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年度計劃

新年度的通訊又出爐了！去年一連三期的通訊與大家分享了與孩子情緒息息相關的內容，還

記得「情緒與腦部結構」、「孩子的USB」等概念嗎？上年度，我們與各位談談「情」；今
年度，我們將會跟大家說說「愛」。

多年來，各位寄養家長憑著無私的愛、不計較的付出，照顧每一名寄養孩子，當中就

是帶著一份愛及責任感！在此，我們不但會與大家繼續探討如何去愛孩子，還希望能

照顧各位寄養家長的身心健康，讓大家愛護孩子之餘，也要懂得關愛自己。

寄養通訊
2021年7月刊

一如以往，我們繼續本著與各位同心同行的

精神，制定年度目標及計劃，讓各位於寄養

路上互相交流、打氣及支援。

滋養寄養家長的身心健康及提升韌力以

盛載寄養兒童的照顧需要

提升寄養家長對保護寄養兒童的意識，

確保兒童的人身安全及保障寄養家長

寄養家長培訓目標﹕

1.

2.

過去一年，香港人似乎已相對地適應了防疫的日子，但作為寄養

家長的您們卻仍然身負重任，不辭勞苦地照顧著不用上學或間歇

性上學的寄養兒童，全天候承托著兒童的照顧需要，這份愛的精

神實在值得敬重。服務期望在疫情更受控的日子，為您們及兒童

舉辦更多實體的活動，重拾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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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責任，讓我們

重溫一下寄養家長手冊內有關保護兒童的部份吧！

「只要不施予體罰，則不構成「只要不施予體罰，則不構成
虐兒啦！」虐兒啦！」

「孩子經常跌跌撞撞，有瘀傷屬「孩子經常跌跌撞撞，有瘀傷屬
正常，毋需小事化大！」正常，毋需小事化大！」  

這方法看似即時制止了兒童的不當行為，但

其實只是「治標不治本」。兒童可能因驚慌

或感到痛楚而停止不當行為，但其實並非完

全明白自己做錯什麼，反而兒童有機會學到

以暴力解決問題。另一方面，體罰亦會令兒

童感到侮辱及羞恥，從而影響其自尊心，對

兒童的身心發展亦有深遠的負面影響。

五歲女童被虐致死一案令人感到悲痛、難過和不忿！案件引起大眾對防止虐待兒童的關

注。今期通訊想與各位探討「保護兒童」這個議題。

以下是幾個有關管教孩子的謬誤，你能指出當中不當之處嗎？歡迎各位與寄養社工一起

討論！

「所謂『棒下出孝子』，我們成「所謂『棒下出孝子』，我們成
長時都習慣被父母責打，小朋友長時都習慣被父母責打，小朋友
做錯後被打，感受到痛才對犯錯做錯後被打，感受到痛才對犯錯
留下深刻印象，日後不敢再留下深刻印象，日後不敢再
犯！」犯！」

虐待兒童是指對十八歲以下人士作出或不

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受危

害或損害。 當中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
疏忽照顧和心理虐待。

如你發現兒童身上有不尋常的傷痕、情緒

和精神反應異常，或有其他懷疑兒童受到

虐待的情況，應即時與寄養社工或轉介社

工匯報事件，由社工跟進處理，你並不需

要詢問兒童深入的資料，放心交社工們處

理，免孩子因向不同人士詳細講述受虐經

過而受到二次傷害。

主題分享﹕ 

「兒童有受保
護權及生存
權，每一名兒
童有權免受任
何形式的虐
待、疏忽照顧
和剝削。」

 
《兒童權利公約》

重溫寄養家長手冊

為寄養兒童提供一個安全

的家居環境。

當寄養兒童遇到任何意

外，應盡快通知寄養社工

及轉介社工跟進處理。

不能獨留寄養兒童在家。若
發現寄養兒童在寄養家庭的
安全受到威脅時，寄養家長
會被檢控疏忽照顧。
處理難教的寄養兒童時，不
可採用任何體罰或威嚇的手
段，而應與寄養服務社工或
轉介社工商討對策，避免情
緒失控而引致虐兒事件出
現。

