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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檢討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意見書  

2022 年 7 月  

前言：  

幼童院舍香港保護兒童會「童樂居」職員涉虐兒的案件引起社會

嘩然，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後，發現共 40 名兒童涉嫌被虐，年齡最少僅

1 歲。而院內至今有逾半職員涉虐兒被捕，反映情況之嚴峻，更令人

憂慮事件僅冰山一角。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專資會 )樂見政府

社會福利署在接獲通報後，成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

會，全面檢視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監管。  

 

本會認為保護兒童的工作刻不容緩，早前召開兩次會議對有關議

題深入討論，由於 6 歲或以下兒童缺乏自理能力，更需要院舍特別照

顧，本會以下將針對 6 歲或以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提出意見，

並以法律、醫療、資訊科技、教育、企業管治、人力資源、慈善團體

志願者等範疇提出建議，冀望有關當局盡快加強現時兒童住宿照顧服

務的質素，讓每名兒童獲得應有保護，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  

1 企業管治  

1.1 切實抽查及翻看閉路電視  

「童樂居」案件是由閉路電視片段發現職員暴力對待兒

童，意味即使院舍內設有閉路電視，但缺乏人員定期或抽查，

形同虛設。建議政府檢視巡查方式，不應局限於檢查文件、各

項數字，而是要留意院舍內實際情況。除了加強突擊檢查外，

應仔細與院舍內職員傾談，留意他們的言語及情緒，是否有可

疑之處，同時就觀察院內幼兒的身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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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機構董事會問責制  

「童樂居」調查報告中提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甚少

到訪「童樂居」，更從無翻看閉路電視片段，若有關董事做好

監察工作，便可及早避免悲劇發生。本會建議建立機構董事會

問責制，福利機構的所有相關人士，包括董事會、理事、董事、

經理等，若未有做好監察工作，或需負上刑事責任。而有關的

監察工作，建議包括要求提供服務的機構最少每三個月呈交一

份全面的服務質素報告，當中包括住宿兒童的健康、學習和家

庭狀況以及人力資源在人手空缺、招聘、員工發展等方面的資

料。董事會亦應每半年向社會福利署呈交一份全面的服務質素

報告。同時亦可為管理優良的非政府機構建立獎勵計劃，鼓勵

更多機構盡力做好。  

 

1.3 要求機構成立專責委員會  

建議政府審視每個受資助機構的監察機制，在審視其資助

撥款申請時，可考慮加入額外條款，例如要求機構在執行委員

會成立專責委員會監管特定問題，若情況沒有改善則予以嚴

懲，或減少撥款。而專責委員會應加入社團領袖或政府官員，

作為非官方監督機構監管非政府組織。  

 

1.4 設立監察員制度  

建議設立監察員制度，可在預先安排或突擊的情況下，到

院舍進行會面及探訪，完成探訪後須作紀錄，有必要時當局可

要求監察員匯報。由於監察員為第三者獨立人士，相信可提供

專業及可靠的證供。另建議引入太平紳士作為監察員巡查院

舍，切實發揮監察作用。  

 

2 人力資源  

2.1 全面檢視院舍人手編制  

從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文件來看，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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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服務的人手編制嚴重不足，例如需要特別照顧的輕度弱智

兒童之家的臨床心理學家只有 0.3 人，社會工作助理只有 0.75

人 1，難以妥善照顧院舍內兒童。而且，兒童院舍如兒童之家

更沒有註冊護士在場，未能為有需要的兒童作出及時支援。建

議政府全面檢視院舍的人手編制，考慮擴大院舍員工的規範編

制範圍，並密切注意人手流動的影響。  

 

2.2 重新審視幼兒工作員的註冊及培訓制度  

目前受官方認可的幼兒工作員培訓課程約 65 個，但課程

質素參差不齊，最短只需一年便可獲得註冊資格。建議社署及

教育局重新審視幼兒工作員的註冊制度，統一課程內容結構、

實習時數等，確保畢業的幼兒工作員都達到一定水平。  

 

