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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刊由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出版

要預防虐兒事件，除了教導兒童保護自己的知識外，

更重要是為兒童營造一個安全及無暴力的成長環境。

本會自2013年保護兒童學院成立以來，一直有協助

學校、社福機構、體育學院及物業管理公司設立保護

兒童政策，制訂職員、義工、會所或機構會員在與兒

童接觸時需要注意的事項、行為指引和懷疑兒童被虐

的處理程序等。我們亦提供員工培訓，以配合政策施

行，目的是保障兒童及與兒童接觸的人士。

虐兒事件引起各界關注，包括年青學生。我們衷心感

謝喇沙書院學生會對本會工作的支持，捐贈其舉辦年

宵攤位的所有收益，以推行預防虐兒的工作。5月26

日，本會主席張志雄醫生與四位學生會代表，以及他

們的老師進行交流。同學們關心社會及助人的熱心很

值得欣賞。

本會在暑假期間將繼續舉辦兒童、家長及親子活動，

並計劃於10月份舉行專業研討會，探討有關兒童性侵

犯的議題。

黃翠玲 
署理總幹事

防
止虐待兒童會於4月29日舉行了「沒有巴掌‧親

親孩子」嘉年華，透過兒童才藝表演，展覽及攤

位遊戲，在社區裡傳播正面管教和停止體罰兒童的重

要訊息。我們發現不少身體虐待個案最初都是從體罰

開始；體罰違反人權，更會損害兒童的身心發展。我

們建議家長學習正面管教方法，並耐心地聆聽和關心

孩子的需要，停止施行體罰，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下

成長和發展。目前全球已有53個國家立法全面禁止體

罰兒童，本會期盼香港能儘快成為其中一份子。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自1994年起伸延至香港，

惟兒童權利至今尚未完全實現。自90年代開始，本會

一直倡議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雖然該委員會終

於在本年6月1日「國際兒童節」誕生了，但它並不具

備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規定的權力和所有職能。我

們期望這個委員會能維護香港每個兒童的生存、受保

護、發展和不被歧視等權利，並且聆聽兒童聲音，把

兒童的最佳利益放在首位。我們促請政府訂立時間框

架來監察委員會的成效。如果兒童權利繼續受到損害

或剝削，政府實在不能再拖延履行「兒童權利公約」

的責任，應考慮建立具法定權力的獨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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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巴掌•親親孩子」嘉年華及竹園中心開放日：4月 29 日

•	 兒童議會面試：4月 21 日
•	 訓練活動：5月 12 及 19 日

•	 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 ( 第一階段 )：4 月 10、12、16、20、23、25 日、5 月 4、7、
11、14 及 18 日

•	 舞動音樂小跳豆治療小組：4月 13、20、27 日、5月 8、15 日、6月 12 及 19 日
•	 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 高小 )：4月 10、17、24 日、5月 8、15 日、6月 12 及 19 日
•	 音樂治療小組 ( 初小 )：4月 10、24 日、5月 8、15、29 日、6月 19 及 26 日
•	 從表達藝術認識自我家長工作坊：4月 11、18 及 25 日
•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工作坊：4月 12 日
•	 自我保護有辦法講座：4月 13 日及 6月 20 日
•	 從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家長工作坊：4月 14 及 27 日
•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講座：4月 14 日
•	 好家長領袖聚會：4月 16 日及 6月 25 日
•	 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 ( 第二階段 )：4 月 17、19、24、26 日、5月 24、25、31 日及
6月 1日

