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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 不斷發展 致力成為香港盡善盡美的預防自殺機構 並努力締造一個充滿愛心及關懷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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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熱線 沿用 撒瑪利亞會 創辦人陳華樂博士的益友理念 以耐心聆聽 陪伴 關懷及不批

判的精神 提供預防自殺服務 讓服務使用者感覺到被瞭解和接受下抒發自己的困擾 藉此令情

緒得以紓緩 積極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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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熱線 致力向有自殺傾向 感到絕望及有情緒困擾的人士提供益友及其他預防自殺服務

使他們情緒得以紓緩 從而積極面對人生 此外 我們希望提高公眾對自殺的認識 並尋求預防

自殺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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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 生命熱線 在各個服務領域均取得良好進展 在社區教育方面的成效亦有

目共睹 以下是本年度我們部份服務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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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離世者親友與本會同行 一起走過哀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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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會義工所作出的貢獻 他們各有所長 盡心盡力為本會服務 並提供各類型的社區教

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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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

長者個案由本會義工和地區協作機構的義工提供服務 並且協助他們紓緩情緒 減低自殺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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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 自殺離世者親友 學生 教師 家長和廣大市民參與本會社區教育活動 有助本會在

香港建立全面預防自殺服務的完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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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義工透過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接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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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中小學 特殊學校與本會合作 為學生和教師舉辦生命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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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繁忙如 故 車流喧囂 街頭嘈雜 電子訊息流轉不止 都市人 就是生活在容易令人窒息的

空間 回頭一想 人的心聲 會有誰來細 聽 傳媒不斷報 道自殺 新聞 有否令你反 思與身邊家人

的相處呢 可曾想過 有多久沒有坐下聆聽他們的心底話

生命熱線 正邁向第BC個年頭 經持續壯大後 我們從最初僅提供EB小時預防自殺熱線的義工組織 發

展至今 已是提供BC小時預防自殺熱線的預防自殺機構 同時 我們所提供的 預防長者自殺服務 自

殺者親友支援服務 和 社區教育及青少年生命教育 亦與時俱進 不斷有所拓展 希望緊貼時代步伐

冀能為社會提供更切合需要的多元化服務

生命熱線 屬非政府資助機構 多年來一直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 有幸取得豐碩成果 幫助有需要人士

實有賴社會各界善長 企業和團體的鼎力支持 我謹代表 生命熱線 衷心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 香港公益金 利希慎基金 匯豐銀行 劉鑾雄慈善基金 香港崇光百貨 郭炳湘基金 新鴻基地產 西

藏FEGG水資源有限公司 眾多愛心企業和善長 一直慷慨解囊 與本會攜手同行 在拯救生命的工作上出

一分力

最後 讓我藉此機會向 生命熱線 執行委員會 義工和員工衷心致謝 你們努力不懈地推廣預防自殺工

作 惠及眾多有需要人士 我希望日後有更多有心人支持 生命熱線 我們定會克盡己任 服務社群 就

讓我們繼續同心協力 讓淹沒的心聲得以被聆聽 藉此連繫所有寶貴生命

A day in a bustling metropolis: the cacophony of traffic, crowds and electronic hardware, noise 
4/)7*$*3')+%'(/$-,'./)0'%&-'&-8/%?'#&)'7$>>'>$,%-*W'O*'/-(-*%'5-8/,6'*-7,').',+$($4-,'$,'4-1/-,,$*3>5'
+9$X+$%)+,?'A)-,'$%'-2)=-'%&)+3&%,').'5)+/'/->8%$)*,&$1'7$%&'5)+/'.80$>5W'A)'5)+'/-(8>>'%&-'>8,%'%$0-'
5)+',8%'4)7*'8*4'%8>=-4'7$%&'5)+/'18/-*%,'8*4',$9>$*3,W

I+$($4-'J/-2-*%$)*'I-/2$(-,'08/=,' $%,'"N%&'8**$2-/,8/5'*-Y%' 5-8/?' Z/)0'8*' $*$%$8>' !"G&)+/' ,+$($4-'
1/-2-*%$)*'&)%>$*-6'IJI'&8,'-2)>2-4'%)')1-/8%-'8'"NG&)+/'&)%>$*-',-/2$(-?'IJI'8>,)'1/)2$4-,'I+$($4-'
J/-2-*%$)*' I-/2$(-' .)/' %&-' [>4-/>56' I-/2$(-,' .)/' I+/2$2)/,' ).' I+$($4-' \),,6' 8,'7->>' 8,' B)00+*$%5'
[4+(8%$)*'8*4'\$.-'[4+(8%$)*'.)/'])+%&,?'<--1$*3'18(-'7$%&'%&-'%$0-,6'IJI'&8,'4-2->)1-4'8'7$4-'
/8*3-').'()+*,->>$*3',-/2$(-,'%)'&->1'-0)%$)*8>>5'4$,%/-,,-4'1-)1>-?
'
As a non-subvented organisation, Suicide Prevention Services is self-financed, fully reliant on public 
4)*8%$)*,'8*4'.+*4$*3'./)0'()/1)/8%$)*,'8*4')%&-/'9)4$-,?'@*'9-&8>.').'IJI6'O'-Y1/-,,'05',$*(-/-'
3/8%$%+4-'%)'%&-';)*3'<)*3'^)(=-5'B>+9'B&8/$%$-,'_/+,%6'_&-'B)00+*$%5'B&-,%').';)*3'<)*36'\--'
;5,8*'Z)+*48%$)*6';IDB6'_&-'^),-1&'\8+'\+-*';+*3'B&8/$%89>-'_/+,%6'I@`@';)*3'<)*36'#8>%-/'
<7)=' Z)+*48%$)*6' I+*' ;+*3' <8$' J/)1-/%$-,6' _$9-%' V!PP'#8%-/' a-,)+/(-,' \$0$%-46' 8>>' ()/1)/8%-'
8*4'$*4$2$4+8>'4)*)/,'.)/'%&-$/'3-*-/)+,',+11)/%?'#$%&'4)*)/,b'8$46'7-'&82-'4-2)%-4')+/,->2-,'%)'
%&78/%$*3',+$($4-,'8*4',82$*3'>$2-,?
'
\8,%' 9+%' *)%' >-8,%6' O' 4--1>5' 811/-($8%-' %&-' ()*%$*+)+,' -..)/%,' ).' %&-' IJI' [Y-(+%$2-' B)00$%%--6'
2)>+*%--/,'8*4',%8..'0-09-/,' %)'1/-2-*%',+$($4-?' O'&)1-'7-'(8*'3-%'0)/-'7$4-G/8*3$*3',+11)/%'
$*' %&-' .+%+/-' %)' &->1' -0)%$)*8>>5' 4$,%/-,,-4'1-)1>-?' \-%b,' ()*%$*+-' %)' 18%$-*%>5' >-*4' )+/' -8/,' %)'
+*&-8/4'2)$(-,'8*4',$*(-/->5'()**-(%'7$%&'8>>'28>+89>-'>$2-,?



U

至 親 離 世的 悲痛 往往已難 以承受 而若 然 對 方自殺

身亡 更會令人自責內 疚 接 獲 至 親 離 世 的 噩 耗 後

接 踵 而來 的 將會是 揮 之不去的切 膚之痛 當中包括

哀傷 悲慟 憤怒 內疚和自責 這些複 雜情緒在內心

糾 結 對在世 者而言又是 一 番 折磨 有些人 或可隨 時

間流逝而學懂 放下悲傷 並將之轉化為對已逝者的思

念 繼 而成 勇敢 活下去的 動力 但有些人卻 因不 想

記起與已逝者的共同回憶而選擇逃避或壓抑傷痛 令

應予釋放的負面情緒不能正確 地獲得宣洩 輕生念頭

或由此而生... . . .

有 研 究指出 曾經 歷 至 親自殺 離 世 的人 較 沒有 類 似

經 歷 的 人 更易產 生自殺 傾 向 生 命 熱 線 的 釋 心

同行 自殺 者 親 友 支援 計劃 自BGGH年起 投 入 服

務 當中的同 路人 互助 小組 及 活 動 在去年度曾為 超

過ECG宗新個 案提 供協助 這項 服務透過自殺者親友

的 相 關 經 歷 分享 以 及 同 路 人 之 間 的 互相 扶 持 和 鼓

勵 幫助 當 事人 道出平時 難 以言 喻的 傷 痛 靠著互相

理解 為彼此的心靈補上因至親驟然離世而缺少的部分

若非過 來人 怎能明白因至 親自殺 離 世而帶來的種 種

傷痛 未經歷過的人 試問又怎能完全了解箇中感受

這是不少自殺者 親 友的心聲 但 只要明白身邊其實有

不少同路人 彼此一路上互相支持及相伴 便會知道自

己永不 孤 單 繼 而 可逐步建 立自信 走出這個 看 似 別

人 進不 來 而自己也闖不出去的困境 請大 家相 信 與

至 親 之間的精神 連繫 並不會因 親 人 離 世而中斷 而

藉著思念和祝福 離世者仍可長存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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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已流逝一貶眼 歲月不知不覺間逝去 也許在

心底 裡 都 害 怕 老 去 但 生 老 病 死都 是 人 生 必 經

的階段 變老 是每個人不能逃避的現實 我們都會

隨年月蛻 變 從年少時 被寄以 厚望的社 會 棟 樑 到 壯

年後 身體機能慢慢衰退 以至晚年時成為他人眼中看

似 不中用 的老人 看著自己老 去 不單生理 上可能

會毛 病 叢生 心理 上亦有 機會出現問 題 逐 漸 變 得 抑

鬱且自卑 甚或不想因自己的 不中用 給別人徒添麻

煩 繼而覺得生存再無意義

據BGEI年 死因裁判官報告 所顯示 年齡組群JG歲

以上長者的自殺 比率一直較其他 年齡 組群高 平均每

日便 有一名長者自殺 身亡 隨著 近年人口持 續老 化

長者的自殺 比 率 或會 持 續 上 升 生命 熱 線 一直 致

力推行 預 防長者自殺 服務 當中包括 香港 賽馬會 社

區資助計劃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服務 和以家

庭 為 本 的 長者 家 多 一 點力量 計 劃 透 過 提 供 社

工和義工的上門探訪服務和舉 辦家屬課程 冀令長者

能感受社會對他們 的重視和關心 藉以紓緩因年邁而

帶來的各種負面情緒

長者亦經 歷過被寄以厚望的光輝歲月 為建 設社會作

出重大貢獻 變老 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 當兒女成家

立室之後 他們或因萬分孤獨而感到無助無奈 我們希

望 藉著我們和各義工對他們的鼓勵 支持與陪伴 會

有效 減少長者的孤獨和 無助感 而長者從中所 體會到

的溫暖和關心 將成為帶領其走出幽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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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 9)4$>5' .+*(%$)*,?' D-,$4-,'
1&5,$(8>' 1/)9>-0,6' 7-' 8>,)' *--4' %)' ()0-' %)' %-/0,'
7$%&'4--1'1,5(&)>)3$(8>'(&8*3-,?'@*-'085'9-()0-'
4-1/-,,-46'.-->'$*.-/$)/'8*4'>$=-'8'9+/4-*'%)')%&-/,6'
8*4'%&-$/'7$>>'%)'>$2-'-99,?'

O*' "P!Q6' ;)*3' <)*3b,' ()/)*-/' /-3$,%-/-4' 8' &$3&-/'
,+$($4-' /8%-' .)/' $*4$2$4+8>,' )2-/' UP' 5-8/,' ).' 83-'
%&8*' %&-$/'5)+*3-/'()+*%-/18/%,' F' %&$,'&8,'9--*' %&-'
(8,-' .)/' 5-8/,?' [>4-/>5' ,+$($4-,' 82-/83-' )*-' 8' 485?'
c,' %&-' )+/' 1)1+>8%$)*' =--1,' 83$*3' $*' %&-' /-(-*%'
5-8/,6'->4-/>5',+$($4-,'&82-'8>,)'$*(/-8,-4?'@2-/'%&-'
5-8/,6' I+$($4-' J/-2-*%$)*' I-/2$(-,' KIJIL' &8,' 9--*'
()00$%%-4'%)'1/-2-*%$*3'->4-/>5',+$($4-,6'>8+*(&$*3'
1/)3/800-,' ,+(&' 8,' %&-' e@+%/-8(&' D-./$-*4$*3'
I-/2$(-' .)/' I+$($48>' [>4-/>5f' ,1)*,)/-4' 95' %&-'
;)*3' <)*3' ^)(=-5' B>+9' B)00+*$%5' J/)H-(%' `/8*%'
8*4' eZ80$>5' I+11)/%' .)/' [>4-/>5' E-*%8>' ;-8>%&f?'
_&/)+3&' 2$,$%,' 95' ,)($8>' 7)/=-/,' 8*4' 2)>+*%--/,6'
8*4' .80$>5' (8/-3$2-/,b' %/8$*$*36' %&-'->4-/>5' (8*' .-->'
%&-' ,)($-%5b,' (8/-' 8*4' ()*(-/*' 8*4' 9-' /->$-2-4' ).'
*-38%$2-'-0)%$)*,'8,,)($8%-4'7$%&'83$*3?

_&-' ->4-/>5' &8,' 8>,)' &84' %&-$/' 3>80)/)+,' %$0-,'
).' 9-$*3' >))=-4' +1)*' 8,' %&-' 9+$>4-/,' ).' 8*4'
()*%/$9+%$*3' %)' %&-' ,)($-%5' 4+/$*3' %&-$/' 5)+%&?'
O*4--46' 83$*3'0$3&%' *)%' 9-' %&-' ./$3&%-*$*3' 18/%' ).'
)>4' 83-' F' $%' $,' %&-' >)*->$*-,,' 8*4' &->1>-,,*-,,' %&8%'
)*-' 085' -Y1-/$-*(-' 7&-*' %&-$/' (&$>4/-*' >-82-' %&-'
.80$>5b,' *-,%' %&8%' 8/-' %&-' 9>-8=-,%' ).' 8>>?' #-' &)1-'
,+(&' -0)%$)*,' (8*' ,+9,$4-' 8,' )+/' ,%8..' 8*4' %-80,'
).'2)>+*%--/,'=--1'%&-0'()018*5'8*4',&)7-/'%&-0'
7$%&' >)2-' 8*4' -*()+/83-0-*%6' 0)%$28%$*3' %&-0' %)'
98*$,&'%&-'48/=',&84)7,').'4-,)>8%$)*'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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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 生命熱線 已走過23個年頭 回想當年 本會只設有12小時預防自殺熱線 到了今天

已發展 成 提 供 2 4 小時 預 防自殺 熱 線 及其他多元化預 防自殺 服務的機 構 有賴各界 善 長 慷 慨 支

持 本會才得以繼續在預防自殺工作方面為社會出一分力 現將 生命熱線 於2 017/2 018年度

在預防自殺工作上所作的努力扼述如下

I+$($4-' J/-2-*%$)*' I-/2$(-,' KIJIL' $,' "M' 5-8/,' )>4?' ;)7' %$0-' .>$-,g' _&-'083*8*$0$%5' ).' 8>>'
)+/',+11)/%-/,'-*89>-4'+,'%)'-2)>2-'./)0'8'!"G&)+/'I+$($4-'J/-2-*%$)*';)%>$*-'%)'8'"NG&)+/'
;)%>$*-'8*4'4$2-/,$.5')+/',+$($4-'1/-2-*%$)*',-/2$(-,'%&8%'7-'&82-'*)7?'#-'7$>>'1-/,-2-/-'$*'
)+/'/)>-'%)',82-'>$2-,?';-/-'8/-')+/'8(&$-2-0-*%,'$*'"P!QR"P!S?

過去一年 有多達480位義工 願意24小時為我們輪

值 我們為此感恩 他們經甄選及長時間訓練後 才可

接聽來電 在2017/2018年度 我們合共接聽了33,714

個電話 平均每天處理來電接近100個 義工用心聆聽

希望能為來電者提供傾訴渠道 有77%來電者表示 使

用熱線服務後能使情緒得以紓緩 全年義工服務時數

更高達21,406小時

長者自殺比率一直較其他年齡為高 令社會更關注長

者自殺問題 承蒙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慷概捐

助 令本會得以持續推行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服務 提供家訪 小組支

援服務和節日探訪等服務 支援情緒受困的長者 過去

一年 我們合共接觸了304個情緒受困擾或有自殺傾向

的長者 共有400名 生命熱線 及地區機構的義工提

供了探訪服務 服務次數逾9,940次 此計劃能順利推

行 全賴各位義工 職員及團體通力合作 讓受情緒困

擾的長者得到愛與關懷 讓他們享受快樂的晚年

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服務
"NG&)+/'I+$($4-'J/-2-*%$)*';)%>$*-'I-/2$(-

預防長者自殺服務
I+$($4-'J/-2-*%$)*'I-/2$(-'.)/'%&-'[>4-/>5

K%' 2&%' +%&4' 8&25%)"/' 5(' 12+%' 12.' CHG' +(/"95%%&*'
523,98' 5"&9*' 5(' *%&+%'"*' &("9.' 51%' -/(-3' /2*5' 4%2&L'
A1(*%9'2)5%&'-(9*-,%95,("*'+%55,98<'("&'+(/"95%%&*'
"9.%&0%95' &,8(&("*' 5&2,9,98' $%)(&%' 129./,98'
,9-(#,98' -2//*' (9' ("&' 1(5/,9%L' M9' BGEINBGEH<' 0%'
&%-%,+%.' 2' 5(52/' ()' OO<IEC' ,9-(#,98' -2//*<' 2' .2,/4'
2+%&28%' ()' 9%2&/4' EGGL' P"&' +(/"95%%&*' /,*5%9%.'
+,-2&,("*/4' 0,51' 51%,&' 1%2&5*' 29.' :&(+,.%.' -2//%&*'
0,51' 2' :/25)(&#' 5(' %Q:&%**' 51%,&' )%%/,98*L' IIR' ()'
1(5/,9%'"*%&*',9.,-25%'29'%2*,98'()'+(/25,/%'%#(5,(9*'
2)5%&' "*,98' ("&' 1(5/,9%' *%&+,-%L' S1%' 5(52/' 9"#$%&'
()' +(/"95%%&,98' 1("&*' 02*' BE<CGJ<' 29' 2*5(9,*1,98'
figure.

S1%' *",-,.%' &25%' 2#(98' 51%' %/.%&/4' 12*' $%%9'
-(9*,*5%95/4' 1,81%&' 5129' (51%&' 28%' 8&(":*' ,9' 51%'
:2*5' 4%2&*<' 2&("*,98':"$/,-' -(9-%&9L' 6:(9*(&*1,:'
)&(#' 51%' ?(98' @(98' T(-3%4' A/"$' A12&,5,%*' S&"*5'
%92$/%.'676'5('-(95,9"%',5*'P"5&%2-1'U%)&,%9.,98'
6%&+,-%' )(&' 6",-,.2/';/.%&/4'"9.%&' 51%'?(98'@(98'
T(-3%4' A/"$' A(##"9,54' 7&(V%-5L' S1%' *%&+,-%'
:&(+,.%*' 1(#%' +,*,5*<' %*:%-,2//4' (9' )%*5,+%' .24*<'
29.' *"::(&5' 8&(":*' 5(' 1%/:' %/.%&/4' :%(:/%' 01('
2&%' %#(5,(92//4' .,*5&%**%.' (&' *",-,.2/L' W2*5' 4%2&<'
0%' 2::&(2-1%.' OGC' *"-1' -2*%*' ,9' 5(52/' 0,51' CGG'
9"#$%&' ()' 676' (&' 9%,81$("&1((.' +(/"95%%&*L'
S1%' )&%X"%9-4' ()' *%&+,-%' %Q-%%.%.' Y<YCG' 5,#%*<'
2' *"--%**' 255&,$"52$/%' 5(' 51%' -((:%&25,(9'
()' 2//' +(/"95%%&*<' *52))' #%#$%&*' 29.' +2&,("*'
(&829,*25,(9*L' S1&("81' 51,*' :&(V%-5<' %#(5,(92//4'
.,*5&%**%.' %/.%&/4' -29' $%' %9*-(9-%.' ,9' 51%' /(+%'
29.'-2&%'51%4'.%*%&+%',9'51%,&'50,/,815'4%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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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本會感謝新鴻基地產透過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 於2 016年9月開展 凝 相 支援青

少年情緒 健康計劃 讓年青人透過攝 影表達 所思所想 我們亦希望 透過展出年青人的攝 影

作品 讓社會人士能更深入了解及體會青年人的獨有想法 以減少彼此之間的隔膜

E)/-)2-/6'IJI'$,'%&8*=.+>'.)/'%&-'.+*4$*3').'I+*';+*3'<8$'J/)1-/%$-,'%&/)+3&'%&-'B)00+*$%5'
B&-,%').';)*3'<)*3?'#-'>8+*(&-4'%&-'eJ&)%)3/81&5'\$*='])+%&f'J/)H-(%'$*'I-1%-09-/'"P!U?'
_&$,' 1/)H-(%' -*89>-,' 5)+%&,' %)' -Y1/-,,' %&-0,->2-,' %&/)+3&' 1&)%)3/81&5?' c44$%$)*8>>56'
%&/)+3&'%&-$/'1&)%)'-Y&$9$%$)*,6'IJI'&)1-,'0)/-'1-)1>-'./)0'%&-',)($-%5'(8*'()00$,-/8%-'
7$%&'%&-'%&)+3&%,').'5)+%&,6'%&+,'/-4+($*3'0$,+*4-/,%8*4$*3?'

能夠見證 生命 熱 線 歷年以來的重大發展 本人深感 欣喜 謹此向各 位努力付出的 執行 委員

會成員 義工和同仁致以衷心謝意 在踏入第 24個年頭之際 就 讓我們 繼 續關心各界聲音 用

心聆聽 為社會上更多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 以挽救更多寶貴生命

O'80'8>785,'4->$3&%-4'%)'7$%*-,,'%&-')*3)$*3'4-2->)10-*%').'I+$($4-'J/-2-*%$)*'I-/2$(-,?'
O' 7)+>4' >$=-' %)' -Y1/-,,' 05' &-8/%.->%' 3/8%$%+4-' %)' IJIb' [Y-(+%$2-' B)00$%%--' 0-09-/,6'
2)>+*%--/,' 8*4' ,%8..' .)/' %&-$/' 4$>$3-*(-' 8*4'4-2)%$)*?' O*' %&-' "N%&' 5-8/6' >-%' +,' ()*%$*+-' %)'
>$,%-*'7&)>-&-8/%-4>5'%)'%&-'2)$(-,'./)0'8>>'78>=,').'>$.-6',-/2-'0)/-'1-)1>-'$*'*--4'$*'%&-'
,)($-%5'8*4',82-'0)/-'1/-($)+,'>$2-,?

承蒙香港公益金資助 本會 釋心同行 自殺者親友

支援計劃 得以持續推行 為正經歷喪親哀痛的自殺者

家屬即時提供支援 在2017/2018年度 我們共接獲超

過163個新個案 就此提供專業的哀傷輔導服務 並透

過定期舉辦的同路人小組 同行者活動和其他治療性活

動 為他們提供合適渠道 以紓解心中鬱結 計劃另一

個目標 就是培訓過來人義工 讓他們以自身經歷 向

其他自殺者親友分享 冀能為一眾自殺者親友的生活重

新添上姿彩

青少年與學童自殺的個案接二連三地發生 令社會更多

人關注年輕人自殺的課題 有見及此 本會近年已加強

推行預防青少年自殺的服務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撥款捐助 本會於2016年9月開展了 賽馬會 愛生

命 計劃 透過學校 義工及社區三個不同層面 集合

青年人身邊不同力量 以支援情緒受困的青少年 並鼓

勵其在朋輩間宣揚積極人生觀和關愛文化 成為彼此的

生命守門員

自殺者親友支援服務
I-/2$(-,'.)/'I+/2$2)/,').'I+$($4-'\),,

社區教育及青少年生命教育
B)00+*$%5'[4+(8%$)*'8*4'\$.-'[4+(8%$)*'.)/'])+%&,

S1293*' 5(' 51%' A(##"9,54' A1%*5' ()'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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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 *%&+,-%*' 51&("81' -(9."-5,98' &%8"/2&'
#"5"2/'*"::(&5'8&(":*'29.'51%&2:%"5,-'2-5,+,5,%*L'
S1%*%' *%&+%' 5(' 2//%+,25%' 51%' .%*:2,&' %Q:%&,%9-%.'
$4' *"&+,+(&*' ()' *",-,.%' /(**L' Z9(51%&' ($V%-5,+%'
()' 7&(V%-5' UW;66' ,*' 5(' %#:(0%&' ,9.,+,."2/*' 0,51'
*,#,/2&' %Q:%&,%9-%*' 5(' $%-(#%' +(/"95%%&*' 29.' 5('
*12&%' 51%,&' (09' *5(&,%*' 0,51' (51%&' *"&+,+(&*L' K%'
1(:%' 5125' *"&+,+(&*' ()' *",-,.%' /(**' -29' (+%&-(#%'
51%,&'8&,%)<'29.'&%82,9'51%,&'V(,%'.%'+,+&%L

6:25%*'()'4("51'*",-,.%*'.&20'8&%25':"$/,-'-(9-%&9L'
S(' 2..&%**' 51%' ,**"%<' 676' )"&51%&' %9129-%.' ,5*'
*",-,.%' :&%+%95,(9' *%&+,-%*' )(&' 4("51*' ,9' &%-%95'
4%2&*L' ["9.%.' $4' 51%' ?(98' @(98' T(-3%4' A/"$'
A12&,5,%*'S&"*5<'0%'/2"9-1%.'51%'T(-3%4'A/"$'\W,)%'
A1%&,*1,98]' 7&(V%-5' ,9' 6%:5%#$%&' BGEJ' 5(' 82&9%&'
*"::(&5' )&(#' *-1((/*<' +(/"95%%&*' 29.' -(##"9,54'
25' /2&8%L' Z/*(<' 0%' 1(:%' 4("51*' 29.' 51%,&' :%%&*'
-29'%*52$/,*1' 2':(*,5,+%' /,)%' 255,5".%'29.'-"/5,+25%'
2'-2&,98'-"/5"&%'5('$%'51%'\^25%3%%:%&*',9'W,)%]',9'
1%/:,98'29.'%9-("&28,98'%2-1'29(5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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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城市心聲 香港人每日都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打拼 但在這個充滿競爭及壓力的城市 每

當感到失落困惑時 有誰會願意聆聽大家的心聲 或許是為追求學業成 就而苦苦作戰的莘莘學

子 或許是為生活而奔波勞碌的打工一族 或許是孤苦無助的患病人士 又或許是無依無靠的獨

居長者 不管是誰 大家都面對生命上的挑戰和難關 需要在急促而壓迫的生活步伐中抖抖氣

需要有人聆聽心聲 在人生路上找到歇息之處

#&8%' $,' %&-' 2)$(-' ).' %&-' ($%5W' ;)*3' <)*3' 1-)1>-' 7)/=' 2-/5' &8/4' %)' 08=-' 8' >$2$*3' -2-/5'
,$*3>-' 485?' D+%' $*' %&$,' ()01-%$%$2-' 8*4' ,%/-,,.+>' ($%56' 7&)' 7)+>4' >-*4' %&-0' 8*' -8/' 7&-*'
%&-5' .-->' >),%'8*4'()*.+,-4W'J-)1>-' $*'*--4').'&->1'085'9-',%+4-*%,',%/+33>$*3' %)'1+/,+-'
8(84-0$('8(&$-2-0-*%,6'7)/=-/,' ,%/$2$*3' %)'-*&8*(-' %&-$/'X+8>$%5').' >$.-6' %&),-'7&)',+..-/'
./)0'$>>*-,,'7$%&'*)7&-/-'%)'%+/*'%)6')/'->4-/>5'1-)1>-'>$2$*3'8>)*-?''B)*./)*%$*3'(&8>>-*3-,'
8*4'4$. .$(+>%$-,' $*' >$.-6' %&-5'*--4' %)'2-*%' %&-$/'3/$-28*(-,?'_&-5'*--4',)0-)*-' %)' >$,%-*' %)'
%&-$/'2)$(-,',)'%&-5'(8*'3-%'8'/-,1$%-'8>)*3'%&-'1/-($1$%)+,'H)+/*-5').'>$.-?'

