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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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發展，福利規劃研討會2022暨『地區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聯合會議」(下稱

「研討會」) 延期至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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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早於2022年2月21日至

23日進行，並於研討會當日分享及匯報。 

 

本年福利規劃研討會主題是「關顧身心 點亮社群」。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社會

福利署副署長(服務)郭志良先生及醫院管理局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蘇潔瑩醫生擔任

研討會主禮嘉賓，並由蘇醫生為我們嘉許【「友愛共融」2021服務贊助計劃】各獎

項的得獎團隊。本區福利專員胡美卿女士在會上與參加者回顧了2021年的地區福利

服務工作。此外，資深傳媒人曾智華先生應邀擔任研討會專題演講嘉賓，以《助

人：由關顧自己開始》為主題，分享關顧自己身心健康的好方法，勇敢面對逆境和

接受挑戰，為研討會的參加者注入新思維及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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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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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祝願各位能實踐關顧自己的身心健康，加添力量繼續服務有需

要的人，互相扶持勉勵，一起點亮東區及灣仔區這個社群！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2年5月 

   



      

  

 

 

 

                                 



      

  

 

 

 

                                 



      

  

 

 

 

                                 



      

  

 

 

 

                                 



      

  

 

 

 

                                 



      

  

 

 

 

                                 



      

  

 

 

 

                                 



      

  

 

 

 

                                 



      

  

 

 

 

                                 



      

  

 

 

 

                                 



      

  

 

 

 

 

  

 

 

  

  

  

 

 



P.1

活動/計劃名稱 環保手工 DIY

日期/時間
3.5.2022, 6.5.2022, 10.5.2022 及 13.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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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婦女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教授製作家居擺設及分享環保生活

內容：
導師以環保物料教授製作家居擺設，分享及短講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環保利是封及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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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樹洞小組

日期/時間
3.5.2022, 7.6.2022, 5.7.2022 及 2.8.2022 (星期二)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已婚夫婦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夫婦們在百忙的生活中回顧婚姻經歷，從而為埋藏已久的婚姻問題
找尋出路

內容：
小組討論、文章分享、錄像欣賞

備註：
本小組只接受社工轉介，如有興趣請向個案社工查詢

聯絡人 張冠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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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安裝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

日期/時間 4.5.202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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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參加者透過學習使用雲端硬碟，可隨時隨地用手機存取文件、相片、
影片等等，亦可節省手機內儲存空間

內容：
安裝及使用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智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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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Making Handcrafts Spreading Care

Date/Time 7.5.2022   (Saturday)  9:00 am - 1:0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North Point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0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s

Make it a meaningful day. Let’s make handcrafts not only for
yourself, but also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We will
distribute the handcrafts to the elderly during home visit.

Contact person Miss Tracy Li
Contact 

phone no.
2832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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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媽媽 I Love U

日期/時間 7.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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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歲兒童及母親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發揮參加者的創意
2. 慶祝母親節，向母親表達心意

內容：
製作朱古力小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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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計劃名稱 照顧者加油站(5月份)

日期/時間 10.5.2022 (星期二)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K.1-K.3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的照顧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靜心流沙瓶製作，紓緩照顧壓力。同時，與不同照顧者交流育兒
心得

內容：
靜心流沙瓶製作，同路人分享

聯絡人 李杏怡姑娘 電話 2569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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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管教方程式 3+3-3

日期/時間 14.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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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的家長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改善親子溝通，增強正面有效的管教，從而增潤家庭關係

內容：
認識管教的三條「冤枉路」及學習如何以情感及讚賞陪伴孩子成長

備註：
如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實體活動，活動將會以視像形式進行，屆時參
加者需要自行安裝視像軟件Zoom登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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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活動/計劃名稱 照顧者活動之環保小貼士

日期/時間 16.5.2022 (星期一)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需要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家的照顧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在活動中會與參加者一同製作環保酵素，並分享能配合環保低碳的健
康小貼士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婦女伸展鬆一鬆活動

