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我在此謹祝各位猴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亦期望每一個家庭都能成為為兒童溫暖和安全的庇蔭。

當有些兒童在家中受虐，需要住在寄養家庭或兒童之家，他們的成長往往需要更多的關懷和支援。去年十二月，約

十多位來自兩所提供兒童寄住服務的督導人員和服務總監探訪本會，並一起探討如何改善及倡導兒童權利等議題。

希望大眾了解這些兒童的訴求，使他們成長的需要能夠被滿足。是次的分享會很有意思！我們希望繼續為這些孩子

做多些工作，讓他們能看到人生方向和希望之光！

在上一季度，本會透過支援熱線、外展調查和個案服務跟進了許多懷疑虐兒個案。當中，我們曾遇到濫用藥物或有

精神困擾的父母拒絕協助；亦遇到專業人士因擔心父母的反應而不合作，這使危機評估工作更加困難。除了繼續為

專業人士提供專業知識、態度和技巧的培訓外，我們建議有法定專業人士舉報懷疑受虐個案的機制。為了及早介入

懷疑個案以預防虐兒悲劇發生，專業人士不止要立即轉介個案，他們還需要與調查人員合作，處理那些不讓孩子進

行評估的家庭。

本年度的記者招待會和週年大會在11月19日－「世界防止虐待兒童日」舉行。會中發佈了過去一年的統計數字和

服務重點。當天兩位家長分享了他們轉變的故事和一位義工分享了她支援單親母親的經歷。

在2015年12月8日，本會代表出席了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為虐

兒個案的受害人提供的支援服務會議。本會亦向小組委員會提交一份立場書，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法定性舉報、設

立嚴重個案檢討機制、投放資源於早期預防服務、兒童目睹家庭暴力應定義為虐待兒童、檢討和監察多專業個案會

議後兒童的情況、加強各專業人士培訓、全面禁止體罰和全面檢討保護兒童法例。

義工是本會的寶貴資產和重要的同行伙伴，他們積極地參與家庭探訪計劃。為了加強義工的能力，本會於十二月的

一個星期日為傑出義工提供進階訓練，好讓他們更了解受虐兒童複雜的情況和更投入參加保護兒童的工作。

為了使本會各項服務得以持續發展，我們很需要大家的支持！本會將於2月21日在山頂舉行「護兒步行籌款」，希

望你們能積極參加! 讓我們攜手努力，使兒童在新的一年和未來的日子裡，都能在充滿幸福及和諧的家庭裡成長。

何愛珠博士

總幹事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10月 兒童議會 兒童議會檢討會議：10 月17日• 

於AVA-HK Regional Academy Symposium 分享：10月26日• 

放晴護兒坊 － 新生樂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10月29日• 

11月 週年記者招待會及週年大會 第三十六屆週年記者招待會及週年大會：11月19日• 

12月 義工進階訓練 潛能無限• － 義工領袖訓練日營：12月14日

10月至
12月

忘憂草計劃 －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親子分享會• － 感謝家人的貢獻及發掘孩子的潛能：11月7日
親子分享會• － 提升親子合作性及輕鬆有妙法：12月5日
親子分享會• － 認識親子互動遊戲秘訣及鞏固親子關係：12月20日

童歡部落 小組訓練及會議：10月24日及11月28日• 
小組會議籌備攤位：11月21日• 
屯門中心嘉年華會設立遊戲攤位：12月6日• 
小組會議暨聖誕派對：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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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1月4、11、18、25日、12月2及9日
放下傷痛•  • 迎向未來 －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II)：11月5、12、19、26日、12月3及17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家長大使活動• － 海洋公園家庭樂：10月24日
家長大使活動• － 正向一家農舍樂：11月22日
童您傾心事•  • 義工親子活動：11月22日
童您傾心事•  • 義工情緒支援服務：11月22日

屯門中心 親親迪士尼之旅：10 月18 日• 
理盧幼慈教授講座：10月25日• 
好媽媽分享時間：11月5、12、19及 26日• 
好媽媽分享時間：12月3、10及17日• 
親親孩子心嘉年華暨中心開放日：12月6日• 
參觀海洋公園：12月31日• 

