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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2016 年 10 月開展的「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網站和 FACEBOOK 專頁

已於 2017 年 3 月正式運作。除了熱線層面的服務，「男天計劃」社工為增加

接觸群眾的機會，開設網站，宣傳計劃內容，網站內載有男士家暴受害者的應

對資訊，並有互動訊息功能，冀望讓服務使者可以於另類空間與社工聯絡。除

網站外，「男天計劃」社工還開設 FACEBOOK 專頁，增加群眾對「男士也是

家暴受害者」的認識。另外為宣傳新計劃，我們特別刊印「男士錦囊」，以填

補男士受虐的資訊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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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節目《論盡家庭事》 

 

由和諧之家製作的電台節目《論盡家庭事》於 2017 年 4 月 13 日至

2017 年 7 月 6 日期間，逢星期四，晚上 8:00 - 8:30，於香港電台

數碼 31 台中播放。 

每集節目會透過廣播劇及專家討論環節與聽眾分析及討論不同的家

庭話題，主題包括夫妻相處之道、懷孕期的夫妻關係、兒童情緒教

育等。 

希望能透過與別不同的形式與大家一起建立和諧健康的家庭關係！ 

歡迎大家可以與家人朋友一起於節目播放期間/播放後於網上收聽

及重溫。如欲收聽節目，請掃瞄二維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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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講座 

我們於 3 月期間於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舉辦共
2 場的家長講座，共有 52 名家長出席。講座目的
是讓家長認識正面管教技巧，及明白家庭暴力及婚
姻衝突對子女所造成的影響。家長也能透過講座，
認識到不論男女也會面對家庭暴力，及受到虐待的
情況。參加者對男士受虐的現況也有所認識。 

 

 

  

旺角街展 

3 月份，「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的社工一同出動，到旺角進行服務宣
傳。一部爆谷機，兩個宣傳架，就是這
樣，於熙來攘往的旺角街頭來來回回三
小時，向途人派發宣傳單張和免費爆
谷，為著向大家傳遞「男士也可能成為
家暴受害者」的訊息。當日，社工與 307
位途人接觸。另外，邀請 59 位途人點
擊「男天計劃」的 FACEBOOK 專頁。 

 

商界展關懷 

我們於 3 月 10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與「商界展關
懷」社區伙伴合作展 2017，是次活動旨在向商界人士
介紹和諧之家為受家暴影響家庭提供之服務，及反家
暴工作，並期盼與商界開拓更多伙伴合作機會。 

活動當天派發出過千份和諧之家宣傳物品，更成功向
數百位商界人士詳細介紹和諧之家服務及探討合作機
會。活動過後，我們已成功與數間企業合作進行物資
捐贈，我們期盼日後能與不同企業有更多合作及交流
機會。 

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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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訪問 

訴心事家庭 

和諧之家總幹事李劉素英及項目主任(註冊社工)

譚妙霞應香港電台邀請與群福婦女權益幹事馮婉

冰就目睹家暴兒童接受訪問，內容包括兒童目睹

家暴後身心改變及影響等。 

如欲節目重溫，請掃瞄二維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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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活動 

手創祝福慶新春 

倖存者帶著家暴的陰霾努力生活，身心都承受著不少壓力，有
見及此，我們特意為她們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她們得到放鬆。 

於 1 月份舉辦的《手創祝福慶新春》，我們邀請了撕藝大師李
昇敏一步一步教授參加者只用一張紙及一對手，撕出不同的圖

案，所有參加者均未接觸過撕藝，導師講解有趣生動，令參加
者十分投入。經過兩個小時，參加者均能製作出十多件成品，
包括應節揮春，大家都很滿意。 

撕藝活動結束後，參加者一起圍著享用盆菜，大家對盆菜都讚
不絕口，認為很美味及有團年的感覺。她們亦可以透過這段時
間，交換近況及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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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花卉展覽 

