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一向重視區內持份者對本區福利服務發展的意見，並致

力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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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本區福利辦事處以網上形式(ZOOM)召開了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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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以「同路‧手牽‧前行」為主題的工作計劃，詳情請參閱

今期的《專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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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區福利辦事處亦一直致力推動跨界別及跨專業合作，透過自2014年起推

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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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不同群體。計劃推出至今，一直深得區內各服

務單位和專業團體踴躍參與和支持。為應對疫情下的新常態，我們自去年起特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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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準備一旦疫情反覆

仍能順利推行各項計劃。本年度活動計劃申請已於2021年5月7日截止，辦事處共收

到並批出43份建議書，數目較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編輯小組在此衷心感謝各服務

單位對「友愛共融」2021服務贊助計劃的鼎力支持，同時預祝各項計劃順利進行，令

服務惠及社區各階層。 

 

雖然全球疫情仍然反覆，只要我們保持樂觀的心態，繼續發揮既有互助關愛的精

神，手牽同行，大家必定能夠一起跨過困境！在火熱的暑假，願燦爛的陽光照進大

家心中！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1年8月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統籌及連繫區內直屬服務單位及受津助的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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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同會議及福利規劃研討會等，收集地區持份者的意見後，訂立

今年度四個工作目標： 

 

目標一：推動關注精神健康，共建關愛共融社區  
 

(1) 推動區內不同服務單位跨服務合作，設計服務計劃和活動，倡導關注精神健康，

推廣正向思維。 

(2) 鼓勵區內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區內其他服務單位協作，及早識別有需要人

士，以提供相關協助。 

(3) 透過地區培訓活動，加強支援同工處理複雜個案的知識、技巧和能力，以及提升

同工自身的抗逆力。 

(4) 推廣多方協作和義工服務發展，並鼓勵商界企業、地區團體、愛心商戶及各年齡

層人士參與義工服務，組織地區網絡關顧弱勢社群，建立關愛社區。 
 
 

目標二：  支援照顧者，包括體弱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照顧者，關注獨

老 /雙老、認知障礙症患者及殘疾人士，並推動傷健共融  
 

(1) 加強支援照顧者，鼓勵服務單位與不同界別携手合作為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提

供多樣化支援，包括設立「照顧者加油站」，擴展照顧者的互助支援網絡。 

(2) 繼續積極推行「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公眾教育活動及「智友醫社同行計

劃」，推動社區關心及支援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及其照顧者。 

(3) 持續推展「護老同行」計劃，培訓前線物業管理人員，以盡早識別有需要的長者，

並轉介至社福單位。 

(4) 繼續推動服務單位連繫更多地區夥伴，例如物業管理人員、診所、互委會和商戶，

提升他們對隱蔽長者及殘疾人士和其照顧者的認識；為殘疾人士提供展示藝術潛

能的機會，推動傷健共融。 

 



      

  

 

 

 

                                 

(5) 推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發揮所長，並宣揚跨代共融及

愛老護老的訊息。 

(6) 促進業界交流使用樂齡及康復科技產品的心得，以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質素，

並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目標三：鞏固家庭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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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家庭和個人

提升抗逆力。 

(2) 加強跨服務和跨專業合作、連結地區持份者，包括幼稚園/幼兒中心、學校、醫

院、母嬰健康院及警方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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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 

(4) 支援及促進少數族裔融入社區，並透過專責外展隊，連繫少數族裔人士至主流福

利服務，並增強其接受服務的動機 
 
 

目標四：關注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人發展  
 

(1) 加強地區協作平台，推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青少年服務單位協作，連繫學

校，支援家長，以及早識別有需要的青少年並加以支援。 

(2) 透過醫務社會服務部(精神科) 與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緊密合作，為被診斷

受精神問題困擾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多專業的支援及輔導。 

(3) 透過網上青年支援隊接觸青少年，並協調青少年服務單位就青少年不同的需要提

供協助，強化其人際關係及支援系統，建立自信。 

(4) 繼續協調區內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推行「青年護理服務工作體驗計劃」，讓青

少年擴闊視野，協助其生涯規劃及職志發展。 

(5) 協助推行「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及「攜手扶弱基金」，

輔助弱勢兒童及青少年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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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為東區及灣仔

區居民提供適切的福利服務。 

 



