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下稱辦事處)一直致力推動跨界別及跨專業合

作。自2014年起辦事處推出「友愛共融」服務贊助計劃，鼓勵區內受津助福利服務單位善

用各自優勢和專長，夥拍另一間非政府機構、學校、商業機構或地區團體，舉辦具特色及

跨界別的活動，匯集不同力量及資源以支援弱勢社群，並回應地區福利需要。計劃推出至

今，一直深得區內各服務單位和跨專業團體踴躍參與和支持。 

 

本年度「友愛共融」服務贊助計劃有以下五大目標，以回應地區需要： 

 

 

 

 

 

 

 

 

 

 

 

  

今年辦事處特意鼓勵各申請單位於計劃中加入使用網絡的元素及擬定應變措施，以期

在疫情下仍能順利推行各項計劃。申請已於7月3日截止，辦事處共收到30份計劃書，編輯

小組在此衷心感謝各服務單位對「友愛共融」2020服務贊助計劃的鼎力支持，同時預祝各

計劃順利進行，令服務惠及社區各階層。 

 

祝大家身體健康！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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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Stay Healthy, Be Strong” 
Women Mutual Help Group

Date/Time
June 2020-March 2021 (Every 1st Thursday of each month)

11:00-12:00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Women aged 18 and 

above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0 women or the latest 
maximum number of 
people for gatherings, 

whichever is less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members help each other to stay
healthy

Contact person
Ms. Anson AU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Contact 

phone no.
2835 4342

Website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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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Let’s Play Together –
Sensory Integration Activities

Date/Time 4.8.2020 - 25.8.2020 (Every Tuesday) 2:30 pm - 4:0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Children studying 
K.1 to K.3 and their 

parent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6 - 8 pair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or the latest 
maximum number of 
people for gatherings, 

whichever is less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Other than sight, hearing, touch, taste and smell, there are also
two other senses, ‘proprioception’ (body awareness) and
‘vestibular’ (balance and movement).

Contact person
Ms. Mary Lai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Contact 

phone no.
2835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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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玩樂成長 - 感覺統合運動 (A班)

日期/時間 1.8.2020 - 29.8.2020 (逢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至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幼兒身體及腦部高速發展，身體協調能力越高，就越能建立信心及安
全感，對生活及學習發展影響深遠。趁著週六或日親子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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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A班及B班內容相同，參加者請選擇其中一班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 (註冊社工)
余朗廷先生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3

活動/計劃名稱 玩樂成長 - 感覺統合運動 (B班)

日期/時間 2.8.2020 - 30.8.2020 (逢星期日)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至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幼兒身體及腦部高速發展，身體協調能力越高，就越能建立信心及安
全感，對生活及學習發展影響深遠。趁著週六或日親子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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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A班及B班內容相同，參加者請選擇其中一班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 (註冊社工)
余朗廷先生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健康愛心大擁抱A

日期/時間 13.8.2020 (星期四)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興趣中心會員(個人或家庭均可) 名額
7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傳達愛心的訊息，立志健康飲食

內容：
1.學習對愛心的相信、明白、承諾及立志
2.學習低糖飲食的計算方法及實踐計劃
3.練習簡單易行的運動

聯絡人 趙淑霞姑娘、潘美玲姑娘 電話 3158 0213 / 2562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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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旅同行」離異家庭小組

日期/時間 7.8.2020 - 28.8.2020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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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組：
6-10歲父母離異之單親兒童

家長組：分居或離婚之家長

名額
每組6-8人或最新聚會人
數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兒童組：
父母離異會為家庭帶來轉變，隨之而來的是小朋友負上適應轉變的任
務。小組以輕鬆活潑的手法，透過講故事、繪畫、手指布偶等，協助
小朋友處理適應過程中出現的情緒、疑惑、情境處理、以及找回支援
網絡等，藉此促進小朋友順利過渡轉變歷程

家長組：
1. 培養父母「以孩為本」的角度
2. 了解子女在父母離異所面對的情緒需要
3. 學習父母共享親職

備註：
1. 社工需於小組前，與兒童見面以了解其身心適應情況
2. 此小組與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親和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港島)合

辦

聯絡人 黃麗玲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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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Online親子消暑甜品DIY (以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14.8.2020 (星期五) 時間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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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協助小朋友製作健康、美味及透心涼的鮮果果凍，一起享受下廚樂，
滋味FUN FUN FUN

