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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兒事件反映兒童是脆弱和易受傷害的，他們沒有能力保護

本會是國際兒童求助熱線的成員。最近該國際團體發布了

立法工作，並且訂定時間表，在����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

熱線數據」之報告，展示了他們從全球��個國家或地方的��條

自己或尋求協助。本會歡迎政府推展有關強制舉報規定的
條例草案。強制舉報機制之精神在於及早識別和有效介入

懷疑虐兒個案，傳達社會不能容忍對兒童使用暴力的訊息，
以營造關愛兒童的文化及無暴力的環境。本會期望政府就舉報

準則、舉報渠道及時限、保障舉報者措施、推行細節等制定
明確清晰的規定，並且為專業人士提供適當、
定期及持續培訓，以儘快完成立法工作和提高

專業人士及早識別和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
能力，使機制能充分發揮效用。本會已就《有關

題為「世界各地兒童和青少年的聲音：����年全球兒童求助

兒童求助熱線收集的年度數據結果。����年，數據顯示全球
兒童聯繫求助熱線達��,���,���次。兒童和青少年聯繫求助

熱線的三大主要原因是：(�) 遭受暴力對待，以身體傷害居多；
(�) 心理健康問題，當中有涉及自殺不遂及有自殺念頭的個案，
這反映兒童求助熱線可為有自殺傾向的兒童

和青少年提供即時情緒支援；(�) 家庭關係，

許多兒童表示為與照顧者的關係感到擔憂。

懷 疑 虐 待 兒 童 個 案 強 制 舉 報 規 定 的 建 議》

本會之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除了讓公眾舉報
懷疑虐兒個案外，亦會聆聽家長或照顧者的

詳細內容請瀏覽本會網頁(www.aca.org.hk)。

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情緒支援及適切協助。

向社會福利署家庭及兒童福利科提交意見書，

困難，在育兒和管教上提供輔導 及建議，並為

虐兒問題為兒童、家庭及社會帶來負面和深遠

我們感謝香港公益金的捐贈機構、委員及同事

醫生就����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去信香港

本會的輔導及治療服務。其間我們的個案社工

影響，政府應該優先處理。本會主席張志雄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表達對保護兒童的願景，

內容涵蓋法例、政策、機制及服務層面，如立法全面禁止體罰、
訂立沒有保護罪、網絡安全及兒童心理虐待的法例、推廣保護

兒童政策、加強兒童死亡個案檢討、設立嚴重個案檢討機制及兒童

於�月��日透過網上形式探訪本會，以了解
講述如何透過遊戲治療和個案工作支援兒童

及家長的需要，協助家庭渡過困境，而服務使用者亦分享
她和孩子們在接受服務後的正面轉變。

中央數據庫、為危機家庭提供家訪服務等，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總
會：香港北角木星街 � 號澤盈中心 �� 樓 電話：(���) ���� ���� 傳真：(���) ���� ���� 電子郵件：aca@aca.org.hk
竹園中心：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蕙園樓地下 ���-��� 號 電話：(���) ���� ���� 傳真：(���) ���� ����
屯門中心：香港新界屯門安定邨定祥樓 ���-��� 室 電話：(���) ���� ���� 傳真：(���) ���� ����
葵涌中心：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 號 TLP��� 二樓 A 室 電話：(���) ���� ���� 傳真：(���) ���� ����
編輯小組：張志雄醫生 黃翠玲女士 李蓓兒女士
鄺樂瑤女士 黃顯華先生 裴証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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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至9月活動一覽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月

賣旗日

·機構新界區賣旗日：�月��日

�月至�月

保護兒童學院

·家長樂淘淘 -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家長工作坊：�月�及�日
·保護兒童專業培訓工作坊：�月�、��日及�月�日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月�日

�月至�月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簡介會及訓練：�月�、�及��日
·進階義工訓練 - Lego遊戲（認識情緒）：�月��日
·家庭分享會：
�. 情緒多面睇：�月��日
�. 從Lego中認識親子關係：�月��日
�. 緊張大師：�月��日
�. 神經鬆一鬆：�月��日
�. 被你所愛：�月��日
�. 快樂銀行：�月�日
�. 謝謝你，親愛的！：�月�日
�. 蒙著嘴說愛你：�月��日
�. 觀察入微：�月��日

