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部份活動或會作出更改。敬請與小隊負責人聯絡，以了解最新安排。

參與機構編號 機構/團體/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活動形式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電郵
1 New Home Association-HOME Centre Love � Harmony Community Care Program� 1.8-31.12.2020 家訪及中心小組活動 項目主任:戴雅穎姑娘 3610 4415 annatai@nha.org.hk

2 九龍婦女聯會 同心抗「逆」顯關愛 待定 待定 行政主任:YEN LAU 2740 9000 kwof3@yahoo.com.hk

護老愛心大使齊抗逆 10 .2020、1.2021 網上宣傳及教學

護老愛心大使關愛行動
6.2021、1.2022

(或因疫情改期或取消)
上門探訪

金百合探訪
10.2020-3.2022

(或因疫情改期或取消)
每月上門探訪 社工:徐可欣姑娘 bhwcp.sw2@buddhist-hhckla.org

普明義工:家居支援服務計劃 1、7.2021、1.2022 上門探訪 社工:劉綽盈姑娘 bhwcp.sw4@buddhist-hhckla.org

「自」在同里行
6.9.2020

(已完結)
社工:劉蕙華姑娘 carollau@heephong.org

感貧身受
29.11.2020

(已完結)
社工:王雪濱姑娘 sallywong@heephong.org

共融行動
4/2021-3/2022

(每月聚會)

與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建立地區的支

援網絡及提昇傷健共融的精神
社工:張雅麗姑娘 al.cheung.sw@heephong.org

"共賞•有時"表達藝術治療家長小組
7.10-23.12.2020

(逢星期三，共12節)
中心小組

親子布袋D.I.Y工作坊
29.11.2020

(已完結)
中心親子活動

親子遊戲同樂日
3.2021

(其中一個星期六或日)
中心活動 社工:梁淑怡姑娘 sy.leung@heephong.org

抗疫在家無有怕~管理自身情緒有辦法

抗疫在家無有怕~疏導孩子情緒有辦法

「我們的。走過的．故事」 10.1.2021
以繪寫生命故事的形式，回顧親子所走過的逆境，鞏固及肯定參

加者克服逆境的能力

社工:李碧君姑娘 pk.lee@heephong.org

青年抗疫計劃 向服務受眾派發防疫物資

「種出好心情」 與精神病復康者透過電子產品聯繫
7 社會福利署伊利沙伯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待定 待定 為病人及病人家屬舉辦之講座 社會工作主任:黃佩霞姑娘 3506 7022 oicmssuqeh@swd.gov.hk

8 社會福利署油麻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抗逆小宇宙 9-12.2020 本中心進行或關懷探訪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潘秀玲姑娘 2384 5190 aswo3ymtifsc@swd.gov.hk

9 社會福利署啓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冬至暖在心 12.2020 上門探訪 社會工作助理:林越燕姑娘 3996 7706 swa4kaitifsc@swd.gov.hk

10 青年創意社 待定 待定 派米及派發防疫物品 主席:莊毅強先生 2818 7881 j.chong@msn.com

啓德隊長健步行
逢星期二晚上 5:30-6:30

(疫情過後)

組織長者與居民圍繞啓德社區散步(沿途介紹防疫資訊及派發單

張

有「里」心探訪隊
每月一次

(疫情過後)
組織義工上門探訪獨居或雙老長者(派發防疫物資及疫情慰問)

防疫到啓德
8.2021

(其中一個星期六下午)
社區派發防疫物資及單張

Phone 中見情真
每月一次

(疫情過後)
義工電話慰問獨居或雙老長者(電話慰問及介紹防疫資訊)

「抗疫十式健康操」訓練計劃
9-10.2020

(已完結)
與地區NGOs合作/網上訓練

「抗疫十式健康操」大使服務推廣 11-12.2020 與地區NGOs合作,前往中心推廣健康操

長者防跌「肌本法」肌肉鍛練 9-12.2020 與地區NGOs合作/網上訓練

13 省善真堂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善心傳揚齊抗疫
17.8.2020

(已完結)

送贈「抗疫包」(透過地區社福機構派發給有需要人士，包括新

家園協會、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弱能學前兒童

家長會、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福利辦事處及地區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等)

董事:梁玉書先生 2336 1578 herbertleungys@yahoo.com

網上長者運動資料
由7.2020開始，並持續進行

網上長者運動資料 Manager:Sabrina Li 2839 3893 wtsabrinali@hkhs.com

Manager:Jo Ho 2839 2578 psjoho@hkhs.com

Assistant Manager:Ivan Lam 2839 2089 pcivanlam@hkhs.com

社工:王紫琛姑娘 bhwcp.sw1@buddhist-hhckla.org

12.2020-1.2021

(其中一天的早上)

8-10.2020

(已完結)

