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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防止其他殘忍、不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行為 

 
概況 

 
16.1 一向以來，香港特區政府規定任何以官方身分行事的人

必須依法行事。政府已制定措施，確保任何公務人員或以官方身

分行事的人，若作出、唆使、同意或默許他人作出殘忍、不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均會受到刑事檢控或紀律處分。 

 
虐待兒童 

 
16.2 情況大致上與第一次報告第 143 至 147 段所述的相同。 

 
16.3 透過當值律師服務為在受照顧及保護程序中而被羈留

在憲報所載收容所的兒童及少年提供的法律代表服務，自 2003 年

10 月開展以來一直運作良好。在 2005 年進行檢討後，有關服務範

疇已擴展至包括以下類別的兒童或少年： 

 
(a) 在法庭聆訊前並沒有被羈留在憲報所載收容所而被警

方直接帶到少年法庭以申請照顧或保護令；或 

 
(b) 有可能在社署社會工作者的建議下，被羈留在憲報所載

收容所。 

 
16.4 自 2007 年 3 月起，有關服務更進一步擴展至包括未獲

當事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使用法律代表的個案。我們會繼續與當

值律師服務緊密合作，務求為該等兒童及少年繼續提供具質素的

法律支援。 

 
16.5 《教育規例》（第 279A 章）第 58 條規定：教員不得

向學生施行體罰。教育局亦在《學校行政指引》中，根據該《教

育規例》訂明：在任何情況下，校方在維持紀律的同時，亦應顧

及學生的自尊、接受教育的權利、個人差異及健康情況（包括生

理、心理及精神健康的狀況），並須符合現行法例。所有學校均



29 

須遵守相關規例。此外，每年教育局均就有關訓輔工作的法律事

宜舉辦研討會，當中會提醒學校教師體罰是違法行為。教育局亦

定期舉辦研討會，以增進教師對虐待兒童問題的認識，並加強他

們及早辨識需要協助的兒童及家庭的能力。過去五年（2007 至 2011

年），並沒有教師被控以體罰罪名。 

 
接受院舍照顧的兒童 

 
16.6 太平紳士和社署的人員會到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院舍進

行定期及突擊探訪。為公平及有效地處理投訴，當局在 2009 年成

立了獨立處理投訴委員會。委員會由八位獨立人士（並非政府或

非政府機構人員）組成，負責處理非政府機構未能妥善解決的投

訴。 

 
家庭暴力 

 
16.7 正如上一次報告第 134 段指出，我們認為家庭暴力並不

屬於《公約》第 16 條的範圍。因為該條所指的殘忍或不人道等待

遇須由： 

 
“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行使職權的其他人……施加、唆

使、同意或默許……＂ 

 
但由於上一次審議結論第 13 段提及相關問題，我們藉此機會在下

文向委員會闡釋有關情況。 

 
16.8 在上一次審議結論第 13(a)段，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應

徹底調查所有有關家庭暴力的指稱。如指稱屬實，應按情況作出

檢控及懲處。 

 
16.9 不論施虐者和受害人有何關係，以及暴力行為在何處發

生，我們的刑事法律都會處罰所有暴力行為。警方會以專業的態

度，處理所有家庭暴力的案件，並會按照每宗案件的情況進行徹

底調查。在有充足證據證明有罪行發生的情況下，警方會採取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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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及果斷行動，進行拘補及檢控。檢控當局亦會優先處理家庭暴