保護兒童學院 靜觀家長訓練課程：10月 2、9、16及23日• 
保護兒童服務介紹：10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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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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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管教家長小組：10月19及26日• 
從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家長工作坊：10月23日• 
沒有眼淚的學習家長講座：10月24日• 
保護兒童證書課程：10月27日及11月3日• 
前線同工在職訓練• －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10月30日
表達藝術自療家長小組：11月3日• 
開心管教•  • 孩子快樂成長 － 家長小組：11月4、18及25日
保護兒童法例及兒童權利：11月7日• 
寄養家長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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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七式管教家長工作坊：11月19、24、27日及12月18日• 
預防兒童性侵犯證書課程：11月26及27日• 
從遊戲中與孩子建立和諧的關係家長工作坊：12月2日• 
開心管教•  • 孩子快樂成長家長小組：12月2日
前線同工在職訓練• － 評估虐兒危機、掌握介入技巧證書課程：12月4日
關注兒童權益交流分享：12月4日• 
沒有眼淚的學習講座：12月5日• 
義工訓練：12月11日• 
讚賞的藝術與技巧家長講座：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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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義工訓練：11月13 至27日• 
聖誕聯歡聚：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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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夢同想迎新營：11月21至22日• 
出席兒童權利論壇：12月4日• 
兒童權利講座：12月21日• 
聖誕聯歡派對：12月27日• 
迪士尼同樂日：12月29日• 2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10月至
12月

竹園中心親情閣 星級媽咪飲早茶：10月12及19日• 
親親迪士尼之旅：10月18日• 
海洋公園• － 日遊：10 月24日
好媽媽管教學堂：10月26日至12月14日• 
閒情角• － 遠足樂悠悠：10月27日及11月27日
閒情角• － 羽毛球鬆一鬆：11月5日至12月17日
親子遊戲日：11 月28日• 
生日會暨聖誕聚會：12月12日•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家庭分享會• － 正面管教(II)：10月7日 
家庭分享會• － (I)發展子女所長、(II) 學習感恩：11月7日
家庭分享會• － (I)親子合作的重要性、(II) 珍惜家庭樂：12月5日
家庭分享會• － 提升親子關係：12月20日

月份 計劃/項目 活動
1月 童夢同想 出席兒童權利論壇：1月21 日• 

2月 步行籌款 有情人• • 分享愛• 護兒步行籌款：2月21日

3月 服務使用者凝聚日 3月20日• 

1月至3月 忘憂草計劃 －
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巴士巡遊：1月17日• 
義工訓練：1月6日及2月27日• 
親子分享會• － 家庭支援：2月28日
親子分享會• － 善用親子時間：3月13日

童歡部落 巴士巡遊：1月23日• 
海洋公園家庭遊：1月30日• 
義工訓練及探訪長者中心：2月27日• 
分享會暨頒獎禮：3月19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放下藤條• • 重拾歡笑－ 家長治療小組：1月4日 
家長正面管教講座：2月2日•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I)：2月17及24日、3月2、9及16日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II)：3月7、14及21日

屯門中心 親親孩子心巴士巡遊：1月23日• 
為家庭找亮點家長講座：1月23日• 

保護兒童學院 表達藝術自療工作坊：1月 5、6 及 11日• 
快樂家庭組曲小組：1月6、13、20 及 27日、3月4、11及18日• 
推廣過濾軟件家長資訊科技講座及工作坊：1月 8及29日、2月20日•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工作坊：1月9日• 
高效情話教養法家長工作坊：1月16日• 
高效七式管教法家長工作坊：1月19日• 
兒童性侵犯的辨識• － 介入及治療證書課程：1月22日
保護自己性教育工作坊：1月29日 • 
朋輩關係講座：2月4及5日• 
疏忽照顧與虐兒工作坊：3月3日• 
藝術舒緩個人壓力及情緒工作坊：3月11日 • 
沒有眼淚的學習講座：3月12日• 
性教育從家庭開始工作坊：3月12及14日 • 
體驗式遊戲治療工作坊：3月17日• 
高效七式管教法講座：3月18日• 

