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諧之家通訊

最新消息

和諧之家第二十九屆周年大會 暨《學童情緒教育：社福及教育界的協作及發展》論壇

和諧之家第二十九屆周年大會即將舉行。回應社會對兒童情緒教育持續增長的需求，今
年的論壇將定題為《學童情緒教育：社福及教育界的協作及發展》，藉檢視機構「和諧
快線」情緒教育流動服務推行10年之工作成效，探討兒童情緒教育之服務發展方向。

周年大會及論壇的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5時至7時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2樓202室

主禮嘉賓：	 	 			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	黃鎮南太平紳士	
論壇專題演講嘉賓：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陳沃聰教授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	孔偉成先生	
論壇主持：	 	 			和諧之家董事局副主席	楊陳素端博士

歡迎各界人士蒞臨指導。欲了解有關詳情或登記出席，歡迎致電	23420072	或電郵至
hhagm@harmonyhousehk.org	與機構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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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９月，和諧之家於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及和諧徑各增設了「治療性圖書閣」；此項
嶄新服務旨在透過閱讀特選的圖書和講述故事，為曾目睹家暴的兒童提供治療服務，協
助其舒緩情緒困擾及傷痛，重建自信和希望。

圖書閣的揭幕典禮將於12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	 	 12月13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至3:30
地點：	 	 和諧徑中心
	 	 	 葵涌石籬(一)邨石安樓地下b2-3室
主禮嘉賓：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
																		香港業學(共濟)分會陳文傑先生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校長區志成先生
																		葵青區議員梁國華先生													

歡迎各界光臨指導﹗

兒童 (治療性) 圖書閣揭幕典禮



						家庭暴力一直是香港其中
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尤其是面
對經濟及家庭結構急劇變化，家
暴的情況更是日益嚴重。可惜，
礙於「家醜不出外傳」的傳統觀
念，受虐者很多時候都不會主動
對外求助；尤其是非主流性傾
向(包括同性或雙性戀)及跨性別
的社群，他/她們在面對親密關
係暴力，甚至是因家人不接納其
身份而引發的家暴時，都會因擔
心被拒絕或歧視而逃避求助，令
其處境進一步被邊緣化。就此議
題，我們與同志反家暴聯盟進行
了一個訪談，以進一步探討非主
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面對家暴
的情況。

	 同志反家暴聯盟(下稱聯
盟)	的成員煒煒表示，她們的組
織一直都有收到非主流性傾向及
跨性別社群因取向或身份不被家
人接納，而承受家人精神、甚至
身體暴力對待的個案。她歸納此
類家暴個案往往因應受虐者年紀
之長幼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如
受虐者較為成熟，家人往往以斷
絕關係或趕走受虐者、令其無家
可歸作施壓；反之，如受虐者年
紀較輕，家人則多以經濟或社交
封鎖之方式脅迫。例如聯盟之前
曾接觸一個來自單親家庭18歲女
生的個案；女生同志身份被知悉
後，不但遭爸爸責罵及虐打，更
被撕爛所有中性打扮之衣物及反
鎖於房內數日，藉以脅迫其改變
同志身份。最終，女生唯有假以
答應改變，再離家出走。有時，
社會上其他的權力單位或組織甚
至會成為此類操控式家暴個案的
幫兇。就如聯盟之前曾接觸的個
案，當中一對中學女生的情侶關
係被家人知道後，家人不單對女
生作出社交封鎖，不准女生在上
學以外的時間外出，更要求校方
配合於校內監控女生的一舉一
動，包括不准兩位女生在校內接
觸及外出午飯，以終止她們的交
往。聯盟指，此個案不但反映家
庭對同性關係不接納而產生的暴
力操控行為，學校的配合更突顯
出教育界、以至整個社會對非主

