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2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 :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 :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9 樓 918 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梁松泰先生, JP 社會福利署署長 

  

當然委員   

梁振榮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1 

余鎧均女士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 

 
非官方委員 

歐陽偉康先生 

陳家珮女士, MH 

陳潔冰女士 

朱麗玲女士, MH 

許宗盛先生, SBS, MH, JP 

甘秀雲博士, MH 

李漢祥先生 

宣國棟先生 

鄧家彪先生, BBS, JP 

狄志遠博士,SBS, JP 

黃翠玲女士 

黃健偉先生 

余陳慧萍女士 

 

  

秘書   

馮少萍女士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兒童福利）3 

  

列席者  

  

社會福利署  

黃燕儀女士 副署長（行政） 

郭志良先生 副署長（服務） 

鄒鳳梅女士 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 

關淑儀女士 助理署長（牌照及規管） 

梁綺莉女士 助理署長（津貼） 

余小雁女士 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及兒童福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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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龍先生 總社會工作主任（感化服務) 

林綺梅女士 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1 

 

香港警務處 
 

李經晞女士 香港警務處高級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 

胡妙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 

  

因事缺席者  

  

葉柏強醫生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上次會議記錄經以下修訂後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a) 第9(a)(i)段：「加強巡查的成效，例如在適切情況下透過科技應用以強化監察，

及早辨識員工不當行為或日常運作上可能出現的問題」；及 

(b) 第9(c)(iii)段：研究優化幼兒照顧模式，包括加入更多發展及學習元素，並由專
業人士提供輔導服務，以加強服務質素。 

 

[會後註：秘書處已於2022年5月25日將修訂後的會議記錄透過電郵分發給委員，並將第

一次會議記錄和是次會議議程及文件上載至社會福利署(社署)網頁。] 

 

 

續議事項 

 

有關檢討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工作時間表（上次會議記錄第10段） 

 

2. 主席請委員備悉社署已於下列會議報告有關檢討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事宜，

包括成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會的檢討工作範圍及時間表等，

並聽取各委員會的意見： 

 

(a) 兒童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2022年5月4日； 

(b)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2022年5月6日；及 

(c) 兒童事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2022年5月19日。 

 

3. 主席表示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及兒童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均認同檢討的方向，以及檢

討委員會所確立檢討的三大範疇，即（1）服務規管及監察；（2）服務規劃及供應；

及（3）服務質素，以確定需要改善的地方，從而制定可行的改善措施及提出具體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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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探訪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機構／單位（上次會議記錄第13段） 

 

4. 主席報告部分委員已分別於2022年5月17日及5月20日參與探訪香港耀能協會鴨脷

洲幼兒中心（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中心）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童樂居（留宿幼兒

中心）；建議委員可於討論議程三的環節時分享相關探訪的觀察及意見。 

 

香港保護兒童會童樂居事件調查及跟進 [資料文件第 02/2022 號] 

 

5. 主席表示在社署代表分享有關資料文件後，秘書處已邀請「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

會」(議會) 代表於會上介紹其與香港保護兒童會合作，於「童樂居」推行為期九個

月的服務重整計劃。 

 

6. 社署以投影片闡述資料文件第02/2022號的相關部分，包括： 

 
(a) 事件經過及社署的跟進行動； 

(b) 調查及建議；及 

(c) 結論。 

 

7. 主席歡迎議會主席潘少鳳女士及項目經理何惠霞女士出席會議。潘女士及何女士以

投影片介紹議會夥拍多個專業機構及院校，與香港保護兒童會合作於「童樂居」推

行為期九個月的服務重整計劃，包括： 

 

(a) 目標：重整「童樂居」的領導及管理層、服務理念及士氣，為兒童建立優質的照

顧及成長環境； 

(b) 內容：改善人手比例及安排、引進新服務模式（「嬰幼兒適切成長的優質培育照

顧模式」）、專業培訓及支援、環境規劃等；及 

(c) 進展及挑戰：人手比例、專業及醫療支援（特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的

服務）、服務之間的銜接與承托。 

 

8. 委員就「童樂居」推行服務重整計劃提出的意見綜合如下：  

 

