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3年6月19日 

時間：下午3:00至5:00 

地點：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201 室 



目的 
1. 探討學前駐校社會工作服務的發展方向 

2. 探討如何善用社聯平台以推動服務發展 



背景： 
 業界近年一直倡議學前駐校社會工作，建議在學前期提供
駐校而非轉介模式的社工輔導服務，提供主動及即達的協
助，善用家長信任及容易接觸的學校作平台，主動接觸及
支援有需要的家庭，直接疏解家長正面對的育兒或婚姻壓
力。 

 業界與學前教育界緊密合作，透過不同工作手法，為有需
要的幼兒及其家長提供及時並到位的支援，當中累積的經
驗及智慧，啟發今天的服務發展。 

 社聯亦於過去多年的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中，向社會福利
署建議調撥資源支持有關服務，社署認同服務的重要性，
亦鼓勵業界積極申請獎券基金以開展有關服務。 



社聯曾參與的推動工作 
時期 工作 

2008年起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將之納入「重中之重」項目 

2011年5月 

至11月 

與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CNOPE）合作，展開「學前幼兒發
展研究計劃」 

參與學校：153間（分佈全港18區） 

有效樣本：2,086 

2012年7月 聚焦小組討論： 

中銀香港暖心愛港計劃 - 為幼兒園 / 幼稚園提供駐園社工服務 

參與機構：10 

出席人數：13 

2012年9月 學前幼兒發展研究計劃：研究結果發布會 

電子媒體報導：7 

印刷媒體報導：19 



社聯曾參與的推動工作 
時期 工作 

2012年11月 社情 

幼兒難與同輩相處 家庭所得支援有限 

2013年2月 舉辦優質服務分享2012-13：學前幼兒社會工作分享會 
「黃金六年」廿載情～ 服務的掘起與發展 

出席人數：97 

對整體安排感到滿意及非常滿意：97% 

2013年3月 供稿南華早報：Insights – Put Children First 

2013年5 月 社會發展專題資料--香港兒童概況 

2013年6月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重申此之為業界公認為「重中之重」項目 















2013年6月19日 



幼兒家長求助無門？ 
學前幼兒發展研究計劃 目的： 

 2012-09-23 

 負責研究機構 

 

1. 探討3至6歲幼兒的發展狀況 

2. 探討相關狀況與其家庭處境
及功能的關係 

3. 檢視進一步強化促進幼兒發
展的服務空間 



幼兒學校對家長提供的支援 

 幼兒學校有助家長面對親職挑戰： 

 88%家長：學校「常常」或「很多時」讓他們知道子女在校情況； 

 73%的家長：學校會「常常」或「很多時」讓他們認識到更多幼兒
成長的需要； 

 68%家長：學校會「常常」或「很多時」讓他們認識到更多管教子
女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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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區網絡、專業人士及團體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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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可以找到的協助十分
有限： 

 47%受訪家庭在有需要時，
「很少」或「從來沒有」得
到親友、或親屬以外人士或
團體的協助； 

 51%受訪家庭在有需要時， 

「很少」或「從來沒有」得
到專業人士協助改善管教子
女技巧； 

 80%受訪家庭在有需要時， 

「很少」或「從來沒有」得
到專業人士協助去應付婚姻
或家庭問題。 

∆分析樣本不包括「沒有需要尋求支援的家庭」 



宜多加善用幼兒學校平台，為有需
要家庭提供專業支援 
研究發現： 香港現況： 

 雖然很多受訪家長同意幼兒
學校有助他們認識到更多幼
兒成長需要及管教子女技巧，
但絕大部份家長表示，於面
對管教子女或婚姻問題時，
難以得到專業人士協助。 

 有關發現顯示，家長期望得
到進一步的專業輔導服務，
幼兒學校基於資源所限，提
供的有關支援不足以應付家
長所需。 

 

