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2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 : 下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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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官方委員 

歐陽偉康先生 

陳家珮女士, MH 

朱麗玲女士, MH 

許宗盛先生, GBS, MH, JP 

葉柏強醫生 

甘秀雲博士, MH 

李漢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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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及福利局  

鄭建瑩女士 首席助理秘書長（兒童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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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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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雁女士 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及兒童福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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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妙儀女士 香港警務處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 

  

因事缺席者  

  

陳潔冰女士 

宣國棟先生 

余鎧均女士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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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段：……此外，亦建議考慮邀請醫管局的醫護團隊為留宿幼兒中心提

供外展醫生到訪服務，其中包括為服務使用者作定期檢查，可更了解中心

在照顧幼兒的情況，亦具監察作用。……； 

(b) 第5(l)段：有關在留宿幼兒中心的閉路電視系統引入新科技以更全面地監

察兒童接受照顧的情況的建議，期望社署讓業界知悉有關安排的進展及了

解運作細節，並研究適用性；及 

(c) 第12(b)(vi)段：現時有不少已達服務年齡上限但仍滯留於留宿幼兒中心的服

務使用者，服務單位配套及設施未能配合有關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加上輪

候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時間過長的問題，需及早改善有關情況；……。 

 

[會後註：秘書處已於2022年8月1日將修訂後的會議記錄透過電郵分發給委

員，並將第三次會議記錄和是次會議議程上載至社會福利署（社署）網頁。] 

 

2. 主席表示由於是次會議的討論文件是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的草擬本，所以將不會

上載社署網頁。待第一階段檢討報告完成後，會適時公布報告內容。 

 

 

續議事項 

 

有關加強服務監管［上次會議記錄第5(f)段］ 

 

3. 就建議邀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護團隊為留宿幼兒中心提供外展醫生到

訪服務方面，葉柏強醫生表示已初部與醫管局兒科部門同事溝通，大家反應正面，

建議政府可致函醫管局負責兒科統籌委員會的總監(質素及安全)鐘健禮醫生作正式

邀請。其他委員表示支持，並期望醫管局的兒科醫護團隊能為全港的留宿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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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外展到訪服務。梁振榮先生建議政府致函邀請醫管局協作時可夾附第一階段檢

討報告。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第一階段檢討報告［討論文件第 6/2022 號］ 

 

4. 鄒鳳梅女士報告兒童事務委員會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於7月27日舉行的第8次

會議上討論第一階段檢討的初步建議，委員大致認同檢討的方向及建議。就當日委

員所提出的意見摘要已放在會議席上供委員參考，鄒鳳梅女士簡述有關意見如下： 

 
(a) 人手配置及培訓：包括增加人手、増潤職能、推動員工持續進修等； 

(b) 服務內容：包括新的留宿幼兒中心的設計、宿位安排、義工支援及推動及

改善寄養服務等；及 

(c) 其他相關事項：包括服務監管、服務使用者的長遠福利安排及推廣珍惜兒

童的價值觀等。 

 
5. 主席表示社署已將委員會及各持份者的意見整合，並在討論文件中臚列第一階

段檢討有關留宿幼兒中心、住宿特殊幼兒中心及相關服務的可行改善措施及建議。

主席邀請各委員就討論文件第6/2022號提出意見及討論。 

 

6. 委員均表示認同文件所提出的建議，並提出補充意見。有關重點撮述如下： 

 

(a) 現時留宿幼兒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兒中心各級員工正承受龐大的工作壓力，

檢討報告應強調支援及鼓勵；社署在加強及執行規範措施時，需平衡公眾

期望及業界面對的壓力，並考慮實際運作情況適當地作彈性處理； 

 

(b) 制訂人力資源方向及長遠政策，推動幼兒照顧專業發展； 

 

(c) 機構應為員工提供切合服務需要及與時並進的培訓，使員工（尤其幼兒工

作員）與服務使用者能建立良好關係，從而提供最適切的服務予有需要的

兒童； 

 

(d) 員工培訓方面，機構可參考醫管局的崗位輪換制度及經驗分享的模式，達

致互相鼓勵／學習／監察作用； 

 

(e) 增設副院長／副中心主任職位，由資深幼兒工作員擔任，可輔助院長及加

強對前線員工的支援，亦可配合加強監察及培訓； 

 

(f) 建議檢視住宿幼兒工作員職系的薪級點，應較日間幼兒服務單位相同職系

的薪酬更具競爭力，以增強招聘相關人手的吸引力； 

 

(g) 考慮業界面對的工作壓力，建議於檢討報告內加入社署支援業界的相應措

施，協助相關營運機構建立穩健的內部運作及監察機制、專業團隊和關愛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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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服務規劃上應加入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及寄養服務的發展策略；並建議推廣

寄養服務，包括鼓勵更多家庭接受及照顧年齡較大的兒童； 

 

(i) 建議加入離院安排及回家團聚比率等資料，以便全面檢視服務銜接； 

 

(j) 接受留宿幼兒中心服務並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多有皮膚問題，增加照顧困

難，期望增加資源加強照顧人手； 

 

(k) 新的留宿幼兒中心的設計要配合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以提供適切的服務； 

 

(l) 建議於檢討報告落實及正式公布前，透過合適途徑（例如兒童住宿照顧服

務發展委員會會議）先與業界介紹報告內容及建議，並共同商討執行細則

及時間表；期望預留足夠時間讓業界管理層及各級員工理解細節，以作出

相應配合； 

 