 生命熱線 於過去23年秉承 關懷 聆聽 接納 陪伴 的服務理念 服務受情緒困擾及有自

殺 風險的來電者 達致預防自殺的目的 受過訓練的義工以真誠 關懷 接納和不批判的態度

聆聽來電者面對的困難 我們 認為 人人都有能力處理難題 但能力有時未及發揮 原因是情緒

或受困擾 影響解難及判斷能力 待情緒紓緩後 他們便會看到問題癥結所在 積極面對 我們

相信 以接納 及真誠 的態 度關心當事人的情緒 使他們知 道仍有人 願 意陪伴關懷 便可減低其

自殺 風險 有見及此 我們提供了保密的平台 讓受情緒困擾人士表達心聲及抒發情感 讓他們

知道在茫茫人海中 仍有人支持相伴 毋需獨自承受

O*'%&-'18,%'"M'5-8/,6'IJI'84&-/-4'%)'%&-'0$,,$)*').'eB8/-6'\$,%-*6'c((-1%'8*4'c(()018*5f?'
O%,'"NG&)+/';)%>$*-'I-/2$(-',-/2-4'%)'.)/-,%8>>',+$($4-'80)*3'-0)%$)*8>>5'4$,%/-,,-4'(8>>-/,'
8%' /$,=' ).' -*4$*3' %&-$/' )7*' >$2-,?' @+/' %/8$*-4' 2)>+*%--/,' >$,%-*' %)' %&-' (8>>-/,b' 1>$3&%' 7$%&'
,$*(-/$%5'8*4'8'*)*GH+430-*%8>',%8*(-?'#-'9->$-2-'%&8%'-2-/5'1-/,)*'1),,-,,-,'%&-'(818($%5'
%)'/-,)>2-'&$,')/'&-/'1/)9>-0,'8*4'%&8%'$%'$,'%&-$/'-0)%$)*8>'4$,%/-,,'8..-(%$*3'%&-$/'89$>$%5'%)'
1/)9>-0',)>2$*3'8*4'H+43-?'c.%-/'/->-8,$*3'*-38%$2-'-0)%$)*,6'1-)1>-'(8*',1)%'%&-'(/+Y').'
8'1/)9>-0'8*4'.8(-'$%'0)/-'1),$%$2->5?'#-'8>,)'9->$-2-')*-b,'/$,=').',+$($4-'(8*'9-'/-4+(-4'
95'3-*+$*-6'8+%&-*%$('(8/-'%)78/4,'%&-0?'_&-/-.)/-6'7-'1/)2$4-'8'()*.$4-*%$8>'1>8%.)/0'.)/'
%&),-'./8+3&%'7$%&'-0)%$)*8>'1/)9>-0,'%)'-Y1/-,,'%&-$/'.-->$*3,'8*4'2-*%$>8%-'%&-$/'-0)%$)*,6'
%)'&->1'%&-0'/-8>$,-',)0-9)45',%$>>',+11)/%,'%&-0'8*4'7)+>4'*)%'9-8/'%&-$/',+..-/$*3,'8>)*-?

在 2 0 17 至 2 0 1 8 年 度 本 會 的 熱 線 服 務 由 4 8 0 名 受 過 訓 練 的 義 工 為 大 眾 服 務 合 共 接 聽 了

3 3 ,714 個 來電 服務時 數 達 21, 4 0 6 小時 感 謝香港 公 益金基 線撥款 對本會的資助 也感 謝香

港 公 益金定期 計劃資助 青少年生命專 線 以及優 化為 義 工特 設的持 續 培訓 課程 使 我們 繼

續 連繫你我生命  

O*'"P!QG!S6')+/'"NG&)+/';)%>$*-'I-/2$(-'78,'08**-4'95'NSP'%/8$*-4'2)>+*%--/,'8*4'/-(-$2-4'
8' %)%8>' ).' MM6Q!N' (8>>,' 7$%&' "!6NPU' &)+/,' ).' ,-/2$(-,?' #-' 8/-' 3/8%-.+>' .)/' %&-' D8,->$*-'
c>>)(8%$)*,' ./)0' %&-' B)00+*$%5' B&-,%' ).' ;)*3' <)*3' .)/' ,+11)/%$*3' )+/' &)%>$*-' ,-/2$(-6'
])+%&'\$*=',-/2$(-'8*4'()*%$*+)+,'2)>+*%--/,'%/8$*$*3'()+/,-,?'_&-'B&-,% b,',+11)/%'-*89>-,'
+,'%)'()*%$*+)+,>5',-/2-')+/',)($-%5'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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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處理的來電數目
h+09-/').'B8>>,'a-(-$2-4

來電者性別分佈
`-*4-/'A$,%/$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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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已處理來電
Z--"#"/25%.'!"#$%&'()'A2//*

每月處理來電
!"#$%&'()'A2//*'_%-%,+%.':%&'`(951

本年度 本會共處理33,714個來電 平均每月處理2,810個
a"&,98'51%'4%2&<'51%'1(5/,9%'-%95&%'129./%.'2'5(52/'()'OO<IEC'-2//*<'2+%&28,98'B<HEG'-2//*':%&'#(951L

本年度 在知悉性別的來電者中 男性數字高於女性 有54% 而女性則佔46%
a"&,98'51%'4%2&<'2#(98'-2//%&*'01(*%'8%9.%&'02*'.,*-/(*%.<'FCR'02*'#2/%'29.'CJR<')%#2/%L

2017-2018年度來電者性別分佈
^%9.%&'a,*5&,$"5,(9'()'A2//%&*',9'BGEIDBG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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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者年齡分佈
c3-'A$,%/$9+%$)*').'B8>>-/,

來電者面對的問題
J/)9>-0,'Z8(-4'95'B8>>-/,

本年度 在知悉年齡的來電者中 三個年齡組別 (21至30歲 31至40歲和41至60歲 )的來電佔約九成 高達87%
Z#(98'-2//%&*'01(*%'28%*'0%&%'&%+%2/%.<'HIR'0%&%'$%50%%9'BE'29.'JG'4%2&*'(/.L

本年度 在知悉面問題的來電者中 感情問題是來電者主要的困擾事項 佔34% 此外 就業問題佔16% 心理/

精神問題佔15% 而人際關係困擾則佔12%

S1,*'4%2&<'2#(98'-2//%&*'01(*%':&($/%#*'51%4')2-%.'0%&%'&%+%2/%.<'OCR'-,5%.'&(#29-%N#2&,52/'0(%*L''
;#:/(4#%95' ,**"%*' 2--("95%.' )(&' EJR<':*4-1(/(8,-2/N#%952/' ,**"%*' 5((3' ":' EFR<' 29.' ,95%&:%&*(92/'
&%/25,(9*1,:*'#2.%'":'EBRL

2017-2018年度來電者年齡分佈
Z8%'a,*5&,$"5,(9'()'A2//%&*',9'BGEIDBGEH

2017-2018年度來電者面對的問題 
7&($/%#*'[2-%.'$4'A2//%&*',9'BGEIDBGEH

來電者面對的問題百分比 
J/)9>-0,'.8(-4'95'(8>>-/,

感情 / 婚姻
'a)08*%$('a->8%$)*,&$1'R'E8/$%8>

就業'[01>)50-*%

心理/ 精神問題
J,5(&)>)3$(8>'R'E-*%8>

人際關係
O*%-/1-/,)*8>'a->8%$)*,&$1,

健康
;-8>%&

經濟困難(包括失業)
Z$*8*($8>'A$..$(+>%$-,
'K$*(>+4$*3'i*-01>)5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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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者風險分佈
A$,%/$9+%$)*').'B8>>-/,b'a$,='\-2->,

服務成效
I-/2$(-'[..-(%$2-*-,,

本年度 在知悉自殺風險的來電者中 有68%的來電者表示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 當中有自殺念頭者 佔22%

而有自殺計劃或付諸實行者 亦有約10%

P)' 51(*%'01('0%&%' 2$/%' 5(' ,.%95,)4' *",-,.%' &,*3<' JHR'()' -2//%&*' 25' &,*3' ()' *",-,.%' *2,.' 51%4'0%&%'
*") )%&,98')&(#'+2&,("*'%#(5,(92/':&($/%#*L'Z#(98'51%#<'51(*%'0,51'*",-,.2/',.%25,(9'2--("95%.'
)(&'BBR<'29.'EGR'2-5"2//4':/299%.'2'*",-,.%'(&'%+%9'5&,%.'-(##,55,98'*",-,.%L

本年度 在能記錄成效的來電者中 有77%的來電者在使用熱線後 感覺情緒得以紓緩 或感到較之前舒服 有10%

的來電者經傾談後 表示已較了解所面對的問題 另有7%的來電者更表示找到方法應對

a"&,98'51%'4%2&<'IIR'()'-2//%&*'01(*%'-2//*'0%&%'5&2-3%.D%) )%-5,+%')%/5'%#(5,(92//4'&%/,%+%.'(&')%/5'
#(&%'-(#)(&52$/%'2) 5%&'"*,98'51%'*%&+,-%L'EGR'()'-2//%&*'&%:(&5%.'51%4'12.'2'$%55%&'"9.%&*529.,98'
()'51%':&($/%#*'51%4')2-%.'2) 5%&'52/3,98'(9'51%'1(5/,9%<'29.'29(51%&'IR')("9.'#%29*'5('*(/+%'51%,&'
,**"%*L

2017-2018年度來電者自殺風險
a,*5&,$"5,(9'()'A2//%&*>'_,*3'W%+%/*',9'BGEIDBGEH

2017-2018年度服務成效
6%&+,-%';))%-5,+%9%**',9'BGEIDBGEH

沒有自殺念頭
!('*",-,.2/',.%25,(9

有自殺念頭
K,51'*",-,.2/',.%25,(9

有自殺計劃
K,51'*",-,.%':/29*

正在嘗試自殺中
Z55%#:5,98'*",-,.%

本計劃由
_&-'J/)H-(%'$,',+11)/%-4'95

資助

情緒可宣洩
!%825,+%'%#(5,(9*'
2//%+,25%.

找到方法
Identified solutions to 
:&($/%#*

感到較舒服
[%/5'*((51%.N$%55%&

沒有特別成效
No significant 
%))%-5,+%9%**

較了解問題
U%55%&'"9.%&*5((.'
:&($/%#*

取消/減低自殺風險
6",-,.%'&,*3'%/,#,925%.N
&%."-%.



過去半世 紀 長者一直努力奮鬥 走過多少光輝歲月 捱 過了多少風浪波折 人到 晚年 生命中起起 跌跌的經

驗積累 正正是寶貴的結晶 最需要 社會及身邊 人的珍惜 可惜 繁華城市的背 後 核心家庭的瓦解 家庭關

係變得疏離 薄弱 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往往讓長者的聲音埋沒在急促的城市節奏中 不願聽 不想聽

沒時間聽 是長者在社會與人接觸 時 最經常聽見或感受到的回應 長者們不但無法以對話去展示過去自

豪或堅 毅的生命 亦無法宣洩今天年 老所面對的種 種困難和 壓力 就 連面對未來的不安和憂慮 都未能得到

別人的關心 關注 他們每日最艱難 的是 要面對孤單 及被社會忽視 所帶來的負面感覺 既黑暗 又無助 若

身邊人能多花時間陪伴和聆聽長者的故事 他們在黑暗 就會好 像見到一點曙光和希望 孤單的聲音得到回

應 便能提供多一點生存的動力 生命熱線 兩個不同的外展長者服務 正是希望透過專業社工和受訓義工

的介入 藉著我們 的耐心聆聽 關懷 接納及陪伴 讓有情緒或有自殺 危機 長者的聲音 得到別人的回應 透

過聆聽以連繫彼此的生命 陪伴長者繼續走上晚年的道路

O*'%&-'18,%'VP'5-8/,6'->4-/>5'1-)1>-'.)+3&%'&8/4'%&/)+3&'3))4'8*4'984'%$0-,?'_&-$/'28>+89>-'-Y1-/$-*(-'
4-,-/2-,'%)'9-'%/-8,+/-4'95',)($-%56'18/%$(+>8/>5'%&),-'8/)+*4'%&-0?';)7-2-/6'9-&$*4'%&-'.8(84-').')+/'
($%5b,'1/),1-/$%56' .80$>$-,'4$,$*%-3/8%-' >-82$*3'0-09-/,'-,%/8*3-46',)0-%$0-,'-/-(%$*3' $*,+/0)+*%89>-'
98//$-/,6'0+%$*3'%&-'2)$(-,').'%&-'->4-/>5?''E8*5'1-)1>-'4)'*)%'78*%'%)')/'4)'*)%'&82-'%&-'%$0-'%)'%8>='7$%&'
->4-/>5'1-)1>-',)'%&-5'&82-'*)'(&8**->'%)'%->>')%&-/,').'%&-$/'18,%'3>)/$-,'8*4'3/$-28*(-,?'O%'$,'3/8%$.5$*3'
H+,%' %)' ,1-*4'8' >$% %>-' ,18/-' %$0-' $*' %&-'()018*5').')>4'1-)1>-6' %)' >$,%-*' %)' %&-$/' ,%)/$-,' ,)' %&-5'(8*' ,--'
%&-'>$3&%'8%'%&-'-*4').'%&-$/'%+**->6'=*)7$*3'%&8%'%&-$/'2)$(-,'8/-'&-8/4'8*4'3$2$*3'%&-0'&)1-'%)'>$2-')*?'
I+$($4-'J/-2-*%$)*'I-/2$(-,'&8,'%7)')+%/-8(&'1/)3/800-,'%)'0--%'%&-'*--4,').'%&-'->4-/>5'%&/)+3&'%&-'
$*%-/2-*%$)*').'1/).-,,$)*8>',)($8>'7)/=-/,'8*4'7->>G%/8$*-4'2)>+*%--/,?'D5'>$,%-*$*36'%&-$/'>$2-,'$*%-/%7$*-'
8*4'%&-'->4-/>5'&82-',)0-)*-'%)'8(()018*5'%&-0'$*'%&-$/'%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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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死因裁判官報告 在2 017年有36 3位長者選擇自殺而了結自己生命 平均每日約有一名長者自殺身亡 雖

然過去一年香港整體的自殺數字下降了 但長者自殺個案卻上升 並佔整體自殺人口的四成 情況讓人更為憂

慮 長者之所以有自殺想法 長期病痛和家庭問題都是主要原因 若生活突有意料之外的變化 如一些影響自

我照 顧或行動能力的病痛增多 親 人的突然 離世等 而身邊卻 無可以傾 訴的對象 都會 讓長者的無助和 孤 單

感大增 因而或對生活感到絕望 生命熱線 透過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捐助的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

服務 及滙豐15 0 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的 長者 家 多一點力量 兩個 計劃 分別為有抑鬱或自

殺 念頭長者及照顧有自殺想法長者的家屬提 供 服務 除了派出義工定期上門探訪及進行電話慰問外 亦會不

時舉辦社區教育展覽和講座 本會也為家屬舉辦不同活動和課程 讓家人了解長者抑鬱心理 並學習如何紓緩

自己的壓力 從而更能妥善照顧身邊長者 此兩個服務讓長者在面對不同壓力時 仍可感到社工 義工及身邊

家人的支援

O*'"P!Q6';)*3'<)*3b,'()/)*-/'/-3$,%-/-4'8'%)%8>').'MUM'->4-/>5'1-/,)*,'7&)'(&),-'%)'-*4'%&-$/'>$2-,?'@*-'
)>4'1-/,)*'()00$%,',+$($4-'8'485')*'82-/83-?'c>%&)+3&'%&-')2-/8>>',+$($4-'/8%-'.)/'%&-'->4-/>5'4/)11-4'
4+/$*3'%&-'18,%'5-8/6' $%' $,'7)//$,)0-'%&8%' %&-'*+09-/' $*(/-8,-4'%)'8(()+*%' .)/'NPj').' %&-'%)%8>?'B&/)*$('
$>>*-,,'8*4'.80$>5'1/)9>-0,'8/-'=-5'/-8,)*,'.)/'->4-/>5',+$($4-,?'c'7)/,-*$*3').'%&-$/'8$>0-*%,'8..-(%$*3'
%&-$/' 0)9$>$%56' )/' %&-' ,+44-*' 18,,$*3' 785' ).' /->8%$2-,' (8*' >-82-' 8*' )>4' 1-/,)*' 7$%&' *)' )*-' %)' %8>=' %)6'
833/828%$*3' %&-$/' ,-*,-').'&->1>-,,*-,,6' >)*->$*-,,'8*4'&)1->-,,G*-,,?'_&/)+3&' %7)'1/)H-(%,6' %&-';)*3'
<)*3'^)(=-5'B>+9'B)00+*$%5'J/)H-(%'`/8*%k'@+%/-8(&'D-./$-*4$*3'I-/2$(-'.)/'I+$($48>'[>4-/>5'8*4'Z80$>5'
I+11)/%'.)/'[>4-/>5'E-*%8>';-8>%&'.+*4-4'95'%&-';IDB'!VP%&'c**$2-/,8/5'B&8/$%5'J/)3/800-'%&/)+3&'%&-'
B)00+*$%5'B&-,%').';)*3'<)*36'IJI'1/)2$4-,',-/2$(-,'%)'->4-/>5'7&)',+..-/'./)0'4-1/-,,$)*'8*4',+$($48>'
$4-8%$)*6'8,'7->>'8,'%)'.80$>$-,'7&)'%8=-'(8/-').'%&-0?'I-/2$(-,'$*(>+4-'&)0-'2$,$%,6'()*,)>8%$)*'95'1&)*-6'
()00+*$%5'-Y&$9$%$)*,6',-0$*8/,'8*4'-2-*%,'%&8%'&->1'(8/-/,'+*4-/,%8*4')>4'.)>=,'$*'4$,%/-,,'8*4'>-8/*'%)'
/->$-2-'%&-$/')7*',%/-,,',)'%&8%'%&-5'(8*'9-%%-/'(8/-'.)/'%&-'->4-/>5?'_&-,-'%7)',-/2$(-,'&->1'%&-'->4-/>5'.-->'
,+11)/%-4'95',)($8>'7)/=-/,6'2)>+*%--/,'8*4'.80$>$-,'-,1-($8>>5'7&-*'%&-5'8/-'4$,%/-,,-4?

預防長者自殺服務 I+$($4-'J/-2-*%$)*'I-/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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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服務
_&-';)*3'<)*3'^)(=-5'B>+9'B)00+*$%5'J/)H-(%'`/8*%'k'@+%/-8(&'D-./$-*4$*3'I-/2$(-'.)/'I+$($48>'[>4-/>5

2017/2018年度 我們共有400名義工 包括 生命熱線 義工及

地區協作的義工為304位長者個案提供探訪服務 服務次數逾

9,940次 地區協作方面 去年是我們與最多協作機構合作的一

年 共有16間機構之多 當中包括不同的地區長者服務機構 企

業及義工團體 我們為各單位義工提供專業培訓 安排他們定期

探訪長者個案 服務透過地區機構的合作 讓 生命熱線 所堅持

的關懷 聆聽 接納及陪伴等信念 得以在社區廣 傳揚 憑着義

工的耐心服務 了解長者的需要 讓長者感受社會人士的關懷 紓

緩他們的情緒 減低他們自殺的風險

義工們在過去一年不辭勞苦 風雨不改堅持探訪情緒受困的長

者 我們為表揚他們所付出的時間和愛心 每年都會舉辦 義工

交流會暨嘉許禮 我們於2018年3月17日舉辦活動 是次嘉許禮

形式有別於過往 我們播放一套電影紀錄片 伴生 電影講述長

者晚年體弱多病 在面對死亡之時 他們及家人如何面對 我們

當天亦邀請了該片的導演黃肇邦先生到場分享 與一眾參加者交

流與長者相處的感受 以及面對長者生與死的歷程 每個人都會

面對死亡 但對於生死一事 各有不同看法 有人盡力逃避死亡

有人卻認為死亡是解脫 黃導演聚焦三個家庭面對死亡的過程

站在將逝者與照顧者之間 探討兩代人對 生死 價值觀的差異

與矛盾 在拍攝過程中 黃導演是一位聆聽者 戲中並無尖銳的

批判 而是用誠實且開放的態度 令觀眾了解何謂尊重和接納

a"&,98' BGEINBGEH<' 0%' 12.' ,9' 5(52/' CGG' +(/"95%%&*' )&(#'
676' 29.' (51%&' :2&59%&%.' +(/"95%%&*' 5(' :&(+,.%' Y<YCG'
+,*,5*<' *%&+,98' OGC' %/.%&/4' -2*%*L' W2*5' 4%2&<'0%' 2552,9%.' 2'
9%0'1,81',9'-(##"9,54'-(//2$(&25,(9*'29.':2&59%&%.'0,51'
EJ' (&829,*25,(9*<' ,9-/".,98' %/.%&/4' -(##"9,54' -%95&%*<'
-(&:(&25,(9*' 29.' +(/"95%%&' $(.,%*' ,9' +2&,("*' 2&%2*L' K%'
:&(+,.%.' :&()%**,(92/' 5&2,9,98' 5(' %2-1' +(/"95%%&,98' "9,5'
29.'2&&298%.')(&'51%#'5('+,*,5'("&'%/.%&/4'-2*%*'&%8"/2&/4L'
S1&("81' .,*5&,-5' /%+%/' -(//2$(&25,(9*<' ("&' -(&%' +2/"%*'
()' \-2&%<' /,*5%9<' 2--%:5<' 29.' 2--(#:294]' -29' &%2-1' 51%'
-(##"9,54'/%+%/'%))%-5,+%/4L'Z9.'$4'.,95'()'("&'+(/"95%%&*>'
:25,%9-%' 29.' "9.%&*529.,98' ()' 51%' %/.%&/4>*' 9%%.*<' (/.'
)(/3*' -29' )%%/' (51%&*>' -2&%' )(&' 51%#' 51"*' +%95,98' 51%,&'
.,*5&%**'29.'&%."-,98'51%'&,*3'()'*",-,.%L'

