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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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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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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綺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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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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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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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民先生 署理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2 

 

因事缺席者 
 

  

葉柏強醫生 

黃翠玲女士 

余陳慧萍女士 

 

 

 

 

 

歡迎辭 

 

1. 主席表示這是她首次出席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會）會議，

她感謝各委員的積極參與和支持，使第一階段就留宿幼兒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兒中

心服務的檢討能在預期的時間內完成，並期望透過各方繼續努力，開展第二階段

就其他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檢討。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上次會議記錄經以下修訂後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a) 第3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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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健禮醫

生作正式邀請。……；及 

[會後註：社署已於2022年10月11日去信醫管局以商討為留宿幼兒中心提供恆

常醫療服務的可行性。] 

 

(b) 第6(l)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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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註：秘書處已於2022年9月29日將修訂後的會議記錄透過電郵分發給委

員，並將是次會議議程、討論文件及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第一階段檢討

報告上載至社會福利署（社署）網頁。] 

 

 

特別事項 

 

3. 委員於進入討論議程前，提議社會福利署（社署）就近日發生於保良局嬰兒組的

懷疑虐兒事件作跟進交代，以及查詢涉事服務單位的人手配置及員工流失情況。 

 
4. 社署表示由於警方正就有關懷疑虐兒事件進行調查，不便透露案件詳情，但可向

委員交代社署已實施的加強監察措施： 



- 3 - 
 

(i) 社署已根據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的第(17)項有關加強

巡查的建議，提升巡查的執行措施，包括透過內部調撥人力資源，在督導組

加入保健衞生督察（由護士出任）和曾在執法機構工作的人員，加強巡查的

寛度和深度。此外，社署亦安排視察主任及督察接受與幼兒照顧相關的培訓，

以提升其在執行巡查職務時的敏感度及專業意識；及 

(ii) 保良局涉事服務單位的人手配置一直符合法例要求；社署已要求保良局嚴肅

跟進事件及進行全面檢視，包括內部監察機制、員工培訓等，並於完成檢視

後向社署提交詳細報告。 

 
5. 宣國棟先生表示香港耀能協會轄下其中一間住宿特殊幼兒中心近日亦發生懷疑虐

兒事件，建議社署就相關事件向委員交代跟進情況。 

[備註：為避免利益衝突，宣國棟先生於委員討論期間（上午10時13分至上午10時

15分）離席] 

 

6. 社署就有關事件向委員概括交代跟進情況，但由於事件已交由警方調查，不便透

露案件詳情。 

 

 

續議事項 

 

7. 沒有續議事項。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第一階段檢討報告（最終本） 

 

8. 主席表示在上次會議後，秘書處已將委員會的意見整合及修訂檢討報告，供委員

傳閱。社署亦於2022年8月18日舉行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介紹第一階段的檢討

報告，該委員會委員認同檢討的方向及建議，並就如何落實各項優化措施表達意

見。當日出席會議的委員包括歐陽偉康先生、甘秀雲博士及葉柏強醫生。 

 

9. 秘書處已於2022年9月26日透過電郵發送第一階段檢討報告最終本(中文版)予各

委員。社署於是次會議後（同日）會上載該報告於社署網頁，並發布新聞公告。

另外，社署將於10月10日舉行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介紹第一階段檢討報

告。 

 

10. 主席感謝各委員積極參與，令第一階段的檢討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委員會隨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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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檢討

的建議範疇將於議程四進行討論。 

 

11. 委員同意第一階段檢討報告最終本(中文版)的整體內容及發布安排，並就報告內

有關優化措施的推行時間及具體細節提出意見。有關重點撮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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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鑑於近期再有留宿幼兒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兒中心發生懷疑虐兒個案，涉及前

線的幼兒工作員，建議除推行措施吸引／挽留人才外，亦須由院校加強培訓，

提升督導職級員工（例如院長）的專業性，以建立及推動守護兒童政策和提供

足夠的督導及支援予前線員工； 

 

(b) 為培訓合適員工，建議與院校商討加強職前培訓，加入與保護兒童政策有關的

內容，讓學員及早全面了解業界／相關職位的要求、照顧院舍服務使用者的需

要及行業的發展前景等； 

 

(c) 為建立穩健團隊，必須改善人手比例及增潤職能，尤其高級幼兒工作員職系，

以加強督導；另外，亦建議設立幼兒工作員專業認可制度及提供特別津貼，以

挽留人才； 

 

(d) 建議社署根據業界提供有關人才流失的數據作分析，比較理想人手比例／配

置與現實的落差，作針對性跟進； 

 

(e) 考慮設立甄選制度，引入更多義工作支援，減輕員工的壓力； 

 

(f) 建議增加專業人員（包括治療師）的督導職級人手，以支援前線員工提供服務

（包括家長工作）及應對危機／突發情況； 

 

(g) 業界及員工將面對因推行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所引致的龐大工作

壓力，應在加強執行監管措施及防止人才流失上取得平衡，避免影響服務運作；

期望社署及委員理解業界的困難； 

 

(h) 認同第23項有關“就服務表現不達標的機構設定監察期”的建議已回應各界對

加強監管持續／嚴重違規的營運機構的訴求，但社署需就監察期內跟進營辦機

構提交改善方案及進度報告的考慮準則及內容，提供具體的資料，尤其關注由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於童樂居推行的服務重整計劃完成後，童樂居的運作

