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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發展目標是引領全球和國家發展的里程碑和重要框架。自2012年開始，聯合國一直致力為下一代擬訂一個

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2015年後全球發展的特別議程，而其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要終止所有暴力傷害兒童

的行為。我們很高興看到下一個至2030年可持續發展的議程中，兒童和青少年被認定為「火炬手」，並以緩解兒

童貧困、兒童接受教育和兒童充權為重要的議題。

在鼓勵兒童表達意見的同時，我們亦需要支援父母和兒童照護者。防止虐待兒童會於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

間進行了「家長及兒童對體罰、精神傷害、獨留和家居安全的態度和理解」調查。在1,562位受訪兒童當中，超過

半數兒童表示曾被體罰，當中有百分之五的兒童是每天被體罰；在608名受訪家長當中，有百分之六十九在管教子

女時曾經施行體罰，主要原因是子女的成績未如理想。他們雖然意識到施行體罰會對子女造成身心發展上的負面影

響，但家長們無計可施，所以幫助家長掌握正面管教子女的知識和技巧是十分重要的。接近一半受訪兒童曾受精神

傷害，如被言語或非言語的否定、公開羞辱、恥笑或嘲諷、限制表達意見、以傷害或拋棄作為恐嚇和以粗言穢語責

罵等。約七成受訪兒童曾被獨留家中，家長獨留兒童在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出購物或工作，而家長的家居安全意識

仍很薄弱。我們建議政府重新檢視保護兒童的法例、政策和服務，投放資源為所有家長提供全面的家長教育課程，

和協助受情緒困擾的家長。

防止虐待兒童會於6月28日舉辦了親子支援熱線嘉年華。活動中委任家長大使向學校及其他家長宣傳此支援熱線，

同時派發正面管教小貼士予參加者。我們希望提升大眾認識正面育兒方法不但可以促進親子關係，更為兒童帶來快

樂的童年。

本人謹此對本會數百義工表達衷心的謝意。本會於7月5日舉行了義工嘉許禮表揚義工們的貢獻，會上一些義工分享

他們幫助服務使用者渡過難關的經驗，那些真實的故事不但觸動人心，更是希望人生的見證。

我們十分感謝傅德蔭基金的支持，讓放晴護兒坊計劃得以延續。此計劃是為曾對兒童施以身體虐待的家長、受情緒

困擾的家長以及曾經受虐的兒童提供小組治療的服務。同時本會更得到傅德蔭基金的支持開展一項新服務，讓受訓

義工在社工的督導下探訪育有新生嬰兒的觀塘區家庭。本會自1997年開始，首先在屯門、元朗和天水圍區推行這

項及早預防的家訪計劃。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定期探訪育有新生嬰兒的家庭是一個有效預防虐兒的模式。我們很高

興看到這項及早預防虐兒的服務得以拓展至其他地區。

早期預防虐待兒童和保護兒童免受暴力對待

的措施不但可以讓兒童和家庭受惠，也會為

社會帶來長遠的利益，建立更健康和諧的社

會。本人希望政府參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

標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原則，採取必要

的行動，終止所有暴力傷害兒童的行為。

何愛珠博士

總幹事



2015年4月至6月活動一覽

月份 計劃/ 項目 活動

4月至5月 兒童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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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招待會：4月27日••

義工訓練：5月16日••

義工分享會暨計劃閉幕禮：5月16日••

4月至6月 童夢同想 出席兒童權利論壇：4月1日••

與愛佑慈善基金會會員分享：6月2日••

屯門中心親情閣 義工訓練：4月2日、6月18及25日••

親子暢遊同樂日：4月25日••

義工組會員大會：6月11日••

保護兒童學院 復活節高階思維課程：4月8至10日••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工作坊：4月9日••

表達藝術兒童小組：4月10、17日、5月8、15、22及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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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及5月11日••

快樂家庭工作坊：4月14及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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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間專題飯薈：4月15日、5月13及20日••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4月23日及6月25日••

