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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香港保护儿童及防治家庭暴力问题的策略

• 多专业合作处理怀疑虐待儿童事件的程序

• 与保护儿童相关的法例及实施

–《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 多专业合作处理家庭暴力个案的程序及有
关法例

–《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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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及防治家庭暴力的策略

专门服务

处理危机

及早识别

支援家庭

宣传教育

预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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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合作
处理怀疑虐待儿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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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工作的原则

儿童为重、安全为先

家庭参与

多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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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儿童的定义

虐待儿童是指人们（单独或集体地）利用本身与儿童之间
权力差异的特殊地位（例如年龄、身分、知识、组织形式）
使儿童处于一个易受伤害的境况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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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免受虐待 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
(2020年修订版)

广泛而言，
虐待儿童是指对十八岁以下人士

作出／不作出某行为
以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危害或损害



虐待行为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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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伤害
／虐待

性侵犯

疏忽照顾
心理伤害
／虐待



界定一事件为虐待儿童时的考虑

• 该行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已造成的伤害及
可能造成的影响

• 不是作出／不作出某行为的人是否有伤害儿童
的意图

• 并非要指责涉事的家长／照顾者，或给该家长
／照顾者／儿童一个负面的标签

• 要让涉事的家庭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促使他们
与工作人员合作，运用家庭本身的长处和资源
，尽快妥善处理问题，以确保儿童的身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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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怀疑虐待儿童事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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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可能受虐待的儿童

通报予负责的社会服务单位

负责单位社工进行初步评估及作
出即时保护儿童行动(如需要)

社工、警务人员及医疗人员等就
怀疑虐儿事件进行调查

社会服务单位召开多专业个案会
议讨论事件性质及跟进计划



接受通報及进行调查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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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署
保护家庭及
儿童服务课

• 正处理该家
庭或儿童的
个案服务单
位

• 警务处

• 一般刑事
调查队

• 虐儿案件
调查组



个案主管

• 负责保护儿童调查／跟进保

护儿童个案的社工

• 统筹各项工作，尽可能让儿

童大部分时间均只需要与个

案主管联系，以减轻儿童因

重复描述受虐经历对他们所

造成的压力和创伤

各界别工作人员

• 按其工作岗位、服务范围及
重点，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
的角色

• 主动向个案主管及其他有关
工作人员提供重要的观察或
提出可能需要处理的问题，
共同商讨处理的策略和方式

个案主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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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评估

事件严重
程度

是否有理由相信／
怀疑儿童受到伤害

／虐待？

儿童
受伤害的
危机程度

是否需要采取行
动即时保护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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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保护儿童行动

紧急医疗检验／治疗

其他住宿照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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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长不同意上
述安排?

医院管理局
虐儿个案统筹医生

(安排直接入院)

• 其他亲属家中
• 儿童住宿照顾

服务單位



未能进行初步评估

未能接触
儿童

未能評估

儿童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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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儿童是否
需要保护?



《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
(香港法例第2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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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
(香港法例第213章)

第34(2)条

需要受照顾或保护的儿童或少年指─

a) 曾经或正在受到袭击、虐待、忽略或性侵犯；
或

b) 健康、成长或福利曾经或正在受到忽略或于可
避免的情况下受到损害；或

c) 健康、成长或福利看来相当可能受到忽略或于
可避免的情况下受到损害；或

d) 不受控制的程度达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
到伤害，

而须受照顾或保护的儿童或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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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

儿童

•未满14岁的人

少年

•年龄在14岁或以上但未满18
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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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或少年羁留在收容所

当家长不同意兒童接受其他住宿照顾安排

第34E条

•任何获社会福利署署长以书面授权的人，或警署警长
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均可按规定将儿童或少年带
往收容所或其认为适当的其他地方

•儿童或少年……被带往收容所或其他地方，或获收容
所收容后，如尚未根据第34(1)或34C条就该儿童或少
年向少年法庭提出申请，则必须在48小时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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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或少年羁留在收容所

• 不论第34(1)条有何规定，凡有人根据该条或根据
第34C条向少年法庭提出申请，则不论与该申请
有关的儿童或少年是否有出庭，法庭均可命令将
其羁留或继续羁留在收容所，以便就其作进一步
的查讯，但羁留期由初审时发出命令的日期起计
，不得超过28日

• 此外，如为上述目的而有此需要，法庭亦可在上
述命令有效期间，再下令将该儿童或少年羁留一
段或多段法庭认为适合的时间，但连续羁留期的
总日数在任何时间均不得超过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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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或少年羁留在收容所

根据香港法例第213B 条《保护儿童及少
年(收容所)令》在宪报公布的三间收容所

• 保良局

• 社會福利署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

• 保良局永隆银行金禧庇护工场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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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或少年羁留在医院

