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本區福利辦事處每年都會舉辦福利規劃研討會，旨在讓區內不同界別的人士認識

本區福利服務工作、發展方向和策略，並交流彼此對本區福利服務的意見，以更有

效地回應地區的福利需要。本年度福利規劃研討會於2020年1月10日上午假北角社區

會堂舉行分組討論環節，及於太古康蘭居會所1号時尚康山進行匯報及研討環節。 

 

今年福利規劃研討會主題是「關愛‧同心  凝聚‧同行」，當日主禮嘉賓為社會

福利署副署長(服務)林嘉泰先生、醫院管理局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醫生JP及

香港島校長聯會主席方仲倫校長。此外，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香港著名三指鋼琴演

奏家黃愛恩博士擔任專題演講嘉賓，以「跳出限制‧活出真諦」為主題分享她的生

命故事。黃博士天生僅得兩隻拇指和右手尾指。由半歲至13歲期間，黃博士需不斷

接受外科矯形手術來矯造其餘7隻手指。可是憑藉她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對鋼琴的濃厚

興趣，黃博士克服了先天的障礙，獲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取錄及於畢業後負笈美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深造，並在2006年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回港發展後，黃博士

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恒生大學等專上學府教授音樂，亦同時

教導一些有手指缺陷的學生學習鋼琴。黃博士堅毅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她的生命

故事亦為研討會的來賓加加油、注入正能量。 

 

 最後，編輯小組代表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福利辦事處仝人祝各位新年快樂，

在新一年生活愉快、工作順利、家庭幸福！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0年1月 

   



      

  

 

 

 

                                

「照顧者加油站」 
 

  護老者一直都是肩負著協助長者居家安老的重要支援角色。有見及此，東區

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於 2019 年下旬透過「加強支援獨老及雙老家庭工作小組」

轄下六個小區積極推動各小區內的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或其他社福單位協作，並陸續設立「照顧者加油站」為護老者建立一個支援

平台，目標為一眾無私奉獻的照顧者提供稍息的機會和空間，紓緩他/她們的照

顧壓力，讓護老者唞唞氣、鬆一鬆，同場亦有義工為護老者看顧其照顧對象，加

強互助網絡。 

 

  與此同時，透過舉辦不同主題及類型的活動，包括工作坊、分享會、茶座及

遊戲體驗等，鼓勵護老者及其照顧對象一起參與互動，增進彼此感情及溝通，及

向公眾宣揚關顧護老者的訊息。 

 

  大家可以看看下列率先響應「照顧者加油站」並已舉行的活動花絮：   

 

 

 

 

 

 

 

 

 

 

護老齊同行‧紓壓鬆一鬆 (2019年 9月 28日 北角社區會堂) 

 

 



      

  

 

 

 

                                 

 

 

 

 

 

 

 

 

 

好心情咖啡館 (2019年 11月 9日 港島東中心) 

 
 
 
 
 
 
 
 
 
 
 
 
 

照顧者加油站 (2019年 12月 12日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為進一步擴大服務層面，關顧更多照顧者包括殘疾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及有特

殊需要兒童等的照顧者，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將於今年把「照顧者加油站」

推廣至區內康復服務單位，鼓勵及協調相關服務單位與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協作，

設立「照顧者加油站」，期望這個互助支援平台能夠惠及更多照顧者。有關推行情

況，請密切留意「易快訊」報道。 

 

 

註：為配合各社福單位的暑期活動宣傳及報名安排，下期《易快訊》(第六十五期) 將改於 2020 

年 5月出版，而往後的《易快訊》亦會順延至每年 8、11及 2月出版，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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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早兒姐姐的親子幼兒遊戲時間

日期/時間
4.1.2020 - 22.2.2020 (逢星期六，25.1.2020及1.2.2020暫停)

A組：上午9:30-10:45
B組：上午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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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個月幼兒及其父/母
B組：25-36個月幼兒及其父/母

名額 每組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小組特別提供親子遊戲時間，讓孩子從中能滿足到不同的需要。而
在小組中，家長的角色不單是「觀看」孩子玩樂，而是要與孩子
「一同」玩樂。孩子可憑家長的身體接觸得到安全感，而家長的認
同及鼓勵更能提昇孩子的自信心。透過不同主題活動，小組希望增
強孩子在語言、認知、社交、聆聽指令、專注力、遵守常規等方面
的能力，並讓參加者享受優質的親子時光

內容：
(每期小組都會設計不同課堂內容)
1. 大小肌肉：準備未來執筆、學習、站立、行走
2. 手眼、腳眼協調：準備未來寫字、平衡及行走
3. 感覺統合練習：強化腦部發育，幫助發展認知、專注力、語言
4. 左右協調：平衡腦部發育，幫助發展情緒掌控力、專注力
5. 聆聽指令能力：建立良好習慣，減少反叛期的負面行為
6. 身體各部份協調：進一步發展大腦功能，增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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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剪紙樂

日期/時間 3.1.2020 – 24.1.2020 (逢星期五)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成人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趁著新春佳節，讓參加者學習自製新春剪紙作品，享受剪紙手工之樂趣

