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東區及灣仔區一年一度的「福利規劃研討會2020」已於1月10日圓滿舉行。研討會今

年的主題是「關愛‧同心  凝聚‧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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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即席演奏其原創作品「A WONDERFUL JOURNEY」。黃博士克服生命中各個難關的堅毅精

神確實令人欽佩，她的生命故事及悠揚悅耳的鋼琴演奏亦為研討會的參加者注入正能

量。此外，各參加者於分組討論環節中踴躍發表他們對本區福利服務發展的意見，亦為

本區未來的福利服務發展方向提供了不少新意念。在此，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衷心

感謝每一位參加者及各地區持份者的積極支持和協助，給予我們寶貴意見，我們期望在

將來繼續和各持份者一同協作，共同為本區市民的福利服務努力。 
 

為宣揚和諧家庭、敬老護幼及鄰里互助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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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區內特色及需要設計跨服

務的計劃和活動，以回應地區的福利服務需要。2019年度「友愛共融」服務贊助計劃獲

區內各團體的支持，共有38個活動計劃。地區福利辦事處即將發信邀請區內各津助服務

單位提交2020年度的活動計劃建議書，請各同工踴躍支持，共建友愛共融的社區。 
 

雖然在過去數月我們面對疫情嚴峻的挑戰，但只要我們繼續發揮既有互助關愛的精

神，同舟共濟，大家必定能夠一起跨過困境。衷心期待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脫下口罩，展

露笑容相遇的日子！祝大家身體健康！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0年5月 

   



      

  

 

 

 

                                 

   

社會福利署各分區辦事處自今年2月開始，為無法自行安排基本日常

生活所需的家居檢疫人士提供食物及其他基本日常用品。雖然面對繁重

的物資採購及物流統籌等工作，本區福利辦事處有幸得到部門退休同事

及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的義工團隊幫忙，除減輕了本區同

工的工作量，亦令各檢疫人士能夠適時得到所需物資。 
   



      

  

 

 

                                 

與此同時，為支援位於港島柴灣區內的檢疫隔離中心 ─ 鯉魚門公園及

度假村(隔離中心)，本署4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除了與本署緊急救濟

支援組及民安隊緊密合作，為入住隔離中心的強制檢疫人士提供日常基本物

資外，更加輪流當值，透過電話輔導為檢疫人士提供情緒支援，同時按個案

的需要提供合適轉介至相關政府部門或社福服務單位，確保他們離開隔離中

心後仍會得到適切的援助。在疫情爆發期間，部份檢疫人士都懷著忐忑不安

的情緒入住隔離中心，或對中心的環境、設施等的適應，需要社工疏導情緒。

亦有確診人士因疫症不幸身故，社工即時為其正入住隔離中心的家屬提供哀

傷輔導及跟進各方面的需要。  



      

  

 

 

 

                                 疫情爆發初期，口罩供應十分緊張。在艱難的時

刻，感謝不少熱心人士和團體樂意分享，捐贈口罩予

區內弱勢社群。至今，經地區福利辦事處協調轉贈超

過6萬個口罩及各類防疫物資，已順利先後送予區內

超過60間社福服務單位，讓有需要人士 (包括長者、

低收入家庭、殘疾人士和露宿者等)受惠。 

 

照片來源： 

聖雅各福群會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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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心自在」認知治療情緒管理小組（線上）

日期/時間 14.5.2020 - 4.6.2020 (逢星期四) 晚上7:30-9:30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對象 在職人士 名額 12人 (費用：免費)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本工作坊以當今最多實證支持的「認知治療心理學」，助你認識
及改善個人因負面思想所帶來的情緒困擾，學會積極地面對各種
挑戰，走出思想陷阱，讓內心自自在在

內容：
1. 情緒困擾的成因
2. 情緒、思想、行為及身體反應的關連
3. 思想偏差和思想規條
4. 有效的情緒管理策略
5. 加強自我了解

聯絡人 黃小姐 電話 3413 1620

網址
https://bokssrefresh.wixsite.com/refresh-counselling/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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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脫離窮忙族

[2020-2021全新免費視像學習系列(4-6月)]

日期/時間 29.5.2020 (星期五) 晚上7:30-9: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自己建立積極理財的思維和習慣，以致能建立穩健財務狀況應對
生活帶來的各種挑戰

內容：
理財似乎是窮一生也要面對的生活技能，是我們被金錢控制生活，
還是我們掌控金錢來生活? 工作坊以個案討論型式學習基本理財技
巧、檢視我們的「錢」意識並發現理財盲點

聯絡人 張子慧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居防治木蝨講座

[2020-2021全新免費視像學習系列(4-6月)]

日期/時間 19.6.2020 (星期五) 晚上7:30-8: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家長及家居照顧者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家居的環境衞生，保障家人健康