內容：
家長在家中欣賞短片

聯絡人 家務指導員黃太及葉國琴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智NET世代 (以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18.8.2020 (星期二)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學生家長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減少因子女上網或使用電子產品而與父母爭執

內容：
簡單介紹時間管理APP的使用及親子管教技巧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周凱詩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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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人生路不熟」新來港人士歡迎會

日期/時間 18.8.2020 (星期二) 晚上6:30-8: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居住於灣仔及跑馬地區以及來港

不足7年之新來港人士
名額

6-2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一邊享用茶點，一邊輕鬆分享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醫療、教育以及
就業服務，並介紹灣仔區社區資源，及實地參觀本中心設施

備註：
每人將獲發社區資源筆記乙份

聯絡人 黃麗玲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園藝小品 (以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25.8.2020 (星期二) 上午11:00-11:45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成人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一起種植帶來好心情，在家中仍然可以有集體園藝活動

內容：
將分株後的植物植入新盆中，製作漂亮的園藝小品，好心情返來了

聯絡人 葉國琴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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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玻璃瓶中的心靈綠洲 (以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27.8.2020 (星期四) 上午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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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或以上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活動透過製作盆景擺設，用大自然療癒疲憊的身心，幫助自己放鬆心
情、舒緩壓力

內容：
過往對步伐急促的都市生活習以為常，不妨趁現在放慢腳步，為自己
創造一個獨一無二的心靈綠洲，令那些無處可去的壓抑情緒找一個出
口

聯絡人 張鳳嬌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庭治療 - 家長篇 <親子關係與管教>

日期/時間 27.8.2020 (星期四) 下午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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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分享家庭治療及管教技巧，提升家長管教及溝通能力。教授給予孩子
更多安全感的方法，為家庭帶來溫暖和諧的氣氛

內容：
透過互動分享、活動及講座，協助家長根據各種家庭關係的組合，如
伴侶、父母與子女，制定合適的方案，幫助各人在家庭中各司其職，
在彼此間建立理想的關係

聯絡人 吳綺婷姑娘 電話 2562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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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親子Art Jamming (2020年9月)

日期/時間 3.9.2020 - 24.9.2020 (逢星期四) 上午10:30-11: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5至3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或最新聚會人
數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與寶寶一起參與其人生中第一個藝術體驗，繪製創意畫及製作藝術
品，啟發孩子無限的天賦創意，亦從中了解孩子的獨特氣質。快來
參加，不容錯過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放手畫禪繞

日期/時間 3.9.2020 - 24.9.2020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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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會員(不需繪畫經驗) 名額
7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以禪繞畫創作讓參加者練習專注，釋放焦慮與壓力，享受心靈沉澱，
並且同時啟發無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內容：
認識禪繞畫、禪繞畫創作

聯絡人 林浩晴姑娘 電話 3158 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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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Fun 幼兒遊戲小組

日期/時間
3.9.2020 - 29.10.2020 (逢星期四，1.10.2020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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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至3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或最新聚會人
數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透過音樂、故事及遊戲，讓寶寶學習跟從基本指令，探索不同新事
物及增加五感刺激，開發孩子無限的探索空間。並且透過各種活動，
增強家長及幼兒間溝通，促進親子關係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兒童為本 - 畫出心中情 親職培育課程

日期/時間 6.9.2020 - 27.9.2020 (逢星期日) 下午2:00-4: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已就學之小一至小三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兒童6人、家長12人或
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家長組：
協助家長透過心理投射畫了解兒童的內心世界，更明白兒童的心理需
要及壓力狀態，從而調節對兒童的期望及管養方式

兒童組：
由社工導師協助兒童從遊戲中培養社交智慧、認識情緒

備註：
兒童組及家長組將於同時間分開房間進行活動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 (註冊社工)
黎梓櫻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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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週二鬆一鬆互助小組

日期/時間 8.9.2020 - 9.3.2021 (逢每月第二個星期二)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單親家長 名額
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放下平日照顧家庭重擔，給予自己一個無憂的空間，全然放鬆自己，
與同路人分享生活點滴，彼此支持與陪伴，讓疲憊的心找到溫暖的家

內容：
小組分享、烹飪、天然美容、按摩、手工製作等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註冊社工)
譚秀英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與青少年同行家長小組

