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養通訊 

2020年 11月 

主題分享﹕孩子的 USB 

上期通訊與大家分享了大腦內有關情緒的運作機制，包括:儲存記憶的海馬迴(USB)

及發放「危險」訊息的杏仁核（警鐘）被啟動，讓人對應危險狀況作出「攻或逃」

的自我保護機制。當情緒主導運作時，專門負責理性思考的前額葉會暫停運作，以

致人未能發揮理性的思考，只會作出本能回應，如下圖的重溫： 

 

阿達一邊走路，一邊計劃著

今天的行程(運用前額葉理性

思考中…) 

路邊一隻惡狗突然向他吼吠，

牠的樣子兇猛，也勾起了儲存

在海馬迴 — 小時候被狗追的

回憶… 

大腦內的警報(杏仁核)響起，

提示阿達有危險，攻．逃．呆

模式啟動。 

小狗是否一定危險? 面對相同事件有些人會從容不迫，但有人會緊張不已。不同人

的反應正是因為每人儲存在海馬迴這支USB的經驗不同，影響著每人有不同的反應，

當中亦包括他們的照顧者對事件的演繹及應對示範，影響著他對應付危險的信心。 

理解孩子的USB的重要 

如上圖阿達的事件，阿達未必容易向他人分享狗狗對他造成的創傷經驗，在不理解下

，我們或許會嘲笑阿達是個儒弱的男孩。然而當我們能令阿達把USB內這部份的故事

分享出來，我們便能理解到那個五歲的小阿達隻身面對三隻惡狗的無助，再予以安慰

和鼓勵。孩子會因為不被明白而感到孤單，慢慢累積到不安全感。 

兒童亦未必意識到這些創傷經驗是如何影響著自己，故此在照顧寄童時，大家不妨參

與寄養社工分享經驗，讓寄養社工協助大家更容易理解寄童一些不明所以的行為。不

少寄養孩子USB內的創傷經驗很多，只要我們踏出理解的第一步多提問兒童行為背後

的想法，聆聽兒童的心事，我們會有更大的力量去培養他們的安全感。下部份以寄養

家庭的生活小故事作例子，讓我們從一些「曳曳」或「反叛」的行為中多一個角度去

理解兒童，重新與他們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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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故事內容屬真實改編 

10:00 ——— 

14:00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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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長大了的菲菲 

菲菲從兩歲開始已由黃太照顧，經已有十個年頭，菲菲明顯進入青春期，也開始出現大人

眼中的「反叛」行為。某一天，黃太如常為菲菲點了早餐 A和檸檬茶，菲菲露出煩厭的表

情。當飲品送來後，菲菲欲將飲品拉近，但黃太卻想要為菲菲「篤檸檬」，菲菲還以煩厭

的神情。 

 

重建良好溝通– 

先從聽懂孩子的說話開始… 

故事一﹕難被安撫的小貝 

陳太姨姨剛接三歲半的小貝回家，她的家三代同堂，非常溫暖，小貝初到時總是

哭鬧著，特別是當行為被制止時，反應更加強烈，也會配搭敵對的眼神和抗議的

哭鬧聲，應怎樣理解他裡頭的思維？  

        小貝的 USB﹕ 

小貝個子弱小，以往在院舍時常被欺負，當
他還擊時卻總被抓著被罰，當大人向她說
出﹕「NO！」時反應特別抗拒，一來出於委
屈，二來是接受懲罰的不解和恐懼。小貝在
陳太家的對抗和哭鬧聲是「攻」的反應，在
表達著「我在危險當中十分恐懼，我必需以
對抗來獲得掌控及安全。」 

        菲菲的 USB﹕ 

菲菲回憶老師在課堂中談及過「港孩」連基本自理也成問題，她自責是名符其實的「港

孩」，就連煮公仔麵、開罐頭都未學懂，真的很笨!原是菲菲正怪責自己「乜都唔識!」她

渴望學到多一點生活的知識，以應付日後的獨立生活。 

       陳太姨姨的 USB﹕ 

陳太自少循規蹈矩，曾經因犯過小錯而被懲

罰及誤解，她每事都希望可以做得更好。當

陳太未能安撫小貝的恐懼，她感到焦急，這

些情緒更把二人拉進了負向溝通的循環，造

成關係上的障礙。 

溝通不良的例子並不罕見，很多時候溝通雙方還以為自己很
了解對方，反而產生了更多誤解，鼓勵大家嘗試用「我一無
所知」的態度，放下預設，帶著好奇心去了解孩子的心事。 

探討小貝的內在需要﹕1.當小貝聽到姨姨說「NO」，他立即穿上盔甲作出防衛。 

                    2.小貝似乎很害怕做錯事情(他的深層情緒)，他希望自己做的事是對的(看見小貝的善意)，並 

                      渴望得到姨姨的允許(理解小貝的渴求)。 

建議回應: 1.當接觸小貝的恐懼，陳太在說 NO前可思考一下如何表達對小貝行為的制止。 

          2.例如回應：「小貝想在牆上畫晝，不過牆不是作晝的，姨姨可以給你一張紙，你可以畫在紙上。」 

當「良心被看成狗肺」，黃太當然感到傷心，但若果她能夠聽懂菲菲心裡的渴望–「我大

個女啦!希望姨姨相信我能夠照顧自己!」黃太的傷心一定會消失，並轉化為 -「菲菲長大

了」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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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家心意欄  

