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通訊

最近多宗兒童被虐致死或嚴重受傷的慘劇，於十天之內接連發生，實在讓人心碎。而當新聞過後，這些受虐兒童的

情況又會如何？十年前天水圍發生的慘案已是一個警號，但悲劇過後並沒有任何跟進工作，預防兒童遭受暴力對

待。現在，我們是否應當想辦法改善，讓家庭和社會成為一個更安全的地方，讓兒童健康成長。

設立機制檢討嚴重的虐兒個案，是一個有效的改善方法。要分辨嚴重的個案並不困難。近期七歲受虐女童便是一個

需要即時檢討的嚴重個案。需要接受深切治療的受虐兒童，其嚴重性已足夠進行檢討並採取迅速的跟進行動。

兒童權利論壇和家庭議會經常被用作推卻設立兒童委員會，以關注兒童事務的藉口。但是目前這些機制，是否已能

負起落實兒童生存、受保護、參與和發展權利的責任？是否能確保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得到實踐？我們的兒

童不能再等了，他們現正面對各種不利的因素，我們每一位也有責任保護他們，聆聽他們的聲音，讓兒童享有更安

全和更優質的生活，政府的角色至為重要。

防止虐待兒童會聯同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及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在9月26日於立法會大樓舉行了兒童議會

會議。兒童議員選擇了三項議案：

議案一：促請政府增加兒童在住宿照顧服務過程中的參與權。

議案二：促請政府於中小學加入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文化教育以消除兒童對性小眾的歧視。

議案三：促請政府與指定交通工具營運商合作以達至所有兒童享有半價車費優惠。

對於這些議題，兒童議員花了很多時間進行研究，並把相關議題帶到兒童議會會議中進行審議。他們證明兒童不但能

夠給予建設性的意見，也能夠互相尊重地對話。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代表均應邀出席是次會議並於會上交換意見。

除了積極倡導改善政策，防止虐待兒童會繼續接聽熱線電話、調查懷疑虐兒個案、支援對管教子女有困難的家長，

並聆聽兒童的聲音。於上季度，我們為家長和兒童舉辦了多個小組、活動和項目。我們有多個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服務對象包括育有新生嬰兒的家庭、育有0-5歲兒童的新來港家庭、單親/年青母親，以及育有年幼兒童的有需要家

庭。超過1,000名已受訓的熱心義工，與我們的社工緊密合作，每月至少一次前往這些家庭進行探訪。他們還會定

期與這些家庭電話聯繫、舉辦家庭聚會和戶外活動等。義工們不但傳遞正面管教的知識和建議改善家居安全的辦

法，更會辨識管教兒童和虐待兒童的危機，告知社工跟進。在預防兒童受到暴力對待的工作上，他們是十分重要的

合作夥伴。我們衷心感謝他們無私的付出和貢獻。

專業人士也需要裝備足夠的知識、技巧和態度，以處理虐

待兒童的問題。我們的保護兒童學院為相關的專業人士定

期提供保護兒童證書課程。在10月15日，學院舉辦了預

防心理虐待的跨專業研討會。我們希望與不同的持份者攜

手努力，為我們的兒童帶來愉快的現在和光明的未來。

何愛珠博士

總幹事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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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至9月活動一覽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7月 義工嘉許禮2015 7月5日••

8月 快樂家庭學堂 親親孩子心家庭日營：8月11日••

童夢同想 退修營：8月26至27日••

7月至9月 屯門中心 親情閣義工訓練：7月2、9日及9月22日••

親子暑期活動：7月21、23、30日及8月7日••

兒童遊戲中學習小組：8月18、20、25及27日••

親子健康聚會：8月25日••

保護兒童學院 朋輩相處工作坊：7月2日••

保護兒童的發展及服務推廣講座：7月29日••

保護兒童的發展及跨專業合作講座：7月30日、8月25日及9月18日••

兒童暑期表達藝術小組：8月5、7、12、14、19及21日••

保護兒童學院名譽顧問分享會：8月11日••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家長工作坊：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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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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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9月13及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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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樂廚－曲奇DIY：7月20日••

身心鬆一鬆家庭營：8月30日••

BYE•BYE暑假派對：9月2日••

星級媽咪早餐聚會：9月14及21日••

中秋關懷長者義工服務：9月19、22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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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30日••