情況及香港保護兒童會持續推行優質服務的能力；亦建議社署應評估涉事營辦

機構的改善情況達標後才考慮增加資源； 

 

(i) 關注現時留宿幼兒中心服務規模過大可能引致的管理風險，期望將設立的小型

留宿幼兒中心能考慮相關因素，並藉著優化的照顧服務模式改善服務質素； 

 

(j)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目的是為支援因各種困難而未能適當照顧兒童的家庭，並

非一般託管／暫託服務；社署應從根源著手，提倡及協助父母做好家長角色，

盡責照顧子女，而非不斷投放資源加強服務； 

 

(k) 因應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獨特性，建議社署考慮設立整筆撥款以外的津助模

式、招聘制度及恆常薪級和晉升機制，以及定期調動員工工作崗位，調配往不

同機構工作，讓機構可互相監察員工的表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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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發布後，預計將會引起公眾關注或批評，建議社署及早制訂

相關回應策略及積極跟進公眾的意見，包括讓公眾知悉童樂居事件後社署的具

體跟進措施、涉事營運機構的責任和後果；亦可考慮於報告發布後出席電台節

目等，回應公眾對報告的關注，並交代資源運用及跟進推行優化措施的時間表

和進度。 

[會後註：主席已於2022年9月30日接受香港電台「千禧年代」節目訪問，闡述

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的重點及就公眾關注的事項作出回應。] 

 

 

社署回應 

12. 第一階段檢討報告大致上已涵蓋委員的關注項目，明白委員期望仔細討論機構責

任、內部服務審查機制等，並希望社署能盡力爭取資源以落實各項跟進措施。 

 

13. 社署備悉各委員對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的意見，將會於10月10日舉行的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會議介紹第一階段檢討報告。 

 

14. 社署將於會後發放新聞公告及上載第一階段檢討報告於社署網頁；亦會落實跟進

工作及適時向公眾交代。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第二階段檢討範圍（檢討委員會文件第 7/2022 號） 

 

15. 社署以投影片介紹文件，包括： 

 

(a) 背景； 

(b) 服務概況； 

(c) 建議檢討範圍；及 

(d) 收集意見的方法 

 

16. 委員就討論文件第7/2022號提出的意見／建議如下： 

 

(a) 同意在第二階段沿用第一階段的三大檢討範疇，包括服務質素、服務規劃及

供應和服務監察； 

(b) 建議招募更多寄養家庭以增加服務名額，並透過加強社區的家庭支援服務完

善回家團聚的安排，可參考社區上正推行的有時限支援家庭計劃及聯繫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進行家長工作； 

(c) 可參考外國及本地學者就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營運模式的研究，優化第二階段

的各類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評估機制、服務和運作模式；建議草擬文件或提

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及討論； 

(d) 人力資源架構方面，建議加強人手比例以優化服務質素；資源配套方面，建

議審視如何透過內部調動或外在增加資源，配對合適的服務以優化整體服務

質素，並訂立資源運用的計劃，策略性地作長遠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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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二階段的檢討服務對象為年齡較大的兒童，個案的背景及需要更為複雜，

建議先收集服務使用者的相關數據和資料，包括家庭背景、接受服務的原因、

精神／情緒／行為問題、醫療／特殊需要等，供委員參考；檢視他們的教育

和照顧需要亦十分重要，可因應兒童不同成長發展階段的需要作出適切的規

劃和照顧安排，考慮個別服務使用者父母的親職能力，訂立回家團聚指標及

為服務使用者進行生涯規劃；並設立數據應用系統，以定期檢視服務使用者

的個別訓練和照顧計劃；亦可考慮邀請教育局代表參與，探討優化住宿及群

育學校的服務銜接； 

(f) 考慮兒童之家的服務使用者的年齡差距及牽涉不同性別，容易引致照顧及管

理上的困難，建議收集相關數據和資料，探討收窄年齡層及設立單一性別家

舍的可行性，理順服務銜接；及 

(g) 在離舍支援服務方面，建議及早建立相關的地區支援網絡及適當運用地區資

源，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的離舍支援服務。 

 

 

社署回應及總結 

 

17. 社署備悉各委員對第二階段檢討範圍的意見，將會重點檢視及討論以下項目： 

 

(a) 因涵蓋的服務種類繁多而範圍廣闊，須先理順各類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內

容及特點； 

(b) 服務供應及銜接； 

(c) 服務配套以應對兒童的需要；及 

(d) 家庭團聚和離舍支援。 

 

18. 社署將預備以下資料並安排探訪及聚焦小組會議，供日後會議討論： 

 

(a) 服務使用者的相關數據，包括家庭背景、接受服務的原因、精神／情緒／行

為問題、醫療／特殊需要等； 

(b) 外國營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模式及經驗； 

(c) 於10月至11月初安排探訪相關的服務單位，包括兒童院、兒童之家、輕度弱

智兒童之家、男童院及女童宿舍；秘書處稍後會聯絡委員作有關安排；及 

(d) 於10月繼續舉行聚焦小組會議，收集各持份者對第二階段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檢討的意見和建議。 

 

 

其他事項 

 

19. 沒有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20. 秘書處將於稍後通知委員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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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註：下次會議訂於202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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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會議於下午12時30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