当家长不同意儿童接受医疗检验或治疗

第34F(1)条

• 凡第34E条第(1)(a)或(b)款列出的任何情况适用于某
儿童或少年，则在该款提述的任何人如认为该儿童
或少年急需接受内科或外科护理或治疗，可将其带
往医院，而非带往收容所。

第34F(2)条

• 根据第(1)款被带往医院后获安排入院的儿童或少年
，如必需住院接受内科或外科护理或治疗，则在该
段期间，社会福利署署长可将其羁留在该医院内，
随后，社会福利署署长可将其带往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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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评估程序
当未能接触儿童或评估儿童状况

第45A(1)条

• 凡社会福利署署长有合理因由怀疑某儿童或少年需要或
相当可能需要受照顾或保护，则可
a) 促使向任何看管或控制该儿童或少年的人送达通知，规定该人

交出该儿童或少年以供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或认可社工就其健
康或成长情况，或就其所遭待遇加以评估；或

b) 规定任何看管或控制该儿童或少年的人士准许社会福利署署长
观察该儿童或少年的情况。

• 任何人获送达通知，须确保在该通知内指明的时间及地
点，交出该儿童或少年以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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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评估程序

第45A(4)条

• 凡就第(1)(a)款适用的儿童或少年而言 ——

a) 社会福利署署长不能确定根据该款可获送达通
知的任何人的身分或下落；或

b) 根据该款发出及送达的通知，其中关于在该
通知内指定的时间及地点交出该儿童或少年
的规定并无获得遵守，

则为进行该款所规定的评估，社会福利署
署长可将该儿童或少年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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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评估程序

第45A(5)条

• 为进行评估而被带走的儿童或少年，由其
被带走的时间起计，不得被羁留超过12小
时；

• 如进行评估的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或认可
社工有意见，认为为完成评估，需将其羁
留更长的期间，则可将其继续羁留一段或
多段期间，但合计不得超过3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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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进入处所

第34E条及第45A条

• 社会福利署署长或获其为此目的以书面作
一般或特别授权的任何人员，均可进入任
何处所以带走任何须根据该条款处理的儿
童或少年

• 除非社会福利署署长或获授权人员事先获
得裁判官、少年法庭或区域法院为该目的
而发出的手令，否则，不得使用武力进入
上述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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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
第34(1)条

少年法庭在自行动议下，或在社会福利署署长或任何获社会福
利署署长为此目的以书面作一般或特别授权的人，或任何警务
人员的申请下，信纳任何被带往法庭的7岁或以上的人，或任
何其他7岁以下的人是需要受照顾或保护的儿童或少年，则可

a) 委任社会福利署署长为该儿童或少年的法定监护人；或

b) 将该儿童或少年付托予任何愿意负责照顾他的人士，不论该
人 士是否其亲属，或将他付托予任何愿意负责照顾他的机构；
或

c) 命令该儿童或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办理担保手续，保证对他
作出适当的照顾及监护；或

d) 在未有发出上述命令的情况下，或除了根据(b)或(c)段发出
命令外，下令将该儿童或少年交由法庭为此目的而委任的人
士监管一段指明的期间，以不超过3年为限



社署署长作为儿童或少年的
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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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没有向法院申请撤销该法庭命令，由
社署署长作为监护人的法定命令会在该
儿童或少年年满21岁或结婚时终止



作出申请／援引法例前的考虑

• 并非每一宗怀疑虐待儿童或保护儿童个案均须
援引《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或申请命令

• 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家长／照顾者对专业介入的
意见和态度、儿童的安全、心理状况、行为及
意见、事件的严重性等

• 由于法律程序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不良影响（例
如对儿童造成困扰），应先考虑在介入过程中
说服家长／照顾者合作，然后才诉诸法定行动
保护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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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申请／援引法例前的考虑

理据

必须性

相称性适时

福利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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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香港法例第2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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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
(儿童证人的特別作供安排)

控方以儿童的录影会面纪录作为主问证供

辩方使用电视直播联系对儿童证人作出盘问

控方使用电视直播联系对儿童证人作出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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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视直播联系作供

33

证人

一名支援证
人者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香港法例第221章)

第79B条(藉电视直播联系提供的证据)

• 凡一名儿童(被告人除外)将在就以下罪行进行的法律程序
中提供证据，或就根据第79C条所提供的录影纪录证据接
受讯问 ——

a) 性虐待罪行；

b) 残暴罪行；或

c) 涉及袭击、伤害或恐吓伤害某人的罪行，而该罪行——

(i)可循公诉程序审讯；或

(ii)可循简易程序或公诉程序审讯，

• 法庭可应申请或主动准许该儿童藉电视直播联系方式提供
证据或接受讯问，并可施加法庭认为在有关情况下属恰当
的条件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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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第79A条