力的案件，確保該等案件在各項程序中均可迅速處理，並推行多

項措施，以加快處理涉及易受傷害證人的案件。 

 
16.10 在上一次審議結論第 13(d)段，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應

進一步提供有關“第二代家庭暴力資料庫＂的資料。 

 
16.11 及早識別涉及家庭事件（家庭事件是不牽涉罪行的家庭

糾紛）的問題夫婦／情侶，並提供適時的介入，是避免家庭衝突

惡化及升級成為暴力的重要策略因素。 

 
16.12 為此，警方於 2009 年 1 月推行新的程序，把所有家庭

暴力案件及家庭事件的資料存入“第二代家庭暴力資料庫＂（資

料庫）內，並編入索引；就案件作出危機評估；以及因應案情及

過往事件決定是否轉介有關人士接受適當的支援。除了呈報的家

庭暴力案件及家庭事件的詳細資料外，資料庫並載有具潛在家庭

衝突因素的案件的涉案人士（包括企圖自殺者、精神病人及失踪

人士）的詳盡資料。另外，資料庫內置自動警報機制，若同一人

涉及多於一宗這類案件或事件，資料庫會自動發放電郵予負責處

理以往事件的監管人員，提醒他們要特別關注此等呈報事件或案

件。這些監管人員會評估高危因素，並決定是否需要採取跟進行

動，包括是否需要社署即時介入及提供協助。 

 
法律架構 

 
16.13. 隨着《2008 年家庭暴力（修訂）條例》的實施，《家

庭暴力條例》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前配偶／前同居男女、直系及延

伸家庭成員，而對未滿 18 歲的未成年人及家庭暴力受害人的保障

亦已加強。該條例現賦權法院可規定施虐者參與反暴力計劃，以

改變他們的暴力態度和行為。自 2010 年 1 月起，條例的名稱改為

《家庭及同居關係暴力條例》（第 189 章），適用範圍進一步擴

展至同性同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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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處理家庭暴力的刑事法主要是《侵害人身罪條例》（第

212 章）。該條例就謀殺、誤殺、企圖謀殺、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

以嚴重傷害、遺棄未滿兩歲的兒童以致其生命受危害、對所看管

兒童或少年人虐待或忽略、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和普通襲擊等罪

行作出刑事制裁。《刑事罪行條例》（第 200 章）亦就恐嚇、縱火、

摧毀或損壞財產的罪行，以及性罪行（包括強姦／婚內強姦、亂

倫、非禮）等作出刑事制裁。 

 
16.15 就民事法而言，《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第 213 章）

賦權法院就需要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年（須符合該條例的定義）

發出照顧或保護令，或委任法定監護人。《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賦權在該條例下設立的監護委員會如有理由相信精神上無

行為能力的人正處於危險之中，或正在或相當可能會被虐待或受

人利用，並認為有需要立刻訂立條文以保護該人，則可按條例賦

權發出一項緊急監護令。《家庭及同居關係暴力條例》為家庭暴

力受害人提供民事補救，主要讓某些特定家庭／同居關係中的個

人及其子女，透過向法院申請強制令，免受另一方的騷擾。 

 
為家庭暴力受害人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的服務 

 
16.16 除了法律保護外，社署亦為家庭暴力受害人及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一系列預防、支援及專門服務。 

 
16.17 過去數年，政府已調撥額外資源，加強上述方面的服

務，包括： 

 
(a) 增加社會工作者的人手； 

(b) 加強社署 24 小時電話熱線服務； 

(c) 增加婦女庇護中心的宿位和支援服務； 

(d) 設立一間主要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服務的危機介入及

支援中心（芷若園）； 

(e) 推出家庭支援計劃，主動接觸亟需援助的家庭，以便及

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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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繼續致力推行宣傳活動及公眾教育，提高市民對家庭暴

力問題、有關的法律補救和現有服務的認知； 

(g) 加強相關前線專業人員的培訓； 

(h) 加強對家庭暴力受害人（尤其是那些目睹家庭暴力的兒

童）的臨床心理支援； 

(i) 推行反暴力計劃及施虐者輔導計劃，藉以改變施虐者的

態度和行為；以及 

(j) 透過家庭暴力受害人支援計劃，加強對家庭暴力受害人

的支援。 

 
16.18 社署現時設有 11 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服務課）。

服務課是由經驗豐富的社會工作者組成的專責單位，負責處理虐

待配偶／同居情侶及虐待兒童個案，並為兒童提供法定保護。服

務課提供一整套一站式的服務，為家庭暴力個案的受害人、其家

人及施虐者安排各項服務，以協助他們渡過難關，減輕暴力事件

所帶來的創傷，以及幫助他們重過新生。 

 
16.19 全港各區亦設有 62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一系列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福利服務。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一項主要工作重點是及早介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會

工作者會主動接觸有需要的家庭，協助他們在社區內建立互助網

絡，提升他們的抗逆力。 

 
16.20 全港五間婦女庇護中心共提供 260 個宿位，為家庭暴力

的受害人提供短期住宿服務。政府已在過去數年增撥資源，增加

庇護中心的宿位及加強其支援服務。 

 
16.21 香港設立了一所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芷若園），為性

暴力受害人、面臨家庭暴力或其他家庭危機的個人或家庭提供危

機介入及支援服務，包括 80 個短期住宿服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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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社署已與房屋署合力推行改善措施，透過房屋援助及體