日期/時間 18.5.2022 及 25.5.202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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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或以上婦女 名額 8-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職或全職婦女平日均忙於工作和照顧家庭，生活上積聚了不少壓
力，長期受壓亦會影響身體健康。是次活動會教授參加者簡單伸展
運動，從而幫助婦女放鬆身心和減壓

內容：
教授簡單呼吸放鬆及伸展活動

聯絡人 曾春霞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6

活動/計劃名稱 身心健康~八段錦(初階)

日期/時間 18.5.2022 - 8.6.202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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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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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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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鳥結糖製作

日期/時間 20.5.2022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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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透過煮食紓解生活壓力
2. 向家人朋友表達謝意

內容：
親手製作鳥結糖

聯絡人 黃怡穗姑娘 電話 2561 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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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活動/計劃名稱 「子女的神奇父母」工作坊

日期/時間 26.5.2022 及 2.6.2022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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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18歲以下子女之家長

(單親/來港不足七年/低收入家庭)
名額 6-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面對子女考試，家長及子女的壓力都會增添不少，彼此的負面情緒
甚至有機會影響親子關係，有見及此，中心誠邀家長一起分享及學
習有效舒緩彼此壓力的方法，透過工作坊陪伴子女同行！

內容：
醒腦湯水介紹、壓力舒緩運動、醒腦精油功效淺談、深呼吸練習及
分享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材料
2. 參加者完成兩次工作坊後，可獲得一樽5毫升的精油

聯絡人
譚秀英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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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動/計劃名稱 「留家，沒關係」增潤婚姻的四節課

日期/時間 2.6.2022 - 23.6.2022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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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名額 6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疫情兩年，外出有時，留家有時，共處時間多了，如何令婚姻變得
更親密卻不致感束縛？不論你是在家工作或退休夫婦，只要你希望
令婚姻變得更成熟，歡迎你與愛人一起參加，雙雙學習增潤婚姻的
四堂課

內容：
第一節：原生家庭
第二節：親密與疏離
第三節：分歧與焦慮
第四節：自主與相親

備註：
1. 活動透過「Zoom」應用程式進行
2. 第一節前及第四節後有小組問卷，將會以電郵發出
3. 每節課後有練習，完成練習及小組問卷，及出席率達100%，每對

夫婦可獲精美禮物一份

聯絡人 袁李雅玲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office.com/r/2jKrq2D9vY



P.9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Elderly Visit Day

Date / Time 4.6.2022   (Saturday)  9:00 am - 1: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North Point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Quota 10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s

Each EM family will be accompanied by a local volunteer for the
home visit to the elderly. Encourage the kids to talk to local people
in Cantonese and spread the love to the needy.

Contact Person Miss Tracy Li / Miss Sin Tel. 2832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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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鬆一鬆，抖一抖

日期/時間
6.6.2022, 20.6.2022, 11.7.2022 及 25.7.2022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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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藝術活動如花藝、畫畫、手工創作以及分享等，讓家長從活動
中可以學習放鬆及減壓

聯絡人 趙芷諾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10

活動/計劃名稱
「妳最珍貴」-婦女身心健康提升計劃

蘆薈金盞花油手工皂

日期/時間 6.6.2022 (星期一) 上午10:3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手工皂製作，分享放鬆減壓之道

內容：
一同製作蘆薈金盞花手工皂，蘆薈具有殺菌、消炎、鎮痛的功效，是
天然的保濕劑，配合金盞花的修護功能，有助使皮膚保持濕潤和彈性

聯絡人 社工陳曦盈姑娘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活動/計劃名稱 花藝製作坊 (初階班)

日期/時間
7.6.2022, 10.6.2022, 14.6.2022 及 17.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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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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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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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English Classes for Urdu/Hindi Speaking Women

Date / Time 7.6.2022 - 30.8.2022 (Every Tuesday)  2:00 pm - 3:30 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Hindi or Urdu speaking women 

aged 18 and above
Quota 6-8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s

For Urdu/Hindi Speaking women to learn basic English and
practice together

Remark(s):
1. The program through Zoom
2. Materials will be prepared in English or Urdu only

