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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刊由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出版www.aca.org.hk

為響應4月30日的國際沒有巴掌日，防止虐待兒童會舉行了沒有巴掌日嘉年華，傳播正面管教的重要訊息，並

促請政府考慮全面禁止體罰兒童，因為體罰違反兒童擁有人類尊嚴及身體完整的權利。目前全球已有49個國

家禁止這種常見的暴力對待兒童行為，包括家庭在內。

於5月21日舉行的機構賣旗日獲得空前成功，我們得到約5,000名義工的參與。有賴本會的委員會成員、職員

及義工們的努力，共籌得一百萬元善款。我們非常高興，不單只因為籌款額，而是社會人士為兒童的福祉共同

努力的精神實在令人鼓舞和欣慰。

我們已開始於屯門中心定康樓的多功能活動室舉行各類家長和兒童工作坊及小組，而位於葵涌的新中心亦於6

月投入服務。葵涌中心寬敞舒適，設有遊戲治療室、閒情角、快樂廚房及會議/活動室。我們計劃在該中心舉

行一系列的家長教育活動、兒童成長及治療小組與專業論壇。 

本會繼續關注兒童受有吸毒習慣家長照顧的情況。我們向立法會遞交了一份立場書，關於高危家庭的兒童受虐

個案的處理機制，及出席其公眾諮詢會議。我們亦向社會福利署防止虐待兒童委員會提出這項議題作討論。我

們需要一套程序去處理和關注這些情況，如果兒童被評估為不安全逗留在家中，應確保有足夠的家舍宿位給這

些兒童。

我們很高興能成功申請家舍宿位給一名14歲的少年。

經過同事們的調查、介入和在多專業個案會議上的

努力，他終於如願以償，遷離受虐環境。他與他的

老師送來一張感謝卡，因為他不需再因為害怕被家

庭成員暴力對待而整夜流連街頭。在我們干預之前

，他經常被指不服從及不守行為。為兒童爭取最大

的福祉並不只是一句口號，我們必須仔細聆聽兒童

的聲音，將兒童的福利及安全放於首位。

一名性侵犯受害者撰文分享她的掙扎與改變。她希

望政府檢討跟兒童性侵犯有關的政策和法例，改善

現有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康復服務，並加強處理

兒童性侵犯工作的前線專業同工的培訓。

何愛珠博士
總幹事

ACAHKAgainstChildAbuseHK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竹園中心親情閣 ‧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4月18、25日、5月9、16、23、30日、6月6、13、

 20及27日

‧我要做情緒的主人治療小組：4月22、29日、5月6、13、20及27日

‧生日會：4月23日

‧母親節父親節心意卡工作坊：4月23日及6月11日

‧義工家訪

‧義工分享會 (II)：5月8日

‧親子平行工作坊 (I) - 親子溝通：5月29日

‧親子平行工作坊 (II) - 輕鬆一下：6月5日

‧好媽媽家長組：6月15、17、22及24日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 (I)：4月6、13及20日

‧放下藤條 ‧ 重拾歡笑 - 家長治療小組 (II)：4月7、14、21、28日、 5月

 5、12、19及26日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 (II)：4月27日、5月4、

 9、11、16、18、23及25日

‧放下傷痛 ‧ 迎向未來 -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III)：6月22、24及29日

‧擁抱愛藝術治療成長小組：4月8、15、22、29日、5月6、13、20及27日

‧親情閣義工組會員大會：6月2日

嘉年華

賣旗日

童夢同想

放晴護兒坊計劃 - 

新生樂家庭探訪計劃

放晴護兒坊計劃

屯門中心

‧沒有巴掌 ‧ 快樂成長 - 嘉年華：4月30日

‧護兒顯愛心 ‧ 童心創未來 - 新界區賣旗日：5月21日

‧兒童權利論壇：5月27日

‧開心談育嬰家長組：4月7、14日及5月9日

‧正面管教分享會：4月7及14日

‧義工訓練：4月9日

‧義工家訪

‧義工訓練：6月4、5、11及12日

‧親子分享會 - 孩子的飲食健康及孩子的發展指標：6月12日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迎新會：4月30日