W2*5'4%2&<'+(/"95%%&*':"5',9'"95,&,98'%))(&5*',9'51%,&'0(&3L'S('
*1(0'&%-(89,5,(9')(&'51%'5,#%'29.'/(+%'51%4'12+%'.%+(5%.'
5('51%'*%&+,-%<'0%'(&829,=%'51%'\b(/"95%%&';Q-1298%'[(&"#'
-"#'_%-(89,5,(9'A%&%#(94]'299"2//4L'S1%'9(+%/'%/%#95'()'
51,*'4%2&>*'-%&%#(94'(9'`2&-1'EI'02*' 51%'*1(0,98'()' 51%'
documentary “Snuggle”. The film depicts elderly persons 
01('2&%')&28,/%<'0%23<'*,-3'29.')2-,98'.%251<'29.'1(0'51%4'
29.'51%,&')2#,/,%*'-(:%.L'K%'2/*(',9+,5%.'51%'#(+,%'.,&%-5(&'
`&L'K(98'6,"'7(98'5('*12&%'0,51':2&5,-,:295*'1,*':%&*(92/'
%9-("95%&*'0,51'51%'%/.%&/4'29.'1,*'+,%0*'(9'51%'V("&9%4'()'
/,)%'29.'.%251L'Z/51("81'%+%&4(9%'%+%95"2//4'12*'5('-(#%'
5(' 5%&#*'0,51'.%251<'9(5'%+%&4(9%'12*' 51%'*2#%'51("815*'
2$("5' ,5L'6(#%':%(:/%'0295'5('%+2.%',5'01,/%'(51%&*'51,93'
,5' ,*' 51%' "/5,#25%' %*-2:%L' K(98' )(-"*%.' (9' 51%' .%251'
V("&9%4*' )2-%.' $4' 51&%%' )2#,/,%*<' 29.' %Q:/(&%.' /,)%' 29.'
.%251' +2/"%*'%Q:&%**%.'$4' 50('.,))%&%95'8%9%&25,(9*' c' 25'
times, they we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During filming, 
K(98'5((3'51%'&(/%'()'2'/,*5%9%&<')&%%'()'294'$,2*'(&'-&,5,X"%'
01,/*5' 2.(:5,98' 2' :&".%95' 29.' (:%9' 255,5".%' 5(' 1%/:' 51%'
2".,%9-%'"9.%&*529.'0125'&%*:%-5'29.'2--%:529-%'#%29L

個案服務及受訓義工參與'B8,-'I-/2$(-'8*4'J8/%$($18%$)*'./)0'_/8$*-4'C)>+*%--/,

2017/2018年度服務使用者的年齡及性別分佈表
_89>-').'`-*4-/'8*4'c3-'A$,%/$9+%$)*').'I-/2$(-'i,-/,'$*'"P!QR"P!S

參與服務的受訓義工人數
h+09-/').'J8/%$($18%$*3'C)>+*%--/,

男 Male 女 Female 

60-69 20 18 38

70-79 26 64 90

80-89 40 95 135

90 或以上 or above 16 25 41

生命熱線 義工  SPS Volunteers        134

 地區協作機構義工  Local Agency Volunteers 266

本計劃由
_&-'J/)H-(%'$,
,+11)/%-4'95

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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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活動 B)00+*$%5'[4+(8%$)*'J/)3/800-,

對於提升公眾人士在預防長者自殺方面的意識 我們亦努力不

懈 在過去一年繼續積極舉辦社區教育講座 目的讓長者及社會

人士理解情緒困擾和自殺之間的密切關係 我們希望在社區建立

更完善的安全網 以期更有效地發揮預防自殺的功效 本年度

我們為各長者服務機構和院舍舉辦了 長者護心法 社區教育講

座 並為 樂齡同行 計劃轄下四個不同區域的服務單位提供義

工培訓 共有1,924名長者 公眾人士及義工參與其中 我們希望

藉著講座 提醒大眾需要時常留意自己及身邊長者的情緒變化

如何與情緒受困及有自殺想法的長者溝通 以及如何靈巧地運用

紓緩情緒的技巧 以便關懷社區上有需要的長者

為回應日增的社會需要 我們繼續為長者前線服務的專業人士舉

辦了18節工作坊 服務人數大增至710人次 這些工作坊深受業界

歡迎 大部份同工都認為有助其識別長者的風險 從而可及早為

他們提供支援 我們亦已籌備一本名為 生死角力 探索長者

自殺的主觀世界 的書籍 內容主要從宏觀 中觀及微觀角度提供

分析 以理解長者的成長經歷與其晚年自殺形態之間的關係 我

們會從不同個案 分享實務介入的工作 並會總結我們多年提供

預防長者自殺服務的經驗 期望此書能為前線長者服務的專業人

士 在處理有自殺危機的長者個案時 能提供不同角度的有用參

考 為本港預防長者自殺服務出一分力

我們在本年度繼續聯同觀塘區多間社會服務機構 於2017年9月

16日舉辦 珍愛生命聯合活動 街頭展覽 向彩雲邨及附近社區

的居民介紹本會服務 其間設置攤位遊戲 並進行壓力指數問卷

調查 以鼓勵他們關心個人和身邊人 特別是長者的情緒健康

我們其後亦與其他團體合作舉辦了一次街頭展覽及服務介紹攤

位 合共為310名市民提供服務

K%' -(95,9"%.' 5(' *:2&%' 9(' %))(&5' 5(' /,)5' :"$/,-' 202&%9%**'
(9' %/.%&/4' *",-,.%' :&%+%95,(9L' W2*5' 4%2&<' 0%' :&(2-5,+%/4'
(&829,*%.' *%#,92&*' 5(' 1%/:' 51%' %/.%&/4' 29.' *(-,%54' 25'
/2&8%' 5(' 82,9' 2' $%55%&' "9.%&*529.,98' ()' 51%' 5,%*' $%50%%9'
%#(5,(92/'":1%2+2/*'29.'*",-,.2/'$%12+,("&*L'S1%'8(2/',*'5('
%))%-5,+%/4':&%+%95'*",-,.%*'51&("81'&2,*,98'202&%9%**'29.'
51"*'%*52$/,*1,98'2'*2)%54'9%5',9'51%'-(##"9,54L'S1,*'4%2&<'0%'
(&829,*%.' 2' \`%952/' ?%2/51' 7&(#(5,(9]' 52/3' 29.' :&(+,.%.'
5&2,9,98' 5(' +(/"95%%&*'()' 51%'C'2&%2*'()' %/.%&/4'1(#%*'29.'
-%95&%*' ,9' 51%' T(-3%4' A/"$' ?(/,*5,-' 6"::(&5' 7&(V%-5' )(&'
;/.%&/4' `%952/' K%//9%**L' K%' 1(:%' 51%*%' *%#,92&*' -29'
&%#,9.' 51%' :"$/,-' 5(' :24' 255%95,(9' 5(' %#(5,(92/' -1298%*'
()'%/.%&/4':%(:/%'2&("9.'"*<' 29.'%9129-%'-(##"9,-25,(9'
*3,//*' 9%-%**2&4' 5(' &%/,%+%' %/.%&/4' :%(:/%' ()' 51%,&' 5&("$/%.'
%#(5,(9*'29.'*",-,.2/'51("815*L

M9' &%*:(9*%' 5(' &,*,98' .%#29.<' /2*5' 4%2&' 0%' (&829,*%.' EH'
0(&3*1(:*' )(&' )&(95/,9%' :&()%**,(92/*' *%&+,98' 51%' %/.%&/4L'
Z55%9.29-%'12*',9-&%2*%.'5('IEG':%&*(9*'2*'51%'0(&3*1(:*'
-(95,9"%.'5('82,9'&%-(89,5,(9',9'51%',9."*5&4L'`(*5'0(&3%&*'
28&%%.' 51%4' 12+%' /%2&9%.' 5(' -25-1' 51%' %2&/4' *,89*' 29.'
:&(+,.%':&(#:5'*"::(&5'5('51%'%/.%&/4L'K%'2&%'2/*(':&%:2&,98'
5(' :"$/,*1' 2' $((3' 2,#%.' 25' :&(+,.,98' #2-&(<' #%*(' 29.'
#,-&(':%&*:%-5,+%*'(9'1(0'%/.%&/4':%(:/%'8&(0'5('$%-(#%'
,9-/,9%.' 5(02&.*' *",-,.2/' 255%#:5*L' S1%' $((3' .,*-"**%*'
+2&,("*'-2*%*'29.':&2-5,-%*'()' ,95%&+%95,(9'5125'*"##2&,*%'
("&' %Q:%&,%9-%' ()' %/.%&/4' *",-,.%' :&%+%95,(9' *%&+,-%*L'K%'
1(:%'51,*'$((3'-29'-(95&,$"5%'5('%/.%&/4'*",-,.%':&%+%95,(9'
29.' $%-(#%' 2' "*%)"/' &%)%&%9-%' 5((/' )(&' )&(95/,9%' 0(&3%&*'
.%2/,98'0,51'*",-,.2/'%/.%&/,%*L

S1,*' 4%2&' 0%' :2&59%&%.' 0,51' *%+%&2/' *(-,2/' *%&+,-%'
(&829,*25,(9*',9'@0"9'S(98'5('(&829,*%'51%'\A1%&,*1,98'W,)%'
6%&+,-%'7&(#(5,(9]'&(2.*1(0L'S1,*'*%&+,-%'52&8%5%.'-,5,=%9*'
/,+,98' ,9'A1(,'K29';*525%'29.' ,5*'+,-,9,54L' M5' ,9-/".%.'82#%'
*52//*'29.'*5&%**'/%+%/':(//,98'5('%9-("&28%'51%#'5('-2&%')(&'
51%,&'%#(5,(92/'1%2/51'29.'()'51(*%'2&("9.'51%#<'%*:%-,2//4'
51%'%/.%&/4L'W25%&'/2*5'4%2&<'0%'2/*('(&829,*%.'29(51%&'*5&%%5D
0,.%'%Q1,$,5,(9'29.'*%&+,-%'-("95%&'-25%&,98'5('51%'9%%.*'()'
OEG'-,5,=%9*L'

珍愛生命聯合活動 街頭展覽
“Cherishing Life Service

Promotion”Roadshow
1 310

長者護心法 講座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Talk

38 1,924

預防長者自殺服務實務分享: 
專業同工訓練工作坊

Suicide Preven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Sharing for

Professional Workers

18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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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探訪及長者體驗活動
I-8,)*8>'C$,$%,'8*4'c(%$2$%$-,'.)/'%&-'[>4-/>5

中國傳統社會家庭觀念濃厚 節日總是一家團聚的好時機 時至

今日 過節氣氛或節日聚會的重要性 在年輕人心目中已較往昔

淡薄不少 對大部份長者而言 對節日團聚 還是滿有期待 特別

是獨居及情緒受困的長者 每逢節日 便會倍感孤單寂寞 所以

我們在過去一年繼續於不同節日 舉辦了14次大型節日義工探訪

活動 招募來自不同企業 學校 機構及團體的義工 上門探訪及

送禮物包給長者 此外 我們亦舉辦了6次長者外出活動 希望透

過與企業團體合作 讓長者可踏出社區 從而減少因獨留家中而

產生的負面情緒

長者在日常生活經常因擔心拖累別人而怯於接觸鄰舍 我們過去

一直希望透過長者體驗活動 重新建立長者睦鄰關係 而在本年

度 我們嘗試於中秋節和農曆新年分別舉辦冰皮月餅製作和切割

水仙活動 從而使長者從活動體驗中接觸新事物 亦可把製成品

贈予鄰居或心愛之人 協助建立施與受雙向的睦鄰關係

以上不同類型的活動 過去一年共有超過E<GGG名義工參與 有超

過930名長者受惠

A1,9%*%' *(-,%54' 1(9("&*' 51%' )2#,/4' 29.' -"*5(#2&,/4' 1(/.*'
8251%&,98*' ."&,98' )%*5,+%' .24*<' 2/51("81' 51%' 4("98%&'
8%9%&25,(9' 9(' /(98%&' *%%#' 5(' $,.%' $4' *"-1' 5&2.,5,(9*L'
;/.%&/4' :%(:/%<' 51("81<' 5%9.' 5(' &%52,9' 2' *5&(98' .%*,&%' 5('
$%'0,51')2#,/4'#%#$%&*L'Z9.'51(*%'01('/,+%'2/(9%'29.'2&%'
%#(5,(92//4' "9*52$/%' )%%/' :2&5,-"/2&/4' /(9%/4' 29.' ,*(/25%.'
."&,98')%*5,+2/*L'6(' ,9'51%':2*5'4%2&<'0%'2&&298%.'EC' /2&8%D
*-2/%'+,*,5*'(9')%*5,+%'.24*'$4'+(/"95%%&*')&(#'-(&:(&25,(9*<'
*-1((/*'29.'(&829,*25,(9*' 5(' 51%'%/.%&/4'$%2&,98'1%2&5D)%/5'
8,)5*L'K%'2/*('1%/.'J'("5,98*',9'-((:%&25,(9'0,51'-(&:(&25%'
$(.,%*' *(' 51%'%/.%&/4' -29'#,98/%'0,51' 51%' -(##"9,54' 29.'
%2*%'51%,&',*(/25,(9')&(#'$%,98'1(#%'2/(9%L

;/.%&/4' :%(:/%' 5%9.' 5(' 0(&&4' 2$("5' $%,98' 2' $"&.%9' (9'
(51%&*'29.'2&%',9-/,9%.'5('2+(,.')&(#'9%,81$("&*L'S1%&%)(&%'
0%' (&829,*%.' 2-5,+,5,%*' 5125' 1%/:' 51%#' $",/.' 12&#(9,("*'
9%,81$("&/4' &%/25,(9*1,:*L'S1,*' 4%2&'0%'2&&298%.'2-5,+,5,%*'
5(' #23%' #((9' -23%*' )(&' `,.DZ"5"#9' [%*5,+2/' 29.' -"5'
92&-,**"*' )(&' 51%'W"92&'!%0'd%2&L'S1%'(/.' )(/3*'0%&%'8,+%9'
9%0' %Q:%&,%9-%*' 29.' 51%' -129-%' 5(' #23%' 8,)5*' )(&' 51%,&'
9%,81$("&*'5(')(*5%&'-/(*%&'&%/25,(9*L'

S1%' +2&,("*' 2-5,+,5,%*' 2$(+%'0%&%' 255%9.%.' $4' (+%&' E<GGG'
volunteers benefiting more than 930 elder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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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A)*b%) 瓜慈善愛心大行動 eA)*b%'l+8f'B&8/$%5'c(%$)*

生命熱線 每年都會藉傳統節氣 大暑 舉辦 冬(a(9>5)瓜
慈善愛心大行動 透過大型義工活動 消暑打氣冬(a(9>5)瓜

水 及 冬(a(9>5)瓜慈善愛心午宴 希望向社會宣揚珍惜生命

的訊息 我們於2017年7月9日及8月6日 繼續舉辦此富有意義

的活動 為情緒受困的長者打氣 紓緩他們因炎熱天氣而出現

的負面情緒 超過80名來自不同企業 團體及機構的義工前往

80名長者的家中探訪 並向他們派發消暑的冬瓜飲品和健康食

品 而部分義工更參加電話慰問服務 透過電話關心長者 生

命熱線 的慈善大使黎芷珊小姐 姜麗文小姐和秦沛先生亦參

加探訪活動 身體力行 以表支持

2017年8月22日 我們舉辦了 冬(a(9>5)瓜慈善愛心午宴 邀

請了超過30 0名長者與義工一起享用冬瓜菜式 寄意長者要珍

惜生命 活動於九龍灣御苑皇宴舉行 除了邀請香港大學中國

武術舊生會為我們表演外 生命熱線 的慈善大使黎芷珊小

姐亦上台分享過往探訪長者的點滴片段, 而姜麗文小姐 和 Joe 

Junior先生亦有獻唱流行金曲 為長者打氣加油 當日亦邀請

了佘陳鳳蓮女士 余慕蓮女士 吳香倫女士 鄧小慧女士 古李

綺雯女士 謝燕雲女士 談慧詩女士(老虎)和徐張青薇女士為大

家獻唱耳熟能詳的粵曲 最後夏春秋先生更為各長者壓軸表演

棟篤笑 將歡樂傳遞給在場每位長者

a"&,98'51%'%Q5&%#%/4'1(5'*"##%&'%+%&4'4%2&<'0%'2&&298%'
/2&8%' *-2/%' .%/,+%&,%*' ()' 1%25D&%/,%+,98' 0,95%&' #%/(9'
025%&'2*'0%//'2*'2'-12&,54'/"9-1%(9'5('.%/,+%&'2'#%**28%'
()' -1%&,*1,98' /,)%' 5(' 51%' -(##"9,54L' P9' Y' T"/4' 29.' J'
Z"8"*5' BGEI<' (+%&' HG' ,9.,+,."2/*<' -(&:(&25%' 29.' 676'
+(/"95%%&*' :2,.' 1(#%' +,*,5*' 5(' 8,+%' 2024' 0,95%&'#%/(9'
025%&' 29.' 1%2/514' )((.' :&(."-5*L' P51%&' +(/"95%%&*'
:2&5,-,:25%.' $4' -(9*(/,98' 51%' %/.%&/4' (+%&' 51%' :1(9%L'
P"&' -12&,54' 2#$2**2.(&*'`,**'`2&,2' W",*2' W%,5e(<'`,**'
W%*/%4'A1,298'29.'`&L'72"/'A1"9':2,.'*%:2&25%'+,*,5*'5('
*1(0'51%,&'%2&9%*5'*"::(&5L

P9' BB' Z"8"*5' BGEI<' 0%' (&829,*%.' 2' -12&,54' /"9-1%(9'
)(&' (+%&' OGG' %/.%&/4' :%(:/%' 29.' +(/"95%%&*L' S1%' %+%95<'
1%/.'25'U29X"%5,98'?("*%',9'@(0/((9'U24<'*%&+%.'0,95%&'
#%/(9'51%#%.'-",*,9%'5('*4#$(/,*%'51%'-1%&,*1,98'()'/,)%'
)(&' 51%' %/.%&/4L' S1%' %+%95' )%25"&%.' 2' /,+%' :%&)(&#29-%'
()'#2&5,2/' 2&5*' $4' 51%' 2/"#9,' ()' 51%' f9,+%&*,54' ()' ?(98'
@(98<' *12&,98'(9'1%&'%/.%&/4'1(#%'+,*,5*'$4'("&' -12&,54'
2#$2**2.(&'`,**'`2&,2'W",*2'W%,5e('29.':(:'*(98*')&(#'
`,**'W%*/%4'A1,298'g'`&L'T(%'T"9,(&<'2*'0%//'2*'A295(9%*%'
(:%&2'&%9.,5,(9*'$4'`&*L'61%1<'`*L'd"'`('W,9<'`*L'?%/%9'
!8<'`*L'S298<'`&*L'@((<'`*L'S*%<'`*L'_"51'S2#'29.'`&*L'
S*",L' W2*5' $"5' 9(5' /%2*5<' `&L' @%99%51' !8' :%&)(&#%.' 2'
*529.D":'-(#%.4'5('%9/,+%9'51%'(--2*,(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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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探訪活動 I-8,)*8>'C$,$%,

9/4/2017
全城關懷渡復活

Easter Home Visit
80 67

21/5/2017
種愛心賀端陽

Dragon Boat Festival Home Visit
90 81

30/5/2017
小屏幕看世界

See the World with You
9 6

3/6/2017
星級廚神長者午宴

Star Chef Charity Luncheon
107 94

30/6/2017
樂聚一刻長者日

Happy Union Day Trip
28 17

5/7/2017
耆樂無窮長者探訪

Home Visit
15 8

9/7/2017

6/8/2017

消暑打氣冬瓜水

Don’t Qua Summer Home Visit

49

37

41

38

22/8/2017
冬瓜慈善愛心午宴

Don’t Qua Charity Luncheon
24 64

10/9/2017
AVS同心者十周年活動

AVS Companion 10th Anniversary Activity
23 20

16/9 & 17/9/2017
月餅製作慶中秋

Mooncake Workshop
7 8

24/9/2017
月滿佳節譜關懷

Mid-Autumn Festival Home Visit
131 104

19/11/2017
全城關懷長者日

“We Care!” Elderly Day
81 75

2/12/2017
關愛生命耆義同行

Love Life Volunteer Movement
16 28

10/12/2017
冬日情濃顯關懷

Winter Home Visit
60 59

11/12/2017
慧妍雅集長者一天遊

Day Tour Sponsored by Wai Yin Association
3 26

20/1 & 21/1/2018
新年水仙開

New Year Narcissus Cutting Workshop
23 14

27/1/2018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學生探訪

Home Visit by students from

HKTA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No.3 Secondary School

29 15

4/2/2018
歲晚送暖表愛心

New Year Eve Home Visit
82 78

25/2/2018
港鐵新春旅行

MTR presents: New Year Day Trip
10 9

24/3/2018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學生探訪

Home Visit by Students from

PLK Yao Lian Sun College

51 15

25/3/2018
全城關懷渡復活

Easter Home Visit
6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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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 家 多一點力量 Z80$>5'I+11)/%'.)/'[>4-/>5'E-*%8>';-8>%&

承蒙滙豐15 0 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生命熱線 自2 016年8月起推行為期兩年的

長者 家 多一點力量 計劃 本計劃是以家庭為本的預防長者自殺服務 根據本地長者自殺的

研究 接近6 8%的長者在自殺前曾向家人透露有輕生念頭

#$%&')+/'4--1-,%'3/8%$%+4-' .)/' %&-' .+*4$*3' ./)0' %&-';IDB'!VP%&'c**$2-/,8/5' J/)3/800-'
%&/)+3&'_&-'B)00+*$%5'B&-,%').';)*3'<)*36'IJI'$01>-0-*%-4'8'"G5-8/'eZ80$>5'I+11)/%'.)/'
[>4-/>5'E-*%8>';-8>%&f'1/)H-(%'7&$(&'()00-*(-4' $*'c+3+,%'"P!U?'_&$,'1/)H-(%' $,'8' .80$>5G
98,-4' ->4-/>5' ,+$($4-' 1/-2-*%$)*' ,-/2$(-?' c(()/4$*3' %)' 8' >)(8>' ,%+45' )*' ->4-/>5' ,+$($4-,6'
*-8/>5' USj' ).' )>4' .)>=,' &84' 4$,(>),-4' %)' .80$>5' 0-09-/,' %&-$/' ,+$($48>' %&)+3&%,' 9-.)/-'
%8=$*3'%&-$/')7*'>$2-,?

有見 及 此 本計劃透過各 類 服務支援有抑 鬱 或自殺傾向長者的家屬及照 顧者 包括外展探 訪

長者家屬課程 長者家庭活動 減壓工作坊及社區講座 透過強化其家庭功能 減少家屬的壓力

及情緒 從而提升照顧長者的技巧及溝通能力 並向社會人士推廣關注長者精神健康的訊息

_&-/-.)/-6' %&-'1/)H-(%' 8$0,' %)' ,+11)/%' .80$>$-,' 8*4' (8/-/,' ).' ->4-/>$-,'7$%&'4-1/-,,$)*')/'
,+$($48>' %-*4-*($-,' %&/)+3&' )+%/-8(&' 2$,$%,6' ()+/,-,' .)/' .80$>5' 0-09-/,6' ->4-/>5' .80$>5'
8(%$2$%$-,6' ,%/-,,' /-4+(%$)*' 7)/=,&)1,' 8*4' ()00+*$%5' %8>=,?' D5' ,%/-*3%&-*$*3' .80$>5' %$-,6'
7-'&)1-' %)'9-%%-/'-X+$1'18/%$($18*%,'7$%&'(8/-G%8=$*3'8*4'()00+*$(8%$)*',=$>>,'8,'7->>'8,'
4$,,-0$*8%-'()*,%/+(%$2-'0-,,83-,')*'%&-'->4-/>5'0-*%8>'&-8>%&'%)'%&-'()00+*$%5?

此計劃由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
_&-';IDB'!VP%&'c**$2-/,8/5'J/)3/800-'&8,'.+*4-4'%&$,'1/)H-(%'%&/)+3&'%&-'B)00+*$%5'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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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推廣 J/)0)%$)*

長者及家庭輔導 [>4-/>5'8*4'Z80$>5'B)+*,->>$*3

過往一年 我們主要以派發信箱單張方式 向九龍

東36個公共屋邨及171,560住戶單位進行宣傳 此

外 我們亦透過機構Faceboo k專頁和計劃網頁

www.SPSfamily.org.hk在網絡上宣傳

\8,%' 5-8/6'7-'1/)0)%-4')+/' 1/)H-(%'08$*>5' 2$8'
>-8.>-%,' >-.%' $*'08$>9)Y-,' $*' MU' 1+9>$(' &)+,$*3'
-,%8%-,' 8*4' !Q!6VUP' %-*8*%' .>8%,' $*' <)7>))*'
[8,%'A$,%/$(%?'D-,$4-,6'(&8**->,',+(&'8,'%&-'IJI'
Z8(-9))='183-'8*4'%&-'7-9,$%-'777?IJI.80$>5?
)/3?&='8>,)'&->1'%)'1+9>$($,-'%&-'1/)H-(%?

透過外展探訪 以長者為本的家庭輔導手法 支援長者及家人的需要 包括紓緩情緒 處理壓力 人際關係和資料

轉介等等 在本年度 外展家訪有197次 中心面談125次 電話慰問141次

S1&("81'("5&%2-1'+,*,5*'$2*%.'(9')2#,/4'-("9*%//,98<'51%':&(V%-5'*"::(&5*'51%'9%%.*'()'51%'%/.%&/4'29.'
51%,&')2#,/,%*L'S1,*'*%&+,-%',9-/".%*'&%/,%+,98'%#(5,(9*<'*5&%**'#2928%#%95<',95%&:%&*(92/'&%/25,(9*1,:*<'
-2*%'&%)%&&2/*'29.'*('(9L'S1,*'4%2&<'676'-(9."-5%.'("5&%2-1'+,*,5*'EYI'5,#%*<')2-%'5(')2-%'-(9*"/525,(9*'
EBF'5,#%*'29.'-(9*(/,98'%/.%&/,%*'29.'51%,&')2#,/,%*'$4'5%/%:1(9%'ECE'5,#%*L

長者家屬 Z9'%/.%&/4>*')2#,/4'#%#$%&h

特別感謝社工對我們家庭的提點 非常貼心 並會提醒我

們常常忽略的地方 謝謝你們

\6:%-,2/' 51293*' 5(' 51%' *(-,2/' 0(&3%&*' 01(' 82+%' "*%)"/'
&%-(##%9.25,(9*' (9("&' )2#,/4' #255%&*L' S1%4' 2&%' +%&4'
-2&,98'29.'()5%9' 5%//'"*'2&%2*'0%'12+%'(+%&/((3%.<' 51293'
4("L]

長者家屬 Z9'%/.%&/4>*')2#,/4'#%#$%&h

雖然屋企有事 令我心緒不寧 做什麼也會感到不妥

但很感謝你們的聆聽 與你們傾訴了 就好過一點 心情

舒暢了

\S1,98*'12.'12::%9%.',9'#4')2#,/4'29.'M')%/5'"9*%55/%.'9('
#255%&'0125'M'.,.L'U"5'51293'4("')(&'/,*5%9,98L'M')%%/'#"-1'
$%55%&'29.'&%/,%+%.'2)5%&'52/3,98'5('676'*52))L]

網頁 #-9,$%-

參加者回應 Participant Feedback

長者向職員分享年輕時在內地打工的工作證
c*'->4-/>5',&8/-4'7$%&')+/',%8..