流性傾向社群的排斥，甚至將社
群因身份或取向而承受的家暴合
理化，進一步深化社群所遭受的
歧視。

	 			
						聯盟反映，相對朋友或同
事，家人往往是最困難去接受
非主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的一
群。有些父母能接受社群作其朋
友或同事，看似開通；但當涉及
自己的家人，甚至是子女時，態
度便完全的相反，十分抗拒。煒
煒分析，這種態度上的反彈往往
是源於家人，尤其是父母，一相
情願地將家人/子女當作要跟從
自己想法的附屬品，而非獨立個
體；他/她們很多時都忽略或漠
視家人/子女的意願，或不願意
接受家人本身的身份或取向，加
上不善溝通，只管以打罵或操控
等方式脅迫家人/子女改變，最
終演變成家庭暴力。

	 雖然許多非主流性傾向
及跨性別社群都面對著不同程
度的家庭暴力，但他/她們的求
助率仍然偏低。聯盟解釋，社群
不傾向主動對外求助，很多時是
因為對社區資源的認知度不高，
不知道如何尋求協助；但更多時
候是因為害怕受到服務提供者的
歧視。煒煒表示，不少社工都對
非主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所面
對的家暴認識不足，缺乏理解，
以至否定社群所面對的壓力。此
外，有些社工仍然對非主流性傾
向及跨性別社群存有歧視；面對
社群的求助時，將重點放在說服
或改變社群的取向上，而非處理
其面對的家暴問題，令求助者感
覺不被理解，甚至感覺被指應為
家暴負責，因而令其拒絕求助。
有時，就算社群願意踏出第一步

向外求助，其需要亦得不到社會
的正視及回應。例如，早前一宗
相關同性家暴之個案，即使案主
主動報警求助，但警方只列作普
通爭執案件處理，而沒有為案主
轉介現行適切家暴個案需要的服
務。由此可見，即使大眾普遍對
家暴的意識提高，但礙於對非主
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的否定及
排斥，社會對其面對之家暴的認
知仍然不足，甚至存在漠視的心
態。

	 要改善情況，聯盟建議
可從加強對前線處理家暴個案社
工的教育入手，提升他/她們在
處理非主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
家暴個案時的敏感度，減少社群
在求助時面對的壓力及歧視，以
鼓勵社群求助。但要徹底解決問
題，煒煒認為始終要從社區教育
做起。她指出，雖然《家庭及同
居關係暴力條例》已於2010年1
月生效，將保障範圍擴展至包括
同性同居伴侶，但政府並沒有作
資源上的配合。現時社署並沒有
資助同志家暴的教育工作，令推
行相關持續公眾教育的工作存在
困難。聯盟相信，唯有透過教育
改善社區對非主流性傾向及跨性
別社群的排斥，終止對社群的不
平等對待及歧視，社群才會敢於
求助，打擊家暴。

	 其實，非主流性傾向及跨
性別社群因取向或身份而承受之
家暴是可以終止的。聯盟表示，
過往曾接獲過一些個案，因父母
一時未能接受子女同志身份，而
衝動地做出過火的行為，造成彼
此關係永久的缺裂。煒煒建議，
如一時未能接受家人的性取向或
性別身份，可先給自己冷靜思考
的時間，並嘗試放低接受或不接
受家人取向的問題；反之，應檢
人之關係，反思家人在性或性別
身份上的取向是否真的比彼此關
係更為重要，切勿因一時之氣而
說/做出破壞彼此關係的說話/行
為。珍惜與家人的親情，以愛與
接納建立一個和諧而共融的家。

正視非主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面對的家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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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

於過去4個月，中心舉辦了「家長反斗城	-	
管教技巧」、「見焦拆焦	-	從焦慮中走出
來」及「為生命喝采」等婦女治療小組，提
升婦女在情緒管理、親子管教、處理家庭關
係及面對逆境方面的能力。同時，中心亦舉
辦了「尋找快樂的奧秘」和「心晴管理人」
等兒童治療小組，協助其處理目睹家暴後的
負面情緒及適應家庭環境的劇變。此外，中
心亦為舍友提供了一
系列的康樂及發展性
活動，如「暑假運
動”型”2014」，以
及「中秋聯歡燒烤」
等節慶活動。
				
