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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關 注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2017/10/17 11:30-1:00 和諧快線巡遊  牛頭角上邨  

(羅馬廣場) 

2017/10/17 3:00-4:30 和諧快線巡遊 彩盈邨  

2017/10/18 3:00-5:00 家暴關注周 

社區宣傳 

石籬(一)邨 

2017/10/19 11:30-1:00 和諧快線巡遊 秀茂坪商場  

2017/10/19 3:00-4:30 和諧快線巡遊 藍田德田邨 

2017/10/22 1:30-6:00 和諧起動家庭樂 牛頭角公園 



面貌舞會 - 婦女治療小組 

 

薩堤爾治療模式 (Virginia Satir) 中提到，家暴的出

現，大多源自兩性遇到的壓力及溝通姿態的不同。

於婚姻當中婦女們常將期望完全地放在配偶身上，

並試圖藉此來控制或支配對方，一旦配偶沒有滿足

他們的期望，便認為是配偶的錯。 
在小組過程中，婦女以薩堤爾模式中的四種溝通姿

態作體驗，同時透過不同活動檢視了自己的家庭及

其原生家庭的關係，以此提升婦女對自我的認識和

了解，從而增強她們的自我控制能力。 

 
管教有辦法 - 婦女小組 

 

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在處理家庭問題的同時

更需獨力照顧子女，因面對不少壓力，所以

較容易與子女發生衝突，影響親子關係。此

小組透過重現組員與子女衝突的情景（雙方

的說話及行為），利用角色扮演，讓雙方體
驗彼此的感受，從而增進了解，以改善親子

關係。 

 

夏日香包 

 

婦女經歷家庭創傷，以及入住宿舍後忙著應

付生活上的轉變，常令身心俱疲，往往把昔

日的興趣忘記。在「夏日香包」活動中，透

過親手製作香包或驅蚊包，除了讓婦女重拾

生活樂趣外，亦可學習到不同花香、藥材氣
味的功效，既可陶冶性情，放鬆情緒，也能

強化氣味知覺，一舉多得。 



 

情緒主人翁 - 兒童小組 

 

入住庇護中心的兒童大都曾目睹或面對家暴，內

心隱藏著不少負面情緒不懂宣洩。情緒主人翁- 兒

童小組以藝術創作為介入點，讓兒童自由創作。透

過創作表達內心負面情緒，亦透過遊戲等活動，認

識不同的負面情緒及其處理方法。 

 
打開心窗 - 婦女園藝治療小組 

 

2017 年 8 月，本庇護中心舉辦了一個名為「打

開心窗」婦女園藝治療小組。小組以園藝作為介

入的元素，包括一邊飲花茶一邊分享近況，組員

一起插鮮花，栽種組合盆栽等。小組當中，她們

分享了生活上的困難及解決方法，同時她們把生

活上的盼望投射在植物上，例如工作員選取了文

竹作為組合盆栽的其中一種植物，參加者覺得文

竹比較高大及葉子散開，好像一棵迷你的樹，為
其他植物帶來遮蔭，寓意為參加者遮風擋雨。 

綠茵處處 - 兒童園藝治療小組 

 

小組內容包括認識植物生長元素、種植的要

訣、播種方法及照顧植物的要點。過程中組

員發揮想像力及創意，利用已處理的回收膠

樽作為種植的器皿，於器皿播種太陽花種

子，並以油彩、紙黏土、閃粉等為膠樽進行

設計。另外亦利用圓型玻璃瓶栽種玉質植

物，從而提昇組員的愉悅感及自我效能感，

紓緩因家暴帶來的創傷及負面情緒。 



曲奇上的小畫家 

 

面對家庭暴力，婦女及兒童身、心、靈均受著極

大的創傷。離開原居地入住庇護中心，使婦女及

兒童頓時只可互相依靠對方。要盡快從一個不

熟悉及充滿著變數的環境中振作起來，擁有良

好的親子關係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元素。 
故此中心舉行了親子曲奇製作活動，以增加婦

女及兒童間的互動，促進親子關係。同時，加

入藝術元素，讓參加者發揮創意以不同食材於

焗製好的曲奇上裝飾，不但使曲奇變得精美，

更可讓她們發揮合作精神，在愉快過程中讓她

們減少負面情緒。  

糭糭多樂趣 

 

