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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及意見欄 

「樂觀」和「感恩」是培育兒童正面想法的重要基石，兒童有著正面的思維及生活

態度，就能擁有強大的力量，變得更有自信，能積極面對不同的成長挑戰，如 : 社

交、升學及環境轉變等。同時，感恩的想法，讓兒童更能欣賞自己擁有的東西比沒

有的多，生活變得快樂及安穩。家舍便是一塊肥沃的土壤，孕育家舍兒童「樂觀」

和「感恩」的特質。當兒童感到困惑時，家舍職員會與兒童從正面來反思事情，並

從中得到體會。在今期通訊，我們訪問了兒童之家之友—荔枝，她分享在離開家舍

後，如何憑著樂觀的態度，面對轉往青年宿舍的變化。我們更訪問了家舍兒童及職

員，讓他們分享家舍裝修後，他們欣喜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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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這家
樂聚新年

 本處社工督導李重豪先生(以下簡稱李先生)於二

零二一年農曆新年期間，探訪本處轄下九間兒童之家，

向各位家舍職員和居於家舍的兒童拜年，與兒童傾談，

了解他們的生活、興趣及夢想等，尤如家人互相拜年

一樣，感覺暖在心頭。

 在探訪時，兒童均期待與李先生拜年，李先生也

準備了紅通通的利是和美味的朱古力，兒童們也笑逐

顏開，互相祝賀。大家一起聊天及分享生活軼事，部

份兒童分享自己的興趣，如﹕喜歡巴士、模型、畫畫

及玩SWITCH等。兒童分享他們不同的夢想，例如長

大後希望成為太空人，所以平日也留意天文的短片；

成為職業司機，可四周逛逛；以及成為畫家等。席間，

兒童更展示不同的藝術作品。

 此外，在二零二零年暑假，本處轄下其中兩間兒

童之家在社會福利署資助下已完成環境改善工程。兒

童也化身小主人，向李先生介紹他們裝修後所居住的

房間、客廳及最喜歡的地方。小主人們均喜歡裝修後

家舍，他們覺得家舍變得更舒適、更切合需要及更亮

麗。李先生表示期待日後再到訪各家舍，而其他家舍

也在未來日子陸續進行環境改善工程，希望給予兒童

一個安穩和舒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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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享
陪伴孩子找到失落過後的喜樂 劉雅婷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回想孩子剛出生時，許多父母對孩子最初心的祝福之一常是「喜

樂」。為人父母當然希望讓孩子快樂無憂，然而，我們真的能夠每時每

刻確保孩子都處於開心的情緒嗎？若我們不能讓孩子避開一切失落的機

會，那就代表是父母的失職嗎？若孩子必然會經歷失望、緊張、不安、

憤怒，我們仍可以讓孩子長大後便能成為一個喜樂的人嗎？讓我們了解

一下取決孩子情緒狀態變化背後的神經系統是如何運作的，這或許有助

我們明白孩子失落過後仍能喜樂的方法。

	 Stephen	Porges 提出的「多元迷走神經理論」(Polyvagal	Theory)	講

述人的自主神經系統會依照「神經覺」(Neuroception)	所感測的安全程度

而作出三種不同的反應：「社會連結」(Social	Engagement)，「攻擊或逃跑」

(Fight	or	Flight) 及「凍結、關閉」(Freeze、Shut-down)，而「神經覺」感

測的過程並不涉及有意識的認知思考。以「神經系統梯子」來比喻，當

我們感到安全時，我們會在梯子最高層「社會連結」的狀態，我們感覺

平靜放鬆，可以玩樂，也可以專注學習和工作，亦能與人溝通連結。當

身體感到危險時，我們便會落到梯子的中層「攻擊或逃跑」的狀態，身

體會煩躁，坐立不安，想要攻擊或逃離危險的事物。當我們感到生命受

到威脅或是困住了而無法作出攻擊或逃跑，便會跌落梯子的底層「凍結、

關閉」的狀態，這時身體會感到麻木，無力，失去動力，就好比動物界

在處於生命受到極大威脅時以「假死」狀態來保護自己。

 

	 最理想當然是提供一個既正面又安穩的生活環境，希望孩子可以一

直待在「神經系統梯子」的最高層，最貼近我們理解的「	喜樂」的狀態，

時常感到有希望有動力又有能力。可是，無論大人或是小孩，我們的神

經系統每時每刻都在感測安全和危險的訊號，每天總會隨著各式各樣的

壓力而在這「神經系統梯子」上上落落，難免會有掉到梯子中層或底層，

有感到不安、失落甚至是失去希望的時刻。雖然我們不能完全保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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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享
陪伴孩子找到失落過後的喜樂 劉雅婷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不跌下梯子，也不可能為孩子改變