‧小組會議：5月28日及6月25日

童歡部落

‧ 快樂家庭組曲小組：4月6日

‧ 如何與子女談拍拖講座：4月9日

‧ 推廣過濾軟件家長資訊科技講座及工作坊：4月12、18、19及30日

‧ 親子歷奇大挑戰：4月16日

‧ 停一停，休一休 - 表達藝術壓力自療家長工作坊：4月19、26日、5月3及

 17日

‧ 正面管教孩子家長講座：4月22及30日

‧ 辨識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工作坊：4月23日

‧ 如何處理孩子的情緒講座：4月26日

‧ 保護自己性教育工作坊：5月6、10日及6月15日

‧ 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5月16、19、20、23、26、30、31日、6月2、3、

 6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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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第一節)、6月1日(第二節)

‧ 0-3歲管教之道工作坊：6月4日

‧ 兒童性侵犯的辨識與影響工作坊：6月11日

‧ 人際關係工作坊：6月14日

‧ 辨識、評估及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工作坊：6月14日(第一節)及28日(第二節)

‧ 朋輩相處工作坊：6月15日

保護兒童學院

4月

5月

4月至5月

4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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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同想 ‧十週年計劃 - 小曈大異：8月20日

放晴護兒坊計劃 - 

新生樂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9月10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九巴巴士車身及座位背面宣傳

放晴護兒坊計劃 ‧放下傷痛 ‧ 迎向未來 - 兒童創傷與治療小組 (III)：7月6、8及13日

‧走出抑鬱 ‧ 展現笑容 - 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 (III)：9月2、6、9、

 13、20、23、27及30日

新家樂融融 -

護兒探訪計劃

忘憂草計劃 - 年青/

單親媽媽支援服務

‧義工家訪

‧義工分享會 (III)：7月8日

‧義工訓練：7月2日及8月20日

 1. 家庭分享會

 2. 家居安全及社區資源：7月10日

 3. 孩子的心理需要：7月17日

 4. 孩子不良行為的分析：9月11日

 5. 家庭衝突處理及聆聽藝術：9月25日

‧童歡話劇團訓練：7月18、25、30日、8月5、13及22日

‧童歡日營：8月12日

‧義工訓練及義工探訪長者：9月10日

童歡部落

保護兒童及治療計劃-

愉快孩子 - 從家開始

竹園中心親情閣

‧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

 1.  正面管教：4月18日

 2. 兒童心理需要(I)：4月25日

 3. 兒童心理需要(II)：5月9日

 4. 聆聽的藝術：5月16日

 5. 有效處理衝突：5月23日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 (I)：5月28日(第一節)及6月4日(第二節及第三節)、

 6月11日(第四節及第五節)及6月12日(第六節)

‧家庭分享會 (I) 及 (II) - 兒童身體健康及兒童成長與發展：6月12日

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香港商業電台宣傳廣告：5月23至27日及6月20至24日

生之喜悅家庭

探訪計劃

好家長互助網絡

‧義工訓練課程：5月27日、6月3、10及17日

‧為父親喝采：6月19日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第一階段)：5月16、19、20、23、26、30日、

 6月2、3、6及7日

‧兒童活動 - 親親Daddy手作坊：6月18日

‧親子活動 - 捕夢網DIY：6月25日

‧資源閣分享 - 高效七式管教法暨趣味語文學習教學坊：6月25日

‧家長輕鬆Zone - 家長手作：6月30日

屯門中心 ‧親子手工藝之浪漫滿屋：7月15日

‧親子美食工作坊之田園布甸：7月22日

‧親情閣義工組開心日營：7月28日

‧小手拉大手農舍體驗營：7月31日

‧文化探索之旅：8月7日

‧兒童快樂禪：8月23至26日

‧親情閣義工組之義工訓練：9月8、15、22及29日

‧閒情角 - 齊來打羽毛球：5月5、12、19日、6月2、16、23及30日

‧親子歷奇體驗日：5月15日

8月

9月

7月至8月

7月至9月

5月至6月

4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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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學院 ‧推廣過濾軟件家長資訊科技講座及工作坊：7月6日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簡介：7月8日

‧保護兒童政策工作坊：7月26日

‧保護自己性教育工作坊：9月6、7及8日

‧人際關係訓練計劃：9月12、15、19及22日

生之喜悅家庭

探訪計劃

‧深灣遊艇會親子同樂日：7月19日

‧家長講座暨BB生日會：8月20日

‧星級家長學堂：9月2、9、23及30日

竹園中心親情閣 ‧親子大笑瑜伽體驗日：7月16日

‧親子入廚樂：7月18及25日

‧親子反斗玩樂日：8月18日

‧生日會：8月27日

‧中秋關懷長者義工服務：9月2、3及10日

‧星級媽咪飲早茶：9月8、15、22及29日

‧正面管教推廣日巴士巡遊：9月25日

福溢吾家 - 

義工家庭探訪計劃

‧義工訓練 (I)：7月3日(第七節)