忘憂草計劃 -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義工訓練：�月�、�及��日
·進階義工訓練 - Lego遊戲：�月��日
·親子分享會：
�. 認識情緒：�月��日
�. 情緒反應：�月��日
�. 使用電子產品對兒童的危害：�月��日
�. 正確使用電子產品：�月��日
�. 學習情緒控制：�月��日
�. 釋放負能量：�月��日
�. 珍惜關懷家人：�月��日
�. 學習溝通：�月�日
�. 學習接納：�月�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父母合拍教孩子 - 家長講座暨BB生日會：�月�日
·親子自由行：�月�日
·義工訓練：嬰幼兒照顧技巧工作坊：�月��及��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擁抱孩子·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XII (第�-�節)：
�月�、��、��日、�月�及�日
·家長正向管教課程III：�月�及��日
·暑期桌遊派對：�月��日
·義工訓練：�月��日及�月��日
·兒童小組：�月�、��、��、��、��及��日
·家長正向管教課程IV：�月��日
·暑期親子活動 - 農莊之旅：�月��日
·家長正向管教課程V：�月��及��日
·家長講座 - 做個恩威並重的父母：�月��日

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 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月�及��日
·家長管教工作坊：�月��日
·親子賣旗體驗：�月��日
·計劃宣傳街站：�月�日
·中秋節派對：�月�日
�

月份
�月至�月

�月至�月

計劃/項目

活動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親子免焗水果撻工作坊：�月�日
·家長正向管教課程：�月�、��、��、��日、�月�、��、��及��日
·挪亞方舟親子遊：�月�及��日
·親子「有計傾」戲劇治療工作坊：�月��日
·社交達人兒童培訓小組：�月��、��、��、��、��及��日
·SEN家長減壓小組：�月�、�、��、��及��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家長減壓瑜珈班：�月��、��、��日及�月�日
·內閣相聚：�月��日、�月��日及�月��日
·
「讓我閃耀」兒童治療小組：�月��、��、��、��、��及��日
·
「沒有巴掌·幸福滿載」屋邨巡遊：�月�及��日
·假日親子一天遊：�月��日
·輕輕鬆鬆學英文親子網上教室：�月��、��及��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臉書和Instagram宣傳：�月�日至�月��日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月��至��日
·九巴巴士車身及椅背宣傳廣告：�月��日至��月��日

童歡部落

·K-pop舞蹈班：�月�、�、��、��及��日
·和諧粉彩畫班：�月�、��及��日
·領袖訓練：�月��及��日
·創意手工藝活動：�月��、��及��日
·童歡日營：�月��日
·街頭訪問 - 保護兒童：�月��及��日

屯門中心親情閣暑期活動

·地壺球兒童小組：�月�、�、��及��日
·Mirror小新星舞蹈班：�月�、��、��、��及��日
·玩具DIY親子小組：�月�、��、��日及�月�日
·公園定向體驗兒童小組：�月��、��及��日
·我要做廚神兒童小組：�月��、��、��及��日

2022年10月至12月活動預告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月

週年記者招待會及週年大會

·第四十三屆週年記者招待會及週年大會：��月��日

��月至��月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家庭分享會
�.「懼」人來襲：��月��日
�. 擊倒「懼」人：��月��日
�. 怒火攻心？：��月��日
�. 家庭消防員：��月��日
�. 我的希望：��月��日
�. 希望工程：��月��日

�

月份
�月至�月

計劃/項目

活動

忘憂草計劃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親子分享會
�. 認識情緒 - 害怕：��月��日
�. 如何面對害怕的情緒：��月��日
�. 認識負面情緒 - 緊張：��月��日
�. 如何抒緩緊張情緒：��月��日
�. 認識正面情緒 - 感激：��月��日
�. 如何表達感激之情：��月��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
「親子甜蜜蜜」遊戲小組：��月��、��日、��月�及��日
·義工訓練：��月��日、��月�、��、��及��日
·義工退修日：��月�日
·家長講座 - 如何在家實踐華德福教育理念暨BB生日會：��月��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雨後放晴 -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XIII (第�-�節)：
��月�、��、��、��日、��月�及��日
·家長講座 - 做個恩威並重的父母：��月��日
·雨後放晴 -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XIV(第�-�節)：
��月��日、��月�、��、��、��日、��月�、��及��日
·兒童小組：��月�、�、��、��、��日及��月�日
·家長正向管教課程VI：��月�日
·聖誕節派對：��月��日