P.1

活動/計劃名稱 童心同玩--親子互動遊戲小組

日期/時間 30.7.2021 - 20.8.2021 (逢星期五)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4-7歲兒童及其父/母 名額 6對親子，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一連串有趣的親子遊戲，拉近家長與孩子的關係，讓親子一起
經歷輕鬆及愉快的時間

內容：
親子互動遊戲、講解

聯絡人 徐詠雯姑娘 電話 2562 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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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活動/計劃名稱 「我要快樂」兒童認知行為治療小組 2021

日期/時間
兒童成長組：3.8.2021 - 19.8.2021 (逢星期二、四) 時間待定
家長支援組：4.8.2021 - 25.8.2021 (逢星期三)     時間待定
親子日營 ：2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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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歲兒童及其家長
(受情緒困擾兒童優先)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學習分辨正、負面思想
2. 學習由正向思維處理情緒困擾

內容：
認識個人情緒及恰當表達情緒的方法

聯絡人
吳瓊欣姑娘 / 張鳳嬌姑娘 /

馮惠筠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健康羽毛球小組 B/C 組

日期/時間
B組：5.8.2021 - 26.8.2021 (逢星期四)
C組：2.9.2021 - 30.9.2021 (逢星期四，23.9.2021除外)

時間：上午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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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學人士 名額 每組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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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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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活動/計劃名稱 心中有杯茶 2021 A/B 組

日期/時間 7.8.2021 (星期六) (A)上午9:30-11:00 (B)上午11:0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興趣成年人士 名額 每組9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學習品茶知識
2.透過茶聚形式，大家傾吐心聲，舒緩都市壓力

內容：
茶藝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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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親子追蹤熱辣辣

日期/時間 7.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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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7至12歲兒童及家長

(單親/來港不足七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1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趁著暑假讓家長與子女一起出街走走，動動腦筋、揮發汗水，一起渡
過活力的上午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4

活動/計劃名稱 親親我好嗎? (親子平衡小組)

日期/時間 13.8.2021 - 17.9.202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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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6-9歲兒童的離異父母及其子女 名額 10位家長及10位兒童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以互動體驗活動，協助父母了解離異對孩子的影響，亦讓小朋友表
達對父母離異的想法與感受，促進親子間的雙向溝通和關係

內容：
兒童組︰
1. 讓兒童認識自己在離異家庭中的情緒並學習正面表達
2. 讓兒童學習向父母表達其想法及感受，促進彼此溝通

家長組︰
1. 讓父母認識及處理自己及孩子面對離異及生活轉變的影響及情

緒
2. 協助父母了解及接納孩子的負面情緒，促進親子的溝通及關係

聯絡人 單冬怡姑娘 / 鄧鎮邦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P.5

活動/計劃名稱 水墨作品同分享 A/B 組

日期/時間 17.8.2021 (星期二) (A)下午2:15-3:45 (B)下午3:45-5: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初學人士 名額 每組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作品分享，鼓勵參加者平日多練習水墨畫，以作消閒及鍛練意
志

內容：
1. 透過任何途徑學習及完成畫作，例如面授 或Youtube自學
2. 當日交來一幅水墨畫作品，不論題材及尺寸，用作評畫、分享

作畫快樂、難題和路向
3. 介紹畫展資訊
4. 現埸示範
5. 拍照留念
6. 贈精美書簽留念

備註：
2021年度未參加過書畫班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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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活動/計劃名稱 STEM工作坊-暑假砌玩具模型

日期/時間 2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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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歡迎以親子組合方式共同參加活動，讓親子共同感受STEM活動的樂趣

內容：
家長與子女在活動中一起學習一些科學原理，並共同裝砌與科學有關
的模型，活動完成後親子帶同自己製作的模型回家！

聯絡人 張冠雄先生 電話 2562 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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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你都「皂」得到小組

日期/時間 30.8.2021 - 20.9.2021 (逢星期一) 下午2:00-4: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照顧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自製不同的肥皂用品，可自用和分享給社區上有需要的人士

內容：
肥皂製作

備註：
不設暫託服務

聯絡人 鄭玉琳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sskw9.wixsite.com/skwifsc



P.7

活動/計劃名稱 八段錦初階班

日期/時間
1.9.2021 - 29.9.2021 (逢星期三，22.9.2021除外)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興趣人士(男女不限)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鍛鍊好體魄，讓身心得以放鬆
2.鍛鍊堅毅的精神