‧家庭分享會 

 1. 家居危機及社區資源：7月10日

 2. 兒童情感需要：7月17日

 3. 正面管教：9月11及25日

好家長互助網絡 ‧兒童活動 - 與童作樂工作坊：7月13、20、27日及8月3日

‧家長輕鬆Zone - 媽媽廚房：7月18日及8月1日

‧親子活動

 1. 快樂廚房：7月9日

 2. 故事同樂會：7月15日及8月12日

 3. 扭氣球工作坊：7月23日

 4. 桌遊樂：8月13日

 5. 夏日滿Fun派對：8月20日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第二階段)：9月12、15、19及22日

保護兒童及治療計劃-

愉快孩子 - 從家開始

‧愉快管教家長活動

 1. 舞動靜心工作坊：7月2日

 2. 聆聽童話講座：7月9日

 3. 明白孩子心講座：7月11日

 4. 好玩爸媽體驗學堂：7月25日

 5. 午間減壓：8月8日

 6. 午間襌食：8月15日

 7. 午間襌行：9月12日

 8. 重塑家庭互動工作坊 (I)：9月15及22日

 9. 重塑家庭互動工作坊 (II)：9月17及24日

‧給孩子最好的家長小組

 1. 做個受歡迎我的父母：7月5、12、26日及8月2日

 2. 從放鬆中尋找自我：7月8、15、29日及8月5日

‧兒童成長學堂

 1. 情緒社交提升小組：7月20、27日、8月3及10日

 2. 繽FUN同樂日：7月21、28日、8月4及11日

‧兒童遊戲治療輔導服務(共十三節)：9月

7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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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是香港唯一專責提供保護兒童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過去37年，一

直致力促進兒童在無暴力的環境下成長。由於資源緊絀，需要進行

公開籌款，以支持本會各項優質保護兒童服務。得到社會福利署批准，

本會於5月21日於新界區舉行賣旗日。

透過賣旗日的宣傳及招募活動，關注保護兒童訊息得以廣泛傳播，社

會人士亦認同和支持本會保護兒童

服務。報名擔任賣旗義工反應踴

躍，約有5,000名成人及兒童協助

賣旗。當日雖然天氣欠佳，各義

工均很熱心及積極協助機構賣旗，

令是次賣旗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此外，很多政府部門和社會企業包

括房屋委員會、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星展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路訊通和各傳媒機構協助宣傳賣旗日和協助設立

收袋站，很多社會人士亦作出金旗捐款，在此一一銘謝。而所籌得善

款將持續本會各項優質保護兒童服務及活動支出。

吳偉僑
社工

黃榮德
服務經理(屯門中心)

為響應國際「沒有巴掌日」，竹園中心於4月30

日舉行「沒有巴掌‧快樂成長」嘉年華，教育家

長停止向兒童使用暴力，讓兒童在無暴力環境下

快樂成長。

今年，我們很榮幸獲得黃大仙區議會的贊助，並得

到民政事務總署、黃大仙區議會、社會福利署及黃

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的代表出席活動典禮。我們

希望透過表演、親子遊戲及攤位遊戲，讓家長學習及

運用正面管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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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姐

我七歲的時候「他」性侵犯了我。那時我不明白「他」對我在做甚麼，心裡只想著為甚麼⋯⋯腦子一片空白⋯⋯心像被巨石

壓著⋯⋯我好像不能呼吸⋯⋯我很害怕、很想逃跑、不知道為甚麼沒有人幫我，「他」身上的氣味讓我覺得噁心。我一直用

「他」或「嗰個人」來稱呼那個性侵犯者，因為提及「他」的輩份名稱（我媽媽親妹妹的丈夫）會令我心裡難受。

原來這些感覺和心裡的痛苦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不知不覺地跟隨著我，我曾經因此患上了創傷後壓力症、憂鬱症和焦慮症。

我不逃避性侵犯的話題，反而我非常熱誠和主動地接觸一切與它有關的事情，但總覺心裡有點兒隱隱作痛。我沒有探究背後

的原因，直到去年，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把潛在心底處那些因創傷而引起的憤怒、無助及畏懼的感覺轉移在工作上，這些心情

