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親密伴侶暴力對待是危害婦女健康的主要成因……影響之深遠超越於當前的傷害，還會

對經歷事故的婦女造成破壞性極大的後果，更會為目睹暴力行為的人士（尤其是兒童）帶來

創傷性的影響……暴力行為侵犯婦女基本人權，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採取堅定決心，及透過社

會各界的法律和民間行動，消除有關的暴力問題……」

世界衞生組織，2005年

香港婦女安全：消除家庭暴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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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席寄語

家庭暴力是一個涉及多範疇的問題，對個人、家庭和社會均會造成創傷性的影響。在過去數

年，家庭暴力一直是公眾關注的課題。世界衞生組織（世衞）認為「暴力對待婦女」屬公共

衞生和人權的問題，並認同以公共衞生模式，利用跨專業合作和集體行動預防有關暴力。

作為促進香港婦女福祉和權益的中央機制，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提倡上述模式，並著手

推動各界以多層面及跨界別的方式消除社會上的家庭暴力。在深入研究課題並與有關的持份

者詳細討論後，婦委會制訂出一個多範疇的策略以打擊家庭暴力，並於2006年1月發表題為

「香港婦女安全：消除家庭暴力」的報告1(2006年報告)，提出一系列建議。

報告發表後，我們打擊家庭暴力的工作並沒有因此停下來。我們繼續密切地跟進相關政府部

門、福利服務機構、婦女組織及其他相關團體的工作，爭取他們支持落實婦委會的建議，並

監察新推行的措施。

我謹代表婦委會感謝各持份者和夥伴在打擊家庭暴力方面的堅毅承擔和所付出的努力。2006

年報告提出的多項建議已獲採納，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支援服務亦已在多方面得以加

強，實在令人欣慰。本報告旨在概述過去三年各方取得的進展，以及提出進一步提升香港婦

女安全的未來路向。

只要我們齊心協力，便可以為香港婦女和所有港人締造更安全的環境。期望各位繼續支持我

們的工作，及提供寶貴意見。

高靜芝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2009年8月

1 報告可於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safety_chinese_final.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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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言

保護婦女免遭暴力對待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北京行動綱領》的其中一大

承諾。作為促進香港婦女福祉和權益的中央機制，婦委會亦將婦女安全列為其首要工作之

一。婦委會自成立以來已檢視了有關家庭暴力的各項政策、服務及法律，與有關政府決策局

和部門詳細討論有關課題，並就如何打擊家庭暴力提出多項建議。

在2004年4月發生的天水圍倫常慘案，引起公眾極度關注有關保護有危機家庭的措施和資源是

否足夠和能否帶來成效。其後，婦委會成立了專責工作小組，與所有相關持份者進行檢討。

根據收集所得的意見，婦委會制訂出一個多範疇的策略以打擊家庭暴力，並於2006年1月發表

題為「香港婦女安全：消除家庭暴力」的報告。

婦委會在2006年報告中提出多範疇的策略，旨在－

(1) 透過預防、及時介入、增強受害人能力及社區教育消除家庭暴力；及

(2) 倡導性別意識、兩性平等與相互尊重，並在過程中加入男性的參與。

婦委會共提出21項具體建議，當中涉及法律改革、服務、宣傳、專業知識分享、記錄及研

究、醫院、衞生及醫療界別、性別觀點主流化和性別課題相關的培訓、早期識別與介入，以

及社區網絡。

自2006年報告發表以來，政府、公共機構及有關非政府組織均作出積極回應，並落實推行婦

委會提出的多項建議。行政長官在2006-07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新措施，推動立法改革及加

強打擊家庭暴力的各項措施－

「我們準備對《家庭暴力條例》提出修訂，配以一系列預防、支援及專門服

務，包括強化社會福利署的二十四小時熱線服務、設立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

受害人服務的危機支援中心、並為受害者家庭成員提供支援。另外會加強婦

女庇護中心功能，繼續推動建立互助網絡，並主動接觸高危家庭，及早介入

處理他們的問題……」

過去三年取得的主要進展包括：修訂《家庭暴力條例》（《條例》）、警方推出處理家庭暴

力個案的改善措施、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福利服務和支援及為施虐者提供輔導、透過公

眾教育及培訓前線專業人員使公眾更加關注家庭暴力問題及其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嚴重影

響等。此外，不少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及婦女組織亦分別在社區和鄰里層面推出多項計劃

和活動，以及其他教育和支援項目，以配合政府在強化社區支援網絡及增強公眾對家庭暴力

意識方面的工作。

家庭暴力是以性別為核心的多層面的問題。社會各界必須攜手合作，從性別角度有效地打擊

有關問題。展望未來，婦委會將繼續監察及評估各方面的進展，為政府落實跨專業策略提供

意見和支援。我們亦會與各相關持份者及其他社區夥伴緊密合作，加強透過以協調性社區介

入方法打擊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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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社署）亦根據經該署或福利機構處理過的虐待配偶個案，收集另一套統計數