•	 情緒達人音樂治療小組 ( 高小 )：4月 18、25 日、5月 2及 9日
•	 彩虹開心果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初小 )：4月 19、26日、5月 3、10、17、24及 31日
•	 保護兒童訓練課程 ( 第一至三階段 )：4月 26、5月 10 及 17 日
•	 性教育從家庭開始講座：4月 27 日
•	 保護兒童分享工作坊：4月 28 日
•	 保護兒童課程 ( 第 1-4 節 )：5 月 9日、6月 6、13 及 20 日
•	 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 ( 第三階段 )：5月 3、8、10、15、17 及 21 日
•	 高效七式管教法講座：5月 15 日
•	 保護兒童政策訓練工作坊：6月 14 日
•	 推廣過濾軟件家長講座及工作坊：6月 15 及 26 日
•	 剪出創造力工作坊：6月 19 日
•	 兒童性侵犯的辨識講座：6月 23 日
•	 親子時光	-	情緒互動工作坊：6月 25 日
•	 如何處理及預防性侵犯事件訓練工作坊：6月 25 及 27 日
•	 親子兩日一夜學習營：6月 29 及 30 日

•	 義工訓練	-	義工導向：4月 7日
•	 家庭分享會
 1. 西方管教小分享	–	過程大於成績：4月 29 日
 2.讓孩子成為獨立個體：4月 29 日
 3.巴士巡遊	-	社區同遊：5月 27 日
 4.社會資源概覽：5月 27 日
 5.西方管教小分享	-	身教重於言教：6月 23 日
 6.建立家庭規則：6月 23 日
•	 家長及義工聯誼會：6月 10 日
•	 義工訓練 ( 進階 )	-	兒童工作之治療應用：6月 16 日

•	 義工訓練
 1.新義工導向：4月 7日
 2.進階程度	-	認識兒童遊戲治療：6月 16 日
•	 家庭分享會
 1.親子小錦囊	-	讓孩子享受學習過程：4月 29 日
 2.讓你的孩子感覺獨特：4月 29 日
 3.親子小錦囊	-	權威式管教如何影響孩子的行為：6月 23 日
 4.助孩子發揮潛能：6月 23 日
•	 元州邨街站宣傳：6月 14 日

•	 書伴我行	-	兒童啟蒙老師社區訓練工作坊：4月 20 及 27 日
•	 義工凝聚日暨迎新會：4月 28 日
•	 義工訓練課程：5月 18、25 日、6月 1、8及 15 日
•	 為父親喝采家庭聚會：6月 17 日

•	 放下傷痛•迎向未來	-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VI	( 第 5-6 節 )：4 月 9及 5月 14 日
•	 放下藤條•重拾歡笑
 1.家長治療小組 VI	( 第 7-8 節 )：4 月 10 及 17 日
 2.家長治療小組 VII	( 第 1-8 節 )：4 月 13、20、27 日、5月 4、7、18、21 及 25 日
•	 走出抑鬱•展現笑容
 1.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VII	( 第 3-8 節 )：4 月 12、19、26 日、5月 3、10 及 17 日
 2.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VI	( 第 5-8 節 )：5 月 2、9、16 及 23 日
•	 家長正面管教講座：4月 23 日、5月 18 日及 6月 16 日
•	 親子活動	-	520 傳遞愛：5月 20 日
•	 義工訓練：6月 16 及 22 日

4 月

4 月至 5 月

4 月至 6 月

嘉年華

兒童議會	2018

保護兒童學院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
支援服務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放晴護兒坊計劃

2018年 4月至 6月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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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至 9月活動預告

2018年 4月至 6月活動一覽

4 月至 6 月

5 月至 6 月

7 月至 8 月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保護兒童及治療計劃	-	
愉快孩子•從家開始

竹園中心親情閣

屯門中心親情閣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童歡部落

童夢同想

保護兒童學院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
媽支援服務

•	 愉快家庭活動	-	曲奇餅及手工藝製作：4月 8日
•	 正向親子郊遊樂：4月 15 日
•	 做個讓孩子健康成長的父母家長講座：4月 18 日
•	 義工聚會及分享會：5月 19 日
•	 愛有笑聲•家庭溫馨巴士巡遊：5月 27 日
•	 宣傳街站
 1. 牛頭角上、下邨：6月 12 日
 2. 元州邨：6月 14 日
•	 親子活動	-	我做得到：6月 24 日