新晉寄家 
感恩期待已久的寄養申請終於成功！ 

更在疫情中成功配對了第一個個案！ 

第一次成為寄養家庭，家中每一位成員

都很期待及歡迎這位寄養兒童的加入，

全家總動員幫助她適應新環境及新學校

的生活，而她的加入亦為我們增添了不

少生氣與歡笑聲。盼望共處的時間可為

她帶來寶貴而正面的影響力!   

               (梁太，上水) 

還記得兩年前，只有三歲的健健個子瘦削，

走路時常跌倒，只懂說出單字，看似脆弱的

他笑容卻很燦爛，經常與人揮手打招呼，不

少途人都會被他吸引，還會送他糖果，但在

寄家裡，健健的表現卻較倔強，不太願意聽

別人意見，對人充滿懷疑，難於建立信任關

係。 

為了提升健健的安全感，我們一家人都願意

努力去愛錫他，讓他認受我們及相信自己是

值得被愛的孩子。 

兩年了，現在的他變得有自信，信任我們。

他不再瘦弱，在公園裡常常跑跳、攀架最

快、說話最多的就是他。感恩社工與我們同

行，讓我更有力去走這不容易的路，在最困

難時仍可堅持。見到健健健康快樂地成長是

我最大的喜樂和滿足，也是我的力量！ 

(陳太，沙田) 

感謝、感激、感恩的機會 

從電台中聽到「寄養服務」還以為是呼籲捐款，但後來經一位寄養家長的朋友親身分

享後，便打動了我加入，嘩！轉眼間成為寄養家庭已經廿個年頭了。 

在我的寄養路上，共照顧了五位寄養兒童，每一位都深刻打入我的心底。從協助寄養

兒童適應新環境時給予他們指引，面對生活中不同挑戰時給予他們鼓勵，與他們建立

穩健的依附關係，教導他們學習相信親生父母對自己的愛，每一個任務都十分有價

值。遇上需要覆診或接受物理治療的兒童，我也有機會學習相關的知識，累積更多經

驗，磨練更多智慧。亦因著每位寄養兒童的獨特個性，讓我有不同的快樂體會，想到

這些美好的，便會打從心底微笑出來。 

有人說「孩子是家長的一面鏡子」，這話說得真好！這二十年在寄養服務中，讓我不

停反省及學習新知識。看著現時照顧的寄養兒童，想起初期他體弱多病常常出入醫

院，照顧上頗為辛苦，不知哪裡來的靱力去支持著呢?照顧他已經十二年了，他是我的

「心頭肉」，我知道我們互相愛護著對方。還記得上次他入院不停地哭，聽到護士

說：「姨姨來了。」便停了下來，見到他對自己的牽掛，真的動容了。能夠加入寄養

家庭行列實在是滿滿的感恩。謝謝!               
                

                
                

  

(張太，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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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Zoom住講》 

於 9月至 11月舉辦網上講故事活動，期望在疫情期間

透過一些有趣的故事繪本，協助寄童理解一些特別的心

情，學習表達和分享感受。 

九月份、十月份 

《生氣王子》、《愛哭公主》繪本分享已於 11/9及

9/10 進行！如錯過了，不要緊，還有一次機會！ 

十一月份《超級英雄也有糟糕的一天》 

寄養家長聚會 2020 

 

讓寄養家長認識安全感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及 

協助寄養家長認識如何管理情緒。 

屯門區： 2020 年 9月 23,30日,10月 7日(星期三) 

元朗/天水圍： 2020年 11月 4,11,18 日 (星期三) 

港九： 2020年 12月 2,9,16日(星期三) 

新界東： 2021 年 1月中 

對象及人數﹕一般寄養家長及緊急寄養家長 

           (未參加過相關活動的寄養家長優先) 

名額﹕每組 16 人 

備註﹕提供託兒服務(如實體進行) 

負責社工﹕梁姑娘、司徒姑娘、裘姑娘、章姑娘 

親子小組 2020——和你談心‧情 

小組以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為基礎，

為9-12歲寄養兒童舉辦親子小組，加強寄養家長

和寄養兒童表達情緒的信心，一起學習正面地調

情緒。 

日期： 2020年 11月 7、14、21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至 11:45 

形式：(暫定)透過 Zoom 進行 

對象﹕9-12歲寄養兒童及其寄養家長 

     (一般寄養服務) 

