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每逢踏入冬季，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轄下安老服務協調委員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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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自2007年起，每年都獲得香港中華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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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仍然反覆，但卻阻礙不了大家愛護及關懷長者熾熱的心，寒冬送暖活動今年仍然

會於12月舉行，屆時中心職員和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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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人。 

 

早前為響應社會福利署「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宣傳運動，以鼓勵家人之間多相

處、多溝通，締造和諧快樂氣氛，凝聚家庭關係，並同時提升保護兒童意識，東區及

灣仔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轄下地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活動工作小

組，聯同區內7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保護家庭及兒童課，於2022年7月30日舉辦「快

樂家庭維港遊」活動。當日約70個區內的家庭、合共超過200人一同登上「洋紫荊維

港遊覽船」出海暢遊。參加者除享受於航程中欣賞香港維港美景及分享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25週年的喜悅外，亦從社會福利署資深社工主講的親子相處小貼士及親子

遊戲中，學習如何有效提升親子關係，以促進家庭和諧。有關活動花絮，可參閱今期

《專題》。 

 

 隨著2022年即將過去，展望疫情快快結束，重見大家美麗的笑臉！祝大家身

體健康，生活美滿！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2年11月 

 

   



       

 

 

 

                                 



       
 



 

 

 

 

 

 

 

 

  

 

  

  

  

 

 



P.1

活動/計劃名稱 齊來學做八段錦(11月)

日期/時間 2.11.2022 - 23.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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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定期八段錦活動，讓參加者能鍛鍊體魄，提昇身心健康

內容：
學習八段錦

備註：
運動前後半小時不適宜吃喝

聯絡人 姚紀庭先生、黃怡穗姑娘 電話 3158 0213 / 2561 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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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活動/計劃名稱 精明主婦顯姿彩

日期/時間 7.11.2022 - 17.11.2022 (逢星期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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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組員學習如何精打細算面對日常生活的事務

內容：
讓組員透過分享及學習如何精打細算面對日常生活的事務、明白如何
妥善處理家庭財務及懂得利用價格相宜的娛樂活動與家人一起共享，
增進家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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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闊天空」男士小組

日期/時間
9.11.2022、7.12.2022、11.1.2023 及 8.2.2023 (逢星期三)

晚上7:00-8: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區內已婚男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的自我認識和夫婦相處技巧
2. 透過活動協助男士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3. 強化男士之間的支援網絡

內容：
每節聚會有不同的主題和活動，分享婚姻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和家庭和
諧的心得

聯絡人 鄺豪傑先生 電話 2557 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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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活動/計劃名稱 懷舊導賞遊

日期/時間 14.11.2022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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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介紹及展示60-70年代的懷舊生活物品，帶出當時的社會生活實
況讓參加者理解到不同年代的成長環境及建立的價值觀，比對現時的
社會變遷，從而減少兩代/隔代相處磨擦，促進家庭融和

內容：
展示60-70年代的生活用物及玩具，討論當時生活的情況，並探討時
代轉變對家庭關係的影響

聯絡人 陳秀麗姑娘 電話 3158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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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鉛筆素描畫(C班)

日期/時間 19.11.2022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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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學習欣賞自己作品，增加對美術的認識，提升自信

內容：
學習鉛筆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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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計劃名稱 靜心療「瑜」小組

日期/時間 17.11.2022 - 8.12.2022 (逢星期四) 下午2:30-3:4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興趣的婦女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學習以不加批判的心，覺察和接納自己身心需要，舒緩日常
壓力

內容：
1. 介紹瑜珈呼吸法
2. 透過瑜珈，將知覺放在身體
3. 體驗專注當下的感覺，並作分享

備註：
1. 請在上課前1小時前要用餐完畢
2. 參加者需穿著舒適及富彈性的衣物出席
3. 參加者需自備毛巾在課堂上使用

聯絡人 黎宛紋姑娘 電話 3158 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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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活動/計劃名稱 健康羽毛球小組(12月)

日期/時間 1.12.2022 - 22.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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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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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六色積木親子組