內容：
八段錦運動

備註：
運動前後半小時不適宜吃喝

聯絡人 劉佩瑤姑娘 電話 2562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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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

活動/計劃名稱 「夫妻雅聚坊」

日期/時間
9月份：3. 9.2021 (星期五) 晚上 7:00-9:00
10月份：9.10.2021 (星期六) 上午10:00-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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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已婚夫婦

目的及內容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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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情趣之餘，與伴侶一同成長

內容：
9月份「眾裡尋他‧她‧它」～ 桌上遊戲
透過桌上遊戲，更加了解自己，認識對方，同時歡渡一個開心愉快
的晚上

10月份 夫婦輕鬆行山樂 ～ 西貢白水碗
秋意漸濃，一個週末早上，暫且放下俗務煩囂，與伴侶一起漫遊西
貢隱世美境，遠賞瀑布、遠眺外島、踏足沙灘，與伴侶一同享受及
體會行山樂趣

聯絡人 李雅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9

活動/計劃名稱 花藝製作坊（進階班）

日期/時間
7.9.2021, 10.9.2021, 14.9.2021 及 17.9.2021 (逢星期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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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員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教授製作絲網花，發揮參加者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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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曾參加初階班方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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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體驗靜觀，療癒身心」小組

日期/時間 9.9.2021 - 30.9.2021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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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 名額 6對夫婦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靜觀練習，例如靜觀步行，靜觀呼吸，靜觀伸展，身體掃描，心
靈祝願等，讓參加者慢慢放鬆平靜，活在當下

內容：
靜觀體驗

聯絡人 林王少俐女士 / 葉麗霞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sskw9.wixsite.com/skwi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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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打開繪本之門(十四) (9月)

日期/時間 1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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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小三子女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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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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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1.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2. 運用繪本「長大後想變成什麼呢？」
3. 故事分享及小手工製作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office.com/r/e2vvpWmMJn

活動/計劃名稱 親親幼兒 Baby massage

日期/時間 11.9.2021 – 2.10.2021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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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個月的嬰兒及其父母 名額 12位嬰兒及其父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嬰兒增強免疫力、舒緩肚風、寧神安睡、提升免疫力、助BB放鬆，
消減壓力、手腳更靈活、不怕陌生人、增強自信心等，有利於嬰兒的
生長發育

內容：
父母為嬰兒進行按摩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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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繫一生」婚姻培育工作坊

日期/時間 18.9.2021 及 25.9.2021 (星期六) 下午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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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夫婦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第一節 - 愛情很科學：從近代心理學及腦神經學科認識愛情
第二節 - 我們與惡的距離：辨識夫婦惡性互動循環及內在冰山

內容：
婚姻及心理教育短講、夫婦互動遊戲及演練

聯絡人 李雅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同行成長路」家長小組

日期/時間 21.9.2021 - 12.10.2021 (逢星期二) 晚上7:00-9:0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中一至中四學童之家長 名額 12名家長

目的及內容

子女踏入青少年階段，會與家長調節彼此關係的距離，出現挑戰權
威、講究自主空間、情緒及態度易起伏、時間分配失衡、求學心態
迴異等生活上的課題，往往構成關係角力的起始，彼此難以適應對
方。唯彼此心底仍愛惜對方，而心意較難接通，是次小組邀請家長
從彼此的心路歷程中重整思緒，培養與青少年相處的能耐，讓連繫
有機會再次接通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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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故事 Show Funny！(2021年9月)

日期/時間 24.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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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家長一起分享講故事的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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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余朗廷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office.com/r/g0ZeUFqpzB

活動/計劃名稱 培養孩子自律 (Zoom)

日期/時間 24.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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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4-9歲兒童的家長 名額 1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及自律能力

內容：
“剩係顧住玩!”— 究竟要怎樣做才可讓小孩自律? 就讓我們一起探
討箇中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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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空間」(秋季篇)

日期/時間 29.9.2021 - 20.10.2021 (逢星期三) 上午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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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或以上女士 名額 8-10名女士

目的及內容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女士舒緩照顧家人及生活的壓力，認識新朋
友，擴闊圈子，建立支援網絡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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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你關節』工作坊

