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隨著人口漸趨老齡化，社會上對長者的福利需要愈見殷切。相信對大部份長者而

言，能夠繼續在熟悉的社區環境生活，與家人同住，在至親的陪伴及照顧下居家安

老，是他們最期盼的生活。要達至這個目標，除了家人或照顧者不離不棄的照顧外，

亦必須得到社區人士，包括街坊、大廈物業管理人員、商戶、地區福利服務機構/單

位同工等的支持和支援。為此，社會福利署和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自2018年起

推行「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護老同行計劃」及「照顧者加油站」等主題

活動，一方面增進市民對長者服務需要的認識，同時鼓勵社區各界為長者的照顧者

提供支援。 

 

自去年起，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更將「照顧者加油站」的成功經驗推廣至康

復服務單位，以加強支援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照顧者。 

 

為進一步推動市民對照顧者及長者的支援，共建關愛社區，本區福利辦事處將於

今年11月至明年1月間舉辦《『照顧者加油站』康復服務照顧者嘉許禮》、《全城『認

知無障礙』大行動、『護老同行』計劃及『照顧者加油站』聯合宣傳及推廣活動》及

《寒冬送暖開展禮2021-2022》。今期《專題》將會介紹上述活動，請大家細閱並踴

躍支持。 

 

「易快訊」編輯小組在此寄語各照顧者在愛惜家人的同時，都要愛護自己和平衡

個人身心靈健康，與家人和其他照顧者結伴同行，一起締造生命璀燦的一頁。祝各

位家庭和睦，身心康泰！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1年11月 

   



      

  

 

 

 

                                  
 

1. 《『照顧者加油站』康復服務照顧者嘉許禮》  
 

為加強支援弱勢家庭和社群、宣揚社區共融信息，及表揚照顧者多年來一直默默耕

耘、不辭勞苦地對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無微不至的照顧，社會

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將聯同區內康復服務機構，於今年11月19

日假北角社區會堂舉辦《2021年『照顧者加油站』康復服務照顧者嘉許禮》。屆時會

向照顧者頒發嘉許狀，亦會有照顧者心聲分享、紓緩壓力講座等環節，藉此讓參加

者更了解照顧者不同的需要，及進一步推廣照顧者的社區支援服務，以紓緩照顧者

的壓力。 

 

 

2. 《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護老同行』計劃及『照顧者加油站』

聯合宣傳及推廣活動》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下稱本區福利辦事處）將聯同區內安老服務單位及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於今年12月17日舉辦 《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護老同行』

計劃及『照顧者加油站』聯合宣傳及推廣活動》。本區福利辦事處及各服務單位的同

工將首次以電車巡遊方式，乘坐掛有計劃宣傳橫額的開篷電車穿梭東區及灣仔區各

個熙來攘往的小社區，並沿途擺設街站向區內市民宣傳和推廣以上計劃，冀進一步

提升市民對區內長者及照顧者的關注。 

 

 

3. 寒冬送暖開展禮 2021-2022 
 

每逢踏入冬季，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亦會聯同區內長者地

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區內長者舉辦一系列寒冬送暖及關

懷活動。活動自2007年起，每年均獲得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贊助暖湯及禮物包，

為寒冬送暖活動揭開序幕。雖然過去兩年疫情為我們帶來不少影響和衝擊，但仍然

無阻大家關愛長者的心。本年度寒冬送暖活動將於2022年1月舉行，屆時各中心職員

和義工將會為區內獨居或雙老家庭長者送上湯包、禮物包及祝福，預計受惠長者達 

1 900人。 
   

   



 

 

 

 

 

 

  

 

 

  

 

 



P.1

活動/計劃名稱 「ICC - App世代親子方程式」- 家長工作坊

日期/時間 1.11.2021 - 22.1.2021 (逢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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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至初中學生家長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家長管教信心、共同參與管教模式、和諧親子關係