8'7)/='1-/0$%'./)0'&-/
5)+%&.+>'485,'7)/=$*3'$*'%&-'E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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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家屬課程 B)+/,-,'.)/'[>4-/>5'B8/-/,

長者家庭活動 [>4-/>5'Z80$>5'c(%$2$%$-,

透過多元形式 以及個案討論 加深家屬對長者及抑鬱症的了解 從而建立良好溝通方法 本年度舉辦15次課程

共有155人參加

K,51'.,*:2&25%')(&#25*'29.'-2*%'.,*-"**,(9*<'676'12*'.%%:%9%.'-2&%&*>'"9.%&*529.,98'()'$(51'51%,&'%/.%&/4'
)2#,/4'#%#$%&*'29.'()'.%:&%**,(9L'Z9'%))%-5,+%'-(##"9,-25,(9'#%51(.'02*'%*52$/,*1%.L'EF'-("&*%*'0%&%'
1%/.'51,*'4%2&<'0,51'2'5(52/'()'EFF':2&5,-,:295*L

定期舉行以長者為中心的家庭活動 透過互動內容 增加家人與年長家人彼此溝通 累積良好的相處經驗 本年

度 分別舉行 相聚一刻家庭樂 親親好煮意 秋意新界遊 及 迎春接福2018 合共有156人(即61個家庭

單位)參加

K%' (&829,*%.' %/.%&/4D-%95%&%.' )2#,/4' 2-5,+,5,%*' &%8"/2&/4L' S1&("81' ,95%&2-5,+%' -(95%95' ()' 51%*%'
2-5,+,5,%*<'-(##"9,-25,(9'$%50%%9'51%'%/.%&/4'29.'51%,&')2#,/,%*'02*')(*5%&%.'5(')2-,/,525%':(*,5,+%'
%Q:%&,%9-%*')(&'51%#L'S1,*'4%2&<'\W,+%',9'51%'`(#%95'D'[2#,/4'a24]<'\[2#,/4'A((3,98'7&(8&2##%]<'
\!%0'S%&&,5(&,%*'Z"5"#9'a24' S("&]' 29.' \BGEH'A1,9%*%'!%0'd%2&' [%*5,+%'Z-5,+,54]'0%&%' 1%/.L'Z'
5(52/'()'EFJ':%(:/%'iJE')2#,/4'"9,5*j':2& 5,-,:25%.L

第九期參加者
72&5,-,:295',9'51%'Y51'-("&*%'*%**,(9h

講解非常詳細, 更能明白長者, 識得如何處理情緒問

題 知多了抑鬱, 謝謝導師的細心指導

\S1%'%Q:/2925,(9'02*'+%&4'.%52,/%.L'M'"9.%&*529.'#(&%'2$("5'#4'
%/.%&*' 29.' /%2&9%.' 5(' 129./%' %#(5,(92/' :&($/%#*L' M' 2/*(' 39(0'
#(&%'2$("5'.%:&%**,(9L'S1293'4("' )(&' 51%' 51("815)"/'8",.29-%'
()'676'*52))L]

第十期參加者
72&5,-,:295',9'51%'Y51'-("&*%'*%**,(9h

能帶領我們反省與年長家人相處之道

“The course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my way of 
8%55,98'2/(98'0,51'%/.%&*',9'#4')2#,/4L]

相聚一刻家庭樂參加者
72&5,-,:295'()'\W,+%',9'51%'`(#%95'D'[2#,/4'a24]h'

可製作小手工 與年長家人了解多點 增加相處時

間 飯 好好食 啱老人家口味

\K%' .,.' 129.,-&2)5*<' /%2&9%.' #(&%' 2$("5' #4' %/.%&/4' )2#,/4'
#%#$%&<' 29.' 12.' *:%95' 5,#%' 5(8%51%&L' S1%' .,*1%*' 0%&%' +%&4'
52*5429.'02*'2::%5,*,98')(&'51%'%/.%&/4L]

秋意新界遊參加者
72&5,-,:295'()'\!%0'S%&&,5(&,%*'Z"5"#9'a24'S("&]h

安排妥當 照顧週到 時間恰當 讓老人家有時間休

息 最開心是可與家人一起體驗 此次活動值得讚賞

\7&(:%&'2&&298%#%95*'0%&%'#2.%'$4'-2&,98'29.' 51("815)"/'676'
*52))L'S1%'5,#%')(&'51%'%+%95'02*'2/*('2::&(:&,25%<'2//(0,98'#"-1'
5,#%')(&'51%'%/.%&/4'5('523%'2'&%*5L'M')%/5'12::4'2$("5'51,*'%Q:%&,%9-%'
0,51'#4')2#,/4'%/.%&*L'M'2::&%-,25%'51,*'2-5,+,54'+%&4'#"-1L]

參加者回應 Participant Feedback

參加者回應 Participant Feedback

參加者在家屬課程中用心練習
J8/%$($18*%,'1/8(%$(-'8%%-*%$2->5'$*

[>4-/>5'B8/-/,'B)+/,-

參加者在長者家庭活動中用心練習
J8/%$($18*%,'1/8(%$(-'8%%-*%$2->5'$*
[>4-/>5'Z80$>5'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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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工作坊 I%/-,,'a-4+(%$)*'#)/=,&)1,

社區講座 B)00+*$%5'_8>=,

定期邀請專業導師 帶領參加者體驗各種身心靈減壓方法 於本年度 分別舉行 輕輕鬆鬆唱遊樂 人際關係

舞蹈動作治療 靜觀認知行為治療MBCT 帶氧運動 禪繞畫 及 音樂治療 合共388人參加

676'&%8"/2&/4',9+,5%.':&()%**,(92/',9*5&"-5(&*'5('/%2.':2&5,-,:295*',9'%Q:%&,%9-,98'+2&,("*'$(.4<'#,9.'29.'
*:,&,5'*5&%**'&%."-5,(9'#%51(.*L'S1,*'4%2&<'\?2+%'["9'29.'_%/2Q'0,51'_14#%*]<'\M95%&:%&*(92/'_%/25,(9*1,:*]<'
\a29-%'`(+%#%95'S1%&2:4<]'\`,9.)"/9%**D$2*%.'A(89,5,+%'S1%&2:4'i`UASj<]'\Z%&($,-*<]'\k%95298/%]'29.'
\`"*,-'S1%&2:4]'0%&%'1%/.<'*%&+,98'OHH':2&5,-,:295*L

定期舉辦公開講座 鼓勵家屬關注及認識長者情緒 及早察覺及預防抑鬱症 本年度 舉辦了16次社區講座 共392

人出席 對象是九龍東居民

676'1%/.'&%8"/2&'-(##"9,54' 52/3*' )(&' 51%':"$/,-' 5('%9-("&28%'-2&%&*' 5(':24'#(&%'255%95,(9'5('29.'39(0'
#(&%'2$("5'51%'%/.%&/,%*>'%#(5,(92/'1%2/51')(&'%2&/4'.%5%-5,(9'29.':&%+%95,(9'()'.%:&%**,(9L'S1&("81("5'
51%'4%2&<'EJ'-(##"9,54'52/3*'0%&%'1%/.'0,51'2'5(52/'()'OYB':2&5,-,:295*L'S1%'52&8%5'02*'&%*,.%95*'/,+,98',9'
@(0/((9';2*5L

參加者的禪繞畫作品 
m-*%8*3>-'7)/='1$-(-,'95'18/%$($18*%,

黃大仙社區講座 
B)00+*$%5'%8>='$*'#)*3'_8$'I$*

人際關係 參加者
72&5,-,:295'()'\M95%&:%&*(92/'_%/25,(9*1,:*]h

重新接觸及認識一些已遺忘的溝通技巧

\6(#%'-(##"9,-25,(9'*3,//*'M'12.')(&8(55%9'0%&%'.,*-"**%.',9'51%'
-("&*%L'M'12+%'2'9%0'"9.%&*529.,98'()'51%'-(9-%:5L]'

舞蹈動作治療 參加者
72&5,-,:295'()'\a29-%'`(+%#%95'S1%&2:4]h

動作簡單易學 好快找回童真好開心 希望多舉辦

這課程

\S1%' #(+%#%95*' 0%&%' %2*4' 5(' /%2&9L' M' 2#' .%/,815%.' 5(' 12+%'
&%.,*-(+%&%.' #4' -1,/.1((.' ,99(-%9-%' 282,9L' M' 1(:%' 676' -29'
(&829,*%'#(&%'-("&*%*'/,3%'51,*',9'51%')"5"&%L]'

禪繞畫 參加者
72&5,-,:295'()'\k%95298/%]h

非常好 可紓緩繁瑣的心情 可擴闊自己的眼界 相當

有意思

\!,-%L'S1%'0(&3*1(:'%2*%.'#4'.,*5"&$%.'#((.'29.'$&(2.%9%.'
#4'1(&,=(9*L';Q-%//%95l]'

第七期公開講座參加者
72&5,-,:295'()''51%'I51'-(##"9,54'52/3h

有很多例子, 感覺更真實

\`294' %Q2#:/%*' 0%&%' 8,+%9<' #23,98' 51%' -(95%95' #(&%'
&%2/,*5,-'29.':&28#25,-'5('#%L]

第八期公開講座參加者
72&5,-,:295'()'51%'H51'-(##"9,54'52/3h

內容很好, 到題, 簡單易明 

'\S1%'-(95%95'02*'%Q-%//%95<'&%/%+295<'*,#:/%'29.'%2*4'5('
"9.%&*529.L]

參加者回應 Participant Feedback

參加者回應 Participant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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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及季刊 #-9,$%-'8*4'l+8/%-/>5'J+9>$(8%$)*

我們以手繪圖像作計劃網站(www.SPSfamily.org.hk)的主要設計意念 突顯人性化的設計 並配以家屬

常遇到的境況和有用資料 在本年度 網站累計22,590次的瀏覽量 而在Google搜尋器 則達到1,118次

點擊率 季刊方面 我們共完成了四期季刊 印刷8,000份 以供於社區派發

IJI'+,-4'&8*4G18$*%-4'$083-,'8,'%&-'1/$08/5'4-,$3*'()*(-1%').'%&-'1/)H-(%'7-9,$%-'K777?
IJI.80$>5?)/3?&=L6' %)' 4-*)%-' 8*4' &$3&>$3&%' $%,' &+08*$,%$(' ->-0-*%,?' E)/-)2-/6' %51$(8>'
,$%+8%$)*,'-*()+*%-/-4'95' .80$>5'0-09-/,'8*4' /->-28*%6' +,-.+>' $*.)/08%$)*'7-/-'84)1%-4'
8,'%&-'()*%-*%').'%&-'7-9,$%-?'_&/)+3&)+%'%&-'5-8/6'%&-'1/)H-(%'7-9,$%-'8((+0+>8%-4'""6VTP'
2$-7,6' 8*4' %&-'&$%' /8%-' $*'`))3>-'I-8/(&' /-8(&-4'!6!!S?'#-'8>,)'()01>-%-4' .)+/'X+8/%-/>5'
1+9>$(8%$)*,6'1/$*%$*3'8*4'4$,%/$9+%$*3'S6PPP'()1$-,'$*'%&-'()00+*$%5?

第六期季刊  _&-'U%&'X+8/%-/>5'1+9>$(8%$)*

服務統計 Service Statistics

家屬與長者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ers and the elderly

總服務人數

Total no. of service users
789

總服務人次

Total no. of bene ciaries
1,939

配偶 Spouse 29.6%

子女/媳婦/女婿

Children/ Son- or Daughter-in-law
63.9%

孫兒/孫女 Grandchildren 6.5%



至親自殺離世 家屬不單要處理死者身後事等實際事務 更要承受自己 身邊的家人和朋友的情緒反應 在複雜的情

緒下 家屬往往難以表達心中的感受 加上中國傳統 更令家屬無法獲得適當情緒支援 以致難以過渡哀傷 我

們透過 釋心同行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尋求及早接觸家屬的 自2014/2015年度起 我們與 生 轄下

三間公眾 共同推行先導計劃 設立了自殺者親友個案轉介 統 讓我們在自殺者離世初期接觸其家屬 以便及

早提供專業的哀傷輔導服務 讓家屬得到及時支援

!"#$%&$'($%)$*+)*,& #-$& ./)+)0$&1"&2& 314$0&1*$5& #-$&6$%$24$0&-24$& #1&*1#&1*37&-2*03$& #-$& )*#%)+2+)$.&1"&2&
"/*$%23&6/#&23.1&0$23&8)#-&#-$&$91#)1*23&%$2+#)1*.&1"&%$32#)4$.5&"%)$*0.&2*0&#-1.$&1"&#-$)%&18*:&;/+-&+19(3$'&
emotions might ma e it difficult for survivors of suicide loss to e press their feelings. The incumbent 
<-)*$.$& #2611.&9),-#& "/%#-$%&(%$4$*#& #-$9& "%19&%$+$)4)*,&(%1($%&$91#)1*23& ./((1%#& #1&+1($&8)#-& #-$)%&
grief. Through ro ect SS, we have e plored means to reach survivors of suicide loss and provide early 
intervention. Since 0 0 , we have been running a pilot pro ect collaborating with 3 public mortuaries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ealth, which refer survivors to our organisation. The scheme facilitates prompt 
+1**$+#)1*&8)#-&#-$&6$%$24$0&2*0&(%14).)1*&1"&(%1"$..)1*23&+1/*.$33)*,&.$%4)+$.&8-)+-&(%14)0$&./%4)41%.&
8)#-&#)9$37&./((1%#:&

釋心同行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

我們感謝香港公益金定期計劃的支持 得以推行 釋心同行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為有需要的自殺者親友提

供服務 2017/2018年度 我們為超過160個新個案提供服務 服務以個案輔導為主 並 個別情況 鼓勵家屬參與不

同活動 當中包括同路人互助小組及治療性 的活動 幫助他們以合適自己的步伐 走出情緒 重新出發 我們

繼續鼓勵更多過來人成為義工 為家屬提供情緒支援 本年度 我們出 了新的資源手 及接受傳媒訪問 我們積極

透過不同渠道 鼓勵有需要的人士尋求協助 推動社會關心自殺者親友的需要

e are grateful for the ommunity hest of ong ong s ongoing support for ro ect SS. In 0 0 , 
the pro ect served more than 0 new cases primarily through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services. n top 
1"& #-2#5& /(1*& 2..$..)*,& #-$)%& )*0)4)0/23& +)%+/9.#2*+$.5& 8$& $*+1/%2,$& ./%4)41%.& #1& #2=$& (2%#& )*& 0)""$%$*#&
2+#)4)#)$.5&./+-&2.&9/#/23&./((1%#&,%1/(.&1%&#-$%2($/#)+&2+#)4)#)$.&#1&%$0/+$&#-$)%&*$,2#)4$&$91#)1*.&2*0&,$#&
62+=&1*&#%2+=:&>/%#-$%91%$5&8$&$*+1/%2,$0&#-1.$&8)#-&.)9)32%&$'($%)$*+$.&#1&6$+19$&413/*#$$%.&2*0&,)4$&
peer support to other survivors. This year, we actively sought various channels to motivate people in need 
#1&.$$=&-$3(5&./+-&2.&(/63).-)*,&2&*$8&%$.1/%+$&611=3$#&2*0&%$+$)4)*,&9$0)2&)*#$%4)$8.:&?$&-1($&#1&2%1/.$&
#-$&.1+)$#7@.&2##$*#)1*&#1&#-$.$&./%4)41%.@&*$$0.:

-.

本計劃由
/0%(!"#$%&'(12(2344#"'%5(67 資助



個案服務 892%(,%":1&%(

新個案性別分佈 (;%<5%"(=12'"163'1#<(#>(?%@(892%(A2%"2

新個案年齡分佈 BC%(=12'"163'1#<(#>(?%@(892%(A2%"2

2 017/2 018年度 我們已服務的新個案共有16 3個 新個案當中 女性佔66% 男性佔3 4%

D<(-EFGH-EFIJ(@%( 2%":%5(F.K(<%@(&92%2( 1<( '#'9LM(BN#<C( '0%NJ( >%N9L%2(9&&#3<'%5( >#"(..O(
9<5(N9L%2J(KPOM

以年齡層劃分 中年人 4 0至59歲 佔最多 有42 % 其次為青年人 2 0至39歲 佔31% 然後

是長者 6 0歲或以上 佔25% 而介 0 -19歲人士 佔2 %

Q155L%R9C%5( 1<51:1539L2( S9C%5( PERTUV( N95%( 34( '0%( L9"C%2'( 4"#4#"'1#<( #>( P-OJ( >#LL#@%5(
67( 7#3<C%"( 953L'2( S-ERKU( 7%9"2( #>( 9C%VW( KFOX( -TO( @%"%( %L5%"L1%2( S#:%"( .E( 7%9"2( #>( 9C%VJ(
1<51:1539L2(9C%5(ERFU(N95%(34(-OM

-G



喪親關係分佈 =12'"163'1#<(#>('0%(Y%L9'1#<2014(6%'@%%<('0%(=%&%92%5(9<5('0%(,3":1:#"2

失去子女的家長
801L5RL#22(!9"%<'2

失去  / 的子女
!9"%<'2RL#22(801L5

失去配偶
,4#329L(*#22

失去
,16L1<C(*#22

自2 014 年 4月起 我們 與 本 地三間公 眾 (即域多利公 眾 富 公 眾 和 公 眾

)合作 設立自殺者親友個 案轉介 統 2 017/18 年度的新個 案 主要來自 公眾 轉介

佔 37 % 其次是 自行 請 佔 3 6% 至於自行 請服務的人士中 有4 0 % 是透過公 眾 介

紹本服務而自行聯絡我們 請接受服務

,'9"'1<C( >"#N( B4"1L( -EFPJ( @%( 09:%( 6%%<( &#LL96#"9'1<C( @1'0( '0"%%( L#&9L( 436L1&( N#"'39"1%2J(
1<&L351<C(Z1&'#"19(!36L1&(Q#"'39"7J([3(,09<(!36L1&(Q#"'39"7(9<5(\@91(803<C(!36L1&(Q#"'39"7J(
'#(%2'96L120(9(&92%("%>%""9L(272'%NM(KGO(#>( '0%(<%@(&92%2(@%"%("%>%""%5(67('0%(N#"'39"1%2J(
@01L%( 2%L>R"%>%""9L( 9&&#3<'%5( >#"( K.OM( BN#<C( '0%( 2%L>R"%>%""%5( &92%2J( PEO( #>( '0%( 0%L4(
2%%]%"2( 095(C#'( '#( ]<#@(#3"( 2%":1&%2( '0"#3C0( 1<>#"N9'1#<(C1:%<(67( '0%(436L1&(N#"'39"1%2(
9<5(2362%^3%<'L7(944"#9&0%5(32(4"#9&'1:%L7M

-I

以喪親關係劃分 最常見是失去子女的家長個 案 佔 2 9 % 其次是失去了 的子女個 案 以

及失去了配偶的親友個案 同 佔2 0% 而失去了 或姐 的個案 則佔18%

B2(>#"('0%("%L9'1#<20142(6%'@%%<('0%(5%&%92%5(9<5('0%(23":1:#"2J(&01L5RL#22(49"%<'2('##](34(
'0%( L9"C%2'( <3N6%"( 9'( -UOJ( >#LL#@%5(67(49"%<'RL#22( &01L5"%<(9<5( 24#329L( L#22( &92%2J( %9&0(
9&&#3<'1<C(>#"(-EOM(FIO(@%"%(216L1<C(L#22(&92%2M(



同路人互助小組 Q3'39L(,344#"'(;"#342(

本年度 我們舉辦了 個自殺者家屬同路人互助小組 因應家屬關係而分為不同小組 分別為曾

有子女因自殺而離世的家長小組 曾有 配偶 或 親密 伴 因自殺而離世的親屬小組 曾有 因

自殺而離 世的 親 屬小組 以及曾有 姐 因自殺而離 世的 親 屬小組 過程中 我們 鼓 勵 家屬

彼此分享及支持 同路人互相分享 加上過來人提供支援 將有助建立自殺者家屬的互助網 絡

凝聚彼此力量 讓家屬釋放內心鬱結 重整生活步伐

/012( 7%9"J( @%( &#<53&'%5( >1:%( N3'39L( 2344#"'( C"#342M( /0%7( &#N4"12%( &01L5RL#22( 49"%<'2J(
24#32%RL#22( @1:%2( #"( 03269<52J( 49"%<'RL#22( &01L5"%<( 9<5( 216L1<CRL#22( 6%"%9:%5M( D<( '0%2%(
C"#342J(@%(%<&#3"9C%5(C"#34(N%N6%"2('#(209"%('0%1"(>%%L1<C2(9<5(2344#"'(%9&0(#'0%"M(/012(
9L2#( 915%5( 23":1:#"2( ( 1<( 631L51<C( 2'"#<C( &#<<%&'1#<2(@1'0( #'0%"2J( :%<'1L9'%( '0%1"( C"1%>( 9<5(
"%51"%&'('0%1"(L1:%2M

哀傷情緒往往是強 的 實在難以言喻 因此 我們鼓勵家屬以不同的形式抒 發情緒 例如以多

元化表達性 術媒界 如畫畫 製作 及 信等 幫助家屬連繫身心 安全地表述內心感受

同時提升自我的覺察力 整合自己情緒 以達到療 哀傷的效果

;"1%>(092(9L@972(6%%<(593<'1<C(9<5(51> >1&3L'('#(&#<:%7(1<(@#"52M(/0%"%>#"%J(@%(%<&#3"9C%5(
23":1:#"2('#(%_4"%22('0%1"(<%C9'1:%(%N#'1#<2(1<(:9"1#32(@972M(`%(3'1L12%5(51:%"2%(%_4"%221:%(
9"'(N%519( 1<&L351<C(5"9@1<CJ(&L97R&"9>'1<C(9<5( L%''%"R@"1'1<C( '#(0%L4(23":1:#"2(9&&%22( '0%1"(
>%%L1<C2( 9<5( %92%( '0%1"( 2#""#@( 67( %<09<&1<C( '0%1"( 2%L>R4%"&%4'1#<( 2]1LL2( 9<5( %N#'1#<9L(
"%C3L9'1#<(&949&1'1%2M

今年度 我們 次為自殺者家屬舉行 靜觀 認知治療 小組 與兩位資深心理學家合作 以靜觀

結合複 雜性哀傷的知 識 推出 對自殺者親 友的八節 靜觀 認知治療小組 過程中 透過一

靜觀 練習 參加者 習如何專注當下此刻 使家屬更了解自我 明白情緒困擾的根源 以期能更

有效地照顧自己身心 以更靈巧方式和態度 來回應生命中的各種挑戰

 
/012(7%9"J(@%(&#LL96#"9'%5(@1'0('@#(2%92#<%5(:#L3<'%%"(427&0#L#C12'2('#(L93<&0(C"#342(#<(
aQ1<5>3L<%22()92%5(8#C<1'1:%(/0%"947b(>#"('0#2%(@0#(09:%(L#2'(>"1%<52(#"(>9N1L%2('#(231&15%M(
`%( 5%63'%5( I( '0%"947( C"#342J( &#N61<1<C( 9( 2%"1%2( #>( N1<5>3L<%22( 4"9&'1&%2M( !9"'1&149<'2(
L%9"<%5('#(>#&32(N#"%(#<('0%(4"%2%<'J(3<5%"2'9<5(N#"%(96#3'('0%N2%L:%2(92(@%LL(92('0%("##'(
#>('0%1"(512'"%22M(B2(9("%23L'J('0%7(&#3L5(<#'(#<L7('9]%(6%''%"(&9"%(#>('0%1"(40721&9L(9<5(N%<'9L(
@%LLR6%1<C(63'(9L2#(&#4%(@1'0(&09LL%<C%2(1<(L1>%(@1'0(9(4#21'1:%(9''1'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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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者使用回應 Y%24#<2%2(>"#N(,%":1&%(A2%"2

