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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已過去，回顧去年及現在，社會依然受疫情影響，中學上半天課，小學及幼稚園已

停實體課，食肆有人數及堂食等限制，市民整體生活仍未完全回復原狀，寄養家長要平

衡小朋友各方面需要及疫情的限制，實在不容易，在此再次感謝各寄養家庭對寄養兒童

的無私付出。為了感謝各位寄養家長於疫情間與寄養兒童並肩抗疫，悉心照顧和保護寄

養兒童免受感染，本機構<寄養服務顧問>馮妙娟姑娘會與新同事劉珏婷姑娘於2021年11月中

至2022年3月尾展開<感恩有你同行>活動，致送禮物以答謝各位寄養家長，讓大家共同在

「逆」有情、「疫」有愛的環境繼續“童”行。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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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新到任的寄養服務社工邵淑琴姑娘。從前的服務對象會叫我

做Piano，現在大家都叫我做邵姑娘。
 

大學畢業後，我做代課老師教中學，也教過小學。正式簽約的一份工是

旅行社做外遊領隊。剛出茅廬，好想見更大的世界，但經濟能力有限。

旅行社工作正好滿足心願，寓工作於娛樂。只是做了數個月，就正式入

職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成為學校社工。
 

寄養服務與我以往工作有類似，又有大不同的地方。服務對象是孩子也

有父母，但關係更複雜。感恩身邊有不同的前輩，不時提點和扶持，有

助我適應新工作。
 

寄養服務不時有探訪，從港島東到新界北，不住擴張我的領域，領我到

不同屋邨，好像昔日做旅行社。只是巴士行車時間往往不似預期……
 

這陣子的工作，讓我感受到寄養家庭做的工作很偉大，我們的社工同

事以至機構均十分感謝各位寄養家長，大家的付出並非金錢能衡量。

此外，我們亦由衷感激寄養家庭各成員的支持和參與。前輩分享救到

這一代，等於救到三代人，所以成為寄養家庭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希

望大家也鼓勵身邊合適的家庭參與。
 

最後想説好喜歡新的工作，新鮮人，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往後日子有

勞大家多多指教，有冒失的地方，請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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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新入職寄養服務社工劉珏婷姑娘，

從機構網頁初次認識寄養服務，第一個印象就是感到

「有意思」，一向喜歡新嘗試的我便決定一試這份「有意

思」的工作，簡單三個字就是我加入寄養服務的初心。

過去工作主要接觸兒童及青少年，面對他們的行為及情緒問題，有

時會感到棘手困惑，但更多時候，是感到無奈及可惜。只有數年或

是十多年的短短人生，怎會如此複雜及崎嶇？他們的問題，究竟背

負多少傷痛及恐懼呢？我相信我們每一個成為今天的「我」，都一

定承載著過去種種或悲或喜、或平坦或崎嶇的經歷，並塑造出這個

「我」。過去總不能改寫，但若及時為家庭出現困難的小朋友提供

幫助，生命劇本被改寫了，或許能夠協助他們塑造出一個不一樣的

人生，又或許可以減低他們重蹈上一代覆轍的機會……

感恩可以加入寄養服務，幫助有需要的兒童，這個崗位讓我有機

會為兒童度過一個「新」的家庭生活。當然，更重要的是寄養

家庭願意開放自己的家接待小朋友。我期望能跟寄養家長們

齊心合作，為小朋友建立一個足夠他們安全成長、安心發

展的安樂窩，亦期望大家可以保持初心，彼此互勉。

大家好！我是新到職的臨床心理學家李彥穎博士。很高興可以加入香港

青少年服務處這個大家庭。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可以和大家多點互動，互

相認識。今期為大家作一個簡短分享，請翻到專業分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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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享專業分享

 上一次本處臨床心理學家劉姑娘介紹了「神經系統的梯子」給大家認識，
今次就讓我為大家介紹「由下而上的三步曲」以協助孩子成長。由於我們的大腦是
由下而上發育的，兒童的上層腦袋 ( 大腦皮質區）仍在發展中，精神科醫生 Bruce 
Perry 提出了「由下而上的三步曲」- 先去安撫孩子的下層腦袋，令他們回到「神經系
統的梯子」的最頂層，再處理問題。 
 
第一步：「共同調節」(co-regulation)：先調節自己情緒，再調節孩子的情緒 
要達到「共同調節」就要我們先覺察及照顧自己的情緒，讓自己平靜下來，並透過
我們傳遞出來的安全、穩定的訊息，來幫助孩子調節情緒，慢慢回到「神經系統梯子」
的最頂層。孩子並不是一生下來就知道如何自我調節情緒的，而是從一次又一次的
共同調節學習，他們可從身邊成年人身上 接收到安全的訊號、支持、被接納，從而
學習讓自己穩定下來。我們的平靜狀態正正是幫助孩子穩定下來的最佳工具，所以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協助孩子感到安全從而穩定情緒。 
 