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 家庭探訪計劃

·計劃宣傳街站：��月��日
·家長管教工作坊：��月��日
·親子遊：��月��日
·聖誕節派對：��月��日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家長正向管教課程：��月�、��日、��月�、��、��、��日、��月�及�日
·悠閒角
�. Fun Fun英語故事：��月��日
�. 星級廚房：��月�及��日
·萬聖節派對：��月��日
·開心野餐去：��月�及��日
·家長手作坊：��月�及��日
·聖誕節派對：��月��日

童歡部落

·探訪洪水橋寮屋區：��月��日
·萬聖節活動 - 宣傳兒童權益：��月��日
·小組會議及訓練：��月��日及��月�日
·屯門中心服務攤位：��月��日
·屯門中心開放日：��月��日
·聖誕聯歡會：��月��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輕輕鬆鬆學英文親子網上教室：��月�日
·如何善待自己及抒緩壓力和負面情緒精神健康講座：��月�日
·內閣相聚：��月��日、��月��日及��月��日
·美麗媽媽美容班：��月�、��、��及��日
·親子攝影比賽：��月��日

屯門中心親情閣

·閒情角手工藝及美食製作活動：
��月��、��日、��月�、��日、��月��及��日
·保護兒童嘉年華暨屯門中心開放日：��日��及��日
·好家長正面管教課程：��月�、��、��、��日、��月�、�及��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臉書和Instagram宣傳：��月�日至��月��日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月��至��日及��月��至��日
�

忘憂草計劃 ‒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本會得到公益金贊助以及基督教聯合醫院為伙伴機構，由����年�月份開始推展忘憂草計劃，為年青或單親媽媽提供情緒、
育兒及建立社區網絡等支援，而義工在計劃中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家庭探訪支援服務

為使計劃家庭能夠得到更好的支援，社工會為每個計劃家庭配對義工進行定期探訪。每位計劃義工均需接受基本義工訓練，
包括計劃內容、家訪技巧、保護兒童、危機處理等知識。完成訓練後，社工便會安排義工與家庭配對，為家庭提供合適的支援。
以下節錄來自計劃家庭阿怡(化名)、義工Amy及Jennifer的分享：
計劃家庭阿怡(化名)：
「我在幼子出世無耐開始參與忘憂草計劃，當時一個人照顧兩個小朋友都幾吃力，又無咩親人或者朋友
可以支援。在仔仔出世無耐，更發現他身體出現問題；自此我經常要陪同仔仔出入醫院做各項檢查和手術，後來仔仔更
被診斷為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當時仲需要照顧女兒的起居生活，實在吃力。後來認識左兩位義工，Jennifer同Amy除了陪伴
我帶仔仔到醫院，亦會協助照顧女兒。在這些年來有幸遇到Amy及Jennifer，因為有你們幫助、關懷、鼓勵和陪伴，才有我們
一家現在的幸福生活，非常感恩！」

家訪義工Amy：
「自從細仔出世開始，見到媽媽經常要陪細仔出入醫院做手術和檢查，又要照顧姐姐，母兼父職變身超人，
一步一步行過來，得來不易，能夠今天見到他們一家人開心地生活，我十二分榮幸有機會和他們一起經歷，由媽媽身上學
習到她的堅毅，不屈不撓的精神，是我的榮幸。」
家訪義工Jennifer：
「她是一位堅強、樂觀、不輕易放棄的好媽媽！一直悉心照顧孩子們，從不言累，所以有現在的兒子，
既開朗，又健談，並喜歡尋根問底，充滿自信！她好有心機教導仔仔讀書寫字，她的默默耕耘，終見美好的成果！你係得嘅！我和
Amy都以你為榮！」

團體/企業義工

計劃除了家庭探訪支援外，亦有幸得到各商界及團
體義工協助，鼎力支持計劃的活動，包括Markant
Trading Organisation (Far East) Ltd.、天弘(香港)
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及香港紅十字會支心
行動。