內容：
透過剪紙技巧，創製不同的新春作品，迎接新春之樂

聯絡人 李藝貞姑娘 電話 2895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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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潤唇膏及香薰吸濕包DIY

日期/時間 4.1.2020 (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12歲小朋友及其一家長 名額 8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親子共同製作天然潤唇膏及香薰吸濕包，讓參加者學會如何製作
天然環保產品，促進親子互動及增進親子關係

內容：
親子共同製作天然潤唇膏及香薰吸濕包

聯絡人 馮曉瑩姑娘 電話 2895 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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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室宜居』家居安全講座

日期/時間 8.1.2020 (星期三) 下午2:30-3:4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加參加者對家居安全的認識，以安全使用家居物品及增加認識食物
安全

內容：
家居物品安全使用情況、食物安全知識、茶點

聯絡人 劉紫芳姑娘 電話 2806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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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2019 顧客聯絡小組

日期/時間 11.1.2020 (星期六) 上午10:3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本中心服務使用者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收集服務使用者對中心服務需求的意見
2. 檢討服務使用者對中心服務的滿意度

內容：
中心服務的意見交流、問卷調查、茶點招待

聯絡人 王慶華姑娘 電話 2979 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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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仔(1)

日期/時間 13.1.2020 (星期一) 上午9:15-10:4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成人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發展個人興趣及義工探訪老人院

內容：
透過導師教導、手工藝的技巧，製作自己的手工藝作品及將製成品送給
老人院長者

聯絡人 尹桃葉先生 電話 2566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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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手作仔(2)

日期/時間 13.1.2020 (星期一) 上午11:0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成人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發展個人興趣及成為義工協助中心推廣活動

內容：
透過導師教導、手工藝的技巧，製作自己的手工藝作品

聯絡人 尹桃葉先生 電話 2566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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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喜洋洋

日期/時間 14.1.2020 (星期二)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婦女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鼓勵組員發揮個人創意，提升自信心
2. 從學習及創作過程中學習欣賞自己，同時透過製作揮春，迎接新春

佳節
3. 以製成品美化家居，共同建立温馨的家

內容：
由導師教導參加者製作揮春

聯絡人 陳鳳珠姑娘 電話 2895 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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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綠淨春深好染衣：植物拓印工作坊

日期/時間 15.1.2020 (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興趣的中心會員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植物拓印，製作獨一無二的環保袋，舒緩壓力，學習感恩

內容：
製作植物拓印環保袋及分享正向心理學中的概念

備註：
可自行帶備鮮葉和花，增添環保袋的設計

聯絡人 郭奕健先生 電話 2561 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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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繞樂滿福 - 新年禪繞藝術體驗工作坊

日期/時間 15.1.2020 (星期三) 上午11:0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新年將近，手繪禪繞畫(Zentangle)的利是封，靜心傾聽內心的平安喜
樂，一筆一筆畫上自己的好心意，送出滿滿的祝福

內容：
學習禪繞圖樣、設計利是封或新年掛飾

聯絡人 何采橋姑娘 電話 2806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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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精神健康系列 - 賀年揮春大筆揮

日期/時間 17.1.2020 (星期五) 上午10:00-11: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居民

(參加者須對書法有點認識及興趣，或曾
學習書法。)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透過書寫揮春，提升參加者對書法的興趣
2. 訓練參加者的專注力及放鬆情緒，從而提升其精神健康
3. 讓參加者親手書寫揮春並帶回家張貼，增添農曆新年的節日氣氛

內容：
互相切磋不同書法的筆法

聯絡人 王慶華姑娘 電話 2979 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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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減壓工作坊：有禪繞，無煩擾

日期/時間 17.1.2020 (星期五) 晚上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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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繁忙的生活中，家長往往為了生活、照顧孩子而被壓得喘不過氣
來。此活動讓家長能抽出空檔專注於當刻，學習一些放鬆方法，重
拾內心平靜及專注

內容：
無需任何畫畫基礎，只要一筆一紙，於紙張上重複繪畫便可變出有
趣的圖案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回到愛系列-愛家人：耹聽對話中的情緒

日期/時間 5.2.2020 (星期三)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家長學習與子女的溝通方法，透過角色扮演尋找於溝通中情緒如
行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內容：
最近大家於生活中也許正面對不同的挑戰，難免會有不安、緊張或
未能好好安睡的時候。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希望透過「回到
愛」系列活動，讓大家能好好「愛自己」、「愛家人」。以愛走出
困境；以「愛」戰勝黑暗

聯絡人 吳國基先生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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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烘焙時光的味道

日期/時間 5.2.2020 (星期三)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好好地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透過烘焙簡易蝴蝶酥，停下自己的腳
步，再次用心感受生活中的美好，製作出屬於自己的味道

內容：
蝴蝶酥製作

聯絡人 何采橋姑娘 電話 2806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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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我畫寫我心」- 和諧粉彩體驗小組

日期/時間 5.2.2020 – 26.2.2020 (逢星期三) 上午11:00-下午12: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18歲以上並有意加深自我認識的人士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和諧粉彩，以情緒為主題，讓繪畫者瞭解其內心世界