內容：
讓家長及照顧者了解家居有否木蝨蝨患及防治之法

聯絡人 單冬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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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我要快樂」兒童認知行為治療小組2020

日期/時間

兒童成長組：
29.6.2020 - 23.7.2020 (逢星期一、四) 下午4:00-5:30

家長支援組：
2.7.2020 - 23.7.2020 (逢星期四) 晚上7:00-8:30

親子日營：
25/7/2020 (星期六) 或 26.7.2020 (星期日) *(視乎訂營情況而定)

上午9:00-下午5:00 (上午及下午，共兩節)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9-13歲兒童

(受情緒困擾兒童優先)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認識個人情緒及恰當表達情緒的方法，學習分辨正、負面思想，以
及由正向思維處理情緒困擾

內容：
設有兒童成長組及家長支援組，同時附有親子日營

聯絡人
吳瓊欣姑娘、張鳳嬌姑娘、

葉國琴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化衝突為知心-夫婦小組

日期/時間 3.7.2020 - 24.7.2020 (逢星期五) 晚上7:30-9: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與趣提升關係之夫婦 名額 10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組員認識調解理念和掌握有效溝通技巧，及了解如何以調解慨念處
理夫婦之衝突，讓彼此有更深的了解，從而達至雙贏局面

內容：
此小組以互動學習方式進行

聯絡人 單冬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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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靜心禪繞體驗工作坊

日期/時間 6.7.2020 (星期一) 晚上7:30-8: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任何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無需任何繪畫基礎，只要一紙一筆，隨心揮筆，就可以進入忘憂的
想像空間，讓大腦放輕鬆

內容：
禪繞畫(Zentangle®)發源於美國，是由芮克羅伯茲與瑪莉亞湯瑪斯
夫婦創辦的一種心靈療癒創作方式

聯絡人 丁雯珊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密親子關係導航」計劃

日期/時間

家長組及子女組同時段進行：
8.7.2020, 15.7.2020, 22.7.2020 及 5.8.2020

(逢星期三) 晚上7:30-9:00

親子活動：29.7.2020 (星期三) 晚上7:30-9:30

親子日營：15.8.2020 (星期六) 上午9:00-下午5: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兒童及其家長
(一位家長及一名子女)

名額 1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協助家長與子女建立更親密及正面的關係

內容：
美好親子關係在家庭中非常重要，中心的社工團隊會以專業的知識，
多元化的活動為大家導航

聯絡人
梁麗青姑娘 黃麗燕姑娘
周凱詩姑娘 李淑禎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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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古今飲食文化穿越遊

日期/時間 18.7.2020 (星期六) 上午9:15-下午1: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57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大家可於展區及展品外獲得更多的飲食文化知識，體驗人類飲
食文化的智慧和趣味 (地點：沙田火炭飲食文化博物館)

內容：
以不同角度介紹各地飲食文化，透過模擬場景，同時配合文字說
明，並加入不同時代及地區所用的煮食用具、容器、餐具及香料
食材等展品呈現在大家眼前，體驗人類飲食文化的智慧和趣味，
並設有導賞服務作詳細解說

聯絡人 劉家睿先生、陳麗菲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抗疫情緒紓緩熱線服務(第二期)

日期/時間

日期：20.4.2020 - 30.5.2020
時間：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2:00-5:00 及

逢星期六 上午10:00-下午1:00：下午2:00-5: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留言時段：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下午1: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主辦團體 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任何人士 名額 不適用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供電話熱線(2807-5240)關懷受疫情影響致情緒受困擾的人士

內容：
由中心社工/輔導員為受到疫情影響和困擾的人士提供電話情緒支
援服務

聯絡人 朱少萍姑娘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https://www.npac.org.hk/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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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喜動家中

日期/時間 2020年5月至7月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對象 青少年及在職人士 名額 1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鼓勵於家中進行健身運動以維持身心健康

內容：
經本處送出共100套的健身組合，包括瑜珈毯、瑜珈磚、橡筋帶給
服務使用者，同時本處會製作不同的健身教學短片（2-3分鐘）予
他們在家中參考及練習

聯絡人 馮澤棠先生 電話 2386 1717

網址 https://bokss.org.hk/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MoodFit at Home

Date/Time May 2020 - Jul 2020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Baptist Oi Kwan Social Service

Target participants
Adolescent

Working Adul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00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Aim:
To encourage doing exercise at home to maintai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ll being

Contents:
100 sets of personal training kits including yoga mat, yoga block
and elastic band will be distributed to needy participants. Home
workout teaching video clips (2-3 mins each) will also be provided
for facilitating.

