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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角度看現今家庭結構、現象 
1. 人口老化、長壽 →祖父母參與管教及照顧年幼角色 

 

 

 

 

 

 

 

 

 

 

2001 2016 

年齡65或以上  747,000 1,092,000 

百份比                    46% 

2008 2033 

人口比例(年齡65
或以上 ) 

 

8:1 4:1 



香港人均壽命: 

 

 
  

男 女 

78.9 84.9 

香港已經晉身全球第三大最長壽地區，人均壽命高
達七十九點五歲，僅次於日本和瑞典。 



2.遲婚、遲生育、獨子或女的家庭、雙職
父母(菲傭姐姐、祖父母協助) (資料一)  

 

• 過去三十年，香港女性族群出現三多：
遲結婚、遲做媽媽及獨身主義 

• 統計處數字顯示，香港35歲以下女性，
在過去20年生育率大減逾五成 

• 唯獨35歲以上年齡組别逆线上升22% 

 

  

資料一.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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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結構改變:傳統大家庭核心家
庭隔代教養產生(資料二) 

傳統大家庭減少，改爲以核心家庭為主，第二
是單親家庭和跨境家庭數目增加 

資料二隔代家庭資料.pptx
資料二隔代家庭資料.pptx
資料二隔代家庭資料.pptx


 

 

 
  

4. 雙重照顧者角色(Dual-caring role)、
「三文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 

夾心族主要特徵是年齡在30至45歲，已婚，並
要養1至2名小孩以及父母或外父母等， 



 夾心族的冒起主要是女士推遲懷孕，加上人的
壽命愈來愈長，結果他們既要養年幼小孩，又
要養年老的上一代 

  

有調查發現亞洲出現了「三文治階層」
（Sandwich Generation），每5名勞動人口，就有1
個要同時供養子女和父母 



 

 

 
  

5.單親家庭數目上升(未婚媽媽、高離婚率) 
(資料三) 

資料四單親.pptx
資料四單親.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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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港婚姻家庭、雙非父母(資料四) 

資料五中港婚姻數據.pptx
資料五中港婚姻數據.pptx
資料五中港婚姻數據.pptx


• 據統計，2001年，全年的“雙非”嬰兒有約600名；而到
2011年，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接近35000個，佔了香
港整體出生嬰兒的40%左右 

• 過去十年來，“雙非”嬰兒達到17萬。隨著“雙非”兒童
的成長，他們的生活、教育、身心健康等問題逐漸凸顯   



 

 

 

從個案分享現今三代家庭的實況 
 
 1. 單親家庭 ~ 危機少女 
2. 婆媳相處 ~ 活在夾縫中 
3. 未婚媽媽 ~ 長不大的女孩 
4. 雙非父母 ~ 誰來照顧我們 
 
 
 
 



個案(一) 單親家庭 ~ 危機少女 

家庭圖(圖一) 

個案背景: 
1. 案主於年半前離婚，前妻擁有兩名女兒的管養權 

2. 離婚後，前妻與兩名女兒遷出，在另一區生活，案主
與母親生活。 

3. 約上年九月，幼女升上中學後決定與案主一起生活。
由於案主長時間工作，其起居生活主要由嫲嫲照顧。 

 

 

case1 genogram.pptx
case1 genogram.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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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原因: 
 案主發現幼女自升上中一後，無心向學，更經常缺課;
得悉女兒結識一群童黨，經常在街上流連，甚至乎過夜。 

 

 

 

 

 

 

面對困難及危機: 
1. 案主工時長，無暇管束女兒;年邁母親雖在家，也只能
做到通報案主 

2. 案主前妻雖知道問題嚴重性，不但沒有施予援手，更責
難案主管教不力 

3. 幼女洞悉父母之間不協調及案主限制，行為變本加厲; 
 

 

 



個案(二):婆媳相處 ~ 活在夾縫中  

 

 
家庭圖 (圖二) 
個案背景: 
1. 案主再婚，太太為內地人，剛來港定居 
2. 案主第一段婚姻已有婆媳糾紛，現任太太來港定
居後，婆媳問題再次出現 

3. 案主母親性格固執、專橫，不易相處;案主經常
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Case 2 genogram.pptx
Case 2 genogram.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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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原因: 
 案主與母親因處理孩子行為及婆媳關係發生爭執，盛怒
下將自己關在房門，企圖自殺。 

 

 

 

面對困難及危機: 
1. 案主與母親關係十分微妙，一方面要盡孝子本份照顧

她，但面對母親專橫、不講理，他開始失去耐性，甚
至情緒失控 

2. 案主要再一次面對婆媳相處問題，擔心太太沒法忍受，
導致離婚收場 

3. 案主失控情緒引致家暴危機或自殘?? 