日期/時間 8.9.2020 - 29.9.2020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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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歲以上青少年之家長 名額
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讓家長了解時下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及價值觀
2. 推動家長與青少年溝通、學習預防及處理與青少年衝突的技巧，

以及家長與青少年持不同意見時如何自處；建立互信互助的家庭
平台

內容：
青少年發展主題講座、小組分享及討論、角色扮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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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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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一起服務」之親子顯愛心

日期/時間 12.9.2020 (星期六) 下午2:30-5: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5至14歲子女及其家長

(單親／來港不足7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4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面對疫情，你學懂了甚麼？除了多注意衛生外，你是否也多關心了左
鄰右里呢？現在，中心現誠邀每位家庭成員發揮關愛的精神，體現施
比受更為幸福之情

內容：
親子集體活動、製作天然用品，並到灣仔指定的地點，將製成品送贈
給予居民，及後分享經驗及享用茶點

備註：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並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

聯絡人
譚秀英姑娘 (註冊社工)
關曉雲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Zoom簡易水彩插畫 – 花草篇 (以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15.9.2020 (星期二) 下午2:30-3:15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成人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放鬆身心

內容：
學習繪畫簡單的花草插圖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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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之歷奇體驗

日期/時間 24.9.2020 (星期四)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女士 名額
10-12人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歷奇不僅是青年人活動，成年人，甚至長者都合適。透過多元化的歷
奇活動，參加者可互相幫助，討論解難的方法。參加者也能學習如何
正面地運用過往經驗，面對活動中的挑戰，繼而把成功的經驗轉化至
日常生活

內容：
歷奇活動、分享、茶點等

聯絡人
譚秀英姑娘 (註冊社工)
周敏嵐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Everything DiSC® 行為學工作坊 ~ 親子篇

日期/時間 25.9.202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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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名額
2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了解自己與子女慣常處事方式，增加彼此了解，增進親子關係

內容：

通過 Everything DiSC®，讓家長了解自己和子女慣常處事風格，明
白彼此行為差異，課程後找到關係共融的良方。 (工作坊由

Everything DiSC® 導師趙業儀女士和陳佩琪女士帶領)

聯絡人 劉卓詠姑娘 電話 3586 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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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 心 • 影

日期/時間

工作坊：
28.9.2020 及 12.10.2020 (逢星期一) 上午10:30-中午12:00

戶外攝影(一)： 5.10.2020 (星期一) 上午10:00-約下午12:30
戶外攝影(二)：19.10.2020 (星期一) 上午10:00-約下午12: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
8-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
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智能手機的進步與流行，使每個人都可成為攝影師。然而，你或未曾
體驗於攝影時的專注忘我狀態，這能使人於精神上產生一種滿足、充
滿能量的感受。參加者能透過攝影覺察自己當下的心靈狀態，讓鏡頭
見證每分每秒的喜怒哀樂，找回生活的滿足感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攝影機或有攝影功能的手機
2. 請自備車費
3. 參加者需簽回拍攝及錄影同意書及健康評估問卷

聯絡人 譚秀英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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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情藝在心

日期/時間 30.9.2020 - 21.10.2020 (逢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人士

(單親／來港不足7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6-8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
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以多元化的藝術媒介來學習表達和接納自己感受，促進他們的情緒健
康發展

內容：
繪畫體驗、搓揑陶泥、音樂靜心活動等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註冊社工)
譚秀英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再一次青春  更年期小組

日期/時間 6.10.2020 - 27.9.2020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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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歲婦女 名額
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裏必經的自然階段。身體的不適有時候也會影響情
緒，與家人相處時更容易有磨擦。有見及此，此小組旨在讓參加者學
習調適情緒及舒緩生理不適的方法，希望參加者能樂觀愉快地面對更
年期時，亦能和家人融合相處，減少衝突

內容：
認識更年期並學習舒緩身心不適的方法、小組分享及鬆弛練習

聯絡人 王天欣姑娘 電話 2556 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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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遊戲治療法』家長訓練課程2020

日期/時間 14.10.2020 - 16.12.2020 (逢星期三) 晚上7:00-9: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幼兒及小學生之家長 名額
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
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遊戲」是兒童的語言，訓練小組讓家長掌握「親子遊戲治療法」的
精髓，幫助子女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提昇解決問題的能力，抒解情
緒，同時增進親子關係

