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養通訊
2020 年 7 月
大家好，寄養服務這年度的三期通訊，期望透過主題分享和大家談談「情緒」這傢伙，寄養
孩子經歷不同形式的分離，在成長上充滿挑戰，往往會引發不同的情緒，在此，讓我們解構
一下「情緒」
，希望能夠支援大家幫助在情緒困局中的孩子。此外，服務特別在每期通訊刊
登後舉辦一個 Zoom 講座，與大家「促膝」詳談。
我們也會分享一些親子小活動，讓大家與孩子建立更多美好的回憶。在「寄家心意欄」
，寄
養家長或孩子分享心聲，相信能喚起大家的共嗚，希望下次能收到您的投稿。

主題分享：「情緒」這傢伙
寄養家長好像能夠施展魔法，能把我們的孩子變得肥肥白白、肌肉結實，也有
把女孩子變成淑女的法力；可是每每碰到「情緒」
。。。就會讓我們抓破頭皮!家長
很明白寄養孩子經歷特別多，但遇到情緒爆發中的孩子，有時候實在難以平伏他們，
想處理的時候，有時卻又莫名奇妙地觸碰到他們（有時更加是我倆）的炸彈，兩敗
俱傷。想擁有能平伏情緒的魔法棒，就要密切留意這個專欄，並參加我們為大家預
備的家長講座了。

情緒大揭秘
情緒與我們的大腦息息相關，讓我們先以圖解簡單地勾畫情緒與大腦的關聯﹕

前額葉(CEO)
前額葉擁有寶貴的能
力，包括控制情緒、控
制衝動、思考、同理他
人等。這些都是有助孩
子發展的推動力。

海馬迴 (USB)
海馬迴好比喻為 USB
手指，記載著成長中大
大小小的回憶，內裡好
像有一個個檔案，裝載
著回憶中的影像，聲音
及感受。

杏仁核 (警鐘)
杏仁核是一個保護系統，若它收到危險的訊息，便會發放警報去提醒人
要提高警覺，而當警報器亮起，我們通常只有三個反應﹕
反攻 (Fight) – 主動對抗危險
逃離 (Flight) – 緊急離開危險
發呆 (Freeze) – 在極度恐懼下會出現發呆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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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這句話最能夠
幫助我們理解海馬迴這支 USB 的限制，
被蛇咬是以往的創傷經驗，但這經驗會被
上載於回憶的檔案中，當人再次面對類似經驗時，
海馬迴便發放「有危險」的訊息，喚起當時的痛楚的回憶；
故此，人見到草繩時，已經啟動了杏仁核的防衛機制而變得驚恐。
小南是一位轉家 13 次的寄養兒童，有一次我到學校接小南放學，打算與他乘搭的士
回家，當我伸手攔截的士時，小南一臉擔憂，一直問我﹕「姑娘，我們要去哪裡﹖」
看著他雙手不停地搓著;才意識到他的焦慮，原來「社工揀截的士」的舉動喚起了他
過往多次突然轉家的恐懼並且痛苦的經驗。

當杏仁核的警鐘亮起紅燈，我們只會本能地應付危險，直至危險遠離
才會變得安定。當杏仁核警報紅燈被關掉，人才能心緒安定下來。回
想我們被情緒困擾或忐忑不安時，會難以專心學習或工作，對嗎﹖這
也正可以理解為何心緒不安的孩子常處於「遊魂」的狀態。
回想寄養孩子剛到你的家，或許因為他們的
警報鐘已經常被啟動，讓他們處於「攻」
、
「逃」
或「呆」的狀態，這個時間要孩子「專心」、
「同理」或「講道理」，對他們來說實在是
太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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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的是警報鐘可以透過安撫而「關掉的」
，姨姨叔叔們不妨多陪伴寄養孩子做
一些令他們感到輕鬆的事。當你明白這是孩子面對危險不能自控的反應，你便
會知道重要的是協助孩子安定下來。
安撫情緒最有效的方法是「同理心回應」
，把你知道
孩子的心情表達出來，讓他們知道你明白他們的需要
及感受，同時亦是發放著
「我把你的事放在心中」
、
「你是一位重要的人」的訊息，這些做法不單可滿
足孩子的依附需要，更是建立安全感的重要基石。
當我留意到小南的擔心，我立時蹲下跟小南說﹕「小南有點擔心。姑娘截的士勾
起了你過往要轉家的回憶，對嗎﹖(同理心回應)」小南跟我分享他過往轉寄養家
庭都是坐的士，有幾次都事出突然，上的士去到一個新的家庭，姑娘便告訴她要
留在那裡生活，要乖乖。
我心痛著，也立刻向小南道歉﹕「對不起，姑娘應該向你預告我們會返回寄養家
庭，只是因為路途太遙遠，加上太趕急，所以坐的士回家。」作為大人，為著孩
子的安全感覺，我更需要詳細向孩子們交代關於他們的事宜。