義工訓練：9月5日••

童歡部落 童歡競技日：7月25日••

小組訓練及會議：8月28日••

大澳遊蹤：8月29日••

義工訓練及探訪長者：9月26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計劃宣傳：7月至8月••

家長大使義工招募：7月••

家長大使活動：8月30日••

正面管教家長小組：9月2、9、16及23日••

兒童全人健康小組：9月5、12、19及26日••

9月 新家樂融融•–•護兒探訪計劃 家庭及義工招募：9月••

放晴護兒坊•–•

新生樂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9月8、10、15、17及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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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至12月活動預告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10月 兒童議會 兒童議會2015檢討會議：10•月17日••

10月至11月 忘憂草計劃•–•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維港煙花觀賞：10月1日••
家庭專題分享會：10月4日、11月7日及12月5日••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義工訓練：11月21日••

10月至12月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星級家長學堂：10月2及9日••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理盧幼慈教授家長講座：10月25日••
義工分享會：11月27日••
親子遊戲樂融融：11月28日••
海洋公園親子遊：12月31日••

保護兒童學院 靜觀家長訓練課程：10月2、9、16及20日••
保護自己性教育工作坊：10月6•、13、26及27日••
表達藝術自療家長小組：10月13、20、27日及11月3日••
跨專業研討會：在現今制度下，如何令孩子免受精神虐待：10月15日••
朋輩相處工作坊：10月16日••
從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家長工作坊：10月23日••
沒有眼淚的學習講座：10月24日及12月5日••
保護兒童證書課程：10月27日及11月3日••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10月30日及12月4日••
香港保護兒童的發展講座：11月7日••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工作坊：11月8日••
兒童情緒管理學生講座：11月13日••
高效七式管教法家長工作坊：11月24日及12月18日••
預防兒童性侵犯證書課程：11月26及27日••
讚賞的藝術與技巧家長講座：12月19日••
高效管教家長小組：10月19、26日及11月2、9、16及23日••
開心管教•• –孩子快樂成長家長組：11月4、18、25及12月2日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家庭專題分享會：10月4、7日、11月7日及12月5日••

童夢同想 香港青少年司法制度工作坊：10月4日••
出席兒童權利論壇：10月9日••
於第三屆兒童事宜論壇分享：11月14日••
聖誕聯歡派對：12月••

竹園中心親情閣 星級媽咪早餐聚會：10月5及12日••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海洋公園一日遊：10月24日••
好媽媽分享會：11月3日至12月22日（逢星期四）••
親子遊戲日：11月28日••
生日會暨聖誕聚會：12月12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家長正面管教講座：10月8日••
放下藤條•重拾歡笑•• –家長治療小組：11月2、9、16、30日、

••••12月7、14及21日
放下傷痛•迎向未來••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11月4、5、11、12、

••••18、19、25、26日、12月2、3、9及17日

屯門中心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理盧幼慈教授家長講座：10月25日••
好媽媽分享會：11月5、12、19、26日、12月3及10日••
親親孩子心嘉年華：12月6日••
參觀海洋公園：12月31日••

新家樂融融•–•護兒探訪計劃 家庭及義工招募：10月••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義工訓練：11月13、15、18及27日••
聖誕聯歡：12月13日••

童歡部落 小組訓練及會議：10月24日及11月28日••
嘉年華會攤位遊戲：12月6日••
小組訓練暨聖誕派對：12月19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計劃宣傳：10月至12月••
家長大使活動：10月24日、11月22日••
童您傾心事義工情緒支援服務•–•義工團聚日：11月••
童您傾心事義工情親子活動：11月22日••

11月 義工領袖訓練日營 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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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議會2015 
由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贊助•

在2015年9月26日，58位「兒童議員」自行撰寫

的3份議案，分別是「促請政府增加兒童在住宿照

顧服務過程中的參與權」、「促請政府於中小學加

入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文化教育以消除兒童對性小眾

的歧視」及「促請政府與指定交通工具營運商合作

以達至所有兒童享有半價車費優惠」進行辯論。活

動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進行，並參考真正的立法會會

議模式進行。兒童議員先分成3組，每組代表提出

改善兒童現況的動議，再與其他組別的兒童議員就動議展開激烈的辯論，接著與立法會陳志全議員、何秀蘭議員、

劉慧卿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家騮議員、莫乃光議員、黃碧雲議員、九龍城區議會議員鄭利明博士，以及社會福利

