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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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疫情，2021年福利規劃研討會於2021年2月5日下午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按家庭及

兒童福利服務、安老服務、康復服務及青少年服務等主題的分組討論環節分別於

2021年2月2日及3日完成，並於研討會當日分享及匯報。 

 

本年福利規劃研討會主題是「同路‧手牽‧前行」。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社會

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陳德義先生、東區區議會主席黎志強先生及灣仔區議會

主席楊雪盈小姐擔任研討會嘉賓，黎主席和楊主席同時為我們頒發「老有所為活動

計劃」獎項予區內三間獲獎的社福服務單位。本區福利專員胡美卿姑娘在會上跟參

加者回顧了2020年的地區福利工作，並簡報了2020施政報告有關福利服務的重點。

此外，研討會亦邀請了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及聖雅各福群會港島區網上青

年支援隊 ─ 第六點的同工，與研討會參加者分享服務計劃的點滴，包括如何透過

「友愛共融」2020服務贊助計劃，發揮自身優勢和專長，夥拍另一間非政府機構舉

辦具特色及跨界別的活動，以更有效地回應地區福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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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和參與，於分組討論中踴躍發表他們對本區福利服務發展的寶貴意見，為本區

未來的福利服務發展方向提供了不少新意念。我們期待在將來繼續和各持份者一同

協作，攜手為本區的福利服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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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1年2月 

   



「照顧者加油站」 

及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暨照顧者嘉許禮」 

要達至居家安老，護老者擔當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們一直以來關心區內長者

及其照顧者，在區內大力提倡關心照顧者的精神及身心健康。我們自2019年起，

在區內「加強支援獨老及雙老家庭工作小組」轄下的六個小區設立「照顧者加油

站」，以加強照顧及滿足照顧者自身的需要。 

「照顧者加油站」是由區內不同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及其他社福服務單位的協作成果，透過舉辦不同主題及類型的活動，例如工作坊、

茶座、分享會及遊戲體驗，並安排職員和義工為護老者看顧其照顧對象，讓護老者

有歇息的空間和機會，紓緩壓力，亦同時鼓勵護老者及其照顧對象一同參與其中，

藉此增進他們之間的感情和溝通。 

「照顧者加油站」活動花絮一



      

  

 

 

 

                                 

 
 
 

我們將在安老服務推行「照顧者加油站」成功的經驗，推廣至康復服務單位，

以加強支援殘疾人士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照顧者，更以此作為起點，為進一步

推動建設傷健共融的社區打穩基礎。本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和康復服務協調委員

會在2020年11月27日以網上形式攜手舉辦《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暨照

顧者嘉許禮》，邀請區內津助長者中心、康復服務單位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名照

顧者，參與這個有意義的活動，藉此嘉許和表揚區內這群盡心盡力並一直默默照顧

和關心家庭中殘疾或有長期病患的親人，或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照顧者。我們除

了全力推動設立「照顧者加油站」及表揚照顧者，更希望將「照顧者加油站」的服

務模式及氛圍在社區內開展並發揚光大，惠及更多受眾。 

 
   

「照顧者加油站」活動花絮二 



      

  

 

 

 

                                 

 

  

 

  

  

  

 

 



P.1

活動/計劃名稱 家Teens一點愛親子溝通工作坊

日期/時間 2.2.202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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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高小至初中兒童之家長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認識青春期孩子的情緒需要及困擾

內容：
讓家長學習正向管教技巧，為子女提升適切的情緒支援和改善親子的
溝通，從而提升親子關係

聯絡人 文笑紅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絲網花DIY

日期/時間 2.2.2021 (星期二) 上午10:30-11:4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婦女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教授製作絲網花，發揮參加者的潛能
2. 舒緩壓力，體驗DIY的樂趣

內容：
導師教授製作絲網花，分享及短講

聯絡人 陳秀文姑娘 電話 3158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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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活動/計劃名稱 紅包掛飾製作

日期/時間 5.2.2021 (星期五) 下午3:30-4:45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12歲之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22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1. 以利是封製作精美掛飾，藉此增進親子關係
2.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黎梓櫻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3ghUCoA

活動/計劃名稱 「燭」動心靈-甜心先生&綿蜜太太

日期/時間 6.2.2021 (星期六) 下午2:30-4: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夫婦 名額 6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特別的日子，親手為你的伴侶制造一份獨特的禮物，以表達對彼此
的愛意