日期/時間 30.9.2021 (星期四) 上午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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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歲女士 名額 30名女士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踏入中年，經常腰酸背痛，肌肉繃緊，舒緩身體痛楚。歡迎大家一同
學習如何有效放鬆身體！

內容：
1)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2) 講座、示範及提問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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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https://forms.office.com/r/mdvG0EDG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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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遊戲治療法』家長訓練課程2021

日期/時間 8.10.2021 - 10.12.202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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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及小學生之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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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凱詩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六色積木溝通法-親子篇

日期/時間 9.10.2021 及 16.10.2021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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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就讀小一至小三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5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透過活動尋找良好的溝通方法

內容：
溝通是影響家人之間關係的關鍵因素，運用六色積木，讓參加者體驗
正面溝通的力量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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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骨健康及痛症紓緩

日期/時間 11.10.202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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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士 名額 13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解構五十肩，膝蓋痛及坐體神經痛等脊骨神經系統問題的成因

內容：
介紹相關的舒緩伸展運動

聯絡人 單冬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及早認識常見眼疾：白內障，青光眼和黄斑點病變

(第二場)

日期/時間 13.10.202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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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士 名額 13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了解白內障，青光眼及黃斑點退化，以盡早醫治減低影響

內容：
介紹如何預防，及早辨認是否患上白內障,青光眼及黃斑點退化

聯絡人 單冬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P.16

活動/計劃名稱 如何協助子女面對呈分試壓力

日期/時間 15.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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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學生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解構呈分試，為孩子作好應試準備，減輕心理壓力

內容：
透過講座，了解如何協助子女面對呈分試壓力

聯絡人 溫克基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尋幽鯉魚門

日期/時間 16.10.2021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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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新來港低收入家庭優先 名額 2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郊遊活動，輕鬆學習廣東話

內容：
與廣東話義工同遊鯉魚門

聯絡人 單冬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P.17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嬰兒按摩班

日期/時間 22.10.2021 - 12.11.2021 (逢星期五) 上午10:00-11: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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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社工、PIMI嬰兒按摩導師)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https://fsskw9.wixsite.com/skwifsc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整小食@(日式麵包)

日期/時間 23.10.2021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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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名額 4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促進親子關係及加深互相的了解

內容：
藉著親子整小食，讓家長及小孩一同參與製作

聯絡人 吳澤銘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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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聆心熱線

日期/時間
星期一、三：下午2:30-5:00 (早上10:00-12:30設有電話錄音)

星期二、四至六：上午10:00-12:30 及 下午2:30-5:00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適用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支援情緒受困擾人士

內容：
由受過社工／輔導專業訓練的義工提供電話情緒支援。如在工作、生
活或家庭等方面遭遇困擾、需要情緒支援，歡迎致電聯絡，費用全免

熱線電話號碼：2807 5240

聯絡人 蘇姑娘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愛延續」之財務諮詢及情緒紓緩服務

日期/時間

專人接聽來電時間:逢星期一及三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10:00-下午1:00 及 下午2:00-5:00

其餘時間:設電話留言, 並將於兩個工作天內回覆
接見時間: 逢星期一晚面談約1小時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社區人士 名額 不適用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支援財務及情緒受困擾人士

內容：
由輔導員、財務及法律界別的專業人士組成,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
財務諮詢和情緒支援服務

查詢及預約電話：2807 5249(設電話留言)

聯絡人 梁先生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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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健腦90分鐘 (A) 

日期/時間 2.8.2021 - 30.8.2021 (逢星期一) 上午9:00-10: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 名額 每班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針對認知、社交、專注力、生活技能及協調能力等方面，與長者一
同進行90分鐘健腦訓練

內容：
透過音樂、運動、懷舊、創意、日常生活等多元化主題，保持腦筋
活躍；照顧者同時能藉此獲得休息的機會

聯絡人 梁惠芳姑娘 / 林碧英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活動/計劃名稱 健腦90分鐘 (B) 

日期/時間 4.8.2021 - 25.8.2021 (逢星期三) 上午9:00-10: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 名額 每班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針對認知、社交、專注力、生活技能及協調能力等方面，與長者一
同進行90分鐘健腦訓練

內容：
透過音樂、運動、懷舊、創意、日常生活等多元化主題，保持腦筋
活躍；照顧者同時能藉此獲得休息的機會

聯絡人 梁惠芳姑娘 / 林碧英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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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恒隆 x 女青 - 「智愛無垠」認知友善計劃

