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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專題 

最新研究文獻:  

穩定家庭關係與青少年情緒發展 

項目拓展經理 陳小圓 (Florence Chan) 
 

面對子女踏入青春期時出現負面情緒及行為轉變，不少家長已認識到

這是青少年的成長階段及情緒發展所產生的變化，甚至認為無可避免。

心理學家進一步地透過研究分析，探究青少年問題的其他成因，發現

與家庭結構及功能的關係深遠，提倡融和家庭的重要。 

 

近年的研究包括 2012 年美國出版的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刊物，研究員

分別對 179 位六級學生，及另一批 593 的六級學生進行兩年追蹤式硏

究，透過問卷及小組調查，和訪問學生及家長，發現家長管教丶家人

尤其父親與青年子女的連繫關係，對青年行為問題有直接關係，兄弟

姊妹的衝突也會加劇青年問題的出現。 

 

研究員透過過往文獻深入了解成長過程能加劇青少年的反社會行為及

濫藥情況，而這些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對青少年身體及社會也有重大影

響。初中階段是潛伏的危險時期，因為這些行為問題特別容易急劇惡

化;特別是初中階段，青少年與家人關係正不斷改變，亦傾向減少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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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聯結，不受家人管教; 雖然這是成長階段的正常改變，這亦正正是

學者們相信青少年時期最需要與家人和諧連結，得到家人的指導及支

持，以應付他們遇到的社交丶情緒丶認知各方面的成長挑戰。 

 

另一方面過早給予青少年大量自由及不受管制的時間空間，會形成未

成熟的自主權，潛伏危機，甚至出現嚴重後果。青少年得不到家長的

指導及支持，結果只能依賴於朋輩有可能偏激的意見。 

 

家長管教技巧及溝通 

家長需要充分了解孩子的活動，孩子如能習慣性知會家長外出進行的

活動，當家長面對孩子出現不良行為時也傾向於作出較正面回應。這

份研究發現父母管教及家人關係對預防青少年出現反社會行為丶濫用

藥物或結黨活動有預防作用;研究證明有效的父母管教是家庭教育的

基石，亦強調參與子女活動丶清楚子女活動地點及形式是十分重要

的。 

 

兄弟姊妹的關係亦是相當重要的家庭次系統 

如果兄弟姊妹關係惡劣，彼此缺少支援，更易出現問題行為，換句話

說兄弟姊妹如能擁有和諧關係，亦相對地減少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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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發現父親與青少年子女的關係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保護作用 ，不

論子女是否與父親一起居住，爸爸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研究建議社

會政策上需要推動更多父親教養的配套。 

 

另一份家庭心理刊物在 2012 年刊登的研究，對一批分別 17 丶 22 及

23 歲的 792 位美國籍青年進行六年研究追蹤，發現家庭凝聚及紛爭

和自制力對青成期孩子社交及情緒健康能有效地發揮平衡作用，而家

庭功能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及運用 18 位專業人員進行代碼觀察，當中的測量

包括家庭凝聚力，評估過去一個月內家庭成員在家庭活動中經歷的信

任，舒適度及享受感。同樣地家庭紛爭也受評估，包括父母與子女經

歷的爭吵丶忿怒及暴力行為。除了談論紛爭經歷，更探討解決方法或

希望如何解決。 

 

這份研究更仔細分析家人溝通及處理紛爭的互動關係，再去比較青少

年進入初成期的自我管制能力，亦利用不同的測試工具分析他們的情

緒指標及行為。研究發現擁有較高家庭凝聚力的青少年擁有更佳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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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制能力。 

總結 

孩子每個成長階段都需要預備及適應，青少年踏入成年階段，更由一

個原生家庭轉變到獨立生活，建立新的關係及要財政自主，需要不同

技能應付大大小小的挑戰，家人的關係及支持正正為他們舖路預備。

父母們應該把握建立家人的凝聚力，適當地處理衝突及紛爭，在孩子

成長中的不同階段，適當運用不同方式，不但幫助他們好好預防情緒

及行為問題，更要幫助孩子成長及建立互信，不但能獨立成長，更能

彼此支持，讓愛承傳下去。 

 

References: 

Fosco, G. M., Caruthers, A. S. & Dishion, T. J. (2012) A six-year 

predictive test of adolescent family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effortful control pathways to emerging adult social and 

emotional health.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4), 565-575. 

