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一向重視區內各持份者對本區福利服務發展的意見，並

致力協調各持份者與不同界別之間的協作，共同攜手，關愛社區。在剛過去的5月8

日，本區福利辦事處召開了2019年度第一次福利策略發展委員會會議。來自區議會、

政府部門、非政府福利服務機構、醫護界、教育界、商界和地區團體等委員會成員，

積極表達他們對本區福利服務發展的意見，並於會上通過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

2019-20年度以「滙聚力量  延展關愛」為主題的工作計劃，詳情請參閱今期的《專

題》。在此，我們非常感謝各委員的寶貴意見，期望各位繼續支持本區的福利工作。 
 

為宣揚「友愛共融」的訊息、促進家人相互了解和溝通、鼓勵殘疾人士、青少年、

長者及少數族裔人士參與社區活動，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自2014年開始推出「友

愛共融服務贊助計劃」，藉此鼓勵區內各津助社會福利服務單位善用自身優勢和專

長，夥拍其他非政府機構、學校、商業機構或地區團體，設計並舉行具特色活動，

以回應社區人士對福利服務的需要。本福利辦事處已於6月初發信邀請區內各津助服

務單位提交本年度的活動計劃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為7月5日，請各同工踴躍支持，

共建友愛共融社區。 
 

由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舉辦的「快樂家庭月」啟動禮及「探索大自然之旅」

活動已於2019年5月4日順利舉行。活動當日有接近70個家庭、超過200名參加者在沙

頭角農莊體驗農耕和親近大自然活動，除了讓參加者度過了愉快的一天，亦促進了

各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 
 

 暑假將至，各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單位已積極為區內家庭和兒童及青少年籌

劃不同種類的暑期活動。我們相信只要凝聚本區各方力量，羣策羣力，定能為本區

居民提供適切的服務。「易快訊」編輯小組在此感謝各同工和地區人士一直以來的

支持，祝大家有一個愉快而充實的暑假！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19年7月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 2019 - 2020年度工作計劃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統籌及連繫區內 13 個直屬服務單位及約

350個受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單位，共同推動各項福利服務以回應地區的福利需要。 

 

 我們以地區為本，透過各樣途徑，如不同會議及 2019 福利規劃研討會等，收

集地區各持份者對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及本區福利需要的意見後，訂立今年五

個工作目標： 

 

目標一：深化接觸和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及護老者，關注認知障礙症患

者，推動積極樂頤年 

 

(1) 積極推行「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的公眾教育活動，並繼續推行「智

友醫社同行計劃」，透過醫社合作，服務患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及其照顧者。 

(2) 推行「護老同行」計劃，邀請物業管理公司參與，培訓前線物業管理人員，

以便在有需要時可及早協助聯繫長者至社福單位。 

(3) 繼續以小區管理模式，因應小區的獨特性制定不同宣傳和介入策略，加強接

觸居於私樓的隱蔽長者，及支援護老者。 

(4) 推廣「老有所為活動計劃」，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區，發揮所長，並宣揚長

幼共融及愛老護老的訊息。 

(5) 持續推行「院舍服務質素小組」計劃，鼓勵更多院舍參與，以持續提升服務

質素。 

(6) 促進業界使用樂齡科技產品，以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質素，並減輕護理人

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目標二：強化家庭關係和功能，建立正向積極生活態度，宣揚「共享親

職」訊息，預防家庭暴力 

 

 (1)  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一站式預防、支援及補救性服務和活動，倡導正向態

度和提升家庭抗逆力，並促進家庭和諧。 

(2) 與地區相關持份者合作，包括警方、醫院、母嬰健康院、幼稚園/幼兒中心

及學校等合作，加強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家庭和預防家庭暴力。 

(3) 透過東區及灣仔區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為有虐待兒童、虐待配偶/親密

伴侶暴力及監護兒童問題的家庭提供專業服務。 

(4) 促進少數族裔認識社會服務，並協助建立關懷網絡。 

(5) 協調服務單位為新落成／入伙的公屋居民提供支援服務，促進社區融入和

諧。 

 

目標三：支援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協助傷健發展才能，促進傷健共融 

 

(1) 透過區內不同康復服務單位及其他服務單位，為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提供日

間訓練和照顧服務，並紓緩照顧者壓力。 

(2) 透過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加強支援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人，並促進社區

對精神健康的關注。 

(3) 推動各服務單位與康復服務單位進行跨服務協作，讓殘疾人士發展其藝術潛

能，亦讓地區人士對他們加深認識和接納，推動傷健共融。 

(4) 持續推行「院舍服務質素小組」計劃，鼓勵更多院舍參與，以持續提升服務

質素。 

 

目標四：推動社區精神健康，關注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人發展 

 

(1) 協調及推動青少年服務單位，包括新投入服務的網上青年支援隊，與跨界別

協作，倡導青少年正向心理，提升抗毒能力，及早識別和支援有需要的青少

年。 

(2) 促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青少年服務單位加強協作，關注青少年精神健

康並提供及早支援。 

(3) 協調區內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推動青年體驗護理服務計劃，協助青少年的

生涯規劃及職志發展。 



      

  

 

 

 

                                 

 

目標五： 促進跨界別協作、推動義務工作發展，共建關愛共融社區 

 

(1) 推動民商政府合作，滙聚不同資源，支援弱勢社群，建構關愛共融社區。 

(2) 推動地區義工服務發展，鼓勵地區團體、愛心商戶及各階層年齡人士參與義

工服務，關顧弱勢社群。 

(3) 鼓勵區內服務單位，透過不同贊助計劃，如「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攜手扶弱基金」及地區特設的「友愛共融」服務贊助計劃，

按區內特色及服務需要設計跨服務的計劃及活動。 

(4) 促進各個新服務計劃推廣其服務並與區內其他持份者協作，服務市民。 

 

 

總結 

  來年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將繼續積極與各地區持份者攜手合作、滙聚

各方力量，齊心延展關愛。 



      

  

 

 

 

 

 

  

 

  

  

  

 

 

 



 

 