Contact Person
Ms. Brenda Chow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Mr. Janis Khan (EMDA)

Tel. 2835 4342

Website Register Link: https://forms.office.com/r/epFdp56AP0



P.12

活動/計劃名稱
幼兒探索小隊

活動一：五感嚐一嚐

日期/時間 8.6.2022 - 29.6.202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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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至3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一歲多開始，小朋友在智力、語言、社交及情緒均會急速發展。
活動會介紹幼兒每個階段的成長任務，亦會分享不同的方法以幫助
幼兒學習。家長亦能於過程中陪伴與觀察，探索一套屬於你與幼兒
的親職方法。就讓我們一起透過一系列不同類型的活動，與幼兒一
起成為探索小隊隊員吧！

內容：
介紹幼兒發展，讓幼兒初嚐五感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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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動/計劃名稱 放鬆心導遊

日期/時間 9.6.2022 (星期四) 上午10:00-11: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婦女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舒壓放鬆，療癒煩躁生活壓力，體驗身心放鬆的旅程

內容：
透過放鬆專注及伸展練習，讓參加者舒緩緊張情緒，提升心靈健康

備註：
1. 參加者請穿着輕便的運動服，及自備毛巾和瑜伽墊
2. 如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實體活動，活動將會以視像形式進行，屆

時參加者需要自行安裝視像軟件Zoom登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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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花藝減壓小組

日期/時間
10.6.2022 - 8.7.2022 (逢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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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歲或以上女士 名額 8-10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花藝製作，學習慢活及減壓

聯絡人 趙芷諾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835 4342

網址 http://ifsc.sjs.org.hk



P.14

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Cantonese Learning for Parents 2022

Date / Time

9.6.2022, 14.7.2022, 8.9.2022, 
13.10.2022, 10.11.2022 & 8.12.2022 

(Every second Thursday per month except August)
10:00am-11:00a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St. James’ Settlement, Wanchai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Target Participants
Parents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Quota 6-8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s

Tackling language barriers by learning Cantonese together. Parents
can share your life experienc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you face in your
daily lives related to Cantonese.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ogether

Remark(s) :
The program through Zoom

Contact Person

Ms. Mary Lai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Ms. Kate Lam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Tel. 2835 4342

Website Register Link : https://forms.office.com/r/a3Mmxhn3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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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閱讀工作坊：「書伴我行」兒童啟蒙老師訓練

日期/時間 11.6.2022 及 18.6.2022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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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至8歲子女的家長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課程內容由美國Bring Me A Book Foundation編制，並由史丹福大
學教育學院 (Stanford School of Education) 小組負責審核和修
訂。此訓練採用互動教學模式，內容生動有趣，輔以視覺工具及示
範，教導家長成為子女的啟蒙老師，訓練目標是幫助家長解決朗讀
期間遇到的挑戰，鼓勵將親子共讀融入日常生活中，推動家庭閱讀
文化，為孩子入學做好準備及建立親子關係

內容：
1. 為什麼從孩子出生開始，他們朗讀是重要的
2. 如何建立每天朗讀的習慣及克服挑戰
3. 如何令朗讀活動充滿趣味又有成效
4. 如何選擇合適兒童圖書

備註：
1. 歡迎帶同子女一同出席，以作上半部份即場練習，下半部份將設

托兒服務，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孩子出席與否
2. 完成兩節工作坊之新參加者可獲「書伴我行」基金會贈送兒童圖

書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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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在線」關懷長者義工計劃義工招募

日期/時間
義工訓練：13.6.2022 (星期六) 下午2:00-2:30
義工服務：17.8.2022, 20.8.2022, 24.8.2022 及 27.8.2022

(星期三或六) 下午3:00-4: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港島東服務單位聯合主辦

對象 16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 2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義工家訪及綱上的技術支援，長者及照顧者仍可安坐家中參與有
益身心的活動。參加受眾除紓緩壓力外，更可保持與社區聯繫。計劃
最終受惠者為體弱長者及其照顧者