•	 資源角
 1. 家長瑜伽工作坊：4月 4、11、18 日、5月 7、14、21 日、6月 6、13 及 27 日
 2. 電影分享會	-	天賜的禮物：4月 20 日
•	 親子活動
 1. 自製馬賽克相架：4月 7日
 2. 繪本及桌遊同樂會：4月 28 日
 3. 親親我媽媽工作坊：5月 12 日
 4. 躲避盤工作坊：6月 16 日
 5. 一對手農舍：6月 24 日
•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 ( 第一階段 )：4月 10 及 12 日
•	 悠閒角
 1. 星級廚房：4月 13 日、5月 18 日及 6月 14 日
 2. 家長手作坊：4月 25 日、5月 11 日、6月 8日及 20 日
•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 ( 第二階段 )：4月 17、19、24 及 26 日
•	 好家長領袖聚會：4月 16 日及 6月 25 日
•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 ( 第三階段 )：5月 3、8、10、15、17 及 25 日
•	 說故事家長大使訓練工作坊：6月 7及 15 日

•	 親子遊戲輔導

•	 好家長領袖訓練 ( 第一階段 )
 1. 第五組：4月 10、17、24 日、5月 8、15 及 29 日
 2. 第六組：4月 25 日、5月 2、16、23、30 日及 6月 6日
•	 舞動音樂小跳豆小組：4月 13、20、27 日、5月 11、18 及 25 日
•	 內閣相聚：4月 16 日及 5月 24 日

•	 好家長舒懷茶聚：4月 4、18 日、5月 2、16 日、6月 6及 20 日
•	 閒情角手工藝及美食製作活動：4月 10、17、24 日、5 月 8、15 日、6 月 5、12 及
19 日

•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4月 9至 13 日
•	 城巴 / 新巴巴士車身及椅背宣傳廣告：5月 7日至 6月 3日
•	 派發「同心•童聲」宣傳書籤：6月

•	 組長導向日：5月 12 日
•	 迎新會：5月 12 日
•	 小組會議及訓練	-	兒童權利的應用：5月 26 日
•	 續「Voice	of	Joyful	Kids」兒童權利研究計劃	-	構思推廣兒童權利嘉年華攤位及街站
內容：6月 29 及 30 日

•	 兒童及青少年的欺凌行為研究：5月及 6月

•	 預防兒童及青少年性侵犯工作坊：7月 3日
•	 性教育從家庭開始講座：7月 4日及 8月 18 日
•	 教師正向心理培訓課程：7月 20、21、27 及 28 日
•	 辨識及處理懷疑學生被虐事件工作坊：8月 21 及 27 日

•	 義工訓練	-	義工導向：7月 7日
•	 家庭分享會
 1. 西方管教小分享	-	尊重勝於權威：7月 14 日
 2. 讓孩子自然成長：7月 14 日
 3. 西方管教小分享	-	孩子吃苦勝於吃補：8月 15 日
 4. 如何提升孩子抗逆力：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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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至 9月活動預告

7 月至 8 月

7 月至 9 月

8 月至 9 月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
劃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兒童議會	2018

童夢同想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放晴護兒坊計劃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童歡部落

竹園中心親情閣

屯門中心暑期活動及
親情閣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保護兒童及治療計劃	-	
愉快孩子•從家開始

•	 家庭分享會
 1. 親子小錦囊	-	讓孩子在挫折中成長：7月 14 日
 2. 如何提升孩子解難能力：7月 14 日
 3. 親子小錦囊	-	從小與孩子訂立規則：8月 15 日
 4. 如何實行管教規則：8	月 15 日
•	 義工訓練	-	新義工導向：7月 28 日