P.1 

活動/計劃名稱 「運財稚叻星」親子理財-家長講座 

日期/時間 3.7.2019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以講座及分享形式，讓參加者學習如何從小教導子女正確的理財態
度及金錢觀念，培養子女儲蓄習慣，以及了解時下年青人的消費模
式及預防過度消費 
 
內容： 
教導子女理財的主題講座、分享及討論 

聯絡人 黃家成先生 電話 2557 3327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P.2 

活動/計劃名稱 「牽手一輩子」夫婦同行會 

日期/時間 
  獨立自主以情相繫：5.7.2019 (星期五) 晚上7:30-9:00 
  相依形態    ：2.8.2019 (星期五) 晚上7:30-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意滋養婚姻關係的夫婦  

(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12對夫婦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一個由夫婦凝聚的群體，在此互相支持及學習如何與人生親密伴侶
在人生道途上互相造就 
 
內容： 
自2017年成立，今年正式踏入第三個年頭。透過小組分享，增加夫
婦親密感 

聯絡人 
老寶巒姑娘、梁丁潔恩姑娘及 

羅遜熙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Learning Chinese Storytelling 

Date/Time 
8th, 15th, 22nd, 29th July 2019 (Every Monday, 4 sessions) 

2:00pm-3: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South Asian Children of  

age 3-9 with parent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8 pairs of child and 

parent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Children who love reading story MUST join this group. You can 
listen different stories from parents. A Chinese story book will be 
given to the participation with 100% attendance 

Contact person Ms. Anson AU 
Contact 

phone no. 
2835 4342 

Website http://ifsc.sjs.org.hk 



 

P.3 

活動/計劃名稱 Music in Summer 

日期/時間 9.7.2019-30.7.2019 (逢星期二)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暑假將至，誠邀家長與小朋友一起以音樂迎接盛夏！小組將透過音
樂遊戲，培養幼兒對音樂之興趣，同時加強其音樂感及專注力 
 
內容： 
活動包括唱遊、古典音樂欣賞及樂器體驗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嬰兒按摩班 

日期/時間 13.7.2019-3.8.2019 (逢星期六) 上午10:30-11: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2-10個月大的嬰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學習嬰兒按摩技巧： 
1. 建立親子關係 
2. 認識孩子身心發展 
 
內容： 
按摩是一種良好的親子互動。過程中，父母可提升照顧嬰兒的能力
感。嬰兒被揉捏不同部位時，可達到鬆馳的狀態，增進親子關係。
所建立的親密依附及安全感，對日後成長發展亦很重要 

聯絡人 區慧琳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4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活動：生命教育農莊一日遊 

日期/時間 14.7.2019 (星期日) 上午9:00-下午5: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3-10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5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位於元朗八鄉馬鞍崗村的生命教育農莊是一間以生命教育為使命的
農莊，以傳遞人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信息為目標。是次活動希望能
讓參加親子能夠正面相處的經驗，從而強化正向親子關係外，亦期
望能夠讓參加者學習如何珍惜及尊重大自然 
 
內容： 
1. 農莊導賞團(參觀夜行館、爬蟲館、雀鳥館等設施，讓參加者近

距離接觸不同的動物) 
2. 盆栽種植(認識植物及照顧方法，並進行盆栽種植。完成後參加

者可攜同盆栽回家) 
3. 砵仔糕製作(參加親子可一同體驗如何製作砵仔糕，並可於製作

後即時食用)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Family Fun 2日1夜親子夏令營 

日期/時間 14.7.2019-15.7.2019 (星期日、一) 下午2:00-翌日下午2: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8個家庭(每個家庭最多4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促進優質的親子相處時間 
2.增強親子間的溝通及合作 
3.推廣親子互相理解和彼此欣賞的文化，使家庭氣氛和諧 
 
內容： 
親子活動、夜間探索、互相欣賞時間 

聯絡人 吳嘉蕾姑娘 電話 2557 3236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P.5 

活動/計劃名稱 雄仁月會-男士互助小組 

日期/時間 16.7.2019, 20.8.2019 及 17.9.2019 (逢星期二) 晚上7:00-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興趣的男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男士彼此分享生活，交流經驗，還有專家分享等 
 
內容： 
專屬男士的定期聚會，每月不同主題 

聯絡人 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家凝聚星期六」夏日繽紛嘉年華 

日期/時間 27.7.2019 (星期六) 下午2:30-4: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不限 名額 1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推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活動，提升家庭的凝聚力和抗逆力，致力推
廣積極的社會氣氛 
 
內容： 
中心活動介紹，專題展覽，有獎問答，彩虹傘集體遊戲，牙擦擦玫
瑰，抱抱熊，朱古力製作 
 
備註： 
名額有限，獎品豐富，請填妥報名表格交往中心二樓辦事處 

聯絡人 
鄭巧憶姑娘，石佩芬姑娘，     
謝家祥先生，區劍英姑娘，       

陳秀文姑娘 
電話 

2561 9021 
2562 4783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P.6 

活動/計劃名稱 「玩樂成長」感覺統合運動班 

日期/時間 27.7.2019-17.8.2019 (逢星期六) 下午2:30-4:15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8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幼兒身體及腦部高速發展，身體協調能力愈高，就愈能建立信心
及安全感，對生活及學習發展影響深遠。趁著週末親子時間，讓
幼兒與家長透過各式各樣的感統運動一起輕鬆體驗，展現活力、
啟迪成長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潘嘉敏姑娘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智樂親子遊戲日 

日期/時間 31.7.2019 (星期三) 上午11:45-下午4:15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0-6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25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匯豐智樂遊戲萬象館位於大埔太和，以日本兒童博物館為藍本，館
內設有不同遊戲區，如遊戲穿梭城、木頭變身室、遊戲發明室及污
糟貓天地，讓兒童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並提升其自發性與創意，
進一步開發其內在智能 
 
內容： 
簡介與孩子進行遊戲的技巧；於館內自由進行遊戲並實踐所學技巧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P.7 

活動/計劃名稱 「樂活茶聚」新移民活動系列 

日期/時間 懷舊美食分享：7.8.2019 (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歡迎區內人士，在港居住不足3年

