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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 

社工角色 

警方 

案主 

家人 

議員及 

  律師  

社署  傳媒 

院舍服務 
  及員工 

業界  

當案主(院舍院友)被捕:為嚴重刑事罪行的疑犯 

要做的很有限嗎? 與很多不同的組別一起配合 

要做的很多 



 

1.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 
刑事—有人死亡—不作假設 
中立的態度 
未知是否有罪—主動扶助案主(智障及 
    自閉症人士) 
 

 
 
• 公平—對死者公允 
• 盡力—回應警方所有索求 
• 主動—提供所需資料 

 

2. 按照程序  全力配合  
 警方索取個人資料信件 
 儘快為警方提供相關資料 
 

 
• 安排額外人手—假日 
   (即時及機動：至少10位) 
• 全力配合—在警方到院舍前已 
           返回院舍預備等候 

公平、中立、主動、機動 注意事宜 經驗分享 

警方 以公平中立及主動的態度以協助警方盡快了解案情。 



3. 資料齊備  記錄真確  
    盡力提供所有相關及齊備 
       的資料 

 
• 主動提供任何可能有幫助的資料： 
  文件記錄：出入記錄，探熱，食飯，大便， 
       洗澡，派藥，睡前點名記錄等 
     其他：相片，影帶，證人(落口供) 

      保障其他院友的私隱 
     記錄真實及準確 (平日資料要齊備) 

4. 促進理解  解釋示範 
    社工專業角色：主動促進 
       及協助警方了解智障及自 
       閉症人士特性及溝通照顧 
      上的需要 

(溝通上) 
•  清楚解釋案主的溝通特性 
•  示範案主「鸚鵡學舌」的表達 
•  促進警員了解案主溝通上的限制 
•  (照顧上) 提供案主服用藥物名稱及解釋 
                   功效 

5. 審慎檢查  清楚簽發  
•逐一審慎檢查資料，清楚簽發，以碓保 
 沒有遺漏，以保障案主及他院友的私隱。 

快、齊、準、真 注意事宜 經驗分享 

全力快速、準確及真實地配合警方需要提供資料， 
以助警方盡快了解案情真相。 

警方 



 

1. 以人為本  減低傷害 
 陌生環境—焦慮不安—不懂表達……… 
         引發的身心傷害儘快主動提供所有相關 
         資料，避免不必要的拘留 
 促進案情的明確性，盡早完成調查 
 關注案主被拘留期間照顧上的需要 

 

 
 
• 在警方到院舍後約3小時內已提供所有相關的資 
   料及記錄。 
• 留意及了解資料所顯示的證據是否足以落案起訴 
• 全力了解於48小時內獲釋的可行性 (案主權利) 
• 減低對案主被拘留過程的身心影響 
• 於第一天便提醒警方需要每天安排案主服藥。 

 
2. 保護弱小  照顧身心  

   留意案主以疑犯身份被拘捕，而傳媒及 
      公眾的理解是已破案及案主有殺人行為 
   案主在獲保釋後立即回家（案發社區） 
      或會引起同區街坊居民誤以為案主仍是 
      兇手而感驚慌及對案主有誤解及偏見。 

 
 
• 獲釋後立即安排案主返回宿舍。(非案發社區)， 
  並盡可能不公開案主所住宿舍地址，直至公眾及 
  居民正式得知案主不是疑犯/兇手才回家。 
• 案主返回院舍立即安排醫護人員為案主作身體檢 
  查，安排服藥，心理評估等。 

以人為本關顧弱小案主的身心安全。 
       

案主 

以人為本 照顧身心 需要注意以下事宜 經驗分享 



 

3.尊重案主  保障私隠 
    無特別需要時不公開住宿地方， 
     以保障私隠，保護案主不被騷 
  擾及避免不必要的誤解。 

 
 

• 為要尊重案主私隱，與家人共識在記者 
  會及傳媒中無需特別公開機構宿舍名稱 
• 當警方帶會員回院舍搜證時，疏散其他 
  院友，既避免院友誤會案主是犯人，亦 
  避免引起其他智障人士恐慌及不安。 

 

4.評估創傷  輔導情緒 
    評估是否有創傷後遺症， 
   協助疏導情緒重新投入感安全自 
      在的日常流程 （自閉症） 

 

•  每天由社工觀察記錄會員行為及表現 
•  安排社工，音樂治療師及臨床心理學家 
   為案主進行心理情緒評估及治療輔導 
•  社工在會員被捕的地點為案主進行情緒 
   評估，亦進行家訪並持續觀察案主的情 
   緒狀態。 
 

確保案主的私隱被尊重，提供全面的專業評估及治療。 
       

案主 

尊重私隠   專業介入   
經驗分享 注意事宜 



家人 

 