內容：
此工作坊一起學習制作蠟燭，並親手做一份情人節禮物給你的伴侶

聯絡人 老寶鑾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P.3

活動/計劃名稱 打開繪本之門(八)

日期/時間 19.2.20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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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K1至小三之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3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閱讀繪本故事書，於開懷輕鬆的環境下享受閱讀的樂趣，拉近親
子間的距離，並利用家中可用的材料，一齊製作小手工，亦希望在疫
情期間能鼓勵家長將親子共讀融入日常生活中，推動家庭閱讀文化

採用繪本﹕《聽說小豬變成地瓜了！》

內容：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3qC5thm

活動/計劃名稱 「好好照顧自己」之身心靈健康小組

日期/時間 23.2.2021 - 30.3.2021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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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或以上女士 名額 8-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現代女性在社會上往往需要承擔多重角色，壓力頗大，而在過去一年
疫情的影響下，身心受壓的情況更加嚴重。小組運用「綜合身心靈健
康模式」，透過身體運動，正念練習，趣味活動及分享等方式，幫助
女性舒緩壓力，促進身心靈健康，提升整體幸福感

內容：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馮曉勁姑娘(實習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3i92vO7



P.4

活動/計劃名稱 開心有良方 A(2021)/B(2021)

日期/時間
23.2.2021 (星期二)
A班：下午2:30-4:00
B班：下午4:00-5: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人士 名額 每班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紅樓夢的劇情，去了解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懸殊家庭背景和性格形
成，從而探究原生家庭狀況對個人性格塑造的影響

內容：
截錄影片欣賞、茶聚、深入討論環境造就性格後，自己仍能改變嗎？
介紹「自證預言」概念

聯絡人 潘美玲姑娘 電話 2562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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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以心療心-講座

日期/時間 24.2.202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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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減壓之婦女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了解壓力成因，以及壓力對情緖及身體的影響
2. 探討減壓方法

內容：
特別邀請註冊中醫師介紹養生、穴位按摩及食療

備註：
已完成4節"與壓力和解"小組之組員可優先報名參加

聯絡人 陳婉華姑娘 電話 2562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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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活動/計劃名稱 「動亦有道」親子遊戲小組

日期/時間 24.2.2021 - 24.3.2021 (逢星期三) 下午4:30-6: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8歲懷疑有專注力不足或
過度活躍症之兒童及家長

名額 1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協助家長提升孩子抑制衝動及專注能力、情緒管理、計劃組織能力

內容：
透過家長小組、兒童活動及親子遊戲，講解執行功能對孩子的重要性
及提升方法

聯絡人 吳秀慧姑娘 / 林詠姬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睡眠，由今晚瞓起！

日期/時間 25.2.2021 - 18.3.2021 (逢星期四) 上午10:3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18-59歲女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小組重新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改善睡眠的品質

內容：
1. 你到底需要多少睡眠？
2. 為何會失眠？
3. 何謂優質睡眠？發夢算唔算？
4. 養成健康良好習慣，改善睡眠品質

聯絡人 胡雅瑩姑娘 電話 3158 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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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活動/計劃名稱 和諧粉彩杯墊製作(A)/(B)

日期/時間
25.2.2021 (星期四)

A班：上午10:30-中午12:00
B班：下午3:00-4: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人士 名額 每班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和諧粉彩杯墊創作，放鬆心情，釋放生活壓力

內容：
和諧粉彩杯墊創作

聯絡人 張雅晞姑娘 / 黃伊婷姑娘 電話 2562 3757 / 2561 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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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聽聽故事 Show Funny！ (2021年2月)

日期/時間 26.2.2021 (星期五)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6歲學童及其家長 名額 2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故事分享啟發兒童的社交品德，同時透過網上互動參與，了解動物
的小知識，增加兒童對動物的好奇心，與家長一起分享講故事的樂趣

內容：
1. 故事分享、唱兒歌及進行小遊戲
2.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2Le27BI



P.7

活動/計劃名稱 高高興興賀元宵

日期/時間 26.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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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家長及兒童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一家歡樂地共渡元宵佳節

內容：
家庭遊戲、燈謎、親子包湯圓

聯絡人 老寶鑾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大笑瑜珈哈哈哈

日期/時間 2.3.2021 (星期二) 下午3:00-4: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人士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不少研究指出，大笑瑜伽能改善情緒、增強心肺功能，大笑10分鐘的
運動量等同半小時的有氧運動。活動透過練習大笑瑜伽，讓參加者感
受大笑瑜伽對身心健康的幫助