 

Fosco, G. M., Stormshak, E. A., Dishion, T. J., & Winter, C. (2012),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monitoring during middle 

school as predictors of early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1(2). 

2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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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家庭關係和青少年情緒發展的穩定劑》 

義務硏究員 鄭子聰 

   

在我求學的年代，曾遇上兩次轉捩點，一次是完成高中課程後的升學

或就業抉擇，另一次是大學畢業後選擇進修或就業，幸好家人也非常

支持我的決定，讓我自行評估能力、興趣和性格後，為自己前程作出

決定。 

 

正值中學文憑試即將放榜的時刻，很多同學也會暫時放下考試的壓力，

去尋找自己的興趣好好規劃中學時期的最後一個暑假，他們或會選擇

跟一群同學去畢業旅行，有些會進行暑期工作體驗，累積經驗，以及

了解一下感興趣的工作環境。在這段時間，他們所面對及要處理的事

情或挑戰正是為將來生活的預備。 

 

但臨近放榜的前一兩個星期，青少年或會開始對未知的將來而感到緊

張，而父母也會因為開始擔心子女的前程而作出提醒，但子女很多時

會視家人的溫馨提醒為煩厭的囑咐，而當雙方的情緒被互相影響時，

或會開始產生言語上的衝突，而有些青少年會選擇逃避，令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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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性減弱，也窒礙了青少年在這成長階段應該可以發揮的情緒表

達。 

 

家長們可以趁著青少年現在相對心情開朗愉快的時間，多作聆聽及了

解，在子女的同意下一起搜集升學及就業的資訊，並盡量懷著建議和

讓孩子決定的態度，並透過輕鬆及具創意的形式，及早與青年人籌劃

輕鬆的親子生涯規劃探索活動，或者報名參加由社會服務機構所舉辦

的生涯規劃活動，例如職場探訪、才藝體驗、職業興趣或性格測試等，

讓他們更了解自己及將來的選擇。 

 

當大家能增加溝通機會，互相理解彼此情緒表達的動機和原因的時候，

家庭關係便能隨著穩定的方向前走，而當家長能初步理解青少年的心

聲及情緒表達的原因時，家長們便能創建不同的平台，鼓勵青少年有

效地表達情緒，家長更可以透過家庭活動增進家人溝通及了解。 

 

家庭活動可以是共同製作甜品或晚餐，家長們可以跟孩子製作食物後，

一起分享成果，之後也可以一起到家外散步，甚至在假日時到戶外地

方體驗，讓這些活動成為家庭關係的穩定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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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關注社會議題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2015年國際家庭日致辭 

今年主題:  MEN IN CHARGE? 

維護家庭基金 總幹事 溫南聲 

 

今年國際家庭日的主題，突出強調了性別平等和兒童權利在當代家庭

中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婦女正理所當然地被承認為家庭

中的平等夥伴和決策者，從而有助於切實營造一個適合兒童充分及和

諧發展的有利環境。可是，在太多國家，家庭法和政府政策中仍頑固

存在著歧視婦女和漠視兒童權利的規定，而普遍社會規範往往縱容許

多歧視性做法並使之合理化。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這種現象的社會及經濟代價。歧視和漠視往往導致

暴力，威脅到婦女和兒童的健康並限制了他們完成教育和發揮自身潛

力的機會。這種迴圈通常會延續到下一代，因為經歷暴力的兒童在他

們的成年生活中更可能訴諸暴力。公平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依賴於支援

婦女及兒童權利的公平法律框架和社會規範。在現代家庭、社區、社

會和國家中，絕不允許存在不給所有人平等權利並壓制婦女及兒童權

利的歧視性法律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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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國際日之際，讓我們下定決心改變支持男性控制婦女、強化歧視