內容：
義工訓練－服務指引及操守；義工與長者之關係建立及溝通技巧
義工服務－教導長者齊齊玩味小手工；提供技術支援，協助照顧者參
與網上舉辦的健康身心活動

聯絡人 社工陳曦盈姑娘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活動/計劃名稱 照顧者加油站(6月份)

日期/時間 14.6.2022 (星期二)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育有K.1-K.3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的照顧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蝶古巴特拼貼製作，舒緩照顧壓力，並與不同照顧者交流育兒心
得

內容：
蝶古巴特拼貼製作、同路人分享

聯絡人 李杏怡姑娘 電話 2569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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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段錦進階班

日期/時間 15.6.2022 - 6.7.202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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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加八段錦初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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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疫情
3. 加強八段錦的基礎訓練，修正各式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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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活動之織場新人類

日期/時間 20.6.2022 (星期一)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需要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家人的照顧者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Macrame－繩結編織，只需用簡單的繩結技巧，便能讓繩子編織成不
同的效果，製成不同漂亮的製成品，在短短時間中，將專注力投放在
編織的過程內，紓緩平日的壓力

聯絡人 楊樂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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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幼兒識飲識食健康篇

日期/時間 25.6.2022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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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有0-4歲幼兒的家長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家長對照顧幼兒的認識及信心

內容：
1. 由英國兒科專科護士及兒科及婦產科資深護士主講，透過講解及

提問讓家長易於掌握0-4歲幼兒飲食須知及貼士，使家長及早培養
出幼兒健康飲食及生活模式，對他們日後學習、情緒及社交生活
各方面均有莫大裨益，終身受惠

2. 短講及答問環節

備註：
以zoom 形式上堂

聯絡人 倪淑芳姑娘 電話 2562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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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最珍貴」-婦女身心健康提升計劃

「情緒養生」-中醫保健講座

日期/時間 27.6.2022 (星期一) 上午11:00-下午12: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婦女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婦女了解有關情緒健康的資訊，提升精神健康

內容：
講座將以中醫角度講解情緒、壓力、睡眠質素等影響身心康泰的重要
元素，防患於未然

聯絡人 社工香本柔姑娘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活動/計劃名稱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 (父母篇)

日期/時間 5.7.2022 - 9.8.2022 (逢星期二) 上午9:30-11: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父母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建立和諧婆媳關係和建立良好育兒伙伴

內容：
透過個案討論、短片分享等方法，學習成為家中的協調者，使家人能
好好溝通及相處；建立一個更和諧、更有愛的環境，讓孩子更健康快
樂成長

聯絡人 社工梁錫麟先生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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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花」心思減壓小組

日期/時間
5.7.2022, 7.7.2022, 12.7.2022 及 14.7.2022 (逢星期二、四)

上午10:3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以上社區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不同花藝製作，讓婦女們分享手作及生活經驗，舒緩生活壓力

內容：
以花為主題，配以各式各樣素材製作不同手工藝術品

聯絡人 宋惠玲姑娘 電話 2557 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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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幼兒探索小隊

活動二：幼兒情緒溫度計

日期/時間 6.7.2022 - 27.7.202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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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半至3歲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一歲多開始，小朋友在智力、語言、社交及情緒均會急速發展。
活動會介紹幼兒每個階段的成長任務，亦會分享不同的方法以幫助
幼兒學習。家長亦能於過程中陪伴與觀察，探索一套屬於你與幼兒
的親職方法。就讓我們一起透過一系列不同類型的活動，與幼兒一
起成為探索小隊隊員吧！

內容：
介紹幼兒情緒，讓家長認識幼兒情緒反應及應對方法。亦讓幼兒初
步了解自我的情緒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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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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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污漕豬豬 Messy Play

日期/時間 9.7.2022 (星期六)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個月至3歲兒童及家長、或其主要照顧者 名額 10人(5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以Messy Play感官遊戲，促進小朋友五觀發展和手眼協調，加強小朋
友大小肌肉發展，培養創造力及提升親子關係