 香港的中小學均設有駐校社
工服務，為學生及家長提供
專業輔導，並為教學團隊提
供全方位支援。 

 唯獨於兒童發展最為迅速的
幼兒期，政府未有安排駐校
社工服務，令有需要家庭
（如雙職、長工時、以及亟
待支援但不願或不懂求助的
家庭）難以得到及時的專業
支援。 

16 



優質服務分享2012-13 



學前幼兒社會工作發展 
關注點  模式 

家庭 

個案輔導 
幼兒輔導 

幼兒 

成長小組 
親職教育 

親子活動 
SEN及早 

識別及介入 

老師培訓 
建立社區 

互助網絡 

教育 

全人發展 

社會工作 

處理及預防 

社會問題 



學前幼兒社會工作倡議方向 
駐校模式 跨專業協作 

直接自然 

無標籤 信任基礎 

社工 

老師 

醫生 

臨床心

理學家 
教育心

理學家 

職業 

治療師 

物理 

治療師 

言語 

治療師 



以

家

為

本 

1. 以消弭家長壓力為原則及目標 
 

 認清問題的本質：「幼兒行為問題」
的起因？ 

 家長生活壓力？家庭氣氛？ 

 家長育兒認知不足？他們需要怎樣的服務／
協助？ 

 體恤收入／入不敷支幼兒家庭的限制 

 工時？教育背景？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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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家

為

本 

2. 提供主動及即達的協助 

 

 駐校而非轉介模式的專業社
工服務 

 善用家長信任及易達的學校作平台，
主動接觸及支援有需要的家庭，直
接疏解家長正面對的育兒或婚姻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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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家

為

本 

3. 支援老師以支援家長 
 

 提高前線教師對幼兒家庭因素對
幼兒成長影響的敏感度； 

 協助老師鼓勵家長尋求專業協助； 

 協助老師參與及配合整體家庭輔
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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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學前幼兒社會工作 

• 家長支援 

• 幼兒情緒/行為問題評估與介入 
社工專職專責？ 

•學前幼兒發展的特質 

•幼稚園/幼兒園的環境 

駐校… 

中小學社工微型版？ 

• □幼師 + ○社工 + ▽其他專業 

• 專業道德：中立平行 投入超然 

多專業協作… 

協作什麼？如何協作？ 

• 知識要求：幼兒發展 + 幼兒輔導 + 家庭輔導 

• 專業督導支援/發展 

服務提供者的條件… 

社工訓練的強處與限制 



挑戰及機遇 
挑戰 機遇 

服務中斷： 

• 中銀香港暖心愛港計劃
幼稚園駐校社工於2013

年8月完結（15間機構
正為68間幼稚園／幼兒
學校提供服務） 

過去兩年業界已於不同區域試行
不同的服務模式，累積了一定實
務經驗。 

 

集思點： 

有訴求無數據… 提出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的服務建議 

1. 業界服務檢討結果整理 

2. 服務優化建議 



挑戰及機遇 
挑戰 機遇 

政府已推動之早期介入政策及服務： 

•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CCDS）
在2012 至 13 年度全面擴展至
全港 18 區，社署已獲額外資源，
增加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人手，
以應付擴展服務所帶來的工作
量。 

 服務對象是使用母嬰健康院
服務的家長，因此，在職母
親若不到訪母嬰健康院，便
可能無法接受服務。 

強調服務接合面（Interfacing）： 

1. 家長於幼兒歲半後很少再到訪母
嬰健康院 

2. 幼兒發展及行為問題多於兩歲入
學後方轉趨明顯 

3. 幼兒發展及行為問題帶來管教壓
力，容易觸發心理社會狀況較弱
勢的家庭危機 

4. 家庭的心理社會狀況是影響兒童
健康和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但
有關狀況往往於家庭受壓時方會
具體展現 

集思點： 

1. 理想的「CCDS+駐校社工」服務接合（Interfacing）模式 



謝謝！ 

查詢： 

姚潔玲（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發展總主任） 

電話：2864 2936 

電郵：karen.yiu@hkc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