內容：
本工作坊內容根據家福會「青少年使用數碼產品與家庭關係」研究的
建議，分享有效管教App世代的三個重要元素

聯絡人 朱慧賢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正能量---爸爸成長組

日期/時間 4.11.2021 - 25.1.2021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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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0-15歲子女之爸爸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切實可行的方法，在品德、學習和價值觀各方面，為孩子打好根
基

內容：
孩子每個成長階段都有獨特的需要。作為爸爸如何與時並進、裝備自
已，成為孩子的心靈導師

聯絡人 溫克基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P.2

活動/計劃名稱 小手肌用具製作及親子Art Jamming

日期/時間
A班：3.11.2021 - 24.11.2021 (逢星期三) 上午10:30-中午12:00
B班：1.12.2021 - 22.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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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歲至3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4-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紅橙黃綠藍靛紫，七彩繽紛真得意！本小組運用歌曲教導幼兒學習不
同顏色，再利用手指及不同用具，做出不同藝術作品

內容：
讓幼兒透過運用不同物料及顏料，增強各種感官刺激，激發其創意

備註：
1. A班及B班內容不同，參加者可同時報讀
2. 費用已包材料及工具
3. 同場加送：指導家長製作在家訓練小手肌用具

聯絡人
潘嘉敏姑娘(註冊社工)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
郭翠碧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3

活動/計劃名稱 八段錦進階班

日期/時間
3.11.2021 - 1.12.2021 (逢星期三，10.11.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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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學習八段錦之人士 (男女不限)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鍛鍊好體魄，對抗疫情
2. 鍛鍊堅毅的精神
3. 從鍛鍊八段錦，學習積極面對逆境，從而讓身心得以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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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同途家長路 – 朋輩家長輔導訓練計劃

日期/時間
基礎課程：5.11.2021-17.12.2021 (逢星期五) 上午9:00-中午12:00
深化課程：25.2.2022-18.3.2022  (逢星期五) 上午9: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育有最少一名現就讀
小學或中學子女之家長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課程及體驗學習，讓參加者可加深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及親職技
巧的認識，學習輔導技巧並建立互相支緩網絡

內容：
家長自我性格認識、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知識、情緒與腦神經的關係、
朋輩輔導員知識及輔導技巧培訓，實踐服務及結業証書頒發

聯絡人 呂芷欣姑娘 電話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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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Peer Parent Counselling Training

Date/Time
Level 1: 5.11.2021 - 17.12.2021 (Every Friday) 9:00 am - 12:00 noon
Level 2: 25.2.2022 - 18.3.2022   (Every Friday) 9:00 am - 12:00 noon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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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participants
Parents (have at least one child 

who is currently studying in 
primary or secondary schoo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5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Through lessons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participants can enric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al growth of children and
youth, learn the parental skills and counselling skill, and establish
their mutual support network

Contact person Miss Ella Lui
Contact 

phone no.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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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夫妻雅聚坊

日期/時間

室內活動
5.11.2021, 14.1.2022 及 11.2.2022 (星期五) 晚上7:00-9:00

戶外活動
4.12.2021 (星期六) 時間及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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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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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增添情趣，與伴侶一同成長

內容：
生活DIY、藝趣活動、電影分享、戶外活動等

聯絡人
葉淑怡姑娘(註冊社工)
李雅玲姑娘(註冊社工)
何浩然先生(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5

活動/計劃名稱 週二鬆一鬆互助小組

日期/時間
9.11.2021, 14.12.2022, 11.1.2022, 15.2.2022 及 8.3.2022

(星期二) 下午3:00-4:30

主辦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0-15歲孩子單親家長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放下平日照顧家庭重擔，給予自己一個無擾的空間，全然放鬆自己；
與同路人分享生活點滴，彼此支持與陪伴，讓疲憊的心得到滋潤，重
拾活力回到家中

備註：
1. 負責社工會於小組前與參加者聯絡，了解彼此期望和需要
2. 小組活動時間或形式會因應疫情而有所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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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羽毛球小組(B)

