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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nglish) 
非政府機構名稱 Family Network Development Centre 
NameofNGO 家庭網絡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Company Limited 

機構總幹事 

Head of the NGO 黃成智 Won藍 Sin藍 Chi

總辦事處地址 觀塘巧明街 94-96 號，鴻圈中 94-96,Unit 8C , How Ming Street, Kung Tong, 
Headquarter Address ，心， 8C 室 Kowloon 

言十劃負責人 

Project Officer 黃成智 Wong Sing Chi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Contact Phone No. 34686226/96083730 FaxNo. 35791282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wsc96083730@gmail.com 

機構是否<<稅務條例抄第 88 條獲認可為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 

Is the NGO aD approved charitabie institution and trust of a public character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叫是* Yes* 口否 No

機構已根據以下條例註冊: 

The NGO is registered under the following ordinance: 
叫<<公司條例))*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口“社團條例戶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口其他條例* Other Ordinances (請該明 Please speci即:

建議計劃大網 Proposed Project Outline: 

贊助額** 服務範圍的 服務地區的 

Amount of Sponsorship的 Service Programme的 Service Districts~吋

口 $100， 000 或以下 01" below 口安老服務 口香港及離島 

Elderly Services Hong Kong and Is!and 
口 $100， 001 - $200,000 叫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口九龍束 

Family & Child Welfare Services Kowloon East 
口 $200 ， 00 I - $300,000 叫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口九龍西 

Rehabilitation & Medical Social Services Kowloon West 
口 $300 ， 001 - $400,000 口青年反成化服務 口新界束 

Youth & Corrections Service New Territories East 
口 $400， 001 - $500,000 口為其他弱勢社群提供的服務 口新界西 

Services for Other Disadvantaged Groups New Territories West 
"j $500， 001 或以上 or above 叫全港性 

Territory-wide 

年 在有需要時本署會要求遞交有關的文件 SWD may reqllest to sllbmit related documents when necessa月1

料請在合適方格內加上刊」號 Please "j on appropriate boxes ‘ 

http:wsc96083730@gmail.com


建議計劃詳情 Details of Proposed Project (灰矽二 J[ 2 pαge on切

言十劃名稱 

Project Name: 生命再現彩虹 

A. 	 預算推行時間: 2019 年 09 月至 2021 年 08 月(兩年計劃) 

B. 	 中心簡介:本中心為自負盈虧的註冊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一直致力推廣多元社會服務、
專業輔導及學校專業培訓服務。 

c. 	 言十劃理據及需求

所有精神病(躁鬱症/抑鬱症/焦慮症等)皆可治，勿讓人生被躁鬱症較易地拿走，及

早識辨與介入是解決根源!

香港去年 (2017 年)的自殺人數是 918 人，但值得憂慮的，是年僅十九歲以的自殺人數

比前一年急升百份之五十，有三十六宗，而年紀最小的自殺者只是七歲，而事實上，近幾年

來，年輕人的自殺人數及患情結病的人數，持續急升並且年輕化，嚴重情況不容再忽視。據

資料顯示，自殺者中有 80%是患有不同的精神疾患，而抑鬱症( Depression )是常見的精神疾

患，據衛生署統計，本港超過三十萬人患上抑鬱症。抑鬱症為精神料自殺率最高疾病，倘患

者無迫切治療，自殺率達 15% 。經分析，有六成至八成的自殺身亡者生前曾有抑鬱症的病徵。

最值得關注走，當青少年踏上青春期後，國基因解碼及生活壓力上升，開始進入抑鬱症及思

覺失調( Early psychosis )的高峰期，於 2017 年資料， 18 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更是從五年前

的 270 人，升至目前的 510 人，大增 9 成。世衛組織數據顯示，全球抑鬱症的年忠病率約為 

11% ，預計到 2020 年可能將成為僅次於冠心病的人類第二大疾患。

浸信會愛萃社會服務處於 2017 年在全港 37 問中學進行大型情緒健康普查，發現呈抑鬱

徵狀的中學生人數是IJ 六年新高達 53% '即每兩個有一個中學生受抑鬱困擾，情況堪憂。目前，

香港普通市民對精神疾患仍有很多誤解及不僅識辨及忌諱，以致耽誤了病情，大大影響了患

者身心及精神的健康，史會大大影響學童的智能及學習之功能，所以，社會應盡快加大力度

投放資源，增強社會關注及認知的精神健康教育 _ Ii'情綺病是可以治療的 r 建立社區關懷

支援網絡，與及早介入，要及早識辨高危患者，向患者及早提供過切的藥物及輔導治療，不

致耽誤了病情，出現不可挽回的嚴重復果。

預防勝於治療， 10 歲前是培養和建立個人正確生命價值觀及正向品格力(樂觀、利他、親

社會、堅韌等)的重要階段，能有效地預防精神病出現，故此，本計劃置在(1)增強社會關注

及認知的精神健康教育，培養和建立個人正確生命價值觀及正向品格力_ Ii'情緒病是可以治

療及預防的 r 破除大眾對精神疾患的誤解和忌諱; (2) 建立社區關懷支援網絡，與及早介入，

要及早識辨高危患者，幫助患者及能及早接受迫切的藥物及輔導治療，與正確自我情緒護理

教育，不致耽誤了病情，出現不可挽回的嚴重後呆。據我們輔導經驗，所有精神疾患若及早

識辨及介入，患者皆能治癒'重過正常健康生活!