內容：
練習大笑瑜伽

備註：
活動不適合患有心臟病、疝氣、嚴重痔瘡、癲癇、嚴重背痛、三個月
內動過任何大手術、子宮切除術、懷孕、流行性感冒、肺結病、青光
眼，以及身體有任何不適的人士參加

聯絡人 姚紀庭先生 電話 3158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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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

活動/計劃名稱 [Joy滿愛] 正向管教小組

日期/時間
家長小組：3.3.2021 - 24.3.2021 (逢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親子戶外活動：20.3.2021 (星期六) 時間、地點待定
(凡出席三節或以上小組之組員，即可參與親子戶外活動。)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就讀高小至初中兒童之家長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家長的正向管教技巧，改善與子女的溝通，重建和諧關係

內容：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家長認識正向心理學，了解子女的情緒需要和學
習與他們溝通的技巧

聯絡人 文笑紅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長者手機攝影小組

日期/時間 3.3.2021 - 24.3.2021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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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長者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活動認識手機攝影技巧

內容：
學習手機攝影技巧，如構圖、修圖等等

備註：
小組其中一節為戶外攝影學習，地點待定

聯絡人 姚紀庭先生 電話 3158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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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

活動/計劃名稱 健康羽毛球小組

日期/時間 4.3.2021 - 25.3.2021 (逢星期四) 上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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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婦女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定期羽毛球活動，讓參加者能鍛鍊體魄，提升身心健康

內容：
教授基本羽毛球技巧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球拍，穿着鞋底不脫色的運動鞋

聯絡人 姚紀庭先生 電話 3158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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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不一樣的特殊學習需要(SEN)-家長敍事實踐工作坊

日期/時間 5.3.2021 (星期五) 上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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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歲兒童的家長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敍事實踐，以不一樣的角度看特殊學習需要，進而了解孩子的成
長需要，凝聚家庭力量，共同探討處理SEN的方法

內容：
短講、互相分享及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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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

活動/計劃名稱 「我要瞓好覺」- 4星期改善睡眠小組

日期/時間 5.3.2021 - 26.3.202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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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睡眠困擾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認識睡眠和學習處理方法去改善睡眠問題

內容：
不少香港人都有睡眠問題，睡眠問題影響健康、情緒、人際關係、
學習能力、運動恢復等各方面。本小組透過睡眠問題評估、認識睡
眠和學習處理方法去改善睡眠問題。完成4星期小組後，會有網上
Zoom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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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手一輩子」夫婦同行會

日期/時間 5.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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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會員，並有意滋養婚姻關係的夫婦

（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15對夫婦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升夫婦親密感

內容：
提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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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婚姻需要持續的滋養和更
新，才能豐富彼此生命，讓關係發揮意義，期待你的參與

聯絡人
梁丁潔恩姑娘 / 梁慧餘姑娘 /

陳詠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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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男士月會互助小組

日期/時間 16.3.2021 及 2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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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供「男士限定」的交流平台，一齊學下嘢、吹下水

內容：
專屬男士的定期聚會。男士彼此互相分享交流生活經驗，還有專題
講座、專家分享等。每月主題不同，歡迎任何男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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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七式」之敬業樂業

日期/時間 18.3.2021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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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有否發現面對著生活上的壓力與困境，很多時亦會變得煩躁及不安？
眼看快樂與幸福離自己越來越遠，內心滿不是味兒，任憑自己如何努
力，內心亦未能平靜……透過這活動讓參加者感受生命裡的真善美，
提倡熱愛生命的信息

內容：
透過學習「快樂七式」揉合正向心理學，加強參加者對困境的抗逆能
力

聯絡人 區慧琳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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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Joy滿愛] 親子活動

日期/時間 20.3.2021 (星期六)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已出席三節或以上[Joy滿愛]正向管教小

組之組員及其家庭成員
名額 3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進親子溝通，重建和諧關係

內容：
透過活動，讓家長與子女在互動中學習溝通的技巧和相處的方

聯絡人 文笑紅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聽聽故事 Show Funny！ (2021年3月)

日期/時間 26.3.2021 (星期五)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6歲學童及其家長 名額 2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故事分享啟發兒童的社交品德，同時透過網上互動參與，了解動物
的小知識，增加兒童對動物的好奇心，與家長一起分享講故事的樂趣

內容：
1. 故事分享、唱兒歌及進行小遊戲
2.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2Y5r0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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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繽紛樂

日期/時間 26.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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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家長及兒童 名額 1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加強親子之間的合作與了解，一起開心迎接復活節