一切讓他們感壓力的人事物，但我

們可以學習陪伴孩子在失落後找到

方法，爬回梯子的頂層，再次感到

安全的「社會連結」的狀態。梯子

頂層的「社會連結」狀態容讓孩子

遇到難題時可以承認困難，探索不

同選擇，尋求支持，有條理地作出回應。當孩子擁有一次又一次失落後

爬回「神經系統梯子」頂層的經驗，他們便越不容易從頂層跌下來或是

能更快爬回梯子頂層，這便是讓孩子大部份時間感到「喜樂」的秘竅。

	 那麼，怎樣才可以幫助孩子找到方法在「神經系統梯子」的中下層

爬回頂層呢？答案在於「共同調節」(Co-regulation)。筆者以往一再強調，

孩子的腦部發展未成熟，缺乏能力自己控制情緒反應，幼兒尤其需要大

人的幫忙去調節他們的情緒，才能漸漸發展出自我調節的能力。只是，

作為父母看見孩子焦慮不安或是生氣鬧脾氣，自己也會有跌下「神經系

統梯子」中底層的時候，有覺得煩躁、自己不夠好的焦慮甚至想要逃避

不面對的時刻，這都是人之常情。因此，實際上在「共同調節」之前要

做的是，先照顧自己，幫自己爬上樓梯頂層，才能調節孩子的情緒。因

為只有在「神經系統梯子」最頂層，感到情緒安定的大人，才能調節在

梯子中下層的孩子。

	 當我們心裡能對自己寬容一點，體諒自己也會有覺得辛苦的時刻，

慢慢回到自己梯子的最頂層，同時明白孩子的不安或憤怒其實反映他們

在「神經系統梯子」的中下層，那是「神經覺」感到危險的自然反應，

我們便能更溫柔更放鬆地去接納、安撫和調節孩子的情緒反應。當孩子

的「神經覺」感測到父母表情、語調、肢體所發出的安全訊號，他們便

能漸漸感到安全，漸漸爬上梯子最頂層，穩定下來，再次與人連結，感

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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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之家社工分享
生命拼圖故事 姜姑娘

 給孩子最好的，確能讓孩子快樂，卻不足夠讓孩子「常樂」。孩子

總會有感到不安煩躁或是沉重，總有失落在「神經系統梯子」的中下層

時刻，那並不可怕，最重要的是陪伴他們學會理解自己的情緒變化，在

低落過後，爬回梯子最頂層，重新感到快樂安穩。接納他們在這「神經

系統梯子」上上落落而重覆陪他們回到梯子頂層，或許就是讓他們懂得

「常樂」的方法。

References: 

Dana, D. A. (2018). The Polyvagal theory in 

therapy: engaging the rhythm of regulation 

(Norton series on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WW Norton & Company

留佩萱 . (2019) “【創傷知情學校系列 Part 5】

孩子的行為，顯示他在「神經系統梯子」的

哪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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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為本為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務