日期/時間 2.12.2022 - 23.12.2022 (逢星期五) 下午4:00-5: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就讀高幼至初小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6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六色積木活動，協助家長及子女了解不同的正向溝通技巧 ，培
養正面溝通及互相關愛的親子關係，以促進家庭和諧

內容：
以六色積木為介入，學習「雙向溝通」、「積極聆聽」及「非語言表
達」的親子溝通技巧

聯絡人 陳佩晶姑娘 電話 2557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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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活動/計劃名稱 生態樂遊遊

日期/時間 3.12.2022 (星期六) 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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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三以及其家長 名額 2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藉旅行能放鬆心情，親親大自然，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相信大家近來都在忙碌生活和努力抗疫，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去旅行了。
家長和小朋友可借這機會到郊外旅行，放鬆心情

聯絡人 馮姑娘 (內線:692)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心中有杯茶2022(A)

日期/時間 10.12.2022 (星期六) 上午9:30-11: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0歲以上有興趣人士，長幼皆
宜，鼓勵長者與兒孫一同參與

名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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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活動/計劃名稱 蠟筆畫(A)

日期/時間 10.12.2022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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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繪畫蠟筆畫，除了讓參加者學習蠟筆畫創作外，更在繪畫過程中
達到心中平靜，釋放生活壓力

內容：
學習蠟筆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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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咁乾點算好

日期/時間 10.12.2022 (星期六) 上午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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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了解草本植物護膚的功效，舒緩濕疹的症狀

內容：
在乾燥冰冷的冬天，由導師介紹不同草本植物對皮膚的功效，並了解
手工皂的成份如何舒緩濕疹的症狀

備註：
1. 請參加者自備一個密實袋
2. 聆聽講座後，可領取造型天然手工皂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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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玩「棋」樂

日期/時間 17.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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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4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參與桌遊的過程中，體驗正向溝通，擴闊社交圈子，以及增進親
子關係

內容：
從參與桌上遊戲的過程中，互相聆聽及表達意見，建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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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家 . 親子和平時間 」- 聖誕親子樂滿FUN

日期/時間 19.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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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小學生及一位家長 名額 10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藉聖誕佳節，讓家長及子女共渡一個愉快的時刻

內容：
親子進行互動遊戲以促進溝通及親友關係

聯絡人 鄧姑娘、黎姑娘 (內線:671 & 664)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P.9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保鮮花工作坊

日期/時間 22.12.2022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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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及其一位家長 名額 3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可以學習基本的保鮮花製作技巧及加強親子溝通

內容：
保鮮花又名永生花，在保存良好的狀況下花朵可以保持3-5年的美態。
在此工作坊內，家長和子女可以一同創作屬於你們的花卉

聯絡人 梁姑娘 (內線:698)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有營廚房

日期/時間 11.1.2023 (星期三) 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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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或以上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懂得製作健康又可口的香脆芋絲餅和顏色漂亮又適合新春的
保健湯水

內容：
教授烹飪和製作湯水的方法與技巧

聯絡人 魏太 (內線:645)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P.10

活動/計劃名稱 「每天愛自己」 繪畫創作比賽

日期/時間 20.1.2023 (星期五) 下午5:00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個人組及親子組

(家長和一名18歲以下子女)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旨在喚起公眾人士對「身、心、靈」健康的意識，並同時宣揚正向心
理的訊息。比賽特設親子組鼓勵家長和兒童一起參與，促進親子溝通，
締造和諧快樂的氣氛

內容：
1. 作品主題：(a)推廣「身、心、靈」健康的重要性

(b)宣揚正面的生活態度
2. 每個比賽組別均設有冠、亞、季軍各1名，及優異獎5名，獎品內

容如下：
(a) 冠軍 ：150港元禮券及獎狀
(b) 亞軍 ：100港元禮券及獎狀
(c) 季軍 ：50港元禮券及獎狀
(d) 優異獎：禮物乙份及獎狀

3. 參加者可年12月14日開始於四樓櫃檯索取報名表格
4. 請將設計作品貼於表格背面的貼圖框架內的空白位置
5. 參加者只可提交一幅參賽作品，並需要親身連同報名表格遞交至