署、明光社、香港小童群益會、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的代表等嘉賓，進行答問環節，交流意見。•

過去4個多月，兒童議員合共召開了39次小組會議；親身進行了26次訪問，聽取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及多個相關

界別人士的意見；就各個議題以問卷調查方式，合共搜集了1186名兒童的意見；並參閱相關文獻資料後親自撰寫3

份議案文件，集結成書，稍後將向政府及與兒童有關的機構派發，讓政府及社會參考。•

李如寶 

服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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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同想
與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合作及由救助兒童會贊助

亞洲地區兒童權利聯盟 － 第三屆區域兒童會議

童夢同想於2006年8月正式成立，是香港首個由兒童主導的團體，致力維護兒童權利，成員主要是十八歲以下的中

學生。童夢同想由本會及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協助發展並提供支援。這群積極的年青人一直與兩間機構緊密合作，

籌辦和推行每年舉辦的「兒童議會計劃」及其他與兒童權利有關的活動。

亞洲兒童權利聯盟：第三屆區域兒童會議在2015年8月13日至8月18日於泰國清澫舉行。共36位分別來自柬埔

寨、香港、印度尼西亞、緬甸、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越南的兒童和青少年代表參加。會議目的是希望透過亞

洲各國的兒童組織分享其推廣兒童權利的經驗及當地兒童面對的問題。他們更在會上商討和構思了第一次亞洲地區

兒童活動，並以提高公眾對停止體罰的關注作為主題。

李如寶

服務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名譽顧問交流晚會

過去兩年，保護兒童學院得以平穩發展，實在有賴一眾熱心、經驗豐富而且具有遠見的名譽顧問團隊，一直給予我

們許多的支持和指導。他們所傳授的各樣經驗，為保護兒童工作開展新的一頁。

為答謝各名譽顧問對我們的支持，我們特別在8月11日於保護兒童學院舉行交流晚會，很榮幸共有13位名譽顧問應

邀撥冗出席。會上我們的主席張志雄醫生首先致送感謝狀予各位出席的名譽顧問，接著各位顧問分別分享他們寶貴

的意見和經驗，互相交流，讓我們獲益良多。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更加用心、努力和積極地在各方面發展，幫助更多社區人士肩負保護兒童的角色。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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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今制度下，如何令兒童免受精神虐待？」
跨專業研討會
繼去年成功舉行了關於兒童心理虐待的跨專業研討會，我們很高興於本年度10月15日，假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舉行。本會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協辦了「在現今制度下，如何令兒童免受精神虐待？」的跨專業研討

會。是次研討會目的是希望從不同的制度下探討兒童如何獲得更好的保護，免受不必要困擾和壓力，讓兒童健康愉

快地成長。

這次研討會，嘉賓講者陣容鼎盛，包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博士、鄉師自然學校校長小雨女士、教育心理

學家朱可達博士、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先生、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陳沃聰教授及本會總幹事

何愛珠博士。另外，我們亦很榮幸邀請到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實務教授方敏生教授擔任嘉賓主持，為整個研討會生

色不少。

當天研討會參加入數超過120人，來自不同界別，包括有校長、教師、護士、社工、研究員、社工學生、國內的保

護兒童機構代表、澳門保護兒童機構的社工、教授、輔導員、房屋署職員、義工及家長等等，他們對兒童的成長

非常關心，特別是目前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迴響，作為家長或專業人士看到兒童經常因操練有關練習使身心俱

疲，回應兒童應有快樂的童年，而非在操練中成長，形成停不了的競爭。本會收集了不同意見後會呈交建議書予有

關部門。

最後，感謝一班台前幕後的同事、義工及實習

同學的支持和配合，讓整個研討會得以順利進

行，參加人士亦對大家的專業稱讚不已。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靜觀親子溝通課程
靜觀親子溝通課程轉眼間便結束了。教育心理學家朱可