第二步：同理 (relate)： 
由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設身處地體會他們當下的感受，並透過言語去反映及肯定他
們當下的情緒，從而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接納，慢慢學習用言語去表達他們的情
緒。 
 
第三步：說理 (reason)： 
分析事情，引導孩子用不同方法去解決問題，由孩子自己去選擇，但成年人應助其
分析所選的解決方法可能出現的問題，及需承擔的責任。 
 
當成年人幫助到孩子感到安全、被理解和接納時，孩子便能慢慢回到「神經系統梯
子」的最頂層。當孩子平靜下來的時候，他們才能慢慢透過思考、語言表達和溝通
去解決問題，這時候大人才能和孩子分析事情，討論下次類似情況發生時，可以用
那些方法處理。當孩子的上層腦袋開始運作，我們才能夠開始說理。 
 
由於孩子會從成年人身上散發的訊息去判斷是否有危險，所以大人在處理兒童的問
題時應保持平靜的情緒，特別要注意自己的表情、聲調、語氣和肢體動作等。以上
種種俱能令孩子感到安全從而逐步達到自我調節情緒的能力。

「由下而上的三步曲」
                        臨床心理學家 李彥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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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室「童」你聽故事

小青蛙愛靜坐
作者：嚴吳嬋霞 
繪者：kikiwong
出版：新雅
出版日期：2019/07/16

對於小靑蛙來說，捉蟲子是志在必得的，是牠今天
卻捉不到蟲子，因而感到十分煩躁。小靑蛙忙亂地
東撲撲，西撲撲，忙了一整天，不但捉不到蟲子，
連小魚也抓不到半條，心情由煩躁進而加上憤怒。後來，氣急敗壞的小靑蛙又肚餓又
生氣，並且開始懷疑自己，牠哭著問媽媽：「媽媽，我是不是一隻笨靑蛙？」媽媽安慰
小靑蛙，並敎導小靑蛙先要學習冷靜，敎小靑蛙摸著自己肚皮，慢慢感受靜不來的感
覺。最後，小靑蛙學會了冷靜的方法，不會再受負面情緒的影響，做事更加有條理和
專心，小靑蛙也更加快樂。

故事內容大綱

故事中的小靑蛙受著憤怒和煩躁等負面情緒所影響，未能夠保持頭腦冷靜和專心，胡
亂做事令牠不斷失敗，不斷的失敗又令牠懷疑自己的能力。幸好媽媽敎導小靑蛙冷靜
的方法，令牠可以冷靜下來，也可以專心地完成所想做的事。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有時也像小靑蛙一樣碰到失敗。當孩子做得不好時，本身已經會
出現憤怒和挫敗等負面情緒，如果父母忽視了孩子的情緒，甚至怪責他們做得不好，
容易會令孩子情緒更加負面和激動，思想變得非理性和偏激。因此，家長應該先處理
孩子的情緒，表達同理心，明白他們的感受，幫助他們舒解負面情緒，之後安慰和鼓
勵孩子，使他們感受到即使做得不好，父母仍然疼愛和重視自己，最後才講道理，幫
助孩子理性地看待成敗，檢討下次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給家長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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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室「童」你聽故事

深呼吸是個簡單又非常有效的放鬆方法，當我們緊張或感到開始情緒高漲時，
我們的呼吸會變得非常急促和淺，在這時候做幾個深呼吸能夠幫助我們放鬆身
體，並且能夠令情緒冷靜下來。深呼吸是腹式呼吸，但對小朋友來說可能較難
明白，所以父母可以利用“小肚腩呼吸法”敎孩子深呼吸，方法如下：

請孩子把一隻手掌放在肚子上。
用鼻子慢慢地吸氣，吸氣時心裡由1數到5：1-2-3-4-5，手掌會感覺到肚子
慢慢地鼓出來。
忍著氣停一停，心裡數：6-7-8-9-10。
用口慢慢地呼氣，呼氣時心裡倒數：5-4-3-2-1，手掌會感覺到肚子慢慢
地縮回去。
重複做最少5次，同時可以聽輕柔的音樂，或是大自然的聲音。

延伸活動⸺小肚腩呼吸法

情緒學習

小靑蛙捉不到蟲子，也抓不到小魚

小靑蛙忙亂地嘗試但是仍然失敗

小靑蛙學會了冷靜

引起情緒的原因
煩躁和憤怒

挫敗

快樂、自信、平靜

胡亂地東撲撲、西撲撲

懷疑自己

不再執著，能夠專心學習

情緒 行為

撰稿：汪曉彤姑娘(註冊社工) 賽馬會恆安綜合靑少年服務中心 6



服務報告

過去半年，共有七位寄養兒童離開寄養家庭，有兩位回家團聚、有三位被領養及兩位
轉往其他服務單位。服務檢討問卷顯示100%寄養兒童、親生家長及轉介社工表示寄養
服務對寄養兒童有幫助，　例在兒童的自我照顧、學業、行為情緒及興趣發展等方面
有所裨益。