的新到港人士優先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每雙數月一聚，分享彼此在生活上的點滴，更認識自己所住的地方 
 
內容： 
今期主題圍繞香港情懷 

聯絡人 郭安儀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輕輕黏住我」親子手工製作 

日期/時間 9.8.2019-30.8.2019 (逢星期五)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訓練家長去陪伴孩子經歷、適當時侯給予支持、適當時侯學習放手
的教養藝術 
 
內容： 
透過短講和非一般親子輕黏土製作，訓練家長因應小朋友的能力給
他們嘗試，做到多鼓勵少批評，多信任少插手的管教原則 

聯絡人 鄭巧憶姑娘 電話 3158 2620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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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齊來做個好父母 

日期/時間 14.8.2019 (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2至6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學習沙維雅模式： 
1.了解自己面對壓力時的溝通姿態 
2.提昇自己的管教效能 
 
內容： 
管教模式實在五花八門，每有新的模式，家長便踴躍學習。可是每次
均感到難以運用，更甚的是懷疑自己是否一名好父母。但很多時候能
否有效地管教子女，這與是否有效地處理自己的情緒壓力有關。若家
長能有效地處理自己的情緒，相信亦可事半功倍地管教子女 

聯絡人 區慧琳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自製泥膠樂 X 五感專注知多啲 

日期/時間 17.8.2019 (星期六) 下午2:30-4: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升K2-P1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親子共同製作泥膠，讓親子體驗如何透過不同的感官學習新事
物，一同享受專注學習的樂趣。後配以半小時的家長短講，讓參加
家長更進一步認識「五感」(眼、耳、口、鼻、手)對專注力的重要
性，並初步了解如何在家中利用「五感」培養孩子的專注及學習力 
 
內容： 
親子自製三色泥膠、家長短講、兒童遊戲時間(專注力遊戲體驗)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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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閱讀工作坊： 

「書伴我行」兒童啟蒙老師訓練 

日期/時間 24.8.2019 及 31.8.2019 (逢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育有0-8歲子女的家長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訓練目標是幫助家長解決朗讀期間遇到的挑戰，鼓勵將親子共讀融
入日常生活中，推動家庭閱讀文化，為孩子入學做好準備及建立親
子關係 
 
內容： 
1. 為什麼從孩子出生開始，便為他們朗讀是重要的 
2. 如何建立每天朗讀的習慣及克服挑戰 
3. 如何令朗讀活動充滿趣味又有成效 
4. 如何選擇合適兒童圖書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玻璃盆景製作 X 目標訂立小技巧 

日期/時間 24.8.2019 (星期六) 下午2:30-4: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升小二至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製作玻璃盆景，讓參加者親身體驗設定目標及按步就班的重要
性，以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為自己訂立目標，勇往直前。同時在
親子製作玻璃盆景後，由專業社工為參加家長提供半小時短講，破
解一般目標訂立的誤解，並初步認識如何陪伴子女訂立目標，迎難
而上 
 
內容： 
親子玻璃盆景製作、家長短講、兒童遊戲時間(目標訂立小遊戲)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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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不一樣的精彩』婦女更年期講座 

日期/時間 27.8.2019 (星期二) 下午3:30-5: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0至55歲女士及其家人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女性進入更年期的階段，或許經歷不同程度的身心不適，現誠邀中
醫師從中醫的角度分享調理方法，讓大家不單掌握更多相關資訊，
也能獲得家人的支持，輕鬆過度更年期，活出不一樣的精彩人生 

聯絡人 譚秀英姑娘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夫妻雅聚坊 

日期/時間 
6.9.2019, 4.10.2019, 1.11.2019 及 6.12.2019 (星期五)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已婚夫婦 名額 3-6對 

目的及內容 
夫婦每月相聚一起，分享心聲心得，既能增潤彼此關係，又可以觀
摩其他組員的生活智慧。在增添情趣之餘，與伴侶一同成長 

聯絡人 郭玉蓮姑娘、蘇錦臻先生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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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週六簡易入廚系列：印模可愛造型曲奇 

日期/時間 
    A班： 7.9.2019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B班：21.9.2019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每班2個家庭 (每家庭最多3人
參加，每家庭只可參加一堂)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參加烹飪活動，促進親子了解及溝通，提升
親子關係，享受快樂時光 
 
內容： 
親子煮食樂及親子互動環節 

聯絡人 陳冠蓬女士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Women Health Workshop ～  
Cervical Cancer Prevention Talk 

Date/Time 9th September 2019 (Monday)  11:00 a.m. - 12:00 noon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South Asian Women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0-15 persons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Cervical cancer has been the seventh commonest cancer among 
females in Hong Kong. This talk is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cervical cancer symptoms, ways of prevention and testing and it 
will be collaborated with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ontact person Ms. Anson Au 
Contact 

phone no. 
2835 4342 

Website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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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一起探索野外星空 

日期/時間 14.9.2019-15.9.2019 (星期六、日) 下午2:00-翌日下午2: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單親家長及兒童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親子一同享受家庭樂趣 
 
內容： 
親子一起動手紥營及煮食，行山及觀星，探索大自然 

聯絡人 黎慧儀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提升親密感-社交及溝通技巧工作坊 

日期/時間 20.9.2019 (星期五) 晚上7:30-9: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35歲（單身男士優先)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此工作坊認識社交及人際關係的理論，學習逐步提昇人際關係
技巧 
 
內容： 
透過說話與人擦出火花，產生共鳴，拉近二人關係 

聯絡人 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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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性格對對碰 - 九型人格入門 婚姻小組 

日期/時間 27.9.2019-18.10.2019 (逢星期五) 晚上7:30-9: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已婚夫婦 (二人需共同出席) 名額 8對夫婦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進夫婦的婚姻關係 
 
內容： 
透過初步掌握九種人格，去充份發揮自己性格特質及了解對方需要 

聯絡人 羅遜熙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單親一族」之家長支援小組 

日期/時間 2019年4月-2020年3月 逢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晚上7:15-8:45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單親一族」會員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此工作坊認識社交及人際關係的理論，學習逐步提昇人際關係
技巧 
 