參與 同路人互助小組 的家
Q3'39L(,344#"'(;"#34(!9"'1&149<'(R(家

每次在小組分享 都需要很大心理 備 但小組活動令自

己投入其中 很自然將一些自己不想提起的負面情緒分享出

來 分享後發現會有人明白自己 很舒服 這是必經而相對

舒服的抒發方法 分享過後 重感都會減少 我在小組可

重新 視自己與離世者的關係 與同路人分享大家的故事

擴闊自己對自殺的理解 不用自己單方面思考 參與小組

讓我找到一 明白自己的朋友 令我喜出望外 知道在哀傷

路上並不孤單 從而有勇氣面對日後的生活

“I have to be mentally prepared before each gathering 
6/#&#-$&.-2%)*,&+2*&%$2337&92=$&9$&0$34$&0$$($%&2*0&
$'(1.$&31*,A6/%)$0&*$,2#)4$&#-1/,-#.&.(1*#2*$1/.37:&
It s such a relief when someone truly understands you. 
The painful revelations are inevitable but the relief 
is most comforting. ach sharing helps to alleviate 
my burden. I can reasses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0$+$2.$0& 2*0& 0$$($*& 97& /*0$%.#2*0)*,& 1"& ./)+)0$&
through mutual sharing. I m surprised and delighted to 
find a group of friends who can truly understand me. 
This emboldens me to face my future nowing that I m 
*1#&231*$&1*&#-).&%120&1"&,%)$":B

參與 同路人互助小組 的Tony
Q3'39L(,344#"'(;"#34(!9"'1&149<'(R(/#<7

大家互相分享心聲 很 誠 而且極有共 組員 份

誠分享的勇氣 鼓勵自己分享內心諸 情況 一 同路人彼

此了解和交流 大家有好多好建 可以互相參考 令自己

知道有些情況可如何面對 例如如何提前面對節日 也知

道眼前的挑戰是有方法可面對的 身邊人有時 用方法表

達關心 令我不 舒服 但在同路人小組分享 令我能自在

地抒發內心感受

 “The sincere sharing of my group mates always stri es 
2&.79(2#-$#)+&+-1%05&2*0&#-$)%&+2*01%&91#)42#$.&9$&#1&
.-2%$&91%$&1"&97& )**$%& "$$3)*,.:&;/,,$.#)1*.& "%19&2&
,%1/(&1"&$9(2#-$#)+&($1(3$&+2*&6$##$%&(%$(2%$&9$&#1&
"2+$&.)#/2#)1*.&C./+-&2.&9$*#2337&(%$(2%)*,&"1%&"$.#)423.&
or anniversaries . It also helps me realise that I can 
overcome challenges.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sharing 
97& ./""$%)*,& )*& #-$&9/#/23& ./((1%#& ,%1/(& #-2*& 8)#-&
.19$&9).,/)0$0&7$#&82%9A-$2%#$0&"%)$*0.:B

參與 同路人互助小組 的
Q3'39L(,344#"'(;"#34(!9"'1&149<'(R(

小組活動對我抒發情緒很有幫助 參加小組活動後 令我

的情緒改善很多 較以前更 開懷 沒有了負面想法 在小

組可訴 所有放在心裡的話 可放下不開心的事 在小組的

互動中 感覺許多人留意關心自己 有同行力量 感受到有人

幫助自己 同路人互相分享 很有共 感 令我感受到彼此

心靈好接近

 

“The mutual support group is really helpful in venting 
my emotions. I have become more open minded and 
less burdened with negativity. I can truly relin uish all 
97& /*-2((7& #-1/,-#.& 2*0& .-2%$& )**$%& "$$3)*,.& "%$$37&
8)#-& 97& ,%1/(& 92#$.5& =*18)*,& 92*7& 1"& #-$9& 2%$&
actu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m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ma es me feel I am being helped. ur mutual sharing 
-2.&#%/37&6%1/,-#&1/%&-$2%#.&+31.$%:B

參與靜觀認知治療小組的Q9"7(W
Q1<5>3L<%22()92%5(8#C<1'1:%
/0%"947(;"#342(R(Q9"7(W

以前觸 哀傷的感覺時 會感到 及想逃避 負面想法

不 出現及放大 參與 靜觀認知治療 小組後 對自己的

況有更深理解 雖然 苦 但可講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學懂專注身體動作 有助減少負面思緒 也減少自責 思

想 和憤怒等負面情緒 從而可承 更多哀痛 學懂

更善待自己

 “ efore oining this group, I was often frightened and 
avoided being overwhelmed with sorrow. That only 
aroused and magnified negative thoughts. ith the 
-$3(&1"&#-$&9)*0"/3*$..&62.$0&+1,*)#)4$&#-$%2(7&,%1/(5&
I hav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y condition. That 
2,1*).$0& 9$& 6/#& 23.1& ,2342*).$0& 9$& #1& 41+23).$& 97&
feelings. I have learned to focused on bodily movements 
#1& -$3(& %$0/+$& *$,2#)4$& #-1/,-#.& 2*0& $91#)1*.& ./+-&
as fear, anger, self doubt etc.. I have also learned how 
#1&(29($%&97.$3"& 2.&8$33& 2.& #1& $*0/%$&91%$&(2)*& 2*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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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自殺者親友關懷日 D<'%"<9'1#<9L(,3":1:#"2(#>(,31&15%(*#22(=97

自殺者親友支援活動 /0%"94%3'1&(!"#C"9NN%(>#"(,3":1:#"2(#>(,31&15%(*#22

我們於2017年11月19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國際自殺者親友關懷日 紀念活動 凝聚自殺者親友的力量 讓家屬可減低孤單感 感受與

人同行的力量 對前路的希望 活動在西貢的 農場 舉行 主題定為 讓生命 留 動 意指在起 不定的哀傷過程中 有

時 需要放慢步伐 才可以有力量再次起動 是次活動讓家屬透過與大自然和同路人接觸 重新調整步伐 多關注自己身心靈的需要

當日出席者有81人 大家在美麗的大自然 境下 互相認識 一同談天 聯 並完成了彩 的祝福 式

n 9 November 0 , we held a commemorative event to echo the International Survivors of Suicide oss Day. The event 
aimed to reduce loneliness and instill hope in suicide survivors by bringing them together. The event was held at the ong 

ong arden arm in Sai ung with the theme of “Stay and ove n”, essentially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lternately 
slowing down at times so as to advance at other times in battling sorrow. This event allows family members to re ad ust their 
pace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nature and companions, and to hee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family members 
too  part in the event, got to now each other over a barbe ue picnic, and ensconced in the blessings of a rainbow umbrella 
+$%$91*7:

面對喪親的家屬 特別需要身心靈的支援 有見及此 我們分別於2017年5月21日及2017年8月20日舉辦了兩次 隨心所畫 靜中得

力之旅 的治療性活動 有關活動在 會 舉行 並邀請到亞 認證禪繞教師 Ms. Catherine Choy 和美國認證禪繞導師Ms. 

Meko Ng 合共帶領了46名自殺者親友參與 大家透過 繞畫 entangle 此簡單易行的靜觀媒介 藉結構性的圖像 讓家屬放

鬆身心及紓解情緒 並發揮創意 培 術 以幫助參加者提升對自身情緒的覺察及發 資源 從而達致身心靈整合之效 我們

邀請了多名過來人義工分享 他們的經歷 起共 使參加者感受到別人的支持 從而減輕了孤獨感

amily members who have ust faced bereavement are particularly in nee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support. n ay  and 
ugust 0 of 0 , we held two therapeutic treatment sessions on “Drawing with the eart  The ourney of aining ower 

from Tran uility”. The event was held at the ong ong aptist ssembly in anling. s. atherine hoy, sian ertified 
entangle teacher, and s. e o Ng, S  ertified entangle Teacher, were invited to lead  survivors. entangle is a 

.)9(3$&2*0&$2.7&9$0)/9&1"&16.$%42#)1*&#1&$*263$&(2%#)+)(2*#.&#1&$2.$&#-$)%&$91#)1*.5&2*0&0$4$31(&+%$2#)4)#7&2.&8$33&2.&
cultivate artistic ualities through structured images. It can also help participants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emotions and 
achiev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e also invited a number of peer survivors to share their e periences. articipants 
.2)0&#-$7&"$3#&#-$&./((1%#&1"&1#-$%.&2*0&2&.11#-)*,&1"&#-$)%&.$*.$&1"&31*$3)*$..:

參與 國際自殺者親友關懷日
紀念活動的張  
D<'%"<9'1#<9L(,3":1:#"2(#>(,31&15%(*#22
=97(!9"'1&149<'(R(Q"2M(80%3<CW

每年在關懷日可以和同路人互相支持 聯絡近況 在這分

享互相支援的時刻 又能夠親親大自然 真是舒服自由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urvivors of Suicide oss 
Day every year, I not only communicate with other 
./)+)0$& ./%4)41%.& 2*0& %$+$)4$&9/#/23& ./((1%#& 6/#& 23.1&
+19"1%#2637& )*0/3,$& )*&*2#/%$&2*0& "$$3& #-$& "%$$019&1"&

參與 隨心所畫 靜中得力之旅 的[1#<9  
!9"'1&149<'(#>(a="9@1<C(@1'0('0%(c%9"'(R(/0%(d#3"<%7(#>(;91<1<C(!#@%"(>"#N(/"9<^31L1'7b(R([1#<9(W

當專注在畫 繞畫時 不覺得時間過得 麼快 很享受箇中過程 能令自己慢慢平靜 並且 來 發現 有可供發揮的細節

實在樂在其中

“ hen I was focused on painting entangle, I didn t feel time pass. I en oyed the process very much and found it to be 
calming. The more I painted, the more details I could spot and play out my creativity.”

參與 國際自殺者親友關懷日
紀念活動的    
D<'%"<9'1#<9L(,3":1:#"2(#>(,31&15%(*#22
=97(!9"'1&149<'(R(

在彩 祝福 式上 大家合力將充氣 動 並將充氣

高 低 都是大家一同參與的 因此有 同心 的感覺

最後 當大家一起放手鬆開彩 然後一同拍手致 令

我很難忘

“In the ainbow mbrella lessing eremony, everyone 
oined forces to roll and toss balloons up and down. 

Together, we fully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and 
e perienced a feeling of “resonance”. I will never forget 
8-$*&$4$%71*$&3$#&,1&1"&#-$&%2)*618&/96%$332&2*0&#-$*&
+32(($0&#-$)%&-2*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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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人義工支援 !%%"(Z#L3<'%%"(,344#"'

多年來 我們 培訓了不少自殺 者 親 友 成 為過 來人義工 在專業個 案輔 導 同路人互助小組 及活動中擔 任 分享

員 分享他們面對至親離世的經 歷 與同路人同行 協助其走出哀傷 我們的過來人義工亦積極參與公眾教育

活動 接受傳媒訪問 讓社會理解自殺者親友的需要 並鼓勵有需要人士尋求專業支援 在2 017/18 年度 我

們 培訓了10 位自殺者親 友成為過來人義工 而在本 年度 我們 的過來人義工共提 供了13 8次服務 義工服務

合共321人次 受惠人數達5 09人次

e:%"('0%(7%9"2J(@%(09:%('"91<%5(N9<7(23":1:#"2(@0#(09:%(23>>%"%5(231&15%(L#22('#(6%&#N%(4%%"(23":1:#"(
:#L3<'%%"2M(/0%7(209"%5('0%1"(#@<(%_4%"1%<&%2(@1'0('0%1"(4%%"2(1<(4"#>%221#<9L(&#3<2%LL1<CJ(N3'39L(2344#"'(
C"#342(9<5(9&'1:1'1%2("3<(67('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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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9L(92212'9<&%M(D<(-EFGHFIJ(@%('"91<%5(FE(23":1:#"2('#(6%&#N%(:#L3<'%%"2M(D<('0%(&3""%<'(7%9"J(#3"(
4%%"(23":1:#"(:#L3<'%%"('%9N(4"#:15%5(2%":1&%2(FKI('1N%2('#(K-F(4%#4L%J(@1'0(TEU(6%<%>1&19"1%2M(
 

為加 強義工 支援服務 自2 015 年起 我們 新增了 同行 者支援 服務 在 2 017/18 年度 共 有13 位 過 來人義

工 為12個 缺 資源且身心及社交 況較弱的個案 提供定期探訪和陪伴服務 透過一同活動及互相分享 給

予對方有關情緒和實務的支援 重建其能力和自信心 從而使其能面對哀傷 適應生活轉變 同行者個案支援

合共提供了59次同行服務 義工服務共75人次

B551'1#<9LL7J( '#( %<09<&%( #3"( :#L3<'%%"( 2344#"'( 2%":1&%J(@%(5%:%L#4%5( 9( a8#N49<1#<( ,344#"'( ,%":1&%b(
21<&%(-EFTM(D<(-EFGHFIJ(9('#'9L(#>(FK(&#N49<1#<(:#L3<'%%"2(4"#:15%5("%C3L9"(:121'2(9<5(&#N49<1#<2014('#(
F-(&92%2(3<5%"(4##"(40721&9LJ(N%<'9L(9<5(2#&19L(&#<51'1#<2M(/0"#3C0(:9"1#32(9&'1:1'1%2(9<5(209"1<CJ('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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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5(9594'1<C('#(L1>%('"9<21'1#<2M(e3"(&#N49<1#<(:#L3<'%%"('%9N(4"#:15%5(TU(2%":1&%(2%221#<2(67(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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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同行者支援 透過運用過來人義工的專長及技能 由他們帶領小組活動 一方面提升自殺者家屬的學

習能力及自信 加強復原能力 另一方面則希望家屬之間有更多交流和接觸 在2 017/18年度已進行的同行小

組活動 包括 D IY皮 用品 實用手機拍攝小貼士 鬆一鬆 展運動 親親大自然之

揮春 送祝福 味 子 分享 和 簡易D I Y 製作 合共進行了18次同行 活動 出席過來人義

工共81人次 出席的家屬共9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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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支援個案 的過來人義工 owie  
Z#L3<'%%"(#>(a8#N49<1#<(,344#"'b
2%":1&%(R()#@1%(W

陪伴個案一同自製 手 即使大家 無聲 都感受到

我們是在一起的 而 種陪伴的感覺 不單是我陪伴

亦陪伴我 大家很專心和細心去做 令我安靜下來 製作完

成後 個案表示 次和他人合作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感到很

開心 見到對方流露出快樂滿 的笑容 表現自信一面 我

也感到快慰呢

“I accompanied a service user and made homemade 
hand cream with her. ven though everyone was 
silent, I had a feeling we were together. The feeling of 
companionship was poignant  not only was I with her, 
she ept my company too. I felt calm when I saw the 
.$%4)+$& /.$%& 6$)*,& 4$%7& "1+/.$0& 2*0& +2%$"/3& )*& 01)*,&
handicrafts. fter finishing the product, the participant 
$'(%$..$0&-2(()*$..&)*&+11($%2#)*,&8)#-&1#-$%.&"1%&#-$&
first time in doing something she li ed. I was over oyed 
to see her smiling with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同行者支援個案 的服務使用者華   
A2%"(#>(a8#N49<1#<(,344#"'b(2%":1&%(R(華

親人離世後 只 下我一人 每天面對生活壓力 真是很孤

單無助 最近 時 我感到既 又 幸得 位過

來人義工 多次幫助及指導我 大大減輕了壓力 他們的陪

伴和支持 令我感到有人同行 份溫暖感覺 令我動容

“ fter my loved one passed away, I was left alone. very 
day I was faced with the pressure of life. I was really lonely 
and helpless. ecently, when I was faced with relocation, 
I was confused. ortunately, several peer survivor 
413/*#$$%.&+29$&14$%&92*7&#)9$.&#1&-$3(&2*0&,/)0$&9$5&
greatly reducing my stress.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1%#&920$&9$&"$$3&.19$1*$&82.&823=)*,&6$.)0$&9$5&
2*0&#-2#&82%9&"$$3)*,&914$0&9$&,%$2#37:B&

同行者支援個案 的服務使用者  
A2%"(#>(a8#N49<1#<(,344#"'b(2%":1&%(R(

學做皮 沒想過是 麼艱難的一 事 不過 我也盡力完成作品 因為起 會完成一 事 做皮 的過程中 有些人做得

慢 有些人做得輕鬆 每個人的過程都不一 但一 學及一 經歷 總 過自己獨自去試 因為獨自前行 會更困難 就好像

經歷哀傷的過程 有些人較其他人行得快些 有些人就行得慢些 慢的不打緊 只要 去理解 去找方法 讓自己不去執著 總能

看開一些

“I didn t foresee learning to ma e leather goods can be so difficult but I tried my best to finish the wor , then I can at least 
get one thing done. hen ma ing leather goods, some people do it slowly, others can finish it pretty easily. The process for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but learning it together is better than doing “trial and error” alone. The latter is much harder. It s 
the same for overcoming grief. Some people can get over it faster than others, some ta e more time. It s o ay to be slow. ou 
can let go as long as you are willing to understand and willing to find a way to free your mind from it.” 

社區教育及支援 8#NN3<1'7(+53&9'1#<(h(,344#"'(

本 年 度 我們 為 本 地 社 福 機 構 及 大 學 舉 辦 支 援自殺 者 親 友 的 講 座 包 括 公會 理 人中心 的 同工

及 香港大學 的學生 介紹了本服務 此外 也為 有需要的公司 提 供 意見 及資訊 為他們 的員工舉行解

會 支援他們面對自殺離世事 的情緒反應 以及提供紓緩壓力的方法

D<( -EFGH-EFIJ( @%( C9:%( 2%:%"9L( '9L]2( 9<5( 1<'"#53&%5( #3"( 2%":1&%2( 9'( L#&9L( @%L>9"%( 1<2'1'3'1#<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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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刊物 !36L1&9'1#<

我們出 釋 懷 從心 給自殺 者 親 友的關懷手 是希望 藉文字

讓自殺 者 親 友 深 入 瞭 解 發 生在 他們 身上 的 事情 和 各 種 哀傷 反 應 並

獲得 相 關的資訊 以面對各種 轉變 並作出調 適 最新 一 的手 已推

出 內容增加了多 自殺者家屬的 故事 讓我們看見生命 遇到 艱難 時

是可如何逐步走過 轉化 及 成長 手 不單於公 眾 派發 亦 歡

迎公眾向本會索取 用全

e3"( 436L1&9'1#<J( aY%L1%:1<C( =12'"%22( 9<5( 89"1<C( 1<( f#3"( c%9"'2W(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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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新個案 
New Cases Served

16 3 16 3

同路人互助小組
Mutual Support Group

5 4 0

自殺者親友支援活動
Therapeutic Programme for 

Survivors of Suicide Loss
3 12 8

過來人義工訓練
Peer Volunteer Training

1 10

過來人義工支援
Peer Volunteer Support

13 8 5 09

媒體宣傳
Media Promotion

2



遇有青少年或學童自殺 社會大眾都會為之 惜 並嘗試去分析及討論肇因或經過 以 其他人

重蹈 然而 最有效的預 防工作 其實是在青年人自殺前關心及陪伴他們 生命 熱 線 秉

持耐心聆聽 陪伴 關懷及不批判的精神 並以 及早識別 適切介入 為原則 推行不同類型服

務 包括賽馬會 愛生命 計劃 凝 相 支援青少年情緒健康計劃和 Joy 種生命 計劃

為本地中小學生 大專生 教師及家長提供多元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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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 愛生命 計劃&C"*3.1&D,#2&EF+7.&D%./+-%+(4G&=/"@.*$

在 在 起 線 的 理 論下 成長 的 壓 力 人

際關係的不如意及對前 的憂心 都會使青少

年 面 對 極 大 壓 力 當他們 不 能 承 受 過 大 壓 力

時 可能 會 有所 退 不懂 表 達自我 結果 被

標 為 青 不 容 在 社 會上佔 一 位 置 其

實 每 位 少年人都 有自己的步伐 只需要多一

點 溝通 多一 點 耐性 多一 點 機會 他們 便可

活得不再

有見 及 此 本 會 承 蒙 香 港 賽馬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撥款捐助 於2 016 年9月開展賽馬會 愛生

命 計劃 匯集關 顧青少年成長的 一 群 陪 伴

有 需 要 的 青 少 年 渡 過 境 及 成長 的 困 惑 讓

他們在成長路上得到幫助 從而締造安全網

以守護他們寶貴的生命 計劃透過校 家庭

及社 會三個 層 面支 援 學 生 在 校 層 面

有朋 輩 生命 守門員 及教 師培訓 使青少年

得 到 老 師及同 濟 的支 援 在 家 庭 層 面 有

家長 講 座 及 工作 坊 使 青 少 年 在 家 庭中 獲 得

情 緒 照 顧 在 社 會 層 面 招 募 關 愛青少 年

成長的義工與青少年同行 以發展校 及家庭

以外的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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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1"#$%-5&6(&-*%"",-:&-$#).($-&
'()& $.'*%./-& '/.& $/'+(.)& $"& 2.*";.& EF+7.&
P'$.3..0./-G& $"& %.,0& -$#).($-& +(& (..)5&
A',3-&'()&9"/3-%"0-&'/.&%.,)&7"/&0'/.($-&$"&
*"0.& 9+$%& $%.& .;"$+"(',& (..)-& "7& 1"#$%-5&
W))+$+"(',,1:& <=<& $/'+(.)& 8",#($../-& $"&
0'/$+*+0'$.& +(& *";;#(+$1& 8+-+$-& 9+$%& 1"#$%-&
$"&.R0'()&$%.+/&-"*+',&-#00"/$&(.$9"/35

本計劃由
A%.&=/"@.*$&+-&-#00"/$.)&21 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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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支援 : 朋輩 生命守門員 培訓小組及校本生命教育活動
<#00"/$&+(&<*%"",Y&=../&EF+7.&P'$.3..0./-G&A/'+(+(4&P/"#0-&'()
<*%"",Q2'-.)&F+7.&Z)#*'$+"(&W*$+8+$+.-

全日 的上課模式 令同校同學成為青年人每

天相 處 最 久 的 群 體 因 此 校 內朋 輩 間 的互相

照顧及支持 對其身心發展有 大影響 本計

劃 於 校 內開 展 小 組 培 訓 透 過 體 驗 式 小 組 活

動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特 學會察覺身邊有

情 緒 困 擾 的 同 學 並 學會 如 何 提 供 適 時 的 支

援 從而成為朋輩間的生命守門員 同時亦就

其所知所學 透過生命教育活動 如情緒急救

攤 位 遊 戲 主題講座 自製 片及校 安慰留

言比賽等 向同校 師生宣揚珍愛生命 關愛自

己 及 注 意他 人 負面 情 緒 的 訊 息 以 起 大 家

對彼此的關注

A..('4./-&-0.()&;#*%&"7&$%.+/&$+;.&9+$%&$%.+/&
-*%"",;'$.-&)#.&$"&$%.&9%",.Q)'1&-*%"",+(4&
+(&I"(4&O"(45&A%./.7"/.:&"2$'+(+(4&-#00"/$&
'()&*'/.&7/";&0../-&+(&-*%"",&9"#,)&2.(.7+$&
$%.& 4/"9$%& "7& 1"#$%-& 2"$%& 0%1-+*',,1& '()&
;.($',,15&A%+-&0/"4/';;.&.)#*'$.-&-$#).($-&
$"& #()./-$'()& $%.+/& "9(& [#',+$+.-& '()& $"&
,.'/(& $"& ).$.*$& .;"$+"(',,1& )+-$/.--.)&
-*%"",;'$.-& $%/"#4%& .R0./+.($+',& $/'+(+(4&
4/"#0-5&<$#).($-&'/.&$/'+(.)&$"&2.*";.&=../&
F+7.& P'$.3..0./-& '()& "77./& 0/";0$& %.,0& $"&
$%.+/& -*%"",;'$.-& +7& (..).)5& F+7.& .)#*'$+"(&
'*$+8+$+.-& -#*%& '-& .;"$+"(& 7+/-$Q'+)& 4';.&
2""$%-:&$%.;'$+*&$',3-:&-%"/$&7+,;&;'3+(4&'()&
*";7"/$+(4&;.--'4.&*"($.-$-&9./.&"/4'(+-.)&
+(&-*%"",-5&A%.1&%.,0&$"&-0/.')&$%.&;.--'4.-&
"7& *%./+-%+(4& ,+7.& '()& *";2'$+(4& (.4'$+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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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話  
N"/)-&7/";&'&-$#).($

生命守門員小組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就是大家一起經 歷了很多日子 有很多共同回憶 更學懂

如何支持身邊有情緒困擾的同學

!"#$%&'()%&$&'*+,-$%.+*)(%'/%01/$%2+)$3$$.$*%"*+14145%+*$% )#$%6'&&'4%&$&'*1$(%7$%(#+*$8%+48% )#$%
9+*1':(%(31--(%7$%-$+*4$8%)'%'//$*%#$-.%)'%$&')1'4+-%81()*$(($8%.$$*(;<