和阻礙消除暴力侵害家庭弱勢成員行為的法律及社會規範。在我們打

造一個新的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努力創造一個人人有尊嚴的世界之時，

讓我們團結起來捍衛婦女和兒童在家庭和在整個社會中的權利。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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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關注社會議題 

從兒童最大利益的角度看我們的社會事件 

維護家庭基金 總幹事 溫南聲 

 

近日社會上有關一宗就逾期留港十二歲男童獲入境處發行街紙等候調

查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令我再次認為我們有需要繼續推動公眾教育，

認識何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何謂「兒童最大的利益」、何謂「父

母角色」。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

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

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為此，我們促請政府嚴格

遵從《公約》去處理該男童的個案。 

  

守護家庭價值，最終目標是爭取確保下一代在更理想的社會環境、家

庭環境中成長。故此，維護家庭基金譴責任何沒有做好保護自己孩子

成長責任的父母、家人，以導致任由其孩子的成長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而面對社會對今次事件眾說紛紜，我們亦希望帶出另一個角度去教育

我們的持分者，去進一步認識子女有權得到家庭和父母最大的照顧和

保護的權利。在《公約》序言的部分，便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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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料和協助，深信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

元，作為家庭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 的成長和幸福的自然環境，

應獲得必要的保護和協助，以充分負起它在社會上的責任，確

認為了充分而和諧地發展其個性，應讓兒童在家庭環境裏，在

幸福、親愛和諒解的氣氛中成長」 

  

當我們的社會各界能藉著不同的社會事件開始去學習重視兒童最大的

利益，並監督政府當局嚴格遵從《公約》去處理政策制定時，當將來

有機會面對一些嚴重影響兒童福祉的重大爭議政策和制度產生或改變

時，屆時社會輿論便有能力以兒童的利益去優先考慮、判斷和作出明

智決定。今天，維護家庭基金亦響應聯同超過二十間兒童社會服務機

構，一起發了一份五點聲明，以維護兒童最大利益的角度去回應今次

事件。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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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新聞彙編 

家庭制度及政策 

 

都市日報 (29/06/2015) 四成港人不願生育 

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282367 

香港婦聯在 4 月訪問 475 人，當中 42%受訪者不願生育，數字和去年

相若。調查發現家庭月入 1.2萬元以下的人士中，有 53%人願意生育；

但 29 歲或以下人士的生育意願，則比去年增約 20 個百分點，有 64%

人願意生育。 

 

欠支援不敢要 BB 

有 70%和 80%受訪者分別認為爲，政府對雙職父母的支援服務不足，

和公共場所的育嬰室不足。 

 

婦聯副主席歐陽寶珍亦表示，有受訪者認為政府託兒支援服務不足和

公共場所育嬰室不足，反映當局可以加強完善人口政策；她引述指一

對月入 6 萬元的雙職夫婦，除了養育兩名子女還要供樓、供養父母和

僱用工人，每月生活費也是僅僅夠用。 

 

她建議政府推廣家庭友善政策，為年輕夫婦、雙職父母提供更多政策

優惠、育兒津貼和增加託兒服務配額，增加他們的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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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 (15/06/2015) 學術型幼園易製「唔知點算童」 

學者﹕培養自主黃金期 應讓孩子「真遊戲」 

http://news.mingpao.com/ 

幼稚園階段常「坐定定」讀書可能窒礙幼兒發展自主能力，教育學院

利用源自芬蘭的國際測試，分析 30 名學術型及 30 名遊戲型幼園生如

何處理社交矛盾，結果部分港生出現芬蘭測試中從沒見過的情况——

完全不懂得處理社交矛盾，還焦慮得「眼濕濕」，當中學術型幼稚園的

幼童「唔知點算」比率，為遊戲型幼園的 4.4 倍，反映前者自主力較

低。負責研究的學者指出，5 歲前是培養孩子自主能力的黃金期，建

議多讓幼童參與「真遊戲」。  

 