據。據社署資料，接報的虐待配偶個案數目從2005年3,598宗增加至2007年6,404宗。2008年

亦接獲6,843宗個案，較2007年上升6.9%。

資料來源 : 社會福利署 

接報的家庭暴力案件數目上升，顯示家庭暴力仍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亦反映有更多受

害人願意主動尋求協助。當中有賴警方加強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措施，社署及非政府組織亦

加強主動接觸高危家庭，鼓勵有需要家庭及早處理有關問題。透過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社

會對家庭暴力問題，以及家庭暴力受害人可獲得的支援和補救措施已更為明瞭。

婦委會會繼續監察家庭暴力案件的趨勢，評估各項措施是否奏效，並因應社會變化而調整處

理家庭暴力的策略。

圖2：虐待配偶個案(首次向社會福利署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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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警方接報的家庭暴力案件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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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接報的家庭暴力個案數目呈上升趨勢。

警方一直有統計其接獲舉報及曾處理的家庭暴力個案數目（包括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根

據警方的資料，接報的家庭暴力案件數目從2005年2,628宗增加至2007年7,509宗。但上升趨

勢已見回落跡象，2008年警方所接獲的案件數目已減少至7,278宗，較2007年下降3.1%。

資料來源 : 香港警務處

4. 現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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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展情況

為跟進落實多範疇策略及打擊家庭暴力的21項建議，婦委會不時邀請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出席

例會，以進一步討論和交流意見。婦委會的增強能力工作小組2亦與有關政策局／部門和持份

者分別舉行多次交流會，了解各方打擊家庭暴力工作的最新進展。在2008年3月17日及18日

舉行的分享會上，共有26個婦女組織／非政府組織／福利機構3出席，講解其團體為消除家庭

暴力所推行的多項工作的最新情況。

本節所載的工作進展是根據政策局／部門及各持份者於上述會議和分享會上所提供的資料，

以及參考其他公開文件所得。

2  增強能力工作小組是婦委會四個工作小組之一，負責領導有關增強婦女能力（包括婦女安全）的策略及行動。小組的成員  

   名單載於附件1。
3  參與分享會的持份者名單載於附件2。

5.1 法律改革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中建議，政府應檢討《條例》，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更有效的保護，

推展反纏擾行為立法建議，並將早期介入計劃納入執法及司法程序。具體建議如下－

#  1.1 

擴大「被保護人」範圍至前配偶或前同居者

婦委會建議擴大「被保護人」範圍，使根據《家庭暴力條例》頒發的不准騷

擾令亦適用於前配偶和前同居者

#  1.2

探討擴大「被保護人」範圍

 

婦委會建議長遠來說應探討須否將下列人士納入「被保護人」範圍（按優先

次序排列）：

• 姻親關係的人士（如公婆或岳父母及兒媳或女婿）

• 住在同一住戶的人士，但不包括僱員、房客、寄宿者或寄膳者

#  1.3

將逮捕權書附加於不准騷擾令內，以擴大逮捕權力，從而涵蓋實際身體傷害

以外形式的暴力行為

婦委會建議將「曾導致身體受傷害」更改為「曾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這

樣可在威脅使用暴力或導致受害人精神受傷害的情況下附加逮捕權書。

#  1.4

推展反纏擾行為立法建議

婦委會建議政府推展反纏擾行為立法建議，以涵蓋非身體形式傷害的家庭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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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法院轉介施虐者至施虐者輔導計劃

婦委會建議法庭增加施虐者輔導計劃轉介。

#  1.6

加強推廣施虐者輔導計劃

婦委會建議社會福利署加強推廣施虐者輔導計劃給有關人士，並對其效能進

行評估，以發展長期持續性計劃。

自2006年的進展

《條例》以強制令的形式提供民事補救措施，主要讓某些有特定關係的人士及其子女，免受

另一方的騷擾。政府在全面檢視《條例》後，於2007年6月向立法會提交《2007年家庭暴力

(修訂)條例草案》，在以下範疇作出改善－ 

(a) 「受保護人」的範圍從配偶和異性同居者，大幅擴大至前配偶和前異性同居

 者、直系和延伸家庭成員，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 孫、孫

 女、 外孫、外孫女、兄弟姊妹、叔伯舅姑姨、甥姪、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

 妹、或該等親屬的配偶，或配偶的上述親屬，不論他們是否與施虐者同居一

 處；

(b) 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現可由其「起訴監護人」代為申請強制令，免受其父

 母、兄弟姊妹及指定直系和延伸家庭成員的騷擾，不論他們是否同居一處。

 此外，法院在發出禁止進入令時，亦可更改或暫停執行關乎相關未成年人的

 原有管養令或探視令；

(c) 如法院信納施虐者曾導致申請人或有關未成年人身體受傷害，或合理地相信

 施虐者相當可能會導致申請人或有關未成年人身體受傷害，則法院可在發出

 強制令時附上逮捕授權書；

(d)  強制令和逮捕授權書的最長限期已由6個月延長至24個月；及

(e)  法院根據《條例》頒發禁制騷擾令後，可規定施虐者參與獲社署署長核准的

 反暴力計劃。反暴力計劃旨在改變導致施虐者獲發出該強制令的態度和行

 為。

政府已採納我們的建議，而新修訂條例已於2008年8月1日實施。政府亦承諾進一步修訂《條

例》，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其適用範圍。至於反纏擾行為立法，政府則仍在檢討中，沒有多大