今年度，本計劃邀請到香港紅十字會義工組
「支心行動」
合作，定期為計劃家庭籌劃親子活動，讓家長學習更多
正 面 的 育 兒 知 識 及 與 孩 子 享 受 快 樂 的 親 子 時 光。
於����年�月��日，支心行動的義工為計劃家庭籌備了
一個競技遊戲活動，讓家庭認識不同的情緒及體會
各種情緒的表達方法，現場氣氛熱鬧，家長及小朋友
均樂在其中。

另外，於����年�月�日，Markant Trading Organisation
(Far East) Ltd. 的義工與計劃家庭一起出席於葵涌中心舉行的中秋節活動。家長先與小朋友共同製作燈籠，並學習如何與小
朋友溝通。其後義工、家長與小朋友再一同扭氣球製作弓箭、兔子等與中秋節有關的物品，考驗大家的溝通技巧。感謝他們的
贊助，每個家庭都收到月餅和開學文具套裝歡度佳節，整個活動都充滿笑聲和歡樂，大家都樂在其中。

相信每一位媽媽，最擔憂的莫過於是小朋友的成長、健康和學業，感謝每一位支持忘憂草計劃的義工，為年輕或單親媽媽
分憂，彼此互相關懷鼓勵，讓她們得到情緒支援，並學習照顧孩子的技巧和正面管教的方法，令她們在育兒的路上不再孤單，
在此我謹代表機構感謝各位家訪義工及企業團體義工無私的付出和貢獻，讓很多年輕/單親家庭受惠。
朱家詠
社工

�

慈善月餅 善心滿載
非常感謝半島酒店捐贈了���盒迷你奶黃月餅予本會服務使用者，把關愛
和祝福送贈給兒童及其家庭，讓他們共渡一個溫暖及愉快的中秋節！

此外，愛護動物協會亦舉行了慈善月餅活動，本會有幸成為受惠機構之一。

感謝有心人合共捐贈了���罐單罐裝月餅給本會，在歡渡佳節的同時，
亦行善展愛心，傳遞關懷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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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合拍教孩子」親職教育講座暨BB生日會
本計劃於�月�日舉辦了線上親職教育講座暨BB生日會，是次講座邀請了慈慧
幼苗資深社工黃家嘉姑娘主講，主題圍繞父母不同的管教模式及對孩子成長

的影響，讓家長了解到管教一致的重要性，從孩子小時候便協調不同照顧者

的教養方式。在BB生日會的親子玩樂時間，我們帶領在家也能玩的小遊戲。是

次活動共有��個家庭出席，家長都認為講座主題實用，亦學會用日常生活的物
件與幼兒進行遊戲。

親子自由行
本計劃於�月�日籌辦了親子旅行日，安排家庭到九龍灣MegaBox智遊天地內

的遊樂場遊玩，我們亦在商場內進行室內定向，當日共有��個家庭出席。不少

家庭表示平日甚少到九龍區遊玩，今次的活動令他們玩得盡興，智遊天地的
遊樂設施（例如大型滑梯、LEGO）令他們印象深刻。此外，家長在定向活動中
與孩子進行親子互動任務，亦留下不少溫馨又有趣的回憶。