• 儿童指以下的人 ——

a) 在性虐待罪行的个案中 ——

(i)指不足17岁的人；或

(ii)就第79C条而言，则指不足18岁的人(如接受第79C条适用的录
影纪录的人当其时不足17岁)；或

b) 在本部适用的罪行的个案中(性虐待罪行除外) ——

(i)指不足14岁的人；或

(ii)就第79C条而言，则指不足15岁的人(如接受第79C条适用的录
影纪录的人当其时不足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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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第79B条(藉电视直播联系提供的证据)

• 凡一名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包括是被告人者)

将在就以下罪行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提供证据或就
根据第79C条所提供的录影证据接受讯问 —— (

由1997年第81号第59条修订)

a) 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或

b) 可循简易程序或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

法庭可应申请或主动准许该人藉电视直播联系方式提供
证据或接受讯问，并可施加法庭认为在有关情况下属恰
当的条件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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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第79C条(录影纪录证据)

• 一名成年人与一名儿童(并非被告人)之间的会面
已作录影纪录，而该会面是关于法律程序中的任
何争论事宜，经法庭许可，可提供该录影纪录作
为证据

• 在本条中 ——

成年人指 ——

a) 警务人员；

b) 政府所雇用的社会工作者或临床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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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直播联系及录影纪录证据规则》
(香港法例第221J章)

第3(9)条

• 透过电视直播联系提供证据的证人，须由
法庭可接受的人陪同，并除非法庭另有指
示，否则不得由其他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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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合作
处理家庭暴力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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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合作处理家庭暴力个案

保护家庭及儿童
服务课

主动求助

社会福利服
务单位

妇女庇护中心
／危机中心

地区团体

法院、感化及社会
服务令办事处

传媒 … 

学校

医护人员

政府部门

伴侣间出现暴力

主动求助
/被识别

转介

✓实时介入

✓刑事调查
转介

报警

42

警务
人员



辅导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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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合作处理家庭暴力个案

个案
主管

刑事
调查

证人
支援

医疗检
验及治
疗

房屋
协助

受害人
支援

教育
服务

庇护
中心

经济
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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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为
本个案
服务

由个案主管提供家庭为本的个案服务，同时
协调多专业的介入，照顾受害人、暴力使用者及

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需要

深入辅导

由临床心理学家及
其他专业人员提供

小组辅导

如暴力使用者辅导小组、受害人
的互助小组、目睹家暴的兒童等



《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
(香港法例1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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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
(香港法例189章)

第3条

• 区域法院如应任何人提出的申请，而信纳
申请人的配偶或前配偶曾经骚扰申请人或
某指明未成年人，则不论在有关法律程序
中是否有人正寻求其他济助，法院亦可在
符合第6条的规定下发出强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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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令

➢ 禁制答辩人骚扰申请人[禁制骚扰令]

➢ 禁制答辩人进入或留在申请人的居所
或指定地方[禁制进入令]

➢ (如申请人与答辩人居于同一处)规定
答辩人必须准许申请人进入及留在申
请人及答辩人共同居所或该居所的指
明部份[规定准入令]

(第7A条)法院可同时发出更改或暂停执
行关乎该名儿童的管养令或探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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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署署长核准的计划

•法院可在发出强制令时，规定答辩
人参与以改变导致发出该强制令的
态度及行为为目的并获社会福利署
署长核准的任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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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 (第3条)配偶或前配偶

• (第3A条) 亲属[包括父母(不论是在亲生或领
养关系之下)、继父母、祖父母、子女、孙
儿、孙女、兄弟姊妹、叔伯舅姑姨、甥侄、
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或该等亲属的配
偶，或配偶的上述亲属)

• (第3B条)同居人士及前同居人士:同居关系指
作为情侣在亲密关系下共同生活的两名人士
(不论同性或异性)及包括已终结的该等关系

• 不论答辩人与申请人是否同居一处
49



申请人

• 婚姻或前婚姻关系中其中一方

• 同居关系或前同居关系中其中一方

• 家庭关系等亲属其中一方

• 未成年人(未满18岁) 可经「起诉监
护人」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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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授权书
(第5条)

• 法院可在发出强制令时附加逮捕授权书：

a) 信纳有关的人曾导致受保护的人身体受
伤害；或

b) 合理地相信有关的人相当可能会导致受
保护的人身体受伤害

• 警务人员无需手令，即可逮捕任何他合理
地怀疑在违反该强制令的情况下，施用暴
力，或进入或留在该强制令指明的处所或
地方(视乎强制令的内容而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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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令及逮捕授权书的期限

(第7条)法院可应申请延长强制令或逮
捕授权书的有效期

(第6条)法院认为适当的时间内有效，
但有效期不得超过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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