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  會： 香港北角木星街 3 號澤盈中心 13 樓 
 電話：(852) 3542 5722　　傳真：(852) 3542 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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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8號 
 電話：(852) 2351 6060　　傳真：(852) 2752 8483

屯門中心： 香港新界屯門安定邨定祥樓407-409室 
 電話：(852) 2450 2244　　傳真：(852) 2457 3782

來自不同派別的英國政客們首次一同肯定嬰兒從受孕至兩歲的1001天黃金時期是重要的。各個政黨在

2013年10月的黨會議上正式公布1001天黃金時期宣言，旨為保障每一名嬰兒能夠得到其主要照顧者適切

的照料，以及幫助父母們有信心締造一個滿有關愛和安全的環境給他們的孩子。

嬰兒時刻從父母身上學習，包括好與壞的事情。嬰兒與其照顧者之間的關係，對其社交和情感發展影響甚

大。多項國際研究顯示，大腦能於最初數年得到充分成長發展，是嬰兒人生最好的開始。最早期的經歷和

體驗塑造嬰兒的腦部發展，並對嬰兒的精神和情緒健康帶來終身的影響。成年照顧者對嬰兒的關愛、適切

和盡責的照料會讓嬰兒學懂信任，但是最初數年育兒的日子往往十分艱辛，部分父母不懂為他們的嬰兒提

供所需的照顧和關注，他們需要支援和協助。

防止虐待兒童會一直積極向政府提議投放資源予兒童並及早預防兒童受虐。自1997年開始，我們便已推出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支援準父母和新手父母。義工家訪育有新生嬰兒的家庭已證明是有效防止虐

兒的策略。我們把這項服務模式延伸至育有幼童的年青/單親父母和貧困家庭，以及育有五歲或以下幼童的

新來港家庭。但令人失望的是，政府至今仍未看到這項服務的重要性，仍然不願意投放資源予兒童，把相

關的預防策略加入主流的服務項目。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是我們另一項致力支援家長和兒童的服務。這

熱線服務時間至晚上九時，除了可供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外，家長和兒童

在遇有衝突、誤解和溝通困難時也可致電尋求協助，我們會在電話中提

供輔導，若有進一步的需要，我們也會安排面談、輔導，或外展家訪

提供詳細評估和跟進。至於複雜或嚴重的虐兒個案，我們採用多專業的

合作協助有關家庭。有時，我們也會遇上情緒激動的父母和不合作的專

業人士，挑戰或攔阻我們聆聽兒童的聲音和保障兒童的安全。在多專業

個案會議上，仍有專業人士聲言經常打兒童並不是虐兒。保護兒童的工

作實在是艱鉅的。深深感謝我們的前線社工盡忠職守、不怕艱辛、不畏

縮，為了保護兒童和終止對兒童的暴力行為而努力。

何愛珠博士

總幹事

五月通訊



2015年1月至3月活動一覽

月份 計劃/ 項目 活動

1月至2月 童夢同想 迎新營：1月31至2月1日••

1月至3月 保護兒童學院 性教育工作坊：1月13、22、27、29日及2月5日••

表達藝術自我探索之旅：1月18日••

保護兒童證書課程：1月23及30日••

親子表達藝術工作坊：1月23、30日、2月6、13日、3月6、13、••

••••20及27日

如何恰當與異性相處及自我保護兒童工作坊：1月28日••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2月2日••

保護兒童講座：2月11日••

提昇子女的思維及創意能力家長講座：3月14日••

快樂家庭小組：3月17、24及31日••

自我保護學生講座：3月18日••

「忘憂草」計劃•-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感激有您義工嘉許禮：1月17日••

齊來賀新年：2月15日••

義工訓練：3月13日••

親子樂悠悠@海洋公園：3月14日••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感激有您義工嘉許禮：1月17日••

