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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這一年裏真的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市民
的身心靈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特別在這幾個月，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疫情嚴峻。大家為了減少受
感染的風險及為減輕醫療機構的壓力，盡可能減少外
出活動、聚會及用膳等，故大部分人於大多數時間都
要留在家裏。
 
 當大家困在家裏，日常生活作息亦有所限制，兒
童又精力無窮，活潑好動，真考驗照顧者的智慧。兒
童的成長發展，實在很需要活動空間和四周探索的機
會；而在停課不停學的氛圍下，照顧者肩負了不同的
角色及職責於一身，對他們來說真是一大挑戰。
 
 不過在我們的寄養服務裏，寄養家庭都是充滿熱
誠及愛心，大家各出奇謀，發揮小宇宙，構想了不同
的居家活動予兒童參與，使他們在這艱難日子，仍能
快樂地成長。實在感謝每一個寄養家庭的努力和付出，
使兒童的身心靈成長得以健康發展。

李石平姑娘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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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分享業分享

 因疫情的關係，學校全面停課，對於照顧小學生和幼稚園生的寄養家

長來說，缺少了學校的支援，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照顧寄養孩子實不容

易。不少寄養孩子本來就較不安和混亂，平時在學校總是出現各種狀況，常

被投訴，現在留在家中也一樣展現行為問題。

 

	 這些孩子大多缺乏安全感，他們的情緒行為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1)	

時常要家長的關注，不能自處，無法好好探索遊玩；2)	較退縮冷漠，藉以

安穩地依附他人；3)	既不能探索，也不能感到安定，總是要控制、要話事

來讓自己感到安全，情感和行為都較混亂。孩子時常在家的這段日子，雖然

展現了許多問題，但其實也是寄養家長幫助孩子重建安全感和探索能力的好

時機。

1)	重建孩子安全感	

	 有規律的日常生活，可幫助孩子感到安全。與孩子一起訂立和設計

時間表，可以幫助孩子明白每天什麼時候起床梳洗、吃東西、玩遊戲、看

電視、學習等等。對於非常害怕和寄養家長分開的孩子來說，時間表可讓

孩子預期什麼時間家長能陪在他們身邊，什麼時候家長會出門或在忙家

事，他們得學習自處。

 

	 有些寄養孩子的自制力較弱，延遲得到獎賞的能力也較弱，總是想

要什麼就要馬上得到，希望能無限量地看電視，玩遊戲或是吃零食。善用

時間表可以幫助家長和孩子訂立清晰的界線和期望，當家長需要執行規矩

時，亦能讓孩子更容易理解家長變得嚴肅的原因，減少他們不安的感覺。

每次孩子鬧情緒時，家長都可把這視作陪伴孩子調節情緒的機會，溫柔而

堅定地守著該守的界線，同時安撫孩子的情感，讓孩子感到安全。

在停課的日子幫助孩子重建安全感
臨床心理學家		劉雅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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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分享業分享

2)	幫助孩子探索、遊戲和學習	

	 不少寄養孩子都因過於不安或混亂而難以在學校好好探索、學習、

遊戲或交朋友，這段時間寄養家長可以先由陪伴孩子一同遊戲和學習開

始，讓孩子慢慢重建探索的好奇心和能力感。除了玩玩具和看電視等遊玩

時間外，讓孩子有合適的感官刺激的活動，對 3-8 歲孩子的腦部發展相

當有幫助，寄養家長可考慮和孩子一起做麵包、蛋糕、餃子等活動，讓孩

子幫忙搓麵粉，這過程既可讓孩子得到適當的感官刺激，亦能讓寄養家長

和孩子共享有品質的親子時光。

 

	 當孩子開始享受和寄養家長一起遊戲和學習的時光，寄養家長便可

以循序漸進地幫助孩子建立一個人自處的能力。寄養家長可以先從孩子的

興趣開始，例如孩子喜歡畫畫，家長先陪伴孩子畫畫的活動，然後讓孩子

自己畫一段短的時間（例如五至十分鐘），定時回到孩子身邊，給予關注、

鼓勵和讚賞，讓孩子知道即使不見家長在身旁，家長對他們依然關顧，他

們依然是安全的。家長可按著孩子的進度，慢慢增加讓孩子自處的時間，

並教導他們有需要時隨時尋求家長幫忙，讓孩子感到安全地學習，享受自

己的時光。

 