•	 家長講座：7月 4日
•	 悠閒角
 1. 星級廚房：7月 6日
 2. 家長手作坊：7月 13 日
•	 親子活動
 1. 長者中心探訪：7月 7日
 2. 穿雲箭：7月 14 日
 3. 暑假電影放映會：7月 18 日及 8月 3日
 4. 自製捕夢網：7月 28 日
 5. 氣球扭扭樂：8月 11 日
 6. 夏日動感啦啦啦派對：8月 25 日
•	 資源角	-	親子繪本及桌遊同樂會：7月 25 日、8月 1、8及 15 日

•	 訓練活動：7月 14 及 28 日
•	 參觀立法會大樓及議案討論：7月 18 日
•	 訓練營：7月 25 及 26 日
•	 議案討論：7月 28 日、8月 1、8、11、18、22 日、9月 8及 22 日
•	 兒童議會綵排：9月 15 日

•	 兒童及青少年的欺凌行為研究：7月至 9日
•	 退修營：8月

•	 親子暢遊愉景灣：7月 22 日
•	 親子教得樂暨 BB生日會：8月 25 日
•	 星級家長學堂：9月 7、14、22 及 29 日

•	 新手家長訓練：7月 15 日
•	 正面管教分享會：7月 22 日
•	 家庭戶外活動：8月 12 日
•	 走出抑鬱•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VIII	( 社工面談 )：9月
•	 放下藤條•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 VIII	( 社工面談 )：9月

•	 義工聚會及分享會：7月

•	 小組會議及訓練：7月 14、21、28 日、8月 11、25 日及 9月 15 日
•	 義工服務	-	探訪智障人士日間活動中心及院舍：7月 18 日及 9月 22 日
•	 製作探訪智障人士的禮物及預備遊戲：8月 4日
•	 童歡日營：8月 18 日

•	 內閣相聚：7月 24 日、8月 28 日及 9月 18 日
•	 家長聚會：9月 20 及 27 日
•	 中秋節嘉年華：9月 23 日
•	 巴士巡遊：9月 30 日

•	 男士講場互助小組：7月 6、13、20 及 27 日
•	 暑期活動
 1. 兒童自製手工藝班	-	收縮鎖匙扣：7月 17 日
 2. 我要做星級司儀兒童小組：7月 23、30 日、8月 6及 13 日
 3. 小小廚神親子工作坊：7月 24 日
 4. 我準備好升小一兒童小組：7月 24、31 日、8月 7及 14 日
 5. 親子共讀時間：7月 26 日、8月 9及 23 日
 6. 視障體驗義工服務小組：8月 8、15、22 及 29 日
•	 好家長舒懷茶聚：9月 4及 18 日
•	 閒情角手工藝及美食製作活動：9月 11 及 18 日

•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7月 16 至 20 日
•	 九巴巴士車身及椅背宣傳廣告：9月

•	 家長活動：8月
•	 親子遊戲輔導：8月及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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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晴護兒坊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本計劃於 4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了「走出抑鬱‧展現

笑容」家長情緒管理小組及「放下藤條‧重拾歡笑」

家長治療小組。兩個小組均藉著學習認知情緒治療的

方法，讓家長學習情緒管理，並以正面的態度管教子

女。以下是組員的分享：

黃靜枬 
計劃社工

學習如何做個好媽媽！控制好自己的情
緒。多謝兩位姑娘！

Ivy

很高興能認識更多處
理情緒的好方法

和技巧，亦能認識到
一班家長，大家

能在分享過程中互相
學習和鼓勵！很

感謝姑娘的用心教導
和講解！日後會

努力去實踐！

Kaman

很多謝這個小組教導我很多面對負面情
緒的解決方法，讓我學習到更多正面的
思想方法，有助我處理日後遇到的不愉
快事情。

Esther

小組十分有效，能讓我
學習正面思考，

有時問題並不是我們所
想像的差。小孩

就是家長的一面鏡子，
若家長能夠控制

自己的脾氣和情緒，
小孩是能夠學會

的。所以當小孩有不良
行為時，不用生

氣，保持正面的心態面
對便可以了！

琦

經過八堂課的學習，發
現自己進步了。

警醒自己的言行與不良
情緒帶給孩子無

法預知的傷害。現在努
力站在孩子的角

度，用正面的想法與正
向的行為去處理

日常生活、學習中遇到
的問題。

Ida

上了情緒課後，每每想到要發脾氣時，
都會先要求自己深呼吸，再想想上課的
內容等等，令到自己的情緒得到控制。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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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莎莎：「完成第一階段的課程後，