進展。

就婦委會提出有關鼓勵法院增加施虐者輔導計劃的轉介及加強推廣有關計劃的建議，社署於

2006年1月至2008年3月與香港家庭福利會聯手推行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藉以在本港推動

施虐者輔導計劃的發展，及找出治療不同背景的施虐者的有效方法。由本港及海外學者、精

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及社會工作者（社工）組成的諮詢小組成立，為先導計劃的發展提

供意見和督導。在先導計劃進行期間，共舉辦了33個輔導小組（包括三個為女性施虐者而設

的小組），合共有267名施虐者參加。為鼓勵轉介更多施虐者參加施虐者輔導計劃，社署於

2006年12月安排了一次簡介會，向32名法官及司法人員介紹該計劃，以協助法院考慮在適當

情況下，轉介被判感化令的施虐者參加施虐者輔導計劃。社署亦在中央和地區層面為可能提

供服務轉介的機構舉行簡介會。

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在2008年3月完成後，社署在諮詢小組協助下進行評估研究。研究結果確

認施虐者輔導計劃在改變施虐者的態度和意識方面的確實貢獻，而社署和非政府組織亦可利

用先導計劃累積的寶貴經驗作為借鏡，以進一步發展施虐者輔導計劃。社署更舉辦簡介會，

邀請社工和其他人士分享心得。社署亦為有關專業人士編撰了使用手冊，分享從施虐者輔導

先導計劃所累積的經驗。

此外，為配合《2008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的實施，社署制訂了新的反暴力計劃，以幫

助施虐者改變其暴力態度和行為。反暴力計劃與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區別在於前者為虐待成年

人和兒童的施虐者提供心理教育，旨在防止暴力和虐待行為再次發生；後者則主要處理虐待

配偶的行為。反暴力計劃的核心部分包括建立關係和承擔責任、控制和監察暴力行為、了解

暴力行為的發生、認識自我、訓練和建立技巧，以及防止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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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委會的評論

我們歡迎《條例》的修訂，以大幅擴大了受保護人士的範圍，大力加強對兒童和家庭暴力受

害人的保護。我們亦歡迎政府承諾進一步修訂《條例》，將同性同居者納入保障範圍。就

此，我們亦非常欣賞改革家庭暴力條例聯盟等多個婦女權益組織鍥而不捨的精神，不斷為政

府推展立法改革提供具建設性的意見。

然而，政府仍需在其他範疇繼續跟進。我們促請政府加快行動，盡早提交反纏擾行為的立法

建議，以涵蓋身體傷害以外的家庭暴力。政府亦應留意其他海外的司法管轄區在設立家庭暴

力專責法庭方面的發展，並考慮在香港引入這方面的經驗的可行性，以協助法院處理家庭暴

力案件，為受害人提供更佳的支援。

過去數年，施虐者輔助計劃的發展和推行取得重大進展，我們對此甚感欣慰，亦會全力支持

政府及社福界繼續致力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鼓勵社署更積極地向施虐者推廣各項計劃，幫助

他們打破暴力循環。

5.2 服務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婦委會建議，要有效並果斷地解決香港的家庭暴力問題，重點在於識別施虐者，並為他們提

供適當的服務，當中包括–

#  2.1

通過施虐者輔導計劃阻止暴力跨代相傳

婦委會建議本港防止家庭暴力的相關團體認識有關暴力跨代相傳的情況以及

如何阻止此種情況。因此必須強調在向受害人提供服務時，識別潛在和實際

施虐者，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服務。

婦委會建議社會福利署考慮如何解決曾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的需要，並開發

計劃以幫助他們及其家庭，從而打破暴力循環。

#  2.2

關注施虐者輔導計劃

婦委會建議參照外國經驗，在本港建立有效的施虐者輔導計劃。

#  2.3

受害人支援及善後服務

婦委會建議社會福利署監察受害人離開婦女庇護所後的情況，以提供支援和

及時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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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的進展

關於「施虐者輔導計劃」與「反暴力計劃」的進展情況已於上一節詳述。 

我們知悉政府在過去數年投放了額外資源，加強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預防、支援及專門

服務。舉例來說，政府已提供額外撥款，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和有需要家庭的直接支援，

當中包括增加社工人手及臨床心理服務、提升社署的熱線服務、增加婦女庇護中心的宿位及

支援服務、增設主要以性暴力受害人為對象的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芷若園）、開展家庭支

援計劃接觸高危家庭，以便及早介入、繼續加強宣傳運動及公眾教育，以及提升前線專業人

員的培訓等。社署亦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特別是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的臨床心理支援，