義工訓練：3月13日••

海洋公園家庭聚：3月14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1月31日••

義工團隊訓練：3月6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1月16日及3月6日••

走出抑鬱•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1月20、22、27、29日、••

••••2月3、5、10及12日

海洋公園親子一日遊：3月14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兒童社交情緒小組：1月9、16、23、30日、2月6及13日••

新年裝飾DIY：1月26日••

服務使用者凝聚日2014：2月1日••

「抗逆小先鋒」成長小組：2月25、27日、3月6、13、20及27日••

親子暢遊綠田園：3月1日••

「愛．伴兒成長」巴士巡遊：3月22日••

2月至3月 新來港家庭•-•護兒探訪計劃 網上安全義工訓練暨義工分享會：2月7日••

義工團隊訓練暨義工分享會：2月28日••

義工訓練：3月13日••

3月 屯門中心 親情閣義工組新春團拜：3月5日••

義工訓練：3月12•• 、19及26日

觀賞馬術表演：3月28日••

兒童議會 2015兒童議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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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至6月活動預告

月份 計劃/ 項目 活動

4月 童夢同想 出席兒童權利論壇：4月1日••

4月至5月 兒童議會2015 兒童議員面試：4月25日••

兒童議員訓練：5月9日••

新來港家庭•-•護兒探訪計劃 新聞發佈會：4月27日••

義工分享會暨計劃閉幕禮：5月16日••

4月至6月 保護兒童學院 復活節高階思維課程：4月8至10日••

兒童成長戲劇課程：4月11、18、25日、5月2、9、16、23及30日••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工作坊：4月13及20日••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家長工作坊：4月14、21、28日及5月4日••

快樂家庭工作坊：4月14及21日••

午間專題飯薈：4月15日••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4月23日••

表達藝術兒童小組：5月2、9、16、23及30日••

靜觀親子溝通課程：5月7、14、21、28日、6月3、11、18及25日••

「忘憂草」計劃•-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義工訓練：4月11、18日、5月17日及6月25日••

暢遊迪欣湖：5月17日••

山頂一日遊：6月27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放下傷痛•迎向未來•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4月17、24日、5月8、••

••••15、•22及29日

走出抑鬱•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4月21、28日、5月5、••

••••12、19、26日、6月2及9日

正面管教家長講座：5月9日••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4月18日••

迪欣湖郊遊樂：5月17日••

探索中西區：6月27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生日會：4月11日••

好媽媽分享月會：4月14日、5月12日及6月16日••

「抗逆小先鋒」成長小組：4月17、24日及5月15日••

「沒有巴掌日」巴士巡遊：4月26日••

母親節親子聚會：5月9日••

季度親子旅行：5月24日••

竹園中心開放日：6月28日••

5月至6月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5月22、29日、6月5及12日••

父親節慶祝會：6月21日••

6月 屯門中心親情閣 義工組會員大會：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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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證書課程

本學院於1月23及30日在基督教聯合醫院舉辦了四節的保護兒童證書課程，共有30位來自兒童及青少年科、兒童及

青少年科門診、社康護理部及產科的前線護士參加。

是次課程運用即場示範的模式，讓參加者直接體驗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程序、方法和困難，發揮互動的成效。我們

很高興看到護士們十分關注兒童的成長、發展和安全，他們很投入課程，並認真學習處理不同的個案，他們亦明白

多專業合作的重要性。未來，我們希望能在其他醫院舉辦保護兒童證書課程，讓更多醫護人員了解和掌握如何保護

兒童。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表達藝術自我認識工作坊

1月18日，我們在成長希望基金會舉辦表達藝術自我

認識工作坊，目的是透過不同的聯想和創作活動，建

立基金會義工和小朋友的關係，並提升他們對自我的

認識。活動中義工和小朋友均十分享受創作的過程，

他們更共同創作個人展覽，分享和總結他們一起服務

的經驗，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互相支持和鼓勵，義工

們在小朋友身上也有許多寶貴的學習。

雖然是次工作坊的參加者共有33名，而且他們的年

齡相距較大，但是整個過程非常順利。我們十分感謝

兩位義工Dora和Natalie的協助。

陳詠恩

籌募及推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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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表達藝術工作坊