我很感恩和感到很充實，作為家長也

要不斷學習，增值自己！透過細心聆

聽導師講解，與團隊中的家長互動和

討論、分享，再實踐在生活當中。希

望自己能繼續保持這份樂觀，繼續進

步！謝謝！」

黃詩韵：「感謝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感謝防止虐待兒童會，感激遇見劉燕

玲姑娘。她用心聆聽，用盡方法去幫

助每一位家長。家長互助的網絡逐漸

建立起來，凝聚家長的力量，取長補

短、互相分享、關懷、學習。劉姑娘

感動了每一位家長，她以身教及同理

心，令家長學會尊重，保護每一個成長中的孩子。未

來的日子，希望有更多的好家長，可以聆聽到她精彩

的演講。」

張綽芝：「多謝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舉辦這項活動，

讓我能夠參與其中，重新認識自己，認真思考過去種

種不當的育兒方式。我是在父母嚴厲教育下成長，我

亦曾跟隨父母嚴厲的方式教育我的孩子，隨著孩子年

齡增長，孩子的性格變得非常反叛，令我非常頭痛和

無助，我更懷疑自己是否不適合做全職媽媽！後來在

機緣下參加了這個計劃，導師劉姑娘的生活化教導，

令我反思過去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對待孩子是不適當

的方法，其實我也是小孩子，需要重新學習正確的育

兒方法。育兒路上包括種種甜酸苦辣⋯⋯希望大家能

共勉之！」

黃鍵：「首先，我非常感謝佛教林金

殿紀念小學，令我有幸參加這個課程。

雖然在其他課程中也學到一些育兒方

法，但是未能好好運用。直到報讀了

防止虐待兒童會的好家長課程，遇到

劉姑娘這樣有愛心、有耐心而且不斷

從旁提點導師，她每每運用事例引導

我們如何改進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並

在我們沮喪時給予鼓勵和支持。同時，

也遇到一班有愛心及積極的好爸媽。

在我遇到困難時提出建議，讓我領悟

出一套適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在

20 堂間，讓我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互勵互勉，使我有勇氣和信心繼續堅

持下去。我現在雖未能完全改變自己，但也獲益良多。

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我還需不斷學習和成長。希望有

日回顧過去，我可以無愧於自己和孩子。最後，希望

好家長的團隊越來越強大，可以幫助更多好像我一樣

徬徨無助卻又努力想做好家長角色的父母，讓所有孩

子都能在健康、快樂和幸福的環境中成長。」

鄺美蘭：「多謝你為我們講授這個有質素的培訓課程。

參與課程的最大收獲是學會了情緒管理和親子溝通技

巧，懂得欣賞和讚美孩子，令他們建立自信。我認識

了一班好家長，他們的方法和經驗很值得我借鑒，使

我在育兒路上少走彎路。我會努力地學習和改善教育

方法，給予孩子更多耐性和包容，讓他們在溫暖和充

滿陽光的環境中成長，讓他們真正做到『沒有眼淚的

學習』。」

保護兒童學院
第五屆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保護兒童學院獲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的支持，在校內大力推

廣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之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今次已是第