1. 依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 好像肚餓要 吃東西一樣，需要獲得滿足的。
2. 當孩子傷心難過時，並不是說教的好時機。
3. 我們有能力去幫助孩子平伏情緒。

寄養家長茶聚(屯門區)
活動目標：

「情緒這家夥」家長講座 (網上講座)
日期﹕2020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 11 時正
內容﹕以實例讓我們更明白孩子的情緒運作及家長應
對的示範及練習。
使用軟件﹕ZOOM
名額﹕20 人
如有興趣參與是次講座，請先 WhatsApp 報名，
我們與你保持聯繫。

1. 讓寄養家長認識安全感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
2. 協助寄養家長認識如何管理情緒。
日期及時間(暫定)﹕
23/9、30/9 及 7/10/2020 (星期三) 上午 9:30–11:30
** 請預留 7/10/2020 上午 11:30–下午 12:30 共晉午餐
地點：待定(屯門區)
對象及人數： 一般寄養家長及緊急寄養家庭
(未參加過相關活動的寄養家長優先)
名額﹕16 人

備註：提供托兒服務
負責社工： 梁姑娘,司徒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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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家心意欄
寄養兒童的心聲

“放假的心情就像跳進了七彩顏色的海洋中暢泳，有很多魚兒陪我玩。吃水果時，
是肉色的海水圍著我，午餐和晚餐的時間就變成青色的海水，紫色的海是我的公
園，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我可能會遇到其他陌生的魚一同遊玩！我希望各
人心中都有一片七彩的海洋，能夠在那兒玩過痛快!”
(祖傑，寄養兒童，5 歲)

寄養家長的心聲

新同工介紹
林愷珊姑娘
大家好，我是 6 月份到職的社工林愷珊姑娘。
兩年前的一次義工服務，讓第一次接觸寄養服務的我，
被深深觸動了。寄養兒童因著種種原因缺乏父母的照顧，
寄養家庭為兒童提供一個和諧及安定的家，讓寄養兒童
可以重拾對自己及別人的信心。該次的經驗，讓我感受
到整個服務都被「愛」圍繞著。
如今自己有機會投身寄
養服務，我憧憬著能夠與
寄養家庭共同携手合作，與兒
童同行，讓兒童走出自己豐盛
的人生路。

彭穎芝姑娘
各位好，好開心
可以重返寄養服務
這個家庭。我既是
寄養服務的新同事
，又是寄養服務的
舊同事﹗還記得當年
到不同地方探訪小朋友的時候，經常會
坐錯車或迷路，弄出不少笑話！今
次我會吸取經驗，用最少時間坐車，
爭取更多時間跟各位小朋友相處！
期待跟你們每一位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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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傳媒採訪
本服務於二月及四月，經躍動巿場推廣有限公司之聯繫，安排了不同的傳媒機構，
包括晴報，Ohpama，香港 01 訪問了六個寄養家庭，希望透過不同寄養家庭之經歷
及感人故事，讓大眾認識寄養服務，觸動更多有心人加入寄養服務的行列。藉此感
謝各受訪家長的付出﹗

陳氏夫婦MICHAEL
Michael 是陳氏的家人，互相扶持及照顧。

張氏夫婦行仔
張生張太照顧患濕疹及發展遲緩孩子，希望他們
不單在這裡開心成長，更有力量可以愛鍚屋企
人。

陳氏夫婦Ryan
陳生陳太期望能給予寄童
發展自己的空間，
並為他的成就而快樂。

黃氏夫婦雯雯
有愛的生活使人更豐盛，
「雯雯的加入讓我們更懂得愛。」
如想了解更多內容，可以 QR CODE 或以下網站閱覽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rccs/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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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寄養服務
新冠狀病毒疫情突如期來，全港學生們停課，也把寄養服務帶到一個前所未遇的處境，聽說
有些孩子因為悠長假期而開心，有些孩子卻感到苦悶，究竟疫情下的寄養服務帶來了什麼的
小故事﹖
“在疫情爆發初期，我重重複複地把家居清潔消毒，也為著各人的健康而擔心。祖傑停課
時輕鬆自在，但同時又失去了常規，表現得有點不安。我嘗試與他一起建立停課期間的生
活日程，大家都因此踏實許多，多了力量在微小的事情上感恩。
今天，我們又為著一個又大又甜的西瓜而感到很高興呢！
(劉太)
「樂在家~笑哈哈」一系列自學計劃
疫情期間, 寄養服務推行「樂在家~笑哈哈」一系列自學計劃，讓寄
養家長及小朋友可按照自己的能力及興趣，各自進行或一同參與，
既可打破「悶局」
，又可趁機輕鬆一下。很多寄養家長及小朋友都參
加此計劃，例如學習下廚、行山、畫畫等等。完成目標後，均可獲
贈紀念品一份。現在跟大家分享個別參加者的活動相片:

