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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不知不覺過去，轉眼間大家面對疫情已一年。

早前隨著疫情情況有所緩和，學童已回復半天上學，生

活較以前有規律和有秩序，學習上亦比較以往網上學習

為實在。惜疫情反覆不定，生活規律常受影響。大家在面

對新常態的日常，需要很強的適應力和應變能力，再加上

無限創意和彈性。在這段期間，寄養家長也面對很多挑

戰，每日除全天候照顧兒童外，還要忙於兒童學習及家

務家事；他們為保障兒童安全，防疫措施做足外，也要

善用家人在家時間，分配家務工作流程，外出買菜、清

潔、消毒、洗衫、煮飯、打掃、安排網上學習、功課指

導……等等；同時，由於兒童減少回家度假，在這種種

情況下，寄養家長增添了不少困難和壓力。

 我們與寄養家長傾談時，體會到他們的辛勞，同時

也感受到他們對兒童悉心的照顧及無私奉獻，陪伴兒童

成長及面對疫情所帶來的挑戰。在此衷心感謝每個寄養

家庭的付出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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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享 

先被安撫 再學抗逆 臨床心理學家 劉雅婷博士

 在疫情的影響下，我們的生活都起了各

式各樣的變化，由停工停課到復工復課，還

有經濟的衝擊等，每個未知的變數都可能成

為壓力的來源，除了日常抗疫以外，我們還

需要「抗逆力」去應對不同的挑戰。「抗逆

力」並非不會感到壓力或困擾，而是感到壓

力後仍有能力「反彈」和成長。這不是與生

俱來的力量，也不是某些性格特質的人獨有

的，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習和發展的能力。

那麼，我們怎樣才可以幫助孩子發展「抗逆

力」呢 ?

 

 孩子自身應對壓力的能力有限，當他們

經歷的壓力是可預測的、中等程度，可受控

的，遇到困難或改變而感覺驚慌、生氣或退

縮時，必須透過大人的安撫和幫助，才能回

復平靜安穩的狀態，心理學稱此過程為「共

同調節」(co-regulation)。兒童透過一次又

一次「共同調節」的經驗，也就是「受到壓

力」到「被安撫」的循環，讓「情緒腦袋」

有合適的養分健康發展#，然後逐漸發展出

「自我調節」的能力(self-regulation)。「自

我調節」的能力正是遇到困難而情緒受到波

動，感到激動或低落時，可以主動地找方法

或尋求幫助好讓自己慢慢回復安定的狀態。

當孩子有能力在遇到壓力時較快恢復冷靜，

才有可能去想辨法解難，展現「抗逆力」。

相反，若孩子經歷的壓力是不可預測的、

嚴重程度、長期持續的，或是缺乏「共同

調節」的經驗，他們的「情緒腦袋」會因

長期受壓而變得敏感，長大後「自我調節」

的能力也會較弱，每當遇到壓力時的情緒

反應會較強烈，也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回復

平靜，「抗逆力」也隨之變弱。

 

 簡單而言，孩子要建立「抗逆力」必

先有「自我調節」的能力；而「自我調節」

的能力則是建基於「共同調節」的經驗。

至於如何讓孩子得到「共同調節」的經驗 ?