五屆，共有超過 25 位家長參與。課程於四月開課，三個階

段的課程緊密而充實，家長們認真學習、積極實踐、樂於分

享。作為導師，見證著各位家長有不同程度的成長，真誠地

為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轉變，實在令人為之動容！

第五屆的特別之處在課程的最後一節，我們在校內舉行了一

個簡單而具心思的分享會暨畢業禮。當天，家長們表現出色，包括擔任主持、互相分享、分工製作食物、佈置等，

他們用心策劃，分享環節更感動了其他參與的人士，家長們的伴侶、孩子及校內其他家長一起分享這份喜悅。我

們更榮幸邀請了李玉枝校長擔任嘉賓並分享這計劃的成功和感染力。

以下節錄部分家長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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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保護兒童學院
親子學習 - 兩日一夜營

保護兒童學院獲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的邀請，於 6 月 29

至 30 日，為該校的家庭設計一個兩日一夜的親子學習宿營，

活動地點為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炎炎夏日無阻家長和

孩子的熱情，我們從熱身遊戲、親子競技、親子麵包製作、

短片重溫、親子送愛手指畫等，都帶有學習的元素。我在過

程中看到家長的反思，他們從活動中看到孩子的優點，以及

作為家長該如何像耐心灌溉小樹苗般教育孩子才能栽種出參

天大樹。回想到大家的笑臉和觸動的分享，十分感動！

以下是部份家長的分享：

「我從孩子身上學會自省，小朋友有很多做人的態度比大人更好，我們也可以從小朋友身上找到他的潛質和優點。」

「第一次做手指畫很有新鮮感。此外，可以重溫活動照片是所有姑娘和義工的最大功勞。謝謝你們。」

「在抄寫環節中，發現原來接觸自己不認識的文字，是要抄寫下來慢慢適應才會變得熟練。」

「女兒在製作麵包時，在有限資源都能達到她的期望，很欣賞她。」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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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舒．情」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保護兒童學院與天主教佑華小學合作舉辦了「創．舒．情」表達

藝術治療小組，目的是增強學生的自我了解，讓他們發揮創意，

協助紓緩個人情緒。表達藝術治療師透過不同的表達藝術方式，

例如視覺藝術、寫作、音樂等，灌輸兒童有效紓緩情緒的方法。

參與的學生表現投入及積極，他們於小組完結時有明顯的進步，

能夠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及學習到如何紓緩情緒。

親子時光 - 情緒互動工作坊

保護兒童學院與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於 6 月 25 日合作舉辦了「親子時

光 - 情緒互動工作坊」，目的是運用正向心理學的背景 ( 快樂七式 )，透

過親子互動遊戲，促進親子關係，提升親子正面情緒，共建和諧家庭。

家長和學生投入及熱烈參與，部份家長及學生更在活動中互相擁抱及親

吻以表達愛意及鼓勵，可見親子關係有所提升，氣氛和諧。

梁詠琳 
籌募及推廣主任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兒童啟蒙老師社區訓練工作坊 - 親子共讀