吳偉僑
計劃社工
�

童歡部落
童歡部落由一群�至��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義工組成，為了讓

兒童發展他們的潛能、培養責任感，以及義工精神的傳承，
在小組訓練及義工服務的過程中，社工會為兒童提供循序漸進

的訓練，讓兒童逐步學習成為小組的組長，協助帶領活動、
促進兒童義工之間的互動，以及為新加入的兒童義工提供
支援等。以下是節錄來自童歡部落義工的心聲：

卓楠，��歲

「我在童歡部落最大的轉變是身份上的改變，由一個只是來參

加活動的組員，變成一個要負責準備遊戲、帶領小組和站在大

家面前做主持的組長。我由害羞逐漸變成不再驚慌，讓我自信
心大大增加，而帶領小朋友的過程亦訓練了我的耐性。」

佩雯，加入童歡部落��年

「踏入ACA的義工服務已經有��年，回想要多謝媽媽帶我進入

這個大家庭。由小義工組、少年義工組至童歡部落，義工服務
充滿了我人生的一大部份。我十分享受和期待每次的義工

活動，因為每次都會見到大家的成長，組長們很認真地籌備

活動，亦會嘗試主持、表演等，組員和組員之間亦建立了一種
默契，每年見到童歡組員獲嘉許時，我都會很感動和安慰。我

穎晞，��歲

希望童歡繼續發熱發亮，薪火相傳。

「我參加童歡部落至今已經有差不多九年時間了。我從一個懵

我的兒子泓一今年加入了童歡部落，我希望他可以慢慢學習

懵懂懂，每次參加活動都要媽媽陪伴在身邊的小組員，逐漸變

同理心、學習做義工、學習欣賞自己，學習用正面思想去處理

成了一個懂得怎樣去帶領小朋友的組長。除此之外，我在五年

和解決問題，為義務工作出一份力，而我更要做一個好榜樣。

前通過童歡部落參觀了『兒童議會』
。那裡的哥哥姐姐們努力

最後，我會繼續我的宗旨─不要怕吃虧，從義務工作上的收獲

地為兒童發聲，我深受他們的影響。不久後，我也參加了『兒童

一定會帶給你比想像中更多的喜悅感和滿足感。」

議會』
，從中不但學到更多關於兒童的知識，還學習到相處之
道。現在的我正在參加一個名為『兒童高峰會』的活動，希望繼

如果你是�至��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並居住在屯門、天水圍及

續為兒童發聲！」

元朗區，歡迎加入童歡部落兒童小組參與訓練活動和義工
服務，一起見證彼此的成長。

心悅，��歲

「當初作為組員的時候，經常見到組長帶領活動，當我成為組

長後，才明白到組長的工作並不簡單，需要開會討論活動、籌
備及帶領活動。同時，做義工令我有所感悟，大家會因關愛他
人而一齊為社會做些能力所及的事，例如探訪老人院等，幫助

有需要的人，令我的心靈得到慰藉同滿足，令我感受到人與人
之間的聯繫，令我學識感恩他人、感恩社會。」

林穎琦

服務經理（屯門中心）

�

竹園中心親晴閣
七月至八月期間，竹園中心親晴閣舉辦了「家長減壓瑜伽班」
，
小組很受家長歡迎，不足一小時已經額滿。透過小組，家長
可以暫時放下照顧小朋友和家庭的壓力，藉着拉筋運動，減少

痛症和改善不良姿勢。他們期望瑜伽班日後可以成為中心的
恆常活動，讓他們繼續參加。

八月份，我們舉辦了六節「讓我閃耀」兒童小組，希望讓小朋友

學習認識自己和別人的優點，提升自尊感及學懂欣賞自己和
他人。在小組過程中，小朋友積極參與，投入遊戲活動，更加

認識自己，有些小朋友還訂下目標，將來要成為一名警察或

醫生，去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亦有小朋友表示不會忘記
工作人員和這個小組，期望下次再參與其他活動。

九月份，我們舉辦了「輕輕鬆鬆學英文」親子教室，小組安排了

在晚上舉行，家長和小朋友可以在晚膳後一起到中心學英文，

不但促進親子關係，家長亦可以學習教授孩子英文的技巧。
小組靈活地運用了遊戲活動，以生動的形式教導英文，家長和

小朋友也很喜歡小組的遊戲活動，認為能有效提升英文能力。
中秋節當日，竹園中心親晴閣舉辦了元朗小白兔音樂農莊

之旅，一同參加夏水禮、燒烤和享用園內設施，如：爬蟲館、
繩網、吹氣彈床等。家長們都踴躍參加，他們十分感謝機構為

他們安排是次活動，讓他們可以在中秋節人月兩團圓的日子
和家人相聚遊玩，感受濃厚的節日氣氛。

�月�日和��日，竹園中心親晴閣舉辦了兩次「沒有巴掌·幸福
滿載」
展板問卷攤位和機構服務宣傳活動，讓公眾人士多加認識
本會服務、保護兒童的重要性和學習正面管教方法。活動過程

順利，在此鳴謝千立酷有限公司(Chillaku Limited) 捐贈Squly
& Friends系列產品作為展板問卷禮物，讓更多市民受惠。

陳影美
社工
�

屯門中心兒童暑期活動
公園定向體驗小組

是次活動由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目的是訓練參加者
的團隊合作性、閱讀地圖的技能及定向策略能力，從而建立
自信。參加者由第一課學習地圖閱讀技巧，由淺入深地實踐