生之喜悅家庭探訪計劃 親子教得樂暨BB生日會：1月9日• 
義工訓練日營：3月11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親子小廚房：1月30日及 3月19日• 
閒情角• － 羽毛球鬆一鬆：1月7日至3月24日
閒情角• － 遠足樂悠悠：1月19日及3月15日
好媽媽領袖訓練課程：1月20日至4月13日•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 (III) 第一節：1月6日• 
街展• － 正面管教的好處：1月26日 
義工訓練 (III ) 第二節：2月27日• 
家庭分享會• － 計劃回顧：2月28日 
家庭分享會• － 家庭凝聚的方法：3月13日 
家庭分享會• － 互相欣賞：3月13日

2月至3月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好媽媽家長組：2月24日、3月2、9及16日• 
開心兒童組：2月26、3月4、11及18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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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2015年11月19日舉行第三十六屆週年記者招待會，總幹事

何愛珠博士發佈過去一年機構的服務重點及統計數字，並提出各項

在保護兒童方面的關注和建議。

隨後我們邀請了兩位服務使用者及義工分享。亞靜是「生之喜悅」

家庭探訪計劃的義工，她曾是該計劃的服務使用者，自2014年開始

她成為義工。她相信「以生命影響生命」，樂意以自己以前的受助

經驗，成為現在幫助別人的動力。華女是「忘憂草」單親/年青媽媽

支援探訪計劃的服務使用者，當天她亦分享了參加該計劃的經歷。

她們都十分感謝義工們的支持和鼓勵，讓她們能透過義工家庭探訪

計劃及各項機構活動，了解到正面管教子女的技巧和知識。

緊接記者招待會後，就是第三十六屆週年大會暨晚宴。在週年大會中，我們頒發了長期服務獎予職員陳翠玉女士。

她為機構服務20載，感謝她一直以來對工作付出的努力。

我們亦頒發了傑出義工嘉許狀予蕭美蓮女士、何少琼女士、郭鳳女士和王惠秀女士，表揚她們過去積極投入本會的

義工服務。我們亦感謝其他義工們一直熱心地為本會付出時間和心思。在此，期望各位義工繼續和我們一起為保護

兒童的工作努力。

李蓓兒

行政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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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夢同想的成員於2015年12月21日為迦密主恩中學的中四及中五學生

舉辦了關於兒童權利講座。講座的內容介紹兒童的四個基本權利，包

括：發展權、參與權、存活權、受保護權。是次講座學生的反應熱烈，

並提出了不少問題以作討論。

李如寶

服務經理 (竹園中心)

本會接受了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的邀請，於2015年10月30日至12月4日到該校舉行了「保護兒童證書課程」。該

校約有九成校長、主任以及老師接受了這個證書課程的訓練，其主要範疇包括：察覺評估、接觸、介入、處理、多

項專業的合作及預防政策等課程，目的是給予老師們一個全新的體驗和提供保護兒童的新角度。有一位經驗豐富的

老師表示此課程提升了她們對虐兒事件的關注，認識到日後在工作上如遇到同類事件發生時，應如何作出妥善的安

排和處理。

作為一個倡導保護兒童工作的機構，我們知道保護兒童不應是某一個專業才去關注的範圍，在社區內，只要有機會

接觸兒童的人士，都應關注並了解更多保護兒童的知識。

如欲對保護兒童的課程有更進一步的查詢，歡迎致電35425727與本會的保護兒童學院的劉姑娘聯絡，我們會為切

合貴機構的需要而度身訂造一個合適的課程。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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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2015年10月13日至11月3日在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為11名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南亞裔家長舉行

了4節表達藝術治療小組，目的的是舒緩家長的壓力及增加支援網絡。南亞裔人士十分喜愛運用表達藝術的平台來

舒發感受及情緒，在小組中，他們運用身體動作、畫作、音樂、聲音、詩句等將潛藏的內心感受安全地表達出來。

家長明白到他們是可以容許自己有不開心的部份，亦不需要強迫自己歡笑，只要靜靜聆聽自己內心的真正的需要，

接納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部，學習如何去愛。

陳詠恩

傳訊及發展主任

「開心管教 孩子快樂成長」家長小組於2015年11月4日至12月2日在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秀茂坪) 舉行，期間完成