本計劃在 4 月 20 日及 27 日邀請書伴我行基金會導師楊佩玲女士主持了「兒童啟蒙老師社區訓練工作坊 - 親子

共讀」。當日活動於屯門中心舉行，反應熱烈，約有 30 位家長參加，不少家長及照顧者對親子共讀有了新的體會，

並了解更多有關閱讀對小朋友的好處及提升親子共讀的技巧，獲益良多。完成兩節工作坊後，參加者更獲得書伴

我行基金會贈送免費圖書兩本，讓他們於家中實踐所學，培養小朋友閱讀的習慣。

義工凝聚日暨迎新會

義工凝聚日暨迎新會於 4 月 28 日舉行，約 30 位義工聚首一堂。

當日計劃社工負責帶領不同的團隊訓練活動，讓義工有更多互動

的機會以及讓他們體現合作的重要性，不少義工認為活動有助拉

近他們之間的關係，他們亦十分投入活動並表示「唔夠喉！」此

外，計劃義工組內閣主席也介紹到其工作及成員，加深義工們對

整個計劃的認識。

義工訓練課程

本計劃在 5 月至 6 月進行了五節的義工訓練課程，每節平均有 25 位義

工出席訓練。主題包括生之喜悅計劃介紹與保護兒童的關係、面談技巧

及家訪需知、照顧初生嬰兒的技巧和注意事項、以及認識社區資源。訓

練課程加入了新的題材，包括「特殊教育兒童需要簡介」及「感覺統合

簡介」等等。訓練中加入不少遊戲、活動及影片環節，讓義工從不同方

式學習及加深記憶，過程中踴躍發問和討論，氣氛十分良好。

為父親喝采

本計劃於 6 月 17 日舉行「為父親喝采」活動，約有 50 位家長及兒童參加，一同慶祝父親節。我們到訪

Megabox 智遊天地，享用各種遊樂設施，共渡天倫之樂。計劃社工預備了夫妻溝通工作坊，製造夫妻深情剖白的

機會，以及由小孩親手製作父親節心意卡。最後，我們為各父親送上祝福和派發禮物盒，為父親打氣。

譚沛儀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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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議會 2018
由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

防止虐待兒童會及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組成兒童議會籌委會，聯

手提升公眾人士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意識及於香港宣傳兒童

權利。今年，得到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資助，兒童議會 

2018 計劃已經展開。而新一屆的兒童議員將於 5 月至 10 月期間

接受一連串兒童權利的訓練。

黃敏琪 
服務經理 ( 葵涌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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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中心親情閣
竹園中心親情閣擴大了家長支援網絡，為幼稚園及幼兒

學校舉辦好家長領袖訓練小組，讓家長學習正面管教的

知識和技巧，並為家庭製造愉快的親子相處機會，提升

親子關係，建立和諧家庭，學校及家長反應正面積極。

好家長領袖訓練小組將中心連繫至學校及社區，形成新

的網絡，此網絡能擴大親情閣的受眾，令更多家長參與

親情閣的活動。

陳貝多 
社工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由凱瑟克基金贊助

正向親子郊遊樂

本計劃於 4 月 15 日舉行了正向親子郊遊樂活動，共 55

位家長和兒童 (16 個家庭 ) 參加了活動。在活動當天的

親子工作坊中，兒童和家長們都認識到正面思維在家庭

中的重要性，他們學會了對彼此表達感恩和讚賞。工作

坊結束後，家庭和義工們一起參觀科學館。家長享受當

天的活動，也很感謝義工們跟孩子一起玩耍，幫忙照顧

他們。孩子們表達在這次活動中得到了很多歡樂。

義工聚會及分享會

本計劃在 5 月 19 日進行了一次義工聚會及分享會，主題為

「如何加強家長溝通」，共有 11 位義工出席參與。在小組討

論中，義工們思考在首次家訪與家長交流時所要注意的地方，

並就著與不同類型家長溝通之準備分享了自己的觀點。然後，

義工們進行了家訪，以實際理解和體驗與家長的溝通過程。

家訪後，他們再次互相分享。義工主動分享與家長交流過程

和感受，以及如何支持受訪家庭的許多想法。在分享會上，

他們感到獲益良多和受到啟發。

「愛有笑聲 • 家庭溫馨」巴士巡遊

為向公眾人士推廣保護兒童訊息和服務計劃，我們於 5 月 27 日舉辦了「愛有笑聲．家庭溫馨」巴士巡遊活動，

共有 44 位兒童、家長和義工參與。我們在九龍鳳德邨、啟晴邨及黃大仙下邨與居民接觸，派發服務資料，並設

置攤位遊戲以促進區內的家庭管教知識與技巧。參加者樂於成為「家庭大使」，向公眾傳遞兒童保護的訊息。即

使在炎熱的天氣下，參加者仍努力地與居民接觸交流，派發及介紹本會的服務資訊，並通過小遊戲來傳遞正面管

教及有效減壓的方法。參加者也喜歡巡遊環節，體驗乘坐露天巴士的樂趣。

鄧慕芯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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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義工分享