本中心四樓櫃檯
6. 參加作品一經遞交，參賽作品之版權屬本中心位所有。作品將有

機會於本中心展示或刊登在本中心之刊物用作宣傳及推廣用途

聯絡人 簡詠怡姑娘 電話 2569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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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

活動/計劃名稱 防騙盾行動 Operation SHIELD

日期/時間 2022年11月-2023年1月 (逢星期三) 下午1:30-2:30(東區內多個地點)

主辦團體 香港警務處 東區警區

對象 所有市民 名額 不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香港警務處致力打擊網上騙案及街頭騙案不遺餘力，除了成立不同單
位採取執法行動外，亦以宣傳及教育方式提醒市民，因此東區警區成
立「防騙盾行動•Operation SHIELD」

內容：
東區警區為了提高市民大眾的防騙意識，同時希望與區內各組織成員，
向市民作出宣傳，透過資料蒐集、分析，將真實個案分享及提供防罪
貼士，提醒市民小心受騙；此外亦會走訪區內多個地點，向市民派發
防騙宣傳單張，希望透過教育市民，避免受騙

聯絡人 鍾先生 電話 3660 1635

網址
FB: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84241136640

IG: https://www.instagram.com/jpc_eastern/

活動/計劃名稱 「衛理家添愛」- 今晚有餸加計劃

日期/時間 2022年11月-12月期間

主辦團體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對象 6至24歲基層家庭 名額 100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支援東區基層家庭的經濟負擔，減輕他們在食物開支上的壓力，並且
在提供新鮮食物時，確保家庭能有足夠的膳食營養，供基層兒童及青
少年有健康的飲食

內容：
為6-24歲基層家庭提供每星期兩份的新鮮餸菜包

聯絡人 徐康泓先生 / 杜天諾姑娘 電話 2527 3451

網址 不適用



P.12

活動/計劃名稱 「泉」健社區診療室- Sisyfox抗力球小組

日期/時間

3.11.2022 - 24.11.2022 期間 (逢星期四)
上午10:30-11:30 或 上午11:30-下午12:30

2.12.2022 - 27.1.2023 期間 (逢星期五) 上午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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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長者在遊戲中訓練手眼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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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免費

聯絡人 林穎恒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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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離散聚合

日期/時間 2.11.202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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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歲或以上長者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透過劇場手法表達感受

內容：
過去兩年很多家庭都有成員離港，不知這個情況會否在你家中發生？
本活動會由義工以劇場手法將參加者分享的一個個小故事呈現眼前

聯絡人 李姑娘 (內線:649)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智友鬆一ZONE(居家認知訓練技巧)

日期/時間 15.11.2022 (星期二) 下午3:30-5:0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正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護老者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照顧者居家照顧及溝通技巧

內容：
1. 教授ZOOM 視像通訊的使用
2. 分享照顧技巧、溝通訓練及社區資源
3. 完成講座後，參加者可免費獲得一張30GB（365日）上網數據卡

費用：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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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 贊助
藝創好心情計劃 – 精神健康講座
樂活熟齡 - 年長人士的潛能與機會

日期/時間 23.11.2022 (星期三) 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循道衛理修頓老人中心

對象 長者、社區人士及專業同工 名額 現場1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鼓勵年長人士留意自己的身心變化、認識自己的潛能與可能性並鼓
勵社區人士及專業同工也可關注第三齡人生的需要，推廣積極老年、
老有所為的精神

內容：
不少長者於退休以及步入第三齡人生時需要面對不同程度的轉變與
適應困難。是次講座將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及
梁顯利基金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教授林一星教授主講，與參加者
分享積極老年、老有所為的概念，並如何應用與生活

聯絡人 林芷琪姑娘 電話 2838 6368

網址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decc/t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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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泉」健社區診療室-

TANO多元化互動運動及訓練小組

日期/時間 2.12.2022 - 27.1.2023 期間 (逢星期五) 上午11:30-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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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遊戲提升長者對運動的興趣，加強持續訓練動機

內容：
TANO提供超過70種不同遊戲作為復康訓練及娛樂工具，參加者只需站
在傳感器前，無需使用任何道具便可體檢遊戲要求的身體動作及聲音
反應

費用：免費

聯絡人 林穎恒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食物與營養工作坊 (視像形式進行)