本處兒童之家獲社會福利署撥款推行「機構為本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

務」。旨在提供額外社會工作服務及臨床心理支援服務，以便滿足在院舍

接受照顧的兒童和靑少年的特殊需要，並及早識別和介入他們的問題。

而服務使用者可經由本機構兒童之家社工進行轉介。



兒童之家社工分享
生命拼圖故事 姜姑娘

 有一個小女孩的爸爸在家裡放了一張用來拼拼圖的桌子，爸爸每隔一

段時間就會買新拼圖回來讓家人和朋友一起拼拼。

	 爸爸每次都會刻意將拼圖的盒子收起來，令大家也不知道整幅拼圖究

竟是怎麼樣的。他會把拼圖分散置於拼圖桌子上，讓家人和朋友有空便來

試試拼，或是每次拼幾塊，或是拼很多塊。很多時過了數週後，數百塊的

拼圖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就是這樣，他們已經完成了很多幅拼圖。

	 小女孩記得自己還是三、四歲的時候，家人因為她年紀太小，故也沒

有特別跟她講解拼圖的玩法，但其實當時的她已經對拼拼圖非常有興趣。

	 一天早上，當小女孩獨自在客廳，她出於好奇便爬上了一張椅子，然

後將百多塊的拼圖倒了出來散在拼圖桌上。她很仔細地看著那些拼圖，她發

現有的顏色明亮，有些卻暗淡深沉。小女孩覺得那些黑沉沉的拼圖很醜陋、

很嚇人，彷彿是蜘蛛和蟲子般，她越看便覺得越不舒服。於是在隨後的數

週，她便把一些很不喜歡的拼圖靜悄悄地收藏於沙發的坐墊下。她心想，若

然沒有那些拼圖，拼出來的圖畫必定會更美麗呢！

	 正因為這樣，今次家人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去拼這幅拼圖也未能完

成。小女孩的媽媽終於忍不住數了一遍，她發現原來少了很多塊拼圖。媽

媽問小女孩有否見過，小女孩唯有坦坦白白地告訴媽媽，是因為她不喜歡

那些黑沉沉的拼圖，所以便把它們收起來了。

	 小女孩很記得當媽媽開始把她收起來那些黑沉沉的拼圖一塊一塊地拼

回去時，圖案便慢慢地呈現，她覺得很神奇啊！原來拼砌出來的是一幅既

美麗又平靜的圖畫，她真的意想不到原來只有將所有的拼圖拼砌起來，最

後才能成就到這樣的畫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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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舍專訪
打開孩子心霏的不二法門 家舍家長 譚AUNTIE

 生命就好比拼拼圖，大家這一刻的生命是怎樣的光景呢？像是色彩繽

紛的拼圖？深沉暗淡的拼圖？白茫茫的砌圖？還是……	也許我們現在還未

能看透其中的意義，但只要我們有時間嘗試慢慢地拼下去，總有一天我們

會發現和領會到每段生命經歷當中獨特的意思。

 每當問及與孩子的相處，眼前的譚 auntie 總是笑瞇瞇的，眼角上爬了

幾條魚尾紋，帶著一種親切，原來數數手指已為孩子服務了十年。十年光

陰不短，但每天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卻是一種學習，學會打開孩子心霏的重

要，並能從錯誤中學習，兒童會有不同的得著。

	 譚 auntie	對煮食素有心得，常與兒童一起分享或教導他們煮「家舍名

菜」—	手撕雞、蔥油麵包餃子等，而她最感動的時刻是孩子願意打開心霏

的情景。	她分享有位內向的小男孩，即使外出時也不希望 auntie 拖手，但

相處的日子久了，有天孩子很開心走來主動拖 auntie 的手，那一刻她知道

孩子開放了自己心，享受家舍的生活。同時，她熱情地道出，孩子願意在

成長的時刻與自己分享喜樂和煩惱，沒有封閉自己，這便是她最想看見的

成果。

	 問到有否遇上頑皮的孩子，她說這時小孩子天真的表現，只要在安全

的範圍下便可。工作上，她希望家舍的孩子學會自愛、建立自信、面向成

長的挑戰。

	 	 打開孩子的心霏從不簡單，但在訪問中譚

aunite 流露的真誠、尊重和愛心，相信這些特質

都在過去的十年陪伴著孩子。她始終深信，用心

對待，孩子是會知道的，這是打開所有孩子心霏

的門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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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舍專訪
打開孩子心霏的不二法門 家舍家長 譚AUNTIE

家舍人物專訪
從家舍到宿舍 荔枝

 說到家舍最常的離別，莫過於孩子告別居住多年的家舍，去到另一個

新環境，重新生活。二十出頭的女孩—荔枝 ( 筆名 )，在家舍住了八年多，

但隨著成長，也要和多年熟悉的環境告別，轉往一個新的地方重新學習。

荔枝選擇入住青年宿舍，展開獨立的新生活。

	 雖然獨立是年輕人十分嚮往的生活，但荔枝分享她需要管理自己的

時間和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可以享受獨立和自由的樂趣，

但伴隨而來的責任，也是荔枝在青年宿舍遇到的挑戰。例如自己買餸、煮

飯和做家務，甚至清潔昆蟲，也是她在青年宿舍必須負起的責任。現在的

生活和家舍的時候並不一樣，宿舍編制時間表，一班人共同完成。荔枝認

為現在是為自己生活好好負責。

	 她興幸當初在家舍有 auntie 的教導，過往學會的技能和節儉的生活態

度，也成為現在獨立生活的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她表示即使現在青年宿舍生活較獨立，但仍需要學習與其