兒童治療圖書閣
			兒童在「排排坐．講故事」活動中聆聽故

事表現十分投入，
並會一同參與不同
的延伸遊戲，從而
深化對故事訊息的
理解。

離舍關顧服務
於6至9月期間，我們
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
動，例如以月會形式
舉辦的「姿彩婦女大
使會議」及「巧手絲
襪花」興趣班等。此
外，我們亦透過家訪、朋輩支援關顧活動提
升婦女間的互助，並鼓勵婦女參與推行社區
教育活動，協助宣揚零家庭暴力的訊息，以
提升她們的自信心。

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自強計劃

園藝種植活動：
本中心定期舉辦耕種
活動培訓；在工作員
的指導下，讓婦女與
子女於耕種區種植自
己揀選的種子。透過
「拔去雜草，翻鬆泥
土」，婦女可重新整
理自己的思緒；而「撒上種子」亦寓意為將
來種下希望。
由於宿期短暫，未必所有宿友能享用自己種
植的成果；但能夠讓新宿友享用前宿友種植
的成果，亦是婦女間互相鼓勵的一種，同時
亦為剛經歷家暴的新宿友帶來一絲溫暖。

靜‧悟婦女園藝治療小組：

2014年8月份，中心亦舉辦了「靜‧悟婦女
園藝治療小組」，讓參加者透過園藝活動及
靜觀練習，以五官感受人與自然的聯繫，學
習放鬆，以舒緩情緒壓力。過程中，組員亦
會分享自己的感受，反思家暴的經歷，撫平
心靈的創傷；讓參加者重建對未來的盼望之
餘，亦建立組員間的互助支援網絡，攜手渡
過艱難的時
刻。

「Teen Teen 愛尊線」流動教育服務計劃

在以往4個月內，本計劃為5所學校提供服務，包括「愛情iNG」流動教育劇場、「愛是
懷疑」兩性和諧教育工作坊及「不要激動愛情」兩性和諧教育講座，讓學生明白建立兩性
和諧關係的重要及提升對戀愛暴力的關注。

此外，為讓學校老師及社工對計劃及劇場活動手法有更全面的
認識，我們於7月5日	(星期六)	舉辦了「專業培訓工作坊」，除由
計劃社工分享經驗外，亦邀請了資深戲劇導師帶領劇場體驗活動，
讓老師及社工代入學生的角色親身體驗劇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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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2014深圳反家庭暴力立法研討會

於8月17日，本會出席了「2014深圳反家庭暴力立法研討會」
，	並以「專業服務機構在家暴立法體系中的角色:	香港「和
諧之家」的經驗」作主題發言，分享和諧之家在政策及法例
倡議的經驗，同時瞭解深圳的家暴防護服務及立法情況，促
進兩地交流。

警察學院學員培訓

同月，我們亦到警察學院為191名學警提供
專業培訓，提升前線警員處理家暴個案的
技巧。此外，我們於9月再次應邀為深圳市
鵬星家庭暴力防護中心的同工提供專業培訓，分享我們在
預防及處理家庭暴力方面的工作經驗。

和諧徑中心於7至9月共舉辦了3次親子活動，包括「和諧先鋒同樂日	-	假日農莊」及「香港樂

逍遙」等，讓兒童及家長於悠長假期中，多參與戶外活動，並藉此增加彼此的溝通互動，促進

親子關係。

此外，中心亦於暑假期間舉辦了「樂」趣與我	-	音樂治療小組；透過音

樂、樂器讓孩子抒發情緒，釋放壓力，並透過小組的互動提升孩子的社

交能力及自信心。

而兒童治療圖書閣之親子系列	-「童」你講故事亦已開展，運用簡單文字、比喻、有趣圖像等

帶出故事主旨，讓受情緒困擾或目睹家暴之兒童透過聽、看、想像來吸收故事的正向訊息。

和諧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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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專業培訓及交流