日期/時間 11.11.2021 - 2.12.2021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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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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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運動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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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齊來清潔海岸

日期/時間 13.11.2021 (星期六) 上午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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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高班至小學三年級及其家長 名額 12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認識海洋生態及重視環保的重要性

內容：
活動結合生態導賞和海岸清潔兩個部份，清潔南大嶼水口灣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靜心療癒畫禪繞

日期/時間 16.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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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或以上照顧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身為照顧者，家中大小事務都可能令你忙得頭暈轉向，是時候抽一些
時間令自己放鬆一下，享受獨處時間(Me time)

內容：
透過學習容易掌握的禪繞畫，令身為照顧者的你抒緩身心壓力，體驗
心靈安靜的一刻，感受禪繞帶來的療癒

備註：
1. 透過應用Zoom程式進行禪繞藝術創作
2. 活動由CZTASIA14 禪繞認證導師帶領
3. 自備黑色03繪圖筆/針筆及8.9x8.9cm白畫紙1張

聯絡人
郭翠碧姑娘(註冊社工)(禪繞認證教師)

譚秀英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office.com/r/qv1Rkx37vF



P.7

活動/計劃名稱 蠟筆畫Ａ班

日期/時間 2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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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美術啟蒙，建立自信
2. 學習從藝術角度，欣賞自己的作品

內容：蠟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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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規劃人生平安二寶 - 遺囑及持久授權書』講座

日期/時間 19.11.2021 (星期五)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人士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為未來的一切未知做好準備

內容：有關遺囑及持久授權書的詳細內容及草擬的注意事項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 . 正能量 聖誕食堂

日期/時間 29.11.2021 - 20.12.2021 (逢星期一) 晚上6:00-7: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的

低收入家庭
名額 7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透過親子合作，加強家庭關係，渡過溫馨的聖誕節

內容：在聖誕這個充滿愛的節日，讓參加者和家長一起做手工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P.8

活動 /計劃名
稱 辛丑年逆境自强書畫展----水墨新芽

日期/時間
開幕日期: 2.12.2021 (星期四) 下午3:00–4:30
展覽時間: 每日上午9:30-下午12:30 及 下午2:30-4:30

逢星期二、五延長展覽時間至晚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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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展示作品或參觀展覽，建立興趣，找尋快樂的泉源，增加自信
心，從而提升逆境自強的能力

內容：
1. 請於11.10.2021至8.11.2021期間交來「書法或水墨畫」作品及

到2樓填妥參加表格，即時領取紀念品乙份
2. 題材不限
3. 尺吋(最小10cm x 12cm 至 最大68cm x 136cm)
4. 作品不得多於兩幅, 本中心完全保留甄選展出作品的權利，不得

異議
5. 需要取回作品者，請於展期後一個月內前來本中心領取，逾期作

棄權論，作品由本中心處理
6. 若過程中作品有損毀，恕未能作出賠償

備註：
1. 歡迎蒞臨參觀指教
2. 如有需要，或會實施人流管制，敬希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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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活動/計劃名稱 家長錦囊 - 兒童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

日期/時間 9.12.2021 (星期四) 下午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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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家長提供一些建議及原則，助他們提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學童
的學習效能

內容：
教育講座、互動遊戲及討論

聯絡人 莊頴鈺姑娘 電話 2505 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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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靜觀星空：DIY 冷靜瓶

日期/時間 11.12.2021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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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4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親子共同製作冷靜瓶，營造正面的親子互動時刻，並學習如何使
用冷靜瓶處理孩子負面情緒的方法

內容：
親子游戲、製作星空冷靜瓶、靜觀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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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親子烘焙

日期/時間 18.12.2021 (星期六) 下午2:15-4: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4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共享親子時光

內容：親子共同製作甜品

聯絡人 黃伊婷姑娘 電話 2561 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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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講不出聲‧我要走了

日期/時間 18.12.2021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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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協助準備離開香港的你，疏理情緒，認清自己的需要
2. 為向家人解釋自己的決定作好準備

內容：靜觀及身心思維練習

聯絡人 孫志民先生 電話 2562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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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聖誕樂悠悠

日期/時間 17.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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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及1位家長 名額 7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促進親子互動及溝通，讓他們經歷愉快的相處時刻

內容：透過互動遊戲迎接聖誕節

聯絡人 朱慧賢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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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It’s Christmas! Gingerbread Man Cookies Making!