內容： 
1. 「我家快樂」家長支援小組 
     每月主題包括： 
   ‧愛BODY          ‧愛自己          ‧善待本性 
   ‧未來生活要有計  ‧尋伴侶          ‧自我成長 
   ‧我有家教        ‧家居小常職      ‧趣味生活 
   ‧親子玩樂地      ‧減壓鬆弛有辦法 
 
2. 「童心同樂」兒童成長小組 
     每月主題包括： 
   ‧情緒管理        ‧溝通技巧        ‧減壓鬆弛有辦法 
   ‧遊戲樂趣多      ‧創意藝術        ‧我要講故事 
   ‧愛人如己        ‧快樂運動 

聯絡人 黎慧儀姑娘、老寶鑾姑娘、葉麗霞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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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腦朋友俱樂部 

日期/時間 2.7.2019-31.3.2020 期間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輕度/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 名額 每期1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定期小組活動，延緩參加者認知能力的退化，建立社交生活等 
 
內容： 
小組活動包括健腦運動、現實導向訓練、益智遊戲等 
 
費用：$600 (12節) 

聯絡人 黃君儀姑娘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https://www.e123.hk/site/deccfsc/home 

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 – 失禁護理及沐浴技巧 

日期/時間 6.7.2019 (星期六) 上午9:30-11:3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護老者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認識失禁護理、沐浴及床上刷浴技巧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長者失禁護理、沐浴及床上刷浴技巧 
 
費用：$20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s://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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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口琴班 

日期/時間 
11.7.2019-5.9.2019 (逢星期四，1.8.2019暫停) 

上午11: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 55歲以上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參加者對音樂的興趣 
 
內容： 
由專業導師教授吹奏口琴方法和技巧，課堂更加入基礎的音樂樂理
講授部份，以加深參加者對音樂的認識 

聯絡人 葉琳姑娘 電話 2535 4387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手鐘班 

日期/時間 
12.7.2019-6.9.2019 (逢星期五，19.7.2019 及 16.8.2019暫停) 

上午9:15-10:15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 55歲以上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參加者對音樂的興趣 
 
內容： 
由專業導師教授手鐘敲擊方法和技巧，課堂更加入基礎的音樂樂理
講授部份，以加深參加者對音樂的認識 

聯絡人 葉琳姑娘 電話 2535 4387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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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長者口腔護理及餵食技巧 

日期/時間 13.7.2019 (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護老者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認識長者口腔護理及餵食技巧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長者口腔護理、餵食技巧及有關注意事項 
 
費用：$20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s://www.e123.hk/sageedecc 

活動/計劃名稱 Let’s Talk Café 

日期/時間 20.7.2019, 10.8.2019 及 7.9.2019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之照顧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由本會義務顧問羅錦注博士主持，舉辦認知障礙症家屬互助小組 

聯絡人 劉姑娘、何先生 電話 2596 2506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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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營養飲食健腦講座 

日期/時間 23.7.2019 (星期三)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漁安樓活動室 

對象 長者及其護老者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參加者健腦飲食的知識、照顧技巧及長者生活質素 
 
內容： 
由註冊營養師介紹健腦營養飲食 

聯絡人 陳頴嫻姑娘、羅卓盈姑娘 電話 2558 0187 

網址 https://www.e123.hk/sagecwdecc 

活動/計劃名稱 健腦營養餐單設計講座 

日期/時間 24.7.2019 (星期三) 下午2:30-4:3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護老者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講解健「腦」飲食法及認知障礙症常見的營養問題，增加護老
者對照顧技巧的認識 
 
內容： 
由註冊營養師講解健「腦」飲食法及認知障礙症常見的營養問題及
處理手法，預防及減慢認知障礙症惡化 
 
費用：全免 

聯絡人 余善欣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s://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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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 

日期/時間 2.8.2019 (星期五) 上午10:00-11: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長者及護老者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了解醫療券使用 
 
內容： 
由衛生署外展護士講解： 
1. 長者醫療券計劃內容概要 
2. 使用長者醫療券方法與個案分享、注意事項 

聯絡人 陳煒群先生 電話 2562 2850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活動/計劃名稱 健腦之旅 

日期/時間 31.8.2019 (星期六) 上午9:15-下午1: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成年會員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協助參加者掌握個人認知能力狀況，並加強其健腦知識 
 
內容： 
電子化認知測試及認知障礙症講座 
 
備註： 
電子化認知測試必須60歲以上長者參與 

聯絡人 鄭巧憶姑娘，區劍英姑娘 電話 3158 2620 / 2562 5426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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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認知友善銀行服務》「安悅自主個人戶口」簡介 

日期/時間 7.9.2019 (星期六) 下午2:00-3: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之照顧者 名額 50人 

目的及內容 介紹認知友善銀行服務，以及相關經驗分享 

聯絡人 劉姑娘、何先生 電話 2596 2506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腦友。愛同行」認知障礙症到戶支援計劃 

日期/時間 2019年1月起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渣打香港150週年慈善基金長者智晴坊 

對象 
50歲或以上懷疑患有認知障礙症或已確

診認知障礙症的人士及其照顧者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個人化的到戶訓練及照顧計劃，讓認知障礙症患者能在安全友
善的環境下維持自主獨立，繼續於社區生活，提升生活質素 
 
內容： 
由社工、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護士及訓練員等組成的專業團
隊，提供專業、全面及多元化的到戶支援服務，以延緩患者的衰退
速度。服務包括認知訓練、心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訓練、復康運動
訓練、痛症治療、香薰治療、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生活技能訓練等 

聯絡人 黎詠琪姑娘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http://acsc.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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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耆趣天地「外借遊戲」服務 

日期/時間 
1.7.2019-30.9.2019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於辦公時間內(早上9時至下午5時) 

主辦團體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長者及其護老者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宣揚勤健腦之訊息，加強認知刺激 
 