(m) 推行有關改善／優化措施後，政府可考慮委託院校／機構進行檢討，評估

相關措施對整體服務，包括服務模式、服務質素、服務監察、員工及服務

使用者關係等的影響； 

 

(n) 童樂居事件引起社會對政府監管留宿幼兒中心的廣泛關注，檢討委員會的

報告及建議必須符合公眾期望，尤其在跟進行動、監管措施、懲處機制、

政府資源運用、改善／優化措施的推行時間表（包括優化措施的推行優次）

等，政府亦應向公眾詳細交待； 

 

(o) 童樂居事件後，香港保護兒童會一直努力改善服務，有關事件對機構已產

生負面影響，包括招聘員工、招生及籌款等，期望在嚴厲執行對機構的監

管措施及保護兒童工作的同時，亦須顧及正接受服務兒童的實際需要，接

納機構持續改善，並協助機構檢討及檢視進展；及 

 

(p) 討論文件整體內容全面，但建議修改／加強內容如下： 

 

(i) 第6頁第(3)段 - 增加社工人手：有關加強對幼兒工作員的督導修改為

“加強與幼兒家長的聯繫”； 

(ii) 第7頁第(5)段 - 增設臨床心理學家：加入“增設教育心理學家”及“為留
宿幼兒中心的員工進行培訓，加強他們就照顧兒童及兒童情緒問題的
認識和應對方法”； 

(iii) 第7頁第(7)段 - 增加其他跨專業的支援服務：加入有關“探討與醫管局
協作為留宿幼兒中心提供外展醫生到訪服務的建議”； 

(iv) 第8頁第(9)段 - 社工：刪除“加強社工人手除可提升中層就照顧人員的

監督及培訓工作”；加入“與幼兒家長聯繫”的相關內容； 

(v) 第8頁第(10)段 - 院長的第2點：有關“建議考慮將來規定院長必須就懷

疑虐待及忽略兒童個案作出舉報” 修改為“建議考慮將來規定院長必

須就獲悉的懷疑虐待及忽略兒童個案作出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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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第9頁第(13)段 - 修訂《津貼及服務協議》內有關服務量／服務成效標

準的要求：在“留宿幼兒中心／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須安排相關的專業

人員（包括社工、護士、心理學家、治療師等），加入“幼兒工作員”；

及 

(vii) 第11頁第(17)段 - 加強巡查：加入“督導組在每次巡查後會就有關單位

符合規定及需注意或改善的地方發出書面通知，讓單位知悉及持續改

善”。 

 

 

社署回應及總結 

 

7. 檢討報告主要列出方向性的建議，不宜就每一項建議作詳細闡述；亦需要預留

一定的彈性處理個別建議內容。社署稍後會與業界商討各項措施的推展安排及執行

細節，原則上應先推行對整體服務有利及可行的措施。 

 

8. 討論文件第6/2022號已涵蓋所收集的各方意見，包括兒童事務委員會保護兒童

事務工作小組，以及委員在過往數次會議所提出的建議，故此文件為檢討報告的初

稿，而委員亦大致接納提出的所有建議。 

 

9. 因應委員的建議，檢討報告的初稿在修訂後會先呈交兒童事務委員會作討論。

修訂版本會經委員審視後才作定稿；政府將會按優次跟進有關建議，亦會適時向立

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報告；而獲通過後的檢討報告亦會適時公布。 

 

10. 在增撥資源方面，社署會按政府內部機制爭取額外資源；而機構亦可在整筆撥

款津助制度下適當地運用撥款以配合服務發展的需要。 

 

11. 有關服務質素方面，因應檢討報告的建議，社署會與業界商討推行的方案，例

如幼兒工作員的培訓、幼兒工作員與社工的分工和協作等。 

 

12. 就服務監管方面，社署會要求機構提升內部服務審查機制及鼓勵推行優化措

施。 

 

13. 在服務規劃及供應方面，第一階段檢討集中檢視留宿幼兒中心及設有住宿服務

的特殊幼兒中心，包括其服務規模等，以及增加寄養家庭的措施；至於有關服務之

間的銜接會留待第二階段檢討一併審視。 

 

14. 檢討報告的建議需要各方配合及理解才能推展，應盡量平衡規範措施及公眾對

香港保護兒童會的關注。期望爭取資源推行到位的改善政策及措施，並透過新服務

模式，為有需要的兒童開展及提供更適切的服務，締造關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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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署會繼續在監察期內，密切審視香港保護兒童會所推行的改善措施；至於由

政府委任代表進入香港保護兒童會董事局的建議，需審慎考慮，現時社署派遣專隊

到童樂居實地觀察，可更有效監管單位的日常運作情況。 

 

16. 主席感謝各委員積極參與及支持，令第一階段就留宿幼兒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兒

中心服務的檢討能在短時間內提早完成；政府將會按優次跟進檢討報告內的建議，

期望透過各方努力，順利推行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改革。檢討委員會將於

2022年9月開展第二階段有關其他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檢討，預計於2023年3月完

成。 

 

 

其他事項 

 

17. 委員提出動議感謝主席及社署推動檢討委員會及業界為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

服務作出完善的改革，並於極短促時間內完成第一階段檢討及草擬有關檢討報告，

獲全體委員和議。 

 

 

下次會議日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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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上午10時正於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

大廈9樓918會議室舉行。] 

 

19. 會議於下午4時25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