經歷家暴的婦女情緒低落，欠缺自信

心，透過活動可令婦女體驗親手製作糭

子的過程，營造生活樂趣；也可重拾其

強項，建立自信心，有助重投社會。活

動過程中，部分婦女懂得包糭，她們會
包屬於她們家鄉的糭，三角形、長方形

等；有些婦女更會自備材料，如紅豆及

紅棗，各具特色，氣氛也相當融洽。  



離舍婦女活動  

我擁有的 - 婦女小組 

 

我們於 6 月中為離舍婦女舉辦了一個為

期 4 節的正向小組。小組設計讓參加者以

自畫像去了解自己，找出自己的優點及提

升她們的解難技巧，此外亦以正向心理學

作基礎，提升參加者的多正向思維以及思
維逆轉的技巧。 

「原來我有咁多優點同咁靚, 我從未察覺」 

生態行之濕地‧流浮山遊 

 

8 月 26 日中心為剛離舍的婦女舉辦了一個親子戶

外活動—生態行之濕地‧流浮山遊, 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藉著活動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及美好的回憶。

當天大人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 特別在濕地公園中, 

小朋友參加了好多 Playgright 的攤位及濕地公園
的導賞團, 樂而忘返, 為暑假增添充實的一頁。 

「盆景比喻我美好的將來, 有如一條康莊大道」 

動動腦筋‧動動手 

 

7 月 18 日, 一行 6 人的離舍婦女大使前往展

華服務中心教授長者製作時下流行的「星空

瓶」，讓老友記也回到年輕時浪漫的時刻，同

時讓婦女大使們透過義工探訪服務提升個人

自我價值及自我效能感。 

和諧種子‧傳遞愛 

 

在 2017 年 8 月 11 日下午，離舍婦女義工大使一行 8 人在秀茂坪商場進行「和諧種子‧

傳遞愛」展覽活動。展覽除了宣傳機構服務及提升離舍婦女的自信外, 同時亦希望秀茂坪的街

坊藉著室內植物的種植及平時日常生活的照料，增加家庭成員的溝通，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 



婦女活動  

友緣共聚小組 

  

曾經歷家暴困擾婦女在走出家暴陰霾後，身心

都承受著不少壓力，亦需要朋輩支持以面對生

活上各種情況。和諧之家有見及此，特意為她

們舉辦多元化活動，藉此讓她們學習放鬆。過

去的4至9月，我們以小組形式進行義工活
動、興趣活動及外出遊覽，共有99人次參

與。其中於8月份更得到民政事務署贊助，邀

請婦女及家屬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和享用午

膳，讓參加者渡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未。 

愛「煮」意 - 婦女治療性小組 

  

愛「煮」意 婦女治療性小組第二節活動已於8

月3日順利舉行，當日共有七位媽媽攜同小朋友

出席。小組以烹飪作為介入手法，讓家長於小組

中透過製作香港特色小食，與同路人分享心路歷

程，以達致彼此支持、互相鼓勵。活動當日工作
員再簡單介紹機構背景及服務，加深了參加者對

本機構服務的認識。導師更教授了雞蛋仔和鮮奶

燉蛋的製作方法，參加者均十分投入參與，並不

時積極發問和與導師交流烹飪心得。 

從心出發-婦女情緒舒緩藝術小組 

 

「道路段段美好 縱是血與汗營造….」 

「要努力、求上進、就算得失毋須較量…」 

這歌詞都是六月份「從心出發-婦女情緒舒緩藝術小組」婦女

組員的心聲，當中點點滴滴都流露了她們對生活的盼望及動

力。小組透過音樂、舞蹈、手工、繪畫等不同的藝術媒體，
參加者得以抒發情緒，尋找自「療」及更新力量。婦女對小

組的反應不俗，她們表示小組能讓自己停一停，鬆一鬆；透

過作品能自我探索，發現自己更多，更懂得愛惜自己。小組

共有 6 節。婦女除認識自己，更擴闊了社交圈子，小組組員

藉互相分享，獲得彼此的支持及互勉。 



童心‧童行 - 情緒學習小組 

 