建立社區關懷支援網絡是非常重要及有效的治療手段!從西班牙巴塞隆拿情結病診療中

心的研究顯示， 21 節小組形式的認知行為心理教育治療，能夠有說降低己服用情緒穩定劑的



躁鬱症患者的復發率，但香港現時的臨床心理治療服務嚴重缺乏，絕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未能

接受最基本的 8-12 節認知行為心理教育治療，再加上公立醫院精神科門診輪候時問實力過長

(需等候年多至兩年時間才可見醫生) !所以，本計劃的服務是極能切合社會及患者需要，

和彌補醫療服務不足，是非常有意義的及值得推行的計劃! 

D. 目的及項目內容 Goals and contents 

本計劃擬於 18 個月內，以外展手法 (Reach out) 進入 50 所幼稚園、小學及中學:

1.守門人( Gatekeeper )訓練:向每所(共刊所)參與的學校之學生及家長舉辦三節的精神

健康教育及正向品德建立的講座，建立學校及家庭守門人( Gatekeeper) ，及早識辨有精神疾

患的高危家庭 (At risk / Potential family)，與破除大眾對精神疾患的誤解和忌諱; 

2. 主動尋找潛藏/高危個案:在每所參與的學校之學生及家長引入心理評估工其(女口 DA俗， 

GHQ口， BAI and BDI 等) ，全面評估學童及家長精神健康情況及需要，並跟進有情緒困擾的

個案，訓練及成立<生命同行天使>為高危但案作關懷支援及互助網絡。 

3. 訓練〈生命同行天使>:組織社區力量，聯同資深臨床心理學家、香港大學醫學院名譽臨床

副教授及精神科醫生與資深誰冊社工/輔導員，堵訓社區人士、大學輔導學生及家長成為<

生命同行天使>，建立社區關懷支援及互助網絡，共同推行計劃，讓有需要的學童及家長得到

迫切的情綺輔導及同行支援，增強受助者的壓彈復原力，幫助他們走出困境。 

4. 舉辦〈生命同行小組〉及倡案輔導，讓有需要的學童及家長得到過切的精神健康教育、情緒

輔導及同行支援，和成立互助小組，增強受助者的歷彈復原力，互助同行走出陰霾。 

E. 受車人數 beneticiarie!..(人次) 

1. 守門人( Gatekeeper )訓練:學生:詣， 000 ' 家長: 15,000 
2. 潛藏/高危個黨識辨評估: 40,000 
3. 生命同行天使: 30 人 

4. 生命同行小組及個案輔導: 1,000 

F. 計劃顧問團隊.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林偉倫博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名譽臨床副教授及精神科醫生，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
監廖廣1f醫生.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院長 葉大為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註冊心理學家 錢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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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商業機構考慮、的其他因素 Other Factors for Business Corporations' Consideration 

• 本中心是已註冊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乃由一群熱心服事弱勢家庭及兒童的社工和輔
導人員成立。我們是自負盈虧的機構，沒有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過往，我們都是努力

地申請不同基金的資源、來推展優質的社會服務，過切地回應社會問題及需要，以填補現

峙的社會服務空隙。 

• 本計劃是一項非常有社會需要的服務，不僅主動尋找有情緒困擾的人士，及早介入，用
時，亦向社會大眾傳播正確的精神健康教育，也過切地填補現時醫療人力及資源、嚴重不

足的問題。

機構聲明及同意書 Declaration and Consent of NGO 

.本人係證在本表格填報的資料均屬真且在無吉化。 

1ce此 ify that alI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is true and accurate. 
.本人明白社會福利著收集及發放本表格內的資料目的在協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建立伙伴合作關餘，社會福利著並不會介入本機

構與有關棧格式[1]體訂立合作計釗的過程。 

1 understand the colI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by Social Weltàre D巴 partment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for fàcilitating NGOs 
to establish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with the business sector.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wi lI not take part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pa此 nership projects of our organization with related business corporatio的 or organizations. 

.本人同意社會福利署可使用本表格內的資料供有興趣提供贊助的商業機構或團體查悶，或上我於有 IIIl網頁，供公眾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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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職銜 Title:

日期 Date: Aug. 20 , 2018 
(機構蓋印 Organization C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