達博士帶領各參加者練習、分享及實踐，真心體會11位

參加者的投入、認真及用心，包括參加者分享於平日坐

車、睡覺前、情緒低落時等不同生活時間如何運用靜觀

技巧。有些參加者表示，香港的生活模式很難靜下來，

所以這正是靜觀的奧妙之處，因為不同的生活模式、生活節奏、及與孩子相處的方法，都是一種「選擇」。在這個

課程中，有一位參加者分享，他感到這個課程令自己的壽命增長，因為他開始懂得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是在靜

觀練習中經常提到很重要的，若我們待自己不好，確實難於支援別人。另外，留意「此時此刻」的感覺亦很重要，

香港人每天都過著急促的生活，容易忘記「此時此刻」的意義。經過八堂，有參加者表示若有新的課程會再參加，

因為不斷的學習和分享讓他們更有空間實踐和掌握。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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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學院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家長工作坊

8月26日，保護兒童學院於香港心理衛生會舉辦了一節表達藝術壓力自

療家長工作坊。是次活動過程順利，參加的26名家長真情流露，坦誠地

表達出患病的經歷和當下的內在需要。他們也嘗試了許多創作和一起唱

歌奏樂，十分開心滿足。

陳詠恩

傳訊及發展主任

兒童暑期表達藝術小組

參加兒童癌病基金會兒童暑期表達藝術小組（由8月5日21日期間舉行，共六節）的小朋友一同創作了以下的故

事：「在宇宙一個地方，叫火星。有一棵樹，一天一天長大，長了許多蘋果。有一天，多啦A夢到樹下草地上吃他

喜歡的豆沙餅。那麼，多啦A夢就睡著了。他熟睡的時候，突然有一隻鬼出現，丟了樹上的蘋果。多啦A夢醒來之

後，很不開心，因為所有蘋果不見了，他便大哭，但突然想起他的迷你兵團朋友。迷你兵團朋友趕到，做了許多得

意動作引多啦A夢笑。最後，神仙出現，神仙很喜歡幫助乖巧的小朋友，祂用神仙棒變回所有蘋果，更變多了不同

的水果，最後所有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小朋友創意無限，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到他們天真的性格和內心的真實想法。他們於小組的後段透過話劇將故事演

繹出來，釋放潛意識裡的情感，亦得到希望感及成功感。雖然那些小朋友從小面對疾病和痛苦，但他們十分勇敢

地一同面對各種挑戰，亦學會表達自己的需要。表達藝術治療師陳姑娘十分欣賞他們在活動中的投入、對生命的積

極，以及對朋友的愛護與支持。

陳詠恩

傳訊及發展主任

放晴護兒坊計劃
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感謝傅德蔭基金的支持，延續「放晴護兒坊計劃」三年，讓本會可於2015年6月至2018年5月繼續為有需要的家長

及兒童提供小組治療服務。

此外，一項新的預防服務，名為「新生樂家庭探訪計劃」亦隨即展開。這計劃旨在及早預防、強化家長的角色和減

少虐兒危機。在九月份，我們舉行了五節義工訓練，共有16位義工參加。訓練內容包括︰保護兒童工作、嬰幼兒成

長需要、認識產後抑鬱徵狀、家居安全、社區資源、探訪技巧及危機處理技巧。已接受訓練的義工將提供定期家訪

及電話支援予配對的家庭。

黎秋燕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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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草計劃－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會贊助

親子分享會 – 

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及責任感

在9月13日及20日(星期日)分別舉辦了兩次親子分享會，當中有8位家長

參加了社工舉辦的家長親職講座，彼此分享生活點滴及學習適切的管教

方法。同時，有12位就讀小學的孩子參加了由吐露港扶輪青年服務團舉

辦的體驗性工作坊，工作坊由23位義工帶領並以環保為主題，孩子透過

團體遊戲學習紀律和責任感。當日大家融洽相處，氣氛十分熱烈。

鄧偉基

社工

福溢吾家－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由香港公益金贊助

我們於8月28日舉辦了「(I) 家庭角色及期望(II) 珍愛生命」於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舉行家庭分享會，當天家長分享