內容：
和諧粉彩由細谷典克先生創辦，被喻為「希望藝術」(Hope Art) ，
因為繪畫過程、欣賞及分享畫作中能帶來平靜心靈，紓減壓力的效
果。和諧粉彩不需要任何藝術基礎，只要透過手指頭、粉彩和簡單
的工具，便能創作出柔和、温暖和療癒的作品

聯絡人 王樂衡姑娘 電話 2895 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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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茶座」舒壓小組

日期/時間 7.2.2020 - 28.2.2020 (逢星期五) 下午3:00-4: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品茗活動中平靜心情，辨識日常生活中的壓力來源，以建立理性
思考和行為，並舒緩情緒。透過小組的分享，建立互助和支援網絡

內容：
不品茗、茶點分享、小組討論

聯絡人 黃家成先生 電話 2557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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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同樂 - 和諧粉彩體驗

日期/時間 15.2.2020 (星期六) 上午11:00-下午12: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1位家長 名額 5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親子交流及相互欣賞

內容：
親子合作利用和諧粉彩繪畫。和諧粉彩不需要任何藝術基礎，只要
透過手指頭、粉彩和簡單的工具，便能創作出柔和、温暖和療癒的
作品

聯絡人 王樂衡姑娘 電話 2895 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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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愛系列-愛自己：心靈和諧粉彩

日期/時間 15.2.2020 及 14.3.2020 (星期六) 晚上7:30-9: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10歲或以上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和諧粉彩」讓心靈帶來和諧、寧靜和喜悅。同時學習於困難
中嘗試找尋屬於自己的應對方法

內容：
最近大家於生活中也許正面對不同的挑戰，難免會有不安、緊張或
未能好好安睡的時候。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希望透過「回到
愛」系列活動，讓大家能好好「愛自己」、「愛家人」。以愛走出
困境；以「愛」戰勝黑暗

聯絡人 鄺家輝先生 / 賴菽伶姑娘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Ocean Park Family Outing for Ethnic Minorites

Date/Time 22 Feb 2020 (Saturday) 9:00 am - 5:0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Quarry Bay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Families of Ethnic 

Minorit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40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Aim:
1. To enhance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es

families
2. To widen their exploration to Hong Kong
3. To enlarge the support network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es

Contents:
1. Games in coach to introduce Hong Kong Culture
2. Games for self introduction
3. Family Outing to Ocean Park

Contact person Ms CHENG Hau-yik
Contact 

phone no.
3158 2620

Website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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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海洋探索之旅

日期/時間 暫定為 22.2.2020 或 29.2.2020 (星期六) 上午9:00-下午6: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兒童及其父母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家人在香港海洋公園共渡快樂的一天，一同輕鬆暢遊，享受時光

內容：
參觀海洋公園內各景點

備註：
※由於此活動尚待參觀機構確定日子，因此活動日期可能有所更改。

若參觀機構最終未能安排安排參觀，活動將會取消，敬請留意。若
因改期而未能參加此活動的會員，其活動名額不得轉讓，並會由中
心安排後備名單的會員按抽籤次序補上。

1. 本活動包括上午和下午時段，參加者需行動自如，並確保有足夠體
力完成活動

2. 本中心只負責活動旅遊巴費用，參加者需要在園內自費午膳及自行
消費

3. 由於車程頗遠，參加者宜自備嘔吐袋或服暈浪丸，以防有暈車不適
的情況

4. 每個家庭最多4人參與

聯絡人 張雅晞姑娘及陳汶詩姑娘 電話 2562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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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活動：綠裡忘憂

日期/時間
A組：22.2.2019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B組：29.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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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組：4-6 歲幼兒及其家長
B組：7-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每組8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揀選盆栽、放入泥土、植物及裝飾能有助參加者減壓忘憂放鬆
心情，讓彼此享受栽種的過程，建立更多優質的親子時光。完成作
品更能增強參加者的自我效能感，彼此更能透過植物細味生命的意
義

內容：
家長與小孩一同栽種一盆栽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活得精彩』第十五屆退休人士歌唱比賽（決賽）

日期/時間 28.2.2020 (星期五) 晚上7:00開始

主辦團體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對象 不限 名額 25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作為本中心連續十五年的品牌活動，透過歌唱比賽，讓退休人士及長
者展現個人潛能，肯定自我價值

內容：
誠邀各界到場（舉辦地點：禮頓山社區會堂）觀賞決賽，為參加者打
氣（須事先聯絡本中心索取門票）

聯絡人 駱姑娘 / 周姑娘 電話 2882 9936

網址 https://se5.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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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跟青少年子女「談」情說「性」 - 家長講座

日期/時間 29.2.2020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學生家長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各位父母知否甚麼是「SP」及「PTGF」？甚麼又是「A0」、「O3」、
「ABO」及「出pool」? 以上都是一些青少年的用語，背後反映他們如
何看愛情和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他們的內心世界，如何看自己。

講座會帶大家進入年青子女的內心世界，也會教大家一些與子女談情
說性的具體方法，方便大家活學活用

聯絡人 劉卓詠姑娘 電話 2557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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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靜心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

