJ7O7QMl2Zd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hYqUy3wSeJcHbkJ0vwsUJ7O7QMl2ZdE
http://www.timetoheal.org.hk/
http://www.timetoheal.org.hk/
https://www.parent.edu.hk/
http://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edb/opencms/bspp/home/?__locale=zh_HK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012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012C.pdf
http://www.cityu.edu.hk/ss_posed/index.aspx?lang=zh
https://www.positiveeducation.org.hk/
https://www.hkpeermediation.net/projects
https://www.hkpeermediation.net/projects
https://www.socsc.hku.hk/jcpanda/
https://www.socsc.hku.hk/jc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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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20-22 雙學年「協助中小

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
和諧校園 活動/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 (教

育局委託承辦)

中學課程由2014/15學年開始。透過工作坊、學校參訪、前線教師

分享、校本支援、教師組群活動等方式，支援學校從單學科、單

組別、跨科組或全校參與等層面，開展生命教育。本學年提供全

新的課程及支援，如協助學校申請經費推行生命教育項目、協助

學校以「整體規劃」模式發展校本生命教育。



58 反欺凌校園服務 和諧校園 支援服務
復和綜合服務中

心

預防性 - 倡議「和諧校園」，帶領學生明白和諧相處的重要性及

學習處理人際衝突的技巧；建議學校建立反欺凌政策。
 

59 支援學生服務資料
危機處理/求助

熱線
求助熱線

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

提供香港多個團體的支援學生服務資料，設有多條24小時求助熱

線。


60
《即時通》24小時精神健康

守護同行計劃

危機處理/求助

熱線
求助熱線 利民會

這計劃是一項24小時無間斷支援受情緒困擾人士、精神復元人士

及家屬的社區精神健康專門服務。由真人接聽的熱線支援受情緒

困擾和精神復元人士，也支援背後默默付出的家屬或照顧者，提

供身心支持，抒減壓力。本服務暫訂於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

月31日提供。

 

61
學校危機處理 - 危機善後介

入工作及心理支援應用手冊

- 2020

危機處理/求助

熱線
指引/手冊

教育局(教育心理

服務組)

應用手冊概述危機善後介入工作和心理支援的原則和流程，並介

紹危機處理小組的架構、角色和功能；同時，於附錄中設有清

單、新聞稿、家長信的範本及參考資料等。



資源分類 數量 提供形式 數量

訓輔策略 11 活動/計劃 21

精神健康/情緒支援 9 網上資源 20

資訊素養 8 支援服務 10

犯罪違規青少年支援 8 指引/手冊 6

價值教育 8 求助熱線 2

正面思維/培育 7 通函 2

和諧校園 7 61

危機處理/求助熱線 3

61

** 請留意 - 部分資源/服務可能只作有時限提供。

https://www.eduhk.hk/crse/tc/project/newlifeedu/
https://www.eduhk.hk/crse/tc/project/newlifeedu/
https://www.restoration.com.hk/service/services6/97187525449220101
https://m.facebook.com/262651629903/posts/10157315251839904/?sfnsn=mo
https://justone.richmond.org.hk/
https://justone.richmond.org.hk/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crisis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crisis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crisist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