以助減輕對受害人以及受害家庭的兒童所造成的深遠負面影響。

婦女庇護中心一直為經歷嚴重個人或家庭問題、又或遭受家庭暴力威脅的婦女提供臨時住

所。中心的社工會與受害人商討，在充分考慮受害人的意願及安全後，協助他們計劃離開中

心後的安排，例如申請體恤安置、搬遷至其他租住單位、與娘家、親戚或朋友同住等。庇護

中心亦會透過不同方式為受害人提供跟進服務，包括電話聯絡、進行家訪，以及安排她們參

加朋輩支援小組等。相關的庇護中心亦會為有關受害人撰寫簡短報告，交給負責跟進的服務

單位，以確保受害人的需要得到周全的照顧。

行政長官於2008年10月發表的2008-09施政報告中，宣佈政府會提供額外資源，增加保護家

庭及兒童服務課和臨床心理服務課的人手，進一步發展施虐者輔導計劃，以及加強對婦女庇

護中心及各類危機中心的支援。除了政府的努力外，我們知悉香港家庭福利會、和諧之家及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等許多非政府機構亦為施虐者提供不同的治療計劃。

在2009-10年度，社署獲總額17.8億元的年度經常撥款，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和有需要家庭提供

支援及服務。

婦委會的評論

對於政府採取措施進一步強化對家庭暴力受害人和有需要家庭的直接支援，我們除予以肯定

外，亦促請政府繼續監察服務需求，提供足夠資源以滿足這方面的需要。

5.3 宣傳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宣傳工作有助提高公眾對家庭暴力的認識，改變社會的態度，提供相關法律途徑和有關服務

方面的資訊，和鼓勵及早識別虐待個案。我們相信應在這方面加倍努力。 

#  3
改變態度，傳播資訊

婦委會建議所有相關團體共同努力提高意識，改變社區的態度，提供相關法

律途徑和服務的資訊，並鼓勵早期識別虐待個案。

自2006年的進展

為協助提高公眾對家庭暴力問題的關注，婦委會於2006年6月製作並推出了兩套名為「暴力

『零』容忍　婦女『零』傷害」和「家庭關愛　幸福滿載」的宣傳短片。婦委會亦於2008年

3月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下推出有關「預防家庭暴力」的課程，概述本港的家庭暴力情況、現

行法律架構及有關服務、不同類型家庭暴力的特徵及處理方法，以及如何在家庭內培養健康

和諧的關係。

婦女事務委員會「暴力『零』容忍•婦女『零』傷害」宣傳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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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府方面，社署自2002年起推出「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的宣傳活動，包括舉辦一系

列全港性和地區性的計劃，當中有講座、研討會、工作坊及展覽等，以促進公眾關注家庭暴

力所造成的嚴重禍害，鼓勵有需要的家庭及早求助，以及宣揚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過去三

年，社署亦製作了一系列電視及電台宣傳片，其中包括「停止一切家庭暴力」和「鄰居遇到

家庭暴力　請伸出援手」。此外，自2007年6月起，社署亦製作資料套廣為派發，以協助家庭

暴力受害人了解他們的權利、法律所賦予的保護，以及社區現行所提供的支援服務。《2008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於2008年8月生效後，政府亦加強宣傳工作，加深市民認識大幅擴

大保障的新法例，以及在該條例下「騷擾」這應用廣泛的概念。

除了政府的努力外，不少婦女團體及非政府機構亦積極採取行動，發起各項宣傳工作。部

分團體出版了各類有關防止家庭暴力的資料冊，例如群福婦女權益會出版了一本“逃生手

冊”(俗稱“走佬書”)，就受害人如何應付及逃離家暴威脅提供建議。該會亦計劃印製郵簡，

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向警方報案。開設婦女庇護中心的非政府機構亦扮演重要角色，提高社

會對家庭暴力的認識，並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資訊及援助。部分非政府機構及婦女團體，

如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明愛向晴軒、東華三院芷若園等，均設立了熱線協助家庭暴力受害人

及面臨家庭危機的人士。

婦委會的評論

我們歡迎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積極進行宣傳工作，並鼓勵社會各界攜手合作，發揮協同效應。

婦委會亦建議家庭議會考慮加強在社區推廣和諧家庭及社會核心價值，鼓勵學校將兩性平等

的核心價值納入課程，培養年輕一代關愛及相互尊重的精神。

5.4 專業知識分享、記錄及研究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婦委會建議所有持份者應研究如何匯集和不斷更新處理家庭暴力的優良措施；積極與專業人

員和持份者作經常性交流，並不斷互相學習，包括參考國際經驗。 

#  4.1

分享專業知識及優良措施

婦委會建議建立分享專業知識及優良措施的平台。

#  4.2

加強警方調查方法

為法庭搜集足夠證據是加強對施虐者調查和檢控能力的重要部分。婦委會建

議警方透過重新設計的備忘卡／檢視清單，以加強現有調查程序。

#  4.3

為法庭收集證據

婦委會建議相關團體編寫有關記錄家庭暴力證據收集重要性的手冊，以教育

相關人士，特別是受害人、專業人員和相關團體。

#  4.4

研究和資料庫分享

婦委會建議建立一套系統，協助並分享家庭暴力研究及資料庫資訊。

自2006年的進展

社署已成立多個跨專業小組（即中央層面的關注暴力工作小組、地區層面的處理家暴地區聯

絡小組及個案層面的多專業個案會議），以助參與解決家庭暴力問題的不同政府部門、專業

人員及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並以此作為平台，讓不同專業人員和持份者分享專業

知識及良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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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社署及警方的官員亦不時出席論壇，並為社會各界（包括立法會、政府諮詢