1. 網絡資源 提供選擇  
      按實際需要協助家人尋求司 
         法及法律上的支持及資源。 

 
• 家人面對意料之外情況—案主未能在48小 
  時內獲釋，非自己能力可處理，需儘快在 
  短時間內為家人網絡各種可行及不同的資 
  源，協助家人選擇。尋求熟悉司法程序及 
   法律的 人士（議員及律師）協助。 
  *(不容易——司法上完備的支援清單？) 

 

2. 尊重決定 保護案主    

      保護案主權利，尊重家人決 
          定，協助理解各種決定的利 
          與弊 
      任何決定都必需以保護案主 
       的福祉為首要考慮。  

 
• 協助家人理解向公眾澄清事件的利弊和需 
   要性。 
• 尊重家人以記者會向公眾澄清案主沒有犯 
   案的決定。並協助家人了 解如何保護案主， 
   包括不公開案主姓名及相片，亦因機構仍 
   協助警方調查 中及有員工是證人，與家人 
   共識雖然此階段員工不宜出現記者會，但 
   仍會繼續提供情緒支援。 

盡力為家人提供可行的選擇和資源。       

注意事宜 有尊重  有選擇  快決定    經驗分享 



家人 

 
3.情緒安慰 支援同行  

不間斷的聯絡及溝通，使能了 
     解應不同家人的不同需要。 
在不同時段及適切的時候給予實 
    際及情緒支援。 
 

 
• 每天保持溝通聯絡，使能在適切的時間 
  給予支持及疏導情緒。 
• 陪同家人到警署，以支援其情緒。 
• 細心回應家人的擔心及需要 
   如：翌日傳送案主照片予家人，令家 
   人安心。 
     ：安排院車接送案主年長的父母到 
             院舍探望會員。 
• 既支持有信心及有能力的家人在議員協 
  助向傳媒澄清事件 
• 同時持續為感不安及憂心的其他家人提 
  供情緒疏導 
• 進行家訪，了解家人在照顧案主上之支 
  援需要。 

在不同的階段關顧為不同家人的不同需要。       

同行   同理心 注意事宜 經驗分享 



配合之團體及部門 

議員及 
 律師  

熟悉司法程序及法律  
 專業交流     彼此尊重  
 有效分工     各盡其分 

社署  

傳媒 

          保持溝通 
通知地區社署辨事處 
保持聯絡：了解配合上需要 
通知牌照組 

 
澄清事實 責無旁貸 

 
當事件在公開的傳媒資料上有不正確，
機構要提供正確資訊(新聞稿)，有責任及
角色各向公眾澄清事實，以確保案件的
真確及正確性。 

 
良好溝通 平衡採訪 

 
與傳媒有良好溝通。避免採訪影響服務
正常運作，尊重案主及院舍所有院友的
私隱。傳媒有極大的體諒明白及配合。 

業界  
友善溝通   適時分享 
全面了解   同心合力 
     合力保障弱小 



快速應變  真實準確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提醒團隊各級同事所有的
資料提供都要清楚記錄，真實準確。 

快而不急  網絡支援 配合事件的緊急性而不可拖延，因愈遲完成調
查，智障的案主被拘留時間愈長，身心影響就
嚴重。適時尋求司法及法律支援。 

憂而不慌  安慰情緒 擔憂難免，卻必需安慰及安穩各員工情緒。特
別是照顧案主的員工，以及協助警方調查與落
口供的員工。 

緊守服務  運作正常 
 

即使部份員工間期必需改動，仍要維持人手及
保持原有服務運作正常。留意其他院友的情緒
（警員多次到場)，盡力減低對院友及服務的影
響。 

平衡角色  持守公正 既為案主及家人提供身心情緒支援，亦是協助
警方調查的證人及機構。 
既維護案主及家人得的基本權益及尊嚴，亦不
可防礙司法公正。 

院舍服務及員工服 

注意事宜 經驗分享 冷靜  客觀  緊守  堅持 



非政府機構 

社工角色 
 
 

警方 
案主 

家人 

議員及 

  律師  

社署  傳媒 

院舍服務 
  及員工 

業界  

以愛出發 
助人自助 

  保持溝通 
建立(司法上) 
  資源網絡 

    持守公義 
倡議改善制度 

同心合力 
保障弱小  

良好配合 
尊重弱小   

透明機制
如實探究 
到位培訓 

 沉著應變 
 以人為本 
 專業管理 

 積極配合 (警方) 
 不離不棄(家人) 
 力求制度改善 
 (關弱勢組群) 

 弱勢社群 
需程序保障 

我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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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機制 

改善制度 

資源網絡 

公眾教育 

到位培訓 

共同協作 

謙卑共事 ~ 建立 為善  有愛 有憐憫 有公義的社會 

謝謝! 

尊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