他人相處，而過往家舍的群體生活令她懂得與人好好相處。現在她和幾位

同住舍友的關係不錯。	

	 即使荔枝在各方面已適應得不錯，但問及她面對最大的挑戰，少不免

是公開試後出路的選擇。現在荔枝參與了不同的實習計劃，在暑假期間好好

裝備自己。雖然在這個人生交叉點上，也會有迷茫的感覺，但即使未見方

向，荔枝仍努力尋找機會，相信這種積極的態度可推動她走更遠的路。

	 最後荔枝感謝兩位 auntie、社工姑娘和家務員過去在家舍陪伴她，即

使現在荔枝已經離開了，她們也不時送上鼓勵和關心，她直言是一件幸福

的事。相信家舍已是荔枝成長的根，她從沒有忘記，同時她亦寄語家舍的

孩子要好好珍惜身邊人的關愛，在生活上多一份包容和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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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聲童氣(一)
煥然一新的家舍 家舍家長 馮 AUNTIE

 過去一年有著很多的轉變，而葵興兒童之家亦迎來一個全新面貌。

馮 aunite 表示慶幸葵興兒童之家能夠得到政府的資助，成為本處第一間完

成大型裝修的家舍。她感恩本處了解家舍需要裝修的急切性和孩子對居

住空間的需要。現在的新環境，不但令孩子有了一個更舒適的地方，同

時也令「家」的氣氛有所提昇。

	 馮 auntie 分享家舍裝修設計是由職員和小朋友以用家的角度提出不

少意見，再由職員和社工姑娘構思，而建築師 ( 認可人士 ) 亦提供十分

專業的意見，促成是次裝修。馮 auntie 指出孩子在廁所格局和房間用色

上給了不少意見，男女廁的安排比裝修前分隔得更好，安全感和私隱度

也大增。另一個大改動是廚房，現在它搬了出大廳，設有一幅可看到大

廳的外牆，家務員和 auntie 即使在廚房工作，也能看到孩子的動向，現

時不單增加空間感，更大大提升家舍的安全性。此外，客飯廳亦有大型

組合櫃及電視櫃，長型的設計增加了不少空間感，部份的玻璃櫃更成為

展示孩子手工藝的好地方，而且儲物空間多了，較以前能好好收納孩子

不同類別的物品。

 馮 aunite 表示，由於

現正於疫情的階段，孩子

的上學時間較短，而完成

裝修的家舍令孩子有更多

的活動空間，舒解了一些

生活上的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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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聲童氣(一)
煥然一新的家舍 家舍家長 馮 AUNTIE

童聲童氣(二)
家舍兒童訪問：居於葵興兒童之家的孩子感受

 除了職員們對是次裝修表示滿意之外，孩子們亦對家舍新環境表示

欣賞。荔枝 ( 筆名 ) 認為裝修後燈光比以前明亮，由過往的光管改為採用

LED燈，不但令她在學習上更加精神，她也甜絲絲的說出新加入的射燈，

更可在生日派對或拍照的時候用到，令活動時更有歡樂氣氛。而大廳換

了智能電視，她也興奮地分享玩電子遊戲的樂趣。問及她最喜愛的位置，

她毫不猶疑地回答是客廳，因為客廳的環境和燈光的改善，令她可以有

更合適和更好的環境學習畫畫，她稱現在可以隨意地放畫具，不用再擔

心地方不足的問題。

	 拉麵 ( 筆名 ) 認為廚房搬到大廳的設計，能讓他享受煮飯的香味。

而廚房的空間增加，亦讓職員可以放置不同的煮食工具，使他在兒童之

家的飲食體驗更為豐富。此外，拉麵亦很滿意走廊的顔色能清楚分隔家

舍不同的區域，既美觀、又有自己的小天地。提到拉麵最愛的地方，他

指是自己房間的小層架，內裡有裝飾燈照著自己心愛的模型車，彷彿既

是自己獨有的小天地，亦是一個私人的小展覽。

	 一班用家們也很感謝本處和社工們的支持和策劃，能夠享受今次的

成果並不是一個家舍的合作，而是不同家舍的配合和幫助。他們亦期望

未來的日子有更多家舍開始裝修，好好享受在「家舍」的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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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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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煮意

小腳板四處走
小畫家

Level Up 學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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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舍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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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問卷調查結果回應
(4/2020-3/2021)