上門探訪

家長講座

2334 0007

社工:陳力先生

社工:Raymond Wong

yuricheung@heephong.org

amyngan@heephong.org

kaopuishan@caritassws.org.hk

nickchan@heephong.org

副主席:張應明先生

社工:張美純姑娘

社工:顏玉英姑娘

2339 3724

協康會海富中心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保良局溫林美賢耆暉中心

建設健康九龍城協會

5

6

12

14

raymond.wong@poleungkuk.org.hk

ricky1784c@yahoo.com.hk

11

香港房屋協會「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

社會福利署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抗逆聯盟第一期活動資料

伴「疫」歲月Take2
8-9.2020

(隔週星期三)(已完結)

以youtube 網上平台直播的形式，與安在家中的青少年進行遊戲

互動，並從中帶出抗「疫」的知識

2713 8380

「樂得耆所」居家安老計劃－愛心防疫大行動 由1.2020開始，並持續進行 派發防疫包予村內長者及上門探訪體弱長者

3679 3060

佛教何黃昌寶長者鄰舍中心

協康會油麻地中心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高沛珊姑娘

2777 5588

2897 6608

3

4



參與機構編號 機構/團體/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活動形式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電郵

「放火」社區關懷活動

9.2020-8.2021

(每雙數月份的第三個星期六進行，共6

節) 晚上7pm-8:30pm

與區內學校及商界義工團體合作，分組到區內關心在街上的弱勢

社群，如拾荒者、長者、清潔工等，從而了解其需要、提高他們

抗疫意識、提供社區資源

「分享愛」社區探訪活動

12.2020-9.2021

(3月、6月、9月、12月的第三個星期六

進行，共4節) 早上10am-12:30pm

與區內學校及其他義工團體合作，分組到區內上門探訪弱勢社群

，如長者、低收入家庭、南亞裔等，從而了解其需要、提高他們

抗疫意識、提供社區資源

Online 童學會

9.2020-8.2021

(暫定星期六下午進行，共40節) 下午

2:00pm-5:00pm

與區內學校及其他義工團體合作提供網上功課輔導予低收入兒童

少數族裔兒童網上支援服務
9.2020-3.2021

(逢星期三及日，共48節)

透過小組活動/網上小組，提供功課輔導、廣東話教授、情緒支

援等服務予少數族裔兒童/青少年
社工:李家恒先生

電話探訪服務 電話探訪獨居長者
為居家隔離人士搜購物資 採購及安排送貨
十四天心理健康日誌 派發宣傳物資

“Health Chat" 「健談健問」健康資訊短訊服務

“Shall We Talk"心理支援預約服務

抗疫送暖大行動
7-9.2020

(已完結)
抗疫送暖大行動，派發抗疫物資 中心主任:蔡智嵐 terrence.tsoi@hkfws.org.hk

「抗疫好鄰舍」認知友善標語創作比賽
1.8-30.9.2020

(已完結)
標語創作比賽 社工:林綺汶姑娘 emily.lam@hkfws.org.hk

社工:張灝瀠姑娘 hody.cheung@hkfws.org.hk

社工:邱卓雅姑娘 claudia.yau@hkfws.org.hk

社工:鄭佩雯姑娘 angela.cheng@hkfws.org.hk

社工:葉穎欣姑娘 julie.yip@hkfws.org.hk

抗疫身心靈資訊分享 9-12.2020 抗疫資訊分享 中心主任:蔡智嵐先生 terrecne.tsoi@hkfws.org.hk

「同心互助」飯券/防疫「安心包」製作及派發
7-8.2020

(已完結)
派發予中心個案及九龍醫院SAC門診服務 中心主任:吳新健先生 michaelng@hkcs.org

PS33 街頭分享-社區關懷活動
8.12.2020

(每月1次) 平日晚上 7pm-10pm
以街頭探訪方式派發予區內弱勢社群,如露宿者、低收入工人 社工:曹子俊先生 edisoncho@hkcs.org

19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銀齡智多Kids Online篇 8.2020-3.2022 以視像軟件進行網上功課輔導 社工:黃偉邦先生 2377 3230 sw1.fsnt@bokss.org.hk

20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陳德生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愛心齊躍動 10.2020-12.2021 上門探訪/小組活動 社工:何子希先生 2390 6574 sw2.mknec@bokss.org.hk