東網專訊 (16/06/2015) 內地 80 後掀「閃離」潮 25分鐘情已逝 

http://hk.on.cc/cn/bkn/cnt/news/20150616/bkncn-20150616122423211-0616_050

11_001.html 

婚姻乃人生大事，但內地離婚率近年持續攀升。內地傳媒報道，目前

高達 2.2 億人的 80 後群體，已成內地新一波離婚潮的主要群體，離婚

原因更是「千奇百怪」，由誰洗碗、誰做飯，以至爭奪變形金剛「手辦」

的所有權都有。專家分析指，內地「80 後」離婚急增與物質生活富裕，

以及身處社會分化、觀念多元化等有關。 

專門研究離婚案件的上海助理審判員潘庸魯和沈燕，以 2011 至 2012

年數據顯示，當對 200 對離婚夫妻至少一方是「80 後」；以往「七年

之癢」對他們來說，時間更普遍提前 4 年，婚後 2 年內離婚佔 26%，

3 年內離婚更超過 40%，而婚姻經過 7 年後才離婚僅約 1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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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如今不少內地「80 後」夫妻經常出現「閃婚閃離」，其中離

婚最快速度是 25 分鐘。離婚原因除上文提及之外，父母輩壓力也是

原因。據資料顯示，內地平均每 5 名「80 後」，就有一名是獨生子女，

他們自小在父母呵護下成長，不少父母因為慣常插手、干預子女的婚

姻生活。 

對於出現上述婚姻危機，北京律師劉政認為成因是不少獨生的「80 後」

「堅持自我」，強調個人情感的訴求，很少切換立場考慮問題，而學歷

更與離婚率成正比。青島大學師範學院教師宋蕾和李曉指出，「80 後」

對自由、平等、權利等觀念堅持，亦可能導致夫妻分歧增加。 

 

自由評論 (14/04/2015) 月入 7 萬無首期 婚後要「分居」 

集思會調查 3 成青年不滿社會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31bedc46-373e-4645-a981-8ac164c59176-849967?s

ection=001 

佔中過後青年議題備受關注，智庫組織香港集思會向逾千名青年進行

的調查發現，房屋、物價、自由行人數過多和上流困難等，都是他們

最關注的社會議題；而受訪者當中，對社會狀況感到不滿的大幅多於

對個人狀況不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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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新聞彙編 

家庭婚姻 

 

經濟日報 (19/06/2015) 27%新手爸爸 管教倘添壓損婚姻 

母縱容兒子父欲教無從 分工不善離婚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c2bb1b3b-2755-4a7c-a26c-cffc4f6c9010-107020 

一項研究發現，分別有 4 成半及逾 3 成受訪新手爸爸認為，與配偶分

工妥善及自己勝任管教子女，均提升對婚姻滿意度；相反每 4 位就有

1 人認為當管教感壓力，婚姻滿意度亦減低。有溺愛兒子的媽媽縱容

通宵打機致曠課，丈夫欲撥亂反正卻遭孤立，終放棄管教離婚收場。 

 

有關研究是城市大學在2010年展開，並於今年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

受訪者是從本港幼兒機構包括幼稚園抽查的 2,029位育有 2至 6歲子

女的「新手爸爸」，當中有 45%認為，與配偶在管教上分工妥善，能

互相合作，有共同的一套管教模式，可保持良好的婚姻關係。 

 

45%指管教分工妥善 利婚姻 

同時，有 31%的爸爸認為，管教效能感愈佳，即覺得自己能勝任管教

工作，婚姻滿意都會提高；但逾四分一（27%）認為管教壓力大，如

不懂管教孩子，婚姻的滿意度會減低。 

 

結果反映新一代爸爸會將管教分工及管教效能感，與婚姻滿意度連上

關係；換言之，他們一旦發現其管教效能感低或與配偶分工不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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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面臨婚姻危機。相反，女性認為管教子女是天職，與婚姻並不

掛鈎，認為婚姻主要建基於與丈夫的愛。 

 