內容：
親子遊戲及製作繽紛棒棒糖

聯絡人 蘇美琪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親孩子～愛的語言親子活動

日期/時間 9.4.20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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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學習表達愛的語言，增進親子關係

內容：
以短講介紹五種愛的語言，並透過親子互動遊戲，體驗愛的交流

聯絡人 吳秀慧姑娘 / 林詠姬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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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自己做手工梘 (A.家長組 及 B.兒童組)

日期/時間 9.4.2021 - 30.4.202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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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家長及兒童 名額 每組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學習自己動手做手工梘，既學多一門手藝旁身，又可製造環保及獨特
的手工梘

內容：
製作冷製手工皂，學習計算手工皂所需材料的份量、成份、硬度和功
效，並在完成手工皂後嘗試切皂、裝飾、印皂等美化工序

聯絡人
黎慧儀姑娘(家長組)
老寶鑾姑娘(兒童組)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Music in the Zoom (復活節篇)

日期/時間 10.4.2021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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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歲或以上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20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誰說音樂一定要面對面才能玩？就藉著復活節的假期，讓各位家長及
小朋友在網上以歌會友，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內容：
1. 唱遊、音樂繪本故事及樂器DIY
2.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黎梓櫻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3sOpp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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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幻彩四色「性格透視®」夫婦小組

日期/時間 13.4.2021 - 4.5.2021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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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 名額 10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認識自己及配偶的處事作風和性格取向
2. 學會欣賞配偶及自己的性格差異
3. 促進夫妻關係

內容：

透過「性格透視®」這套分析工具、短講、討論、分享及遊戲，認識

不同性格特質和強弱，並尋找有效的互相配合的方法

聯絡人
馮梁慧餘女士 / 老寳鑾姑娘

(性格透視®認可培訓師)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樂活茶聚’互助小組

(A) 搵工有辦法 (講座)

日期/時間 14.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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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區內居民和新來港不足七年人士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加對於香港社區資源的認識，擴闊生活圈子和支援網絡

內容：
每月一聚，互相分享彼此生活上的點滴，認識香港社區不同文化

聯絡人 林王少俐女士 / 鄧詩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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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Pattern Drawing X 木製便條座工作坊

日期/時間 16.4.20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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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 名額 1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享受個人休息時間

內容：
製作便條座

聯絡人 鄭玉琳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心靈尋靜苑

日期/時間
17.4.2021, 24.4.2021, 15.5.2021 及 22.5.2021 (星期六，共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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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想學習紓緩情緒的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繁忙勞碌的生活中，精神緊張和壓力有時令人透不過氣來；個人情
緒的起落，亦影響日常生活及與家人、鄰居、同事的相處。活動透過
發掘個人無比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成為我們處理情緒的內在泉源

內容：
藉着簡單的舉手投足、唱樂繪造，達至身心靈的超越，走出情緒的囚
牢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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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故事 Show Funny！ (2021年4月)

日期/時間 23.4.2021 (星期五) 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6歲學童及其家長 名額 2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故事分享啟發兒童的社交品德，同時透過網上互動參與，了解動物
的小知識，增加兒童對動物的好奇心，與家長一起分享講故事的樂趣

內容：
1. 故事分享、唱兒歌及進行小遊戲
2.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bit.ly/3c33hv3

活動/計劃名稱 花語寄情

日期/時間 30.4.2021 (星期五)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4-12歲兒童之家庭 名額 6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與家人一同製作花束，增加親子間互動合作，加強家人之間的關
係

內容：
親子共同製作花束，表達感謝父母養育之恩，為父母預祝父母親節

聯絡人 鄧詩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amily.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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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泉」健社區診療室-足部護理

日期/時間 25.2.2021 (星期四) 下午2:00-5:0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受足病問題影響之長者
(包括雞眼、灰甲、厚甲)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長者處理足患問題，解決因足病引起的各種不適，改善長者的足
部健康問題

內容：
安排專業足病診療師為參加者進行一次性的足部護理工作，包括雞
眼、灰甲、厚甲等處理，並向參加者提供相關的治療藥物

備註：
如疫情持續嚴峻，活動可能延期或取消

聯絡人 譚先生 / 鄭姑娘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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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公益金贊助

兩代共融樂滿FUN之頌砵療癒體驗工作坊

日期/時間 6.3.2021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護老者支援服務

對象
兩代護老者及其照顧長者

(必須二人參與) 費用：$100/二人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活動讓護老者及其照顧長者感受頌缽療癒的功效，促進彼此的
身心靈健康及增進彼此的關係