了自己對子女的期望及該期望對子女成長的影響，從而學習調節對子女的合理期望。同日，我們亦與計劃家庭一同

前往天際100，計劃家庭在全港最高的大廈360度眺望本港的景色。本會希望藉著參觀及活動探索生命的意義。

我們亦於9月23及30日舉辦了「正面管教」家庭分享會。家長透過活動及分享提升了家長的正面情緒表達方法、認

識兒童的心理及行為及學習正面管教家長技巧。家長均積極參與，彼此建立互助網絡。

鄭慧玲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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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樂融融－護兒探訪計劃
由凱瑟克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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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灣遊艇會親子同樂日

承蒙深灣遊艇會的邀請及贊助，25位家長和兒童於7月7日到訪深灣遊艇俱樂部八樓遊樂場，在16名來自天主教明

德學校的小四及小五學生帶領下，體驗各種色彩繽紛及充滿動感的遊戲設施，各參加者都樂在其中。這活動不但為

兒童提供了一個有趣和互動的學習環境，還加強了親子溝通。

本會得到凱瑟克基金贊助，於9月份開展了「新家樂融融—護兒探訪計

劃」。本計劃特意為居住於深水埗、黃大仙或觀塘區，並育有0至5歲子

女的新來港家庭提供相應的支援服務，包括提供義工家庭探訪、育兒資

訊及社區資源介紹等等，希望能從中協助家庭更有效地渡過適應期。

本計劃於9月開始進行家庭及義工招募。如有任何查詢或報名，歡迎•

致電2351•6060與陳姑娘或張姑娘聯絡。

陳睿詩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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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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及社會

大眾，達至預防虐兒及保護兒童的效果。為了進一步加強大眾對兒童權利及本

港虐兒情況的認識。透過多元化的渠道推廣熱線服務，包括電台、巴士車身及

巴士站廣告牌，宣傳本會熱線的服務，提升大眾的求助意識，及鼓勵有需要的

兒童和家長主動致電求助。

我們在8月30日舉辦了大棠村親子日營，與「正面管教推廣大使」的義工及家

庭一同參與，活動過程促進了親子之間的互動及推廣正面管教的信息，大家享

受了快樂的一天。

另外，我們於9月份亦舉辦了家長及兒童小組，透過繪畫加強家長學習有效的溝

通技巧及正向管教知識，亦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孩子認識不同情緒及其處理技

巧的方式。

韋裕君

計劃幹事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於8月22日在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順利舉行，共有來自35個家庭的106位家長及嬰幼兒參

與，另有28位義工為家庭提供託管服務及教導三歲以上的兒童製作手工藝。是次活動，我們邀請了資深退休護士馬

文春姑娘為家長主持「嬰幼兒常見的疾病及護理」講座，讓他們認識如何處理孩子在嬰幼兒成長階段常見的健康問

題。講座後，我們便為1至6月份出生的BB舉行生日會。

黃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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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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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園中心親情閣

親子入廚樂及BYE BYE暑假派對

踏入暑假，親情閣舉行了各式各樣的親子活動。家長可此運用正面親子溝通技巧與子女合作，一起製作曲奇及薄

餅，共享天倫之樂。

身心鬆一鬆親子日營

在8月30日，到暑假的尾聲，我們舉行身心鬆一鬆親子日營。當日共有60位參加者，約20個家庭，於大棠渡假村享

用各種康樂設施及進行親子遊戲。活動當日雖天氣欠佳，各家庭須留在室內進行活動，但各參加者都投入參與親子

遊戲當中，樂而忘返。

星級媽咪飲早茶

踏入九月，於每個星期一早上舉行星級媽咪飲早茶活動。活動期間透過影片分享及討論，各媽媽都可抒發在管教路

上遇到的困難與心得，最難得的是組員間能夠互相扶持及學習，形成一個輕鬆互動的家長交流平台。

中秋晚會及關懷長者義工探訪

踏入中秋節，親情閣全體義工積極與社區團體合作，在九月十八日的竹園北邨中秋晚會主持攤位遊戲，除向社區人

士宣揚本會服務外，與他們一同慶祝中秋節。此外，親情閣亦組織親子義工到循理會竹園耆樂會所教導其會員製作

愛心燈籠，於中秋節前夕攜同愛心燈籠及禮物包探訪竹園區的長者家庭，分享中秋節的歡樂。

吳偉僑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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