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回應《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諮詢文件 意見書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兒童權利關注會極度關注本港兒童受虐待的情況。日前深水埗 5 歲男
童懷疑被虐至死亡的個案，既令公眾極度難過，亦再次響起了社會警號；本會強烈呼籲當局應盡
快完善處理兒童受虐相關立法和保障機制。 

 
事實上，保護兒童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責任。《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 19 條規定，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保護兒童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傷害、忽視、剝
削或侵犯。當局有責任採取有效的方案，向有責任照顧兒童的人提供必要協助，並積極處理涉及
虐待兒童的事件。1 

 
虐待兒童的問題並非新事物，本港涉及兒童虐待致受傷害、嚴重傷害，乃至死亡的個案亦時

有所聞；每每虐兒個案均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傳媒報導焦點往往著眼於有何殘酷的虐待方式、對
受害的兒童帶來什麼身心損害，惟在社會輿論轟動一時後，往往便視為生活日常，虐兒常態化似
乎並未得到公眾人士的正視和關注。 
 
儘快就強制舉報規定立法  建立多方監察機制 
 

政府現時正就《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的諮詢文件，向持分者展開諮
詢。是次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的立法諮詢工作，亦同樣是在發生嚴重虐兒
慘劇後的跟進工作。是次修訂法例的建議原於本港法庭於 2021 年 4 月審結一宗涉及一名五歲
兒童被父母虐待致死的案件。由於案件突顯兒童易受傷害而往往未能求助或提供虐待和疏忽照
顧事件詳情的情況，因此有公眾認為本港須建立強制舉報制度，以確保及早識別和有效介入虐待
和疏忽照顧的兒童個案。 
 

雖然是後知後覺，但總比不知不覺要好。本會認同本港應就強制舉報規定立法，違規者須承
認刑事責任的強制規定，一方面可提升相關專業人士的警覺性和意識，同時透過所有與兒童有密
切接觸的人員通力合作，建立多方監察的機制，防止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亦可提早介入案件，
將對虐待行為對兒童帶來的傷害減至最低。 
 
增設「沒有保護罪」 採取合理步驟防止或制止虐待 
 

事實上，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小組，早於 2019 年 5 月已發表諮詢文件，建議訂立新控罪
「沒有保護罪」。若受害人包括 16 歲以下兒童或 16 歲以上易受傷害人士，因虐待或忽略致死或
受嚴重傷害，其父母及照顧者均要負上刑責，最高可判監 20 年，又建議政府檢討現行虐待及忽
略兒童罪的最高刑罰。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2021 年 9 月發表《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
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報告書，建議在《傷害人身罪條例》當中增設「沒有保護罪」，以加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9 條 

1.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

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 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2.這類保護性措施應酌情包括採取有效程序以建立社會方案，向兒童和負責照管 兒童的人提供必要的支助，採取其他預防

形式，查明、報告、查詢、調查、處理和追 究前述的虐待兒童事件，以及在適當時進行司法干預。 



強對 16 歲以下兒童或 16 歲以上易受傷害的人——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保護。該罪涵蓋與事
主同住成員、與事主有頻密接觸，以及對事主有照顧責任的人——包括父母、監護人以及承擔
事主照顧責任的機構，如沒採取合理步驟防止或制止虐待可負上刑責；如事主受嚴重傷害，最高
可監禁 15 年；如事主死亡，最高可判監 20 年。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政長官 2021 年施
政報告》中，亦確認當局擬定立法建議，以建立強制舉報虐兒個案的機制，同時加強有關工作者
識別虐兒的培訓，預計 2023/24 年度立法會將審議相關條例草案。本會呼籲應加快立法，爭取
在本立法年度(2022/23 年度)完成訂立相關法例。 
 