(a) 「童樂居」事件發生後，香港保護兒童會已推行一連串改善措施，亦樂見議會匯

聚業界的專業與熱誠，合作改革「童樂居」。期望透過議會於「童樂居」推行服

務重整計劃，全面徹底改善「童樂居」的服務； 

(b) 香港保護兒童會需改善團隊架構及不同職級之間的溝通，透過固定的分隊更次

及定期督導，緊密交流兒童的情況及需要，並實行責任制； 

(c) 義工是社會服務的重要資源，穩定的義工（包括不同性別及年齡）服務可支援

「童樂居」或其他兒童照顧服務單位提供適切的服務；香港保護兒童會可考慮於

不同渠道招募合適義工，例如已／正接受大專院校有關兒童輔導／照顧訓練的

學生作義工，定期協助提供服務予「童樂居」的服務使用者，特別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兒童提供支援； 

(d) 本港的幼兒照顧服務（包括日間及住宿服務）模式滯後，要持續優化需要有理論

及數據基礎。在「童樂居」引入「嬰幼兒適切成長的優質培育照顧模式」，除了

可協助單位改善服務外，亦期望可以建立一套適用於本港幼兒照顧服務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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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教顧模式，於服務重整計劃完結後提供詳細評估報告供香港保護兒童會

及業界參考； 

(e) 「童樂居」缺乏專業支援以照顧大約四成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服務使用者，建議社

署協助聯繫營運特殊幼兒服務的機構及相關專業人士，為「童樂居」提供到戶及

實地的多專業支援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服務使用者進行適切評估及訓練； 

(f) 香港保護兒童會須及早在人力、財政、服務管理及其他相關資源分配上作整全考

慮和準備，以配合服務重整計劃完結後，「童樂居」能順利過渡及維持優化的服

務運作，並融合「童樂居」的優化服務模式和資源至機構轄下的其他服務單位；

及 

(g) 「童樂居」事件反映兒童照顧服務業界正面對人力、專業／醫療支援不足的問

題，亦缺乏足夠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的服務及訓練，期

望社署能與相關政策局／部門磋商，開展跨局／部門的討論和協作，支援童樂居

持續推行改善措施及提升服務質素。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回應 

 

9. 重建計劃開展後已積極與香港保護兒童會協作，就「童樂居」的服務作深入探討，

以改善服務的提供和質素，內容包括如下：  

 

(a) 實行系統化的分隊交更及責任制、建立定期和緊密的督導，以及員工須就服務

使用者的情況作恒常的緊密交流，特別是有特殊教育及照顧需要的兒童； 

(b) 改善服務日程及流程，設計安全而具優質刺激的生活學習環境，增潤成人與幼

兒的互動機會； 

(c) 加強提供專業培訓予前線員工，期望他們能盡快掌握服務理念及實務技巧，並

學會自我評核及持續改進的能力，日後成為訓練者以協助「童樂居」新入職的

員工；及 

(d) 積極協助「童樂居」拓展義工服務的人才庫及資源，包括招募家長義工；亦考

慮到大專院校招募正接受相關兒童輔導或訓練的學生作義工。 

 

此外，亦會持續與香港保護兒童會協商及就項目進行檢討，讓「童樂居」在重建計

劃完成後獨立運作時，有關改善措施可延續，並繼續加強服務質素。 

 

10. 主席感謝議會代表分享有關重建計劃的進度，期望重建計劃能深入及徹底改善「童

樂居」的服務質素，包括有效的管理架構及機構管治、建立穩定的專業服務團隊，

提升專業培訓，增加員工的工作投入程度等；會後亦會考慮各委員的意見盡快跟進

急切需要的項目，期望香港保護兒童會有足夠能力承托重建計劃提供的支援，持續

改善服務；亦明白委員希望以「童樂居」作為個案研習，讓業界參考有實證根據及

已優化的服務運作模式，作為長遠檢視相關幼兒服務政策的指標，委員會未來的會

議將會再深化討論有關項目。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代表於上午 11 時 15 分離開。] 

 

11. 委員就資料文件第02/2022號提出的意見／建議重點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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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時接受社署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必須符合16項服務質素標準；香港保