聰聰（11 歲，男）
我想學煮餸，我會在網上找食譜，
再請教姨姨，我製作了一道蕃茄炒
豆腐作為晚餐的菜餚，大家都欣賞
我的工夫。

希希（7 歲，男）
湊著馬騮通山走，姨姨陪著希希征
服不同的山路，去到每個高峰拍下
照片，紀念這個創舉。在停課間，
希希已經征服了五個山峰了。

疫情期間，服務得到「樂飛翔計劃」的善長贊助「同你說 SEN 好計劃」
特別為有特殊需要的寄養兒童提供一系列度身訂造的訓練和治療，讓
小朋友能「寓訓練和治療於娛樂」。
活動聘請表達藝術治療師、音樂治療師、遊戲治療師及資深特殊幼兒
工作員，按寄養社工評估提供一對一的到戶或中心的訓練或治療，共
提供了 107 次服務。
透過一對一的形式，能把訓練帶到家中，雖停課但讓孩子不停學，同
時也讓寄養家長認識家居訓練方法，能讓寄養家長和孩子快樂地渡過
停課的日子。

「我心入面有很多烏雲，但現
樂樂的語言發展較慢，音樂
治療師黃姑娘為他提供多元
化的音樂治癒，樂樂玩得很
開心，說話表達更清晰。

在已找到很多方法幫助它們
了。」接受表達藝術治療後，
丁丁的情緒有明顯改善，心情
較平伏，懂得用不用方式表達
負面情緒。

「我要打倒困難、將問題「縮細」」！
小妍接受的綜合訓練，透過特殊幼
兒工作員針對性設計的個人化訓
練，漸漸喜歡學習，小妍和姨姨都
發現小妍的記憶力進步了，而且勇
於面對學習上的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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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意見收集及回應
2019 - 2020 年度服務統計
成效

服務內容

寄養服務
85.05%
98.63%
97.37%
95.00%
18 個
10 次

入住率
個案檢討會議
工作計劃
完成住宿計劃
寄養家庭評估
服務前訓練

緊急寄養服務
93.91%
不適用
不適用
100%
12 個
6次

2019-2020 年度意見收集及回應
過去一年我們共收集到 244 份來自兒童家長 (60)、寄養父母 (92) 及轉介社工 (92) 的意
見郵柬，所集得的意見，如與個案有關，已由社工個別跟進，其餘意見已在年度計劃中討論，
現將意見綜合如下 :
能否達到以下的服務目標
能為孩子安排入住安全和穩定的家庭，
讓其得到適齡的照顧

非常
不能夠
0

不能 普通
夠
0
3

能夠

不適用

68

非常
能夠
173

0

總
數
244

能保障及促進孩子的健康和福利

0

0

4

70

169

0

243

能安排合適的活動，讓孩子有適合身心
發展的機會

0

1

6

87

147

1

242

能幫助孩子與家人保持接觸，維繫親情

0

2

5

87

132

17

243

對服務滿意度

非常
不滿意
0

不滿
意
0

普通

滿意

不適
用
1

總數

80

非常
滿意
156

7

與寄養社工的溝通和合作

0

0

1

79

162

1

243

寄養家庭的照顧質素

0

0

1

16

75

0

92

與寄養家庭的溝通和合作

0

0

6

38

108

0

152

為寄養家長提供的督導與支援

0

0

2

40

49

0

91

為寄養家長提供的培訓

0

0

3

42

43

2

90

服務過程中的安排 :
如配對、會議、探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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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劃
每年我們會按大家的需要及建議來制定該年度的寄養家長培訓/分享內容，目的是希望大家能
藉此認識到新的知識及鞏固已有的知識，更重要是希望透過與同路人的分享交流，互勉互勵。
本年度的目標是：
1. 讓寄養家長認識安全感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
2. 協助寄養家長認識如何管理情緒。
此外，我們今年為不同對象計劃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
寄養兒童

1. 亦師亦友計劃-讓寄養兒童擴闊視野，增廣見聞；建立支援網絡及
感受義工的關懷及支持
2. 繼續推行「同你說 SEN 好」計劃，以支援寄養家庭減低停學期間
照顧 SEN 兒童的壓力，亦為 SEN 兒童提供恆常的治療與訓
3. 親子繪本閱讀計劃協助寄養兒童認識情緒及學習如何調節情緒。

寄養家庭

寄養大旅行、分區茶聚、緊急寄養家庭活動等

兒童與家人

致力推動寄養兒童與家人的聯繫及關係，為日後的回家團聚作預備

其他

出版通訊、宣傳及招募寄養家長

詳細內容可向您們的督導社工查詢。

如你日後不想收到本處寄養服務的宣傳或推廣刊物，請致電給我們。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寄養服務
香港新界荃灣大河道 60 號 雅麗珊社區中心 1 樓 103 室
電話︰2492 6088 傳真︰2411 640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