內容：
家長和小朋友透過運用不同素材探索不同物料

聯絡人 吳燕華姑娘 電話 2557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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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兩代同行育兒孫」中間人課程 (男士篇)

日期/時間 14.7.2022 - 28.7.2022 (逢星期四) 晚上8:00-9: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已婚男士 名額 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建立和諧婆媳關係和家人關係

內容：
透過個案討論、短片分享等方法，學習成為家中的協調者，使家人能
好好溝通及相處；建立一個更和諧、更有愛的環境，讓孩子更健康快
樂成長

聯絡人 社工梁錫麟先生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P.22

活動/計劃名稱 「栽種寧靜心」支援小組

日期/時間 19.7.2022 - 9.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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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55歲女士 名額 8-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女士開始踏入更年期，或多或少會因身體的轉變而影響心情，例如：
易怒，心煩等，參加者除了可透過此小組互相凝聚及彼此支援外，
更能增強參加者面對更年期轉變的信心

內容：
更年期資訊分享、深度放鬆練習、園藝體驗、情緒處理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材料；
2. 請先遞交表格，社工將聯絡以了解報名者對小組的期望及意願，

方安排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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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樂樂．桌遊樂」三代家庭樂

日期/時間 30.7.2022 (星期六)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育有6-8歲兒童之親子/祖孫 名額 6-10對/組

目的及內容
透過與小朋友一起閱讀繪本及玩桌遊，除了促進親子 / 祖孫關係外，
亦會令家庭關係更融洽

聯絡人 社工梁錫麟先生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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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樂動音樂小組

日期/時間
3.5.2022 - 7.6.2022 (逢星期二及五，公眾假期除外)
第一組：下午2:15-3:15 第二組：下午3:30-4:30

第三組：下午4:4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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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音樂元素，除了有助刺激認知障礙症人士腦部負責語言和記憶
的區域，更可舒緩他們的情緒，讓他們增加社交互動，延緩其退化
情況

內容：
1. 音樂分享
2. 身體律動

費用：$50 (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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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自在小組(III)

日期/時間 16.5.2022 - 20.6.2022 (逢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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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歲或上需要照顧長者之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不同的形式，如分組討論、分享及實踐等，讓參加者了解負面
想法如何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同時了解情緒、思想、行為及身體四
方面在情緒困擾狀態下的連鎖反應和惡性循環，嘗試辨識個人獨特
的「思想陷阱」和「思想規條」，並透過認知行為治療的技巧改善
負面的情緒從而提升參加者情緒抗逆力及自我認識

聯絡人 李寶欣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線上藝術小組

日期/時間
30.5.2022 - 28.6.2022 (逢星期一及二) 第一組：上午9:00-10:00

第二組：上午11:00-中午12:00 第三組：下午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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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藝術創作鼓勵認知障礙症人士表達內心的情感及想法，從而改
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及其社交生活

內容：
1. 藝術創作
2. 作品分享

費用：$50 (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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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痛症管理小組 (腰背痛及膝骨節退化)

日期/時間 1.6.2022 - 22.6.202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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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歲以上有腰背痛及膝關節問題之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長者經常會有不同的痛症，透個物理治療師或護士講解痛症管理，
以及教授不同的伸展運動及自我管理慢性痛症的處理方法，讓老友
記們克服各種痛症

聯絡人
林君樺姑娘

東區地區康健站物理治療師林琼武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園藝小組

日期/時間
6.6.2022 - 11.7.2022 (逢星期一及五，公眾假期除外)
第一組：下午1:00-2:00 第二組：下午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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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園藝治療活動，以植物為介入媒體，能夠加強認知障礙症人士
的認知能力，延緩其退化情況

內容：
1. 乾花手工藝
2. 花卉種植

費用：$50 (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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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趣運動 體驗小組

日期/時間 9.6.2022 - 14.7.2022 (逢星期四) 下午2:00-3: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0歲或以上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踏入2022，相信大家的新年願望少不了身體健康。「耆」趣運動小
組與你體驗老少咸宜的新興運動，如橡筋操、地壺球和芬蘭木柱等。
小組內容包括健康評估和資訊發佈，亦讓參加者交流對健康議題的
關注。啱哂想為健康做多點的你！

