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和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中央

資料系統)，分別蒐集虐兒、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個案的數字。2011

年新呈報的虐兒、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個案統計數字如下： 

    

新新新新呈呈呈呈報虐報虐報虐報虐待兒童個案待兒童個案待兒童個案待兒童個案 ( ( (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個案種類個案種類個案種類個案種類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個案數字個案數字個案數字個案數字(%)(%)(%)(%)    身體虐待 410 (46.8%) 疏忽照顧 105 (12.0%) 性侵犯 307 (35.0%) 精神虐待 18 (2.1%) 多種虐待 37 (4.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77 (100.0%)    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女性 548 (62.5%) 男性 329 (37.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77877877877    (100.0%)                      *由於一名施虐者可能虐待多於一名兒童及一名兒童可能被多於一名施虐者虐待，因此施虐者的數目與受虐兒童的數目並不相同。 

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父/母 494 (55.6%) 兄弟/姊妹 12 (1.4%) 繼父母 36 (4.1%) 祖父母 9 (1.0%) 親屬 37 (4.2%) 家族朋友/朋友 57 (6.4%) 照顧者 25 (2.8%) 老師 7 (0.8%) 補習老師/教練 16 (1.8%) 同住租客/鄰居 7 (0.8%) 無關係人士 90 (10.1%) 未能識別人士/其他 98 (11.1%)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88888888888    (100.0%)    



 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中西區 17 (1.9%) 南區 28 (3.2%) 離島 23 (2.6%) 東區 38 (4.3%) 灣仔 11 (1.3%) 九龍城 23 (2.6%) 油尖旺 37 (4.2%) 深水埗 42 (4.8%) 黃大仙 44 (5.0%) 西貢 46 (5.2%) 觀塘 100 (11.4%) 沙田 51 (5.8%) 大埔 22 (2.5%) 北區 37 (4.2%) 元朗 142 (16.2%) 荃灣 23 (2.6%) 葵青 63 (7.2%) 屯門 99 (11.3%) 香港以外 11 (1.3%) 資料不詳   20 (2.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77877877877    (100.0%)    ＊＊＊＊＊＊＊＊   
新呈報虐待配偶新呈報虐待配偶新呈報虐待配偶新呈報虐待配偶 /  /  /  / 同居情侶個同居情侶個同居情侶個同居情侶個案案案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個案種類個案種類個案種類個案種類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個案數字個案數字個案數字個案數字(%)(%)(%)(%)    身體虐待 2786 (87.8%) 性侵犯 15 (0.5%) 精神虐待 224 (7.1%) 多種虐待 149 (4.7%)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174317431743174    (100.0%)    受害人性別受害人性別受害人性別受害人性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女性 2616 (82.4%) 男性 558 (17.6%)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174 (100.0%)   



             
  

 受害人居住受害人居住受害人居住受害人居住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中西區 126 (4.0%) 南區 100 (3.2%) 離島 86 (2.7%) 東區 150 (4.7%) 灣仔 46 (1.4%) 九龍城 104 (3.3%) 油尖旺 163 (5.1%) 深水埗 165 (5.2%) 黃大仙 197 (6.2%) 西貢 121 (3.8%) 觀塘 226 (7.1%) 沙田 182 (5.7%) 大埔 100 (3.2%) 北區 184 (5.8%) 元朗 383 (12.1%) 荃灣 167 (5.3%) 葵青 349 (11.0%) 屯門 298 (9.4%) 香港以外/不詳 27 (0.9%) 總數* 3174 (100.0%)   ＊＊＊＊＊＊＊＊＊＊  
新新新新呈呈呈呈報性暴力個案數字報性暴力個案數字報性暴力個案數字報性暴力個案數字 ( ( (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個案種類個案種類個案種類個案種類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個案數字個案數字個案數字個案數字(%)(%)(%)(%)    強姦 78 (22.9%) 猥褻侵犯 242 (71.0%) 強迫進行手淫 1 (0.3%) 強迫口交 1 (0.3%) 肛交 1 (0.3%) 其他 3 (0.9%) 多樣種類 15 (4.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41341341341    (100.0%) 

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丈夫 2103 (66.3%) 妻子 426 (13.4%) 男同居者 166 (5.2%) 女同居者 36 (1.1%) 分居丈夫/前夫 81 (2.6%) 分居妻子/前妻 17 (0.5%) 男朋友 259 (8.2%) 女朋友 86 (2.7%) 不詳 0 (0.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174317431743174    (100.0%) 



  受害人性別受害人性別受害人性別受害人性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女性 333 (97.7%) 男性 8 (2.3%) 總數 341 (100.0%)    性侵犯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性侵犯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性侵犯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性侵犯者與受害人的關係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姻親 16 (4.7%) 親屬 6 (1.8%) 朋友 75 (22.0%) 照顧者 3 (0.9%) 僱主/僱員/同事 41 (12.0%) 老師/導師 3 (0.9%) 陌生人 174 (51.0%) 其他 23 (6.7%) 資料不詳 0 (0.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41 (100.0%)  
 事件發生地區事件發生地區事件發生地區事件發生地區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中西區 38 (11.1%) 南區 22 (6.5%) 離島 17 (5.0%) 東區 4 (1.2%) 灣仔 7 (2.1%) 九龍城 3 (0.9%) 油尖旺 37 (10.9%) 深水埗 13 (3.8%) 黃大仙 6 (1.8%) 西貢 3 (0.9%) 觀塘 11 (3.2%) 沙田 5 (1.5%) 大埔 1 (0.3%) 北區 6 (1.8%) 元朗 69 (20.2%) 荃灣 4 (1.2%) 葵青 33 (9.7%) 屯門 33 (9.7%) 香港以外/不詳 29 (8.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41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