日期/時間 3.3.2020 (星期二)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簡單的繪畫技巧畫出一幅溫暖柔和的粉彩畫作，以紓緩日常壓力

內容：
不論你有沒有繪畫基礎，你也能輕鬆地完成一幅溫暖柔和的粉彩畫作，
並體驗靜心的繪畫過程

聯絡人 余莉汶姑娘 電話 2577 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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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心情」–身心靈健康小組

日期/時間 4.3.2020 – 25.3.2020 (逢星期三)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18歲以上並有意加深自我認識的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生活在香港這急速及每分每秒也講求效率的城市，容易令人失去自
我。透過是次小組，希望帶領參加者放慢腳步，重新檢視生活，覺
察自己的需要及生活中的意義，學習欣賞自己之餘，也學習成為自
己的主人，安然活在當下，從而達致身心靈全人健康

內容：
1. 認識身心靈健康的目的及重要性
2. 不同的「身心靈」體驗活動，如靜觀、穴位按摩、情緒覺察等
3. 參加者互相分享

聯絡人 李璟彤姑娘 電話 3622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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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當子女說“你好煩!”- 小組工作坊

日期/時間 7.3.2020 - 28.3.2020 (逢星期六) 上午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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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或大專生家長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與青少年子女溝通往往令人沮喪，一番好意的關懷，總是換來勞氣心
傷的回應：「你好煩呀！」、「講俾你聽，你都唔明啦，嘥氣！」、
「你乜都啱晒！」、「我唔會聽你講！」… 到底如何能走出困局？

透過家長同路人小組互相打氣，從心出發，建構必勝溝通攻略，話唔
定能令親子關係大翻新！

聯絡人 劉卓詠姑娘 電話 2557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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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與你之"營美之旅"

日期/時間 10.3.2020 (星期二)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區內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由資深營養師潘慧德小姐主講，透過煮食示範，讓參加者了解如何
運用簡單的食材，煮出色香味俱全又富有營養的食物。透過是次活
動，喚醒參加者明白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的重要性，促進健康生活

內容：
講座、分享及營養師即席煮食示範

聯絡人 郭瑞強先生 電話 2806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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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精神健康系列 - 怡情養性水墨畫冬季篇

日期/時間 10.3.2020 – 20.3.2020 (逢星期二、五) 下午2:15-3: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居民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學習水墨畫，以冬季作為主題作畫，訓練參加者的專注力及放
鬆情緒，從而提升其精神健康

內容：
1. 認識水墨畫
2. 淺易的水墨畫筆法
3. 以冬季為主題，繪畫水墨畫

聯絡人 王慶華姑娘 電話 2979 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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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童玩」DIY玩具工作坊

日期/時間 21.3.2020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K1-K3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擔心孩子在家中玩具太多會變得物質化？看到孩子對玩具往往貪新
厭舊，三分鐘熱度？不如跟孩子一同利用垂手可得的物品來創作小
玩具，一方面教導孩子珍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同透過親子創作
增進彼此感情吧。此工作坊將教授參加親子一同製作一至兩種簡易
小玩具，讓參加親子一同共同創作及遊玩的樂趣

內容：
親子小遊戲、小玩具製作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長減壓工作坊：和諧粉彩體驗班

日期/時間 26.3.2020 (星期四) 晚上7:30-8: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3-10歲兒童之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家長透過指尖的觸摸，將內心的煩悶和壓力都一一釋放在紙
張上，讓生活重現「和諧」的感覺

內容：
利用手指在紙張上創作，可創作出1-2幅作品(視乎進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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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體驗日

日期/時間 28.3.2020 及 18.4.2020 (星期六) 下午2:00-5:00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期望認識「兒童為本」遊戲治療之

家長及3-10歲子女
名額

10位兒童
(家長需一同出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遊戲，來幫助他們表達內心世界，有助釋放負面情緒，達至增
強自信及自我控制力等

內容：
負責「兒童為本」遊戲治療之輔導員會安排每個家庭約20-25分鐘：
1. 向家長講解何謂「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及服務內容
2. 一對一與小朋友在特別遊戲室進行治療體驗

聯絡人 區珮勵姑娘 / 蘇美儀姑娘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https://www.npac.org.hk/family

活動/計劃名稱 家心舞動—為隱蔽吸毒者而設的家庭支援服務

日期/時間 1.8.2019 – 31.7.2022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對象
全港50歲或以下的隱蔽吸毒者及

其家人
名額

90名隱蔽吸毒者及
90名家庭成員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提升隱蔽吸毒者的抗毒意識
2. 提升家庭成員對吸毒者的支援能力
3. 協助隱蔽吸毒者及家庭成員改善焦慮、抑鬱及壓力問題
4. 提升隱蔽吸毒者重返社會之動機
5. 提升戒毒工作者的專業知識以處理隱蔽吸毒個案

內容：
計劃為隱蔽吸毒者及其家人提供家庭為本的心理及精神健康評估，
如精神科醫生視像諮詢、到戶職業治療諮詢、精神健康評估、生活
技能訓練及社區義工服務等，以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提升生
活技能與連繫社區，預備戒毒康復。同時，本計劃也為隱蔽吸毒者
的家人提供情緒治療及多元家庭治療小組，重整家庭溝通模式，提
升家庭功能，以助他們支援吸毒者接受戒毒治療