聯絡人 李懷欣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生活鬆一鬆之品味咖啡 (金齡篇)

日期/時間 28.6.2022 (星期二) 下午3:00-4: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60歲或以上有興趣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長期抗疫，身心靈難免感到疲累。透過品味咖啡，讓身心靈得以放
鬆紓壓，亦嘗試體驗何謂「慢活」的生活態度。以不同產地和不同
烘焙方法的咖啡豆，學習品嚐咖啡的香氣和味道，以咖啡「環遊世
界」

聯絡人 劉家睿先生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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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身‧心靈」伴航(B)

日期/時間 29.6.202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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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至70歲準備退休 / 已退休人士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市民自我管理健康的意識，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以正面積極的
人生觀享受「退而不休」的新階段，發揮正能量，回饋社會，邁向
健康人生路

內容：
1. 介紹香港復康會東區地區康健站提供的健康服務和身體檢查的醫

護服務 /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小組活動
2. 影片分享、小組討論、社區資源介紹、互動遊戲

備註：
需居於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範圍

聯絡人 倪淑芳姑娘 電話 2562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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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祖父母篇)

日期/時間 20.7.2022 - 24.8.2022 (逢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希望建立和諧家庭關係的(外)祖父母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個案討論及影片分享的方法，學習促進多代家庭姻親共職的互
補、分工及合作，為孩子建立正面和諧的家庭關係。組員之間亦能
互相分享，建立支援網絡

聯絡人 社工香本柔姑娘 電話 2811 5244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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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第一期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 -

<藝創好心情計劃>

日期/時間 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間

主辦團體 循道衛理修頓老人中心

對象 長者及社區人士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及社區人士透過表達藝術治療與學習精神健康知識關注個人
身心靈健康，進而關顧他人需要，共同創造好心情

內容：
計劃內容主要分三大部分，包括：
1. 精神健康知識裝備 (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精神健康講座) 
2. 自我關顧與心靈體驗 (表達藝術治療工作坊、心靈咖啡室) 
3. 外展關顧 (身心健康大使上門進行長者及護老者家訪、街站推廣)

聯絡人 林芷琪姑娘 / 陳智華先生 電話 2838 6368

網址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decc/tc/home

活動/計劃名稱 居家智友趣訓練小組 (ZOOM)

日期/時間 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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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每期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各種健腦運動及遊戲維持長者的認知能力，並減緩認知能力的
衰退

內容：
小組活動包括健腦運動、現實導向訓練、益智遊戲等

費用：$200 (8節)

聯絡人 馬凱傑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Name of Programs /
Service Plan

Phrase 1 of Mental Health 
Initiatives Funding Scheme -

Mood Creation through Art Project

Date / Time 1 Apr 2022 – 30 Sep 2023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Methodist Southorn Centre for the Elderly

Target
Participants

Elderly and the 
Public

Quota N/A

Aim of Programs
and Contents

Aim:
To enhance body-mind-spirit care through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and learning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To foster love and care among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and co-create
emotional health.

Contents: 
There are three main categories in the projects. 
1.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Training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Course, Mental Health Talks)
2. Spiritual Wellness care and Experiential 

Workshops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and 
Spiritual Wellness Coffee Corner)

3. Share love to the community (Home visit by 
Holistic Health Volunteer, Promotion booth 
on street)

Contact Person
Ms. LAM Tsz Ki,
Mr. CHAN Chi Wah

Tel. 2838 6368

Website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decc/t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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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居家認知訓練教材套訂閱計劃

日期/時間 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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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每期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各種健腦運動及遊戲維持長者的認知能力，並減緩認知能力的
衰退

內容：
每月以郵寄方式發放教材套，內容包括現實導向、記憶力訓練、數
理訓練及懷緬活動等

費用：$30/每季

聯絡人 馬凱傑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腦朋友俱樂部

日期/時間 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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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每期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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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活動包括健腦運動、現實導向訓練、益智遊戲等