保護孩子 人人有責

（節錄自《寄養家長手冊》P.15）

我們需要：



延伸討論—「沒有保護罪」

遇到寄童鬧情緒的時候，請記得善用所學過的方法去回應他們，例如先回應情緒、後再作指

教！只要找到合適的回應方法，大家都可以正面及有效地管教兒童呢！

知識重溫

軒軒自小很討厭做

功課。近日考試將

至，每天除了應付

日常功課外，亦要

花時間溫習。

寄養姨姨替軒軒訂立

了溫習時間表，希望

軒軒能把握時間溫

習，取得好成績。

軒軒見到溫習時間表

後，情緒激動，哭鬧

起來，連功課也不願

完成。

面對軒軒的行為，我們可以……

先意識軒軒腦內啟動了警鐘，

開始出現「攻、逃、呆」的行

為，於是大吵大鬧。

理解軒軒的USB
軒軒一向討厭做功課，新的時間表

不但要完成功課，還要額外溫習！

即是再沒有時間打機及看短片！

作同理的回應

表達理解﹕「我明白你覺得不斷溫習、

做功課，感到好辛苦，又覺得少了打機

及睇片的時間。」

提供選擇﹕「不如你同姨姨一齊訂立時

間表，溫習同時亦可有打機娛樂及休息

的時間！」

因著虐兒個案趨增，政府及各界正就完善保護兒童的法例及機制作出諮詢及討論。法律

改革委員會正考慮設立「沒有保護罪」。法改會建議有關罪行針對兒童、老人家或殘疾

人士的照顧者。若照顧者發現照顧中的人有受嚴重傷害的風險，而沒採取合理步驟保護

受害人，則須負上刑事責任。然而，有關議題仍處於咨詢階段，並未正式成為法例。

如果政府正式通過「沒有保護罪」立法，照顧者「沒有作出保護行為」便是犯罪。雖然仍未

有此法例，但我們深信各位寄養家長作為照顧者都必定是愛惜孩子的，所以，看到孩子有異

常而去了解及跟進，是我們日常都應該做的事啊！其實只要我們多於日常細節上留意孩子，

如多留意孩子的身體、情緒變化，透過孩子的功課、週記等了解孩子遇到的事，便可以觀察

到異常情況。那時謹記盡快向寄養社工及轉介社工匯報事件，便能保護孩子之餘，亦已作出

了「保護行為」，保障自己了。

如何保障自己



還記得我首次照顧的寄養兒童是一名南亞裔小朋友—輝輝

（化名）。入住前，輝輝完全不懂廣東話，只能以簡單的

英文單字與人溝通。因言語不通及生活環境的改變，輝輝

的情緒時常起伏不定，經常嚷著要離開我們的家庭，這當

然也令我有無數次感到情緒低落，總覺得自己未能為輝輝

提供良好的照顧而傷心失落！慶幸當時得到家人的鼓勵及

支持，才能堅持照顧輝輝。

現在輝輝已八歲了，完全融入了我們家的生活，輝輝喜歡與

叔叔一起行山，亦有學畫畫、跳舞、網球及音樂。這八年

間，他的改變很大。我非常感恩有幸能見証輝輝的成長，也

感恩自從輝輝的出現，令我的性格變得豁然開朗。回到初

衷，我仍然盼望可以發揮「生命照顧生命」的能量，讓愛一

直傳揚開去。

《多啦A夢》這套動畫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當中的男主角大雄更深入
民心。近日，於《大雄到底憑甚麼》一書中看到很有意思的篇章，希望