名額： 4-6對 

報名：向負責的寄養社工查詢 

負責社工：羅姑娘 

11-2
月活動

推介 

  幼小組 初小組 

日期﹕ 11月 6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15分 下午 3時 30分至 4 時 15分 

對象﹕ K1-K3 小一至小三 

負責社工﹕ 林愷珊姑娘 

查詢/報名電話﹕2492-6088 

WhatsApp﹕6855-8345 



(1) 先將魚膠粉加入熱水拌勻 

頁五 

(5) 把合成溶液倒進模具內，放雪櫃冷藏    

    1-2小時 

(6) 脫模便可以享用 

親子整嘢食 – 益力多軟糖 

大家只需預備以下五種材料﹕ 

 

 

(2) 在另一個碗倒入益力多 

(3)在益力多加入粟膠，然後 

   用熱水座著拌勻 

(4) 把(1)的魚膠粉溶液過篩，再倒 

    進(3)益力多溶液中，然後拌勻 

(2) 益力多 

   100 克 

(5)矽膠模具 (4)粟膠 

   10克 

(3) 熱水 

   40克 
(1) 魚膠粉 

   20克 

今次的小幫手只

有四歲，便可在

家長的指導下製

作這個小甜品，

與人分享努力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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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繪本情緒教育 

隨著成長及環境的變化，小朋友經驗

的情緒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

服務特別添置了大量故事繪本，社工

在家訪 3-10歲的寄童時也會帶著繪本

及畫冊，透過伴讀方式教育寄童理解不同的情

緒，培養他們對自己情

緒變化的敏銳度並學習

表達自己的情緒；更希

望他們學習面臨困境或

壓力時，調節及紓解內

心情緒的方法，促進他

們的心靈健康發展，培

養正面的生活態度。 

(2) 寄養家長聚會 2020 

※ 即使在疫情停課下，屯門區寄養家

長聚亦率先以 ZOOM 進行﹗ 

※ 參加者積極交流照顧孩子時遇到的

困難及應對的智慧。 

※ 參加者尤其投入討論環節，交流了小朋友行為背後的情緒需要，亦明白

到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對小朋友成長之重要性。 

※ 今次 ZOOM小組可以拉近眾人距離，大家在鏡頭前更愉快地互相慰問及

分享近況。 

疫情下的… 
寄養服務 

疫情襲港，轉眼間已經超過十個月了，寄養服務亦調整了部份的服務
模式，以持續為寄養家長及兒童提供支援，讓我們回顧一下當中的安
排，也期待大家的寶貴意見及回應﹗ 

畫冊讓寄養兒童以非言語方式表達內心的情緒。 



頁七 

(4)「童」你說 SEN好 

為舒緩寄養家長在疫情中的
照顧壓力及讓寄童「停課不
停學」，寄養服務為 12名
有需要的寄養兒童度身訂造
綜合訓練、遊戲治療、藝術
治療及音樂治療服務。 

 

(3) The Art Treasure Hunt 藝術尋寶 

藝術的空間能讓寄童盡情地表達自己，活動藉著 

不同的藝術創作媒介，讓寄童發掘自己的獨特之處， 

尋找內在的資源，透過創作自己的個人故事，製作 

個人獨有的生命冊，及創作一個全新及令人期待 

的未來。 

(5) 「亦師亦友」計劃—第一期 

兒童住宿服務推行為期一年的「亦師亦友」計劃， 

經過面試甄選，招募了 24位有心有力的義工， 

成功配對 15名於寄養家庭及 10名於兒童之家 

居住的兒童，未來一年將會為他們「增加生活 

經驗」、「了解社區」及「擴闊眼界」的機會。 

活動成效檢討顯示﹕ 

1) 超過 80%參加者表示活動能提升專注力 

2) 超過 70%寄養家長表示寄童的社交能力有改善 

3) 超過 80%寄養家長表示寄童所學到的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 

4) 超過 90%寄養家長表示活動能舒緩他們的照顧
壓力 

5) 全部參加之寄養家長表示願意接送寄童參加相
類似的訓練/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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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招募寄養家庭，歡迎你們加入! 

謝絕饋贈消息 

 多謝各位家長一直以來對寄養服務的支持，聖誕新年將至，過往有家長會於節慶

或新春期間向我們的同工派發利是或送贈禮/食品，以示祝福或致謝。 現特重申，

本處不容許同工收受任何形式的利益。如家長欲向同工表示謝意，可直接向同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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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介活動 — 「孩子 USB」家長講座 (網上講座) 

 

約定各位寄養家長在 ZOOM的空間，一同學習了解孩子的技巧，互相分享照顧

寄童的點滴，讓我們連結一起，幫助孩子疏導阻礙他們成長的感受。 

 

日期﹕2020年 12月 1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時至 11時 15分 

報名方法﹕ 

請 WhatsApp 6855-8345或向 

你的負責社工報名即可。 

負責社工﹕司徒姑娘、林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