費用：$600 (8節)

聯絡人 馬凱傑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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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總有你舞台：論壇劇場由你演

(總有你舞台社區參與藝術發展計劃)

日期/時間
8.7.2022 - 29.7.2022 (逢星期五) 上午10:30-下午12:30
5.8.2022 - 7.10.2022 (逢星期五) 下午 2:3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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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參加者會透過劇場訓練，在舞台實踐自我，並把社區共融的
訊息帶入社區，課程完成後將安排公演

內容：
參加者與專業導師以戲劇手法探討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協力
創造一齣與參加者生活挑戰有關的劇場，並於不同社區地點
進行公演

備註：
1. 參加者無需任何戲劇經驗
2. 活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贊助
3. 節目/活動內容並不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僅為活動提供撥款資助，並無參與其

中。在刊物/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
議，純屬活動執行機構的觀點，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的觀點

聯絡人 蘇小雪姑娘 電話 2505 4287

網址 www.richmon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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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小學功課輔導(網上)

日期/時間 1.5.2022 - 31.7.2022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00-5:00

主辦團體 基列教育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每組6-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專業的功課輔導，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及興
趣

內容：
導師以網上平台協助學生處理每天的功課，包括解答功課的疑難、
查核功課等

初小費用：每週2天 $ 610/月 每週3天 $ 890/月
每週4天 $1,160/月 每週5天 $1,400/月

高小費用：每週2天 $ 640/月 每週3天 $ 940/月
每週4天 $1,220/月 每週5天 $1,480/月

備註：
1. 設有津助優惠
2. 5月獲善心人士贊助免費提供功課輔導服務，詳情請向負責同事

查詢

聯絡人 劉姑娘 電話 2539 6636

網址 http://www.gilead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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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小學功課輔導(實體)

日期/時間 1.5.2022 - 31.7.2022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00-6:00

主辦團體 基列教育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24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專業的功課輔導，並設有小組活動，提升學
生之學習動機及興趣

內容：
導師以1：8形式協助學生處理每天的功課，包括解答功課的疑難和
查核功課，並會預習默書、測驗及考試。每週五設有小組，內容包
括品格教育、人際關係、情緒管理及壓力舒緩等

費用：
小一至小二：$1,890/月
小三至小四：$1,980/月
小五至小六：$2,080/月

備註：
1. 設有津助優惠
2. 5月獲善心人士贊助免費提供功課輔導服務，詳情請向負責同事

查詢

聯絡人 梁先生 / 周小姐 電話 2539 6636

網址 http://www.gilead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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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中學功課輔導班

日期/時間
1.5.2022 - 31.7.2022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4:30-晚上7:30 (每次2小時)

主辦團體 基列教育中心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名額 每個時段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中學生提供專業及彈性的功課輔導，配合學生時間表，讓學生自
由選擇課堂的時間

內容：
督導學生處理當天功課及解答學業上的疑難。在學生完成功課後，
提供練習在課堂上完成，鞏固學生知識

費用：
每週2天：$ 880/月 每週3天：$1,300/月
每週4天：$1,700/月 每週5天：$2,080/月

備註：
1. 學生可於指定時段自由選定2小時
2. 設有津助優惠
3. 5月獲善心人士贊助免費提供功課輔導服務，詳情請向負責同事

查詢

聯絡人 簡姑娘 電話 2539 6636

網址 http://www.gilead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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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專科補習班

日期/時間
1.5.2022 - 31.5.2022 

星期一至五：下午 5:30-晚上 8:30 (每次1.5小時)
星期六：早上10:00-中午12:00 (每次1小時)

主辦團體 基列教育中心

對象 小一至中三學生 名額 每個時段6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為學生提供專科指導及練習，提高學生的知識及考試技巧

內容：
提供專業講解及試卷和練習，讓學生在導師指導下學習專科知識及
答題技巧

小一至小二費用：$400/4堂
小三至小六費用：$420/4堂
中一至中三費用：$600/4堂

備註：
1. 設有津助優惠
2. 3-4人報讀可享優惠及組成小組自訂課堂時間
3. 5月獲善心人士贊助免費提供專科補習服務，詳情請向負責同事

查詢

聯絡人 劉姑娘 電話 2539 6636

網址 http://www.gilead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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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讀讀兒童繪本