Date/Time 22.12.2021 (Wednesday) 11:00 am - 12: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Parent and their child 

ages 5-12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6 families (maximum 3 
people for each family)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

It’s the season filled with joy. Let’s enjoy Christmas together in
making and decorating your own gingerbread man cookies!

Contact person
Ms. Kate Lam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Contact 

phone no.
2835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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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迎春接福迎水仙花

日期/時間 6.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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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

單親/來港不足7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趁著春節前夕，參加者可嘗試親手切割及浸泡水仙頭，栽培出芬芳清
香水仙花，為家裡增添多點優雅、清新的迎春氣氛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容器盛載水仙頭
2. 費用已包水仙頭1個

聯絡人
關曉雲姑娘(註冊社工)
郭翠碧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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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像學習 (2022年1-3月) 

家．正能量- <理財由零開始>家長講座

日期/時間 7.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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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至初中學生家長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家長反思子女的理財教的重要，展開以零用錢作為理財教育工具

內容：
就著朋輩及潮流文化對子女價值觀的影響，家長如何面對孩子「人有
我有」的要求

聯絡人 朱慧賢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精靈 BB 親子遊戲班

日期/時間 8.1.2022 - 29.1.2022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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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個月- 24個月嬰兒及其家長 名額 6組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鞏固幼兒安全感及親子關係，讓幼兒從活動中慢慢成長

內容：
透過故事，唱遊，美藝，大小肌肉遊戲，平衡幼兒各範疇發展

聯絡人 文祖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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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男士人際工作坊

日期/時間 2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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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以上男士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互動及討論，探討男性於人生不同範疇所遇到的社會期望及挑戰，
增強人際及家庭關係建立的能力

內容：
座談、互動遊戲及討論

聯絡人 黃家成先生 電話 2505 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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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港康GYM子

日期/時間 逢星期三，晚上7:30-8:30

主辦團體 香港善導會港康滙

對象 更生人士及其親友，社區義工 名額 6-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倡健康生活，改善身體健康，達致美好人生

內容：
街頭徒手健身運動，教練為更生人士，教授於獄中沒有任何健身器材
下的健身運動技巧及姿勢

聯絡人 社工黃先生 電話 2866 7867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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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EM Rocks – 上流社區校本少數族裔支援計劃

日期/時間 1.2.2020 - 31.1.2023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全港3-18歲少數族裔兒童、青少年及

其家長
名額 按個別活動而定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建立「上流」個人資本，建立正面的自我概念
2. 鞏固「上流」基礎，加強中文的學習語境
3. 發展「上流」網絡，建立互助社群，善用社區資源
4. 促進「上流」實踐，發展生涯規劃，建立友善社區

內容：
本計劃分別為四個不同服務對象推行一系列的支援服務：
1. 為少數族裔中學生透過一系列生涯規劃活動(工作坊、義工訓練及

實踐)，從而規劃未來發展方向
2. 為少數族裔幼兒透過不同的成長小組、中文生活唱遊小組及多元

智能發展小組，引發幼兒聽講中文的動機
3. 為少數族裔家長提供親職教育活動、社區資源巡禮強化家長的內

在潛能和當家長的動力
4. 由少數族裔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透過街頭訪談、網頁及填色冊

等增加本地及少數族裔人士對不同文化之認識

聯絡人 社工 蕭永易小姐 / 葉家恩先生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s://www.cy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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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聆心熱線