Contact person Mr. Thomas FUNG
Contact 

phone no.
2386 1717

Website https://bok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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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護」老「童」心。互連網

日期/時間 04/2020 至 03/2023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對象
耀東邨長者、護老者、兒童及其家

庭、地區居民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計劃透過「社、福、商、校」跨界別協作模式，於耀東邨建立長
者及護老者的互助網絡，推動有潛質的長者及護老者成為「爺嫲
導師」，讓他們發揮自身所長，提升社區參與，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託管兒童服務，以減輕邨內雙職家庭的照顧壓力。此外，計
劃推動「爺嫲導師」連結邨內兒童及其家庭組成「跨代聯盟」網
絡義工隊，關愛邨內有需要的長者及護老者，共建鄰里支援網絡，
促進跨代共融

內容：
1. 「音樂起動」防跌操：由「音樂起動」大使帶動下，於邨內樓

座空地舉行以建立居民聚腳點，為參加者建立社交平台，讓他
們彼此自發聯繫和溝通，增強社區凝聚力

2. 爺嫲學堂：培訓邨內長者及護老者成為「爺嫲導師」，為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暫託服務，以減輕雙職家庭照顧的壓力，並教導
兒童待人處事，增加其知識層面及抗逆力，從中建立跨代互助
關係

3. 「跨代聯盟」網絡義工隊：由「爺嫲導師」配對託管兒童的家
庭，共同組成義工隊，並推動有潛質的親子家庭擔任大小樓長
的角色，定期探訪及支援邨內有需要的長者及護老者

4. 跨界別協作夥伴顧問委員會：建立「社、福、商、校」協作平
台，善用各持分者的專長，集結社區不同資源，回應社區需要

聯絡人 李家琪姑娘 電話 2535 4387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WKLCI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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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陪你心靈抗疫（線上）

日期/時間 直到疫情結束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供一系列免費線上教學活動、專題影片、抗疫小貼士等，幫助
社區人士好好照顧自己，提升心理抗「逆」力

內容：
1. 免費線上教學活動
2. 專題影片
3. 抗疫小貼士
4. Whatsapp貼圖

聯絡人 黃小姐 電話 3413 1620

網址

https://bokssrefresh.wixsite.com/refresh-
counselling/resilience

或「Re:Fresh Counselling & Research 多元輔導及研究計劃」
facebook專頁

活動/計劃名稱 免費情緒健康測試（線上）

日期/時間 直到疫情結束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面對不確定的疫情，不少人會感到憂心焦慮。本計劃希望透過提
供免費情緒健康測試幫助持續受情緒困擾超過兩星期的人士，多
加留意自己的情緒健康水平

內容：
情緒健康自我測試線上問卷
（此自我測試並不能代替專業臨床評估。若對測試結果以至自己
正面對的情緒困擾狀況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處的免費諮詢熱
線2535 4135，亦可向臨床心理學家或醫生尋求專業意見。）

聯絡人 黃小姐 電話 3413 1620

網址 https://zh.surveymonkey.com/r/bokss_wh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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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心靈抗疫支援熱線- 2535 4135

日期/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下午12:30 及 下午2:00-5:00

逢星期二加開晚上7:00-9:00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對象 疫情影響下，任何有支援需要之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任何受疫情影響的人士提供情緒支援，幫助受支援人士提升身
心免疫力

內容：
1. 提供情緒支援
2. 提供抗疫錦囊
3. 提供緊急生活援助金申請資料

聯絡人 當值社工 電話 2535 4135

網址 https://www.refresh.boks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有禮生活 - 手工班

[2020-2021免費網上活動系列(5-6月)]

日期/時間 22.5.2020 (星期五)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至60歲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可以自己製作禮物，表達自己的心意也很不錯

內容：
在情人節裡面，將自己的心意表達給自己喜歡的人要怎麼辦？本活
動將教導製作刻字玻璃樽，變換相片，馬賽克蠟燭杯等精美禮物

聯絡人 陳麗菲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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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日期/時間 2020年4月開始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愛東服務中心

對象

在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
定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缺損，並正在
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
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
舍照顧服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
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透過選擇合適的家居為本服務，讓長者能在社區裏安享晚年

內容：
由專業人員和輔助人員提供家居照顧服務和家居支援服務，包括復
康運動、護理服務、個人照顧、家居清潔、護送服務、送飯服務、
日間到戶看顧、到戶培訓照顧者、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及
言語治療

聯絡人 馬姑娘 電話 2564 7556

網址
https://elderlyinfo.swd.gov.hk/tc/content/hong-kong-

family-welfare-society-oi-tung-service-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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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Date/Time Start from April 2020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Oi Tung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Elderly persons who have been
assessed by SWD’s Standardised
Care Need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Elderly Services to have
impairment at moderate or severe
level and are waitlisting for
subsidized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CCS) and/or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RCS) on the Central
Waiting List (CWL) for Subsidised
Long Term Care (LTC) Services
without any kind of RCS or
subsidised CCS being receive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2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Aim:
To help elders to achieve aging in place by providing them suitable
home-based services.