日期/時間 24.5.2022 (星期二) 下午4:30-5:15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3-6歲小朋友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繪本打開溝通之門，藉具體的繪本讓幼兒了解情緒，大人亦可
從中得到紓解幼兒心結的靈感

聯絡人 冼淑喬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用祝福代替說再見

日期/時間 2.6.2022 - 23.6.2022 (逢星期四) 下午5:00-6: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學生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同學分班、朋友移民、親人離世，從小到大我們就面對著不同形式
的離別。所謂「離愁別緒」，小組與小朋友探討這些離別的情緒，
讓他們在分離中學會珍惜，道別中學會祝福

聯絡人 文祖怡姑娘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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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精神健康大使

日期/時間 15.6.2022 - 20.7.2022 (逢星期三) 下午5:00-6: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15-24歲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認識情緒，了解情緒與行為關係，關注自身精神健康，然
後成為精神健康大使，關心身邊的朋友，為身邊人發放正能量

內容：
參加者關注自身的精神健康，覺察到腦神經與情緒行為的影響，並
主動關心身邊的朋友

聯絡人 陳子珊姑娘 電話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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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社區小事研究所

日期/時間 5.7.2022 - 29.7.2022 (逢星期二及五) 晚上8:00-9:3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16-24歲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強青少年在同理心和批判思考與組織的能力，促進參加者表達想
法及意見，加強社區參與及聯繫

內容：
以社區設計思維方式作介入，與青少年一同於社區探討及發掘值得
關注的小事，並以自身興趣及技能回應

聯絡人 王樂文先生 電話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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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中心「Power up - 自修室」提供中學生一個舒適的空間學習，減
輕他們在學業上的壓力，舒緩緊張情緒，提升精神健康

地址 柴灣環翠村環翠商場201號舖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陳子珊姑娘

網址
http://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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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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位15-24歲青少年義工

活動名稱 藝文青手作義工

日期 11.6.2022 - 25.6.2022 (逢星期六) 下午2:00-4:00

地點 柴灣環翠村環翠商場201號舖

活動內容
邀請有藝術手作技能的青年成為藝術義工，與中心年青人感受
文青氣息，為生活帶來一點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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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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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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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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職位 程序工作員

職責簡介
負責策劃、統籌及推行各類兒童及青少年個人成長及社區支援的
活動及班組

學歷要求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課程乙)或任何五個中學文憑
科目達第2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15,560.00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44小時，每2星期返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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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職位 臨時辦公室助理

職責簡介 詢問處工作，協助單位文書及行政工作

學歷要求 中五程度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時薪：$64.00

工作時間
星期二至五晚上(6:00PM ~ 10:00PM)
(工作期由17/5/2022~9/7/2022)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李小姐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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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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的申請人將以合約條款受聘

註：現時可按服務期及工作表現的既定安排，於年終可獲發放最
多半個月基本薪金的特惠獎勵金。員工福利包括有薪假期、進修
津貼、醫療及牙齒保健

學歷要求 具小學程度，有護老經驗者優先考慮

工作地點 筲箕灣/砲台山 薪金 月薪$18,375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45小時(不包括膳食時間)

查詢電話 3751 6522 聯絡人 張小姐

網址 有意申請者請電郵履歷到 karman.cheung@tungwah.org.hk

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職位 合約保健員

職責簡介
為體弱長者提供個人照顧及護理服務、復康訓練，並協助護士執
行護理工作

學歷要求
持保健員證書、有效保健員註冊證明及有效急救證書，具經驗者
更佳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16,565－$18,795
(視乎工作經驗而定)

工作時間
每兩週工作90小時，星期一至六，上午8時至下午6時內安排，長

短週制，無需輪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電話 2558 0109 聯絡人 中心主任楊姑娘

網址 https://www.mev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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