護兒童會除未能符合服務質素標準16 (即: 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

者免受侵犯)外，有否就其他的服務質素標準建立機制並符合社署的既定要求； 

(b) 建議盡快及妥善處理曾遭受懷疑虐待的服務使用者的創傷及心理狀況，並持續

留意他們的身心發展，提供適切的跟進； 

(c) 雖然社署表示監管機制有改善空間，但未有回應公眾及持分者對社署監管不力

的關注，「童樂居」事件反映社署相關職員在巡查工作上缺乏敏感度及彈性；

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社署對機構應有一定要求，包括員工培訓、督導等，

香港保護兒童會未有落實執行，社署亦未能及時發現並敦促機構改善； 

(d) 建議社署必須檢視及更新現時的巡查清單，以回應不足及改善巡查方式，亦應

提升相關職員在執行巡查職務時的敏感度及專業意識，於日後的會議提供更具

體的建議； 

(e) 文件中顯示業界人手流失率偏高，特別在幼兒照顧服務單位的幼兒工作員，但

社署並未就相關問題作深入了解； 

(f) 建議社署訂定更清晰的原則及時間表，持續檢視香港保護兒童會的改善措施及

服務質素是否已符合社署的要求，再決定是否繼續資助香港保護兒童會的服

務，並需於稍後向公眾交代更具體的資料，包括社署的評估及建議； 

(g) 機構文化亦備受公眾關注，建議社署協助香港保護兒童會及其他提供兒童住宿

照顧服務的機構設立核心成員／代表制，並擴展至董事會，加強問責，以提升

服務管理及管治；亦建議可考慮設立持續專業進修(CPD)模式，鼓勵員工與時

並進，徹底改善機構文化；及 

(h) 文件內容側重事件經過及社署的跟進行動，建議在日後的報告中，交代社署監

管「童樂居」的不足之處、角色、優化巡查清單／方式、抽查模式等；並建議

社署設短、中、長時間表，交代跟進「童樂居」事件的進度及結果。 

 

社署回應 

 

12. 社署幼兒中心督導組每次巡查均會觀察單位符合法例要求，但未必能深入了解個別

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情況；而社署津貼組在現行機制下近年沒有抽選到「童樂居」

進行評估探訪，因而未有全面審視「童樂居」的實際運作情況。「童樂居」事件發

生後，社署已加強監察「童樂居」的服務，除了派遣專隊進駐及全面評估香港保護

兒童會的內部監察機制，幼兒中心督導組更於不同時段加密突擊巡查「童樂居」的

頻次，持續評估該幼兒中心是否符合相關的法定要求，並敦促機構即時採取適當的

措施，確保中心的運作符合有關要求。 

 

13. 社署的調查結果大致與機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內容吻合。整體而言，「童樂居」

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的管理模式較著重規範員工按時間表及編制提供服務，未有從兒

童發展及需要的角度去照顧兒童。 

 

14. 社署期望透過檢討委員會會議及相關的交流會收集持分者對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

服務的意見，協助香港保護兒童會及其他提供幼兒照顧服務的機構於現有的服務上

配合兒童的發展需要，徹底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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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總結 

 

15. 主席明白委員對於資料文件未能解答所有疑問或缺乏前瞻性表示關注，但文件只屬

事實報告及回顧性質，日後的會議會繼續匯報有關「童樂居」事件的跟進行動及重

建計劃的進度，期望能加強對服務發展的前瞻性。社署會檢視幼兒中心督導組現時

的巡查清單及於下次會議提供相關文件予委員參考，就優化巡查清單提供意見。 

 

16. 主席表示社署從未迴避有關現行監察制度或巡查上的不足，亦明白需做好把關工

作，會於會議紀錄反映委員的意見，亦會在檢討報告補充關於社署不足的部分，包

括社署職員應提高警覺、不可太依賴機構的自我評估報告、於重建計劃完結前再向

委員交代「童樂居」事件的跟進及單位的情況，希望屆時能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建議，

包括人力、財政及社會資源配合的部分，亦可配合第一階段的檢討報告，一併向公

眾交代。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發展和規劃 [討論文件第 03/2022 號] 

 

17. 社署以投影片闡述討論文件第03/2022號的相關部分，包括： 

 

(a) 兒童福利服務的目標及發展； 

(b) 服務安排及兒童福利計劃； 

(c) 服務需求及規劃；及 

(d) 服務挑戰及應對。 

 

18.  委員就討論文件第03/2022號提出的意見／建議重點如下： 

 

(a) 文件側重以「兒童為重」的闡述，未有說明配合「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的

整體方向及規劃內容；亦缺乏對原生家庭的分析和研究，應從根源全面檢視、

回應及跟進； 

(b) 現時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種類太多，應全面檢視服務內容，理順、簡化及刪除

不合時宜的服務； 

(c) 規劃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前，應先分析服務使用者的年齡和發展需要、家庭情況、