「讚賞的藝術與技巧」講座：4月25日••

「香港保護兒童概況、處理懷疑虐兒個案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工作坊：4月26日

親子歷奇大挑戰：5月16日••

兒童權利講座：6月2日••

「靜觀」親子溝通講座：6月6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抗逆小先鋒」治療小組：4月17、24日、5月8、15、22及29日••

「沒有巴掌日」巴士巡遊：4月26日••

家長閒情角－八達通套DIY：5月4及11日••

烏溪沙親子日營：5月17日••

竹園中心嘉年華：6月28日••

「忘憂草」計劃•-••

年青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義工訓練：4月18日••

家庭專題分享會：5月17日及6月21日•••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4月18日••

家庭專題分享會：5月17日及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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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5月8、15、••

•••••••22、29日及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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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6月2及9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沒有巴掌日」巴士巡遊：4月26日••

「童您傾心事」戶外參觀活動：6月27日••

正面管教推廣大使開幕禮：6月28日••

5月至6月 童歡部落 迎新會：5月2日••

小組訓練及會議：5月30日及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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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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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至9月活動預告

月份 計劃/ 項目 活動

7月至8月 屯門中心 親情閣義工訓練：7月2及9日••

親子暑期活動：7月21、23、30日及8月7日••

童夢同想 出席兒童權利論壇：7月9日••

退修營：8月23至24日••

8月 快樂家庭學堂 親親孩子心家庭日營：8月11日••

7月至9月 保護兒童學院 「朋輩相處」工作坊：7月2日••

兒童暑期表達藝術小組：8月5、7、12、14、19及21日••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家長工作坊：8月26日••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8月27日••

「靜觀」家長訓練課程：9月4、11、18及25日••

「辨識兒童性侵犯及處理」課程：9月22日••

兒童議會 兒童議員訓練：7月4、11、21至22日及8月7日••

議案討論：7月31日、8月14、18、21、25日及9月19日••

兒童議會會議綵排：9月12日••

兒童議會會議：9月26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深灣遊艇會親子同樂日：7月7日••

家長講座暨BB生日會：8月22日••

星級家長學堂：9月18及25日••

「忘憂草」計劃•-••

年青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家庭專題分享會：7月12日、8月29日及9月30日••

義工訓練：8月1日及9月12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生日會：7月18日••

親子入廚樂：7月20及27日••

暢遊深灣遊艇會俱樂部：8月26日••

季度親子旅行：8月30日••

星級媽咪早餐聚會：9月8、15、22及29日••

中秋關懷長者義工服務：9月26日••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家庭專題分享會：7月19日、8月29日、9月20、23、27日及30日••

義工訓練：8月1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家長大使培訓工作坊：7月8、15日、9月10及17日••

家長大使親子日營：8月30日••

家長溝通技巧培訓小組：9月2、9、16及23日••

情緒管理幼兒小組：9月5、12、19及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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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學院

快樂家庭組曲

在3至4月期間，本學院在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秀茂坪) 完成了五節

「快樂家庭組曲」家長小組。這個小組融合了正向心理學的輔導模

式，幫助家長掌握與家人溝通的技巧，重新出發，探索孩子的需要

和彼此之間的期望，共同建設快樂家庭。

親子歷奇大挑戰

5月16日本學院獲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 /幼兒園邀請舉辦一個大型親子活動，透過融入快樂七式元素的遊戲， 

希望參與的家庭不但可以度過一個愉快的早上，也可初步認識正向心理輔導的精髓。

這次的親子活動包括動態和靜態的遊戲，所有家庭共超過120位的參加者均懷著興奮的心情參與，他們十分投入，

進行遊戲時更出盡法寶，分享亦見心思。

整體來說，各人發揮了超卓的團隊精神，而且打成一片，對當日的活動回味無窮。感謝園方對我們的信任、園方

老師的協助以及一眾義工的支持，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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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觀」親子溝通講座

「靜觀」是一種修習，幫助我們有意識地留心覺察，以不帶批判的態度，接納生活當下的經驗。過去三十多年來，

西方醫學和心理學研究證實「靜觀」能幫助我們有效減壓，增強情緒管理，提升正面情緒，改善人際關係，對促進

親子關係也大有幫助。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教育心理學家朱可達博士於6月6日親臨本學院擔任「靜觀」親子溝通講座的講員，朱博士關心生