3) 寄養家長的自我照顧	

	 每天二十四小時照顧缺乏安全感的寄養孩子，是一件十分消耗精神

和情感的工作，寄養家長陪伴孩子時，也需要照顧自己。如果你有 2-5

分鐘的時間，不妨邀請自己嘗試這個「心呼吸」練習，隨時隨地為自己的

心打打氣：

 
	 「你可以坐在一個舒適的地方，合上眼睛，或是靜靜站著也可以，

感覺自己雙腳踏地，把你的專注和雙手都放在心口上，想像自己的心

在呼吸，自然地呼吸，隨著每一下吸氣，你的「心」都在吸收養份；

隨著每一下呼氣，把你「心」上的壓力慢慢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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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分享寄養服務社工、家長及兒童分享

 寄養姨姨若有事需請假，其照顧的寄養兒童便可能需要入住替假寄養

家庭。為著建立寄養兒童與其兄弟姊妹的情誼，本處寄養服務社工曾嘗試

安排兒童與其同樣接受寄養服務的兄弟姊妹，居於同一個寄養家庭，藉此

機會相聚。本處寄養服務社工留意一部分寄養兒童除沒有機會回家度假外，

更沒有機會與其兄弟姊妹一起生活，而這種替假服務安排，就能為寄養兒童

帶來特別的人生體驗。

今次請來兩位寄養姨姨及兩位寄養兒童為大家分享他們的感受。

李 ( 李石平姑娘 )：姨姨，你參加了寄養服務多少年？

黃 ( 寄養姨姨黃太 )：我參加寄養服務差不多二十年了，當中有着很多的歡

樂，亦有失落的時候。 

李：你參加了寄養服務這麼多年，什麼的經驗是最難忘？

黃：曾經照顧過兩位患有唐氏綜合症的BB，他們很純真。雖然照顧過程中

有些波折，但好開心可以照顧這些BB，現在他們很好，其中一位已被領養

和去了美國，慶幸時常能在社交媒體看到他。 

李：什麼事情驅使你在忙碌照顧寄養兒童之餘，還幫忙做替假家長？

黃：因早期做過緊急寄養家庭，處理過大小不同的小朋友，還有外藉的兒童。

當年的情況好像打仗似的，但我都可以應付，而且自己照顧的多數是沒有回

家度假之兒童，知道寄養姨姨亦需要請假，而寄養服務社工並不容易找到姨

姨替假，所以當寄養服務社工找我幫忙的時候，我都很樂意幫忙，且也很有

滿足感。

不一樣的替假寄養家庭 - 
李石平姑娘、寄養姨姨黃太及郭太、寄養兒童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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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分享寄養服務社工、家長及兒童分享

李：知道你在這一年有很特別的替假經驗，可否分享一下？

黃：以前替假照顧的兒童，多數與自己的寄養兒童沒有關係。最近一年，寄

養服務社工安排我擔任替假時，照顧自己寄養兒童的哥哥。最初兩兄弟不相

識，感覺很陌生，現在看到他們相親相愛，慢慢建立兄弟情，真的很有意義

和滿足感，這個經驗為我擔任寄養家長，帶來了很不一樣的體會。

李：你覺得家庭對兒童有多重要？

郭 ( 寄養姨姨郭太 ) ：家庭一向扮演著不可取替的多重角色：人倫的實踐、

品格的培育、與社群的維繫等等。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的家庭價值備受衝

擊，造成家庭解體等問題，而最無辜的承受者就是年幼的兒童。

李：是什麼驅使你成為寄養家庭，並在有限的時間和生活空間，還幫忙擔任

替假寄養家庭，多照顧一名兒童？

郭：我是一位基督徒，是神給予我的功課，所以成為寄養家庭。當我知道擔

任替假家長時，可以照顧在我家居住的寄養兒童之親兄，便一口應承寄養服

務社工。作爲寄養父母不單要提供合適物質和環境，更要在心靈上陪伴兒

童、家庭活動等多花心思預備，培養兒童成為自信、負責任、能與人建立

親密信任關係的個體。我們在世上所擁有的可能不多，寒舍可能僅堪容身，

甚至殘破不堪；但屋漏未必陋，室雅何須大！在不大又不雅的陋居內，能讓

自出世就被分離的兄妹有機會相聚一堂，彼此認識和建立關係，共享親情是

件美好的事。俗語有云上陣親兄弟，打仗父子兵，因此兄弟姐妹的感情是

非常重要的！維繫親情是人的一種心理需求，只要親情在，即使分隔千里，

也能感覺有着共同的根，互相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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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自小與妹妹分開，從沒有一起生活過，最近因為入住寄養家庭後，有

