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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保護兒童‧全面發展
(2020 年 11 月 19 日)
今天防止虐待兒童會舉行 41 週年記者招待會，發布 2019/20 年度的服務重點及統計數字，
並提出在保護兒童方面的建議。本會提供預防、保護兒童、輔導治療及倡導服務。
過去一年，本會繼續得到香港救助兒童會成為合作伙伴，推行「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提供渠道讓公眾舉報懷疑虐兒個案，並鼓勵家長及兒童分享或諮詢有關管教子女、兒童
成長和發展，以及親子溝通等問題，遇到困難時可致電支援熱線以尋求協助。本會於
2019/20 年度共接到 1,142 宗熱線舉報及諮詢服務，當中有 144 宗(13%)為懷疑虐兒個案。
接近七成熱線求助者是家庭成員
在 1,142 宗熱線舉報及諮詢服務中，780 宗(69%)是由家庭成員致電熱線，其中 573 宗(73%)
來自母親，98 宗(13%)來自父親，67 宗(9%)來自親戚或朋友，42 宗(5%)來自懷疑受虐兒
童，8 宗是懷疑施虐者致電本會尋求協助，顯示許多父母在遇到管教困難時願意聯絡本會
查詢或尋求協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本會亦接到不少家長來電談及有關學校停課、
照顧子女、親子及兄弟姊妹之間的衝突，而家庭成員及朋友在保護兒童方面的角色也十
分重要。隨著近年兒童嚴重受虐或死亡個案披露，引起社會關注，公眾或鄰居舉報有 244
宗(21%)，佔第二大多數，專業人士舉報佔 106 宗(9%)及傳媒佔 3 宗。各界人士在兒童面
對潛在被虐危險時均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懷疑受虐兒童多為三至八歲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涉及 174 名兒童，他們最多是介乎 3 至 5 歲，有 50 人(29%)，
其次是 6 至 8 歲，有 38 人(22%)，年齡在 0 至 2 歲的有 19 人(11%)，在 9 至 11 歲的也有
16 人(9%)。從數字顯示介乎 3 至 8 歲的兒童是最高危的組別，這個年齡組別包括了學前
及小學階段的兒童。
零至兩歲嬰幼兒必須完全依賴身邊家長或照顧者給予適當照顧，加上未入學，如有懷疑
受虐或照顧不當的情況較難被發現和辨識，而且根據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近年懷疑
施虐者/施虐者除欠缺育兒技巧外，有濫用藥物及情緒/精神問題趨增，情況值得關注。
現今社會，生活及工作壓力大，教育制度競爭激烈，在子女升讀幼稚園初期，家長及子
女或已開始感到壓力，預備升小一及升中一的兒童更需要重新適應學習環境及教學模式。
在這過渡期間，家長既面對為子女選校的壓力，又擔心子女的學業成績未能達到學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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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致對子女有過高期望，容易造成親子衝突。再者，自 2020 年初受疫情影響，學校
停課，兒童及家長長時間留在家中，家長更要兼顧老師角色，促使親子衝突加劇。兒童
受虐可影響其身心發展，甚至帶來嚴重後果。因此，家長需多關心子女，協助子女處理
情緒和壓力及適應新環境，同時家長亦需要關顧自己的情緒，尋求舒緩壓力的方法。早
期預防教育，支援危機家庭及強化家長正面管教技巧是有迫切需要的。
超過六成半懷疑施虐者是家庭成員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涉及 165 名懷疑施虐者。大部份懷疑施虐者都是家庭成員，共
有 108 名(66%)，當中 45 名(27%)為母親、25 名(15%)為父親、22 名(14%)涉及父母二人、
10 名(6%)為祖母、5 名(3%)為祖父及 1 名(1%)為兄弟。受虐兒童會對施虐的家長或家庭
成員失去信心，也可能會產生恐懼、抑鬱、性格變得內向，最深遠的影響是缺乏安全感，
以致自信心及自我形象低落，對自身價值產生懷疑，對人的信任程度也會較低，甚至在
人際關係上產生障礙。家庭是兒童成長及發展自我的重要場所，而父母是兒童最親近的
家庭成員，因此應及早支援家長學習正面管教的知識和技巧，讓孩子在安全、快樂的家
庭中成長。
身體虐待比率超過四成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身體虐待個案的比率佔最高，有 64 宗(44%)，其次為性侵犯
及多種虐待均佔 23 宗(16%)，疏忽照顧佔 19 宗(13%)及心理虐待佔 15 宗(11%)。體罰經
常被誤以為管教方法之一，可管控及改善兒童的行為，但事實上體罰不單令親子關係疏
離，兒童更會學到以暴易暴，嚴重的更足以令兒童受傷甚至死亡。我們應以正面及非暴
力方法處理兒童的情緒和行為，體罰是暴力行為，亦違反兒童權利，應全面禁止。
性侵犯個案仍需關注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有 23 宗(16%)涉及性侵犯。近年，懷疑侵犯者/侵犯者透過智
能電話或互聯網識誘兒童，與兒童建立關係後侵犯的個案上升。根據社署《保護兒童資
料系統統計報告》，2019 年新呈報的性侵個案中有 20%是侵犯者透過互聯網或智能電話
結識兒童；疫情期間，兒童有較多時間上網及使用智能電話學習或與外界溝通，這些危
機需要關注。兒童遭受性侵犯的創傷可帶來深遠影響，需要深入的治療才能幫助他們重
整生活和重建人際關係。
多種虐待個案以身體及心理虐待佔最多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有 23 宗(16%)涉及多種虐待，其中兒童懷疑被身體虐待及心
理虐待佔 14 宗。根據本會處理個案的經驗，身體虐待多從輕微體罰開始，它往往在不知
不覺中升級，對兒童造成身體虐待。在體罰的過程中，很多時會伴隨厲言疾色的喝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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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涉及羞辱的言詞，對兒童成長構成負面的心理影響。因此，除了強化家長正面管教
外，社會還需為全面立法禁止體罰作好準備。
疏忽照顧個案超過一成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有 19 宗(13%)涉及疏忽照顧，其中不足夠身體照顧佔 11 宗，
兒童曾被獨留在家佔 6 宗。懷疑施虐者的特性包括育兒技巧不足及有情緒/精神問題，這
些危機因素不但削弱他們照顧兒童的能力，同時也讓兒童處於隱藏危機之中，有可能對
兒童造成深遠的影響，而獨留年幼兒童在家是很危險的，隨時可以致命，家長及照顧者
亦可能因疏忽照顧兒童而觸犯法例。
心理虐待個案不容忽視
在 144 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有 15 宗(11%)為心理虐待個案。心理虐待包括羞辱、驚嚇、
孤立、剝削以及漠視兒童的情緒反應。這些行為都告訴兒童，他們沒有用、一無是處、
沒有價值或不被愛，因而損害兒童的行為、認知、情感或生理功能。過去舉報數字一直
偏低並不代表情況不嚴重，兒童心理虐待個案被嚴重忽視，因為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甚麼
是心理虐待及較難辨識或察覺其嚴重性，所以沒有作出舉報，但事實上每一種虐兒個案
都有心理傷害的成份。
本會建議政府：
1. 投放資源於早期預防服務，如探訪新生嬰兒家庭服務，支援新生嬰兒家長及提升
其正面管教及家居安全意識。
2. 儘早提供支援服務予危機組群，如貧困家庭、單親/年輕母親、新來港家庭、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家長/照顧者、有情緒困擾/精神問題或濫用藥物的家長/照顧
者。
3. 提倡以非暴力方式管教兒童。體罰是暴力行為，應立法全面禁止，包括在家庭裡。
4. 推行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傳遞正面管教子女方法。
5. 設立法定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及為性罪犯提供強制的治療服務，並修訂學校