組織、相關專業人員、非政府機構及婦女團體等）舉行簡介會，向有關各方簡介處理及防止

家庭暴力的政策、策略及措施，同時利用有關平台收集和交換意見。他們亦積極參與本身或

其他非政府機構／社區組織籌辦的各項打擊及預防家庭暴力的宣傳運動、講座及其他活動。

社署定期為社工及相關專業人員（包括教師、幼兒服務人員、醫護人員及警務人員）安排培

訓計劃，提升他們處理家庭暴力的專業技能。社署亦不時出版並更新有關專業人員的相關程

序指引，藉以加強跨專業合作處理家庭暴力個案。有關指引已上載至社署網站以便相關專業

人員參考。

警方亦考慮了婦委會的意見，自2006年11月起推出了一系列改善措施，提升在處理和調查家

庭暴力案件時的反應和能力，詳情如下－

(a) 為加強對前線人員的督導及在現場妥善處理案件，一名警長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

 會被派往現場負責初步調查。警方亦設計及引入多項風險評估工具，包括「轉介緊

 急服務評估表」和「行動清單」，協助警務人員識別危機因素，更全面了解有關家

 庭的狀況，從而掌握較充分的資料，決定是否需要安排緊急轉介（如安排受害人入

 住婦女庇護中心或聯絡社署的外展隊提供即時危機介入）；

(b) 自2006年10月起，社署為警方設立一條24小時直接轉介熱線，以便警方處理緊急

 及高危案件時尋求專業意見和得到社工即時支援。如有需要，社工更可與警方一起

 執行外展工作和處理危機；

(c) 為協助及早識別高危案件，警方於2005年3月建立「家庭暴力資料庫」。為加強監

 督和管理高危案件，警方更在「家庭暴力資料庫」中設立警誡系統，當發現任何在

 12個月或以內重覆發生的家庭暴力個案時，系統會自動向負責監督的警務人員發出

 警報；

(d) 為有效調查嚴重家庭暴力案件，警方已在各警區設立由具有豐富調查經驗及曾接受

 特別訓練的人員所組成的「指定家庭暴力調查單位」；

(e) 為解決因由不同調查單位處理涉及同一家庭的不同案件而產生的複雜問題，警方已

 採用「一家庭一小隊」的模式，從而提高調查小隊對危機因素的識別能力，以便及

 早介入；及

(f) 為準備實施以上改善措施，所有前線警員已於2006年7月至10月期間接受培訓。警

 方亦已加強培訓計劃，藉以提升警員處理和調查家庭暴力案件的能力。有關計劃特

 別著重於危機評估、詢問技巧、衝突管理、對家庭互動關係的敏感度和意識、受害

 人心理及與社會福利單位協作等。

此外，警方重申會致力以專業的態度處理及調查所有接獲的家庭暴力舉報，並根據每宗舉報

的案情進行全面調查。如證據顯示涉及犯罪行為，警方會採取迅速果斷的拘捕行動。檢控當

局亦會在法律程序的各個階段予以優先處理，並實施各項措施迅速處理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

案件。警方於2008年5月為嚴重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設立受害人管理計劃，藉以在整個案件

的調查和法律程序過程中加強對受害人的支援和安全保證。

至於研究和資料分享方面，社署透過簡介會及會議，與持份者、有關委員會及相關立法會小

組委員會分享該署的調查和研究報告的結果，例如早前的「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研究」顧問

報告，以及近期的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社署亦就新舉報的虐待配偶、虐待兒童、虐待長者

和性暴力案件發表季度統計資料。有關統計資料亦會上載至社署的網站供公眾參閱。此外，

警方會定期召開記者招待會或發表新聞稿公佈罪案數字，包括家庭暴力舉報的統計資料。我

們知悉專上學院和非政府機構（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新婦女協進會）亦有進行調查研究及

舉辦講座／工作坊，促進專業人員與持份者之間的交流。

婦委會的評論

婦委會充分認同警方在打擊家庭暴力及將施虐者繩之於法所作出的努力及承擔，尤其是加強

警員訓練，提升他們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技巧和敏感度，以及改變警隊內的文化。

我們認為，家庭議會、社署、學術團體及各有關機構（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港社會工作

人員協會）均可在提供分享專業知識和優良措施的平台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我們鼓勵所有

持份者繼續主動交流和分享專業知識、記錄及研究，讓彼此皆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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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醫院、衞生及醫療界別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婦委會建議，醫護專業人員訓練課程中應涵蓋及強調處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優良措施。當局