內容： 
長者或護老者可外借健腦遊戲回家作訓練，增加動腦筋的機會，讓
長者生活過得更充實 

聯絡人 陳頴嫻姑娘、羅卓盈姑娘 電話 2558 0187 

網址 https://www.e123.hk/sagecw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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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Kids For Kids 兒童英語伴讀計劃 

日期/時間 6.7.2019-10.8.2019 (逢星期六) 上午11:3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兒童 

(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學生)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兒童閱讀英文書的興趣，從而提昇他們對英語的興趣及能力 
 
內容： 
由童協基金會安排一班來自國際學校或社區的義工，透過遊戲、
手工藝及閱讀英文繪本故事與兒童互動 

聯絡人 吳秀慧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22 

活動/計劃名稱 情緒教室: 專注至叻星 (I & II) 

日期/時間 
 I班：6.7.2019-27.7.2019 (逢星期六) 下午2:00-3:00 
II班：3.8.2019-24.8.2019 (逢星期六) 下午2:00-3:00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每班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引用靜觀(Mindfulness)及「感覺統合」運動體驗，給予適當的感
覺刺激及專注覺察的訓練，從而建立良好的腦部接受訊息，提升
兒童的專注力；過程加入情緒管理的技巧，讓兒童學習與人建立
良好的關係 
 
內容： 
1. 感覺統合運動體驗（前庭覺、平衡力、五感探索訓練） 
2. 靜觀遊戲 
3. 情緒管理技巧 
 
備註： 
1. 活動有茶點分享，如果參加者對任何食物有敏感，請在報名時

通知職員 
2. 如果想報名參加高階小組，必須先完成初階小組 

聯絡人 陸姑娘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cys.org.hk/aboutus/cy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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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ject/ 
Program 

Cooking Fun for Ethnic Minorities – 
Blueberry Mousse Cup 

Date / Time 6.7.2019 (Saturday) 2:30 p.m. - 4: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Quarry Bay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Ethic Minority children 
(age from 5 to 15) in 

Eastern District 
Quota 12 

Program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bjectives: 
Through teaching blueberry mousse cup making, as well 
as story telling skills to enhance participants’ 
self-confidence 
 
Contents: 
Teaching Blueberry Mousse Cup Making 
Stories Telling related to dessert 

Contact Person Ms SHEK Pui-fan, Fancie Tel. 3158 0186 

Website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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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專注無難度—專注力訓練工作坊 

日期/時間 
16.7.2019-27.8.2019 (逢星期二) 

C班：下午3:30-4:45     D班：下午5:15-6:30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3-6歲兒童 名額 每班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感覺統合運動，以肢體運動訓練和專注力遊戲，提升幼兒的
專注力、情緒控制及身體協調能力 
 
內容： 
面試及個別評估、專注力、左右腦訓練、手腳肌肉訓練等 
 
備註： 
1.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運動鞋，請勿穿裙子 
2. 請自備飲用水 
3. 每期訓練結束，均派發一份表現簡報，以檢視參加者進度及建

議的家居訓練 
4. 未曾參與第一至九期訓練的參加者需進行面試，需時半小時。

請與負責職員預約面試 

聯絡人 
何嘉慧姑娘  

(感覺統合運動認證導師、註冊社工)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cys.org.hk/aboutus/cy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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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收服噴火龍」憤慨管理兒童成長小組 

日期/時間 
A組：17.7.2019-7.8.2019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3:30 
B組：16.7.2019-6.8.2019 (逢星期二) 上午9:30 - 10: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小二至小三學生 
Ｂ組：升小四至小五學生 

名額 每組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化身成「情緒精靈收服員」，學習如何收復及訓練自己
的「噴火龍」，從而提升其憤怒管理的能力 
 
內容： 
以噴火龍作為比喻，透過故事、遊戲及藝術活動，讓參加者先認
識自己的「噴火龍」[憤怒](包括「噴火龍」出現的原因、「噴火
龍」的需要及作用等)，並在掌握「噴火龍」的特性後，再學習運
用不同的技巧去收服及訓練「噴火龍」，從而提升他們憤怒管理
的技巧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拆彈專家」兒童解難歷奇小組 

日期/時間 16.7.2019-6.8.2019 (逢星期二) 上午11: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升小四至小五學生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參加者在遇到困難時的解難能力，從而讓參加者更具信心迎
接挑戰 
 
內容： 
透過挑戰不同的關卡，讓參加者發現及增加自我的解難能力，從
而提升面對難題的信心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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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暑期「成長小步隊」幼兒課程︰情緒小主人 

日期/時間 
17.7.2019-19.7.2019 (星期三至五) 

         A組：上午9:30-10:45 
         B組：上午11:15-下午12: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K1-K2幼兒 
Ｂ組：升K3-P1幼兒 

名額 每組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每年暑假，中心都會推出「成長小步隊」系列的小組，讓幼兒可
以學習社交、情緒、專注力、自理等等方面的知識及技巧，而因
應幼兒年齡較小，小組會以遊戲為主導，務求令幼兒可以從遊戲
中學習，既可以玩得開心，亦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小組透過不
同的遊戲，增強幼兒在語言、認知、社交、聆聽指令、專注力、
遵守常規等等方面的能力，讓幼兒度過一個優質的暑假 
 
內容： 
幼兒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往往以「大哭」、「扭計」、「發
脾氣」等等的方法表達。本小組希望透過不同的遊戲及故事，讓
幼兒提昇對情緒的覺察力，並從中學習表達情緒的正確方法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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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ject/ 
Program Kick off! Summer Football Training 2019 

Date / Time 

Football Training: 
17th July to 21st August 2019(Every Wednesday) 
9:45 a.m. - 11:15 a.m. 
 
Reintegration Party: 
21st August, 2019(Wednesday) 
11:45 a.m. - 2: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Children of age 8-12 
from Low income South 

Asian family 
Quota 8 children 

Program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Kick-off! Children can receive formal football 
training from qualified coach, and to learn spirit 
of cooperation. 