2017年8月在和諧一心舉行了「童心‧童

行」情緒學習小組。街坊對這個寓遊戲與藝術

於學習的兒童小組反應熱烈，在活動開始前數

週名額已滿。活動共有六節，小朋友於小組內

顯得很雀躍和投入。除了小朋友能參加小組
外，家長們亦能參與其中一節親子活動，共同

擁有一個愉快的回憶。最後更安排全日在西貢

戶外康樂中心進行戶外活動，讓小朋友在這個

暑假經歷了難忘的一天。 

同心揚帆之旅 

  

於8-9月舉辦的「同心揚帆之旅」有10位

男士出席小組，共有32人次。這次的小組

活動應用了多元化的體驗式活動促進參加

者認識及感覺情緒，從中探索自己，並了

解個人的成長是如何影響伴侶關係以及經
歷家暴的心路歷程；並分享如何克服婚姻

困境及打開重建自我的大門。 

好爸爸小組 

 

好爸爸小組於 8 月開始，共 8 次聚會，有 7 人

參加。現在當爸爸真的不容易，面對不少挑戰及

管教壓力之餘，難得參加者在忙碌生活中願意抽

時間來一起學習做個好爸爸，實在非常鼓舞。有

參加者表示這個小組最大幫助是可以給自己一個
空間，分享自己平日沒有機會分享管教子女的故

事、抒緩心中壓力；亦有組員分享自己管教方法

的反思和對子女的影響；圖中顯示組員展示紙黏

士的製成作品，是其中一節主題内容名爲現代爸

爸，各組員均認真及投入地完成大作。  

 



親子齊「樂」廚  

  

親子齊「樂」廚親子小組已於八月順利完

成，共有8名家長及12名兒童參加。小組以

烹飪作為介入手法，希望透過製作香港特色

小吃，促進正向親子溝通。兩節小組中參加

者分別製作了缽仔糕、麥芽糖餅等香港特色
小食，中心亦邀請了糖畫導師來教授糖畫製

作這項傳統工藝。參加者都顯得十分投入，

積極分享，並不時協助其他參加者。家長們

積極鼓勵自己的子女發揮創意，小朋友們都

表現雀躍，參與度很高。 

 

親子樂迎營 

  

親子樂迎營已於8月26日於假日農場順利舉

行，天氣超級炎熱，但一眾參加者都玩得非常

投入、非常開心。透過參加農場安排的導賞活

動，增加了參加者對學習生態知識的興趣之

餘，亦讓一家大小共聚天倫，一起親親大自
然。及後，參加者進行了一連串緊湊的集體遊

戲，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午後稍作休息後，

參加者一同參與自製意大利全蛋拉麵工作坊，

一嚐親自動手製作美味可口的麵條。 

挪亞方舟同樂日 

  

承蒙Rainbow Foundation的支持，挪亞方舟

同樂日已於7月15日順利舉行。參加者除了參

觀挪亞方舟外，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親子遊

戲。過程中所有參加者都很投入於遊戲中，在

比賽中施展渾身解數，過程刺激，氣氛熱鬧。 
參加者表示活動增進了親子間的溝通，同時他

們亦能與家人共渡一個輕鬆的週末！ 

 



 

社會福利署關注暴力工作小組 - 受虐男士計劃服務分享 

  

於8月份的服務簡介會中，我們向與會者分享香港男士受

虐面對的三大挑戰(個人傷害、社會排斥、性別定型)，以及

中心服務的發展。與會者能認識男士服務的需要、相關的

服務統計數字、受虐男士尋求服務的阻礙及限制、以及他

們的心聲等。業界同工也能藉著分享，認識中心的介入手
法、策略、服務特色及內容。工作員也分享服務受虐男士

的相關注意事項。是次會議共有20位跨專業同工出席，成

員包括來自教育界別、醫護界別、社署代表、法律界、警

方及非政府組織代表等。  

和諧之家一直致力與不同界別專業人士分享及交流工

作經驗，一方面協助她/他們辨識家暴影響之餘，同時

亦強化各方處理相關個案的技巧，希望受家暴影響人

士於不同專業界別中都能得到適切服務。於5-9月期

間，我們舉辦了六場交流會共為超過150位專業人

士，包括社工、老師、婦產科護士及牧師進行工作經

驗分享。參與機構/團體包括循道衞理楊震、廣州啟創

社會服務中心、東莞市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台灣同

志諮詢熱線協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牛頭角平

安福音堂幼稚園、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厲軒輔導中心、

沙田威爾斯親皇醫院和PathFinders。 



  