亦應為所有相關醫務人員提供定期的在職訓練。

#  5.1

醫療專業人員訓練

婦委會建議在醫療專業人員訓練課程中強調有關家庭暴力的課題。

#  5.2

持續在職訓練

婦委會建議醫院管理局、衞生署和消防處定期進行與家庭暴力相關的在職訓

練，對所有在基層護理和緊急情況下接觸病人的相關醫務人員（如醫生及救

護人員）進行訓練。

#  5.3

訓練內容

婦委會建議醫院管理局、衞生署及相關衞生護理人員為照顧家庭暴力受害人

制定優良措施，例如︰

• 及早識別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收集法醫檢驗證據

• 對所有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建議和具同理心的治療

• 向專業服務提供者轉介受害人

自2006年的進展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為其前線醫護人員提供持續的訓練計劃。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案件管理

亦已納入專業兒科醫生、家庭醫生及急症室醫生和護士的訓練計劃當中。醫管局和社署亦為

醫務社會工作者提供持續的在職訓練。護理深造學院更提供有關家庭暴力的電子學習計劃，

藉以提高所有醫管局護士處理家庭暴力的能力。電子學習計劃亦是急救護理深造證書課程的

必修課程。

在訓練內容方面，肯定和關注受害人的心理需要以及轉介機制均是醫生和護士訓練的重要一

環。醫管局亦為家庭醫生舉辦講座，更新他們在評估受傷程度和處理家庭和性暴力受害人的

最新法醫知識，主題包括虐兒、兒童性虐待、家庭暴力及性侵犯的法醫評估。

此外，社署已制訂跨專業指引，處理虐待配偶、性暴力及虐待兒童案件。醫管局已將這套指

引上載於內聯網，以便員工查閱。

婦委會的評論

婦委會肯定各方付出的努力，並呼籲有關當局評估訓練課程是否奏效，並繼續加強對服務家

暴受害人的相關醫護人員所提供的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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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性別觀點主流化和性別課題相關的訓練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婦委會亦建議政府應在所有家庭暴力相關工作中使用婦委會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4，並加

強對政府官員性別課題相關的訓練。

#  6

婦委會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

婦委會建議政府在所有家庭暴力相關工作中使用婦委會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

清單，並加強對政府官員性別課題相關的訓練。

自2006年的進展

就婦委會的建議，政府在檢討《條例》、處理家庭暴力和為家暴受害人提供服務的整體政策

中，應用了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考慮了兩性獨特的需要和關注後，政府修訂了《條

例》，以進一步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護，及加強對他們的服務。作出改善之處包括加

強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庇護服務，在有需要時讓12歲以上的男童可陪同母親入住庇護中

心。社署和警方亦加強訓練負責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前線社工、警員及其他有關專業人員，

提升他們的性別意識和敏感度。

此外，政府亦已為各職系和各級公務員提供性別課題相關的訓練，加強他們對性別課題的意

識，協助他們在工作時考慮兩性角度。截至2008年12月，合共超過3,600名公務員已參加了

有關訓練課程，當中包括社署、衞生署、醫療輔助隊、律政司的官員及各政策局和部門的員

工。誠如以上章節所述，社署及警方亦已加強訓練前線人員，提升他們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和

敏感度。

婦委會的評論

婦委會促請政府在制訂新措施／服務或檢討有關政策時，多加採用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

單，並繼續為全體公務員提供性別課題相關的培訓。

4  性別觀點主流化是指在制訂和實施法例、政策及計劃時納入性別需要和觀點，在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所有法例、政策

  及計劃時，把兩性所關注的事宜與經驗納為必不可缺的考慮，確保兩性可以公平合理地取得和享有社會的資源和機會。檢  

  視清單是婦委會設計的分析工具，協助政府以更有系統的方法應用性別觀點主流化。

5.7  早期識別與介入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婦委會認為及早識別家庭暴力個案，並為需要協助的人士提供協助

是非常重要的。

#  7

早期識別虐待個案

婦委會建議所有相關團體及社區負有共同責任，及早識別虐待個案。

自2006年的進展

要及早介入，盡早識別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家庭至為重要。政府已採取多項預防措施，以識別

一些容易出現問題的家庭及在家庭問題惡化成嚴重事故前盡早提供協助。

社署自2007年初推行一項家庭支援計劃，加強接觸一些極需援助又不願尋求協助的家庭。在

該計劃下，社署會透過電話聯絡、家訪及其他外展計劃，為有危機的家庭（包括那些易受家

庭暴力、精神病及社會疏離問題影響的家庭）安排各項支援服務，並鼓勵他們接受協助，防

止問題進一步惡化。社署招募和訓練義工（包括曾經歷和克服家庭／個人問題或危機的同路

人），讓他們接觸這些家庭，並向他們提供支援和協助。在2007年4月至2008年12月期間，

約21,900名易受問題影響的人士／家庭透過家庭支援計劃獲得有關服務機構的協助；而有關

計劃亦招募和訓練了逾2,900名義工。

此外，政府自2005年7月起分階段推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以母嬰健康院、公立醫院、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學前機構等作為平台，透過提供現有服務，盡早識別高危孕婦、可能患有