21 救世軍九龍城家庭支援中心 待定 待定 探訪、小組 隊長:黃碧林先生 2768 9298 billy.wong@hkm.salvationarmy.org

社區抗逆送暖大行動
9.2020

(已完結)
上門探訪區內有需要的長者 社工:李昊謙先生 lihohim@yang.org.hk

LOVE PUZZLE 抗逆心連心
8-9.2020

(已完結)
中心活動 隊長:梁希雯女士 sandyleung@yang.org.hk

暑期伴你行
8.2020

(已完結)
網上形式

Y-Dragon青年計劃 10.2020-3.2021 中心小組活動

「秋月顯關懷 2020」之探訪活動
22-26.9.2020

(已完結)
上門探訪

延愛關懷組 電話關懷及上門探訪

外展服務站 地區宣傳

「暖意樂融融 2021」之探訪活動 1.2021

「端陽獻愛心 2021」之探訪活動 6.2021

「秋月顯關懷 2021」之探訪活動 9.2021

「暖意樂融融 2021」之探訪活動 1.2022

護老資訊站
10.2020-3.2021

(每月1次，共六次)
免費簡單健康檢查、健康及抗疫資訊街站宣傳

「愛護學堂」護老者網上頻道
8.2020-3.2021

(每月兩次，共十六次)
網上直播/短片

「噓寒問暖」電話慰問行動 8-12.2020 電話慰問 服務主任:陳情文姑娘 jcmchan@yang.org.hk

25 慈航會 待定 待定 講座/小組活動 社會服務委員會高級行政主任:卜敏儀女士 2721 8378 rina@ppclub.com

26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油尖旺) 探訪困居戶 10-12.2020 上門探訪 精神健康教育主任:胡穎琪女士 2977 8900 wingkiwu@nlpra.org.hk

27 路德會何文田融樂中心 待定
8-11.2020

(已完結)
上門探訪(草擬中) 社工:伍子健先生 2871 2200 jacky.ng@hklss.hk

28 黎廣偉/馬希鵬議員辦事處 土友齊抗疫
8-9.2020

(已完結)
上門探訪 區議員:馬希鵬先生 2711 2620 maheipang@dphk.org

社工:程俏妍女士 ciching@yang.org.hk

社工:丁偉強先生 patrickting@yang.org.hk

社工:程俏妍女士 ciching@yang.org.hk

社工:丁偉強先生 patrickting@yang.org.hk

30 旺角街坊會九龍總商會耆英中心 抗「逆」行動
9.2020

(已完結)
到戶或於中心派發 中心主任:梁惠怡 2264 3131 kcc@mkkfa.org.hk

31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長者地區中心 齊心抗「逆」
11.2020

(已完結)
中心派發及上門探訪 社工:孔秀嫻姑娘 2395 3107 stechssc@mkkfa.org.hk

32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策劃及統籌地區抗逆活動 社工﹕蘇婷婷姑娘 2399 2360 pctkcytmenq@swd.gov.hk

33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維港灣長者會所 抗疫關懷送月餅
14.9-10.10.2020

(已完結)
上門探訪 社工:周姑娘 2928 4008 ihec@aohk.org

34 嗇色園主辦可旺耆英鄰舍中心 可旺抗「逆」聯盟 12.2020 線上視儉探訪、上門探訪、中心小組活動 社工﹕梁修銓先生 2625 1212 howong@siksikyuen.org.hk

抗疫同行「粽」友你
23.6.2020

(已完結)
中心活動

土瓜灣家庭支援大使: 「抗疫服務展新姿」
25.9.2020

(已完結)
推廣抗疫訊息活動

2715 8677
carmentam@yang.org.hk

社會工作助理:盧賀球先生 3149 4123

社工:譚家雯姑娘

2171 400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35 社會福利署土瓜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助理: 鄭永豪先生 3158 2421 swa2tkwifsc@swd.gov.hk

全年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旺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待定

9.2020-3.2022

(暫定每月一次)

身心熱線支援

2356 2133

2718 1330

3103 4052

2711 2488

2368 8269

網上煮食活動示範

外展及攤位

helenchan@yang.org.hk

balllo@yang.org.hk

社工:徐志源先生

高級主任:鄭月明小姐

隊長:陳紫瑩女士

上門探訪

香港家庭福利會九龍城活齡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PS33尖沙咀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悠逸軒

16

17

15 fscit@hkcys.org.hk

moon.cheng@redcross.org.hk

18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部西九龍總部

留家抗疫-一煲到底健康"D"

親子遊樂坊

10-12.2020

8.2020

(已完結)

29

22

23

24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在家運動齊齊做、齊齊做手工

護老者抗疫減壓工作坊及講座

9-12.2020

(每月兩次)

9-12.2020

(每月一次)

網上運動及手工小組

網上工作坊及講座

mailto:terrence.tsoi@hkfws.org.hk
mailto:billy.wong@hkm.salvationarmy.org
mailto:pctkcytmenq@swd.gov.hk


參與機構編號 機構/團體/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活動形式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電郵

抗疫同行 -「關心里」
12.2020-4.2021

(預計)
上門探訪活動

抗疫生活小百科
12.2020-2.2021

(預計)
中心小組活動

抗疫同行-親子快樂齊共享
1.2020-3.2021

(預計)
中心小組活動

正義聯盟 11-12.2020 小組活動 社會工作助理: 趙從華先生

YOGA鬆一鬆 10-12.2020 活動 社會工作助理: 張稀童女士
37 家居維修義工協會 待定 待定 待定 創辦人: 陳漢文先生 6899 6301 repairfairyhk@gmail.com

共建抗逆家庭 待定 地區漂書活動

愛暖社區共你行 24.1.2021 上門探訪
38 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督導主任: 黃政浩先生 2711 9229 chwong@skhwc.org.hk

35 社會福利署土瓜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助理: 鄭永豪先生 3158 2421 swa2tkwifsc@swd.gov.hk

36 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3881991 mkit@hkpa.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