機會於姨姨請假時，獲安排與妹妹同住，有何感想？

寄養兒童兄：我和妹妹在一起，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們可以一起分享食物，

一起學習知識。除了開心我還很興奮，因為我們可以一起玩遊戲，一起行

街，一起散步。這些都是我以前和妹妹未經歷過的事情。

李：與哥哥多了機會同住，有何感想？

寄養兒童妹：我和哥哥一起，我覺得被愛和包容。因為有一次我發脾氣用拖

鞋丟向哥哥，但哥哥沒有生氣，還繼續和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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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兄弟姊妹的接觸，兒童產生的情感和依附關係，真是複雜而微妙。

因此，家庭是我們學習和訓練自己情緒智商 (EQ)的其中一個重要場所。兄

弟姊妹有着血緣關係，這是與生俱來。若果兒童能與兄弟姊妹多些相處，既

可以磨練人際技巧，學習處理衝突和疏導複雜情緒，這關係更讓我們好好認

識自己。

	 的確，手足之情不僅是我們童年學習人際技巧的實驗室。即使到成年，

在面對人生的不同際遇或困難時，能夠互相幫助和支持，這對我們的人生有

着很大的幫助。感謝各位寄養家庭，你們不但為兒童提供了不但是一個生活

起居的家庭環境，更盡你們所能，為兒童提供心靈成長所需，令他們可以健

康成長。



服務報告

去年度本處全年統計：

過去半年，共有 3 位寄養兒童離開寄養家庭， 2 位兒童回家團聚， 1 位

兒童轉往其他服務單位。

服務檢討問卷顯示100%寄養兒童、100%親生家長及100%轉介社工表

示本處寄養服務對寄養兒童有幫助，例如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學業、

行為情緒及興趣發展均有所進步。

寄養服務統計項目

寄養服務統計 (10/2019 - 03/2020)

入住平均人數 

定期個案會議次數 

個人工作計劃次數 

達成個案 (離開) 協議計劃次數

完成寄養家庭評估報告

提供「準寄養家長」培訓次數

提供「寄養家長」培訓次數

招募寄養家庭活動次數

提供訓練/維繫活動予本處轄下之寄養家庭次數

提供小組/活動予本處轄下之寄養兒童次數

製作通訊次數

51.33

112

256

7

8

2

1

3

2

1

2

本處全年統計數字
（4/2019 - 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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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去年度本處全年統計：

過去半年，共有 3 位寄養兒童離開寄養家庭， 2 位兒童回家團聚， 1 位

兒童轉往其他服務單位。

服務檢討問卷顯示100%寄養兒童、100%親生家長及100%轉介社工表

示本處寄養服務對寄養兒童有幫助，例如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學業、

行為情緒及興趣發展均有所進步。

寄養服務統計項目

寄養服務統計 (10/2019 - 03/2020)

入住平均人數 

定期個案會議次數 

個人工作計劃次數 

達成個案 (離開) 協議計劃次數

完成寄養家庭評估報告

提供「準寄養家長」培訓次數

提供「寄養家長」培訓次數

招募寄養家庭活動次數

提供訓練/維繫活動予本處轄下之寄養家庭次數

提供小組/活動予本處轄下之寄養兒童次數

製作通訊次數

51.33

112

256

7

8

2

1

3

2

1

2

本處全年統計數字
（4/2019 - 3/2020）

寄養服務意見調

舉辦活動 「預防兒童及青少年免受侵犯」性教育工作坊(5)

感謝各位參加者的讚賞和寶貴意見，本處寄養服務社工會作為日後舉辦

活動的參考資料。我們會繼續努力，配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合適

的活動及講座。

舉辦工作坊的地點佳

姑娘表達清晰 

有舉實際例子，如不同情況的個案 

教導了很多相關知識

欣賞的地方/建議及意見

回應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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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搜集寄養家長／寄養兒童／親生家長及轉介社工的意見，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服務計劃如下

活動推介

兒童工作

1. 增強兒童的情緒支援

2. 發展兒童的多元潛能

3. 加強兒童的學習支援

4. 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傷害

1. 促進寄養兒童與寄養家長及兒童

親人的關係

2. 加強招募及培訓寄養家長

家長工作

活動名稱

「如何調節孩子的情緒反應」工作坊 2020年10月14日

知情識性暑期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2020年7月-9月

舉辦日期

服務計劃、方向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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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搜集寄養家長／寄養兒童／親生家長及轉介社工的意見，
未來一年的服務計劃如下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