儘快訂立「沒有保護罪」  檢討「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職能 
 

本會認為，訂立新罪行有助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完善立法制度，防止兒童遭受
虐待的條文，同時亦有助落實《殘疾人權利公約》當中提及保障殘疾人免受剝削、暴力和凌虐的
規定。為此，本會呼籲當局在修訂《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第 213 章）之時，亦應儘快修例《傷
害人身罪條例》以增設「沒有保護罪」，同時參考《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將兒童定義為 18 歲
以下人士。另外，在根據兒童死亡個案時，本港的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並非逐一個案去檢視，
亦無法定權力，而死因庭亦集中研究死者的死因，因此，應設立兒童死亡個案的檢討機制，就所
有兒童死亡的案件作檢視，同時亦包括曾面對嚴重傷害的兒童個案，避免類似事件發生。因此，
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應擴闊職能，並改名為「兒童死亡及嚴重傷害個案檢討委員會」，一位
處理檢視曾遭受嚴重虐待或傷害的兒童個案。 
 
本港虐兒情況持續嚴重  虐兒個案創自 2005 年新高 
 

過去數年，本港虐待兒童的個案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宗以上，懷疑受虐兒童人數並不少。根
據社署虐兒的統計數字，2021 年的新舉報個案更多達 1,367 宗，創 2005 年以來新高，當中尤
以身體傷害/虐待、性侵犯及疏忽照顧三類虐待行為最為常見(見下表)。兒童受虐待個案一個也
嫌多，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加強現行法例和完善現行處理兒童受虐待個案的機制，並加強公眾教
育，減少並杜絕兒童受虐待個案。 

2005 至 2021 年本港新舉報的虐兒個案統計數字 

年份 \ 個案種類 身體傷害/虐待 疏忽照顧 性侵犯 心理傷害/虐待 多種虐待 總數 

2005 年 413 (54.1%) 41 (5.4%) 234 (30.7%) 23 (3.0%) 52 (6.8%) 763 (100.0%) 

2006 年 438 (54.3%) 77 (9.6%) 233 (28.9%) 12 (1.5%) 46 (5.7%) 806 (100.0%) 

2007 年 499 (52.9%) 114 (12.1%) 270 (28.6%) 20 (2.1%) 41 (4.3%) 944 (100%) 

2008 年 483 (54.8%) 78 (8.8%) 277 (31.4%) 15 (1.7%) 29 (3.3%) 882 (100%) 

2009 年 503 (50.7%) 102 (10.3%) 331 (33.3%) 15 (1.5%) 42 (4.2%) 993 (100.0%) 

2010 年 488 (48.8%) 113 (11.3%) 334 (33.4%) 18 (1.8%) 48 (4.8%) 1,001 (100.0%) 

2011 年 410 (46.8%) 105 (12.0%) 307 (35.0%) 18 (2.1%) 37 (4.2%) 877 (100.0%) 

2012 年 423 (47.3%) 94 (10.5%) 336 (37.6%) 16 (1.8%) 25 (2.8%) 894 (100.0%) 

2013 年 452(46.9%) 100 (10.4%) 357 (37.1%) 16 (1.7%) 38 (3.9%) 963 (100.0%) 

2014 年 413 (48.2%) 122 (14.3%) 285 (33.3%) 6 (0.7%) 30 (3.5%) 856 (100.0%) 

2015 年 424 (48.5%) 139 (15.9%) 273 (31.2%) 7 (0.8%) 31 (3.5%) 874 (100.0%) 

2016 年 378 (42.4%) 182 (20.4%) 294 (33.3%) 10 (1.1%) 28 (3.1%) 892 (100.0%) 

2017 年 374 (39.5%) 229 (24.2%) 315 (33.3%) 5 (0.5%) 24 (2.5%) 947 (100.0%) 

2018 年 493 (46.3%) 237 (22.3%) 297 (27.9%) 11 (1.0%) 26 (2.4%) 1,064 (100.0%) 

2019 年 430 (42.7%) 237 (23.6%) 305 (30.3%) 8 (0.8%) 26 (2.6%) 1,006 (100.0%) 

2020 年 389 (41.4%) 201 (21.4%) 313 (33.3%) 10 (1.1%) 27 (2.9%) 940 (100.0%) 

2021 年 593 (43.6%) 275 (20.1%) 448 (32.8%) 9 (0.7%) 42 (3.1%) 1,367 (100.0%) 

資料來源 :  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和虐待配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中央資料系統) 

https://www.swd.gov.hk/vs/index_c.html 

https://www.swd.gov.hk/vs/index_c.html


 
回應政府工作小組提問 
 

就政府於2021年7月成立跨政策局工作小組因應建議的強制舉報規定涵蓋五項主要範疇，本
會回應如下:  

 
(1) 哪些人要受保護? 