Contact Person Mr. Jon So Tel. 2835 4342 

Website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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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暑假齊 KICK OFF 2019 

日期/時間 
足球訓練：17.7.2019-21.8.2019 (逢星期三) 上午9:45-11:15 
共融茶聚：21.8.2019 (星期三) 上午11:45-下午2: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8-12歲兒童 

(來自單親/來港不足七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由合資格足球教練提供訓練，讓兒童學習基本足球技巧以外，
更可學習與人相處、互相合作的精神，培養體育精神 
 
為促進種族共融，小組同時招募南亞裔兒童參加 

聯絡人 蘇錦臻先生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童心抗逆」樂觀感提升小組 

日期/時間 17.7.2019-7.8.2019 (逢星期三)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升小二至小三學生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現今香港的學童常常都要面對不同的逆境，小組旨在讓參加者透
過繪本分享及體驗活動，從而學習如何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主
動作出新嘗試，並培養其正面思考的能力，讓參加者能以樂觀積
極態度成長 
 
內容： 
繪本分享、體驗活動、學習自我鼓勵方法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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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大家來學禪繞畫(6-8歲) 

日期/時間 18.7.2019 及 25.7.2019 (逢星期四) 上午10:00-11:15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8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禪繞畫是一種容易上手的藝術，只要懂得拿起筆，透過隨心的繪
圖方式，就可以創造美麗的圖畫，而在繪畫過程中能使兒童學會
專注，提升創造力，享受放鬆平靜的一刻 

聯絡人 方鍵邦先生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做個靜心小寶寶 

日期/時間 18.7.2019-8.8.2019 (逢星期四) 上午11:00-下午12: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5-7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小寶寶無時停﹖」此課程透過音樂、勞作、瑜伽動作、故事及冥
想等靜心練習 (參考R. Tamminga) 提升孩子專注力，培養孩子學
習寧靜時間 
 
內容： 
音樂、勞作、瑜伽動作、故事、冥想及茶點分享 

聯絡人 黃斯詩姑娘 電話 3520 4259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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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暑期交友樂悠遊 

日期/時間 
A組：19.7.2019-9.8.2019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3:30 
B組：1.8.2019-22.8.2019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3: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小二至小三學生 
Ｂ組：升小四至小五學生 

名額 每組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小組遊戲及合作活動，提升參加者與他人相處的技巧，學習
互相尊重和合作，從而提升其社交能力和信心 
 
內容： 
1. 交友基本原則 
2. 尊重別人的想法 
3. 衝突處理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執行功能系列 – 自我調節有辦法 

日期/時間 19.7.2019-9.8.2019 (逢星期五)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升小二至小三學生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一連四節的小組，讓參加者透過經驗學習法，學習如何壓抑
自己的衝動行為，以及如何控制情緒的表達，從而提升參加者的
自我管理及自律能力 
 
內容： 
透過遊戲及體驗活動，培養參加者「慢慢來」及「停下」、「等
候」和「三思而後行」等能力，從而提升其自我管理的能力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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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暑期「成長小步隊」幼兒課程︰社交至叻星 

日期/時間 
24.7.2019-26.7.2019 (星期三至五) 

         A組：上午9:30-10:45 
         B組：上午11:15-下午12: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K1-K2幼兒 
       Ｂ組：升K3-小一幼兒 

名額 每組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每年暑假，中心都會推出「成長小步隊」系列的小組，讓幼兒可
以學習社交、情緒、專注力、自理等等方面的知識及技巧，而因
應幼兒年齡較小，小組會以遊戲為主導，務求令幼兒可以從遊戲
中學習，既可以玩得開心，亦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小組透過不
同的遊戲，增強幼兒在語言、認知、社交、聆聽指令、專注力、
遵守常規等等方面的能力，讓幼兒度過一個優質的暑假 
 
內容： 
1. 學習享受群體生活 
2. 增加幼兒間互相合作的機會 
3. 建立正確社交技巧概念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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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夏日小農夫 

日期/時間 25.7.2019 (星期四) 上午8:45-下午1:45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23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親近大自然，接觸不同種類的植物及認識不同農作物 
趁著暑假這個大好機會，一起到郊外遊玩，不但可以輕鬆一下，
而且可以親近大自然，呼吸新鮮空氣，更能透過活動，接觸不同
種類的植物及認識不同農作物 
 
內容： 
1. 有機耕種及農場常用工具介紹 
2. 參與農務工作 
3. 收割菜蔬 
 
備註： 
1. 活動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2. 費用已包括活動費及車費 
3. 請帶備足夠飲用水、少量茶點及輕便的衣服 
4. 請自備環保袋 

聯絡人 項姑娘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cys.org.hk/aboutus/cy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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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小魚的故事 

日期/時間 30.7.2019 (星期二) 下午12:30-6:15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6-11歲兒童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親身體驗小魚的生活、認識各種魚類的有趣特徵及其面對的
威脅，從而鼓勵參加者保護海洋 
 
內容： 
1. 角色扮演  
2. 沙灘戶外活動及室內互動遊戲 
3. 乘坐玻璃底船觀賞珊瑚群落 
 
備註： 
1. 活動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2. 費用已包括活動費及車費 
3. 請帶備足夠飲用水、少量茶點及輕便的衣服 

聯絡人 項姑娘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cys.org.hk/aboutus/cy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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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自理小達人> - 自理能力提升訓練活動日營 

日期/時間 4.8.2019 (星期日) 上午10:00-下午4: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4-6歲幼兒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學習照顧自己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學習自理
的過程中，孩子不單只減少對成人照顧的依賴，更可從中建立自
信心和責任感。孩子在參與自理活動時，感覺肌能技巧、小肌肉
控制、認知概念等等自理基礎技巧亦能有所提升，對他們成長有
莫大益處。日營透過體驗活動及提供運用自理能力的環境讓孩子
學習照顧自己，訓練孩子不同方面的自理能力 
 
內容： 
透過到中心附近超級市場為自己準備午餐及進行不同的自理項目
(如自己進行、製作簡單食物、穿衣及日常簡單家務等)，增強參
加者的自理能力和自信心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控制情緒有妙法 