耆藝 ‧ 不凡

日期/時間 5.8.2021 - 26.8.2021 (逢星期四)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家庭 名額 10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藝術創作及互動，讓護老者及長者紓緩情緒

內容：
以藝術為媒介，為長者提供多感官刺激，強化長者感知功能

聯絡人 林碧英姑娘 / 梁惠芳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活動/計劃名稱 健腦90分鐘 (C) 

日期/時間 6.8.2021 - 27.8.2021 (逢星期五) 下午2:00-3: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 名額 每班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針對認知、社交、專注力、生活技能及協調能力等方面，與長者一
同進行90分鐘健腦訓練

內容：
透過音樂、運動、懷舊、創意、日常生活等多元化主題，保持腦筋
活躍；照顧者同時能藉此獲得休息的機會

聯絡人 梁惠芳姑娘 / 林碧英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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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認知障礙症護老者加油站

護老者 ‧ 我撐你

日期/時間 14.8.2021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護老者

(須已登記護老者會員)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不同的認知障礙症加油站主題，護老者能更認識與病症相關的
資訊，同時認識同路人，減輕照顧壓力

內容：
分享護老者忙裡偷閒的重要性、護老者活動介紹

聯絡人 林碧英姑娘 / 鄧事領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pmMzEjhtkuroPHA79

活動/計劃名稱
恒隆 x 女青 - 「智愛無垠」認知友善計劃

護老鬆一Zone - 聲療正念體驗

日期/時間 14.8.2021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新手護老者 (工作員致電邀請)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不同類形的活動，減輕護老者照顧壓力

內容：
透過聲療音頻和振頻，達至調整心理情緒、放鬆身心和釋放壓力

聯絡人 梁淑華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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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家．正能量----照顧者月聚 (2021年8-11月)

日期/時間 16.8.2021, 20.9.2021 及 18.10.202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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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照顧患認知障礙症親人的照顧者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協助同路人建立支援網絡

內容：
分享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知識與心得

聯絡人 李寶欣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聚一聚』‧『鬆一鬆』

日期/時間 23.8.2021 (星期一) 及 25.9.2021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中心護老者會員 名額
每月一次、每次12人

(上個月未有參與之護老者優先)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不同類形的活動，減輕護老者照顧壓力

內容：
1. 照顧者聚首一堂交流照顧樂，讓身心靈得到放鬆及鼓勵
2. 教授照顧者不同放鬆技巧，從而學習珍惜當下，放鬆自己

聯絡人 梁淑華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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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腦動開箱天地

日期/時間 25.8.2021 及 15.9.2021 (星期三)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護老家庭 (護老者及長者) 名額
每月一次、每次6個家庭

(上個月未有參與之家庭優先)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互動及即時體驗，鼓勵多元化訓練

內容：
教導護老者與其長者一同參與及使用各款認知訓練玩具

聯絡人 林碧英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活動/計劃名稱 輕鬆防跌多面睇

日期/時間 27.8.2021 (星期五)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護老者會員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多角度認識，預防長者跌倒

內容：
由職業治療師分析長者跌倒的原因，並從家居環境、衣物、輔助工
具及運動的角度講解預防跌倒的方法

聯絡人 何美珊姑娘 / 林碧英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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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伴你音樂訓練小組

日期/時間
3.9.2021 - 17.9.2021 (逢星期二、五)

A組：下午2:00-3:00  B組：下午3:00-4:00  C組：下午4: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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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 名額 每組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由瑞典引入的特製樂器伴你音樂結他(BUNNE)的音樂活動，加強
認知障礙症人士的認知能力，延緩其退化情況

內容：
1. 樂器彈奏
2. 身體律動

聯絡人 冼先生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https://acsc.tungwahcsd.org/

活動/計劃名稱 六藝® 小組活動治療

日期/時間
7.9.2021 - 9.12.2021 (逢星期二、四) 上午10:00-11:00

* 14.10.2021, 26.10.2021, 28.10.2021 及 4.11.2021 暫停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六藝有利於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認知及活動能力，提升患者的生
活質素

內容：
依據中國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概念，設計出一系
列健腦活動

聯絡人 林碧英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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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樂齡健康管理小知識