一直潛意識地推動著我叫我去幫助那些權利被侵害的兒童及其家人。可惜，我總覺得自己很無能，因為我能幫人但幫不了自

己。我認為自己沒有用，為甚麼被侵犯的那天我不逃跑和告訴別人？

我討厭自己恨「他」，也會因為有恨而看不起自己。恨的感覺像重重地壓著我的心，令我呼吸困難。

2015年夏天在大學的課堂上，聽到老師的一個案例和我相似，知道可以報警，突然感覺到「希望」的曙光射透我心。但同時

我覺得很徬徨、身體顫抖，我不斷祈禱、忍不住哭了，眼淚一直流。那時想這個「希望」可能會為我的過去劃上句號。若是

報警的話，我不祈求結果，只希望能勇敢地告訴身邊的人我二十多年來的秘密和痛苦，這是我唯一能為自己做的事。

2015年秋末我在家人的陪同下，鼓起勇氣找他，希望他承認對我作出的性侵犯行為。對話中，他說他沒有強姦我，但忘記有

沒有性侵犯我！他強調他忘記了，還問我甚麼是性侵犯，並叫我敍述我是怎樣被他性侵犯。那時我很憤怒，他的否認對我來

說是極大的侮辱。我想他可能還曾性侵犯其他兒童，也怕他會性侵犯他約三歲的小孫女。

其實我是在報案前幾天才告訴媽媽我童年時被「他」性侵犯了，因為我不想他們在警方或他人口中得知我的經歷，所以我只

好預早告知她，讓她有心理準備。家人的信任和支持對我很重要。感謝家人沒有向我提出「為甚麼」的問題！其實很怕有人

會問我「為甚麼你現在才說？」「為甚麼你不早點告訴我們？」「為甚麼你不能忘記很久以前發生的事？」等等⋯⋯人們的

疑惑我不能回答，因為我不知道答案，人們的「為甚麼」會增加我的心理負擔。他們不發問、不評論，對我來說已是很大的

支持。

我決定報警時，是希望他承認錯誤，並預防他未來的性罪行。2016年2月他認罪了，我不知道他為甚麼認罪，

我想可能為了減刑期。我不打算深入探究原因，只希望透過寬恕和接納讓自己心裡變得平靜。

政府沒有向我或家人提供任何心理支援，唯有繼續自己尋求輔導把心中

的糾結慢慣解開。

最後他只被判了18個月。無論判決結果
怎樣，也不能抹掉我的創疤！

事情發生了就是事實，我接納我的過去、
我相信不幸的經驗會讓我探出更好的未來！
現在我終能向我心裡的痛苦告別！

兒童性
侵犯嚴

重影響
一個兒

童的成
長和身

心健康
，政府

應有效
地履行

其作為

聯合國
《兒童

權利公
約》締

約國的
責任確

保兒童
免受性

侵犯。
在香港

，有關

的政策
、法律

或資源
的確存

在，遺
憾的是

存在不
等於他

們有效
，有時

處理不

當反而
會增加

受害人
的心理

創傷！
懇請政

府仔細
考慮以

下建議
：

 
‧ 改善

和加強
現時針

對兒童
性侵犯

受害人
及其家

人的心
理援助

。

‧ 檢討
兒童性

侵犯防
治和治

療方案
，修改

有關政
策和法

例，嚴
懲和杜

絕冒 

 犯者
的重犯

行為。

‧ 考慮
兒童及

家庭教
育的急

切需要
，提高

公衆和
前線兒

童工作
者（如

警察、
 

 醫生
、護士

、老師
和新聞

媒體）
對兒童

性侵犯
的認識

和處理
性侵犯

案件 

 的特
別技巧

，以免
受害者

遭受二
次創傷

。

‧ 增加
處理兒

童性侵
犯案件

前線人
員（如

社工和
兒童治

療師）
的支援

和訓練
， 

 使這
些專業

人士更
有信心

、熱誠
地提供

優質的
兒童心

理創傷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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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4月至5月期間舉辦了「走出抑鬱‧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治療小組及

「放下藤條‧重拾歡笑」家長治療小組。「走出抑鬱‧展現笑容」家長情緒管理

治療小組的目的是教導有情緒困擾的家長運用正面思想方式及鼓勵擴大社交網絡，

以舒緩壓力；「放下藤條‧重拾歡笑」家長治療小組則幫助家長停止體罰和學習

正面思想模式。兩個小組均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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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到如