日期/時間
週一、三：下午2:30-5:00 (早上10:00-12:30設有電話錄音)

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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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六)
痛症穴位按摩及紓緩練習

日期/時間 6.11.2021 (星期六) 上午9:30-11:3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正在照顧長者的照顧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照顧者對紓緩痛症穴位按摩的認識

內容：
由註冊中醫師教授按壓穴位方法，並介紹針對不同痛症部位適用的
穴位按摩治療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活動/計劃名稱
認知障礙症照顧及實務技巧(四)
認知障礙症照顧壓力及社區資源

日期/時間 20.11.2021 (星期六) 上午9:30-11:30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正在照顧長者的照顧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照顧者對認知障礙症社區資源的認識及紓緩壓力方法

內容：
由社工介紹認知障礙症服務的社區資訊；教授護老者情緒管理、紓
緩壓力方法及學習為患者訂定訓練規劃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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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智愛伴您行計劃-園藝小組

日期/時間
1.12.2021 - 5.1.2022 (逢星期三、五，17.12.2021除外)
小組(A)：下午2:30-3:30 小組(B)：下午4:00-5:0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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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不同的園藝活動，利用植物作為介入媒體，鼓勵認知障礙症人士
發揮創意、提升自我表達能力及專注力，讓他們獲得認知、情緒、社
交、感官及創意等方面的裨益

內容：
1. 乾花手工藝
2. 花卉種植

備註：
此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聯絡人 冼銘恩先生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https://acsc.tungwahcsd.org/

活動/計劃名稱
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五)
失禁護理及沐浴技巧

日期/時間 8.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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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照顧長者的照顧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照顧者認識失禁成因、護理方法及沐浴技巧

內容：
由註冊護士講解失禁成因、護理方法及護理用品，並教授長者自行沐
浴及他人協助沐浴的技巧等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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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智愛伴您行計劃-伴你音樂訓練小組

日期/時間

6.1.2022(星期四)
13.1.2022(星期四) 小組(A)：下午2:00-3:00
18.1.2022(星期二) 小組(B)：下午3:00-4:00
20.1.2022(星期四) 小組(C)：下午4:00-5:00
10.2.2022(星期四)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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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音樂活動，以
加強認知障礙症人士的認知能力，延緩退化情況

內容：
1. 樂器彈奏
2. 身體律動

備註：
此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聯絡人 冼銘恩先生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https://acsc.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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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智愛伴您行計劃-認知障礙症多元治療講座

日期/時間 15.1.2022 (星期六) 下午3:00-5:0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對象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 名額
75人(現場名額)

100人(ZOOM視像名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講座提升照顧者對認知障礙症多元治療方法的認識

內容：
由專業社工簡介不同類型的認知障礙症及各種多元治療方法。當中
更會介紹東華三院獨有的心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下稱心身療法)，
讓照顧者了解心身療法如何有助改善認知障礙症人士腦、心、身三
方面的改善

備註：
1. 是次講座設有現場及ZOOM視像2種形式參與，參加者可按需要選

擇參與形式，而現場參與講座的參加者更可獲贈健腦紀念品乙份
2. 此活動由「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聯絡人 余凱琪姑娘 電話 2481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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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時間 12.2.2022 - 26.3.2022 (逢星期六) 上午或下午

主辦團體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已獲聘而現正或將會照顧

體弱長者的外傭
名額 2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教授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基本知識和技巧；培訓外傭協助長者建立健
康的生活模式，減少潛在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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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的餵食及協助長者服用藥物；慎防跌倒；急救；食物衛生及長者
膳食安排指南；長者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及警號；協助長者沐浴及長
者的口腔護理；生命體徵觀察與技巧：量度血壓、體溫及血糖；安全
位置轉移工作坊；認知障礙症長者膳食安排指南；與認知障礙症長者
溝通；處理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行為及情緒問題；照顧中風患者