此外，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幼兒工作員即使入職後亦需不

斷培訓。現時社署沒有備存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服務單位所提

供的培訓資料，無法知道各機構有否為員工提供定期培訓。建

議社署對各機構每年應為員工提供多少次培訓課程訂下指

標，並定期抽查，確保各機構轄下的服務單位嚴格執行。  

 

2.3 提高幼兒工作員起薪點  

「童樂居」的人手流失問題嚴重，保護兒童獨立檢討委員

會已於今年 1 月底發表《獨立檢討委員會中期報告》，報告指

出「童樂居」在 2019 年至 2021 年的人手流失率極高，分別

達到 84.4%、31.7%、77%。護理人員面對繁重的工作及壓力，

不單止服務質素不達標準，更易藉着虐兒發洩。  

 

院舍人手不足的問題源於多個因素，例如幼兒工作員的待

遇不佳。目前教育局雖然開辦認可課程，修畢課程的學生可於

 
1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發展和規劃   

附件二：兒童住宿照顧服務估計人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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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中心或幼稚園任職。不過絕大部分畢業生均會選擇到幼稚

園任職教師，除了薪酬較高，晉升機制亦較完善。相反，在幼

兒中心擔任幼兒工作員，不但缺乏升職機會，薪酬亦不如幼稚

園教師。以審計署的報告顯示，2016 至 17 年度於政府任職

的幼兒工作員中點薪金為$23,970，惟在機構任職的幼兒工作

員頂點薪金只約$16,000，相差三成 2。不過，由於機制上容許

機構自由靈活調動款項，明白政府難以硬性規定。建議政府長

遠考慮將幼兒工作員及幼稚園教師課程分開，令從業員有更多

晉升機會，藉以挽留人手。  

 

隨着香港需求不斷增加，長遠建議將幼兒工作員、輔導

員、社工等職業定位為「專業職業」，具有公認的文憑或學位

者，可獲相對較高的工資，相信可吸引更多新力軍入行。  

 

2.4 建議先聘用後培訓解決人手荒  

現時香港安老院舍同樣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政府亦積極

推出多項措施紓緩，例如開展「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為

有志在社福界護理工作發展的青年人安排聘用和培訓。建議政

府考慮將這類計劃推展至幼兒中心，採取先聘用後培訓的方

式，聘用員工後容許他們邊做邊學，修畢課程後便可轉為正

職。不單止青少年，現時疫情下更多中年婦女失業，開展這類

計劃便可吸引更多人入行，補充流失的人手。此外，不少婦女

因家庭需要，未必可以擔任全職工作，可考慮制定彈性工作時

間，容許他們兼職上班 4-5 小時，彌補人手不足的缺口。  

 

2.5 改革社署內部人力資源制度  

「童樂居」事件突顯社署有關部門一直以來未有跟進服務

單位，有否認真執行官方指引及守則。建議政府通過各工作項

 
2 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對整筆撥款的管理  

h t tps: / /www.aud.gov.hk/pdf_ca /c69ch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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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訂立清晰的關鍵績效指標，加強員工的積極性。據政府數據

指出，現時只有 4 名職員負責全港的巡查工作，令人難以想像

如何能做好監管工作。建議署方檢視現有的職位編制，作出外

部招聘或內部人手調配，確保人力資源能妥善分配。  

 

2.6 增強輔導服務  

有鑑於前線員工在照顧體弱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時

面對巨大工作壓力，以致影響服務質素。服務機構可考慮增設

輔導服務去紓緩員工的工作壓力，避免因個人情緒而導致不必

要的暴力事件。兒童的身心發展非常重要，服務機構亦應增加

對住院兒童的輔導服務。因此，應常設由具備輔導碩士專業資

格的人員向員工及住宿兒童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  

 

3 慈善團體志願者  

3.1 招募愛心義工成為寄養家庭  

建議參考慈善機構「母親的抉擇」的做法，招募富有愛心

及熱誠的義工，協助成為寄養家庭，以彌補幼兒中心的不足，

為有需要的幼兒提供適切居所及妥善照顧。而提供服務的慈善

機構亦須加強監管工作，定期探訪有關寄養家庭的情況，若發

現可疑事件，應立即反映及跟進。另一方面，建議擴展「愛心

社區保姆服務」服務範圍，加強培訓，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

供寄養服務。  

 