何分析自己的負面思想，以助他們處理負

面情緒及管教態度。以下是組員及學生輔

導主任的分享：

好多謝鄭姑娘
和黃姑娘耐心

聆聽我們

在管教上的困
難，讓我在無

壓力的環

境下吸收到很
多解決方法，

助我舒緩

不少壓力！

美儀
連續八堂的課程令我有很深的體會！

原來「多傾聽，少囉嗦」真的很重要。

無論是對小朋友或大人都一樣！感謝

兩位姑娘的耐心。
慕儀

多謝這
八堂情

緒課程
，多謝

兩位姑
娘的

講解，
使我懂

得怎麼
去管理

自己的

情緒，
使我明

白多一
點

正面的
思想。

蓮

開放的態度去面對親子關係，

釋放自己的情緒對家庭有正面的幫助。

燕玲

上課令我學到很多，我會回家

教導孩子，做個好媽媽。

謝謝兩位姑娘。

雪

在今
次小
組當
中，
我學
會了
多方
面的

看法
，和
如何
教導
小朋
友！
亦令
我認
識

了平
時自
己沒
有發
覺的
缺點
和優
點！

衷心
感謝
您們
！

文

非常感謝鄭姑娘及黃姑娘，經驗豐富、

準備充足、令家長投入活動、有技巧地

拆解家長們的分歧。感謝支持這活動的

機構及社團。

楊姑娘

芬

這八堂，多謝姑娘給予我管教

小朋友的知識，和要聽

子女的心聲。

鄭慧玲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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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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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
「好家長互助網絡」計劃是一項新的家長義工培訓課程。此計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好家長領袖訓練」課程，共

有十節訓練，目的是裝備家長從基礎的關係上以至對保護兒童的角色上能有初步的掌握。我們於5月至6月期間，在天主教領

報幼稚園上、下午校合共舉行了20節的訓練。在過程中，我們透過多種形式的活動包括互動遊戲、短片討論、小組分享、角

色扮演、辯論比賽、短講及團隊合作活動，讓家長循序漸進地加強對親子教育的溝通技巧的信心。而在訓練課程中經歷不斷

的分享和實踐，家長之間能夠互相鼓勵和支持，是非常值得欣賞的。他們更組成了群組，互相提示，在群組內分享正面訊息，

甚至當知道某位家長的孩子有不適時，會互相問候和關心。經過了十節的訓練後，大家實在有依依不捨之情，因為彼此之間

的感情遠較以往點頭之交的關係深厚得多，在整個課程中大家都願意坦誠相待，真心分享。

作為工作員，這課程對自己來說是全新的體驗。除了準備每節訓練的工夫之外，更重要的是與家長們同行，一步一步走過不

同的領域。有幾個點子是自己最深印象的，其中有一位新手家長，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他有很多固有的想法，但經過十節的

訓練，看到他的認真態度、投入每個環節、接納意見、實踐所學、分享成果，他的轉變令很多家長相當欣賞並發出鼓舞的掌

聲。另外，在辯論比賽中，我看到各位家長鎮定自若的表現，實在充滿領袖風範，有一位家長表示為辯論比賽準備了多個小

時的資料搜集，認真程度可見一斑。

有家長分享說：「完成十節的課程是一件不簡單的事，當中學習到的經驗是很寶貴的！」「這課程讓我重新學習做家長的角色，

在生活中如何與孩子相處與溝通！」「完成了課程，有些失落的感覺！因為每次都產生很多正能量。」有家長感動地表示：

「我運用了劉姑娘的方法，現在與孩子關係改善了，我很高興！」更喜出望外的是有家長指出：「把學習到的技巧用於夫妻

關係上，又有正面效果！」實在不能盡錄每位家長的分享，但他們的說話，為我們工作員帶來很多希望與動力。更高興是大

部份家長都會參加9月份的第二階段訓練「團隊建立的技巧」課程，期望屆時又有新的挑戰！



劉燕玲
發展及培訓經理
保護兒童學院

蔡穎君
計劃社工

本計劃於4月至6月期間分別舉行了五個家長教育講座，共有43名家長參加。講座內

容包括認識正面管教、兒童心理需要、聆聽的藝術和有效處理衝突。

一些家長分享他們曾經以打罵方式管教子女，經常與子女發生衝突。參加講座後，

他們學到如何以同理心和愛之語與子女溝通。他們發現以愛之語代替批評和指責，

更能改善親子關係。  

於5月29日和6月5日，我們舉辦了兩節的「親子平行工作坊」，分

享有關親子溝通及紓緩情緒的方法。目的讓參加者學習正面溝通技

巧及情緒紓緩方法來處理親子衝突和壓力。這兩天分別有94人及32

人參加。

參加者分享他們從工作坊中獲得很多樂趣。他們反映工作坊能提供

一個平台令他們學習到有效的溝通技巧和不同的紓緩方法。

陳睿詩
計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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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同工在職訓練證書課程
本學院於5月25日及6月1日為安徒生會的同工舉行了兩節的證書