日期/時間 7.9.2021 (星期二)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護老者會員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了解更多樂齡科技資訊，讓參加者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如何透過樂齡科技，為自己的身體作出小檢查，好
好管理自身健康

聯絡人 梁淑華姑娘 電話 2976 7067

網址
活動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emy.dementia.friendly

活動/計劃名稱 Carer Hub 照顧者加油站

日期/時間 10.9.20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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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合辦

對象 體弱長者及長者照顧者 名額 24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照顧者提供暫時放下照顧長者的工作，做自己感到自在的事

內容：
由義工提供看顧服務。照顧者可放心休閒地看看雜誌、玩平板電腦，
或自由參與當天為照顧者所安排的主題活動

聯絡人 劉姑娘 電話 2185 7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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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障礙症護老者加油站

護老者 ‧ 幫到你

日期/時間 11.9.2021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對象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護老者

(須已登記護老者會員)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不同的認知障礙症加油站主題，護老者能更認識與病症相關的
資訊，同時認識同路人，減輕照顧壓力

內容：
從「醫、食、住、行」角度介紹社區資源、講解申請安老院舍注意
事項等

聯絡人 林碧英姑娘 / 鄧事領姑娘 電話 2676 7067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pmMzEjhtkuroPHA79

活動/計劃名稱 活 ‘老’ 活 ‘腦’手機應用小組

日期/時間 9.10.2021 - 30.10.2021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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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歲或以上長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掌握如何使用手機、基本操作、通訊軟件、生活apps及使用
不同娛樂應用程式

內容：
由HOPE OF THE CITY義工與各位老友記一同探索手機內的各種功能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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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滋養幸福快樂人生 (Zoom講座)

日期/時間 25.10.202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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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歲或以上長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找到培養自己幸福人生的線索

內容：
透過這個講座，尋找幸福快樂

聯絡人 周凱詩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腦朋友俱樂部

日期/時間

A班：逢星期一 上午10:00-11:30
B班：逢星期二 下午 2:30- 4:00
C班：逢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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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名參加者會安排個別面見，進行評
估後再安排參與小組

名額 每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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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腦運動、現實導向訓練、益智遊戲等

聯絡人 黃君儀姑娘 電話 2967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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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district-elderly-community-
centre/FSCDECC/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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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居+智友趣訓練小組 (ZOOM)

日期/時間
上午班：逢星期四 上午10:30-11:30
下午班：逢星期四 下午 2:30- 3:30

(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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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名參加者會安排個別面見，進行評
估後再安排參與小組

名額 每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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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Zoom形式帶領認知障礙人士進行健腦運動、現實導向訓練、益
智遊戲等

聯絡人 黃君儀姑娘 電話 2967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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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district-elderly-community-
centre/FSCDECC/introduction

活動/計劃名稱 居家認知訓練教材套

日期/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公眾假期除外)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屬、照顧者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有持續的認知訓練，延緩參加者認知能力的退化

內容：
每月以郵寄方式發放教材套，讓照顧者安排時間從旁指引長者完成

聯絡人 黃君儀姑娘 電話 2967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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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district-elderly-community-
centre/FSCDECC/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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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千棋百趣外借服務

日期/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公眾假期除外)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認知障礙症患者、其家屬或

照顧者/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有持續的認知訓練，延緩參加者認知能力的退化

內容：
提供不同的桌上遊戲供護老者外借回家，讓長者可以持續鍛鍊腦筋

聯絡人 黃君儀姑娘 電話 2967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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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district-elderly-community-
centre/FSCDECC/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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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與你同行

日期/時間 4.8.2021 及 18.8.2021 (星期三) 下午2:00-4:00

主辦團體
靈實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地址: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1樓)

對象 殘疾人士的照顧者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高照顧者照顧技巧及自我關顧的能力

內容：
治療師現場教授扶抱及使用不同復康器材技巧，講解如何預
防及舒緩肩頸痛等照顧者常見勞損；社工介紹復康社區資源
及減壓方法。費用全免。歡迎區內的照顧者報名。報名或查
詢可致電3553 3190 (陳姑娘)

聯絡人 社工陳姑娘 電話 3553 3190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園藝鬆一鬆

日期/時間 14.8.2021 或 28.8.2021 (星期六)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靈實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地址: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1樓)