了4節小組分享活動。快樂是人人都期望得到的，但孩子每天的時間表已被功課、練習、考試填滿。因此，作為家

長如何能給予孩子更多的正能量？當孩子感到開心快樂時，他們的學習效能及社交技巧亦得以提升。在小組中，本

會的社工透過特別設計的放鬆練習、短片播放、小組討論及遊戲等方法，帶動家長們在整個小組過程中能更投入、

認真、用心和積極地參與，每次的活動分享時，家長們都會彼此分享寶貴的經驗和欣賞對方。

同時，十分感謝參加者的回應：「每一次的開組活動都有進一步的收獲，多謝劉姑娘的用心良苦和言傳身教，使我

們能一步一步地領悟到正面管教孩子的方法！」很高興能看到家長們的轉變、成長和更能掌握快樂的竅門。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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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2015年12月5日，在天水圍「名樂漁莊」舉辦「(I) 珍惜家庭樂 (II) 親子合作的重要性」家庭分享會，並十 

分感謝Markant Trading Organisation (Far East) 公司的義工們提供協助。當天，各家庭參加了不同類型的氣墊遊戲

和集體遊戲，從中家長們十分享受與子女們一起玩耍及體會了與家人合作的重要性。除了遊戲外，各家庭亦品嚐了

富有圍村特色的盆菜宴，大家都感到十分愉快及難忘呢！

蔡凉凉

社工

我們在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舉辦了親子分享會，當日有36名會員參

加，當中包括6名家長、8名小孩及22名義工。透過社工帶領的分享會，

家長學習如何帶領親子遊戲，並在過程中提升親子關係。家長於參觀屯門

環保園及市鎮公園期間，嘗試實踐當日所學的親子互動知識和技巧。義工

亦從旁提示和協助家庭，大家彼此分享生活點滴。當日大家相處融洽，氣

氛十分熱烈。

鄧偉基

社工

7



忘憂草計劃－年青/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由香港公益會贊助

本計劃於2015年12月20日邀請了計劃家庭參加聖誕自助午餐聚會，一起慶祝

聖誕節。家庭成員於活動期間盡享各式各樣的美食。他們均表示平日經濟有困

難，無法負擔吃自助餐的費用。是次活動讓他們及小孩增廣見聞，亦為他們帶

來點點溫暖。

陳睿詩

計劃社工

本計劃於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分別舉行了一個「放下藤條 重拾歡笑」家長治

療小組及兩個「放下傷痛 迎向未來」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另外，「新生樂家庭

探訪計劃」亦舉辦了義工訓練活動。

在11月至12月期間，我們為曾執行體罰子女的家長舉辦了治療小組，共有14名家

長參加。透過學習認知情緒治療法，讓家長學習以正面的態度管教子女。他們在小

組中分享管教子女的經驗和學習如何分析自己的負面思想，以協助他們處理負面情

緒及管教態度。家長亦表示能在小組中獲得其他組員的經驗分享及支持，此小組能

給予他們安全感並能分享自己的困難及感受。

同時，我們分別舉辦了兩個一連六節的兒童治療小組，分別有12及

14名兒童參加。小組為兒童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讓他們建立自信和

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透過不同的創意渠道，包括繪畫、角色扮演和

陶泥等，兒童能以積極正面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情緒。我們觀察到兒童

於小組後期有正面的轉變，他們更能主動及正面地分享自己的意見及 

感受。

我們於10月29日舉辦了一節義工訓練，加強義工了解懷孕婦女產前及產後的情緒狀態及相關的處理技巧。另外，

義工亦學習了照顧新生嬰兒的知識及技巧。義工表示訓練十分實用，有助裝備他們探訪家庭。

鄭慧玲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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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廣保護兒童的重要性，本會的屯門中心於2015年12月6日在安定邨舉辦了「親親孩子心」嘉年華暨中心開放