與各位分享！幕前的大雄總是展現出愛理不理，對學業不著緊的態度，

受朋友欺負，又經常被老師責備，各方面都得不到成功感。但奇怪的

是，大雄從不拒抗上學！作者提出這不可思議的現象，各位寄養家長有

否想過箇中的神奇魔法呢？作者提出，大雄之所以能維持上學動力，很

大程度是因他抱存有「希望」—大雄總能想像自己他日能與靜香一起生

活的幸福模樣，正正如此，大雄永遠有著當刻的動力去應付每次困境。

加上，當大雄遇上困難時，總能向多啦A夢求助！我在想，這不正是我
們的寫照嗎？照顧孩子時，我們同樣面對不同的挑戰，但若能在氣餒時

回想孩子過往的成長、往後的模樣，讓自己存有希望，再一步步處理當

刻問題，相信日子會比長嗟短嘆來得更容易。但願日後我們也能學會替

自己締造希望，遇上挑戰時，互相充當大家的多啦A夢，互相支持打
氣，讓大家更有力量成為孩子心目中的多啦A夢！

寄養家長心意欄 
寄養連結

社工投稿

（寄養家長楊太）

《說不清的關懷》《說不清的關懷》

《成為孩子的《成為孩子的多啦A夢多啦A夢》》

（寄養社工AT）



精彩時刻

亦師亦友計劃—第一期

宣傳拍攝

在疫情開始緩和下，亦師亦友計劃的義工與

兒童終於可以一起外出活動了。自三月開

始，參與計劃的義工邀約寄童外出，活動內

容非常豐富！作為文青的他們去了南豐紗

廠、PMQ等地方參觀；好動的他們則去了
踏單車；而充滿藝術細胞的她們就一同動手

創作小手工！寄童可以與大哥哥、大姐姐外

出玩樂，不亦樂乎！

網媒100毛於六月邀請我們的寄養家長曾
生及曾太接受節目《星期三港案》訪問。

曾生義不容辭一口答應，於鏡頭前與大眾

分享照顧寄養嬰兒的心得及分享擔任寄養

家長的信念。訪問內容精彩動人，片段於

網上不同的社交平台有累積超過一百萬次

觀看記錄，實在令人鼓舞！期望此短片可

幫助推動更多有心家庭加入寄養服務這個

大家庭呢！

編者感言
曾生、曾太的分享固然令人觸動；更令人感動的，是曾生於訪問中提到

「面對小朋友扭計，我怒目而視，後來回想，怪責自己修養差」。此番話

鏗鏘有聲，當頭棒喝！面對著孩子高低起伏的情緒，難免會感到洩氣，但

學懂包容體諒，明白他們的需要，與他們連結卻是一種修養。

感謝曾氏家庭不但彰顯了寄家無私的愛，也鼓勵了我們於工作上繼續正向

前行。

重溫《星期三港

案》訪問內容

圖左﹕寄童與義工姐姐看日落，多浪漫呀！

圖中及圖右﹕義工姐姐與姐妹倆一同做手工



引導寄養家長認識依附關係，讓孩子獲得安全感

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學習閱讀孩子的情感需要

發展孩子的自尊心及處理情緒的能力

目的：

「安全圈養育課程」是一個以人與人關係為基礎而設計，

及以實證為本的課程，增強照顧者之觀察和提高照顧的能耐。

內容簡介︰

日期︰2021年9月24日、10月8、15、22和29日、11月5日（星期五）
時間︰早上10時正至正午12時正
地點︰匯愛家長資源中心（深水埗長沙灣道833號長沙灣廣場第一期910室）
對象﹕一般寄養家長及緊急寄養家長

名額﹕10人
報名方法﹕Whatsapp 6855-8345/向你的寄養社工報名
負責社工﹕江姑娘、司徒姑娘、章姑娘

約定各位寄養家長在ZOOM的空間，讓我們連結在一起，
學習如何保護寄養兒童，提升對兒童人身安全保護的意

識，分享保障寄養家長的照顧責任。 

日期﹕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
時間﹕早上10時正至11時15分
報名方法﹕Whatsapp 6855-8345/向你的寄養社工報名
負責社工﹕司徒姑娘

1. 提供託兒服務2. 六節小組內容富連貫    性，參加者請預留時    間出席整個課程

活動推介

家家有「保」ZOOM家長講座

寄養家長教養小組

備註

小菁為何如此「黐身」？

何解麗麗做錯事總
不會對人道歉？

幼稚園開學了三個
月，為何小輝仍是
哭鬧難以分離？

「為何兒童總愛哭鬧？！」「為何兒童總愛哭鬧？！」



新同工介紹 
大家好，我是臨床心理學家何愷霖姑娘。很高興能加入寄養服務，

與小朋友及青年人同行，亦成為寄養叔叔姨姨的支持。能夠陪伴別

人分享人生中重要的里程，是我最大的榮幸。工作以外，我喜歡旅

行、看話劇，更喜歡與大家聊聊天，多認識大家。希望在服務中能

成為大家的幫助，盼望與您們分享更多育兒管教的訊息！

服務統計、意見收集及回應
2020 - 2021 年度服務統計、意見收集及回應

過去一年我們共收集到199份來自兒童家長（50）、寄養父母（78）及轉介社工（71）的
意見郵柬。所集得的意見，如與個案有關，已由社工個別跟進，其餘意見已在年度計劃中討

論，現將意見綜合如下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寄養服務
香港新界荃灣大河道60號雅麗珊社區中心1樓103-104室

電話﹕2492 6088
傳真﹕2411 6400

社區活動推介 

如你日後不想收到本處寄養服務的宣傳或推廣刊物，請致電2492 6088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Disney Summer Home Party

大埔龍尾泳灘

（圖片擷取自Megabox Facebook網頁）

（圖片擷取自政府新聞公佈網頁）

夏日炎炎，不愛汗流浹背的你，暑假期間可考

慮到九龍灣Megabox參觀迪士尼大宅，米奇
不同的家居主題大型佈置，足夠你和孩子打卡

大半天啊！

近日大埔區多了一個室外活動場地，就是位

於大美督的龍尾泳灘了。這是首個由政府興

建的人工泳灘，鍾愛戶外活動的你們，不妨

到訪泳灘暢泳。據說，此地乃欣賞日落美景

的好地點，趁假期去輕鬆一下吧！

我們現正招募寄養家庭，

如欲加入寄養行列，歡迎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