對象 殘疾人士的照顧者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製作小盆景，讓照顧者放鬆身心，享受園藝的樂趣

內容：
材料費用：每人＄30。社工教授參加者即場製作小盆景，歡
迎區內的照顧者帶同家人一同參與，報名或查詢可致電3553

3190 (陳姑娘)

聯絡人 社工陳姑娘 電話 3553 3190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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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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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學禪繞畫 (10至13歲)

日期/時間 3.8.2021 - 24.8.2021 (逢星期二) 上午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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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禪繞藝術(Zentangle)是源自美國的一種創新創作方法，只要懂得
拿起筆，透過簡單的點線運用，隨心的繪圖方式，在一筆一畫的過
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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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由CZTASIA14禪繞認證導師教授何謂禪繞，禪繞圖樣，色彩點綴技
巧，課程由淺入深、由平面創作開始再進行立體創作

聯絡人
郭翠碧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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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學禪繞畫 (6至9歲)

日期/時間 3.8.2021 - 24.8.2021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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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禪繞藝術(Zentangle)是源自美國的一種創新創作方法，只要懂得
拿起筆，透過簡單的點線運用，隨心的繪圖方式，在一筆一畫的過
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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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由CZTASIA14禪繞認證導師教授何謂禪繞，禪繞圖樣，色彩點綴技
巧，課程由淺入深、由平面創作開始再進行立體創作

聯絡人
郭翠碧姑娘(註冊社工)
潘嘉敏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33

Name of Project/
Program

“Creativity Express!” Children Arts 
group in Chinese

Date / Time
6.8.2021 - 27.8.2021 (Every Friday, 4 sessions) 

3:00pm - 4:30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Children ages 6-10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Quota 8 Children

Program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arts & crafts each week,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express and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while practicing Cantonese during the
process.

Contact Person
Ms. Brenda Chow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Tel. 2835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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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創意無限Fun (II)

日期/時間 7.8.2021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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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發揮參加者的無限創意
2.增強參加者的視覺藝術技巧

內容：
木盒DIY

聯絡人 劉佩瑤姑娘 電話 2562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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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體驗日

日期/時間
7.8.2021 (星期六) 下午2:00-4:30
17.8.2021 (星期二) 下午2:00-4:30

主辦團體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10歲有情緒、行為及適應問題

兒童
名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孩子透過遊戲表達和抒發內心的情緒。藉關懷和接納，重建孩子
的自信，讓孩子解開心結，重拾健康生活

內容：
兒童在預先登記後，將獲安排20分鐘遊戲體驗，體驗完結後輔導員
會安排與家長約20分鐘面談講解

*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截止日期為 31.7.2021
*參加的兒童必需由家長陪同出席

聯絡人 蘇姑娘 電話 2807 5222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入廚樂

日期/時間 1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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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歲兒童會員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兒童學習互相合作及彼此欣賞

內容：
教導兒童製作簡易小菜洋蔥豬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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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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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社區音樂夜 (facebook/ig直播)

日期/時間 16.9.2021 (星期四) 時間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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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靜樺姑娘 電話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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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動動身系列- 花式劍球 (Zoom)

日期/時間 8.10.2021 - 29.10.202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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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歲兒童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兒童自信心、創意及思考力

內容：
一起玩花式劍球，訓練孩子精神集中，有效提高腦部、手眼腳的協
調

聯絡人 劉家睿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P.36

活動/計劃名稱 Project EMpower - 少數族裔青年成長計劃

日期/時間 1.8.2020 - 31.7.2022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對象 全港12-24歲少數族裔青少年 名額 按個別活動而定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提升少數族裔青少年的禁毒意識
2. 向少數族裔青少年宣揚正向人生訊息
3. 提升高危少數族裔青少年的抗逆力
4. 減低高危少數族裔青少年受毒害的風險
5. 提升少數族裔吸毒者的自我效能感
6. 提升少數族裔吸毒者的戒毒動機

內容：
本計劃旨在為本港少數族裔青少年提升禁毒意識，以及向少數族裔
吸毒者提供支援及輔導介入服務。本計劃共分三個層次推行：
1. 向一般少數族裔青少年提供包含禁毒元素的教育及外展服務
2. 透過體驗工作坊、運動訓練班和生命教育活動等，提升高危少

數族裔青少年的抗毒能力
3. 透過個人輔導、歷奇訓練及DIY工作坊等，提升有吸毒行為的少

數族裔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及戒毒動機

聯絡人 社工 胡庭偉先生 電話 2884 0282

網址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My HEAven – 讓心靈充電

我地相信 「休息，係為咗走更遠既路！」

疫情下，不論係工作中既您、讀緊書既您、尋覓理想既您，生活再忙，
都總想搵到一個可以俾自己停下來既空間！ 那怕只有過嗰一刻，卻
能真正咁放鬆，聆聽自己既心聲，做最真實既自己！ 然後深呼吸一
口，繼續開拓屬於您既路!