我們或許可以從依附關係理論找到答案。

 根據依附關係理論，孩子感受到不適

或危險時，便會找尋依附對象的保護和安

慰，「共同調節」便是照顧者讓孩子遇到

壓力時返回安全基地的過程。能成為孩子

的安全基地，照顧者一般都能敏銳地覺察

孩子表達需要的訊號，接納孩子的情緒反

應及其需要，積極地、穩定地、溫暖地透

過互動來回應孩子的需要，給予安撫和支

持。當孩子遇到困難時，照顧者提供的安

全基地讓孩子感到安全、穩定、被愛；當

孩子被調節後，便能夠離開照顧者，得到

信心再出發去探索、去玩耍、去學習、去

交朋友，迎接新挑戰。當他們在探索的過

程中再次遇到困難時，又會再次回到照顧者給予的安全基地，被調節後，又離開安全

基地出發探索。安全感就是建基於這個循環，安全基地越安全，「共同調節」的經驗越

多，孩子越能容忍探索時壓力伴來的負面感覺，能探索的時間越長。舉個例子，越有

安全感的孩子越能處理在學校和照顧者分離的緊張和焦慮，也越能在學校專心投入，

即使遇到困難，很少會立刻情緒爆發，能夠忍著等到回到照顧者身邊才釋放情緒，尋

求安慰。

 

 假如照顧者總是無法給予孩子安慰，或是跳過安撫情緒這步，沒讓孩子回到安全

基地，便急於要孩子去反思和解難，孩子日後在探索時遇到困難時感到不安、挫敗或

沮喪，會因缺少回到安全基地的經驗而變得較難被安撫，負面情緒亦會持續得較長。

即使與孩子關係密切，倘若照顧者過於擔心或保護孩子，表面上照顧者是孩子的「安

全基地」，實際上這個安全基地卻不那麼安全，照顧者長期處於焦慮緊張的情緒間接

對孩子發出「世界很危險」的訊息，孩子會因而難以真正被感到安全，同時也無法放

心探索，長大後也很難樂觀地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逆境。

 

 當孩子能夠感到安全而放心探索時，遇到挫折也能找到復原的方法，漸漸地懂得

正面看待自己，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更能應對環境的改變，能在逆境中反彈。在孩

子發展出「抗逆力」前，當孩子遇到困難而鬧情緒，照顧者可以試著不急於要求孩子

馬上自己冷靜或是為他們解決問題，而可以嘗試先安撫他們，引導他們說出不舒服的

感受，陪伴並接納他們的情緒反應，讓他們慢慢平靜下來。照顧者陪伴孩子「共同調

節」的經驗，其實就是他們日後發展「抗逆力」的根基。

 
#註：有關兒童早期的腦部發展的簡介，可參閱本處於2019年2-5月第六期《情緒教室：兒童的安全感》 

 刊登的一篇〈腦部發展也要「安全感」〉

參考文獻：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Building your resil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a.org/topics/resilience

 

Perry, B. D., & Szalavitz, M. (2006).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dog and other stories from a 

child psychiatrist’s notebook: What traumatized children can teach us about loss, love, and 

healing. New York, NY, US: Basic Books.

 

Golding, K. S. (2008). Nurturing attachments: Supporting children who are 

fostered or adopted.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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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室

「童」你聽故事 — 好奇心

我們一起分享
作者：Gillian Lobel

繪者：Daniel Howorth

譯者：KIBO

出版：上誼文化

出版日期：2012/08/21

故事內容大綱
小寶鼠及兄弟姊妹和媽媽住在山洞裡，他們喜歡靠著媽媽一起睡。有一天，有些東西令小

寶鼠感到鼻子很痕癢，他因為不知道是甚麼，所以感到疑惑。於是牠靜靜地走出山洞外，

發現天空上有一樣發光的東西，牠感到很溫暖。小寶鼠很想知道是甚麼東西，所以感到很

好奇。小寶鼠因為認識了很多新奇美麗的東西，所以感到開心快樂。

給家長的話
小寶鼠在故事中的經歷，正好是孩子面對陌生環境時的感受。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

很想出去看清楚，但同時有些疑惑和害怕；而當他們認識了新事物後，便感到很興奮。將

這個故事放回現實生活中，如果父母願意對孩子的「好奇心」給予正面回應，孩子便會繼

續探索，追求新知識；相反地，如果孩子只得到父母的負面回應，他們便會停止探索，甚

至有疑問也不敢發問，漸漸地便會失去好奇心，缺乏追求新知識的動機。

故事名命《我們一起分享》，當中有欣賞和愛護自然環境的意思。大自然有其秩序，當中

更是充滿生生不息的生命：有溫暖的太陽、美麗的花朵、飛舞的蝴蝶等，令人讚嘆！家長

可以多帶孩子體驗大自然，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學習大自然的秩序，對孩子各方面的成長