聯絡人 林源樺先生 電話 2884 0282

網址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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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東區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

“Project K.O.L” - 社區抗毒預防計劃

日期/時間 2019年1月 – 2021年1月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及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合辦
東區民政事務處 協辦

對象
青少年、大專生、在職人士、

家長及公眾人士
名額

(歡迎聯絡本中心以了
解各項活動之名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Project K.O.L” - 社區抗毒預防計劃，透過多元化的宣傳工作
及教育服務，提升公眾的抗毒意識，拆解有關吸食毒品的迷思，特
別是吸食大麻的害處；宣揚正向人生訊息；協助家長及從事教育輔
導工作者處理吸毒個案的能力。K.O.L 代表著計劃的三大方向：

K (Knowledge) : 以專業手法，提升公眾的抗毒意識
O (Opportunities) : 提供機會，促進社會各界人士交流及協作，

建立無毒社區
L (Life Education) : 宣揚正向人生訊息，鞏固公眾遠離毒品的

決心

內容：
1. 「禁毒教育及宣傳類別」：舉辦「地區展覽」及「職場禁毒」

活動，並製作「禁毒教育短片」於網上平台播放，全面推行禁
毒教育及宣揚正向人生訊息，對象包括社區人士、青少年及年
輕成年人、家長及從事教育輔導工作者

2. 「講座類別」：舉辦「成長小組」、「青年教室」及「專業研
討會」，支援地區青少年力；促進各界人士交流，提升參加者
處理吸毒個案的能力

3. 「家庭為本類別」：舉辦「專題講座」及「體驗活動」，協助
家長了解毒品的禍害，掌握正確的管教技巧，讓家庭成為預防
青少年吸毒的第一道防線

(歡迎聯絡本中心以了解各項活動舉辦詳情。)

聯絡人 賴冠倫先生 電話 2884 0282

網址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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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口琴班

日期/時間 13.12.2019 – 28.2.2020 (逢星期五)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需入會做會員）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學習新技能，發展所長，老有所為

內容：
學習口琴樂理及唱奏技巧，學員們需要參與表演活動

聯絡人 葉琳姑娘 電話 2535 4387

網址 https://www.e123.hk/site/twghwklnec/

活動/計劃名稱 耆趣天地‧跨愛行動-耆才大笪地

日期/時間 4.1.2020 (星期六) 下午2:00-4: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2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傳揚鄰里關愛的信息，鼓勵長者發揮所長，突顯長者老有所為的一
面

內容：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閉幕禮及嘉許禮、互動劇場、運動表演及其他長
者表演、攤位遊戲

地點：北角糖水道花園

聯絡人 倪韻凌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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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外傭護老培訓計劃

日期/時間 6.1.2020 – 17.2.202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已獲聘而現正或將會照顧長者的外傭 名額 1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加強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技巧

內容：
1. 由衞生署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等，為外傭提

供專業培訓教授
2. 以平衡小組形式進行，外傭上課期間提供長者看顧服務
3. 課程以英語或廣東話主講，並設即時翻譯服務

聯絡人 黃雪晴姑娘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N/A

活動/計劃名稱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互助小組(第三期)

日期/時間
11.1.2020、8.2.2020 及 14.3.2020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正照顧患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護老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護老者互相分享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的經驗及壓力，從中促進彼
此欣賞並給予鼓勵，支援護老者情感上的需要

每節主題：
11.1.2020：分擔照顧責任及社區支援篇
8.2.2020：醫護及財務篇
14.3.2020：以「耆」為本‧在「家」照顧篇

聯絡人 魏漢輝先生 電話 2558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cw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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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 - 神經鬆弛穴位按摩

日期/時間 18.1.2020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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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參加者認識中醫神經鬆弛穴位按摩

內容：
由註冊中醫師講解神經鬆弛穴位按摩

費用﹕$20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edecc

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 - 園藝減壓工作坊

日期/時間 18.1.2020 (星期六) 下午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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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參加者認識園藝活動的紓緩壓力方法

內容：
由園藝治療師講解園藝減壓方法及認識園藝活動

費用﹕$20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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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柴灣長者學苑–手鐘班

日期/時間 31.1.2020 – 6.3.2020 (逢星期五)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 55歲或以上社區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學習新技能，發展所長，老有所為

內容：
基礎技巧訓練：搖打、捶奏、顫音等，簡單歌曲演奏及學員們需要
參與表演活動

聯絡人 葉琳姑娘 電話 2535 4387

網址 http://elderlearning.tungwahcsd.org/ea_info.php?centerid=cwea

活動/計劃名稱 智友善家居導賞團

日期/時間 15.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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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認知障礙症

內容：
1. 了解患者在家居生活中面對的挑戰
2. 掌握智友善的家居設計原則及應用
3. 了解認知障礙症及導賞智友善家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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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