父親若在管教時得到配偶支持，子女又對他順從，可推動他們積極投

入管教角色，從而有助維繫婚姻關係。她續指，隨着新一代爸爸學歷

趨高，參與管教亦愈多，要建立健康家庭，建議男性多投入管教，配

偶則應多支持對方的付出。 

 

自由時報 (28/05/2015) 〈台北都會〉推廣婚姻教育 育林國中校長

扮新娘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84303 

樹林區育林國中與市府家庭教育中心辦理「年輕世代親密關係」婚姻

教育課程，校長打扮成出嫁新娘，帶同學們探討婚姻議題，老師們也

大方向學生公開自己的婚紗照，並分享婚姻持久的小撇步，盼學生提

高情感ＥＱ。 

 

升旗典禮上，校長黃淑美頭戴鳳冠、身著霞帔現身引起全校一陣驚呼，

輔導主任李志明也頭戴狀元帽，身穿大紅袍進場，兩人攜手扮演新婚

夫婦，宣告「年輕世代親密關係」婚姻教育課程正式展開，校內將舉

行講座、短片分享，讓學生深入探討婚姻議題。 

 

校方更布置了「婚姻教育展覽屋」，陳列老師們的婚紗照，也有海報專

區介紹各國婚禮習俗及服裝，並展出學生訪問家長經營婚姻及家庭的

秘訣，和寫著精彩情感故事的優秀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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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間感情圓滿，就是給孩子們最好的禮物！」家庭教育中心主

任林玉婷說，此次規劃婚姻課程，讓學生認識自己及他人，學習接納

彼此差異，也要透過檢測表，了解自己的戀愛ＥＱ，學習面對分手議

題，檢視自己的愛情觀。 

 

九年級學生王祖翎說，很認同此次的課程，對相愛的另一半，要學著

放大對方的優點、縮小對方的缺點，才是長久交往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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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新聞彙編 

家庭生活 

香港電台新聞主頁 (14/06/2015)  

研 究 顯 示 父 親 管 教 較 母 親 慈 祥 

http://rthk.hk/rthk/news/expressnews/20150614/news_20150614_55_1107470.htm 

家庭議會一項長達 6 年的研究顯示父親在管教子女時較母親慈祥，但

是同時和子女的關係是較疏離。 

 

調查由身兼家庭議會主席的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石丹 

理負責，由 09 年起，追蹤 3300 名中學生，他們每年都需要回答同一

份問卷，發現 5 成受訪學生表示，不會主動向父親分享感受，而表示

不會主動和母親分享感受的就有 3 成。 

 

石丹理表示，調查發現現時的父親不再是以前的嚴父，和子女的關係

較疏離。原因之一可能是工作繁忙，亦可能是父親不懂表達對兒女的

愛。他表示，這種情況會影響子女心理成長，又會加重母親的負擔甚

至影響婚姻。他建議父親多參與子女學校的活動，關注子女的學業和

社交生活。 

 

明報新聞網 (23/06/2015) 四成日本年輕人不想拍拖 「草食化」走

向「絕食化」 

http://news.mingpao.com/  

日本內閣府昨日公布最新調查，顯示已屆適婚年齡的年輕一代中，多

達四成不想戀愛，主因是認為談戀愛「太麻煩」。當局擔心日本男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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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親密關係愈來愈不感興趣，走向「草食化」甚至「絕食化」，將令

少子化問題惡化。 

 

這項調查以結婚成家的意識為主題，自去年 12 月起成功邀請 2643 名

20 至 39 歲男女作答。調查發現，未婚且未有戀愛對象的人中，不想

拍拖的男性為 36.2%，女性為 39.1%，而 20 歲左右的男女較 30 歲以

上的更無戀愛意欲，不想拍拖的男性與女性分別為 39.7%及 41.1%。 

 

政府：需加強提供拍拖情報 

收入少的人也傾向不拍拖。沒有收入的男女分別有 46.3%及 56.1%不

想戀愛，但年收入超過 400萬日圓（約 25.2萬港元）的男性則有 79.7%

想拍拖，而年收入超過 200 萬日圓（12.6 萬港元）的女性亦有 70.7%

希望找到另一半。 

 