活忙碌的家長，明白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挑戰和困難，而壓力容易讓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因此親子衝突時有所聞。

參加者表示講座富有啟發性並且相當實用。

前線同工在職訓練 －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

本學院於4月23日及6月25日舉辦了兩次證書課程，參加者非常踴躍，有醫護人員、校長、幼稚園教師、駐校社

工、醫務社工、青少年中心社工以及宿舍家長等。是次課程特別為前線同工講解在面對一些懷疑虐兒個案時如何評

估和介入，以及危機處理和跨專業合作的內容，我們透過短講、小組討論、即場演繹和分享等幫助學員認定保護兒

童的重要性。

課程結束時學員均表示課程對他們十分有幫助。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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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停，休一休」 -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工作坊

本學院於4月14日至5月4日期間與善導會龍澄坊首次合作舉辦治療小組，由兩位善導會的社工與本學院的表達藝術

治療師陳姑娘互相配搭，為七個患有抑鬱症的家長提供了四節小組治療服務。這個小組盛載了許多眼淚，參加者在

安全的環境下，釋放憤怒、傷感和憂心等情緒。

在小組開始的時候，一位參加者分享說：「我覺得在這個世界沒有人能夠幫助到自己，沒有人能明白我……」。後

來她透過創作和分享，釋放了許多情緒，也更加明白自己的需要。透過聆聽別人的故事，讓她發現許多人都是同行

者，與她身同感受。最後她更給予其他組員很大的支持、鼓勵和力量。

表達藝術兒童小組

於4月10日至5月29日，本學院為李陞大坑學校的南亞裔學

生提供了六節兒童表達藝術小組。南亞裔學生非常好動，亦

善於表達自己，讓小組氣氛十分熱鬧。表達藝術治療師陳姑

娘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為自己創作了一些故事，然後用戲劇

演繹出來，他們互相支持的場面真摰感人。

有一位學生分享到他內心矛盾的故事：「從前，有兩個小

孩，一個喜歡每天參加派對，一個喜歡畫畫和看書。有一

天，那個喜歡參加派對的小孩因為飲用酒精過量而死亡，另

一個小孩卻健康地生活。」那位學生透過創意藝術表達了內

心的掙扎，以及演繹了雙面性格的自己，好像生動地看見自

己的生命，並體會真實自我的回響。

陳詠恩

傳訊及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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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晴護兒坊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本會總幹事何愛珠博士和本計劃社工於6月11日獲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節目主持的邀請出席分享，在節目

中我們分享了體罰對兒童身心發展的負面影響，亦介紹了本計劃的服務內容、正面管教方法和服務對象接受服務後

的轉變，最後我們亦分享了兒童的權利應受各人尊重的訊息。

黎秋燕

計劃社工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忘憂草」計劃 -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家庭分享會–親子立約及培養孩子的紀律

我們在6月21日舉辦家庭分享會，共有31人參加，包括5位家長、7位小孩及19位義工。透過社工帶領的分享會，

家長學習如何與兒女訂立規則及培養他們的紀律，並嘗試在遊覽山頂和參觀警察博物館的外出活動中實踐有關的管

教方法，期間義工亦從旁提示和協助。過程中各人也互相分享生活點滴，大家都很享受當日的愉快氣氛。

鄧偉基

社工

我們在5月17日舉辦「家庭分享會：因材施教」，與計劃家庭一

同前往香港濕地公園，學習如何按照各種植物和動物不同的特性

照料它們，讓它們健康地成長。藉著是次的參觀和活動，家長們

明白到每個孩子也是獨特的，他們需要因應孩子不同的需要和才

能來培育孩子，以幫助孩子發展所長。在濕地公園，計劃家庭不

但獲得正面管教子女的道理和知識，亦欣賞到各種濕地生物的美

態，他們十分享受是次的親子活動。

鄭慧玲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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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家庭–護兒探訪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義工分享會暨計劃閉幕禮