日期/時間 17.2.2020 - 23.3.2020 (逢星期一) 上午9:30-下午1:15 

主辦團體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社會福利署、衞生署 及

長者健康服務合辦

對象 已獲聘而現正或將會照顧體弱長者的外傭 名額 18-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教授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基本知識和技巧
2.培訓外傭協助長者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3.透過受培訓外傭的照顧和支援，提高長者在社區生活的質素

內容：
長者餵食及協助長者服用藥物，急救，食物衞生及長者膳食安排指
南，安全位置轉移，長者常見精神健康問題及警號，協助長者沐浴
及長者的口腔護理，慎防跌倒，生命體徵觀察與技巧，與認知障礙
症長者溝通，照顧中風患者，認知障礙症長者膳食安排指南及處理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行為及情緒問題

聯絡人 鄧瑞蓮姑娘 / 何婷婷姑娘 電話 2558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cwdecc

活動/計劃名稱 智友善家居導賞團

日期/時間 26.2.2020 (星期三) 上午9:00-下午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謢老者或長者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認識認知障礙症
2. 了解患者在家居生活中面對的挑戰
3. 掌握智友善的家居設計原則及應用

內容：
1. 針對長者之內容與活動目的相若
2. 護老者透過參觀，讓他們維持患者生活的獨立性或安全，減輕照

顧者的壓力

聯絡人 李藝貞姑娘 電話 2895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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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智樂聚（四）

日期/時間 26.2.2020 (星期三)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及其護老者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護老者認識「人本照顧」文化，以減輕照顧壓力及提升照顧質素

內容：
透過遊戲、茶點及分享，認識「人本照顧」文化
*活動同時提供長者看顧服務

聯絡人 何婷婷姑娘 電話 2558 0187

網址 www.e123.hk/sagecw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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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起 (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智晴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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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於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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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健社區診療室

日期/時間 2020年1月至3月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居於筲箕灣、患長期病患及受病症影響之長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長者提供基層醫療，以不同健康專案介入，協助長者做好健康管
理

足部護理
內容：由專業足病診療師，為長者進行一次性的足部護理工作，包

括趾甲和雞眼處理等

推拿按摩
內容：由推拿師到中心進行服務，利用專業按摩及推拿技巧，舒緩

肩頸痛症

營養師諮詢
內容：由營養師個別指導，提供膳食及營養建議

中醫師應診
內容：由註冊中醫師提供個別應診，改善長者體質以應付長期病患

物理治療諮詢
內容：由物理治療師提供專門治療及健體運動建議

聽力檢查及諮詢
內容：安排長者接受聽力檢查並給予建議，改善長者聽力

所有服務內容及活動詳情，歡迎致電本中心查詢

聯絡人 黃雪晴姑娘 / 譚家明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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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

日期/時間 2019年10月 - 2021年4月

主辦團體 循道衛理中心、李國賢長者基金、香港城巿大學

對象 21歲或以上的主要護老者 名額 1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以護老者為本的持續性支援服務，減輕護老者照顧負擔，發揮護老
者個人強項優勢，協助發展個人化生活模式

內容：
1. 提供個案服務，就照顧者情緒、生活照顧、社交活動等作出支援
2. 為有經驗之照顧者提供小組活動，整合有關經驗並予以發揮

聯絡人 黃仲賢先生 / 林愷欣姑娘 電話 2527 4107

網址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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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Shall We Play︰「跳跳樂」- 幼兒大小肌肉及跳繩遊戲班

日期/時間 8.2.2020 - 29.2.2020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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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歲幼兒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花式跳繩是一項非常適合訓練幼兒大小肌肉的室內體能活動，透過
多變的花式及好玩的跳繩遊戲，發展幼兒多方面的能力

內容：
1. 小肌肉技巧︰抓繩柄動作、轉繩柄動作、手臂及雙肩訓練
2. 基礎移動能力︰雙腳跳、單腳跳、跨步、踏跳、滑步、跑步跳
3. 穩定性能力伸展、轉動、擺動、轉體、旋轉、著地、閃避活動
4. 健康體適能心肺、肌力、肌耐力、協調能力訓練
5. 運動體適能反應、協調、速度、靈敏度、平衡、爆發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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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We Play︰遊戲如此多Fun幼兒社交小組

日期/時間 8.2.2020 - 29.2.2020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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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K3幼兒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專為K1-K3的幼兒提供特別遊戲時間，讓幼兒能從每一次遊戲中慢
慢增強自己的能力、提昇其自信心。透過不同的主題內容，如︰社
交、專注力、情緒、大/小肌、言語發展、藝術、解難能力等等，
讓幼兒能從遊戲中輕輕鬆鬆地學習，滿足不同的需要

內容：
1. 建立幼兒理解遊戲規則及跟隨指令的能力
2. 提高幼兒與朋輩社交溝通的主動性
3. 建立幼兒良好的社交技巧，如：禮讓、分享、稱讚別人及接受

輸嬴等
4. 提高幼兒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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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學習支援服務(第二期)

日期/時間 17.2.2020 - 20.3.2020 (逢星期一、二、五) 下午5:00-6:15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現就讀主流小學
 低收入家庭(如現正領取綜援、書簿津