許多研究指出，欣賞五彩繽紛的植物，以嗅覺

辨識不同的花香，對身心、情緒都有正面的影

響，承蒙觀塘民政事務處的贊助，中心於 3月

15 日與一眾服務使用者及其親友，到維多利

亞公園參觀一年一度的花卉展覽，目的是讓參

加者透過欣賞各式各樣的花朵，舒展身心，亦

透過之後的茶聚活動，拓寬人際網絡。當日，

參加者更被邀請參與花展攝影比賽，希望透過

捕捉花卉的不同姿態，讓參加者將情感轉移於

景物當中，達至移情及抒發心靈的作用。而參

加者亦可透過群組分享，獲得朋輩支持。相片

中可見，參加者的作品水平很高，可見大家確
是花了不少心思。 



 

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 

護膚實驗室 

經歷家暴的婦女往往情緒低落，自信心偏

低，對自己的儀容或許也不太注重。然

而，婦女認識正確的護膚常識及懂得選擇

合宜護膚產品，有助她們對儀容及自信的

提升。再者，透過親手製作花水及潤唇

膏，理解看似複雜困難的事，只要肯嘗

試，一步一步的跟隨，自己是可以衝破困

難而學懂，有助自信心提升。 

 

步步「糕」升-蘿蔔糕製作 

為慶祝節日，宿舍於 1 月 25 日舉行
名為步步「糕」升 - 蘿蔔糕製作的聯
誼活動，以增添宿舍新春喜慶氣氛及
促進宿友間的關係。在過程中，婦女
分工合作，互相幫助，交流心得，並
能夠掌握基本製作蘿蔔糕的技巧。完
成後更將製成品與沒有參與活動的宿
友分享，氣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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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途有你」 婦女園藝治療小組 

及 園藝自強計劃之離舍聚會 

宿舍婦女長期承受家庭暴力的壓力，較容易出

現一些負面情緒狀態。因此，小組設計以色彩

鮮艷及具備自然美態的植物及鎮靜情緒的香

草為主。鮮花燦爛，令人充滿喜樂，在不知不

覺間忘卻煩憂；利用植物的色、香、味刺激組

員五感，透過栽種及照顧植物，與大自然產生

互動。小組活動的設計材料，是參加者鮮有接

觸，以增添新鮮感，園藝作品具備自然美態，

盡量透過簡單指導，讓參加者可獨立完成作

品，藉此為參加者帶來個人欣賞、能力肯定及

別人認同的愉悅感，促進組員的自我欣賞及效

能感。 

 

從栽種生菜、疏苗、壓花相架、扦插迷迖香、

鮮花籃、親手織迷你花籃、栽種玉質植物及花

葉拓印的園藝治療活動，令組員對「生命」有

不同的體會，透過示範令組員獨立完成，藉此

帶來個人自我欣賞，自我肯定及互相欣賞，組

員之間建立了友誼及互助關係。 

「媽媽你明白我嗎？」 

照顧和管教子女，是一門易學難精的學問。家暴的困

擾，使婦女們無暇或無精神照顧和管教子女，加上自

身的情緒困擾，她們會把埋怨、憤怒發洩在子女身上，

形成打罵式的錯誤管教。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3P)

正面管教及有效的自我身心舒緩，能使婦女減少日後

生活將會遇到的壓力，有助日後生活的適應。小組以

影片分享、討論、遊戲和鬆弛練習形式進行，婦女起

初也是忌諱怕羞的，但一看到影片的小孩，共鳴感便

油然而生，並於活動中表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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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 



 

  

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 

「心口掛住勇」婦女小組 

小組於 1 月舉行，一共四節，共 22 人次參加。小組

透過「無指引」自由創作及兩次「沒有安全感」體驗

活動，讓組員在過程中了解自己面對不安及恐懼時的

反應，從而認知不安及恐懼對自己的影響。在組員互

相鼓勵及經驗學習之下，組員的自信心增強，挑戰更

困難的第二次「沒有安全感」體驗活動時，組員表現

得更加勇敢及有自信地完成活動。 

適逢小組臨近新年，以製作水晶球作為結尾，寓意新

一年新希望，製作期間組員亦表現得更加大膽及有創

意地提出新點子，作品十分漂亮，於「無指引」自由

創作方面表現有很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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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其中」 