婦女熱線基礎義工訓練 暨 義工聚會 

 

婦女熱線基礎義工訓練及聯誼活動已於8月順利

完成，是次義工訓練共招募了20位義工參與，

於4節訓練期間義工們不論聆聽講解、模擬個案

練習及討論環節均表現投入，當中12位義工已

開始進行旁聽及實習等環節，為接聽婦女熱線工
作作充足的準備！ 

除訓練活動外，我們更為義工安排聚會，讓義工

於聚餐當中能有機會更深入地認識其他義工，以

加強義工間的凝聚力及對義工小組的歸屬感。 

「兄弟幫」·同行者義工計劃  

 

於5-6月份舉行的「兄弟幫」·同行者義工計劃有7

位男士參與，共有24人次。透過階段性的訓練，促

使曾經歷家暴並願成為義工的男士學習如何成為同行

者並能助人自助，達致個人更深層次的心靈療癒。整

個訓練活動使用具敘事治療的介入方式以及藝術媒介
包括茶道、音樂和繪畫等，引發參加者對活動的興趣

和增加他們持續參加活動的動力。在這次的小組訓練

中，參加者認識了何為同行者及其作用，以及了解自

己包括個人性格特質、情感表達方式和個人喜好。  

『兄弟幫』·同行者義工計劃 (一)  

戶外訓練日營   

  

此計劃組織正參加「兄弟幫」同行者義工訓練

的8位男士出席戶外訓練活動，結合社交技巧

訓練及經驗學習法的概念，促進參加者探索社

區資源。同時透過運動項目的執行促使參加者
建立合作精神和友好關係。  

『兄弟幫』·同行者義工計劃 (二)  

身心流動 

 

活動組織了正接受訓練的8位同行者義工進行室

內運動。透過程序設計，增加參加者之間互相

認識和合作機會；同時促進他們認識情緒及體

驗運動有助調節情緒的作用，從而有助他們穩
固健康的體魄，以助己助人。  



6月我們於翠屏北邨擺設街

站，宣傳中心活動，讓更多

社區人士認識和諧之家服

務，以及提升他們對家暴認

識。當日的攤位遊戲吸引了

不少家長及小朋友前來參

與，場面溫馨熱鬧。  

男天計劃繼旺角街站宣傳後，計

劃同工聯同兩位在和諧之家的實

習社工於6月及9月分別在九龍

灣及樂富地鐵站舉行街展，並在

街上派發印有以「暴力是關係的

第三者」為設計藍本的宣傳包裝

紙巾予途人。蔚藍色的男天計劃

宣傳展板，配合炎熱天氣下，途

人對宣傳內容以及贈品都好奇和

探頭觀看。 



2017年4月-2017年8月 

「童」你講故事 1/12/2017 

(逢星期五) 

下午4:30 

 

和諧一心 透過講故事及延伸活動， 

讓小朋友於歡樂中抒發感受認識自己。 

家庭「童」樂日 23/12/2017 

(星期六) 

待定 待定 透過親子旅行，讓家長及子女一同參與和體驗不

同活動，增加親子間溝通及合作，促進家庭和

諧。  

婦女舒緩壓力 

藝術小組  

3/1/, 10/1, 

17/1, 24/1, 

31/1, 
7/2/2018  

(逢星期三) 

上午 10:00-

11:30 

和諧一心  內容： 

1. 協助受困擾的女士面對及處理家庭衝突 

2. 以藝術作為表達媒介，讓參加者表達內感受，
提供情緒支援 

3. 探討內在正能量，學習運用能力處理逆境 
4. 提供社區資源，協助處理家庭衝突 

支援家暴受虐男

士的跨專業服務

分享會  

19/1/2018  上午 9:30-

中午12:30  

浸會大會 內容︰ 

1. 敘事治療與男士工作(洪雪蓮博士) 

2. 受虐男士服務經驗分享 
3. 服務使用者分享 

「重新出發」 

男士敘事小組 

13/12, 

20/12, 

27/12/2017, 
3/1, 10/1, 

17/1/2018 
(逢星期三) 

晚上7:30-

9:30 

和諧一心 與有相近經歷的男士，談及自身的故事，思考社

會制度對自己的影響，共同探索新的出路。透過

小組旅程，重新出發，編寫自己喜愛的生命故
事。 

對象：曾經/現正遭受家暴影響的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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