內容：
頌缽療癒是運用共振和聲頻對身體產生調頻作用，改變身心靈的狀
態，對減壓、緩和失眠及長期緊張有顯著的功效

聯絡人 鍾先生 電話 2596 2732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照顧者加油站

日期/時間 12.3.2021 (星期五)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柴灣區各長者社區服務單位 及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合辦

對象 正照顧長者的社區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照顧者暫時放下照顧長者的工作，放鬆身心

內容：
茶點分享、休閒活動

聯絡人 劉婉貞姑娘 電話 2185 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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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障礙症的持續訓練」專題講座

(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日期/時間 13.3.2021 (星期六)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睛坊

對象
認知障礙症人士的

家屬/照顧者/社區人士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照顧者對推行認知訓練的技巧，並鼓勵他們持續為患有認知障
礙人進行持續訓練

內容：
透過Zoom形式，由註冊社工分享與認知障礙人士提供持續訓練的知
識和技巧

聯絡人 李坤鏜先生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acsc.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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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第三班)

日期/時間
17.5.2021 - 28.6.2021 (逢星期一，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9:00-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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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以加強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技巧，提高
長者在社區的生活質素，支援長者「居家安老」

內容：
1. 由衞生署導師教授照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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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傭100％完成課程可獲頒發出席證書）

費用：免費

備註：
如疫情持續嚴峻，活動可能延期或取消

聯絡人 溫俊杰先生 / 鄭婉琪姑娘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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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家庭為本到戶支援服務

(本服務蒙維拉律敦治．荻茜慈善基金全力贊助)

日期/時間 由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對象
1. 診斷為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2. 居於灣仔及東區
3. 沒有使用 / 正在輪候長期護理服務 (LTC)

名額 不適用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透過訓練，延緩長者腦退化情況，穩定長者情緒及減少出現行為

問題
2. 讓認知障礙症長者透過到戶訓練，加強與人溝通技巧，鼓勵重新

與社區聯繫
3. 讓認知障礙症長者熟習訓練模式及願意與人溝通，為接受日間中

心服務作好準備
4. 提升家屬的照顧技巧及紓緩照顧壓力

服務為期半年，內容包括：
1. 到戶認知訓練 — 24節，每節$50
2. 照顧者服務 — 每節$20
3. 回憶錄 — 完成半年訓練後，免費
4. 中心暫託服務 — 5天，免費

聯絡人 社工何先生 電話 2596 2506

網址 不適用



P.23

活動/計劃名稱 森。晴天

日期/時間
27.2.2021 - 17.4.2021 (逢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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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社區音樂夜(facebook/ig直播)

日期/時間 13.3.2021 (星期六) 晚上8:30-9:3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10-24歲青少年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分享音樂及網上音樂直播為社區送上正能量及讓大家的心靈帶
來和諧、寧靜和喜悅

內容：
邀請對音樂有興趣的青少年向社區送上支持及正能量

聯絡人 羅啟晉先生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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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童．非凡」系列活動 - 一同．飛越．非凡

日期/時間 2021年2月至5月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

對象
疑似或診斷為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學童
(所有報名兒童必須先接受個別面見，待

確認參與名單後，才進行繳費)
名額 每活動約6-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童．非凡」系列為兒童提供專業的特殊學習支援及跟進服務，透
過多元的小組訓練，為具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學童提供適切的
支援

有興趣之報名者可選擇以下活動:

反斗劇團
齊齊玩玩劇場遊戲和布偶劇等。除了促進身體協調，還能與其他小
演員一起合作創作自己的話劇

樂．愛學習
透過VAK學習偏好測試、中英數及專注力小遊戲及製作小手工等，
了解自己的學習偏好，發現學習中的有趣之處

星級小專家
每個小孩皆有其獨特的潛能，從趣味及多元的感官統合遊戲，訓練
孩子的專注力，協助發揮個人潛能，成為「星級小專家」

光劍學院
透過與其他兒童一同學習及練習光劍技能，增強兒童的紀律、人際
合作，更能訓練他們的專注力及幫助肌肉發展。

聯絡人 李姑娘/麥姑娘 電話 3413 1556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OiKwan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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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課餘託管服務(2020-2021年度)

日期/時間
逢星期一至三及五：下午3：30-6：30 

逢星期四：下午3：30-5：30)
(公眾假期休息)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就讀小一至小六，主流學校
之學童