1月至3月我們在成長希望基金會舉行了一連八節的親子工作坊，目的是讓家長和子女互相了解、讓家長認識透過創意

藝術增進親子關係的方法，以及讓家長更深了解兒童的需要。活動過程中小朋友十分珍惜與家長一起的時間，家長們

亦欣賞小朋友的創意，各人更看到彼此不同的一面，重新認識對方。

一位小朋友在其中一節創作了一個故事：「我

有一個機械人，它會幫我做事，今天我和小

機械人一起玩玩具，但是他不和我玩，我很

不高興。」其後在社工的鼓勵和提問下，他向

各人表達了他的心聲，原來他因為媽媽時常不

和他玩而感到不開心。由此可見，表達藝術可

以呈現內心的感受，而導師的引導可以把真正

的需要表達出來。

陳詠恩

籌募及推廣主任

放晴護兒坊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本計劃於1月至3月期間分別舉行了「走出抑鬱 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小組、「做個恩威並重的父母」家庭講座

及海洋公園親子一日遊。

「走出抑鬱 展現笑容」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於1月20日至2月12日期間，我們舉辦了一連八節的

家長情緒管理小組。9位參加的家長透過小組了解到

情緒管理的重要，他們也分享管教子女的經驗，並

學習分析自己的負面思想，以處理負面情緒和改善

管教的態度。有家長表示參加小組後她的負面思想

變得較正面，與家庭成員相處亦更為融洽。

做個恩威並重的父母家長講座

為加強家長對正面管教的認識和技巧，我們在3月6日舉辦「做個恩威並重的父母」家長講座，分享親子溝通的正面

態度和方法。不少家長均表示此講座對他們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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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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預防虐兒及保護兒童的 

效果。

為了進一步鼓勵大眾在有需要時尋求協助及推廣保護兒童的重要性，由2月開始，我們透過多元化的宣傳渠道，例

如電台廣播和在巴士車身刊登廣告，推廣本會熱線的服務，以加強大眾對保護兒童的關注，並鼓勵有需要的兒童和

家長主動致電求助。

另外，我們於4月開始舉辦「正面管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一眾「家+大使」義工受訓後，會透過參與社區活

動，推廣正面管教的信息，並關心和支援社區內有需要的家長。

海洋公園親子一日遊

為提供更多機會讓家長與子女相處以增進親子關係，我們在3月14日舉辦了海洋公園親子一日遊，共有91位家長和

兒童參加。大部分參加者對是次活動安排感到滿意，認為是次活動可以達到其目的，並希望未來可以再次參加類似

的活動。 

黃敏琪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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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合作伙伴：香港救助兒童會

韋裕君

計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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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草計劃 -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感激有您義工嘉許禮

為感謝義工的用心付出，我們於1月17日舉行義工嘉許禮。31位出席的義工除了在台上接受本會頒發的嘉許狀，也

在台下與34位家庭成員打成一片，互相分享過往的點滴。當天也播放了事前拍攝的短片，9位家長透過錄像向義工

們表達衷心的謝意。

有4位家長、5位小孩和16位義工參加了我們在2月15日舉辦的

賀年活動。義工們將家庭成員分為兩組，分別製作「朱古力愛

心湯丸」和「利是封吊飾」。家長們吃到兒女親手製作的愛心

湯丸，均感窩心和喜出望外，而孩子們也十分喜歡自己製作的

吊飾，把它們帶回家中，迎接新年的來臨。

鄧偉基

社工

齊來賀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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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為了讓計劃義工進一步認識單親家庭的需要和特質，我們於3月13日安排義工參觀香港單親協會。透過該協會總幹

