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打擊販賣人口保護受害人進階課程” 

 

課程編號： IAS/DEP/NGO013/2014 

 

課程目的： 1. 認識販運人口的定義和其主要概念，增強前線人員對個案的辨識
能力，繼而深入了解怎麼協助和保護人口販運受害人。 

2.  讓社會工作局的前線人員更深入認識國際上販運人口的工作和所
面對的挑戰，並學習跟人口販運受害人個別面談的技巧，各種協
助和保護受害人的措施。 

 

課程簡介： 第一天課程： 

什麼是人口販運 What is trafficking in person  

- 人口販運的定義（聯合國條例）Trafficking definition (UN protocol) 

- 人口販運的過程 Trafficking procedure 

- 原因及影響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理解被販運人的遭遇 Understanding the experience of trafficked persons 

- 誰是受害人 Who is a Victim? 

- 被販運人遭受的虐待  What are the abuses suffered by trafficked 

persons? 

- 風險與後果 Risks and consequences 

 

保護措施的總體指導方針 General Guideline of Protection  

保護措施-1   Protection Method-1: 

識別與面試  Identification& Interview   

- 身份識別：評估指標；探索定義；剝削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of indicators; exploring the definition; 

Exploitation  

- 面試技巧：困難與挑戰；一般步驟 

Interview technique: Challenges; General steps 

- 轉介制度 

Referral system 

討論 Discussion 

 

案例分析 case study  

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主任介紹美國的實況 

US 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unit to present the US situation 

討論 Discussions 

 

 



  
 

保護措施-2  Protection Method-2 

準備階段   Preparations 

- i) 案例管理檔案 Case management files 

- ii) 安全與風險評估 Security and risk assessment 

- iii) 第一次接觸（目標）First contact (goals) 

- iv) 需求評估 Needs assessment 

討論 Discussions  

 

保護措施-3  Protection Method-3 

直接健康護理協助- Direct Health Assistance 

- 對兒童和成人的協助 Assistance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 安全轉介 Safe referrals 

 

保護措施-3 續   Protection Method-3 continued 

直接健康護理協助- Direct Health Assistance 

- 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 傳染性疾病包括愛滋病 Infectious Diseases including HIV and AIDS 

- 醫藥-法律層面 Medico-legal Aspects 

- 服務提供者及受害人的身心處理方法 

Address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both service provider and the 

victim 

 

第二天課程： 

重溫第一天內容 Review of day 1 

複習遊戲 Game test 

保護措施-4  Protection Method-4 

庇護所 Shelter 

- 庇護所管理與人員培訓 Shelter management and staff training 

- 庇護所內的協助 Assistance at the shelter 

短片 Video  

 

保護措施-5  Protection Method-5 

自願回國及再融入社會及輔導 Voluntary return & Reintegration & 

Counselling 

- 再融入社會 Reintegration assistance 

案例學習 - 從澳門和馬來西亞回國的個案分享 

case study – feedback from returnees returned from Macau and Malaysia 

 

特殊考慮 

Special Consideration 

- 對兒童的協助  Assisting children. 



  
 

- 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 語言與翻譯  Language and interpreters 

- 性別敏感度 Gender sensitivity 

 

長遠保護 Long-term protection 

- 信息宣傳  Information campaign 

- 合作與交流  Cooperation and networking 

 

回望（評估工作）Looking back (Evaluation of the work) 

- 指標 Indicators 

- 評估 Evaluation 

案例分析 Case Study   

- 小組活動 Group activity  

- 限制與評估 Limitation and Evaluation 

總結 Conclusion 

 

對  象： 家庭暨社區服務廳的社工及心理輔導人員、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及
民間社會服務機構前線人員(包括：明愛 24 小時專線服務隊、婦聯勵
苑和打擊販賣人口 24小時求助熱線及善牧中心) 

  

舉行日期： 2014年 10月 28 日至 29日(星期二及三) 

 

時  間： 09:15–13:00；14:30 - 18:15 

 

總 學 時： 15小時 

 

導  師： 國際移民組織（IOM）曼谷地區辦事處專家擔任 

 

地  點： 社工局研究暨計劃廳培訓室 –殷皇子大馬路 43-53A 號澳門廣場 16樓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普通話 

 

名  額： 約 45人 

 

證  書： 

 

報名方法： 

 

 

報名截止日期： 

凡出席率達 80%的學員可獲發證書 

 

將已填妥之報名表格傳真回(28355279) 社工局研究暨計劃廳服務規劃
及培訓組；社工局人員於內聯網上自行報名。 

 

2014 年 10月 16 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