產後抑鬱症的母親、需要接受心理輔導的兒童及家庭，以及有健康、發育及行為問題的學前

兒童，然後將有需要的兒童及家庭轉介，讓他們接受適當的介入服務，如兒童照顧服務、精

神、情緒及社會服務支援等。社署現已在九個地區5提供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非政府機構與社區組織亦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主動接觸和識別「隱蔽家庭」，鼓勵他們尋求

協助。詳情於下一節闡述。

5  深水埗、天水圍、屯門、將軍澳、東涌、元朗、觀塘、荃灣及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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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委會的評論

婦委會歡迎政府採取積極措施識別有危機的家庭，並在問題未進一步惡化前及早介入。對於

家庭支援計劃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成效顯著，我們亦感到欣慰。及早識別虐待個案對於

防止暴力問題升級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賴社會各界（包括非政府機構、社區組織及個別人

士）緊密合作。婦委會呼籲所有持份者再接再厲，繼續在這個範疇努力。

5.8 社區網絡

婦委會於2006年報告提出的建議

建立社區支援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為此，婦委會提出以下建議－

#  8.1

建立社區支援

婦委會建議更好地利用社區資源，例如訓練和發展志願人員以支援專業社會

工作者，並幫助受害人更好地融入社區。

• 這些行動包括自助、互助及朋輩關懷。

婦委會建議開發社區支援網絡，以向受害人及其子女提供更好的支援。

#  8.2

地區網絡

婦委會建議民政事務總署：

• 與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密切合作，在地區層面開發計劃以協助早期識別

家庭暴力個案。

• 將家庭暴力及預防納入地區撲滅罪行計劃的活動。

• 與社會福利署和婦女組織密切合作，增強婦女尋求協助的能力，以及協

助動員男性和女性志願人員，加強社區意識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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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的進展

在建立地區網絡方面，民政事務總署透過各區民政事務處、區議會、地區組織及相關政府部

門的緊密合作，攜手建立地區支援網絡，促進和諧社區，以更有效防止家庭暴力。地區撲滅

罪行委員會經常討論預防和處理家庭暴力的問題及舉辦相關的宣傳活動。打擊家庭暴力亦是

兩年一度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的重點課題。

政府亦設立了一個為數三億元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建立自助能力，培養鄰里之間守望相

助的精神及互信關係，並透過資助不同社會資本發展計劃鼓勵跨界別合作，創造新的社會及

經濟的參與機會。在過去六年，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合共提供逾1.8億元資金支持189個項目，

涉及全港18區逾4,000個夥伴團體。當中，多個社會資本發展項目旨在強化個人及家庭功能、

紓緩家庭壓力，以及建立互愛互助的鄰里網絡。不少非政府機構、婦女組織、志願／社區組

織亦有參與這些項目。

為配合政府的工作，多個非政府機構、社區組織及婦女組織亦分別在社區和鄰里層面推行不

同計劃和活動，以及其他教育和支援項目，加強社區支援網絡及增強公眾對家庭暴力的認

識。例如有團體籌辦辯論比賽、戲劇表演及嘉年華等活動以促進家庭和諧。有些非政府機構

更不時攜手合作組織大型活動，如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聯同香港島婦女聯合會、九龍婦

女聯會及香港婦聯於2007年舉辦了「香港和諧家庭選拔」活動，讓當選的十個「最優秀和諧

家庭」分享他們維繫健康家庭關係的經驗。

在鄰里層面，非政府機構經常逐戶家訪，協助識別「隱蔽家庭」。為了接觸更多居民，有些

非政府機構亦舉辦活動，鼓勵居民之間多接觸，並向居民介紹有關機構的服務，例如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為天水圍居民籌辦夜間「糖水會」和「湯水會」，協助居民建立社區網絡；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亦有培訓婦女義工進行家訪活動。

與此同時，香港家庭福利會亦推出「和諧薈－社區教育及互助網絡發展計劃」，動員婦女義

工推廣家庭和鄰里和諧。該計劃於2008年4月在四個地區6推行，招募並培訓當地婦女以「和

諧大使」身份參與外展計劃，例如在街市或購物中心教授手工藝技巧或婦女健康知識，以及

透過街頭劇表演傳遞預防家庭暴力的訊息。

除了推廣家庭和諧及建立社區網絡的計劃外，部分地區組織和婦女組織亦為有需要的婦女提

供熱線服務及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一旦發現家庭暴力個案，受害人會被轉介至相關機構尋求

進一步協助。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及屯門區婦女會等組織均提供這

類服務。

6屯門、天水圍、將軍澳及港島東

婦委會的評論

婦委會認為，社區網絡是預防家庭暴力和支援一些容易出現問題的家庭的重要基礎。建立社

區支援網絡有賴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尤其是非政府組織和地區社區組織的參與。婦委會欣賞

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在這些方面採取的行動。

婦委會認為，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推動官商民合作的做法，能有效動員義工，發展社會資本，