事余姑娘的分享，義工們學習到與單親家庭相處的技巧，並了解有關的社區資源，他們都認為是次訓練十分充實。

此外，有見計劃家庭較少機會到海洋公園遊玩，家長和兒童們也經常面對日常生活中種種如經濟、管教子女和學業

等壓力，因此我們在3月14日舉辦了「海洋公園家庭聚」，讓他們可以放鬆心情，盡情玩樂。當天大家十分享受彼

此相聚的時間，家長們亦認識了其他家長，擴闊了社交網絡。

鄭慧玲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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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家庭 - 護兒探訪計劃
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義工團隊訓練暨義工分享會

2月28日，我們舉辦了義工團隊訓練暨義工分享會。當天除了團隊建立的環節，我們也肯定義工們對計劃家庭的付

出和努力。義工們從計劃家庭手中接過感謝狀的時候很感動。其後大家一同燒烤聚餐，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陳睿詩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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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於1月31日假屯門大會堂展覽廳順利舉

行。有來自32個家庭、共99位家長及嬰幼兒參與活動，另有

26位義工為家庭提供託管服務及教導四歲或以上的幼兒製作

手工藝。活動中，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的高

級言語治療師黃穎思小姐為家長主持「幼兒之語言發展及日常

訓練技巧」講座，讓他們認識嬰幼兒由零至六歲的語言發展，

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強嬰幼兒的語言能力。講座後我們為 

7至12月份出生的嬰兒舉行生日會，大家也十分投入和享受。

黃翠玲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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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中心親情閣

家長閒情角

於1月下旬，親情閣家長義工主持了「新年裝飾DIY」活動，教授家長們以串珠製作小桔裝飾，為家居增添新年歡樂

氣氛。透過閒情角的活動，家長們有機會互相支援，並認識更多朋友。

兒童社交情緒小組

一連六節的「金牌小司儀」兒童社交情緒小組於1月至2月舉行，8位參加者除了學會擔任司儀的技巧，也提升了自

信心和溝通技巧。我們期望這些參加者日後可以學以致用，嘗試主持本會的大型活動。

親子暢遊綠田園

3月1日，我們共有63位參加者、約20個家庭前往綠田園參觀有機農莊、燒烤及享用各項康樂設施。當天陽光普

照，各家庭共聚天倫，大人和小朋友也樂而忘返。

「愛．伴兒成長」巴士巡遊

我們在3月22日於黃大仙區舉行巴士巡遊，走訪黃大仙上邨、慈正邨及彩虹邨，宣傳親情閣服務。有40位親子義工

參與當天的活動，各屋邨的居民的反應也熱烈。特此感謝當天盡心盡力協助我們的義工們，讓更多公眾人士認識了

本會的服務。

吳偉僑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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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議會2015
由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

防止虐待兒童會、香港兒童權利及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自2000年開始透過政府的資助，合力提升公眾人

士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意識，並於香港宣傳兒童權利。

兒童議會計劃已成功舉辦了十屆，目前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的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和支持。過去數

年，兒童議員就一些與兒童權利有關的議題向其他兒童搜集意見，將他們的聲音帶到兒童議會。歷屆的兒童議員共

討論了31項有關兒童的議題，包括教育政策、虐兒問題、校園欺凌、貧困兒童的需要、兒童過胖問題、兒童的參與

權利、不良資訊對兒童的影響、邊緣兒童及青少年、學校性教育、獨留兒童、內地新來港學童學習適應、兒童精神

健康、南亞裔學童中文適應、網上欺凌、父母離婚、兒童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及融合教育等。在會議中，兒童議員

與政府代表、現任立法會議員和嘉賓進行答問環節。海外及香港社會各界包括政府、立法會議員、學校、非政府機

構、傳媒及出席議會的嘉賓，對於兒童議會的支持令人鼓舞。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兒童本身的參與和支持。

承蒙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資助，兒童議會2015計劃已經展開。新一屆的兒童議員將於5月至9月期間接受

一連串兒童權利的訓練。

李如寶

服務經理

（預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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