問及為何不想拍拖，最多人認為「談戀愛很麻煩」（46.2%），其次為

「希望對個人興趣投放更多心力」（45.1%）、「希望專注事業或學業」

（32.9%），以及「 對戀愛沒興趣」（28％）。至於有戀人者最擔心「沒

有約會的地方」（55.5%）及「自己不夠魅力」（34.2%）。當局稱，調

查說明有必要加強提供拍拖情報等措施，以改善少子化問題。 

 

經濟日報 (26/06/2015) 租佔收入 4 成 劏房戶愈住愈細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305be601-b70a-4ce6-b8dd-bf86daf5e77d-212881?s

ection=005 

本港樓價高企，狹細的劏房成為不少基層人士的蝸居，中大未來城市

研究所發現，租戶為了負擔日益上升的劏房租金、居住面積愈來愈細。 



 

維護家庭基金 家庭研究彙集 第二十一期 2015 年 7 月    頁 22 

  

 

其中租金佔家庭收入 4 成、人均居住面積只有 47.8 平方呎，與迷你倉

相若，更低於公屋人均面積下限。 

 

有關注組織批評，港府政策失誤，令住戶每日「搵命搏」住在劏房之

中；學者促請港府以過渡性房屋安排等短期措施救劏房戶的「近火」。 

 

港府於 2013 年的統計發現，當時的租收比為 29.2%，人均面積為 67.6

平方呎；政策中心以 13 年的人均面積作基準，劏房戶要租回當年人

均有 67.6 平方呎的劏房，租收比將攀升至 72.8%。 

 

研究所副所長姚松炎認為，最新數據反映住戶不斷壓縮人均居住面積

至可負擔的水平，令人均居住面積比公屋標準下限的約 70 平方呎仍

要低，情況令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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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2015/16年度) 

 
主   席：  陳黔開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執委顧問 

 

副 主 席：  吳思源先生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副會長/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執行董事會成員               

 

曾錫華牧師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主任／副教授 

 

書   記：  羅杰才牧師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 

 

司   庫：  周弘毅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牧師 

 

董   事：  李樹甘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胡志偉牧師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教授 

 

董事局於 2012年 11月成立「籌款小組委員會」及「初階段發展小組委員會」，以廣邀各界人才以協

助維護家庭基金在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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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計劃捐款及贊助表格 

 

本人深感認同  貴機構「維護家庭價值」的宗旨， 亦支持您們的工作計劃 (請閱

www.familyvalue.org.hk)。本人/ 本教會/ 機構/ 公司 願意捐助/ 贊助支持您們的工作 : 

 

(   )    一次過捐款 ________ 港元。 (一百元以上之捐款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付款方式:  

(   )    劃線支票號碼:  ( _______ 銀行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抬頭「維護家庭基金有限公司」或 「Family Value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並郵寄至 「九龍荔枝角長裕街 8 號億京廣場 11 樓 1105 室 - 維護家

庭基金有限公司」 ) 

(   )    現金存款/ 轉賬:   恆生銀行戶口 368-196606-883  

(請郵寄銀行入數紙 連同本表格) 

 

捐款人資料: 

捐款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背頁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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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計劃捐款及贊助表格 

 

你在這表格填寫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與你交代捐款用途及有關項目進展、以及

寄發收據之用。 維護家庭基金將會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

最新規定，如未得你的同意前，並不會使用你在這表格留下的個人資料作為以

後基金內部將來其他的通訊、籌款、作推廣其他活動/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

的用途。即使你同意後，你亦可隨時書面要求我們停止繼續使用你的個人資料。

除作上述用途之外，我們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你的資料予任何

人士或組織。 

 

故此如你同意我們繼續使用這表格的個人資料作日後的通訊、籌款、作推廣其

他活動/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用途，請簽署。 

     

如不同意有關安排，請在下格內  並簽署。 

 除用作今次捐款外，本人不同意 貴基金使用本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作通訊、籌

款、推廣其他活動/訓練課程邀請或收集意見的用途。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更新: 26/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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