青年會康怡會所My HEAven，門，為您打開；路，一直都在！

地址 香港鰂魚涌康怡花園康安街18號1樓

查詢電話 2886 2751 聯絡人 阿仁、Nico、Rita

網址 https://forms.office.com/r/8WS70veZ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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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agency
/ organization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Kornhill Centre

New Service 
Initiatives /
Resources

My HEAven – Recharge the mind

We believe in "Rest is to go further!"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no matter you are working, studying,
searching for your dreams. No matter how busy your life is, you always
have to find a space where let yourself stop! Even if there is only a few
moment, you can really relax, listen to yourself, and be real! Then take a
deep breath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your own way!

My HEAven, the Chinese YMCA Kornhill Centre, the door opens for you;
the road is always there!

Address 1/F, No. 18, Hong On Street, Kornhill, Quarry Bay, Hong Kong

Enquiry number 2886 2751 Contact person Steve, Nico

Website https://forms.office.com/r/8WS70veZ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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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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15人，16-24歲，有耐性

活動名稱 SEN義工訓練

日期 17.8.2021 - 18.8.2022 (星期二及三) 上午10:15-下午12:15

地點 本中心

活動內容
透過義工訓練，讓參加者更了解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特性和相
處技巧，利用在訓練期間學到的知識和技巧，籌備及舉辦活動，
以增強參加者的社區參與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傅鏡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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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of
Agency and
Organization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East Integrated Service Chai 
Wan Integrated Service For Young People

Target
Volunteers

15 volunteers aged between 16 to 24, need to be patient

Name of
Programs

SEN volunteer training

Date / Time 17.8.2021 - 18.8.2022 (Tue & Wed) 10:15am - 12:15pm

Venue Center

Programs 
Contents

Participants can know more about SEN children and learn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m through the volunteer
training. After the training, they can use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the SEN
students.

Enquiry
Number

2898 9750
Contact 
Person

Ms Fu Jing Ci, Kennie

Website http://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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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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8人，對藝術手作有興趣的青年

活動名稱 皮革手作義工

日期 11.9.2021 - 25.9.2022 (逢星期六) 下午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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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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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或以上具中五或以上學歷，有愛心及耐性教導小朋友；男
女均可。

活動名稱 Project H

日期
5.10.2021 – 18.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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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黃伊婷姑娘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page_ewc/sub_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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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Organization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CROSS Centre

Post Programme Worker (temporary post)

Job Duties

1. Assist social workers in providing outreaching
service, anti-drug education programmes and
counselling service for ethnic minority youths and
drug abusers; and

2. work in shifts

Requirements

1. Completed F.5 or above;
2. proficienc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3. understand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such as Urdu,

Hindi or Nepali will be an advantage; and
4. experience preferably in ethnic minority services and

outreaching services

Work Location Shau Kei Wan and HK Salaries $14,600

Working Hours 44 hours per week, work in shifts

Enquiries No. 2884 0282
Contact 
Person

Ms. LAI / Mr. WU

Website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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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工作及協助推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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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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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Organization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CROSS Centre

Post EM Ambassador (part-time and hourly-paid basis)

Job Duties

1. Assist social workers in providing outreaching
service, anti-drug education programmes and
counselling service for ethnic minority youths and
drug abusers

Requirements

1. Completed F.5 or above;
2. proficienc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3. understand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such as Urdu,

Hindi or Nepali will be an advantage; and
4. experience preferably in ethnic minority services and

outreaching services

Work Location Shau Kei Wan and HK Salaries $95/per hour

Working Hours 2-4 hours per week

Enquiries No. 2884 0282
Contact 
Person

Ms. LAI / Mr. WU

Website http://crosscentre.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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