都有好處。

情緒學習

原因

小寶鼠不知道甚麼令牠鼻子痕癢

牠想知道發光溫暖的是甚麼

認識新知識

情緒

疑惑

好奇

滿足和快樂

行為

牠靜靜地走出山洞外探研

詢問蜜蜂那是甚麼東西

和家人分享

＊小冊子中間頁印有情緒卡，以便照顧者與兒童分享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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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V E  IS  IN  T H E  A I R

服務報告服務報告

曾舉辦之活動

寄養服務統計(4/2020-9/2020)

4-5/2020

24/5/2020

30/5/2020

6/6/2020

28/10/2020

7-11/2020

寄養服務活動

「防疫知識知多少」( l l )

招募寄養家長日 (一)  - 粉嶺區

招募寄養家長日 (二)  - 紅磡區

招募寄養家長日 (三)  - 荃灣區

如何處理孩子的對抗行為及威迫互動？ (視像形式)

講員：臨床心理學家 劉雅婷博士

<知情識性>暑期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過去半年，共有3位寄養兒童離開寄養家庭，有2位回家團聚及1位轉往其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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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寄養服務對寄養兒童有幫助，例如：增強自我照顧和學習興趣、穩定其行

為情緒及促進他們的興趣發展等。

情緒教室

「童」你聽故事 — 好奇心

我們一起分享
作者：Gillian Lobel

繪者：Daniel Howorth

譯者：KIBO

出版：上誼文化

出版日期：2012/08/21

故事內容大綱
小寶鼠及兄弟姊妹和媽媽住在山洞裡，他們喜歡靠著媽媽一起睡。有一天，有些東西令小

寶鼠感到鼻子很痕癢，他因為不知道是甚麼，所以感到疑惑。於是牠靜靜地走出山洞外，

發現天空上有一樣發光的東西，牠感到很溫暖。小寶鼠很想知道是甚麼東西，所以感到很

好奇。小寶鼠因為認識了很多新奇美麗的東西，所以感到開心快樂。

給家長的話
小寶鼠在故事中的經歷，正好是孩子面對陌生環境時的感受。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

很想出去看清楚，但同時有些疑惑和害怕；而當他們認識了新事物後，便感到很興奮。將

這個故事放回現實生活中，如果父母願意對孩子的「好奇心」給予正面回應，孩子便會繼

續探索，追求新知識；相反地，如果孩子只得到父母的負面回應，他們便會停止探索，甚

至有疑問也不敢發問，漸漸地便會失去好奇心，缺乏追求新知識的動機。

故事名命《我們一起分享》，當中有欣賞和愛護自然環境的意思。大自然有其秩序，當中

更是充滿生生不息的生命：有溫暖的太陽、美麗的花朵、飛舞的蝴蝶等，令人讚嘆！家長

可以多帶孩子體驗大自然，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學習大自然的秩序，對孩子各方面的成長

都有好處。

情緒學習

原因

小寶鼠不知道甚麼令牠鼻子痕癢

牠想知道發光溫暖的是甚麼

認識新知識

情緒

疑惑

好奇

滿足和快樂

行為

牠靜靜地走出山洞外探研

詢問蜜蜂那是甚麼東西

和家人分享

＊小冊子中間頁印有情緒卡，以便照顧者與兒童分享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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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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講座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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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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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我都做得到」獎勵計劃2020

招募「寄養家長」簡介會(視像形式)

「預防兒童及青少年免受侵犯」講座

(視像形式)

舉辦日期

2021年1月-2月

2021年1-3月

2021年3月3日(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服務計劃 : 未來方向及活動服務計劃 : 未來方向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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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關係，活動未能如期舉行，現將於2021年1月安排有關獎狀
及禮券送給寄養家長，親生家長及寄養兒童。如有任何查詢，
請聯絡寄養服務社工(電話：27507913)