5月16日，我們為義工及家庭舉辦了「義工分享會暨計劃閉幕禮」活動，邀請服務使用者致送感謝狀給義工，以答

謝義工在計劃中付出的努力和貢獻。當義工從家庭手上接到感謝狀和紀念品時，均表現得非常感動。家庭和義工更

在拍攝鬼馬趣緻的相片和參與集體遊戲時笑聲不絕。他們表示非常享受是次活動，並期望計劃可以延續下去。

張淑霞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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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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節慶祝會

本計劃於6月21日舉行名為「為父親喝采」的父親節慶祝活動，共有55位家長和兒童參加，到訪保良局賽馬會大

棠渡假村，一起進行家庭遊戲和享受營地各種康樂設施。最後，我們向各位父親送上祝福和派發禮物包，為父親們 

打氣。

 鄧詠嫺

 計劃社工

義工訓練課程

本計劃在5月22、29日、6月5及12日進行了四節的義工訓練課程，主題包括介紹「生之喜悅」計劃與保護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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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初生嬰兒的語言發展。除了本計劃的社工，課

程的講員還有高級言語治療師黃穎思姑娘。參加者都獲益良多，掌握了不少育嬰新知識和家訪技巧，更有信心服務

受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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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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士和社會大眾，達至預防虐兒和保護兒童的效果。為了進一步

加強市民大眾對兒童權利和本港虐兒情況的認識和了解，本會透

過多元化的渠道，如電台和蘋果動新聞等，宣傳本會的支援熱線服

務，提升市民大眾的求助意識，鼓勵有需要的兒童和家長主動致電 

求助。

我們在4月26日舉辦「沒有巴掌日」巴士巡遊活動，推廣正面管教

的信息，關心和支援社區內有需要的家長，同時鼓勵市民大眾參與

「正面管教推廣大使」義工訓練活動和參與社區活動。

此外，參與「童您傾心事」義工情緒支援服務及「正面管教推廣大使」的義工和家庭，於6月27日一起參觀了香港

3D奇幻世界立體美術館、香港文物探知館及九龍公園。當日的活動增進了義工與服務家庭之間的了解，更促進了服

務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子互動，各人一起度過了快樂的一天。

我們在6月28日的竹園中心嘉年華內舉行了「正面管教推廣大使」開幕禮，由完成訓練的大使的向市民大眾介紹正

面管教的信息。

韋裕君

計劃幹事

CHICKEEDUCK為鼓勵公眾支持環保及支持本機構的服務，凡顧客於5月 

1日至6月30日惠顧時自備購物袋，CHICKEEDUCK會捐贈港幣五元予本機

構作慈善用途。本會謹此衷心感謝CHICKEEDUCK的支持和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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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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中心親情閣

烏溪沙親子日營

活動於5月17日舉辦，約20個家庭共60人參加，前往烏溪沙青年新村享用各種康樂設施和進行親子遊戲。當日雖然

天氣欠佳，各家庭留在室內進行活動，但他們都十分投入，玩得樂而忘返。

 「抗逆小先鋒」治療小組

4月至5月份期間，我們運用正向心理學和經驗學習法，在天虹小學進行了六節的「抗逆小先鋒」治療小組。10位

參加者除了在小組中學習到表達情緒的技巧外，他們的解難能力及溝通技巧亦有所提升。

 「沒有巴掌日」巴士巡遊

在4月26日，我們於深水埗、觀塘及沙田區舉行「沒有巴掌日」巴士巡遊，並走訪元州邨、牛頭角邨及禾輋邨，宣

傳本會的服務和正面管教的訊息。當日有40位親子義工參與活動，各邨居民亦反應熱烈。特此感謝當日盡心盡力的

義工，令更多公眾人士能認識到本會的服務。

竹園中心嘉年華

我們在6月28日於竹園南邨舉行竹園中心嘉年華。當日公眾反應熱烈，共有1,800人次參與。家長們透過表演和親

子遊戲、攤位遊戲以及親子加油站，學習如何運用正面管教的知識及技巧。

吳偉僑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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