音樂治療是一門以音樂互動、欣賞為主的治療方法，讓兒童

透過小組式音樂活動、身體拍打、說白、音樂創作和欣賞等，

藉以增加與人互動，學習自我表達的方法，從而釋放壓力。

同時透過小組音樂活動，如樂器敲擊、音樂創作等，以鼓勵

和協助兒童表達，以達致提升兒童之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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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 

「中韓菜式大比拼」 

宿舍於 3 月份舉辦「中韓菜式

大比拼」，透過活動使婦女增進

與子女間的相處，加強親子關

係。在過程中，親子間互相了

解，婦女教導子女煮食技巧，

子女表現主動，作媽媽的小助

手。努力完成後，與其他參加

者一同享用製成品，分享努力

成果。 



 

  

「親子歡樂競技日」 

宿舍於 2 月份舉行了「親子歡樂競技
日」，活動包括宿舍定向和傳乒乓球
等遊戲。希望透過親子組隊進行競技
活動，製造開心輕鬆歡樂的氣氛、訓
練宿友的合作精神、促進親子之間的
關係。 

「她約我去迪士尼」 

2 月 19 日我們一眾宿舍舍友一同暢遊
迪士尼，活動不但能加強親子間的互
動；婦女也能藉此機會外出走走，舒
展身心，與子女及宿友們感受迪士尼
的歡樂氣氛，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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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 



 

 

 

 

  

開放心靈·男士創藝小組 

男士活動 

義工基礎訓練 

新一期的義工基礎訓練已於3月

4 日順利完成，訓練當天共有 15

位新義工出席，義工透過遊戲、

講座、短片等初步了解和諧之家

的服務及義工服務範疇，同時亦

認識有關家庭暴力的資訊，以便

日後參與義工服務時對機構及

服務使用者有更多掌握。 

義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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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心靈·男士創藝小組 

於 2-3 月期間有 7 位男士參加了「開放心靈·男士

創藝小組」活動。 

小組主要透過表達藝術的不同媒介，以助參加者探

索內心世界和對自我的了解；透過創作歷程，調和

個人的情緒衝突，促進成長。 

從參加者的意見回饋得悉，他們用了平和、普通、

新鮮經驗和期待等反映個人對小組的 

感受。而大部分參加者表示活動後在壓力 

的紓緩、多角度思考、創意和情緒表達等 

方面均有進步。 



 

專業培訓及交流 

與受虐男士同行-個案經驗分享工作坊 

我們於 2 月 24 日首次舉辦「與受虐男士同行-個案經驗分享工

作坊」。我們邀請了來自不同社福機構的同工出席是次工作坊。

工作坊目的希望透過有關男士受虐的訪問及故事短片，引起業

界同工關注。同時透過工作坊，與業界同工分享服務計劃內容

和個案介入經驗。 

所有參加者認同講座可以增加對男性受虐情況的認識、增加對

受虐男士特徵和需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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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出發-婦女情緒舒緩藝術小組 2017 春季篇 

日期：2017 年 6 月 1, 8, 15, 22 及 29 日, 7 月 6 日(共 6 節) 
時間：上午 9 時 45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和諧一心 
內容： � 協助受困擾女士面對及處理家庭衝突 
 � 以藝術作表達媒介，讓參加者表達內心感受 
 � 探討內在正能量，學習運用個人內在能力處理逆境 
 � 提供社區資源，協助處理家庭衝突 

對象：面對家庭衝突受困擾的女士 
(參加者須小組前面談) 

靚太吾易做 

日期：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1 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點：和諧一心 
內容：分享及探討男女特性及親密件侶如何相處 
對象：面對家庭衝突受困擾的女士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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