及為社區內的家庭建立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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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婦委會深信，暴力對待婦女侵犯了基本人權。我們欣悉過去三年，政府與各持份者一直齊心

合力，落實我們就打擊家庭暴力提出的各項建議。

我們肯定並欣賞政府在打擊家庭暴力和加強對受害人的支援方面的堅定的承擔。非政府機

構、社區組織和婦女組織等各方夥伴為強化社區和鄰里支援網絡，以及加強公眾對家庭暴力

的認識，積極推出各式各樣的計劃和活動，他們的熱忱亦令人鼓舞。

然而，我們不應為此而自滿。家庭暴力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繼續關注，並藉著

跨專業合作解決問題。

除增加社工人手和投入更多資源外，我們更須加強宣傳力度，讓公眾認識到家庭暴力是嚴重

的社會問題，並鼓勵受害人主動尋求協助。我們亦應提倡鄰里守望相助，藉此識別高危家

庭，讓專業人士及早介入。

人人均有權生活於無暴力的家庭環境，而所有婦女均應理解自己在這方面的權利。男女之間

不平等的權力分佈是家庭暴力的其中一個主要內在成因，婦委會將繼續致力提升婦女的能

力，在社會上締造兩性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文化。

宏觀社會和經濟環境亦可影響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婦委會將一如既往，繼續建議、監督及評

估政府為保障婦女的安全所採取的措施，並與各持份者及其他社區夥伴緊密合作，加強以協

調性的社區介入方法消除家庭暴力。 

7. 未來路向

過去數年，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社區夥伴均積極回應我們的呼籲，推出一系列措施打擊和預

防家庭暴力，以及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服務。婦委會呼籲各方再接再厲，繼續有關工

作。

誠如在上文第五章的回顧，我們喜見在2006年報告中提出的多項建議已落實推行。儘管如

此，我們認為社會各界仍需不斷努力，並建議在以下方面採取進一步行動－

(a) 繼續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保護 

 我們促請政府加快行動，盡早提出反纏擾行為的立法建議。

 我們建議政府應留意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在設立家庭暴力專責法庭方面的發展，並 

 考慮在香港採納適當模式的可行性。

 我們建議政府加強宣傳力度，讓更多市民認識到經修訂的《條例》所提供的廣泛保 

 障，協助家庭暴力受害人了解他們的權利、法律所賦予的保護，以及社區可提供的 

 支援服務。

 

(b) 推動社區網絡和鄰里守望相助精神

 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我們亦鼓勵政府與相關持份者攜手合作，動員社區的力量和 

 資源，打擊家庭暴力。

 我們鼓勵非政府機構和社區組織配合政府的工作，提倡守望相助／朋輩支持，協助 

 受害人重新融入社會。

 我們注意到近年非政府機構和社區組織發展了多項打擊家庭暴力的社區網絡和合作 

 項目。我們鼓勵這些組織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並與其他持份者分享優良措 

 施。

 要及早預防和介入家庭暴力，識別高危家庭至為重要。我們促請政府與相關持份者 

 透 過 在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 提 倡 鄰 里 守 望 相 助 精 神 ， 以 助 及 早 和 及 時 介 入 

 和提供支援。親友亦可擔當重要角色，鼓勵家庭暴力受害人主動尋求專業協助。

 我們鼓勵非政府機構和社區組織接觸一些容易出現問題的「隱蔽」家庭，特別是新 

 來港和少數族裔家庭，讓他們知悉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服務和社區資源，並鼓勵他們 

 在需要時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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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強公眾教育

 家庭暴力是一種基於兩性權力不平等所產生的暴力。要消除這種暴力關係，改變兩 

 
• 

性的觀念是十分重要的。婦委會將一如既往，向社會各界，尤其是年輕一輩，宣傳 

 兩性平等。

 我們亦應透過學校課程推廣兩性平等。我們呼籲教育局在教學材料中融入兩性平等 

 
• 

的訊息，並剔除性別定型的內容，同時為全體教學人員加強性別課題相關的培訓。

 我們亦建議家庭議會應考慮在社區加強推廣和諧家庭和核心價值，及在家庭中培育 

 
• 

關愛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家庭議會亦應考慮採取措施加強婚前和產前教育，宣揚兩 

 性平等與家庭和諧的觀念。

8.1   附件1: 
婦女事務委員會增強能力工作小組（2008年）

召集人
（以筆劃順序）

楊家正博士

劉麗卿女士

成員
（以筆劃順序）

高寶齡女士

鄭銘鳳女士

鄧惠瓊教授

羅健中先生

譚少薇教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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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件2: 
出席分享會／會議的政府部門及團體

九龍婦女聯會

屯門區婦委會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改革家庭暴力條例聯盟

和諧一心家暴防治中心

房屋署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芷若園

法律援助署

油尖旺婦女會

社會福利署

青衣群芳會

保良局昕妍居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香港明愛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  
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警務處

家計會將軍澳婦委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勞工及福利局 (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新婦女協進會

群福婦女權益會

維港獅子會慈善基金

醫院管理局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