活動推介

兒童工作

1. 增強兒童的情緒支援

2. 發展兒童的多元潛能

3. 加強兒童的學習支援

4. 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傷害

1. 促進寄養兒童與寄養家長及兒童

 親人的關係

2. 加強招募及培訓寄養家長

家長工作

活動名稱

「如何調節孩子的情緒反應」工作坊 2020年10月14日

知情識性暑期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2020年7月-9月

舉辦日期

服務計劃、方向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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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鼓勵寄養兒童在暑期多閱讀圖書，培養及提升兒童的閱讀興趣；透過

性教育圖書，加強兒童對性教育的認識。

閱讀圖書內容 

需乎合兒童年齡成長階段閱讀，其中閱讀圖書中必須包括一本與性教

育有關的書籍(由本機構安排) 

舉行日期 2020年7月~9月

獎品  

　  銅獎…$100 現金禮券購買文具(一個月內閱讀2本或以上)

　  銀獎…$250 現金禮劵購買文具(其中兩個月，每月閱讀2本或以上)

　  金獎…$400 現金禮劵購買文具(連續三個月，每月閱讀2本或以上)

閱讀後向寄養社工以口述、圖畫或文字
表達閱讀圖書內容或閱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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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分享 「齊齊洗手捽捽下，捽啲手指捽啲罅，

  番梘泡要捽捽下，沖水也要捽捽下，

  齊齊洗手捽捽下，你隻病毒早抖啦！」

你識唱未呀 ?

因應疫情的關係，大家都減少外出，所以我們舉行了一連串的防疫活動以支援寄養家
庭，包括派發防疫包、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停課不停學關懷 / 學感恩等等。在此，
感謝各位親生家長及寄養家長的支持、鼓勵及陪伴，讓每位寄養兒童在家防疫之餘，
亦能善用餘暇。

幼兒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女 / K2
 女 /N
男 / K1
女/ K2
男 / K3
男 / K3

獎項 獲獎兒童 性別 / 年級)

兒童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女 / P2
 女 / P4
男 / P3
 女 / P4
女 / P3
女 / P3
女 / P3

獎項 獲獎兒童 性別 / 年級)

青少年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女 / P6

男 / P6

男 / P5

獎項 獲獎兒童 (性別/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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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男 / K3
男 / K2
女 / N
女 / K2

每日返學量體溫 個個做到好安心
外出回家要洗手 有病咳嗽要揞口
外出時要戴口罩 上學前要量體溫

勤洗手 免病菌

冠軍 女 / K3
做好防疫的措施 衛生知識你要知
戴口罩 勤洗手 細菌自然無處走

獎項 獲獎標語作品獲獎兒童 (性別/年級)

幼兒組

兒童組

獎項 獲獎標語作品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男 / P2
男 / P3

男 / P1

女 / P1

齊齊抗疫要積極 踢走病毒大大力
保持衛生戴口罩 家居清潔人人讚

在家少出街 你我齊抗疫
做運動 強體魄 病毒遠離我

日日上學量體溫 常常消毒一雙手

冠軍 女 / P2

新冠肺炎大流行，護士醫生好頭痕，
零售飲食影響大，老師學生齊合作，
家校溝通網上見，感染病毒要隔離，
眼耳口鼻勿觸摸，廿秒洗手必需要，
發燒喉痛要留意，食藥休息好緊要，
口罩戴好才外出，遠離細菌開心笑，

開心笑 !

冠軍 女 / P4
上學前要量體溫，老師同學都放心。
常常消毒或洗手，病菌無咁易入口。

獲獎兒童 (性別/年級)

亞軍
季軍

男 / P6
女 / P6

齊抗疫 出街要帶搓手液
勤洗手 少病菌

冠軍 男 / P5
常常勤洗手 細菌不留手
無事不出門 出門戴口罩

獎項 獲獎標語作品獲獎兒童 (性別/年級)

青少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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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捐贈的防疫用品，工作人員
努力整理成防疫包，送贈給寄養兒童
及其家人、寄養家庭。

防疫必須做：
1. 脫下口罩之前，需要洗手或以酒精搓手液清潔 
 雙手。
2. 丟棄口罩後，一定要洗手。
3. 戴口罩時確認口罩是否與臉部內外上下密合。
4. 清潔雙手需時大約20至 30秒左右，確保手心、 
 手背、手指都已均勻清潔。
5. 咳嗽或打噴嚏時，需用手帕/紙巾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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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捐贈的防疫用品，工作人員
努力整理成防疫包，送贈給寄養兒童
及其家人、寄養家庭。