朋輩 生命守門員
培訓小組

Pee r Leade r 
Tra i n i ng

中二至四學生
F.2 -  F.4 s tudents

115 1,232

校本生命教育活動
Schoo l - based 
L i fe Educat ion 

Act iv i t ies

全校學生
Al l  s tudents

19 4,56 0

生命教育講座及
工作坊

Li fe Educat ion
 Ta l ks  and
Wo r kshops

全校學生

Al l  s tudents
3 3 6,6 47

教師 家長及社工培訓
A/'+(+(4&7"/&A.'*%./-:&='/.($-&'()&<"*+',&N"/3./-

青 少 年 的 情 感 需 要 甚 複 雜 為 人 者 或

會 慨 不 明 箇 中 因 此 難 以與子 女 建 立

親密關係 甚至為之深感無奈 為人師表者或

會 慨 難 以 學 生 投 入 學 習 不 為 之茫

然 在 講 求果 效 的 社 會和 複 雜 多變 的 教 育

度中 不單 學生要 求存 連教 師 家長和

社工每天都要在不能 的 境下角力 患得

患 失 身心俱 因此更 難 支援青少年成長

有見 及 此 本 計 劃 希望 透 過 培 訓 講 座 和 個 案

等形式 讓教育工作者 家長及學校社工

學會及早識別及支援情緒受困的青少年 同時

亦懂得關顧自身需要 從而使自己更有力量與

青少年同行

A%.&.;"$+"(',&(..)-&"7&1"#$%-&'/.&*";0,.R5&
='/.($-&;'1& 7..,& '$& '& ,"--& '$& %"9& $"& %'(),.&
$%.& ;1-$./1& "7& +$& ',,& '()& ;'1& .R0./+.(*.&
)+7 7+*#,$1& 2#+,)+(4& '& 4"")& /.,'$+"(-%+0& 9+$%&
$%.+/&*%+,)/.(5&A.'*%./-&;'1&7..,&)+-;',&9%.(&
$%.1& *'(("$& -#-$'+(& -$#).($-]& '$$.($+"(& +(&
*,'--5&6(&$%+-&0./7"/;'(*.Q2'-.)&-"*+.$1&9+$%&
'&7+*3,.&.)#*'$+"(&-1-$.;:&-$#).($-:&$.'*%./-:&
0'/.($-& '()& -"*+',& 9"/3./-& ',,& 9/.-$,.&
9+$%& '(& .(8+/"(;.($& 2.1"()& $%.+/& *"($/",:&
;'3+(4& $%.;&.R%'#-$.)&2"$%&0%1-+*',,1&'()&
;.($',,15&A"&+(8+4"/'$.&$%+-&7'$+4#.)&-"*+.$1:&
<=<&0/"8+).-& $/'+(+(4& '()& *'-.& *"(-#,$'$+"(&
-./8+*.-& $"& $.'*%./-:& 0'/.($-& '()& -"*+',&
9"/3./-& +(& -*%"",-& "(& 9'1-& $"& ).$.*$& '()&
"77./& %.,0& $"& .;"$+"(',,1& )+-$/.--.)& 1"#$%-5&
='/$+*+0'($-& '/.& .(*"#/'4.)& $"& /.*"4(+-.&
$%.+/& "9(& .;"$+"(',& (..)-& '()& .[#+0&
$%.;-.,8.-&$"&2.&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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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社工培訓
Tra i n i ng fo r 

Teache rs & Socia l 
Wo r ke rs

老師/學校社工
Teache r and 
Schoo l Socia l 

Wo r ke r

14 679

個案
Case

Consu l tat ion

老師及社工
Teache rs and 

Socia l  Wo r ke rs
113 157

家長講座
Pa rent Ta l ks

家長
Pa rents

15 575

家長工作坊
Pa rent Wo r kshops 

家長
Pa rents

8 189

社工的話
N"/)-&7/";&'&-"*+',&9"/3./

了解到由出現負面情緒至自殺的過程 也認識到助人者因應不同青少年要有不同的角 或處理方式

!=%-$+*4$8%)#$%$9'-:)1'4%.*'6$((%/*'&%4$5+)19$%$&')1'4(%)'%(:1618$;%=)%+-('%&+8$%&$%34'7%)#+)%=%#+8%)'%)+3$%
81//$*$4)%*'-$(%'*%+..*'+6#$(%)'%#$-.%)#$%>':)#%14%9+*1':(%(1):+)1'4(;<

家長的話
N"/)-&7/";&'&0'/.($

讓我學會要先照顧好自己 才有力量與子女同行  

!=%-$+*4$8%)'%)+3$%6+*$%'/%&>($-/%$&')1'4+-->%,$/'*$%=%6+4%#+9$%)#$%()*$45)#%)'%,$%71)#%&>%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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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教育活動
=#2,+*&Z)#*'$+"(&W*$+8+$+.-

眾所周知 人與所身處的 境有密切的互動關

係 當中 模最 大者 就 是 社 會 從社 會而來

的價值觀 生活節奏和流行文化都在影響青少

年的思考方式和身心 況 當大家慢慢長大

脫 離青春期 並在社會繁忙工作 時 有多少人

仍記得自己當初如何捱過挑 的日子 如

何 克 服 對 前 路 感 到 及 擔 心 的 心 情 以 及

如何看待自己與 愛 交 的關係呢 我們

期 望 透 過 領 域 的 講 座 和 座 談 會 讓 大 家 接

觸 現今青少年的世界 並從多角度深入了解青

少年的情感需要

`"-$& 0."0,.& +($./'*$& *,"-.,1& 9+$%& $%.+/&
*";;#(',&-1-$.;-:&$%.&,'/4.-$&"7&9%+*%&+-&$%.&
-"*+.$15&A%.&$%+(3+(4:&$%.&0%1-+*',&'()&;.($',&
-$'$#-&"7&1"#$%-&'/.&&-%'0.)&21&-"*+',&8',#.-:&
0'*.&"7& ,+7.& '()&0"0&*#,$#/.-5&W-&"(.&4/"9-&
#0& '()&4.$-& '**#-$";.)& $"& $%.+/& 2#-1& ')#,$&
,+7.:& +$& +-& .'-1& $"& 7"/4.$& $%.& -$/#44,.-& 7/";&
$%.+/&')",.-*.($&1.'/-5&a"&1"#&/.;.;2./&$%.&
,"(.,+(.--& "7& -$#)1+(4& "8./(+4%$b& I"9& )+)&
1"#& $'*3,.& $%.& *"(7#-+"(& '()& 9"//+.-& '2"#$&
1"#/& 7#$#/.b& I"9& )+)& 1"#& %'(),.& $%.& "7$.(&
';2+8',.($& /.,'$+"(-%+0& 9+$%& 1"#/& 0'/.($-b&
A%/"#4%&;#,$+Q)+-*+0,+('/1& $',3-&'()&7"/#;-:&
9.& '+;.)& $"& 7'*+,+$'$.& $%.& 0#2,+*& $"& 4.$& +(&
$"#*%& 9+$%& 1"#$%-]& +((./& 9"/,)-& '()& $"& $%./.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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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少年同行 公開講座
與子女的情感互動  從深情交流到

愛 交
“Walk with Youths”Public Talk :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

Children  From Affection
to a Tangle of Love & Hate

08/04/2017
成教

Prof. Yip Kam Shing
97

與青少年同行 公開講座
少年 味 電影欣賞暨座談會

“Walk with Youths”Public Talk : 
“The Taste of Youth”  Film Appreciation 

& Forum

12/05/2017
張經 導演

Mr. King Cheung, Director 
of “The Taste of Youth”

70

與青少年同行 公開講座
處理憤怒及焦慮

“Walk with Youths”Public Talk : 
Dealing with Anger & An iety

21/10/2017
永豪 生

Dr. William Chui
117

與青少年同行 公開講座
子非 電影欣賞暨座談會

“Walk with Youths”Public Talk : 
“Fish Story”  Film Appreciation & Forum

03/12/2017
黃肇邦導演

Mr. Wong Siu Pong,
Director of “Fish Story”

65

關注青少年自殺專題第三講
看青年人所看 愛青年人所愛

Youth Suicide Thematic Talk 3 :
Watch What the Youth Watches,

Love What the Youth Loves

02/02/2018
機構同工

SPS Social Workers
24

愛生命 支援資訊服務站
“Life Cherishing” Pro ect Information 

Station

22/08/2017

24/08/2017
2 68

響 計劃  打開 心   健康生活
Grand Plan  pen Your Heart to Live

a Healthy Life

12/09/2017

14/09/2017
2 300

快樂拼圖 開心家庭建社區計劃 2017
快樂流動   生命禮讚 禮

Happy Pu les  Happy Family &
Community Programme 2017

Happy Flowing Forest  Gift of Life Tour

11/11/2017 1 266

區少年 訊小學支會嘉年華
Carnival of Sau Mau Ping Junior Police Call

16/12/2017 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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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支援 義工及青少年同行活動
<#00"/$&7"/&!"#$%-Y&c",#($../&d&!"#$%&Z(4'4.;.($&W*$+8+$+.-

遇有學童 缺 課 自 甚或自殺 總會有人問原
因所在  如果想真正了解現今的青年人 直接
與他們 認 識相處 或是最有效的方法 本計劃
招募有 參與青少年工作的義工加入計劃 為
其提供培訓 在使之成為青少年的生命同行
者 讓 義 工 和 學 生有 機 會 一 起 參 與 各 類 型 的
活動 當中包括 社區探 訪 音樂 術和 體育
等 發 展 活 動 讓 義 工 與青 少 年 一 起 探 索
更多元化的 從中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
在活動過程中 義工可以自身經驗和資源來擴
闊青少年的人際網路和思考空間 而學生又可
與義工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及分擔煩 期
望藉此讓青少年知道 社會上 有人願意成為
他們生命中的支援力量

N%.(&9.&.(*"#($./&(.9-&"(&-*%"",&)/"0"#$-:&
1"#$%& -.,7Q%'/;& "/& -#+*+).:& 9.& #-#',,1& 9'($&
$"& 7+()& "#$& $%.& /.'-"(-& 2.%+()5& P.$$+(4& $"&
3("9& '()& 2.+(4& 9+ $%& 1"#$%-& ;'1& 2.& $%.&
;"- $& .77.*$+8.& 9'1& $"& ,.'/(& ;"/.& '2"#$&
$%.;5&A%+-&0/"@.*$&0/"8+).-& $/'+(+(4&*"#/-.-&
7"/& +($./.-$.)& 8",#($../-& $"& .[#+0& $%.;& '-&
,+7.& *";0'(+"(-& 7"/& 1"#$%-5& c",#($../-& '()&
1"#$%-& 0'/$+*+0'$.& $"4.$%./& +(& '&9+).& /'(4.&
"7&'*$+8+$+.-&-#*%&'-&*";;#(+$1&8+-+$-:&;#-+*:&
'/$-& '()& -0"/$-& 9"/3-%"0-5& ZR0,"/+(4& $%.+/&
)+8./-.&$',.($-& $"4.$%./:&8",#($../-&2.*";.&
2"$%& 7/+.()-& '()& ;.($"/-& $"& $%.& 1"#$%-5&
e.-"#/*.7#,& '()& -.'-"(.)& 8",#($../-& *'(&
%.,0& .R$.()& $%.-.& 1"#$%-]& %"/+f"(-& '()&
1"#$%-& *"#,)& %'8.& '("$%./& ;.'(-& $"& -%'/.&
$%.+/&@"1-&'()&-"//"9-&9+$%&$%.&8",#($../-&'()&
4.$&-#00"/$& $%.1&(..)5&A%+-&%.,0-& $"&*"(8.1&
$%.&;.--'4.&$"&1"#$%-&$%'$&$%./.&'/.&0."0,.&
+(&$%.&-"*+.$1&9%"&*'/.&'2"#$&$%.+/&8"+*.&'()&
'/.& 9+,,+(4& $"& -#00"/$& $%.;& $%/"#4%& $%.+/&
@"#/(.1&$"&')#,$%"")5

義工招募及計劃簡介會
New Volunteer Recruitment &

Service Brie ng Session
10 259

義工基本訓練
Volunteer Elementary Training

17 433

義工進階訓練
Volunteer Advanced Training

8 157

義工分享會
Volunteer Sharing Session

8 181

義工培訓課程 Vo l untee r Tra i n i ng Cou 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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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Interest Development
Workshops for Youths

8 67 80 147

青少年及義工同行活動
Engagement

Activities
23 250 310 560

社區探訪
Community Visits

9 56 76 132

同行活動 E ngagement Act iv i t ies

義工的話
N"/)-&7/";&'&8",#($../

不少人認為 現今青少年問題多多 人們 要不用自以 合 適的方法 青少年相 處 就是對他們 其是有

較多需要的青少年 而 之 不願 意深入接觸 更 論與其同行 參加 義工服務和 訓 練 讓我有機會 接

及學習 貼地 的資訊和技巧 實在獲益良多

!?'&$% (+>% )'8+>@(% >':)#(%.*',-$&$)16;% ?'&$%+8'.)%7#+)% )#$>% )#143% 1(% )#$% A.*'.$*@%7+>% )'% )*$+)% >':)#(B%
')#$*(% (1&.->% +9'18% )#$&%+-)'5$)#$*;% "#*':5#% 9'-:4)$$*% )*+14145%+48% ($*916$C% =%7+(% +,-$% )'% -$+*4%:($/:-%
14/'*&+)1'4%+48%(31--(%D%1)%*$+-->%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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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 相  支援青少年情緒健康計劃
E=%"$"4/'0%1&F+(3&!BHAIG&=/"@.*$

過往有研 究顯示 青少年如 果處 於孤 單 態 缺 朋
友和 家庭 的支援 或會增加其自殺 風 險 近年 亦有調
查顯示 香港 的青少年 感 孤獨 的情 況有 化 而
在 調 查中被 確 認 屬 高度 孤獨 的受訪 者 有超 過
成半並不能 出感到孤獨的原因

承 蒙 新 鴻 基 地 產 透 過 香 港 公 益 金 撥 款 資 助 本 會 於
2 016年9月開展 凝 相  支援青少年情緒健康計
劃 目標 對 象為 孤獨 感 較 強 較 離 群或 較 少表 達自己
的青年人 為其提供一 攝影訓練 當中包括小組
個 別 輔 導 和 社 區 活 動 透 過 一 與 攝 影 相 關 的 活
動 讓參加者從中探索自我感覺和想法 並輔以攝影
從而表 達自己觀 感 藉此 聯 繫 他 人與 境 從而減 輕
其因不能表達自我或感到不被接納而產生的孤獨感
參加者的作品會 於校 和社區展出 讓朋輩和社會大
眾有機會了解他們 的所思所想和內心世界 透過參 與
籌 備 相 展 參加 者有 更多表 達 及發 揮 的機會 同時
部分校 相展設有回 互動 節 鼓勵 學校其他學生
向參加者的作品表達 欣賞 以期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和
能力感

e.-.'/*%&%'-&-%"9(&$%.&0/"2'2+,+$1&"7&-#+*+).&;+4%$&
2.& %+4%./& 7"/& ,"(.,1& 1"#(4-$./-& ,'*3+(4& '& -#00"/$&
(.$9"/3& "7& 7/+.()-& '()& 7';+,+.-5& W("$%./& /.*.($&
-$#)1& /.8.',.)& $%'$& I"(4& O"(4& 1"#$%-& '/.& 7..,+(4&
+(*/.'-+(4,1& ,"(.,15& B8./& LLg& "7& $%.& 0'/$+*+0'($-&
*'$.4"/+-.)& '-& E%+4%,1& ,"(.,1G& +(& $%.& -$#)1& *"#,)&
("$&(';.&$%.&/.'-"(-&"7&$%.+/&.R$/.;.&,"(.,+(.--5

N+$%& 7#()+(4& 7/";& <#(& I#(4& O'+& =/"0./$+.-&
$%/"#4%& $%.& D";;#(+$1& D%.-$& "7& I"(4& O"(4:& <=<&
,'#(*%.)&$%.&E=%"$"4/'0%1&F+(3&!BHAIG&=/"@.*$&+(&
<.0$.;2./& TUVM5& 6$& $'/4.$-& 1"#$%-&9%"-.& -.(-.& "7&
,"(.,+(.--& '/.& /.,'$+8.,1& %+4%./& $%'(& $%"-.& "7& $%.+/&
*"#($./0'/$-:&'/.&;"/.&+-",'$.)&'()&,.--&.R0/.--+8.5&
A%+-& 0/"@.*$& #-.-& 0%"$"4/'0%1& '-& $%./'01& '()&
+(*,#).-& 4/"#0& $/'+(+(4:& +()+8+)#',& *"#(-.,,+(4&
'()& *";;#(+$1& '*$+8+$+.-5& ='/$+*+0'($-& .R0,"/.&
$%.+/& "9(& 7..,+(4-& '()& $%"#4%$-:& '()& .R0/.--&
$%.;-.,8.-& $%/"#4%& 0%"$"4/'0%15& =%"$"4/'0%1&
%.,0-& 0'/$+*+0'($-& *"((.*$& 9+$%& "$%./-& '()& $%.+/&
.(8+/"(;.($& $"& ',,.8+'$.& $%.& ,"(.,+(.--& /.-#,$+(4&
7/";&$%.+/&)+7 7+*#,$1&"7&-.,7Q.R0/.--+"(&"/&("$&7..,+(4&
'**.0$.)5& A%.+/&9"/3& '/.& .R%+2+$.)& +(& -*%"",-& '()&
0#2,+*& '/.'-& -"& $%'$& 0../-& '()& $%.& 4.(./',& 0#2,+*&
*'(& %'8.& '& 4,+;0-.& "7& $%.& +((./& 9"/,)-& "7& $%.-.&
,"(.-";.& 1"#$%-5& W))+$+"(',,1:& 0'/$+*+0'($-& *'(&
7#/$%./&.R0/.--&$%.;-.,8.-&'()&.R0'()&$%.+/&$',.($-&
9%+,.&"/4'(+-+(4&0%"$"&.R%+2+$+"(-5& 6(& -";.&"7& $%.&
-*%"",& .R%+2+$+"(-:& $%./.& '/.& +($./'*$+8.& 7..)2'*3&
-.--+"(-&$"&.(*"#/'4.&0../&'00/.*+'$+"(&$"&7#/$%./&
2""-$&$%.&0'/$+*+0'$+(4&0%"$"4/'0%./-]&*"(7+).(*.&
'()&-.,7Q.77+*'*15

學生 活動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戶外攝影訓練
utdoor photography training

學生攝影練習 感覺攝影
Photography practice - photography 
with feelings

校本相片展覽
Photo e hibition in school

凝 相培訓活動
Photography therapy training

社區相展
Photo e hibition in community

本計劃由
A%.&=/"@.*$&+-&-#00"/$.)&21

透過
$%/"#4%&'&)"('$+"(&$"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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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有110 位青年人參與本計劃 內容包括 培

訓小組 個別 輔 導和 社區活動 參加者先從 述圖像

入手 然 後了解 觀 感與攝 影之間的 聯 繫 隨後再嘗 試

練習拍出帶有特定感覺的照片 拍攝的場 由他們 熟

悉 的 學 校 開 其後會 區 並 於 活 動中學習用

攝 影將自己與朋 輩 以及 境和 社區 連繫起 來

而 言 參加 者 對外出拍 攝 活動 的印象十 分深刻 而 對

於 能接 觸 到平日少見 的事 物 並 透 過 頭去 均

表 示 滿 活動 過後 部分 參加 者 指自己較 以前 會多

留意身邊美麗 物 提升了其與 境的連繫

在小組 及活動 的過程中 部分參加者表現出與平日不

同 的 一面 他們 平日或 靜 言 但 於小組中則

地 表 達自己的意 念 反 了他們 在小組中建 立了安全

感 因此可放心 出自己所思所想 同時 他們在培訓

中 了後期製作的技巧 並知道如何表達相 應的感

覺 因此不 時 將 經 後 期加 工 製作 的相片 上 至社 交

媒體 並願意以此渠道表達自己 由此可見 參加者不

再 藏自己 並有能力有 效 地 表 達自己 亦 願 意 踏出

與他人聯繫溝通的一步

VVU&1"#$%-&/.*.+8.)&-./8+*.-&"7&$%+-&0/"@.*$&$%/"#4%&
'--.--;.($:&$/'+(+(4&4/"#0-:&+()+8+)#',&*"#(-.,,+(4&
'()& *";;#(+$1& '*$+8+$+.-5& A%.1& 7+/-$& ,.'/(.)& $"&
).-*/+2.& 0+*$#/.-:& $%.(& $%.& /.,'$+"(-%+0& 2.$9..(&
0./*.0$+"(&'()&0%"$"4/'0%1:&2.7"/.&$%.1&0/'*$+*.)&
*'0$#/+(4& 0%"$"-& $%'$& 0"/$/'1& -0.*+7+*& 7..,+(4-5&
A%.1& -$'/$.)& +(+$+',,1& '$& $%.+/& -*%"",& 9%./.& +$& +-&
7';+,+'/& $"& $%.;:& $%.(& $"& $%.& *"#($/1-+).5& A%/"#4%&
0%"$"4/'0%1:& $%.1& ,.'/(.)& $"& ,+(3& #0& $%.;-.,8.-&
'()& $%.+/& 0../-& 9+$%& $%.& ('$#/',& .(8+/"(;.($& '()&
$%.& ,'/4./& *";;#(+$15& A%.& "#$)""/& 0%"$"4/'0%1&
'*$+8+$+.-& 4.(./',,1& ,.7$& '& )..0& +;0/.--+"(& "(& $%.&
0'/$+*+0'($-:& '()& $%.1& .R0/.--.)& -'$+-7'*$+"(&
+(& ,""3+(4& '$& $%.& 9"/,)& $%/"#4%& '& *';./'& ,.(-:&
.-0.*+',,1& '$& $%+(4-& $%.1& 0/.8+"#-,1& -.,)";& 0'+)&
'$$.($+"(& $"& +(& $%.+/& )'+,1& ,+8.-5& <";.& 0'/$+*+0'($-&
-'+)& $%.1& 9./.& +(-0+/.)& $"& 0'1& ;"/.& '$$.($+"(& $"&
$%.&2.'#$1&'/"#()&$%.;&'()&$"&2.$$./&*"((.*$&9+$%&
$%.+/&-#//"#()+(4-5

<";.& -$#).($-& /.8.',.)& )+7 7./.($& 0./-"('-& +(& $%.&
$/'+(+(4& 4/"#0-& '()& '*$+8+$+.-5& J"/& $%"-.& 9%"& '/.&
("/;',,1& /.$+*.($:& $%.1& '*$+8.,1& .R0/.--.)& $%.+/&
+).'-& +(& $%.& $/'+(+(4& 4/"#0-5& A%+-& 9'-& '$$/+2#$.)&
$"& '& -.(-.& "7& -.*#/+$1& +(-$+,,.)& 21& $%.& 4/"#0-5& 6(&
$/'+(+(4:& $%.1& ',-"& ,.'/(.)& 0"-$Q0/")#*$+"(& -3+,,-5&
<";.&"7&$%.;&7/.[#.($,1&0"-$.)&$%.+/&9"/3&"(&-"*+',&
;.)+'&0,'$7"/;-&'-&'&9'1&$"&.R0/.--&$%.;-.,8.-5&6$&
9'-& '00'/.(.$& $%'$& $%.1& ("& ,"(4./& %+)& $%.;-.,8.-&
'()&9'-&2.$$./&.[#+00.)&$"&.R0/.--&$%.+/&$%"#4%$-&
'()& 7..,+(4-:& '-& 9.,,& '-& 2.*';.& ;"/.& 9+,,+(4& $"&
*";;#(+*'$.&9+$%&"$%./-5校內展覽相片

A photo e hibited in school

相片題目 &A"0+*&Y&光&F+4%$

相片簡介a.-*/+0$+"(&Y&
困在 中之 子 裡 就 如同一 個 手 不見 指 地方一

痛苦 但 只要 有一 光 就 是 最 溫

暖的地方 人也是一 被事業 學業 愛情 家庭 友情

種種事情困擾著 若放下這些事情 去 自由 就像

光一 溫暖而又明

E'*%+%6+5$8%+41&+-C%)#$%6+5$%1(%8+*3C%/:--%'/%6'4()*+14)(C%
.+14%+48%/$+*;%F:)%+%(1-9$*%-14145%1(%)#$%7+*&$()%.-+6$;%=)@(%
)#$% (+&$% /'*% .$'.-$;% G$% 7'**>% +,':)% 6+*$$*C% ():81$(C%
*'&+46$C%/+&1->%+48%/*1$48(#1.;%=/%>':%6+4%-$)%5'%'/%)#$($%
worries and embrace freedom, you will find that light, 
7+*&%+48%,*15#)%14%>':*%-1/$;

凝 相培訓
Photog ra phy The ra py Tra i n i ng 

12 47 4 53

個別  I nd iv i d ua l  Cou n se l l i ng 112 10 112

相片展覽籌備會
Photo E h i b i t i on Meet i ng 

12 19 2 06

校本相片展覽
Photo E h i b i t i on i n schoo l

9 / 5769

社區相片展覽 Ph oto E h i b i t i o n
i n com m u n it y

2 / 3 ,68 8

2 017-2 018年度 Yea r of  2 017/18



Joy 種生命 計劃 
E&J+,,+(4&F+8.-&9+$%&C"1&G

成長需經 歷不斷嘗試和磨練 而失 及 折亦會隨之產生 人或會產生不同情緒 有些是正面

有些則是負面 正面情 緒能推 動 我們 更 進步 而負面情 緒則 提 醒 我們內在 情 感 的需要 可是

若負面情 緒累積 過多 便有機會使 人 怯及擔心 更有可能向消極方向變化 本會透 過

Joy 種生命 計劃 於全港約60間中小學 特殊學校和大專院校舉行了12 0場生命教育活動

主題 繞生命課題 情緒處理 朋輩相處( 行為)和生 劃等 在推廣珍惜生命的訊息

本年度合共有超過16,0 0 0人次參與

!"#(4-$./-& .R0./+.(*.& $/ +',-& '()& $/+2#,'$+"(-& '-& $%.1& 4/"9& #05& h"$%& 0"-+$+8.& '()&
(.4'$+8.& .;"$+"(-& '/.& 4.(./'$.)5& ="-+$+8.& .;"$+"(-& *'(& 0#-%& #-& $"&;'3.& 7#/ $%./&
0/"4/.--& 9%+,.& (.4'$+8.& "(.-& /.;+()& #-& $"& 0'1& '$ $.($+"(& $"& "#/& +((./& .;"$+"(',&
(..)-5& N%.(& $""& ;#*%& (.4'$+8.& .;"$+"(-& '/.& '**#;#,'$.):& "(.& ;'1& $.()& $"&
9+$%)/'9&)#.&$"&'& 7.'/&"7& 7'+,#/.5&A%/"#4%&$%.&EJ+,, +(4&F+8.-&9+$%&C"1G&=/"@.* $:&<=<&
*",,'2"/'$.)& 9+$%& '2"#$& MU& ,"*',& 0/+;'/1:& -.*"()'/1& '()& -0.*+',& (..)-& -*%"",-:&
'-& 9.,,& '-& $./ $+'/1& +(-$+$#$+"(-& $"& "/4'(+-.& VTU& ,+ 7.& .)#*'$+"(& '* $+8+$ +.-& $%+-& 1.'/5&
A%.& $%.;.-& +(*,#).)& ,+ 7.& .)#*'$+"(:& .;"$+"(',& ;'('4.;.($:& 0../& /.,'$+"(-%+0-&
>2#,,1+(4?&'()&,+ 7.&0,'((+(4:&'+;+(4&$"&0/";"$.&$%.&;.--'4.&"7&*%./+-%+(4&,+ 7.5&A"$',&
(#;2./&"7&'$ $.()'(*.&.R*..).)&VM:UUU&$%+-&1.'/5