(所有學童必須經過負責同
工約見，才決定取錄與否)

名額 每班7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學業方面：透過導師指導，引導學生完成課業、溫習，及為考

試作準備
2. 身心成長方面：善用學校假期，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培育學

童個人成長
3. 親子關係方面：中心會定期舉辦家長會，提升家長管教孩子的

知識及技巧；另外，透過不同的親子活動，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功課輔導及溫習、課餘活動、家長活動、家訪(如有需要)

備註：
有關最新服務安排，請向本中心查詢

聯絡人 陳姑娘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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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全人發展學童計劃

日期/時間 逢星期六下午2:30-4:30 (公眾假期除外)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幼稚級至小六兒童
(新來港或基層家庭優先)
(所有學童必須經過負責同
工約見，才決定取錄與否)

名額 不適用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支援有需要的學童及家庭，使他們得到關顧
2. 促進參加者的個人發展，建立良好品格
3. 培養對學習英語的興趣

內容：
英語學習成長活動、專題活動、戶外旅行、家長活動

備註：
疫情期間會以視像形式進行，有關最新服務安排，請向本中心查詢

聯絡人 蔡先生/梁先生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東華三院越齡 Coffee Express 咖啡．走動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咖啡 走動」提供外展服務，到訪各社會服務單位，為社區或院舍
不同年齡層的服務使用者提供多元化的體驗活動及即場體驗咖啡沖調，
讓大家一起渡過歡樂與共融的時光

1. 鼓勵新一代年輕長者突破年齡界限，與不同年齡及文化人士互動
2. 建立交流平台，讓年輕長者的智慧得以承傳
3. 訓練年輕長者成為「友幫手」，積極回饋社會

地址 香港筲箕灣道360A號天悅廣場2字樓2004室

查詢電話 2967 0170 聯絡人 服務經理 鄭錦漢先生

網址

機構網站：https://engage.tungwahcsd.org/
活動詳情請參閱以下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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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徵求對象
義工：16-24歲青少年
名額：10人

活動名稱 SEN學童學習支援

日期 2.2.2021-30.4.2021 下午2:00-6:00

地點 Zoom/本中心

活動內容
透過一對一的學習支援，協助解決SEN學童在學習上的困難，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陪伴學童成長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傅鏡慈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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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對藝術手作有興趣的年青人
名額：8人

活動名稱 藝文青手作魂義工

日期 20.2.2021, 27.2.2021 及 6.3.2021 (星期六) 時間待定

地點 本中心

活動內容
招募文青氣息滿滿的你，裝備文青風藝技能及成為中心藝術義
工，與年青人一同感受文青手作製作過程，過程中細味慢活生
活態度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毛穎詩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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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及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義工：有興趣關顧輕度認知障礙或初中期認知障礙症長者人士
名額：40人

活動名稱 補習腦師-走動到戶活腦義工訓練班

日期 9.4.2021 - 14.5.2021 (逢星期五) 晚上7:30-9:45

地點
地點待定

*社區考察將於聖雅各福群轄下灣仔或中西區地區中心進行

活動內容

目的：
為長期在家長者提供身、心、社、靈四個導向之走動到戶活腦
認知刺激

內容：
由專職擁有服務認知障礙症使用者經驗社工教授以下走動到戶
活腦元素,認識認知障礙症特徵及介入治療,與長者溝通技巧入
門活腦手指操，認知刺激介入活動手法設計原則與錦囊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出席及完成6堂訓練才可參與到戶服務
2. 定期『腦師吾腦』聚會
3. 一年服務,每兩星期一次進行到戶履行補習腦師職務
(可選中西區/灣仔及/深水埗)

查詢電話 2831 3225 聯絡人 羅珮茵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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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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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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3日(二) 10:00－13:00
(小組形式/網上或面見) 

第一至六節：2021年3月2至18日(逄星期二，四) 10:00－13:00  
衛生署課程：2021年3月23日(二) 10:00－13:30

(考試合格之參加者，日期及時間待定)
服務前簡介：2021年3月30日(二) 10:00－13:00

*因疫情關係，課程雖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但仍有至少2節為
面授課程(包括考試)。若疫情緩和，或改為面授課程。

*參加者需出席至少5節課程，否則將不獲考試資格。

地點
面授課程：西九龍海庭道19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或東區(待定)

網上課程：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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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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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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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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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東區 薪金 月薪$18,375 / 日薪$680 / 時薪$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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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 2967 0966 聯絡人 陳小姐或張小姐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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