3.1.1 多加宣傳及鼓勵寄養服務  

寄養服務為 18 歲以下且父母未能提供足夠照顧的

兒童提供暫時性的家庭模式照顧服務，比院舍照顧對兒

童有多裨益。建議政府加強社會大眾守護兒童文化的宣

傳，鼓勵更多人提供寄養家庭服務，讓更多有需要的兒

童有一個充滿關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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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療  

4.1 增設恆常醫生到診服務  

過往入住院舍的兒童大部分是棄嬰，缺乏家長照顧。時移

世易，現時較多則是父母為濫藥者，因此兒童有可能天生已有

遺傳病，或健康經常出現問題。而按照現行機制，幼兒中心沒

有恆常醫生到診服務，若院舍幼兒身體不適，院舍將安排職員

帶幼兒到醫院看診。但幼兒中心人手已然緊絀，難以調配人手

送幼兒看診。而且，有研究指出，居住院舍的幼兒由於長時間

未有與外界接觸，語言溝通能力比其他同齡學童遲緩，單憑短

暫的看診時間，醫生未必能詳細檢查幼兒其他方面的發展。因

此，建議政府考慮為院舍安排恆常醫生到診服務，為幼兒提供

適切的醫療服務。  

 

5 法律  

5.1 盡快訂立「沒有保護罪」  

早前法改會小組委員會建議訂立一項新罪行，在《侵害人

身罪條例》中加入「沒有保護罪」，受保護對象為 16 歲以下

兒童或 16 歲以上易受傷害的人，包括長者及殘疾人士，建議

對沒有採取「合理步驟」保護受害人的旁觀者，施加刑事法律

責任。「照顧責任」同時涵蓋家居及機構環境，亦即涵蓋教師、

院舍職員、院舍持牌人等。本會十分贊成訂立「沒有保護罪」，

建議政府盡快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以加快立法工作。  

 

然而，法律必須清晰界定對於「旁觀者」的定義，例如鄰

居、義工是否同樣涵蓋之中，以免市民因害怕誤墮法網而不敢

擔任義工。  

 

6 科技  

6.1 運用人工智能科技協助  

面對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政府目前正推動結合老年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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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樂齡科技，運用科技應對人口高齡化的挑戰。同樣地，

政府可考慮為有需要的兒童穿戴物聯網設備，用以偵測他們的

情緒狀態，並通過人工智能分析數據，在需要時向服務提供者

發送警報。同時亦可規定院舍使用人工智能鏡頭，將鏡頭放在

適當位置，當鏡頭捕捉到有疑似打人動作或有任何危險發生，

將發出警示提醒照顧者，或可設定即時駁通警報系統，以科技

協助預防危險發生。  

 

7 其他  

7.1 跨部門協作  

兒童福祉不單是社會福利署的責任，亦需要多個部門參

與，例如勞工及福利局、醫管局、教育局等。現時主要由勞福

局管理幼兒中心，教育局管理幼稚園事務，兩局之間未有太大

交流，醫管局亦然。建議以上或其他政府部門多召開跨部門會

議，討論相關兒童議題，制定可行之策，提升兒童福祉。如醫

管局可負責制定有關兒童醫療治療之策；教育局可針對有語言

障礙、過度活躍症等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制定教育相關政策。

另外，如設獨立委員會監察機構運作，亦建議讓以上部門派代

表參與，了解監察情況及進展。  

 

7.2 建議政府設立匿名郵箱以供舉報  

院舍職員即使工作時留意到異樣，亦會因怕事或怕被「秋

後算帳」而不敢作聲，政府可考慮設立匿名郵箱，供院舍職員

舉報任何可疑事件。  

 

結語：  

「童樂居」的悲劇是社會的集體責任，要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政府、機構、董事局、管理層、社會都應出一分力。兒童院舍

的照顧服務不單止提供住處，而是要顧及整體兒童發展觀，照顧他

們的身心健康。對此，政府必須作出多方面跟進及改革，包括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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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醫療、企業管治、人力資源等範疇着手，優化現行非政府機構

的監察與管理機制，改善現時服務不足之處，多管齊下確保兒童受

到應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