日期/時間 6.8.2019-27.8.2019 (逢星期二) 下午4:00-5:15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8-12歲，曾目睹家庭衝突之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兒童曾目睹家庭衝突，往往因而帶來負面的情緒及心理壓力，甚
至可能對兒童的心理及社交發展造成深遠影響。小組以深入淺出
且輕鬆有趣的手法，以主題性故事貫穿。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
遊戲及挑戰，幫助他們紓緩心理壓力，教導與提升其面對創傷性
家庭衝突的能力，學習情緒管理技巧及培養正面思想面對未來生
活 

聯絡人 孫詠儀姑娘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35 

活動/計劃名稱 暑期「成長小步隊」幼兒課程︰專注我有計 

日期/時間 
7.8.2019-9.8.2019 (星期三至五) 

         A組：上午9:30-10:45 
         B組：上午11:15-下午12: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K1-K2幼兒 
       Ｂ組：升K3-小一幼兒 

名額 每組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每年暑假，中心都會推出「成長小步隊」系列的小組，讓幼兒可
以學習社交、情緒、專注力、自理等等方面的知識及技巧，而因
應幼兒年齡較小，小組會以遊戲為主導，務求令幼兒可以從遊戲
中學習，既可以玩得開心，亦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小組透過不
同的遊戲，增強幼兒在語言、認知、社交、聆聽指令、專注力、
遵守常規等等方面的能力，讓幼兒度過一個優質的暑假 
 
內容： 
按參加者程度，進行視覺追蹤能力、視覺專注力、聽覺專注力、
聽覺及視覺專注配合訓練、感統遊戲或解難專注力遊戲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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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塗鴉表達藝術家 

日期/時間 
7.8.2019 及 14.8.2019 (逢星期三) 下午2:00-3:00 
            21.8.2019   (星期三) 下午2:00-4:00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表達藝術(塗鴉和音樂) 去鼓勵孩子表達情感及提高自我意
識，在發揮想象力和天馬行空的同時，促進個人成長，提升身、
心健康 
 
內容： 
1. 情緒認識和表達 
2. 體驗遊戲 
3. 自我覺察體驗 
4. 塗鴉體驗 
5. 塗鴉T-shirt/手袋 
 
備註： 
1. 參加者之藝術品會於中心作展覽，九月可取回 

聯絡人 何姑娘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cys.org.hk/aboutus/cy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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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藝術 X 正念 兒童減壓體驗工作坊 

日期/時間 
  A組：14.8.2019 及 21.8.2019 (逢星期三) 下午2:30-4:00 
  B組：13.8.2019 及 20.8.2019 (逢星期二) 上午10:30-11: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小二至小三學生 
Ｂ組：升小四至小六學生 

名額 每組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許多科學研究均指出，進行靜觀活動有助減低壓力，並能夠提升
專注力。小組希能透過結合靜觀及藝術元素，讓參加者體驗如何
專注當下、放下擔憂，並學習一些生活減壓的小技巧，以減輕面
對即將開學的壓力 
 
內容： 
身體掃描、靜觀進食、正念步行等正念靜觀活動，同時透過藝術
活動提升參加者對自我的覺察度及接納度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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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暑期「成長小步隊」幼兒課程︰ 

解難能力遊戲小組 

日期/時間 
14.8.2019-16.8.2019 (星期三至五) 

         A組：上午9:30-10:45 
         B組：上午11:15-下午12: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Ａ組：升K1-K2幼兒 
       Ｂ組：升K3-小一幼兒 

名額 每組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每年暑假，中心都會推出「成長小步隊」系列的小組，讓幼兒可
以學習社交、情緒、專注力、自理等等方面的知識及技巧，而因
應幼兒年齡較小，小組會以遊戲為主導，務求令幼兒可以從遊戲
中學習，既可以玩得開心，亦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小組透過不
同的遊戲，增強幼兒在語言、認知、社交、聆聽指令、專注力、
遵守常規等等方面的能力，讓幼兒度過一個優質的暑假 
 
內容： 
從日常生活的處境，透過互動的遊戲，協助幼兒學習處理生活中
可能出現的危機、認識何謂逆境，學習面對困難的方法、提升個
人逆境商數的方法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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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兄弟姊妹系列：必勝客之旅 

日期/時間 27.8.2019 (星期二) 上午8:30-11:15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5-11歲兒童 名額 5對兄弟姊妹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互動遊戲及參觀必勝客活動，讓參加的兄弟姊妹體驗一同遊
戲及製作Pizza的樂趣，同時亦讓參加的兄弟姊妹在開學前有一同
放鬆的時間，以愉快迎接新學年 
 
內容： 
互動小遊戲；兄弟姊妹一同探索前往必勝客之路；參觀必勝客的
廚房、製作及品嚐Pizza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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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推介 「腦友導航」手機應用程式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推出了首個專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而設
的手機應用程式－「腦友導航」。期望一系列支援功能，協助照顧
者為患者提供適切的照顧， 最終能促進長者居家安老。「腦友導
航」手機應用程式於2019年1月起，已兼備Android及iOS 版本，讓
不同手機系統的用家也可輕鬆使用及互相溝通。歡迎閣下於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 Store 輸入「腦友導航」作搜尋 

地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查詢電話 2967 9211 聯絡人 馬凱傑先生、蔡仲欣姑娘 

網址 不適用 

資源推介 樂群社會服務處喜樂社區服務中心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提供社區飯堂、到戶送飯及社區飯券，紓緩弱勢社群的經濟壓力，
支援體弱或遇突發困難人士或家庭的膳食需要 

地址 鰂魚涌基利路1號鰂魚涌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查詢電話 2295 3111 聯絡人 李姑娘 

網址 http://www.lok-kwan.org.hk/ 

資源推介 無牆診所計劃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無牆診所計劃設置一站式個人諮詢及基本診治服務，為有需要長者
及早評估及支援。專業團隊包括：社工、護士、中醫、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藥劑師及營養師 
 
由1.7.2019-31.3.2020期間，對象為長者及護老者，申請資格、名
額、收費及相關詳情請留意本中心稍後的宣傳 

地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查詢電話 2967 9211 聯絡人 梁家盛先生、溫俊杰先生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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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4-7歲兒童及其家長 / 16人(8對親子) 