費用：200元

備註：
中心可安排長者暫託活動予受照顧長者

聯絡人 蕭莉媛姑娘 電話 2563 0187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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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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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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剪髮樂社群

日期/時間 21.1.2022 (星期五) 上午10:00-下午5: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5歲或以上長者 名額 4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長者建立新形象

內容：
由受訓義工為長者提供剪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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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朋友俱樂部

日期/時間

逢星期一：上午10:00 - 11:30
逢星期二：下午 2:30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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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再進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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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居+智友趣訓練小組 (ZOOM)

日期/時間
逢星期四：上午10:30 -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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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再進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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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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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Sisyfox抗力球小組

日期/時間
逢星期四：上午10:00 - 11:00 或 上午11:00 - 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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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人士 名額 每個時段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在遊戲中不知不覺訓練手眼協調、平衡力及肌耐力

內容：
Sisyfox 抗力球是一款結合遊戲、訓練及治療元素於一身的健身設
備。配合電視中的場景，模擬滾動石頭上山、下山、過關得分，富
有娛樂及挑戰性

聯絡人 謝沅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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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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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你舞台：手鈴班

(總有你舞台社區參與藝術發展計劃)

日期/時間 5.11.2021 - 7.1.2022 (逢星期五) 上午9:30-11:00

主辦團體 利民會友樂坊 (港島東)

對象 受情緒困擾社區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手鈴簡單易學，聲音清脆動人，參加者能夠透過學習手鈴紓
緩情緒，並在舞台實踐自我

內容：
手鈴班由專業導師教授，並為參加者提供舞台表演機會

聯絡人 Elise So (蘇小雪姑娘) 電話 2505 4287

網址 www.richmond.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媽媽寶寶大本營

日期/時間 19.11.2021 - 10.12.2021 (逢星期五) 上午10:3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利民會友樂坊 (港島東)

對象 本會會員及其0-2歲家屬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活動加強媽媽/爸爸對寶寶的親密關係，及媽媽在產後關
注個人的情緒

內容：
本活動聘請專業按摩師指導媽媽/爸爸為自己寶寶按摩，可以
紓緩寶寶的情緒

備註：
本活動與東區醫院CCDS聯繫及個案轉介

聯絡人 Jess Lee (李香明姑娘) 電話 2505 4287

網址 www.richmon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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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逆旅同行」離異家庭兒童支援小組

日期/時間 5.11.2021 - 3.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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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至10歲父母離異之單親兒童 名額 6-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父母離異會為家庭帶來轉變，隨之而來小朋友負上適應轉變的任
務。小組以輕鬆活潑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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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促進小朋友順利過渡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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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必須於同一時間參加與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親和共享親職

支援中心合辦之「逆旅同行」離異家庭家長平行小組，報名詳
情，請向負責社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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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by Me!

日期/時間 13.11.2021 及 4.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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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歲兒童

（單親/來港不足7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現召集各位小朋友進入STEM的奇趣世界，於活動中進行Switch遊
戲體驗，並動手完成科學實驗，彼此學習溝通及相處

備註：
完成活動後，參加者可獲得「兒童的科學-黑洞大探索」套裝一份

聯絡人 鄭子聰先生 (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聖誕小時鐘

日期/時間 24.12.2021 及 31.12.2021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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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自製玩具，發揮無限創意，發掘自我興趣，提高其創作力、專
注力和執行力

內容：
利用收縮膠和舊CD, 製作獨一無二的小時鐘

備註：
參加者必須出席兩次活動才能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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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彩繪畫

日期/時間 8.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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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初次接觸畫畫的小朋友也能體會其樂趣

內容：
塑膠彩，又稱為丙烯酸顏料或壓克力顏料。英文又稱為「Acrylic」，
其遮蓋力很強，即使畫錯了也可以輕易地塗掉重畫，第一次接觸塑
膠彩的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參與

聯絡人 冼淑喬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視像學習 (2022年1-3月) 