我是新加入防止虐待兒童會的義工，感謝機構給予我這樣一個難

能可貴機會，幫助「福溢吾家」計劃的家庭，改善他們的狀況並

為社區帶來改變。

參與義務工作一直是我的夢想，我已經計劃了一段長的時間。作

為一名新義工，我非常幸運得到了計劃社工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導，

另一方面，機構的專業性亦讓我印象深刻。

我以新義工身份，完成了第二次家訪，看到孩子的微笑，這種感

覺非言語能夠形容。這種難以置信的收穫和滿足感，讓我非常期

待下一次探訪，這是我作為義工最喜歡的地方，特別是有能力幫

助孩子，保護孩子，並為他們創造健康和美好的回憶。除了實踐

經驗、有幸去幫助別人、從被訪家庭獲得信任和尊重之外，作為一位義工，也讓我有擁有去欣賞生活中簡單事物

的新視野，讓我與一群善良、有共同價值觀的人走在一起。

我希望能夠做好自己的角色，成為防止虐待兒童會一位有貢獻的義工。最後，我想用以下句子完成這次的分享。

你自己必須成為你想在世界上看到的改變。

呂小姐 
義工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忘憂草計劃於 5 月 26 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巴士巡遊，出席的家庭

及義工合共 50 人。巴士分別駛到九龍彩福邨及牛頭角下邨進行計

劃宣傳及攤位遊戲，吸引了不少社區人士到來參與。巴士巡遊後，

家庭及義工到本會的葵涌中心進行同樂日。男女老幼打成一片，

共同歡度了一個美好的下午。

新一年度的忘憂草計劃才剛剛開始，我們預備了一連串豐富有趣

的家庭活動及家長分享會，歡迎單親家庭加入計劃，互相分享。

陳米娜 
社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

本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服務的設立，讓公眾可以舉報懷疑虐兒

個案，向專業人士提供個案諮詢服務，家長遇上管教孩子的問

題，甚至兒童及青少年需要情緒支援，我們專業的社工都願意提

供協助。

為了加強大眾對兒童權利及本港虐兒情況的認識，在今年 5 月至

6 月我們透過城巴 / 新巴巴士車身及椅背宣傳，推廣本會熱線的

服務，期望能提升大眾的求助意識及鼓勵有需要的兒童和家長能

主動致電求助。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電話︰ 2755 1122
服務時間：9:00a.m. - 9:00p.m. ( 星期一至五 )

 9:00a.m. - 1:00p.m. ( 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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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

葵涌中心家長在 4 月至 5 月期間已完成了一共 20 節的好家

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家長領袖建立了密切、互信的關係，

他們亦實踐在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所學習的知識及技巧，向

其他家長分享管教知識及教授他們製作食物，讓更多家長受

惠，發揮互助精神。　

家長分享

周可欣：「透過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讓我認識到一班多才

多藝的家長朋友。我在課程中除了學到正面管教的技巧，還

有與家人的相處之道。通過大家的分享，讓自己反思與家人

及孩子的相處，彼此拉近關係，好家長課程讓我獲益良多，

終身受用！」　　　　　　　　　　　　　　　　　　　　　　　　

關婉君：「記得在第一堂好家長領袖課程上，我寫了兩個關

於管教和與孩子溝通技巧的期望。在完成課程後，我發現所

得的收獲比預期更多。透過課程中的小組遊戲、活動、討論

和辯論，讓我重拾信心。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從大家的生

活經驗中學到很好的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很開心認識防止虐待兒童會，從好家長課程學到的知識終身受用，

衷心感謝洪姑娘和梁姑娘。另外，我亦有幸能參與中心舉辦的多項親子活動，孩子們愉快地參與並樂在其中，我

會繼續努力好好學習做個好家長，與孩子們攜手愉快成長！」　

洪蓉蓉 
計劃社工

韋裕君 
計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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