2021年7-12月曾　辦之活動：

寄養服務統計 (4/2021 - 9/2021)

20/8/2021

日期
「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三) (視像zoom)

寄養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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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劃

經過搜集寄養家長/寄養兒童/親生家長及轉介社工的意見，2021年4月
至2022年3月的年度服務計劃如下

兒童工作 家長工作

1. 發展兒童的多元潛能

2. 增強兒童的情緒支援

3. 提升兒童的學習興趣

4. 保護兒童及靑少年免受傷害

1. 促進寄養兒童與寄養家長及兒童 
     家人的關係

2. 嘉許寄養家庭的服務貢獻

3. 加強招募及培訓寄養家長

擬辦寄養服務活動(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

活動名稱 　辦日期

我都做得到獎勵計劃2021

「預防兒童及靑少年免受侵犯」性敎育工作坊(七)

「知情識性」性敎育活動 (網上zoom)

<感恩有你同行>巡禮

2022年1-2月

2022年1月12日

2022年1月至3月

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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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12月
(粉嶺、大埔、沙田、大圍、馬鞍山)

(天水圍、屯門、元　)

2022年 1-2月 

我們會按以上　行時段致電邀請各位寄養家長出席茶聚，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50-7913 聯絡馮姑娘

(九龍中、九龍東、荔景、
荃灣、東涌、赤柱)

2022年 3月 

為了感謝各位寄養家長於疫情期間與寄養兒童並肩抗疫、悉心照顧和保護寄養
兒童免受感染，本機構於11月中開始，由<寄養服務顧問>馮妙娟姑娘按不同
地區巡迴　行茶聚或探訪大家，致送禮物以答謝各位寄養家長，並收集大家對
本機構寄養服務的建議及意見，以作日後提升服務質素及拓展的參考。

<感恩有你同行>巡禮
(11/2021 - 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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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長

疫情關係，活動未能如期實體　行，現將於2022年1月安排有關獎狀及禮券給
予寄養家長、親生家人及寄養兒童。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50-7913聯絡本
機構寄養服務社工

「我都做得到」獎勵計劃2021

持續進修獎
照顧靑少年獎
特別關愛兒童獎
關愛兒童獎
一心一意獎
全年無休獎
救急扶危獎
最佳伙伴獎
特別心思獎
長期服務獎

全年受訓3次或以上
照顧12歲至18歲靑少年超過1年

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因應兒童的獨特性而妥善照顧他們

照顧同一兒童達至回家團聚或超過3年
照顧沒有回家度假兒童

照顧有緊急需要並需接受短期住宿服務的兒童
獎勵能與親生家長合作無間的寄養家長

獎勵在家居設計及生活安排方面為寄養兒童花盡心思的寄養家長
與本機構合作滿10年

得獎準則獎項

兒童

飛躍進步獎
體藝智能獎

正能量大獎

學業成績獎
品行優良獎
手足情深奬

能最少75%達成個案會議所訂立目標的兒童或有明顯進步的兒童
能長時間培養最少一體或一藝的興趣
為人正面樂觀，有良好的EQ或AQ，遇到逆境時，能積極面對，並能以
和平﹑有效的方式解決問題
根據學校成績表及老師評語，學習表現良好或有明顯進步的兒童
獎勵守紀律、品行良好、有禮貌及懂得尊重別人的兒童
獎勵寄養家長的子女或其照顧的寄養兒童，他們曾協助照顧、關心或陪
同其他寄養兒童參與活動

得獎準則獎項

親生家人

關愛兒童獎 經常參與照顧兒童及與兒童保持聯絡的兒童家人

得獎準則獎項

2021年 11-12月
(粉嶺、大埔、沙田、大圍、馬鞍山)

(天水圍、屯門、元　)

2022年 1-2月 

我們會按以上　行時段致電邀請各位寄養家長出席茶聚，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50-7913 聯絡馮姑娘

(九龍中、九龍東、荔景、
荃灣、東涌、赤柱)

2022年 3月 

為了感謝各位寄養家長於疫情期間與寄養兒童並肩抗疫、悉心照顧和保護寄養
兒童免受感染，本機構於11月中開始，由<寄養服務顧問>馮妙娟姑娘按不同
地區巡迴　行茶聚或探訪大家，致送禮物以答謝各位寄養家長，並收集大家對
本機構寄養服務的建議及意見，以作日後提升服務質素及拓展的參考。