所學。先是本中心對出屋邨平台，接著到屯門公園及蝴蝶灣

公園，讓參加者遂步建立信心，也培養對定向運動的興趣。
在分組進行定向比賽過程中，參加者更學習到與人溝通和

合作。工作員喜見參加者的地圖閱讀技巧越見熟練，而且組員
之間也會互相鼓勵和支持，完成不同的小組任務。

地壺球兒童體驗小組

這個小組由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目的是培養參加者
對地壺球運動的興趣，並訓練參加者的團隊合作性及運動

策略思考能力，提升自信心。除了四節練習時間外，我們也帶
學員參加公開賽，與其他地壺球好手切磋和交流。參加者表示
感受到地壺球運動的挑戰性和有趣之處。

「我要做廚神」兒童小組

是次小組旨在訓練參加者的基本烹調技巧及知識，以提升個人

自理能力。小組以教烹煮西式美食為主，如焗薯蓉、肉醬意粉等

。在親情閣的家長義工協助下，參加者體驗到街市選購食材，之
後回中心親自處理及烹調食物。最後一節由參加者分組商議心
儀菜式，並由家長義工協助下完成。小組有助提高參加者入廚
的興趣和信心，也讓參加者體會到日常生活中照顧者的勞苦。

吳偉僑

計劃社工

放晴護兒坊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於����年�月��日，本計劃舉行了「親子農莊之旅����」
，參觀
位於沙頭角的禾田喜山種植場，除了享用場地設施如乘坐

手搖船和餵飼山羊外，我們也安排了親子遊戲及風箏制作。
當日共有��個家庭，人數達���人參加。他們都積極參與，享受

親子時光。看到很多爸爸放下忙碌的工作，在炎熱的天氣下

陪伴子女在農莊四處遊玩。他們都認為雖然與小朋友玩耍比
平日上班還要累，但看到孩子燦爛的笑容，一切都是值得的。

曾安琳

計劃社工
�

童歡部落
童歡部落由一群�至��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義工組成，為了促進

他們的全面成長及發展，小組提供不同的訓練及義工服務的
機會，讓他們發展潛能。

在剛過去的八月，童歡部落成員度過了充實又精彩的暑假。
為促進成員的合作和溝通能力，童歡部落建立了兒童義工

團隊，於�月��及��日舉辦兩天的領袖訓練活動、並於�月
��日於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銀礦灣營舉行童歡日營，讓

成員透過分組任務和競技比賽等，一起學習解難及分工合作。
活動當中，當成員遇到困難時，經訓練的組長亦會從中進行
協調及帶領組員完成任務，使朋輩之間進行交流和學習。

童歡部落亦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興趣活動，讓成員能夠按照自己

的興趣及能力嘗試新的挑戰，發展所長，從中突破自己。例如

由�月�日起一連五星期，每個星期二的K-pop舞蹈班吸引了
一群喜愛跳舞的兒童義工，在短短的五堂課內，他們已經成功

學會一首完整歌曲的舞步，並能在中心為大家表演，實在不易。
另外，童歡部落於�月的每個星期三及星期四分別舉辦了創意

手工藝活動及和諧粉彩畫班，讓喜愛靜態及藝術創作的成員
也有機會學習運用不同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鼓勵他們發揮
潛能，成員在活動中培養他們的耐性。

在�月��及��日，童歡義工成員進行了兩次關於保護兒童的

街頭訪問，在屯門區一共收集了���份問卷。過程中義工們雖然遭到不少人的拒絕，但他們再接再厲，鼓起勇氣繼續邀請社區人

士接受訪問，最後亦能夠順利完成訪問，搜集到市民大眾關於鄰舍互助的意見。其中一位受訪的退休人士更贈言勉勵童歡部
落的義工，欣賞其投入參與兒童事務，使義工備受鼓舞。

楊詩雅

計劃社工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
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
今年暑假雖較以往短暫，但無礙我們的家庭享受美好的親子
時光。在�月�及��日，我們舉辦了挪亞方舟之旅，活動共有��

個家庭參加，人數超過二百人。大家都樂在其中，孩子們亦透

過玩耍來發展他們的強項。此外，我們還舉辦了親子「有計傾」
戲劇治療工作坊以促進親子溝通。新冠肺炎下，兒童的社交生
活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舉辦了社交達人小組，讓孩子學習與他