_M



小學生生命教育
Li fe Ed ucat i on 

Prog ra m fo r
Pr i ma r y
Schoo l

Student s

愛自己
Love u rse lves

愛他人
Love the rs

愛生命
Love L i fe

情緒管理
E m ot i on

Ma nag em ent

講座
Ta l ks

27 6, 8 4 0

中學生生命教育
Li fe Ed ucat i on 

Prog ra m fo r
Seconda r y 

Schoo l
Student s

愛挑戰
Love Cha l l eng e

愛壓力
Love St ress

愛生命
Love L i fe

情緒管理
E m ot i ona l

Ma nag em ent

探討 行為
Bu l ly i ng Stud i es

生 劃
Li fe P l a n n i ng

講座
Ta l ks

工作坊
Wo r ks hops

小組
G rou ps

3 5

51

4

7, 5 57

1, 8 52

49

大專生命教育
Li fe Ed ucat i on 

Prog ra m fo r
Te r t i a r y

I n s t i tut i on /
Un ive rs i t y
Student s

精神健康
Menta l  Hea l th

生死教育體驗
Li fe & D eath Ed u -

cat i on E pe r i ent i a l 
Wo r ks hop

工作坊
Wo r ks hops

2 6 0

家長講座
Pa rent Ta l k s

及早解困 家長培訓講座
Pa rent Tra i n i ng

Sem i na r

講座
Ta l ks

1 2 0

_X



在過去2 3年 生命熱線 每一位義工共同堅

守關懷 聆聽 接 納 及陪 伴的態 度 以電話服

務 或 親 身探 訪 的 模 式 為 每 一 位 服 務 使 用 者

提供適切的益友服務 紓緩情緒困擾 從而減

低其自殺 念頭 重 生命動力 達 致預 防自殺

的目的

在 2 017 至 2 01 8 年 度 有 接 近 9 0 0 名 義 工 為

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 及 香港賽馬會社區

資助 計劃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服務 提供

服務 為確保服務 每位義工 接受超過

4 0小時的培訓 並要通過選取 以確保義工已

服 務 技 巧及 認 同 本 會 的 服 務 理 念 提 供

一致的益友服務 雖然義工來自不同階層 背

和年齡不一 但透過 謹的訓練 每位義工

最 都 能 發 揮 所 長 秉 持 相 同 的 服務 信 念 及

精神 盡心為全港市民服務

!"#$% &'#% ()*&% +,% -#)$*.% /0/% "1234&##$*%
#56$)7#8% &'#% ($9479(2#*% 1:% ;7)$#.% 29*&#4.%
)77#(&% )48% )7715()4-<% 94% &'#9$% =1$>% =9&'%
9489"983)2*% =9&'% *39798#% $9*>*% &'$13?'% 13$%
'1&294#% *#$"97#% )48% '15#% "9*9&*@% A'#*#%
'#2(#8% *11&'#% &'#% *#$"97#% 3*#$*B% &$1362#8%
#51&914*.% $#83794?% &'#9$% *39798)2% &'13?'&*%
)48%$#C9?49&94?%&'#9$%()**914%94%29:#@

D4%+EFGH+EFI.%4#)$2-%JEE%"1234&##$*%($1"98#8%
*#$"97#*% 348#$% &'#% &=1% ($1?$)55#*K% +LC
'13$% /39798#% 0$#"#4&914% M1&294#% )48% ;A'#%
M14?%N14?% O17>#-%P236%P155349&-% 0$1Q#7&%
R$)4&K% !3&$#)7'% S#:$9#4894?% /#$"97#% :1$%
/39798)2% T28#$2-<@% A1% #4*3$#% &'#% "1234&##$*%
)81(&% )% 714*9*&#4&% 6#:$9#4894?% )(($1)7'%
)48%)698#%6-%/0/B%($9479(2#*.%#"#$-%"1234&##$%
')*% &1% 348#$?1% LE% '13$*% 1:% &$)9494?% )48%
6#% *'1$&29*&#8@% U2&'13?'% &'#-% 715#% :$15%
89: :#$#4&% 6)7>?$1348*% )48% )?#% ?$13(*.%
$9?1$13*% &$)9494?% 342#)*'#*% &'#9$% (1&#4&9)2*%
)48% 71)7'#*% &'#5% &1% '128% &'#% *)5#%6#29#:*.%
*&)47#*%)48%8#897)&914%='92#%*#$"94?%79&9V#4*%
1:%M14?%N1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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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做 好 助 人 服 務 我 們 相 信 義 工 也 需 要 自

我 照 顧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能 獲 得 情 緒 支 援

本 會 照 義 工 的 不 同 需 要 提 供 各 類 支 援

小 組 和 持 續 培 訓 讓 義 工 能 心 靈 擴

闊 視 認 識 社 會 上 不 同 人 士 的 需 要 並

與 社 會 同 步 成 長 冀 能 更 有 效 地 協 助 情 緒

受 困 人 士 走 出 情 緒 谷 底

W#% 6#29#"#% &')&% 94% 1$8#$% &1% '#2(% 1&'#$*.%
"1234&##$*% &'#5*#2"#*% 4##8% )8#X3)&#%
*#2:C7)$#% )48% #51&914)2% *3((1$&% &11@% /0/%
1$?)49*#8% ")$913*% *3((1$&% ?$13(*% 6)*#8%
14% 13$% "1234&##$*B% 4##8*% )48% '#2(94?% =9&'%
714&943#8% #837)&914% 94% 1$8#$% &1% 5##&% &'#%
#"#$C7')4?94?%4##8*%1:%&'#%*179#&-%)48%'#2(%
#51&914)22-%&$1362#8%(#1(2#%&1%$#2#)*#%&'#9$%
*3::#$94?*%51$#%#::#7&9"#2-@

2017/2018年度義工提供之直接服務時數與服務受惠人數總覽
/355)$-%1:%Y1234&##$%/#$"97#%M13$*%)48%S#4#:979)$9#*%94%+EFGH+EFI

!"#$%&" '()*+,""#-!"#$%&"-.(*#/ No. of Beneficiaries

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服務
24 - hou r Su ic ide

Prevent ion
Hot l i ne Se r v ice

 21,4 06  3 3 ,714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服務  
ut reach Bef r iend i ng 

Se r v ice fo r
Su ic ida l  E lde r ly

 10,4 0 4  7,16 4 

釋心同行  自殺者親友支
援計劃

Pro ect BLESS
 98 5  5 09 

預防自殺社區教育活動
Com mun it y Educat ion 

Act iv i t y
 1,099  390 

 Total -001234- -45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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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義工訓練及支援活動總覽 
/355)$-%1:%Y1234&##$*%A$)9494?%[%/3((1$&%0$1?$)55#*%94%+EFGH+EFI

7,"8/ No. of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Training Hours

義工招募簡介會暨
預防自殺社區教育講座 
Vo l u ntee rs B r i ef i ng

Sess i on a nd
Com m u n it y

Ed ucat i on Ta l k

熱線
H ot l i n e 

長者
E l d e r l y

自殺者
親友

Pro ect 
B LE S S

青少年
生命教育

Yo ut h

熱線
H ot l i n e 

長者
E l d e r l y

自殺者
親友

Pro ect 
B LE S S

青少年
生命教育

Yo ut h

4 06 147 - 25 0 16 14 - 7

義工培訓
Prepa rato r y Cou rses

1416 6 02 10 24 5 10 8 125 10 36

工作坊
Wo r ks hops

257 186 - - 4 0 18 - -

義工持續訓練 
ng o i ng Tra i n i ng

3 09 96 - 165 10 8 14. 5 - 3 4

新組長及分享員訓練 
Leade rs h i p Tra i n i ng

0 0 - - 0 0 - -

個案分享會 
Ca se Co nfe ren ces

7 2 8 - 95 5 6 - 19

義工支援活動 
Vo l u ntee r

Recog n it i o n/
Su ppo r t

Prog ra m m es

376 2 0 0  31 90 62 9. 5  9 123. 5

Subtota l 2 ,771 1,259 41 8 4 5 3 39 187 19 2 2 0

Total 4135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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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參與 生命熱線 服務之義工人數
A1&)2%4356#$%1:%/0/%Y1234&##$*%94%+EFGH+EFI

Type of Ser vice ;(<-(=-'()*+,""#/

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服務 
24 - hou r Su ic ide Prevent ion Hot l i ne Se r v ice

4 8 0

生命共行  外展長者服務  
ut reach Bef r iend i ng Se r v ice fo r  Su ic ida l  E lde r ly

4 0 0

釋心同行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Pro ect BLE S S

35

社區教育及青少年生命教育 
Com mun it y & L i fe Educat ion fo r  Youths

168

籌款活動
Fund ra i s i ng Act iv i t ies

1,4 05

行政工作及其他 
Adm i n i s t rat ive Wo r k & the rs

25

Total >1:50



現今社會 然思想日漸開放 但 自殺 這個 話題在社會和 媒體上 大家從來都不容易從容討

論 事實上 預防自殺 是需要社會關注和重視 並急待尋求解 之道的重要課題

 

!"# $"%# & '()# *+%', ')-.# /(# "(-0"%+# '++%-1# !"# $"%# 23'(4# ' 2 # '+ # +"5-"(-# -6+-7+#

80"96-51# :0# )"# $"%# + '586$# /;"')# ' 2 # / 6 2"<-23-01 ! "#$%! &'()*'! +(,-$& .! -+!
/$,(0-%*!0(1$!(2$%30-%4$45!&'$1$!-+ !+ & - 6 6 ! 6 - & & 6$!1((0!7(1!4-+,)++ -(%!(7 !+)-, -4$+!
8'$&'$1! -%!*$%$196 !,(%#$1+9& -(%+!(1! -%! &'$!0$4-9: !;$&! <+)-, -4$!21$#$%& -(%=! -+ ! -%!
79, & ! 9! +)/>$, & ! &'9& ! )%4()/&$46.! 89119%& +! ()1! ,(%,$1%5 ! 9& &$%& -(%! 9%4! ,(6 6$, & -#$!
+(6)& -(%:
 

生命 熱 線 積極 透 過各 類 型公 眾活動 傳媒和宣傳平台 一方面 起市民對 預 防自殺 題的

關注 另一方面則希望向社會宣揚珍惜生命和關心情緒受困人士的正面訊息

?)-, -4$! @1$#$%& -(%! ?$1 # -,$+! 9, & -#$6.! 21(0(&$+! 2)/6 -, ! 9891$%$++! (7 ! +)-, -4$!
21$#$%& -(%! &'1()*'! 2)/6 -,! 9, & -# - & -$+! 9%4! 7(1)0+! -%, 6)4-%*! &'$! 0$4-9! -%! '(2$+!
(7 ! 4$#$6(2-%*! 9! 2(+- & -#$!0$++9*$! (7 ! ,'$1 -+'-%*! 6 - 7$! 9%4! ,91 -%*! 7(1! $0(&-(%96 6.!
4-+ & 1$++$4!2$(26$:
 

本年度 籌募及傳訊部籌辦了多項大型公眾活動 配合各式各 的宣傳及推廣工作 將預防自殺

此重要課題的 訊息 傳揚至社會各階層 本會為非 政府資助 的慈善 機 構 來以自負盈 虧方式

營運 在此衷心感謝所有 助企業 公司 機構和善長多年來的無 捐獻 與我們一起在預防自

殺工作共同努力

 

A'1()*'()&!&'$!.$915 !()1!B)%419-+ -%*!9%4!C(00)%-,9& -(%+!4$291 &0$%&!(1*9%-+$4!
09%.!691*$3+,96$!2)/6 -,!$#$%& +!8- &'!8-4$319%*-%*!21(0(&-(%96 !8(1D 5 !-%,)6,9& -%*!
96 6 ! +$, &(1+! (7 ! &'$! +(,-$& .! 8- &'! &'$! # - &96 ! - + +)$! (7 ! +)-, -4$! 21$#$%& -(%: ! E+! 9! %(%3
*(#$1%0$%&96 5 ! +$6 7 3 +)/#$%&$4! ,'91 - &9/6$! (1*9%-+9& -(%5 ! ?@?! 1$6 -$+! '$9#- 6. ! (%!
+)22(1 & !7 1(0!()1!*$%$1()+!4(%(1+ : !F$!'$1$/.!$G21$++!()1!4$$2$+ &!*19& - &)4$!&(!
96 6 !+)22(1 & -%*!,(12(19& -(%+ 5 !(1*9%-+9& -(%+!9%4!-%4-# -4)96 !4(%(1+!7(1!,(%&1 -/)& -%*!
&'$-1 ! & -0$5!$7 7(1 & !9%4!1$+()1,$+! -%!$%9/6 -%*!?@?!&(!,911 .!(%!8- &'!()1!8(1D :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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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籌募及傳訊工作總覽
?)0091.!(7!B)%419-+-%*!9%4!C(00)%-,9&-(%+!E,&-#-&-$+!-%!IKLMNIKLO

日期
P9&$

活動
E,&-#-&.

4.22港 區 日
!"!#$%&'#(&)#*+,#-.%&/01

冬(Don’t)瓜慈善愛心大行動 2017
(2/34#56&#78&9:4)#;<4:2/#=>?@

冬(Don’t)瓜慈善愛心午宴 2017
(2/34#56&#78&9:4)#A6/<8B2/#=>?@

賽馬會 愛生命 計劃  死神休 企劃2017
C2<DB)#7%6E#A:FB#78B9:.8:/'#"92GB<4#H
;<4:2/.#$29#A2IB#=>?@

It’s K  Life is Good ! 闊生命慈善音樂會
J-43.#K,#L#A:FB#:.#M220#NO#78&9:4)#72/<B94

愛 喜 行

慈善步行籌款 2018
!"!#78&9:4)#P&%D#=>?Q

崇光慈善 2018

之受惠機構
eneficiary of S

78&9:4)#R6/#=>?Q

苑 舉辦 義 活動之受惠機構(2014年11月起)

Bene ciary of Palmiers Charity Sales organised by The Royal Garden (since November 2014)

生命的寶藏 慈善義 及愛心捐書計劃(2016年10月起)

My Treasure Map Charity Sales (since ctober 2016)

生命之友 每月捐款計劃 “Friends of SPS” Monthly Donation Scheme

於 場及百貨公司 放捐款箱

Placement of Donation Bo es in Shopping Malls and Retail Stores

定期電子通訊 Regular e-Newsletters

節日電子通訊 Festive Greetings

媒體訪問及報導 Media Interviews and Press Coverage

4
四 月
E21-6

7
七 月
Q)6.

8
八 月

E)*)+&

10
十 月

R,&(/$1

12
十二月

P$,$0/$1

3
三 月
S91,'

全 年
A'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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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喜 行 慈善步行籌款 ?@?!C'91-&.!F96D!IKLO

生命熱線 港 區 日 ?@?!B69*!P9.!UVW!X+69%4Y

行 出 一 步 給 生 命 一 個 是 本 年 度

愛 喜 行 慈 善 步 行 籌 款 的 大 會 主 題

是 次 籌 款 事 已 於 2 0 1 8 年 3 月 3 日 在 大

公 圓 滿 結 了 超 過 8 0 0 位 善

長 到 場 支 持 包 括 各 慈 善 大 使 計 有 樂

T o N i c k 關 小 姐 和 黎 芷 珊 小 姐 生

命 大 使 者 先 生 ( H a r r y ) 以 及 各

特 別 嘉 若 小 姐 和 邦 先 生 一

眾 星 級 嘉 為 我 們 主 持 起 步 禮 開 幕 式

鼓 勵 社 會 各 界 與 我 們 攜 手 向 前 挽 救 無 數

寶 貴 生 命

我 們 於 2 0 1 7 年 4 月 2 2 日 舉 辦 了 港 區

日 共 有 接 近 1 , 0 0 0 位 分 別 來 自 學 校

企 業 和 社 會 各 界 的 義 工 支 持 上

印 有 能 量 小 姐 M E ( M i s s  E n e r g y ) 四 款

可 愛 造 型 象 以 生 命 熱 線 的 四 大 理

念 即 關 懷 聆 聽 接 納 和 陪 伴 為 社 會 上

情 緒 受 困 人 士 打 氣 向 全 城 發 放 正 能 量

<A9D$! 9! ?&$25! ?9#$! 9! Z-7$=! -+! &'$! &'$0$! (7!
&'-+! .$91[+! ?@?! C'91-&.! F96D:! A'$! 9%%)96!
7)%419-+-%*! $#$%&! -%! A9-! A90! C()%&1.! @91D!
(%!S91,'!J5!IKLO5!41$8!8-&'!0(1$! &'9%!OKK!
4(%(1+:! A'$.! -%,6)4$4! C'91-&.! E0/9++94(1!
\9%4!S)+-,-9%]! A(^-,D5!S-++! ?)+9%%9!W89%5!
S-++! S91-9! Z)-+9! Z$-&_(`! Z-7$! E0/9++94(1!
S1:! V911.!F(%*`! ?2$,-96! a)$+&!S-++! "69%%$!
W(%*!9%4!S1:!R+,91!?-):!E!'(+&!(7!+&91!*)$+&+!
(77-,-9&$4! &'$! D-,D3(77! ,$1$0(%.! 7(1! ?@?!
C'91-&.! F96D! IKLO5! $%,()19*-%*! +(,-$&.! &(!
&9D$! 9! +&$2! 7(18914! &(*$&'$1! 8-&'! ?@?! -%!
+9#-%*!0(1$!21$,-()+!6-#$+:

R%! E21-6! II5! IKLM5! ?@?! '$64! 9! B69*! P9.! (%!
V(%*! W(%*! X+69%4:! ^$916.! L5KKK! 769*+'-2!
#(6)%&$$1+! 71(0! +,'((6+5! $%&$121-+$+! 9%4!
&'$!*$%$196!2)/6-,!+)22(1&$4!&'-+!$#$%&:!A'$!
769*+! 8$1$! 21-%&$4! 8-&'! 7()1! ,)&$! +'92$+! (7!
S-++! "%$1*.5! +.0/(6-+-%*! &'$! 7()1! ,(%,$2&+!
(7! ?@?! b! ,91-%*5! 6-+&$%-%*5! 9,,$2&-%*5! 9%4!
9,,(029%.-%*5! ,'$$1-%*! )2! $0(&-(%966.!
4-+&1$++$4! 2$(26$! -%! +(,-$&.! 9%4! +21$94-%*!
2(+-&-#$!$%$1*.!91()%4!&'$!,-&.:

籌款活動 B)%4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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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 愛生命 計劃  死神休 企劃2017
Q(,D$.!C6)/!Z-7$!C'$1-+'-%*!@1(>$,&!G!E,&-(%+!B(1!Z(#$!IKLM

X&[+!RW!b!Z-7$!-+!a((4c 闊生命慈善音樂會
<X&[+!RW!b!Z-7$!-+!a((4c=!C'91-&.!C(%,$1&

生命熱線 由2011年萬 節開 舉辦 死神休
企劃 在透多元化的社區活動 鼓勵社會各界
為年青人集氣 支援情緒受困或有自殺念頭的青少
年 意送走死神 使其放大 從而降低青少年
自殺率

本年度活動於2017年10月29日在灣 合和中心的
地下露天廣場舉行 今年更特別聯同 賽馬會

愛生命 計劃 與一眾年青人設計了一 精
彩節目 包括樂 表演 創意工作坊 互動攤位遊
戲等 活動慈善大使樂 ToNick 唱作 手姜麗
文小姐及黎 陽先生更到場支持及演出 過

2,000名公眾人士參與 場面熱

青少年自殺個案持續上升 反 年輕人面對的

壓力問題 複雜 但未能為負面情緒找到出

口 今年 生命熱線 次集合年青偶像 包

括姜麗文小姐 陳 先生 舒 小姐和

信先生 並特別邀請了黎芷珊小姐及 者

先生 在2017年12月14日於九龍灣國際展 中

心地下 Music one 音樂 舉行了 It’s K 

 L i fe i s Good 闊生命慈善音樂會 一眾

手大唱年青人熱愛的流行 曲之 更分享

人生路上的高低起跌 希望以親身經歷 年

青人 為全城年輕人打氣

?@?!/$*9%!-%!IKLL!&(!'(64!<E,&-(%+!B(1!Z(#$=!
(%! $#$1.! V966(8$$%! P9.! 9-0-%*! &(! *91%$1!
$%$1*.! 7(1! .()%*! 2$(26$! 71(0! 4-7 7$1$%&!
+$,&(1+!(7!+(,-$&.!9%4!&(!+)22(1&!$0(&-(%966.!
4-+&1$++$4!(1!+)-,-496!.()&'+:!A'$!-026-,9&-(%!
(7!&'$!$#$%&!-+!&(!6$&!&'$!4$9&'!4$0(%!&9D$!9!
/1$9D!9%4!&(!1$4),$!&'$!+)-,-4$!19&$!(7!.()%*!
2$(26$:

A'$! $#$%&! 89+! '$64! (%! R,&(/$1! Id5! IKLM!
9&! &'$! *1()%4! 76((1! 2-9ee9! (7! &'$! V(2$8$66!
C$%&1$! -%! F9%! C'9-:! ?@?! ,(669/(19&$4! 8-&'!
&'$! Q(,D$.! C6)/! Z-7$! C'$1-+'-%*! @1(>$,&!
9%4! 9! &$90! (7! .()&'+! -%! 4$+-*%-%*! 9! +$1-$+!
(7! 8(%4$17)6! 21(*1900$+:! A'$.! -%,6)4$!
/9%4! 2$17(109%,$+5! ,1$9&-#$! 8(1D+'(2+5!
-%&$19,&-#$! /((&'! *90$+! 9%4! 0(1$:! R)1!
C'91-&.! E0/9++94(1! /9%4! 0)+-,-9%! A(^-,D5!
+-%*$13+(%*81-&$1! S-++! Z$+6$.! C'-9%*! 9%4!
S1:! S-,'9$6! Z9-! 2$17(10$4! -%! +)22(1&! (7!
&'$! 6-#$6.! $#$%&5! 4198-%*! 9%! $%&')+-9+&-,!
9)4-$%,$!(7!(#$1!I5KKK:

he rising number of youth suicides re ects the 
-%,1$9+-%*! ,(026$G-&.! (7! 21$++)1$+! 79,$4! /.!
.()%*! 2$(26$! 8'(! 91$! )%9/6$! &(! 966$#-9&$! &'$-1!
%$*9&-#$! $0(&-(%+:! X%! 9%! )%21$,$4$%&$4! 0(#$5!
?@?!*9&'$1$4!9!*1()2!(7!.()%*!-4(6+!&'-+!.$91!7(1!
9! +'(8:! A'$.! -%,6)4$4! S-++! Z$+6$.! C'-9%*5! S1:!
Q9+(%! C'9%5! S-++! ?'$109%! C')%*! 9%4! S1:! E6$G!
Z90`!8-&'!+2$,-96!*)$+&+!S1:!V911.!F(%*!9%4!S-++!
S91-9! Z)-+9! Z$-&_(:! A'$! <X&[+! RW! b! Z-7$! -+! a((4c=!
C'91-&.!C(%,$1&!89+!'$64!9&!&'$!S)+-,!f(%$!(7!&'$!
W(86((%! \9.! X%&$1%9&-(%96! A194$! 9%4! "G'-/-&-(%!
C$%&$1!(%!P$,$0/$1!LT5!IKLM:!A'$.!%(&!(%6.!+9%*!
'-&! +(%*+! &'9&! 922$96$4! &(! .()%*+&$1+! /)&! 96+(!
+'91$4!8-&'!&'$0!&'$!#-,-++-&)4$+!(7!&'$-1!(8%!6-7$!
>()1%$.+:!A'$!+-%*$1+!'(2$4!&$66-%*!&'$-1!2$1+(%96!
6-7$!+&(1-$+!8()64!$%6-*'&$%!&'$!.()%*!2$(26$!9%4!
+)22(1&!96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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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訊工作 @)/6-,!h$69&-(%+!9%4!C(00)%-,9&-(%+

傳媒關係!S$4-9!h$69&-(%+

宣傳及推廣!@1(0(&-(%!9%4!S91D$&-%*

傳訊!@)/6-,9&-(%+

我 們 與 各 大 媒 體 緊 密 合 作 冀 能 助 媒 體
力 量 讓 公 眾 我 們 所 提 供 的 多 元 服 務
和 與 時 並 進 的 發 展 同 時 提 高 對 預 防 自 殺
的 意 識