照顧者的教育程度和能力等，亦應檢視及考慮現時不同類別的兒童住宿照顧服

務能否配合實際需求，並研究更有效地銜接相關服務的方法，再確定設立院舍

或非院舍式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d) 傳統的留宿幼兒中心仍有一定需求，特別有部分服務使用者並不適合寄養／兒

童之家服務； 

(e) 期望日後與持分者的交流會議可以詳細討論各關注項目並羅列每個意見的重

點，讓委員會跟進； 

(f) 提供更多合適的社區支援服務予寄養家長，吸引更多家庭加入寄養服務的行

列； 

(g) 除現有的留宿幼兒中心服務外，可考慮提供更多以社區為本的幼兒照顧及家庭

支援服務，開拓新的社區服務模式，以滿足不同服務使用者及家庭的需要，亦

有助達致讓兒童回家團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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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近年接受兒童住宿照顧的服務使用者的個人問題趨向複雜化，包括精神健康問

題，例如過度活躍症、情緒病、精神病、人格障礙等；應增加專業治療及輔導

服務予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另外，亦需及早轉介服務使用者接受適當的治療

及輔導； 

(i) 在訂立兒童的長遠福利計劃方面，如服務使用者最終被評定為不適宜回家團

聚，應盡早與相關持分者商討更合適的安排，包括各類成人住宿服務；亦需盡

早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適切轉介家庭支援或康復服務，並理順與有關服務

的銜接； 

(j) 建議社署設立機制要求營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機構持續加強專業性、創新及

優化服務； 

(k)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員工流失率高及人手不足，但未有仔細探究原因及說明情

況的嚴重性； 

(l) 可評估自2017年以提高薪酬吸引及挽留業界人才措施的成效；如成效欠佳，可

考慮把財政資源投放於其他加強業界人力資源的相應措施，以達成效； 

(m) 面對接受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服務使用者日趨複雜的個人／家庭問題，服務單

位急切需要增加專業及前線人手，建議如下： 

 

(i) 提升留宿育嬰園及留宿幼兒園的中心主任編制，從現時高級社會工作助

理轉為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ii) 增加資源增聘專業人員為需要轉介至中央轉介系統輪候住宿照顧服務

的兒童作智能發展評估，包括評估特殊教育需要； 

(iii) 聯繫教育局商討及制訂策略，吸引更多已接受相關兒童照顧訓練的學生

投身業界；及 

(iv) 可參考護老者支援計劃的概念，招募有照顧幼兒經驗或已接受相關訓練

的家長／人士投身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擴大人才庫，亦可透過資歷互通

建立資歷架構。 

 

(n) 社署只著重增加財政資源解決現時人手不足的問題，建議應羅列及詳細回應各

關注點，並以其他更適切的方法，包括制訂嶄新招聘及挽留人才策略，以應對

人手不足的問題；及 

(o) 期望社署能提供更多關於小型留宿幼兒中心先導計劃的詳細資料，包括對比現

時的留宿幼兒中心的服務模式、服務運作、優化／創新項目、員工培訓等；另

外，期望先導計劃有創新性，日後可成為恒常化項目。 

 

社署回應 

 

19. 認同有需要就服務進行整體檢討，包括服務之間的銜接及如何應對轉變中的服務需

要。社署會充分考慮委員的意見，再與業界及相關持分者探討如何優化服務。 

 
20. 有關小型留宿幼兒中心先導計劃將會參考現時正於「童樂居」試行的優化服務理念

和模式、現時其他服務單位的運作情況以及收集的持分者意見，整合各服務模式的

優點，並要求機構於提交服務建議書時納入相關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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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於社區提供的家庭支援服務方面，社署現時已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提供一系列的

家庭支援服務，並配合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個案服務，為有關家庭提供適切的援助。 

 

 

其他事項 

 

22.  社署向委員報告未來的委員會會議的跟進工作，包括於下列會議收集意見： 

 

(a) 兒童事務委員會舉辦的持分者交流會：2022年5月30日；及 

(b) 社署籌備的聚焦小組會議，與相關界別就特定題目（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兒童及青少年的照顧／服務需要、不同照顧服務模式的環境設施配備等）進行

交流、收集數據和意見：2022年6月起。 

 

 

下次會議日期 

 

23. 秘書處將於稍後通知委員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詳情。 

 

[會後備註：下次會議訂於2022年6月30日下午2時30分於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

廈9樓918會議室舉行。] 

 

24. 會議於下午1時正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