防疫必須做：
1. 脫下口罩之前，需要洗手或以酒精搓手液清潔 
 雙手。
2. 丟棄口罩後，一定要洗手。
3. 戴口罩時確認口罩是否與臉部內外上下密合。
4. 清潔雙手需時大約20至 30秒左右，確保手心、 
 手背、手指都已均勻清潔。
5. 咳嗽或打噴嚏時，需用手帕/紙巾遮住口鼻。

寄養兒童以圖畫、文字及自創作品向身邊的人表達關懷：

寄養家長各出奇謀，使疫情下的日常生活
充滿歡樂和創意

寄養兒童以圖畫、文字及
創作來表達謝意：



生活照

寄養服務宣傳

16



生活照

寄養服務宣傳

生日快
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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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長在照顧兒童時，特別在安全及
保護兒童免受侵犯事宜上要多加注意。

教導兒童認識身體，保護私隱部位

教導兒童拒絕陌生人 / 別人觸摸或觀看私隱部位

教導兒童洗澡或更衣時應關上門

教導兒童分辨好與壞的接觸，並對壞接觸堅決拒絕，

勇敢說 ＂不 ”

與兒童有着恰當的接觸及教導他們與別人保持適當

的社交距離

提供充足及各類切合兒童年齡及成長需要的食物和活動

獨留兒童在家中

向兒童作出體罰、終日責罵、侮辱性的批評

拍下祼露兒童身體的照片

 向兒童祼露身體

將兒童照片公開或發放至網上平台

要求兒童撫摸別人的身體或撫摸私隱部位

用不正當的方法強行觀看或接觸兒童的私隱部位

強迫兒童觀看色情媒體或刊物

以奬賞或其他方式引誘兒童加以侵犯

若寄養家長發現兒童生病或有損傷，必須即時求醫及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若發現兒童受虐或懷疑任何虐兒情況，必須即時聯絡寄養服務社工或致電社會福利署

熱線電話號碼：2343 2255

照顧重點
溫故知新
照顧重點
溫故知新

宜

忌



有興趣了解申請成為寄養家長請填妥以下表格，

傳真至 27553137 ，本中心社工將會與您聯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養家長津貼

  寄養兒童生活津貼：$6,402(每月)

  寄養服務獎勵金：$4,802(每月)

  寄養兒童入住津貼：$3201(一次過)

  若照顧3歲以下或特殊需要的兒童，

  另有額外津貼。

機構網頁：http://www.cys.org.hk

電郵：sghfc@hkcys.org.hk

電話：27507913

我們誠意邀請你成為寄養家長。如您有興趣

申請為寄養家長，歡迎聯絡本機構

理想寄養家長

    家庭生活愉快，生活安定
    身體健康及情緒穩定
    年齡在二十五歲或以上
    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家居整潔安全，並有足夠居住面積
    喜愛兒童，有照顧兒童的經驗及能力
    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願意接受社工的調查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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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長在照顧兒童時，特別在安全及
保護兒童免受侵犯事宜上要多加注意。

教導兒童認識身體，保護私隱部位

教導兒童拒絕陌生人 / 別人觸摸或觀看私隱部位

教導兒童洗澡或更衣時應關上門

教導兒童分辨好與壞的接觸，並對壞接觸堅決拒絕，

勇敢說 ＂不 ”

與兒童有着恰當的接觸及教導他們與別人保持適當

的社交距離

提供充足及各類切合兒童年齡及成長需要的食物和活動

獨留兒童在家中

向兒童作出體罰、終日責罵、侮辱性的批評

拍下祼露兒童身體的照片

 向兒童祼露身體

將兒童照片公開或發放至網上平台

要求兒童撫摸別人的身體或撫摸私隱部位

用不正當的方法強行觀看或接觸兒童的私隱部位

強迫兒童觀看色情媒體或刊物

以奬賞或其他方式引誘兒童加以侵犯

若寄養家長發現兒童生病或有損傷，必須即時求醫及聯絡寄養服務社工

若發現兒童受虐或懷疑任何虐兒情況，必須即時聯絡寄養服務社工或致電社會福利署

熱線電話號碼：2343 2255

照顧重點
溫故知新
照顧重點
溫故知新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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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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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對本機構寄養服務或服務質素標準 6,10,11,12,13,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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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iva Chocolatier
贈送朱古力給寄養兒童

小蜜蜂慈善基金 Little Bee Charity Fund
贊助寄養兒童生活物品

各寄養家長盡心盡力照顧兒童

各界熱心人士贈送一些成人/兒童口罩、防疫物品、玩具及生活物品，

包括古天樂慈善基金、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賽馬會、意
贈慈善基金及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我們已將合適物品送給有需要

的寄養兒童及其家人、寄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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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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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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