恤安置（包括有條件租約），協助有真正房屋需要而不能自行解決

有關長遠居住問題的家庭暴力受害人。 

 
16.23 處理家庭暴力個案時，最重要是即時停止暴力情況，確

保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安全，以及向他們（特別是受害人）提供支

援。若認為受害人及子女身處高危環境，有可能進一步遭受暴力

對待，社署會按情況及視乎受害人是否同意，採取即時行動為受

害人及其子女安排庇護、臨時居所或住宿服務。如有需要，社會

工作者會協助受害人尋求法律保護，包括根據《家庭及同居關係

暴力條例》申請強制令，或根據《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申請照

顧或保護令，保護所涉兒童。 

 
16.24 為加強對家庭暴力受害人（包括涉及司法程序的受害

人）的支援，社署自 2010 年 6 月起推行家庭暴力受害人支援計劃，

為有關的受害人提供情緒支援及各類社區支援服務（例如法律援

助服務、住屋、醫療及幼兒照顧服務等）及有關法律程序的資訊。

如有需要，有關的受害人會在社會工作者或義工的陪同下，出席

法庭聆訊及處理司法程序。 

 
預防和及早介入 

 
16.25 為方便及早介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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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家庭問題惡化成嚴重事故前，盡

早提供協助。例如： 

 
(a) 社署自 2007 年年初推行家庭支援計劃，以加強接觸需

要援助但不願意求助的家庭。在家庭支援計劃下，有關

人員透過電話聯絡、家訪和其他外展工作，把高危家

庭，包括易受家庭暴力、精神問題和社會疏離問題困擾

的家庭聯繫到各項支援服務，並鼓勵他們接受相關服

務，以防止問題進一步惡化。有關服務單位會招募及培

訓義工（包括那些已克服家庭／個人問題或危機的過來

人），讓他們接觸這些家庭以提供支援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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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由 2005 年 7 月開始分階段推

行。建基於母嬰健康院、公立醫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及學前教育機構現時所提供的服務，兒

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旨在及早識別高危孕婦、出現產後

抑鬱徵狀的母親、有心理社會需要的兒童和家庭，以及

有健康、發展及行為問題的學前兒童。有需要的兒童和

家庭會獲轉介接受適當的介入服務，例如跨專業的照顧

安排，精神、情緒及社會服務支援。兒童身心全面發展

服務將於 2012-13 年年底前擴展至全港各區，以加強為

有需要的兒童及家庭提供的支援。 

 
16.26 社署亦根據為期三年的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的

成功經驗，於 2011 年 6 月設立檢討兒童死亡個案的常設機制，以

制訂策略，預防可避免的兒童死亡事故。 

 
16.27 社署會繼續在中央和地區層面為社會工作者及其他專

業人員提供處理家庭暴力問題的培訓，以提升他們在危機評估和

介入，以及創傷後輔導的技巧。在2012-13年度，社署將為社會工

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員提供約7 000個培訓名額。 

 
宣傳及公眾教育 

 
16.28 社署已推行全港性及以地區為本的“凝聚家庭齊抗暴

力＂宣傳運動，讓公眾更了解家庭暴力的嚴重影響，鼓勵有需要

的家庭尋求協助，以及推廣鄰舍互望互助的精神。 

 
16.29 社署並已製作支援虐兒、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及性暴力

受害人服務網頁，協助受害人了解他們的權利、法律賦予的保護，

以及社區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16.30 隨着《家庭及同居關係暴力條例》生效，社署已加強宣

傳工作，以增進市民對新法例的認識，包括經擴大的保護範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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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騷擾行為＂的廣泛意義中家庭暴力受害人可得到的法例保

障。 

 
16.31 社署的家庭生活教育資料中心亦製作了與家庭生活教

育有關的資源套，以協助相關部門及機構提供家庭生活教育服

務，達至加強家庭功能及鞏固家庭關係，包括管教子女的正面方

法。 

 
統計數字 

 
虐待配偶／同居情侶 

 
16.32 社署在 2009、2010 及 2011 年接獲的虐待配偶／同居情

侶新呈報個案分別為 4 807、3 163 及 3 174 宗。 

 
虐待兒童 

 
16.33 根據社署的保護兒童資料系統的統計數字，在 2009、

2010 及 2011 年的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分別為 993、1 001 及 877

宗。 

 
販運人口 

 
16.34 在上一次審議結論第 7 段，委員會表示香港特區應加強

保護被販運的受害人。我們一向按個別個案的情況，為販運人口

的受害人提供必須的支援及協助，服務包括緊急介入，以及醫療、

輔導及其他的支援服務。我們必須強調，香港特區既非販運人口

的目的地或中轉站，亦不是輸出非法移民的來源地。多年來，在

香港發現的販運人口個案甚少，由 2008 至 2011 年，每年的個案只

有一至四宗；執法部門亦無接獲任何涉及兒童的販運人口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