活動名稱 關愛社區(二)親子義工探訪 

日期 7.9.2019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 區內老人院 (集合地點：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活動內容 長者探訪，並向區內長者送贈手工製成品，表達中秋節祝福 

查詢電話 2557 3758 聯絡人 杜玉儀姑娘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60歲或以上，具熱誠及耐心服務社區長者 

名額：15人 

活動名稱 
美麗傳「耆」．樂善社區 

靚靚達人-皮膚護理義工訓練 

日期 17.7.2019 及 24.7.2019 (逢星期三) 下午2:00-4:00 

地點 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活動內容 

由專業導師教授一系列個人皮膚護理及方法，讓長者能建立個人
自信及自我形象，並服務區內長者 
 
備註：參加者完成此工作坊後，需參與最少兩次服務，例如社區
探訪服務 

查詢電話 2535 4387 聯絡人 陳丹紅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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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18歲以上有志服務社區人士 / 人數不限 

活動名稱 社區天使義工招募 

日期 請向中心接待處職員索取登記表格 

地點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活動內容 

你願意善用你的時間，發揮你的愛心、才幹，參與本中心的義務
工作，志力服務區內人士嗎？誠意邀請你參與本中心的義工服務。
本中心的義工服務多樣化，包括擔任學童補習導師、興趣班導師；
參加探訪服務、護送服務、照顧幼童；協助籌辦各種家庭活動、
街展；參與中心的園藝活動、文書工作、中心佈置等。另外，本
中心也會定期舉辦義工茶會及訓練。敬請留意！ 

查詢電話 2896 0302 聯絡人 馮梁慧餘姑娘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機構/團體名稱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中二或以上學生 / 人數不限 

活動名稱 「社區天使助兒童」補習班招募義工導師 

日期 

面試日: 6.7.2019 (星期六) 早上9:30-10:30/10:45-11:45/ 
中午12:00-下午1:00 (視乎參加人數而定)  
義工訓練及簡介會: 12.7.2019 (星期五) 下午5:00-6:30 
暑期班: 15-18.7.2019 及 22-25.7.2019(逢星期一至四，共8堂)  
        早上10:00-11:00或10:00-11:30 
檢討會: 25.7.2019 (星期四) 早上11:30-中午12:00 

地點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活動內容 
您願意付出一點時間關愛社區的兒童嗎? 誠邀您成為兒童的「大
哥哥」、「大姐姐」，提供功課輔導，建立朋輩關係。面試日、
義工訓練及檢討會安排，可到中心參閱報名表 

查詢電話 2896 0302 聯絡人 陳澤鋒先生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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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召募50歲或以上有志關懷體弱長者及護老者的社區人士 

名額：20人 

活動名稱 <耆義恩典> 義工小組 

日期 
1.8.2019, 15.8.2019, 29.8.2019, 26.9.2019 及 3.10.2019 

(逢星期四) 上午9:30-10:30 

地點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2樓) 

活動內容 
是次小組將會提供有關長者及護老者探訪訓練及經驗交流，完成
訓練活動後會成為「護老大使」，協助探訪體弱長者及護老者，
關懷社區 

查詢電話 2527 4123 聯絡人 李婉芳姑娘、李曉慧姑娘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60歲或以上，具熱誠及耐心服務社區長者 

名額：15人 

活動名稱 
美麗傳「耆」．樂善社區 

靚靚達人-儀容護理義工訓練 

日期 7.8.2019, 21.8.2019 及 28.8.2019 (星期三) 下午2:00-4:00 

地點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筲箕灣耀東邨耀明樓地下) 

活動內容 

由專業導師教授一系列基本化妝技巧及方法，增強參加者對儀容、
化妝的興趣及技巧的掌握，並服務區內長者 
 
備註：參加者完成此工作坊後，需參與最少兩次服務，例如社區
探訪服務 

查詢電話 2535 4387 聯絡人 陳丹紅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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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18歲或以上 

名額：20人 

活動名稱 飯飯掂義工 

日期 
2019年7月至9月 (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4:45-6:15 
(義工可自由選擇當值的時間，但至少每星期提供一節服務) 

地點 筲箕灣耀東邨耀明樓地下，東華三院膳東軒 

活動內容 
協助飯堂運作，個別為有需要的獨居/獨居雙老長者提供外賣到
戶的服務 

查詢電話 2535 4387 聯絡人 李家琪姑娘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婦女/退休人士，有志服務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名額：6-8人 

活動名稱 大腦健身室/齊來動腦筋/智趣天地 

日期 
7/2019-9/2019  

逢星期一、三及五上午10:00-11:00 
逢星期二及四下午2:00-3:00 

地點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第2期商場地下 

活動內容 
義工協助運用認知刺激工具及資訊科技，為認知障礙症服務使用
者提供活動 

查詢電話 2563 0187 聯絡人 王碧恩女士 

網址 https://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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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18歲或以上，具熱誠及耐心服務社區長者，懂使用輪椅為佳 

名額：人數不限 

活動名稱 美麗傳「耆」．樂善社區 - 伴你同行 

日期 
9/2019-1/2020(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可議) 

地點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筲箕灣耀東邨耀明樓地下) 

活動內容 
安排義工與有需要長者作配對，由義工個別按長者意願陪伴他們前
往想去的地方，如：散步、購物、陪診、進膳及品茗等，讓長者們
不會受其身體情況影響，而限制外出機會，共建關愛共融文化 

查詢電話 2535 4387 聯絡人 陳丹紅姑娘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西灣會所 

職位 活動助理 

職責簡介 負責一般文書、接待處工作及協助推行單位活動 

學歷要求 中三或以上 

工作地點 小西灣 薪金 月薪：$10,445.00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輪班，每星期5天工作44小時 

查詢電話 2896 0308 聯絡人 黃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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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職位 文員 

職責簡介 熟悉電腦操作 

學歷要求 具中五程度或同等學歷 

工作地點 香港 薪金 月薪：$12,265.00 

工作時間 9:00 a.m. – 6:00 p.m. 

查詢電話 2366 7271 聯絡人 黃蘭麗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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