人交流，並增強他們的自信心。這些活動能成功舉行，有賴會
員的支持，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難忘的暑假。

鍾煜哿

計劃社工
��

福溢吾家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給孩子最好的開始」
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福溢吾家」
今年的主題為
「情緒」
。本計劃透過不同活動，讓義工、

�月��日是機構的賣旗日，雖然正值夏天，天氣炎熱，又多雨水，

抒緩情緒。在�月��日舉辦的家庭分享會「緊張大師」及「神經

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到旗站取物資，小朋友在家長的鼓勵下，主動

但都無阻計劃中的家庭及兒童為本會籌款出一分力。活動當天

家長及孩子認識和接納自身情緒，以及了解不同方法表達和

地邀請途人買旗。相信是次賣旗活動有助孩子學習與人溝通，

鬆一鬆」上，我們分享了緊張情緒的影響，更邀請家長一起

同時也能促進親子關係。在活動過程中，縱然大家都流了不少

進行放鬆練習：
「�-�-�呼吸法」及「肌肉鬆弛法」
。家長表示

汗水，但義工們仍積極努力地完成活動。感謝大家的幫忙，期待

分享會內容實用，放鬆練習亦很簡單和容易實行。

下次賣旗日與您再見!

余恩恩

陳詠恩

社工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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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服務家長、兒童、青少年、專業人士及社會
大眾，達至預防虐兒及推廣保護兒童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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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專業同工會提供協助。

為了加強大眾對兒童權利及本港虐兒情況的認識，今年�月至�月，我們
分別透過臉書和Instagram宣傳及推廣本會熱線的服務。另外，在�月中至

��月中，我們亦透過九巴巴士車身及椅背作出宣傳本會熱線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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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裕君

計劃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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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樂意幫助防止虐待兒童會 I would like to help ACA：
請在適當 內加上 ✓ 號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

總會：香港北角木星街�號澤盈中心��樓

Head Oﬃce: ��/F, Corn Yan Centre, � Jupiter Street, North Poi
nt, Hong Kong
查詢電話 Enquiry: (���) ���� ���� 熱線電話 Hotline: (���) ���� ����
圖文傳真 Fax: (���) ���� ����

我願意捐助 By making a donation：
一次捐款
One Oﬀ
HK$

網上捐款
Donation Online

電子郵件 Email: aca@aca.org.hk 網址 Website: www.aca.org.hk

每月捐款 Monthly
(由
月至
月 )
(from
to
)
HK$

現金
By Cash
銀行 Bank：
支票號碼 Cheque No.：
抬頭註明：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
Cheque made payable：Against Child Abuse Ltd.

支票
By Cheque

Visa  Master  AE 
持卡人姓名 Cardholder：
信用卡號碼 Card No.：
信用卡到期日 Expiry Date：

信用卡
By Credit
Card

簽署 Signature：
本人已將款項存入防止虐待兒童會之匯豐銀行戶口
(號碼：���-������-���)，並附上銀行入數紙。
Deposited to ACA HSBC Account (A/C no.
���-������-���) and enclosed a bank pay-in slip.

直接存入戶口
Deposit to
Bank

是否需要捐款收據？Do you request an oﬃcial donation receipt?

 是 Yes 收據抬頭 Name of receipt:
 否 No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申請扣減稅項。Donations of HK$��� or above is tax deductible.

�.

 本人推薦防止虐待兒童會聯絡下列人士 / 公司 / 機構 By recommending ACA to contact：

�.

 本人願意成為防止虐待兒童會義工，並加入ACA之友。By becoming friends of ACA.

�.

 本人申請成為防止虐待兒童會的會員。By becoming a member of ACA.
每年港幣一百五十元 HK$��� per annum
 普通會員 Ordinary Member
學生會員
Student
Member
每年港幣五十元 HK$�� per annum

每年港幣一萬元 HK$��,��� per annum
 贊助會員 Sponsor Member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 傳真 Fax / 電郵 Email

本人有興趣參與以下服務 I am interested in the following services：

姓名 Name：(中)

機構 Agency (如適用 if applicabl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先生/小姐/女士 (英) Mr / Miss / Ms

電郵 Email：
傳真 F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