 



個案(三):未婚媽媽 ~ 長不大的女孩  

家庭圖 (圖三) 

個案背景: 
1. 案主中五畢業後，曾從事不同行業，但都不持久，就

業動機低。 

2. 她對性關係很隨便，經常發生「一夜情」，曾三次懷
孕及進行三次墮胎。 

3. 家人(特別是母親)對於案主的放任行為所帶來問題既
憤怒又無奈 

 

 

 

Case 3 genogram.pptx
Case 3 genogram.pptx
Case 3 genogram.pptx


 

 

 

求助原因: 
 案主第四度意外懷孕，她希望能誕下孩子及自行
撫養。當家人知道後，都不同意她的計劃，若案
主一意孤行，她們要求案主及孩子出生後遷出，
案主對於未來照顧孩子及生活感到徬徨及焦慮。 

面對困難及危機: 
1. 案主一方面表示能自行撫養孩子，但從她的想法、

行徑並未有任何準備 
2. 案主母親對於女兒的行徑感到無可奈何，並因此

而為家庭帶來麻煩;母親過份保護已引起其他家人
不滿，相信孩子出生後問題會更嚴重 

3. 孩子照顧安排及案主濫交情況令人擔憂 



個案(四)雙非父母 ~ 誰來照顧我們 

家庭圖 (圖四) 

個案背景: 
1. 案主及丈夫均為內地人，子女在港出生 

2. 丈夫父親及兩名兒女為綜援受助者，於深水埗區租住
唐樓，案主持雙程証照顧子女，丈夫在內地工作。 

3. 案主與家翁關係欠佳;案主婚姻關係亦不理想 

 

 

 

 

Case 4 genogram.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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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原因: 

 案主對於家翁沒有給予子女生活費感不滿，並
向社署保障部投訴家翁，家翁一怒之下拒絕為
孫兒作綜援監護人，並且搬離居所。 

面對困難及危機: 

1. 案主及子女居住及生活問題 

2. 案主在港沒有其他親友支援 

3. 子女在內地沒有戶籍，不可能返國內生活 

4. 長遠照顧安排及計劃 

 

 



反思現今三代家庭的處境和挑戰: 
1. 上一代祖父母、這一代父母及下一代子女 

• 60s、70s、80s 甚至90s後的父母，他們的成長環境、
家庭結構、經濟條件、價值觀念轉變(未婚媽媽、先同
居後結婚、同性關係等等) 

• 現今青少年成長的危機: 部份來自「破碎」家庭、
「失踪」父母、造成身份認同危機、缺乏安全感; 

• 「隱蔽」青年、「宅男、宅女」現象 (資料五) 

•  我們的下一代將會如何??   

 

 

 

隱青資料pptx.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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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重照顧者及「三文治」世代的需要: 

 

 • 支援及關注雙重照顧者及「三文治世代」
的壓力(資料六) 

• 需要高度關注照顧者的心理及精神狀況 
• 長者及幼兒服務的需求殷切，對照顧者
來說，提供實質支援 

香港夾心族的壓力.pptx
香港夾心族的壓力.pptx
香港夾心族的壓力.pptx


3.隔代管養對家庭及兒童成長的影響 

 

• 探討隔代管養模式對子女成長的影響(本土化
研究) (資料七) 

• 相應服務如協助長者如何身兼父母親職角色及
了解年青一代心態 

 

資料二隔代家庭資料.pptx
資料二隔代家庭資料.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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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源起 



 

 

 
  

                         代代承傳  代代有愛 
 植根中國文化 

 重申及提倡重視傳統美善家庭核心價值觀念 

 締造多代家庭間互相關愛的社會文化 

 強化家庭凝聚力，促進家庭福祉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 the core value 

                        承傳 — 情、連繫、關顧 
 

          

基金建立理念 



 

 

 
  

圓夢故事分享 
故事一 

張婆婆女兒因罪入獄，外孫因此送往寄養家庭生活
。女兒入獄後，由於監獄路途遙遠，張婆婆行動不
便，甚少帶同外孫前往探望。張婆婆非常掛念女兒
與外孫，終日以淚洗面，寄望與女兒外孫見面團聚
。後透過基金資助她帶同外孫乘搭的士，定期前往
探監；基金同時資助外孫購買材料，親手製小手工
送予母親，表達關心及掛念，促進家庭溝通與關係
，亦圓老人家聚首之願。 



 

 

 
  故事二 

陳先生與患情緒病妻子同住，育有一名 7 歲自閉
症兒子。 由於生活貧困，妻子多年未能回鄉探望
年邁雙親， 陳生因此心感內疚。後經社工轉介，
資助一家三口回鄉探望父母，以盡孝道，並與兩
老合影家庭照片、外出用膳，共聚天倫。 
   

圓夢故事分享 



 

 

 
  



 

 

 
  



 

 

 
  



 

 

 
  



 

 

 
  

申請表下載 

• 香港家庭福利會 網頁 

•  代代有愛圓夢基金 

•  www.hkfws.org.hk 

• 電郵：cgdfund@hkfws.org.hk 

 

http://www.hkfws.org.hk/
http://www.hkfws.org.hk/
mailto:cgdfund@hkfw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