貼或有其他經濟困難)
 能主動按指示完成學習，能獨立接受義

工導師指導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區內有需要學童提供義補服務，支援其學習需要

內容：
由中學生義工為參加學童提供義補服務

聯絡人 蔡玉磁先生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https://www.npac.org.hk/family

活動/計劃名稱 快樂社交我有計 : 心智解讀訓練

日期/時間 19.2.2020 - 11.3.2020 (逢星期三) 下午5:00-6:0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就讀於主流小學之小一至小二學生，並懷

疑或確診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生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自閉症譜系障礙之兒童往往未能完全理解或預測別人的說話及行為，
故此在社交上很易碰壁。心智解讀訓練有助提高兒童辨別他人的心理
狀態 (包括情緒、想法、慾望、意圖和信念)，從而學習合適的社交
回應

內容：
學習辨別情緒、想法、慾望和信念，交換角度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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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自尊自信好孩子」指導式遊戲小組

日期/時間 21.2.2020 - 13.3.2020 (逢星期五) 下午5:30-6: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二學生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遊戲是所有孩子的共同語言，而自信心則需要正面經驗來鞏固。小組
希望透過使用孩子的語言，為孩子在作出新挑戰及嘗試時營造正面經
驗，從而讓孩子建立更強大的自信心，勇於接受新嘗試

內容：
透過各種以提升孩子自信心為目標的小組遊戲，讓參加者從經驗中學
習，對自己的能力建立更強的自尊自信感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藝術展童心

日期/時間 21.2.2020 - 27.3.2020 (逢星期五)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生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兒童運用不同的藝術材料去探索及表達情緒，從而提升自我覺察及
促進個人成長

內容：
運用不同的藝術材料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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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對對碰

日期/時間 5.3.2020 - 26.3.2020 (逢星期四) 下午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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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每人都有情緒，但幼兒往往因不擅於用言語表達情緒，可能會用不
恰當的方法，例如發脾氣，來宣洩自己的不滿。此工作坊旨在讓幼
兒透過遊戲和故事學習辨認不同的情緒及一些更恰當的方法來表達
自己

內容：
透過遊戲和故事學習辨認不同情緒及運用不同方法處理負面情緒

聯絡人 廖姑娘 電話 2277 8272

網址 http://family.poleungkuk.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Shall We Play︰

說話樂無窮 ~ 幼兒語言溝通遊戲小組

日期/時間 14.3.2020 - 28.3.2020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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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K3幼兒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專為K1-K3的幼兒提供特別遊戲時間，讓幼兒能從每一次遊戲中慢
慢增強自己的能力、提昇其自信心。透過不同的主題內容，如︰社
交、專注力、情緒、大/小肌、言語發展、藝術、解難能力等等，
讓幼兒能從遊戲中輕輕鬆鬆地學習，滿足不同的需要

內容：
1. 擴闊幼兒的溝通功能，如：有禮提出要求、拒絕、發問等
2. 學習用說話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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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晴天

日期/時間 18.4.2020 - 13.6.2020 (逢星期六) 下午4:00-6: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父母有抑鬱或焦慮徵狀的7-11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減輕及舒緩兒童焦慮，恐懼的方法及支援他們的情感需要
2.提升兒童正面的思維和解難能力以面對生活的挑戰
3.建立兒童穩定的支援網絡

內容：
以小組的形式，透過遊戲治療及小組的互動，將兒童內在的焦慮外
顯化，從而增加其自我行為和情緒的認識，促進個人健康的情緒發
展及在自我面對困難仍有動力及信心

聯絡人 傅鏡慈女士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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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推介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全新遊戲治療室現已投入服務，由受過遊戲治療訓練的輔導員藉著
玩具與兒童互動的過程中，帶出治療效果

地址 北角電器道233號城市中心二樓二期

查詢電話 2807 5222 聯絡人 朱少萍姑娘

網址 https://www.npac.org.hk/family



P.34

機構/團體名稱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成年男士 (名額：16名)

活動名稱 「家居維修大使」男士小組

日期 4.1.2020、1.2.2020、7.3.2020 (星期六) 上午9:00–下午1:00

地點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2樓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炮台山、天后、銅鑼灣、大坑 (包括勵德邨)

活動內容 經社區轉介區內的獨居長者或弱勢社群人士做簡單家居維修

查詢電話 2566 7476 聯絡人 尹桃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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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港島東綜合服務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徵求對象 愛護動物、有熱誠的年青人(名額：8名)

活動名稱 動物義工

日期 16.2.2020 及 15.3.2020 (星期日) 上午10:00–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屯門亞洲非牟利動物救援

活動內容
到訪流浪動物照顧中心，照顧動物日常起居，幫忙清潔動物屋舍，
傳遞愛護領養動物訊息，歡迎愛護動物、有熱誠的年青人參加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毛穎詩姑娘

網址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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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港島東綜合服務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徵求對象 14-29歲青少年義工 及 4-13歲兒童及其家長(名額：20名)

活動名稱 2020救世軍賣旗日義工

日期 21.3.2020 (星期六) 上午9:00-中午12:00

地點 柴灣區

活動內容
號召各位參與今次救世軍賣旗活動，一起以生命影響生命，散播愛
與希望。是次籌得款項用以支持婦女援助計劃及特殊學習需要兒童、
青少年及其家庭之社會服務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賴姑娘 / 毛姑娘