內容：
理論與實踐並重，除短講、分享與討論外，更設有錄影帶示範及實習
環節，讓家長親自與子女進行「親子遊戲時間」

聯絡人 吳瓊欣姑娘、葉國琴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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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認知障礙症系列 – 智醒老友記

日期/時間
3.9.2020 - 29.10.2020 (逢星期四，10.9.2020 及 1.10.2020除外)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西巿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對象 患有初期認知障礙症人士 名額
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多元訓練小組，延緩認知障礙症人士的退化速度

多元訓練內容包括：
1. 東華三院專利日本引入的特色療法：心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
2. 瑞典引入活動：Bunne音樂
3. 藝術活動：「Draw All You Can」
4. 其他不同元素的桌上遊戲

聯絡人 冼先生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https://acsc.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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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外傭護老培訓計劃

日期/時間 2020年10月5日至11月23日期間，確實日期及時間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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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加強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技巧

多元訓練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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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 溫俊杰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快樂。無限耆」正向認知行為小組

日期/時間 3.9.2020 - 24.9.2020 (逢星期四)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六十歲或以上會員 名額
7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分享正向認知行為的技巧，改善正向心理及情緒健康，平靜心
境，享受樂而不憂的生活；此活動有助改善情緒、失眠、飲食或焦
慮等問題

內容：
教授正向思想技巧以達致提升身、心、靈健康

聯絡人 吳綺婷姑娘 電話 2562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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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種孩子寧靜心

日期/時間

室內活動：
5.8.2020, 12.8.2020 及 26.8.2020 (逢星期三) 下午2:00-3:00

戶外活動：
19.8.2020 (星期三) 下午2:00-4: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至9歲兒童 名額
6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正念練習及遊戲讓孩學習專注當下，改善情緒管理、培養良好
的精神健康

內容：
製作冷靜瓶、正念練習，遊戲等

備註：
請家長填妥戶外活動同意書及拍攝及錄影同意書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註冊社工)
譚秀英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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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Beauty Up! (護膚品DIY)

日期/時間 7.8.2020 及 14.8.2020 (逢星期五) 下午2:00-3: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升讀小六至中五之青少年 名額
6-8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

限，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青春期面對自己肌膚的轉變，往往束手無策，面對暗瘡甚苦惱，故
保養好面部肌膚尤其重要，此活動由學習皮膚的構造開始，齊來學
做無添加、無防腐劑的天然護膚品，同暗瘡說再見

內容：
1. 講解皮膚的構造
2. 自製天然護膚品，每人可做針對暗瘡肌膚的潔面泡及保濕霜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手鈴學堂

日期/時間 11.8.2020 及 14.8.2020 (星期二、五) 下午2:00-3: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至9歲兒童 名額
6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手鈴漸漸演變成一種新興表演的樂器，現邀請各小朋友一起用手鈴
Jam一番!

內容：
手鈴，靈感來自於教堂鐘樓音樂，經過近百年洗禮後，透過音樂遊
戲與教授手鈴技巧，兒童既能享受音樂，亦可從手鈴演奏中學習聆
聽、專注及團體合作

聯絡人 歐穎敏姑娘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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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自己筆袋自己製

日期/時間 14.8.2020 (星期五)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服務中心

對象 8-12歲中心會員 名額
7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發揮創意，為新學年作好準備，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獨一無
二的筆袋

內容：
筆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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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剪片速成班 (以網上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28.8.2020 (星期五)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小朋友能夠自行製作影片，紀念校園歡樂的時光

內容：
受疫情影響下，小朋友錯過了不少與同學相處的時光。本活動將會
教授一些簡單的剪片技巧

聯絡人 鄧鎮邦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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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星期六「我手繪我心」

日期/時間 17.10.2020 (星期六) 上午11:00-11:45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至5歲幼兒 名額
1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

以較少者為準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幫助幼兒舒解困擾、表達自己、提升自信

內容：
9月開學後，小朋友有不同的體驗，或積累了不同的情緒。參加在
線繪畫活動，在社工的投射繪畫技巧帶領下，繪畫、分享

聯絡人 張鳳嬌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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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紅十字會社區關懷服務部