 
本會同意工作小組建議，要受保護的兒童的定義，應參考《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世界衞

生組織對兒童的定義，將兒童界定為18歲以下人士。 
 

(2) 哪些人須作強制舉報? 
 

本會同認工作小組建議，強制舉報規定應涵蓋經常接觸兒童而其專業或工作現受某種形式監
管的從業員，並根據界別分類，再按具體職位仔細列出(例如: 社會福利界、醫療界、教育界)有
關從業員的定義應以附屬法例的方式，列出需強制舉報者的清單，以便實際服務及社會發展的情
況作出增減。 

 
就社會福利界中的社工而言，諮詢文件並未有詳細列出相關社工所屬服務類別，此舉好處是

涵蓋所有服務類型的社工，惟亦可能出現範圍過寬且不清晰的情況，建議考慮進一步列明那些屬
於「經常接觸兒童而其專業或工作現受某種形式監管的從業員」，例如: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
綜合青少年服務隊社工、中小學或幼稚園學校社工等。 

 
有業界人士或認為，強制舉報會破壞社工與案主的關係，令虐兒的情況更加隱蔽。然而，保

護兒童是社會責任，立法建議已收窄至經常接觸照顧兒童的專業人士，立法已平衡各方面的利
益，若社工應盡力協助兒童，防止虐待兒童的情況出現。 

 
就教育界方面，除註冊教師外，可考慮進一步加入學生輔導教師、教學助理等相關職位人員。 
 

(3) 如何界定須舉報的懷疑個案類型?  
 

本會同意工作小組建議，規定強制舉報者在工作期間及其專業實務範圍內，當有合理理由懷
疑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有受嚴重傷害的迫切危機」時須作出舉報；同時設立「分級」舉報
機制，將個案分為三個級別的個案:  

 
- 第一級個案（即符合強制舉報準則的懷疑虐兒個案）: 必須根據強制舉報規定向警方及／或社
署服務課轄下專責小組舉報； 
 
- 第二級個案（即未符合強制舉報準則的個案）: 為懷疑兒童有遭受傷害的危機或可能會受到傷
害的個案，轉介個案至社署轄下服務課和其他適當的個案服務單位。 
 
- 第三級個案（即未符合強制舉報準則的個案）: 為須關注及進一步了解的懷疑虐兒個案，或該
兒童或其家人需要跟進，並轉介個案至社署轄下服務課和其他適當的個案服務單位。 
 

  



(4) 如何界定沒有按照責任舉報個案的適當罰則水平? 
 

本會同意工作小組建議，把強制舉報者沒有履行強制舉報規定法例所界定的虐兒個案責任的
罰則，定為三個月監禁及第五級罰款（即50,000元）。建議當局日後法例實施後，檢視相應罰則
的成效，並作出相應的調整。 
 

另外，對於若出現阻撓、防止或妨礙舉報者根據強制舉報規定的法例作出舉報的行為，當局
亦應考慮修訂法例，杜絕以上行為。 

 
(5) 如何保障強制舉報者的權益? 
 

本會同意工作小組建議，為保障強制舉報者的權益，在新法例及／或指引中應加入保密和保
障條文，賦予舉報者豁免權，使其免於承擔因真誠舉報而引致的任何民事、刑事或行政責任。例
如: 強制舉報者的僱主或主管不得因其作出舉報而施以解僱、歧視或報復。 

 
對於有意見憂慮強制舉報者會否為求「自保」而「濫報」，則並非現時討論的修訂法例能處

理，需要由專業團體的規管機制處理。專業人士亦應根據其專業操守行事。然而，基於保障兒童
福祉的大前提下，在面對懷疑「受到嚴重傷害或有受嚴重傷害的迫切危機」的虐兒個案，縱使個
案中兒童，實際上未裁決受到嚴重傷害或有受嚴重傷害的迫切危機，亦不應將強制舉報者的舉
報，視作為違反任何專業操守或守則，或偏離任何可接受的專業操守標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謹上 
二零二二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