網址 N/A

機構/團體名稱 傅麗儀護理安老院

徵求對象
義工：10-15人

對長者服務有興趣或曾有相關院舍探訪院友之經驗
歡迎婦女團體、長者中心義工組、中學及大學學生成為協作伙伴

活動名稱 義工拓展計劃

日期 1.4.2019 – 31.3.2020

地點 香港灣仔肇輝台 1號 H

活動內容
計劃透過招募不同年齡的義工到院內協助推行恆常性活動，大型
活動以及定期探訪，以提升長者院友的生活質素及與外界的接觸。
同時亦讓長者院友能感受更多關注

查詢電話 2239 2347 聯絡人 周圓姑娘

網址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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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18歲以上，願意為筲箕灣區長者提供到戶看顧及陪診服務之人士

(名額：10名)

活動名稱 「家有好幫手」計劃

日期 2020年1月-3月

地點 N/A

活動內容

有興趣的義工需接受中心安排社工、謢士、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
師之專業培訓。畢業後協助中心提供以下服務：

1. 到戶看顧長者：指導簡單復康運/讀報/買餸及簡單食材預備及
遊戲訓練等

2. 陪診 / 戶外散步/ 購物服務
3. 點對點接送：參加社交活動 / 往返日間中心

查詢電話 2967 9211 聯絡人 溫俊杰先生

網址 N/A

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徵求對象 18歲以上 (名額：20名)

活動名稱 飯飯掂義工

日期
2020年1月-4月 (星期一至六)

上午11:15-下午1:15 及 下午4:45-6:15

地點 筲箕灣耀東邨耀明樓地下

活動內容

協助長者飯堂運作，個別為有需要的獨居/獨居雙老長者提供外賣
到戶的服務

(義工可自由選擇當值的時間，但至少每星期提供一節服務)

查詢電話 2535 4837 聯絡人 李家琪姑娘

網址 https://www.e123.hk/site/twghwkl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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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退休人士，有志服務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名額：6-8名)

活動名稱 腦筋急轉彎 / 智健樂繽紛 /活腦挑戰站

日期
2020年2月-3月

星期一至四上午10:30-11:30 及 逢星期四下午1: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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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認知刺激活動

查詢電話 2563 0187 聯絡人 王碧恩女士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機構/團體名稱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12人

18歲以上有興趣參與探訪居住在私營安老院舍長者的人士
(參與者需參加相關義工訓練活動)

活動名稱 「生命勇士．是你」生命回顧計劃

日期
2020年1月-12月

每月探訪長者最少1次(自行安排探訪時間)

地點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2樓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本中心及區內安老院舍

活動內容

1. 義工招募 (1-3月)
2. 義工訓練 (4月)
3. 生命「1+1」開展禮 (5月)
4. 關懷探訪 (6-11月)     
5. 心靈加油站 (8-9月)      
6. 生命大舞台 (12月)
7. 活動檢討 (12月)

查詢電話 2895 5205 聯絡人 高永成先生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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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東區)

職位 照顧員(院舍及家居照顧服務)

職責簡介
須外勤工作及輪值假日服務，負責照顧體弱老人，包括護送、個
人照顧、送飯及簡單護理工作

學歷要求 具小學程度，有護老經驗者優先考慮

工作地點 東區 薪金 月薪$17,455 / 日薪$646 / 時薪$86 

工作時間

月薪：每星期工作45小時(不包括膳食時間)
日薪：每天工作7.5小時(不包括膳食時間)
時薪：視乎實際工作時數

(現時可按服務期及工作表現的既定安排，於年終可獲發放最多半
個月基本薪金的特惠獎勵金。 獲選的申請人將以合約條款受聘。
員工福利包括有薪假期、進修津貼、醫療及牙齒保健。)

查詢電話 2967 0966 聯絡人 陳小姐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東區)

職位 支援服務助理(庶務) (合約)

職責簡介
負責執行清潔、洗衣、家居照顧服務、包括送飯、家居清潔購物
及其他庶務工作

學歷要求 具小學程度，有護老經驗者優先考慮

工作地點 東區 薪金 $12,555

工作時間 月薪：每星期工作45小時(不包括膳食時間)

查詢電話 2967 0966 聯絡人 陳小姐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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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職位 臨時程序工作員

職責簡介
負責策劃、籌備和推行兒童及青少年活動，協助單位處理日常運
作，包括接待、文書及行政工作

學歷要求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課程乙)或

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2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14,780.00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44小時，每2星期返5個晚上

(工作期由1/2020 ~ 3/2020)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李小姐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職位 臨時辦公室助理

職責簡介 詢問處工作，協助單位文書及行政工作

學歷要求 中五程度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時薪：$61.00

工作時間
星期三及五晚上(6:00 pm ~ 10:00 pm)

(工作期由1/2020 ~ 3/2020)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李小姐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職位 程序助理

職責簡介 慬一般電腦輸入，詢問處工作，協助推行活動及一般行政工作

學歷要求 中三或以上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9,815.00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44小時，每星期返2個晚上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李小姐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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