Contents:
Professional staff and supporting staff provide home care service
and home support service, lik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nursing care,
personal care, home making, escort, meal delivery, elder sitting,
on-site carer training,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 and speech therapy service.

Contact person Ms. MA
Contact 

phone no.
2564 7556

Website
https://elderlyinfo.swd.gov.hk/en/content/hong-kong-family-

welfare-society-oi-tung-service-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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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導盲犬育成記

日期/時間 18.7.2020 (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名額 2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兒童關懷社會的好品格

內容：
此活動讓參加者有機會親身接觸導盲犬，了解導盲犬訓練過程及
工作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校內盡玩投杯球

日期/時間 預定時間7-9月 共4節 每節一小時

主辦團體 利民會(友樂坊港島東)

對象 中一至中六學生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訓練玩家自身的協調性和對身體各關節的控制能力。投杯球更注
重玩家的集中力及學習團體意識。這項運動更不受天雨影響、在
室內亦可進行

內容：
投杯球教學及體驗，如出席人數穩定及進度良好，將會在第四節
舉行比賽

聯絡人 蔡先生 電話 2505 4287

電郵 aaronchoy@richmond.org.hk



P.13

資源推介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本中心將由芬蘭引進HUR專業健體復康器材，此器材榮獲質量管理體
系認證標準，並採用氣壓調節系統，能有效減低運動後肌肉酸痛及
關節勞損情況，對年長及有復康需要人士尤為適合。HUR亦採用智能
咭系統，能記錄及指導長者運動進度，並配合中心物理治療師和健
身教練的評估和指導，可讓各長者對抗衰老及保持健康

地址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第三期耀安樓地下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煇樓地下(延展中心)

查詢電話 2535 4387 聯絡人 蕭紹康先生

網址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

neighbourhood-elderly-centre/WKLNEC/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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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18歲或以上具中五或以上程度
(有愛心及耐性教導小朋友；男女均可)

活動名稱 Project H

日期
2020年4月-6月

(逄星期二、五或六之其中一日，每節1小時，時間另議)

地點 本中心2樓活動室

活動內容

此計劃包含5個「H」來協助學童處理功課及溫習上的疑問，當中
由一班義務導師從心(Heart)出發，以一對一形式提供功課輔導
(Homework)，繼而培養學童努力學習的心態(Hardworking)；另一
方面，計劃中會配以不同之親子活動及各類之溝通平台，邁向和
諧家庭(Harmony)及開心人生(Happy life)的目標

查詢電話 2561 5340 / 2562 3501 聯絡人 黃伊婷姑娘 / 廖國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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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復康力量（耀東邨就業培訓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18歲或以上人士

活動名稱 中心長期義工

日期 2020年5月起

地點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附翼地下

活動內容
透過招募不同年齡的義工到中心協助推行恆常活動或大型活動，
以增加中心會員接觸公眾的機會，同時推動發展傷健共融

查詢電話 3185 8200 聯絡人 賴先生

網址 https://www.hkr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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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身心健康教育服務

徵求對象
義工：20名

18歲或以上，高中或以上學歷，富有責任感，成熟，愿意服務小
家屬或有精神困擾的復元人士

活動名稱 生命樹義工同行計劃

日期 2020年6-8月義工招募

地點 灣仔及筲箕灣

活動內容
義工服務包括：定期關懷復元人士或其子女；上門功課輔導；與
服務對象參與中心/社區活動；協助籌辦中心活動。服務前將有
培訓提供給義工

查詢電話 3413 1563 聯絡人 冼姑娘

網址 https://www.bok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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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18歲或以上人士，人數不限

活動名稱 家庭支援義工大使小組

日期 全年適用

地點 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

活動內容
• 義工訓練
• 親善探訪及其他義務工作

查詢電話 2505 8346 聯絡人 莊穎鈺姑娘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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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Agency
and Organization

Baptist Oi Kwan Social Service –
Community Mental Wellness Education 

Service

Target

20 volunteers, adult aged 18 or above, with 
qualific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or above; 

responsible, mature, willing to serve person-in-
recovery and/ or their children.

Name of Programs Tree of Life Volunteer Project

Date June to August 2020 Volunteer Recruitment

Venue Wanchai and Shau Kei Wan

Programs Contents

Volunteer services include: emotional Support to
People in Recovery and/or their children, home based
homework support and counselling on a regular basis,
engage uses to join center or community activities,
assist in organizing center‘s activities. Trainings
will be given before volunteer services start.

Enquiry Number 3413 1563
Contact 
Person

Miss Sin

Website https://www.bok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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