F$!8(1D!,6(+$6.!8-&'!09>(1!0$4-9:!F-&'! &'$!
'$62! (7! &'$! 2(8$1! (7! &'$! 0$4-95! 8$! '(2$!
&(! 4-++$0-%9&$! -%7(109&-(%! (%! ?@?[! 4-#$1+$!
+$1#-,$+! 9%4! 4$#$6(20$%&+! &'9&! D$$2!
9/1$9+&!(7!&'$!&-0$+!8'-6$!19-+-%*!9891$%$++!
(7!+)-,-4$!21$#$%&-(%!&(!&'$!2)/6-,:

我 們 力 求 突 不 斷 創 新 適 時 地 運 用 不 同
媒 介 迎 合 社 會 上 不 同 年 齡 階 層 過 去 一
年 我 們 得 到 各 大 善 心 企 業 人 和 畫 家
支 持 推 出 各 類 型 的 宣 傳 刊 物 致 力 向 大 眾

現 新 的 機 構 形 象 務 求 將 預 防 自 殺 的
重 要 訊 息 帶 到 社 會 每 個 角 落  

F$! +&1-#$! &(! /1$9D! &'1()*'5! -%%(#9&$5! 9%4!
)&-6-+$! 4-+2919&$! 0$4-9! 269&7(10+! 8'$%$#$1!
%$,$++91.! &(! ,9&$1! &(! 4-7 7$1$%&! 9*$! *1()2+:!
Z9+&! .$915! 8$! 8$1$! +)22(1&$4! /.! #91-()+!
D-%43'$91&$4! ,(12(19&-(%+5! 91&-+&+! 9%4!
-66)+&19&(1+:!F$!96+(!69)%,'$4!9%!9++(1&0$%&!
(7!2)/6-,-&.!2)/6-,9&-(%+!9%4!91$! ,(00-&&$4!
&(!21$+$%&-%*!9!%$8!,(12(19&$! -09*$! &(! &'$!
2)/6-,5! +(! 9+! &(! 4$6-#$1! #-&96! 0$++9*$+! (%!
+)-,-4$!21$#$%&-(%:

除 了 定 期 向 善 長 及 義 工 發 季 度 電 子 通
訊 我 們 亦 重 視 與 市 民 大 眾 緊 密 聯 繫 在 中
秋 節 節 和 農 曆 新 年 等 重 要 節 日 透 過
社 交 平 台 向 大 眾 傳 達 祝 福 訊 息 同 時 鼓 勵
大 家 在 佳 節 主 動 關 心 身 邊 人 共 同 建 立 充
滿 愛 心 和 關 懷 的 社 會  

X%! 944-&-(%! &(! 2)/6-+'-%*! 9%4! 4-+&1-/)&-%*!
i)91&$16.! $3%$8+6$&&$1+! &(! /$%$79,&(1+! 9%4!
#(6)%&$$1+! 1$*)6916.5!8$!29.!0),'!9&&$%&-(%!
&(! +)+&9-%-%*! ,6(+$! ,(%&9,&!8-&'! &'$!*$%$196!
2)/6-,:!R%! 7$+&-#$!49.+! +),'!9+!S-43E)&)0%!
B$+&-#965! C'1-+&09+! 9%4! Z)%91!^$8! ;$915! 8$!
4$6-#$1! ()1! /6$++-%*+! &(! &'$! 2)/6-,! &'1()*'!
+(,-96!0$4-9!269&7(10+:!A'-+!+$1#$+!9+!9!89.!
(7! $%,()19*-%*! $#$1.(%$! &(! ,91$! 9/()&! &'$!
2$(26$! 91()%4! &'$0! 9%4! &(! /)-64! 9! +(,-$&.!
&'9&!-+!7-66$4!8-&'!6(#$!9%4!,91$:



57



58



59



60



61



62



63



主要贊助�Main Sponsors

長期贊助及支持 Ongoing Sponsors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劉鑾雄慈善基金
The Joseph Lau Luen Hung Charitable Trust
崇光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SOGO Hong Kong Co. Ltd.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td.
鴻文慈善基金
Thomas and Linda Lau Family Foundation
郭炳湘基金
Walter Kwok Foundation
任白慈善基金
Yam Kim Fai & Pak Suet Sin Charitable Foundation

基 業地產有限公司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九龍 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 (1933) Ltd.

利希慎基金
Lee Hysan Foundation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Corporation Ltd.

電訊盈 有限公司
PCCW Ltd.

苑
The Royal Garden

紹 鐵有限公司
Shiu Wing Steel Ltd.

數 通
Smar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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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贊助及支持 Project Sponsors

Albright Trading Ltd.
快意 車有限公司
Auto Italia Ltd.
Baltoji varnele
聯 投資有限公司
Best Sheen Investment Ltd.
Best Shield Ltd.

有限公司
i  ffice td.

溫暖人間
Buddhist Compassion
Bi-Weekly Magazine
C.C. Wu International Co., Ltd. 
Café BIG
嘉 企業有限公司
Castlespring Enterprises Ltd.
Caviar House
世紀21香港有限公司
Century 21 Hong Kong Ltd.
陳 會計師事務所
Chan Chak Chung & Co.
其士集團
Chevalier Group
中港通旅運有限公司
Chinalink Bus Co. Ltd.

華 寶 
Chui Wah Jewellery

馬實業有限公司
Clear Round Industrial Ltd. 
CLSA Ltd.
康世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Cornes World Company Ltd.
資本 略地產有限公司
CSI Properties Ltd.
大 行集團有限公司
Dah Chong Hong Holdings Ltd.
大 行義工
Dah Chong Hong Volunteer Team
動力網絡聯 有限公司
Dynamic Network Alliances Ltd.
東港城 場服務處
East Point City (Commercial)

anagement Services ffice
毅力營造有限公司
Elegant Interiors Contracting Co. Ltd.

國集團 有限公司
Empire Group Holdings Ltd. 
Empire Hotels
Epicurean Management Ltd. 

中心
Fanling Centre
無添加化 品有限公司
Fantastic Natural Cosmetics Ltd. 

心連基金
Foodlink Foundation Ltd.
富 金 集團
Fulbright Financial Group
富 金 集團 有限公司
Fulbright Financial Group Holdings Ltd.

大自然 食
Gaia Veggie Shop

( )有限公司
Gap International Sourcing (Holdings) Ltd.

天金 集團有限公司
Glory Sky Group
慈輝( 教)基金會有限公司
Gracious Glory (Buddhism) Foundation Ltd.
海生行海產食品有限公司
Hai Sang Hong Marine Foodstuffs Ltd.
健康工 ( )有限公司
HealthWorks (Herbal Tea) Co. Ltd.
達利慈善基金
High Fash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港 台灣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HK & Macau Taiwanese Charity Fund Ltd.
HomeSquare 
香港 業廣播有限公司
Hong Kong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Co. Ltd.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Hong Yip Service Co. Ltd.
香港電 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td.
合和中心
Hopewell Centre
Innoplay
Integrate Media & Communications Group Ltd. 

統有限公司
ITE Smartcard Solutions Ltd.

華餅家有限公司
Kee Wah Bakery Ltd.

東有限公司
Kelvin Far East Ltd.
嘉 中心
Kerry Centre
九龍灣國際展 中心
KITEC
Koloman Production

灣 匯 
KOLOUR Tsuen Wan
KPMG Foundation Ltd. 
上水廣場服務處

andmar  orth anagement Service ffice
傳訊

Lea Communications 
Leighton Textiles Co. Ltd
Lemon101 (HK) Ltd.
LGT Bank (Hong Kong)

福 飲食集團
LHGroup
Luen Tai International Mould Ltd.
明晶品
Luminus
張金 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Margaret Cheu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傳廣通媒體推廣有限公司
Media Savvy Marketing Ltd.

新都城中心二期及三期
Metro City Plaza II & III
港灣豪庭
Metro Harbour View
新都會廣場
Metroplaza 
新都廣場服務處

etropolis Pla a anagement Services ffice
Milk Magazine
三 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Mitsubishi Electric (Hong Kong) Ltd.

有限公司
Nameson Holdings Ltd.
新城廣場三期
New Town Plaza Phase III
新城市廣場III期住
New Town Plaza Phase III (Residential)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華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Ng Wa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td.
天機公關及推廣顧問有限公司
Occasions PR & Marketing Ltd.
香港海 公
Ocean Park Corporation
將 中心
Park Central
美國輝 研製 有限公司
Pfi er orporation H  td.
PRIVATE i SALON
PS Group
黑
Pumpernickel

年國際有限公司
Real Nutriceutical Group Ltd. 
麗晶出 社有限公司
Regent Publishing Services Ltd.
Richberg International Ltd.
Rocas Jewellery
Rolling Productions Ltd. 

日資本有限公司
RSI Capital Ltd. 
中 資源 有限公司
Satinu Resources Group Ltd.
信 教育及慈善基金
Shun Hing Education and Charity Fund

明 伴有限公司
Smart Partner Ltd.

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td.
SMG市場 劃有限公司
Strategic Management Group
實 有限公司
Success Universe Group Ltd.
新鴻基地產郭 基金有限公司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 Kwok’s Foundation Ltd.

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Charitable Fund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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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毛織 有限公司
Sun Kee Woollen Knitting Fty. Ltd.
新港城中心
Sunshine City Plaza
THANN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The Bank of East Asia Ltd.
陳 基金會
The D. H. Chen Foundation
西藏5100水資源有限公司
Tibet 5100 Water Resources Ltd.

Timax Resources Ltd. 
三星台菜食
Tristar Kitchen
同得 (集團)有限公司
Tungtex (Holdings) Co. Ltd.
United Asia Co. Ltd.
大 新達廣場
Uptown Plaza

時 有限公司
Vica Moda Ltd. 

他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Vitaso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鼎 投資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VMS Investment Group (HK) Ltd. 
慧妍雅集 
Wai Yin Association
恩達集團 有限公司
Yan Tat Group Holdings Ltd.

是觀
Yoga It Be 

和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Zheng H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個人贊助及支持者 Individual Donors and Supporters

Ms. Vanessa Chan 陳 女士

Mrs. Elizabeth Ko 高 女士

Mr. K. H. Li 李光 先生

Mrs. Alice Maier 金 女士

Ms. Kit Iu Vong 黃 如女士

Mr. Stephen C. W. Chan 陳 雲先生

Dreamergo 麻

Bigsoil 大
Celine Yeung 凝

Mr. & Mrs. Joe Junior
Mr. Lin Cheng, Leo Kung 令成先生

Miss Luisa Maria Leitao 黎芷珊小姐

Mr. Harry Wong 者 先生

Mrs. Myna Wu 女士

Prof. Kam-shing Yip 成教

Ms. Christina Wong
Miss Viola Mak 少 小姐

Mr. Peter & Kathy Wang 

Mr. & Mrs. Martin & Cathy Lee  李家誠李徐子

Mr. Thomas J. Wu, JP 文新 平 士

Mr. Jason Chan 陳 先生

Mr. Alex Lam 信先生

Miss Sherman Chung 舒 小姐

Miss Lesley Chiang 姜麗文小姐

Mr. Paul Chun Pui 秦沛先生

Mr. Michael Lai 黎 陽先生

ToNick
Mr. Oscar Siu 邦先生

Miss Elanne Kong 若 小姐

Ms. Susanna Kwan 關 小姐

Dr. William Chui 永豪 生

Mrs. Cecilia Cheung
Ms. Mary Lau
Ms. Pat Fok
Mrs. Eliza Fok

黃 女士

Mr. Richard Kwang
佘陳鳳蓮女士

吳香倫女士

古李綺雯女士

談慧詩女士

夏春秋先生

余慕蓮女士

鄧小慧女士

謝燕雲女士

徐張青薇女士

Dr. Charles Chan Kwok Keung
Lincoln  So
Dr. Yau Ting Tai 
Mr. Winston  Chu
Ms. Ko Yuet Wah Corinna 高月華女士

Helen Cheung

Miss Sin Hung, Amy Cheung 張 小姐

Mr. Ian Justin Hui 
Mr. Kin Yee Pong 
Mr. Nai Pang Norman Leung

 fight si  二打六  樂

Marie Sze
Man Tuen Ma
Sai Cheong Wan
Yuk Ming Chung
Ho Lam Yip
Kwok Yin Cho
Yui Fai Choi
Ka Lai Cheng  
Tom Leung 
Mr. Wesley Soo
Yuk Fan Wong
Ka Wai Chan
Sau Wan Tsang
陳 靜

King Chun Chan
Chak Sum Wong
Wai Kwan Queby Wong
Chit Ying Leung
Fung Man Tse
Lai Yan Tsang
Ping Ho Feros Wong
Ka Yu Lee
Shui Fan Yung
Mr. Kazy Chan
Mr.  Ho Yuen Yu
Mr. Justin Cheung
Po Yee Belinda So
Mr. Lui Yiu Wah, Alexander & Mrs. Lui, Lee Tin Wei, Bettina
Dr. Francis Yu 慧根 生

Ms. Jacqueline Leung
Mr. Kwan Yeung Hung 
Tak Wa Debbie Cheung 
Dr. Gerald Siu
Mrs. Ella  Wong
Mrs. Helen  Fong
Yuet Ying Grace Wong 
Shu Ying Lai  
Tze Fong, Juliana Wong 黃芷方

Desmond & Kevin Chan 
Nancy C. Lee 
Po Wan Ivy Lam 
Po Yee Lam
Teresa Yau
Chi Kin Ho 
Kwok Ching Jamee  Wong
Grace and Kendall Oei
Mrs. Anna Suen

Lo Fung Yee Daphne
Mr. & Mrs. George & Peggy Tong
Mr. Sean Coxall 
Simon Wai Pang Cheung
Dr. Wai Ying Lok
Lai Wa, Pauline Cheung
Wai Yin Elizabeth Chan 
Jeny Lau
Ms. Yuk Wah Ho 
Andrew Yuen 
Chung Muk Walter Loh 
Ms. Elizabeth  Lee
Hieu Man Renee Chow 
Pui King Leung 
Wai Lim Joan Chan 
Po Wing Yung 
Wing Yee Ho  
陳

Yuk Nga Chim 
Siu Hing  Kwong 
Suk Han Rosaline Chan 
Suet Fung Pang
Ching Wun Chan 
Hazel Chiu
開心三人組

Ka Pik Lau
Wai Ling Ku 
施 蓮

Yuen Ming Fiona Li 
Wai Sing Keung
Wai Ying Ho
Hoi Ying Li  
Candy 順

Yee Kiu Leung 
Yuet Yin Pun 妍

李

李

Ling Fung Liu 
吳

Lai Yee Chu 
Kalam Tsoi 
Li Nan Tsai
Mr. Kwok Wai  Ho 何國

Wa Kit Kwan 
Ms. Tjhin Sioe Jan
Mr. Gary Kar Ho Wong
Tsz Yan Emily Leung 
Kai Chung Tam 
Yat Tung Fok 
Justin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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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有限 不能盡錄所有善長 名 請見

Due to limited space, we regretfully cannot print the names of all donors and supporters on this report.

政府部門 Government Departments

農自然護理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香港 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 屋協會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香港 務
Hong Kong Police Force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生 公眾
Public Mortuaries, Department of Health

香港電台
RTHK

社會福利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運
Transport Department

水務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Mrs. Lily Ma 
Donna Luk 
Mai Tak Lim  
Tin Yan Lau 劉天因 

Wendy Ma 

Barry CY Chan 
劉 , 劉

Ms. Ying Kum Jennifer Ho
吳華

Mr. Bhanusak Asvaintra & Miss Lo Wai Che Marina
Mr. Alex Mo

義務工作發展局
Agency for Volunteer Service

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St. James’ Settlement C & W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Aged (SAGE)
Tsuen Kwai Tsing Integrated Elderly Service

基 教 約教會 安長者鄰舍中心 

仁濟 院曾 人長者鄰舍中心 

保良局劉陳小寶耆 中心
Po Leung Kuk Lau Chan Siu Po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基 教家庭服務中心順安長者地區中心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s Centre Shun On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香港關愛會
Hong Kong Care Club

中華基 教會長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Cheung Chau Church

九 之友
Friends of KMB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Hong Kong Clerical and Professional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基 教 約教會 安長者鄰舍中心 

主辦可 耆 鄰舍中心 

道 理灣 長者服務中心 

Oasis 義工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義工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Volunteer Team

協作機構及義工團體 Supportive Organisations & Volunteers Helpers

打銀行義工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K) Volunteer Team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 分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sing Yi)

香港工程師學會
The Civil Division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PVH Corp

GAP義工
GAP Volunteers 

大 行集團(車主會) 

政府部門義工  

香港護士協會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ursing Staff

Royal Ascot

香港調解 裁中心
Hong Kong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Centre

仁愛 香港台 會長者鄰舍中心 

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基 教服務處樂 長者地區中心 

傳達愛 

青

明會

信 集團
Shun Hing Group

公益青年服務團
Senior Members Service Group

不 屬 倫比亞大學香港 業生會 
Alumni UBC Hong Kong

排名不分先後 Listed in no particular 

Mr. Kenneth Ip
Mr. Eric Yeung
張經 導演 

許 文先生 

黃肇邦導演

地政總
Lands Department

香港海關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入境事務處
Immigration Department

政府新聞處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青 院
Castle Peak Hospital

青年廣場
Youth Square

生 動歷香港中心
LifeXplore HK Centre

笑出健康協會
Healthy Laughters Association

豪全 貨運物流 香港 有限公司 
DHL Global Forwarding (Hong Kong) Limited

中華基金中學
The Chinese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Kerry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徐子見區 員辦事處 

九龍塘宣道小學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Kowloon Tong

耆康會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Aged 

新會 會陳白 紀念中學
San Wui Commercial Society Chan Pak Sha School

鄧肇堅 多利亞官立中學
Tang Shiu Kin Victoria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基 教家庭服務中心

King George V School

明愛 灣馬 基金中學  
Caritas Chai Wan Marden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寶覺小學
Po Kok Primary School

基 教宣道會 華  

香港中華基 教青年會康 會所 

先
Trailsweeper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HKU Chinese Martial Arts Alumni Association

67



小  學 Primary Schools  

九龍灣 若 天主教小學
Kowloon Bay
St. ohn he aptist atholic Primary School
樂善 明學校
Lok Sin Tong
Yeung Chung Ming Primary School

官立小學
Shatin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樂善 劉 學校
Lok Sin Tong Lau Tak Primary School
彩雲 若 小學
Choi Wan Sain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樂善 小學
Lok Sin Tong Primary School
香港 多 天主教小學
Aberdeen Saint Peter’s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保良局黃永 小學
Po Leung Kuk Wong Wing Shu Primary School

中  學 Secondary Schools  

慕光 文書院
Mu Kuang English School

主辦可 中學暨可 小學
Ho Yu College and Primary School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順利天主教中學
Shun Le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教 香 中學
Buddhist Sum Heung Lam Memorial College
元 天主教中學
Yuen Lo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天主教郭得 中學
Kwok Tak Se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HKTA.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No.3 Secondary School

皇書院
King’s College

公會李炳中學
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學校及單位�Schools & Other Supporters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Po Leung Kuk Yao Ling Sun College
加 大神 會嘉 中學
Paoc Ka Chi Secondary School
東華三院郭一 中學
T.W.G.Hs. Kwok Yat Wai College
宣道會陳 紀念中學
Christian Alliance S C Chan Memorial College
中華基 教會基 中學
CCC Kei Chi Secondary School
天水 香 中學
Heung To Middle School (Tin Shui Wai)
台 會中學
Toi Shan Association College
余 強紀念第二中學
Yu Chun Keung Memorial College No.2
東華三院 若 人紀念中學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Mrs. Wu York Yu Memorial College
基 書院
Christ College

中學
Lingnan Secondary School
大 三育中學
Tai Po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中華基 教會全完中學
CCC Chuen Yuen College

濟各書院
St. Francis of Assisi’s College
中華基 教青年會中學
Chinese YMCA Secondary School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 中學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Ching Chung Secondary School

道 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The Methodist Lee Wai Lee College
神 會康樂中學
Assembly of God Hebron Secondary School

大  專 Universities & Tertiary Institutions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專業進 學校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理工大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 技大學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社會服務中心 Social Service Units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 合服務中心
Jockey Club Lei Tung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救世 合服務
The Salvation Army
Chuk Yuen Integrated Service

公會 社區中心
SKH Holy Carpenter Church Community Centre
鄰舍輔導會東 合服務中心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Tung Chung Intergrated Service Centre

其  他 Others 

區少年 訊
Sau au Ping unior Police all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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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助人 Honorary Patrons
郭炳湘 人 Mrs. Wendy Kwok 李家 博士 Dr. Peter K.K. Lee 劉鑾鴻 人 Mrs. Linda Lau

名 顧問 Honorary Advisers
Mr. Nigel Binnersley 教  Prof. Iris Chi 許宗 師 Mr. Herman Hui

思方 生 Dr. S. F. Hung 黃 女士 Mrs. Vanessa Hwang 李 誠 生 Dr. Dominic Lee
可 女士 Ms. Karin Liang 達 女士 Ms. Diana Lin 先生 Mr. David Pong

曾 文 師 Mr. Terence Tsang 小姐 Miss Annie Wu

執行委員會委員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主席 Chairperson  郭炳湘 人 Mrs. Wendy Kwok 司  Treasurer  李常富先生 Mr. Patric Lee

書 Secretary  黃 女士 Ms. Rebecca Wong 會 書 Meeting Secretary  劉寶珊女士 Ms. Mabel Lau 
會 書 Meeting Secretary  劉 先生 Mr. Martin Lau  宣傳主任 Publicity fficer  陳嘉 先生 Mr. K.W. Chan
宣傳主任 Publicity fficer  賴 先生 Mr. Woodas Lai 宣傳主任 Publicity fficer  蓮女士 Ms. Anita Mak
陳培 生 Dr. David Chan 張立基先生 Mr. N.K. Cheung 巧 女士 Ms. Kammi Choi
周燕雯博士 Dr. Amy Chow 女士 Ms. Susanna Chung 劉鑾鴻 人 Mrs. Linda Lau 
李家 博士 Dr. Peter K.K. Lee  李美 女士 Ms. Michelle Li 綺文女士 Ms. Beatrice Mok 

先生 Mr. Stephen So 聯 先生 Mr. Andrew Wong 輝教  Prof. Paul Yip
名 總  Hon Director  先生 Mr. David Pong (至2017年6月17日 Up to 17 Jun 2017)

順安先生 Mr. Antony Liu (至2017年6月30日 Up to 30 Jun 2017)

職員 Staff
執行總  Executive Director 吳 先生 Mr. Vincent Ng 
助理執行總  Assistant Executive Director 夏 小姐 Miss Peggy Ha
助理執行總  Assistant Executive Director 嘉文女士 Ms. Catherine Tai 
程 劃經理 Program Manager 小姐 Miss Candice Choy  程 劃經理 Program Manager 郭 盈小姐 Miss Dolphin Kwok 
程 劃經理 Program Manager 永 先生 Mr. Justin Leung 程 劃經理 Program Manager 余利安先生 Mr. Leon Yue
助理行政經理 Assistant Administrative Manager 方嘉麗女士 Ms. Polly Fong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張樂 小姐 Miss Lok Cheung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張美鳳女士 Ms. May Cheung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雲小姐 Miss Joyce Cheung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青慧小姐 Miss Hebe Lam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劉紹 先生 Mr. Jason Lau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劉惠 小姐 Miss Jenny Lau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小姐 Miss Kit Law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文 明小姐 Miss Man Suet Ming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吳 小姐 Miss Ng Lok Yee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明小姐 Miss Miranda Pang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秦 先生 Mr. W.T. Tsun 熱線工作員 Hotline fficer 古苑詩小姐 Miss Sandy Ku
籌募及傳訊主任 undraising and ommunications fficer 黃詩 小姐 Miss Zoe Wong 
籌募及傳訊助理 Fundra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Assistant 子 小姐 Miss Camille Fung 

行政助理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陳 靈小姐 Miss Kitling Chan 行政助理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小姐 Miss Penny Leung 
高級活動工作員 Senior Program Worker 女士 Ms. Ada Poon
活動工作員 Program Worker 陳嘉 先生 Mr. Kelvin Chan 活動工作員 Program Worker 吳 小姐 Miss Demi Ng
服務助理 Operation Assistant 元文 女士 Ms. Yuen Man Yan

職程 劃主任 Part-time Program fficer 陳健 女士 Ms. Isabella Chan
職熱線工作員 Part-time Hotline fficer 先生 Mr. Lucas Gong
職活動工作員 Part-time Program Worker 先生 Mr. Chu Yuk Kuen
職 員 Part-time Cleaner 周年鳳女士 Ms. Chau Nin Fung
職 員 Part-time Cleaner 女士 Ms. Hung Yim Fong

程 劃經理 Program Manager 張 珊女士 Ms. Christine Chang (至2017年8月31日 Up to 31 Aug 2017)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小姐 Miss Kong Tsz Hung (至2017年9月15日 Up to 15 Sep 2017)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小姐 Miss Maggie Cheng (至2017年12月29日 Up to 29 Dec 2017)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陳 先生 Mr. C.T. Chan (至2018年1月11日 Up to 11 Jan 2018)

程 劃主任 Program fficer 劉 希先生 Mr. Donald Lau (至2018年2月28日 Up to 28 Feb 2018)

小組 Editorial Group
女士 Ms. Susanna Chung 子 小姐 Miss Camille Fung 李常富先生 Mr. Patric Lee

李美 女士 Ms. Michelle Li 達 女士 Ms. Diana Lin 吳 先生 Mr. Vincent Ng
嘉文女士 Ms. Catherine Tai 黃詩 小姐 Miss Zoe Wong

(以 文 排  in alphabetical order)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