日，此活動獲得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辦事處贊助。嘉年華內容包括攤位遊戲、保護兒童展覽以及中心開放日等，

共吸引了2,500人士參加。參加者透過不同形式活動接收到保護兒童的訊息，並認識到本會屯門中心的角色及服

務。相信對本會日後在屯門區推行保護兒童工作有一定幫助。

黃榮德

服務經理 (屯門中心)

我們分別於2015年9月18、25日及10月2、9日晚上，舉辦四節星級家長

學堂，共有19位家長參與，有些參加者更是夫婦一起出席。整個課程由

屯門中心服務經理黃榮德先生主講，透過學習與分享，讓參加者掌握夫婦

相處之道，以及正面管教子女的知識和技巧，內容既豐富又實用。

為加強親子溝通並享受主題樂園的設施，本計劃於2015年10月18日舉行「親親迪士尼之旅2015」，共超過106名

家庭成員及義工參與，反應非常踴躍。活動當日天公造美，陽光普照，各參加者遊走於美國小鎮大街、探險世界、

幻想世界、明日世界、灰熊山谷、迷離莊園及反斗奇兵大本營等主題設施，造訪期待已久的迪士尼卡通人物及觀賞

目不暇給的表演節目，大人小朋友均留下了不少歡樂難忘的回憶。

我們在2015年11月28日邀請了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的

講師黃樹誠先生為23個家庭共70名參加者主持「親子遊戲」

講座及示範，讓家長透過體驗學習的模式，在輕鬆的環境氣氛

下領略歌曲與肢體活動的關係、兒童運動的真諦，以及掌握與

幼兒遊戲的技巧。導師帶領遊戲的手法活潑生動，使家長和孩

子均樂在其中，盡情享受美好的親子時光。這次活動不但增進

親子間的互動和溝通，更令家長明白遊戲對孩子成長的重要。

    鄧詠嫺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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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屯門中心於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月7日舉辦了八

次「好媽媽分享時間」，目的是加強家長正面親子管教的技巧

和知識，並建立家長互助網絡，並在兒童發展需要、處理兒童

情緒問題的技巧、聆聽的技巧和衝突處理的技巧進行分享。全

個課程共有31名家長參加，由親情閣義工組義工主持和擔任

講者。家長們十分珍惜於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及經驗分享環節

中，與其他參加者所建立的關係。他們對管教子女的態度和溝

通方法亦有所得益。課程結束後，其中21位參加者加入親情

閣義工組成為義工，協助本機構推廣保護兒童服務。

黃榮德

服務經理 (屯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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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舉辦了互動農舍一天遊，當日家長大使 及「童您傾心事」義工親子活動的義工及家庭一起參與，

活動過程中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及加強家長的正向管教知識。透過親身體驗農場活動，讓孩子學習與他人的合作性

及更了解自己的父母。大家享受快樂的一天。

韋裕君

計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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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1月28日，親情閣義工在竹園邨舉辦了親子遊戲

日。當日義工構思了不同的經典童年玩意，如跳飛機、擲豆

袋、摺東南西北等，讓這一代的小朋友可認識更多有趣的玩

意，亦為本區家庭提供難忘的親子互動經驗。

於10月下旬及11月初，親情閣家長義工帶領其他家長參與

遠足活動，遊覽獅子山及釣魚翁郊遊徑。家長均表示遠足活

動有益身心，亦可舒緩日常生活壓力。各家長透過參與閒情

角活動而互相支援，並認識更多來自親情閣的朋友。

踏入10月，每逢星期一、五早上本中心都舉辦好媽媽管

教學堂活動。透過影片分享及討論，各媽媽都認識到不

同的管教課題，以處理日常管教困難及明白孩子的成長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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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聖誕節，親情閣全體義工亦積極與社區團體合作，在12月12日邀請循道衛理會竹園耆樂會所「老有所為」計

劃長者的義工在生日會中表演魔術及教授扭汽球的方法，這都提供了難得的跨代共融機會，讓長者及本區家庭都有

個愉快的聖誕聚會。

吳偉僑

社工

11




	Chi_P1
	Chi_P2-P11
	Chi_P12-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