「跨越性別  家愛同行」計劃                                     由平等機會委員會贊助

香港雖為國際大都會，但社會對非主流性傾向（如同性或雙性戀）及跨性別社群仍然存在很多歧視
及謬誤。正因如此，他/她們往往在生活上各範疇，如職場及社會服務使用上等，都未能得到平等
的待遇。很多時候，其取向或身份甚至得不到家人的接納，而承受家人的精神、甚或身體的暴力對
待。
有見及此，繼2011年推廣同志平等機會的「平等的六色彩虹路」計劃後，機構將於本年度再度推行
回應非主流性傾向及跨性別社群需要的「跨越性別．家愛同行」計劃。計劃由平等機會委員會資
助，透過舉辦工作坊及相片展覽，以及製作教育性宣傳單張和資訊咭，旨在消除社區對不同性傾向
及跨性別社群的謬誤及歧視之餘，亦給予社群機會與外界分享其面對的困難及感受，讓他/她們的家
人及社區人士明白其處境，以提升社群的家人對其取向及身份的認同及接納。由和諧互愛的家庭開
始，建構一個平等而共融的社會。
計劃活動將於2015年1月開展，具體內容將於稍後公佈。欲了解詳情，請致電23420072或電郵

至hhcerc@harmonyhousehk.org與機構職員聯絡。

服務動向

為支援學校老師及社工協助受兩性關係或戀愛暴力困擾的學生，「TeenTeen愛尊線」流動教育服務
計劃將舉辦「預防戀愛暴力」戲劇體驗工作坊，讓中學老師及學校社工親身體驗「兩性教育」及「

預防戀愛暴力」的戲劇活動及流動教育服務，以支援其專業發展。工作坊的詳情如下:

「預防戀愛暴力」戲劇體驗工作坊

	日期:	11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	至	5:00
	地點:	和諧一心家暴防治中心
							觀塘樂華(南)邨安華樓地下B翼
	對象:	中學老師及學校社工
	如欲查詢或報名，請致電23420072與鄭小珍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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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非牟利團體轉載,版權為本會所有,如需轉載,須先得本會同意並註明出處

捐款鳴謝
                         捐款及捐贈物資鳴謝
                      (由2014年7月-2014年10月)月)

活動預告

「Teen Teen 愛尊線」流動教育服務計劃

Chan Man Kit Mark
Cheng Kwan Hung Jacob
Cheng Yiu Shing
Commercial Radio Productions Limited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Ko Woo Shin Ching Patricia
Lee Ka Shing
Liu Sai Yuen
Mok Lau Mee
Ng Yuet Mui
Quality Education Fund

So Sau Lai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The Jigme Charitable Foundation
翔栢有限公司

Ann St. John
Helping Hand
Skin Corner Ltd
Sunshine Action Ltd

電話:2342	0072
傳真:2304	7783
電子郵件:hhcerc@harmonyhousehk.org

	督印人:	陶后華
	編輯及設計:	黃慧欣、彭曉慧、馬曙文
	出版:	和諧之家社區教育及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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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們

捐款及義工表格

作為一所專門處理家庭暴力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和諧之家一直致力為家暴受害人提供適切
的輔導及治療服務，推廣和諧及健康的家庭關係。由1985年成立全港首間為受虐婦女及其子
女提供服務的庇護中心開始，機構至今已發展成為一站式的家暴防治中心，服務包括預防性社
區教育工作、受虐及施虐者輔導、兒童目睹家庭暴力輔導及親職技巧訓練。此外，機構亦為跨
專業人士提供培訓，並倡議政策及法律的改革。

歡迎加入義工行列或捐助我們，獻出關懷與愛心，
我們需要您的參與，一同宣揚「反家庭暴力」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