徵求對象

義工：
年滿18歲或以上、操流利廣東話及有基本中文讀寫能力、有熱誠
和愛心、願意提供為期12至18個月(約9-15次)的探訪及支援服務

名額：40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活動名稱
「健康自家管」長者慢性病管理服務

義工訓練 – CDME 21

日期

課前面談:  2020年8月27日 (四) 1000－1300 (以小組形式面見) 
第一節 :  2020年9月8日 (二) 1000－1300  
第二節 :  2020年 9月10日(四) 1000－1300  
第三節 :  2020年9月15日 (二) 1000－1300
第四節 :  2020年9月17日 (四) 1000－1300  
第五節 :  2020年9月22日 (二) 1000－1300  
第六節 :  2020年9月24日 (四) 1000－1300
第七節 :  2020年10月8日 (四) 0930－1300 (衛生署進階班)
第八節 : 2020年10月13日(二) 1000－1300 (服務簡介會)

地點
西九龍海庭道19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面授課程) / 

Zoom (網上課程)

活動內容

由註冊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及計劃職員等講
解服務所需的知識。課程內容豐富，包括香港紅十字會及紅十字
運動背景、糖尿病和高血壓管理知識、長者身心理健康情況、家
居探訪、溝通技巧等。活動與衞生署合作，提供家居安全知識及
評估及情緒病患等培訓

查詢電話 2514 2268 聯絡人 陳姑娘

網址 https://volunteer.redcross.org.hk/volunteer/#/teamDetail/T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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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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願意為筲箕灣區長者提供中心或到戶訓練或陪診服務之人士
名額：15人或最新聚會人數上限，以較少者為準

活動名稱 護老義工初階訓練課程

日期 2.9.2020 - 4.11.2020 (逢星期三) 下午2:30-4:00

地點 筲箕灣寶文街6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活動內容

透過是次培訓招募有志服務長者的社區人士為筲箕灣區有需要的長
者提供認知訓練、陪診等服務

內容：
2/9 ：簡介課程、認識長者與溝通技巧 (社工)
9/9 ：長者常見疾病及護理、認識認知障礙症 (護士)
16/9 ：保健運動 (物理治療師)
23/9 ：扶抱技巧 (物理治療師)
30/9 ：上門訓練技巧及裝備 (社工)
7/10 ：基礎急救 (護士)
14/10：復康用品使用 (職業治療師)
21/10：義工守則及注意事項 (社工)
4/1 1：考核及認識社區資源 (社工及職業治療師)

費用：$50

查詢電話 2967 9211 聯絡人 黃君儀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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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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50歲或以上人士
協作伙伴：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活動名稱 moveUP! 「敢」動友里- 健康教練訓練課程

日期

8月12日(三) - 下午2:30 - 3:30「迎新及計劃導向」

8月14日 至 9月11日- 下午1:30 - 5:30
8月14日(五)-健康教育及傳意技巧 + 檢測工具應用(體適能)
8月21日(五)-運動鍛鍊 + 檢測工具應用(椅子坐立+肱二頭肌屈舉)
8月28日(五)-痛症處理 + 檢測工具應用(兩分鐘抬膝+座椅體前彎)
9月4日 (五)-三高控制 + 檢測工具應用(三高風險評估)
9月11日(五)-心室顫動 + 檢測工具應用 (抓背+椅子坐起繞物)
費用全免

地點 筲箕灣寶文街6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活動內容
修畢「身心健康知識及評估工具運用」證書訓練，成為知識及技
巧兼備的健康教練，並夥拍專業團隊支援區內長者

查詢電話 2967 9211 聯絡人 社工 梁先生

網址

請掃描 QR Code，了解更多動詳情﹗

http://tiny.cc/oab8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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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聖雅各福群會青年職學平台」—「I am...」

徵求對象 義工：40人

活動名稱 I am…青年職學平台-「網上職學達人」計劃

日期
培訓開始日期：9月
服務時期：6個月

地點 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10樓

活動內容

申請者需經面試及完成培訓後，成為「網上職學達人」。達人需
在I am…青年職學平台上，透過自身的升學／工作經驗，解答年
輕人的升學及就業疑問

*「網上職學達人」分為升學達人及職業達人
「升學達人」專責升學問題；「職業達人」專責就業問題

查詢電話 2596 2783 聯絡人 Ms. Tracy Li

網址 https://bit.ly/2Ong0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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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均可

18歲或以上具中五或以上程度，有愛心及耐性教導小朋友

活動名稱 Project H

日期
5.10.2020 - 19.6.2021 (逢星期二、五) 下午4:00–晚上8:00

或 星期六 上午9:15-下午12:45 或 下午2:1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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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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