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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8至 2019年度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019年 8月 23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 15號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2 樓 203室 

 

出席：  

陳麗群女士（主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周思藝先生 突破有限公司 

黎小玲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張俊聲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陳偉良先生 香港明愛 

梁樹明先生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陳烈輝先生 香港遊樂場協會 

廖惠英女士 救世軍 

曾潔雯博士（增聘委員） 香港大學 

李少鋒先生（增聘委員）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姚潔玲女士（總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顏菁菁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邱瑞玲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列席： 

馮美珍女士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網絡主席 

高保麟先生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網絡主席 

蔡錦發先生（代盧松標先生）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主席 

黎慧嫻女士 綜合青少年服務網絡主席 

趙德財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 

鄧妙玲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致歉： 

 

鍾美齡女士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蘇淑賢女士 香港保護兒童會 

陳文浩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 

冼啟智先生 香港家庭福利會 

彭淑玲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張家樂先生 萬國宣道浸信會有限公司 

劉錦楨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會議記錄： 

 

主席代表各委員歡迎曾潔雯博士及李少鋒先生成為本委員會增聘委員，曾博士及李先生任期

為2018-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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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是次會議議程獲通過。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019年5月24日之會議獲通過。 

 

3 跟進事項  

3.1 一校兩社工政策 

總主任報告，就一校兩社工政策現階段與社署的跟進工作包括新增職位的配套（文

職支援及工作場地安排等）及因應新 FSA而修訂的 SIS form，此外，服務網絡曾就

SIS Form 進行討論，independent mode 同工不同意以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取

代“family problems”作為問題分類，attachment mode 同工則關注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的個案分類跟從 independent mode 之方式，與 ICYSC 的 SIS form 的分

類不一致，令同工要做兩次分類，加重行政工作。 

3.2 New Service Protocol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with ADHD 

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將優先處理社會創傷問題，其他議題將暫緩

處理。 

3.3 兒童事務委員會動態 

3.3.1 曾潔雯博士報告，由於立法會尚未撥款增加秘書處人手，現階段委員會工作

進展較緩慢。 

3.3.2 兒童事務委員會轄下設兩個工作小組，分別為研究工作小組及公眾參與、教

育及宣傳工作小組，未來將再設有特殊需要兒童事務工作小組及保護兒童事

務工作小組。 

3.4 小學一校一社工政策 

3.4.1 教育局曾向小學發出問卷，內容已於會議附上給各委員參閱，調查結果尚未

公佈。 

3.4.2 與會者認為新學年即將開始，建議可先觀察，由於試驗計劃為期 3 年，現已

進行了 1 年，建議於第 2 年下學期檢視服務成效是否配合計劃原意，再決定

是否需要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業界意見。 

 

4 討論事項 

4.1 對近期社會事件的服務回應 

4.1.1 新學年開學在即，無論學生、家長、老師、社工及輔導人員均難免受當下的

社會衝突和矛盾影響，甚至擔心這些矛盾會伸延至校園。在這個關鍵時刻，

學校持守專業，同時與社會各界協作，以應對社會危機。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將攜手支援學生，並為教職

員和社工提供訓練，建立能力及協作網絡，與學生及家長同行。並將於 2019

年 8月 28日下午舉行聯合記者會公佈詳請。 

4.1.2 社聯將與心理學家合作預備「懶人包」給老師及前線社工，包括有社區支援

服務計劃(CSSS)所提供的被捕後的支援服務、網上青年支援服務等資料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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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社聯亦就社會事件，於 7 月 5 日舉行青少年服務集思會，與業界前線同工及

管理人員共商方案。 

4.1.4 與會者就近期社會事件的服務回應：有與會者提出，處理年青人於社會事件

的情緒支援同時，亦需關顧前線同工及教職員的精神健康；亦有提醒社工於

處理社會事件中需持守社工本位，保持政治敏銳度以有效提供支援，亦協助

參與者整理核心價值及期望目標。 

4.1.5 有與會者建議社聯協助向現屆政府反映與年青人對話、溝通、聆聽的重要性，

了解現時社會的狀況，年青人要上街的原因，希望政府調較與年青人溝通的

頻道，共同尋找出路。 

4.2 「Care4ALL香港精神—同舟共行」志願優惠診症服務計劃介紹 

4.2.1 就近期社會事件，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推出「Care4ALL 香港精神- 同舟共行」

志願優惠診症服務計劃，計劃目的是為近日受到社會衝突及緊張局面影響，

以致出現情緒困擾及疑似病例的市民，提供初步的精神健康評估與治療。 

4.2.2 社聯為此計劃的支持團體，亦於 2019 年 8月 6日舉行簡介會向相關服務單位

介紹此計劃。 

4.2.3 反修例衝突持續，令本港社會撕裂及矛盾加劇。社聯得到善長捐款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心理及精神科治療服務資助，預計可惠及 1000人。 

4.2.4 該計劃主要支援因社會危機引致嚴重心理創傷、家庭關係決裂，或懷疑精神

健康疾病的人士，合資格受助人可獲 4次專業治療，將有 50位臨床心理學家

及 70位精神科醫生參與並提供服務。計劃現時正進行前期預備工作，有需要

人士日後可以透過電話、網上及社工轉介等方式申請。 

4.2.5 此外，社聯將為教師、社工、宗教人士及民間義工等提供 100 場培訓，包括

講座、工作坊等，主題將圍繞如何應對現時社會危機下的家庭撕裂、仇恨、

欺凌、社區衝突，以及各種情緒困擾服務。完成訓練的人士可申請小額資助

舉辦活動，上限為 5000元。 

 

4.3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諮詢文件：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

傷害個案 

4.3.1 社聯同事顏菁菁報告，法改會「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

到嚴重傷害個案」諮詢於 8 月 16 日結束，社聯已申請延至 10 月中才遞交書

面意見。 

4.3.2 社聯已於 2019 年 7 月 12 日舉行分享會，協助同工掌握法改會的建議對加強

保護兒童的作用，以及對相關服務及照顧者的影響，並收集意見向法改會提

交意見書。 

4.3.3 社聯初步擬訂以下關注點： 

- 提升對兒童的保護需加強預防工作及支援服務 

- 新增『沒有保護罪』適用範圍及罪行元素 

- 被告人的最低年齡 

- 保護吹哨者的條款等 

4.3.4 由於諮詢涉及不同年齡及需要的服務使用者、營辦機構及員工，社聯將綜合

各服務的意見及關注撰寫意見書，再交社聯服務發展常設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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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網絡動態：沒有特別報告。 

 

6 其他事項 

6.1 由於內部工作調動，香港家庭福利會冼啟智先生將出缺本委員會。 

6.2 由於內部工作調動，蔡錦發先生將離開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主席一職將由副主

席盧松標先生接任。 

6.3 社聯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建議於 2019 月 11 月舉辦澳洲考察團“Voices in Action: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Conference cum Study Visits on Services for Children in 

Care (12-16 November 2019; Melbourne, Australia)，現有 6名參加者申請 4個資助名

額，需由本委員會成員組成的評審團以進行評審，成員不能與申請者屬同一機構。

以下三位成員將協助評審工作： 

 香港明愛陳偉良先生 

 香港遊樂場協會陳烈輝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張俊聲博士 

 

7 下次開會日期： 2019年10月1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8 會議於下午5時10分結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