親生家長

寄養家長

獎項

持續進修獎

照顧青少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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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準則

全年受訓3次或以上

照顧12歲至18歲青少年超過1年

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照顧有服務需要的兒童

照顧同一兒童達至回家團聚或超過3年或以上

照顧沒有回家渡假兒童

照顧有緊急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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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寄養兒童多花心思的寄養家長

獎項

關愛兒童獎

得獎準則

經常參與照顧兒童及兒童保持聯絡的兒童親人

「我都做得到」獎勵計劃2020「我都做得到」獎勵計劃2020

兒童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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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情深獎

得獎準則

能最少75%達成個案會議所訂立目標的兒童及有明顯進步的兒童

能最少有一體或一藝的長時間興趣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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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優異者及有明顯進步的兒童

獎勵守紀律 ﹑品行良好，有禮貌及懂得尊重別人

協助照顧、關心及陪同寄養兒童參與

活動的寄養家長的子女或寄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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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6,402(每月)

$4,802(每月)

$3,201(一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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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照顧3歲以下或特殊需要的兒童，

另有額外津貼。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有興趣了解申請成為寄養家長請填妥以下

表格，傳真至27553137，本中心寄養服務

社工將會與你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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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養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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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親友了解「寄養服務」出席簡介會(視像)　後，推薦人將獲贈購物券一張；
2.凡出席本機構舉辦的「寄養服務」簡介會(視像)　的參加者，均可獲贈精美紀念品一份；
3.若申請家庭正式獲批成為「寄養家庭」，推薦人  將獲贈購物券二張，以茲鼓勵。
4.本計劃由現時開始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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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6,402(每月)

$4,802(每月)

$3,201(一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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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照顧3歲以下或特殊需要的兒童，

另有額外津貼。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有興趣了解申請成為寄養家長請填妥以下

表格，傳真至27553137，本中心寄養服務

社工將會與你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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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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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兒童才藝展現

Box Of Hope

吃喝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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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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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服務意見調查寄養服務意見調查

THANK
YOU

舉辦活動

如何處理孩子的對抗行為及威迫互動?(視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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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視像會議形式參與講座十分方便，既節

省交通時間 ，又方便照顧小孩。

講者十分有耐心。

講解詳盡，例如提及船長和獨裁者的角色分

別，讓我們更為明白。

學習對應適當的獎勵來改正不當的行為。

容易吸收。

欣賞的地方/建議及意見

回應及跟進

齊來做齊來學

開開心心上學去

知情識性暑期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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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服務意見調查寄養服務意見調查

THANK
YOU

舉辦活動

如何處理孩子的對抗行為及威迫互動?(視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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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視像會議形式參與講座十分方便，既節

省交通時間 ，又方便照顧小孩。

講者十分有耐心。

講解詳盡，例如提及船長和獨裁者的角色分

別，讓我們更為明白。

學習對應適當的獎勵來改正不當的行為。

容易吸收。

欣賞的地方/建議及意見

回應及跟進

齊來做齊來學

開開心心上學去

知情識性暑期閱讀圖書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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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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Ladies Circle No.1

捐款並贈送玩具予寄養兒童

Box of Hope

聖誕節送贈聖誕禮物盒予寄養兒童

各界熱心人士贈送一些兒童所需物

品，我們已將合適物品送予有需要

的寄養兒童。

各寄養家長盡心盡力照顧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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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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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Ladies Circle No.1

捐款並贈送玩具予寄養兒童

Box of Hope

聖誕節送贈聖誕禮物盒予寄養兒童

各界熱心人士贈送一些兒童所需物

品，我們已將合適物品送予有需要

的寄養兒童。

各寄養家長盡心盡力照顧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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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機構網址：http://www.cys.org.hk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印刷數量：175 份

寄養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