課程，我們欣賞同工表現出對保護兒童工作的熱誠。在課程中，

我們運用實務性的經驗，分享面對懷疑虐兒個案時應如何處理和

辨識，以及與跨專業合作要注意的事項。參與的同工提出不同的情

境作即場討論，過程富意義和建設性，角色扮演部份讓同工在不同

的崗位上體驗箇中感受。課程完畢後，大家都帶著多一分信心和肯

定為保護兒童工作多出幾分力。



鄧偉基
社工

李如寶
服務經理(竹園中心)

鄧詠嫺
計劃社工

本計劃於6月12日舉辦了兩節家庭分享會，當天家庭分享會主題為

兒童身體健康及兒童成長與發展。為了慶祝雙親節，子女們自製心

意卡及草莓餅乾答謝父母，並拍攝家庭合照。

在5月至6月期間，我們亦為新一批義工提供了六節家庭探訪訓練，

期望今年能為更多居住在深水埗的有需要家庭提供家庭探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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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分享會(孩子的飲食健康及孩子的發展指標)
我們在6月12日(星期日)舉辦了家庭分享會，當日有27人參加，包括5名家長、8名

孩子及14名義工。透過社工帶領的分享會，家長學習到孩子的發展指標及健康飲食，

義工亦帶領孩子們製作不同的甜品及心意卡。最後大家「扮鬼扮馬」拍攝家庭照片，

笑聲此起彼落，氣氛十分融洽。

義工訓練課程
本計劃在5月27日、6月3、10及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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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認識社區資源。講者除了有本

計劃社工外，還邀請了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社工介紹社區資

源。訓練課程令參加者獲益良多，吸收了不少育嬰的新知識和家訪技巧，

更有信心去服務受訪家庭。

為父親喝采
本計劃於6月19日舉行「為父親喝采」活動，共有48名家長及兒童參加，

同慶父親節。參加者到訪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一起參與家庭遊戲和享受

營內各種遊樂設施。最後，我們為各父親送上祝福和派發禮物包，為父親

打打氣。



4至6月份，竹園中心親情閣義工組共舉辦了七節閒情角活動，分別

教授家長打羽毛球及親子共同製作父母親節心意卡等。藉著舉辦這

些活動，親情閣家長可從中釋放生活壓力及建立更廣闊的社交圈子。

他們亦可以分享自己的技能，提升個人的能力感。此外，我們舉行了

一系列的親子活動，包括1月至4月生日會及親子歷奇體驗日。透過親

子活動，家長能與子女輕鬆互動，並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增進親子關係。

我們亦在浸信會天虹小學為小二至小三學生提供了六節「我要做情緒的

主人」兒童治療小組。學生在參加小組後，溝通及情緒管理技巧都有明

顯進步，小組亦有助參加者建立自信及增強解難能力。

最後，我們積極推行家長教育活動。我們舉辦了十節的「好家長領袖訓

練課程」。透過分享、角色扮演及影片討論等強化家長對孩子的正面管教

技巧，並協助家長發掘個人長處，期望畢業學員可以義工身份協助日後的

家長教育活動。

吳偉僑
社工

韋裕君
計劃幹事

為了進一步推廣「好家長互助網絡」的計劃，我們

在過去的三個月努力在葵涌區不同的公共屋邨和校

園外作街站宣傳新的葵涌中心，同時亦在葵涌中心舉

辦不同類型的興趣小組活動，讓參與的兒童和家長從

中加強親子溝通。

另外，5月至6月在荃灣幼稚園舉辦了第一階段的十節

「好家長互助網絡」訓練課程，參加者們表示課程內容

輕鬆易明，獲益良多。大部份家長表示會繼續參與第二

階段的領袖訓練，從而學習建立互助網絡。

本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繼續向公眾推廣保護兒童權

利及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亦鼓勵家長及兒童致電傾訴、

諮詢管教子女、兒童成長及親子關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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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755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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