6.
7.
8.
9.

性教育指引，推行全面性教育，及制定政策/條例規管網絡供應商確保網絡平台的
安全性，以應對網絡性罪行和預防兒童性侵犯。
展開諮詢工作，並設立完備的支持配套以實施專業人士強制性舉報虐兒機制。
正視獨留兒童在家的問題、增加和宣傳幼兒照顧和託管服務及設施、推廣社區教
育以提高家長家居安全意識。
設立清晰的兒童心理虐待法例，推動公眾對辨識兒童心理虐待的意識，及促進多
專業合作處理心理虐待個案。
關注目睹家庭暴力及遭受校園欺凌兒童的心理影響，為兒童提供適切的輔導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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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
10. 加強在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後的跟進及監察，為受虐兒童及施虐
者提供深層治療服務。
11. 兒童事務委員會需履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及實踐其職能，確保在制
訂政策過程中兒童的聲音被聆聽，意見被尊重，檢視法例和政策，評估各項政策
對兒童的影響，並訂立指標及檢討成效，讓香港兒童受到保護，他們的參與和發
展權利也受到保障。
12. 設立中央資料庫，統一數據、收集、分析及發放有關保護兒童及兒童發展情況的
資訊。
13. 投放資源於定期及深入的研究，掌握現況及趨勢，探討預防暴力對待兒童的方向
和政策。
14. 在社區推廣保護兒童政策，營造兒童安全和友善的環境。
社工個案分享
過去一年，
「忘憂草計劃」透過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婦產科、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
務及其他地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轉介，為全港 60 位年輕/單親媽媽提供支援服務。超過
六成的年輕/單親媽媽居住在公屋或與親友同住，餘下的家庭則居於劏房。約七成半的家
長領取綜援，其餘家庭則靠工作或家人支援。接受服務的家庭中，接近三分一的兒童有
特殊學習需要，如：自閉傾向、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讀寫障礙等，往往令媽媽們
的壓力更大。以下分享其中一個家庭的故事。
阿笑有一個女兒，今年兩歲，好動、活潑，而且非常聰明。現時，阿笑與女兒生活愉快、
滿足，阿笑亦經常與人分享女兒的照片，非常驕傲自己有一名如此可愛的女兒。然而，
她其實也經歷過低落的時候。
懷孕時，阿笑與男朋友因意見不合而分手。初時，阿笑的情緒起落較大，不時失眠，影
響其日常生活。她需要獨力面對懷孕的各種不適及莫名的恐懼，最擔心是自己未能給予
小孩良好的成長環境。她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認識「忘憂草計劃」及兩名義
工—Regent、Karen。於過程中，兩名義工關心小孩成長之餘亦支援阿笑的情緒。漸漸地，
義工陪伴阿笑經歷孩子出生、生病、學爬、學行、入學等等的階段。即使面對困難，阿
笑亦沒有放棄，而義工亦一直在身邊支持她。現在，阿笑積極樂觀地面對育兒上的困難，
有信心自己可以好好照顧孩子成長。
阿笑感謝忘憂草計劃的社工及義工對她的幫助，讓她能更有信心地照顧女兒。她亦呼籲
其他單親媽媽們不用害怕，有需要時記得尋求幫助，凡事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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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全面發展。我們呼籲各界人士舉報懷疑虐兒個案，並鼓勵家長及兒童於遇到
困擾時及早尋求協助。

傳媒查詢
李如寶女士 (服務經理)
電話：23516060/ 6135 9988
練寶儀小姐 (籌募及推廣主任)
電話：3542 5725/ 6593 2680
電郵：summer.lin@ac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