<感恩有你同行>巡禮
(11/2021 - 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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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家庭資料

女申請人姓名：

男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家)            (手提)

住址：

推薦人資料

寄養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家)            (手提)

日期：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507913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現誠意邀請各
位寄養家長

推薦合適的親
友，加入

成為寄養家長
，照顧社會上

有需要的兒童
，讓兒童

健康快樂地成
長

1. 推薦親友出席「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讓他們     了解此服務後，推薦人將獲贈購物券一張；2. 凡出席本機構擧辦的「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    參加者均可獲贈精美紀念品一份；
3. 若親友申請成為寄養家庭，他們獲社署批准後，    他們的推薦人將獲贈購物券兩張，以茲鼓勵。4. 本計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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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每月)

(一次過)

若照顧3歲以下或特殊需要的兒童，

另有額外津貼。

社署會定期調整津貼金額。

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我們誠意邀請您成為寄養家長

如您有興趣申請為寄養家長，

歡迎聯絡本機構

機構網頁：http://www.cys.org.hk

電郵：sghfc@hkcys.org.hk

電話：27507913

申請人家庭資料

女申請人姓名：

男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家)            (手提)

住址：

推薦人資料

寄養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家)            (手提)

日期：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507913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現誠意邀請各
位寄養家長

推薦合適的親
友，加入

成為寄養家長
，照顧社會上

有需要的兒童
，讓兒童

健康快樂地成
長

1. 推薦親友出席「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讓他們     了解此服務後，推薦人將獲贈購物券一張；2. 凡出席本機構擧辦的「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    參加者均可獲贈精美紀念品一份；
3. 若親友申請成為寄養家庭，他們獲社署批准後，    他們的推薦人將獲贈購物券兩張，以茲鼓勵。4. 本計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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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知新

為保護寄養兒童私隱，讓他們在安全及健康的
環境下成長，各位寄養家庭不妨嘗試回答下列
問題。

1. 

2.

3. 

4. 

5.

6. 

7. 

與鄰居好友分享寄養兒童的家庭狀況

寄養叔叔只可以協助同性別的寄養兒童如廁/洗澡/更衣

未得寄養兒童家長同意，以兒童的相片作社交平台頭像

擅自開啟兒童的電話並偷看他與朋友的對話

未得寄養兒童的家長同意，對外發放兒童的相片或資料

攝錄寄養兒童生活狀況並與親友分享

敎導寄養兒童需於房間或洗手間內更換衣服

13



生日快樂

興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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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飲食食

愛心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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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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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服務質素， 本機構依據社會福利署的指引，訂立十六項服務質素

標準，如對以下資料有任何意見，可向寄養服務社工或社工督導反映。

服務質素標準(一)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

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

眾索閱。

服務質素標準(二)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

面的政策和程式。

服務質素標準(三)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

準確記錄。

服務質素標準(四)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

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

有清楚的界定。

服務質素標準(五)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

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

紀律處分守則。

服務質素標準(六)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

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

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

出意見。

服務質素標準(七)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

政管理。

服務質素標準(八)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服務質素標準(九)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

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服務質素標準(十)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

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十一)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方法 以評估和滿足服

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像是個人、家

庭、團體或社區)。

服務質素標準(十二)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

服務選擇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三)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四)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

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五)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

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

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服務質素標準(十六)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

用者免受侵犯。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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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如對本機構寄養服務有任何意見，可直接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如想進一步表達意見，可聯絡寄養服務社工督導，聯絡電話：
27507913 ；
地址 : 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4號。

鳴謝

意見欄

小蜜蜂慈善基金 - 
贊助寄養服務活動

Godiva朱古力

Circle K贈送Shield Plus兒童口罩
予公益金，再轉予兒童

我們已將各界熱心人士贈送的物品
送予有需要的寄養兒童。

伍威權慈善基金 各寄養家長盡心盡力照顧兒童

P&G - 
送出寄養媽媽拍住上心意包

為確保服務質素， 本機構依據社會福利署的指引，訂立十六項服務質素

標準，如對以下資料有任何意見，可向寄養服務社工或社工督導反映。

服務質素標準(一)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

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

眾索閱。

服務質素標準(二)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

面的政策和程式。

服務質素標準(三)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

準確記錄。

服務質素標準(四)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

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

有清楚的界定。

服務質素標準(五)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

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

紀律處分守則。

服務質素標準(六)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

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

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

出意見。

服務質素標準(七)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

政管理。

服務質素標準(八)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服務質素標準(九)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

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服務質素標準(十)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

料，知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十一)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方法 以評估和滿足服

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像是個人、家

庭、團體或社區)。

服務質素標準(十二)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

服務選擇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三)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四)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

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十五)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

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

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服務質素標準(十六)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

用者免受侵犯。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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