對象 十分同意
兒童

兒童家人

轉介社工

59.11%

58.33%

58.22%

同意
40.89%

41.67%

40.22%

不同意
0%

0%

1.56%

十分不同意
0%

0%

0%

無意見
0%

0.%

0.21%

意見

兒童

增加室內羽毛球活動

回應 跟進日期

4/2021-3/2022

4/2021-3/2022疫情期間，也想出外散步
會視乎疫情情況，職員安排兒童
外出散步。

意見

兒童家人
回應 跟進日期

/多謝意見

意見
轉介社工

家舍社工姑娘十分用心、專業，能從舍童的發展需要
和家庭因素全面評估兒童的需要。十分多謝姑娘和家
舍姨姨的支援。 

回應

感謝兒童之家職員對兒童的照顧和關懷。
多謝意見

兒童在受託管期間逐步適應兒童之家的生活，情況穩定。

社工及職員服務質素和態度很好，他們十分關心兒童，
並且能與兒童的父母和負責社工有著緊密的聯繫。

謝謝在疫情下給兒童彈性的照顧，舒緩母親照顧壓力。

按疫情情況，若政府重啟室內羽
毛球場，家舍可租訂羽毛球場。

家舍已做得完善。更多謝機構
及職員、姑娘照顧兒童。

感恩家舍每一位老師和Auntie
都非常謙和，兒童生活愉快。

跟進日期

/

各家舍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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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數字
兒童之家服務統計數字

入住率

兒童個案會議達成率

兒童個案工作計劃達成率

89.06%

100%

100%

緊急兒童之家服務統計數字

個案轉介成功率

七個工作天內完成個案入住達成率

兒童個案工作計劃達成率

100%

100%

100%

入住率 81.84%

活動

「防疫知多少」填色及標語比賽

我要做天使…蛋糕

音樂班

Cooking is so easy! 烹飪活動

少女蛋糕及儀容班

畫出我個性

整式整水-紅豆糕 

圓滿團團

4/2020

4/2020

4-9/2020

5/2020

4-5/2020

7-9/2020

10/2020

9/2020

日期

服務報吿及服務計劃

家舍活動報吿(4/2020‒3/2021)

過去一年，我們根據兒童需要而推行的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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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Housewarming party

Xmas 暨我都做得到頒奬 

冬至及聖誕同樂日

新春團拜同樂日 2021

10/2020

12/2020

12/2020

2/2021

日期

活動 擬定日期
「我都做得到」頒獎活動 

性是好奇活動 

新春團拜

我要COOK 一COOK 

烘培義工活動 

Board Game齊齊玩 

畫出我天地 

11/2021-3/2022 

9/2021-3/2022 

2/2022

7/2021-3/2022 

7/2021 

7/2021-8/2022 

4/2021-3/2022 

家舍活動計劃 (4/2020‒3/2021)

未來一年工作目標及計劃如下：
兒童工作目標

1. 加強學習支援

2. 加強情緒支援

3. 建立兒童對理財和性的正確價值觀

4. 增強兒童的同理心、樂觀感和歸屬感

5. 發展兒童的多元潛能

1. 增強親子關係

2. 增強家長照顧子女成長的動力及能力

家長工作目標

服務統計數字
兒童之家服務統計數字

入住率

兒童個案會議達成率

兒童個案工作計劃達成率

89.06%

100%

100%

緊急兒童之家服務統計數字

個案轉介成功率

七個工作天內完成個案入住達成率

兒童個案工作計劃達成率

100%

100%

100%

入住率 81.84%

活動

「防疫知多少」填色及標語比賽

我要做天使…蛋糕

音樂班

Cooking is so easy! 烹飪活動

少女蛋糕及儀容班

畫出我個性

整式整水-紅豆糕 

圓滿團團

4/2020

4/2020

4-9/2020

5/2020

4-5/2020

7-9/2020

10/2020

9/2020

日期

服務報吿及服務計劃

家舍活動報吿(4/2020‒3/2021)

過去一年，我們根據兒童需要而推行的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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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為提高服務質素，本機構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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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寄養社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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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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威權慈善基金
小蜜蜂

贊助兒童之家活動

嗚謝

意見欄

Box of Hope

多謝以下熱心人士贈送不同物品/提供服務予兒童之家：

Jenny 姨姨 -
贊助 LogosBee 攬枕

各位如對本機構兒童之家服務有任何意見，可直接聯絡家舍職

員或社工。如想進一步表達意見，可聯絡兒童之家社工督導，

聯絡電話：2750 7913；地址：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4號。

各界熱心人士贈送一些兒童物品 ，我們已將

合適物品送予有需要的兒童之家兒童。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為提高服務質素，本機構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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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寄養社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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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