動動身系列 - 在家運動競技

日期/時間 6.1.2022 - 27.1.2022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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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三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小朋友能在家保持適當的運動量，學習如何在家強身健體

內容：
一邊做運動，一邊挑戰自己，進行競技活動啦！是次活動誠邀各位
小朋友，一起動動身，在家一樣可以做運動

聯絡人 張鳳嬌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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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情緒小管家

日期/時間 7.1.2022 - 28.1.2022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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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小朋友常不懂處理情緒而發脾氣？或是習慣收起情緒而不懂表達？
兒童能透過本小組對自己的情緒有更多認識，當他們遇到不開心或
憤怒等情緒時，能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需要，以及正確抒發情緒

聯絡人 曾春霞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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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教室「繪本約你星期四」

日期/時間 2021年11月至12月 (逢星期四，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5:00-6:00

主辦團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對象 3-5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認識情緒和提升兒童處理負面情緒的方法

內容：
活動以互動形式講故事，用情緒做主題，加上兒歌、遊戲和手工，
讓幼兒學習認識情緒，處理負面情緒的方法，和培養幼兒的同理心
1. 主題繪本故事
2. 學習不同的情緒
3. 延伸手工
4. 延伸遊戲

備註：
1. 11月活動費用：會員$280 非會員$305
2. 12月活動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375
3. 如果小組已經開始，可以中途加入，以逐節計收費而不設補堂，

每節會員$75，非會員$100
4. 除非是中心取消課堂，否則一律不設補堂或退款
5. 活動費用已包括手工材料費
6. 每節內容不會重覆

聯絡人 陸嘉芬姑娘 電話 2572 2311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HKCYSSW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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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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組建足球隊的機構

活動名稱 足球小組

日期 2021年11-12月 晚上7:30-9:00

地點 環翠足球場 / 柴灣

活動內容
透過足球促進區內青少年互相認識，並藉足球協助青少年找到
自我價值，學習肯定和欣賞自己，提升自信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陳子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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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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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月期間，時間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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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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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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to December, Time to be confirmed

Venue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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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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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徵求對象 義工15人

活動名稱 關懷熱線

日期 2022年4月 - 2023年3月

地點 灣仔/筲箕灣/青衣/觀塘

活動內容
每月至少兩次服務，義工到中心打電話，關心一班缺乏社區支
援的復元人士並與他們同行

查詢電話 3413 1563 聯絡人 廖姑娘

網址 https://forms.office.com/r/FTqBGTx2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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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徵求對象 義工15人

活動名稱 結義同行師友計劃

日期 2022年4月 - 2023年3月

地點 灣仔/沙田/青衣/觀塘

活動內容
義工與舍友成為師友，與他們一同認識及運用社區資源，參與
社區活動，實踐個人目標

查詢電話 3413 1563 聯絡人 廖姑娘

網址 https://forms.office.com/r/FTqBGTx2RV

機構/團體名稱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徵求對象 18歲以上義工，人數不限

活動名稱 活力一族 – 家庭支援義工大使

日期 全年招募

地點 香港柴灣柴灣道233號新翠花園政府合署第4層

活動內容

目的：
透過參與社區服務和協助中心推行活動，以發揮個人潛能、增
強自信、認識自我和發揮互相支持作用

內容：
定期參與中心安排的義工服務

查詢電話 3520 4258 聯絡人 張雪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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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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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職位 校工

職責簡介 負責校舍清潔、搬運、接待、外勤及一般庶務工作

學歷要求 學歷不拘

工作地點 灣仔區 薪金 $12,800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7:00-下午5:00

星期六：上午8:00-下午1:00 或 上午10:30-下午3:30

查詢電話 2587 2700 聯絡人 鄧小姐

網址 不適用


	71期易快訊 - 編者的話(11.2021至2.2022)_final
	71期易快訊 - 專題 (11.2021至2.2022)_final
	目錄(Nov 2021)_Draft 1
	71st Enewsletter table merg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