日期/時間 3.12.2022 (星期六) 上午10:30-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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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弱長者及

其照顧者/社區人士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長者及照顧者有關食物與營養的知識

內容：
由營養師講解食物與營養的關係，以及分享如何為機能退化(例如有
吞嚥困難或欠缺動力進食)的長者準備合適的膳食，讓長者能攝取均
衡營養

費用：免費

聯絡人 李坤鏜先生 電話 2481 1566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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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慎防長者家居跌倒 (線上講座)

日期/時間 17.12.2022 (星期六) 下午2:30-3:30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正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之護老者 名額 1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長者或照顧者對防跌的知識

內容：
邀請房協長者安居資源職員與大家一同分享有關認知障礙症長者防
跌小貼士及方法

形式：
線上ZOOM

費用：免費

聯絡人 馬凱傑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活動/計劃名稱 照顧者月聚 (2022年12月 – 2023年3月)

日期/時間

豎琴聲療 ：19.12.2022 (星期一) 下午2:30-4:00
長者在家遊戲 ：16. 1.2023 (星期一) 下午2:30-4:00
靜觀栽種 ：20. 2.2023 (星期一) 下午2:30-4:00
可以教長者做的伸展運動：20. 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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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照顧患認知障礙症親人的照顧者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讓照顧者在月聚中得到放鬆的空間及加強支援網絡

聯絡人 李姑娘 (內線:649)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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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砥礪前行＊璀璨人生，水墨畫體驗

日期/時間 21.12.202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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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陶醉在璀璨的色彩之中，感悟美好的未來，體驗生活變化的樂
趣

內容：
製作一張獨一無二的互動水墨畫

備註：
是次活動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香港西區
婦女福利會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合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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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蔘人術

日期/時間 10.1.2023 (星期二) 上午10:00-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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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 1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參加者認識古蹟

內容：
人蔘？百合？山楂？都是一般常見的中藥，是次活動將會到古蹟雷生
春參觀。另外亦到舊式徙置大廈美荷樓，懷緬從前的日子

聯絡人 楊姑娘 (內線:655)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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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祈福天燈工作坊

日期/時間 18.1.2023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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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歲或以上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製作過程中認識天燈的架構

內容：
本工作坊將會教授簡單又容易天燈製作方法，同時讓大家寫上祈福句
子

聯絡人 鄭姑娘 (內線:629)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腦朋友俱樂部

日期/時間 1.11.2022 - 3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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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認知訓練教材套訂閱計劃

日期/時間 1.11.2022 - 3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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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智友趣訓練小姐 (ZOOM)

日期/時間 1.11.2022 - 3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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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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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

日期/時間 5.1.2023 - 9.2.2023 期間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已獲受聘而正或將會照顧

體弱長者的外傭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教授外傭照顧長者的基本知識和技巧、協助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
式，期望透過受培訓外傭的照顧和支援，提升長者在社區的生活質
素

內容：
由註冊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教授長者餵食、護
理、精神健康問題及與認知障礙症長者溝通技巧等

費用：$200 (6節)

聯絡人 陳偉發先生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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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泉耆學院網上進修平台

日期/時間 每月10號更新課程

主辦團體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對象 詳見個別課程 名額 詳見個別課程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網絡提供多元化網上學習平台，鼓勵金齡人士「持續學習」、
「老有所學」。課程不設任何學歷限制，讓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士均
可獲持續進修機會

內容：

費用：
詳見個別課程

聯絡人 梁思雅姑娘 電話 2967 9211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wghsfscdec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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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Hope Builder 築福者計劃

日期/時間
訓練日期：21.10.2022 - 25.11.2022 (逢星期五) 時間待定

實習日期：25.11.2022 - 31.12.2022期間，時間待定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15歲或以上青少年人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認識精神健康的重要，提升參加者的精神健康，建立希望感。
訓練讓參加者有更多的信心經驗和技巧去接觸有情緒或精神困擾的
青少年

內容：
1. 認識精神健康
2. 認識情緒與腦科學
3. 認識壓力管理方法
4. 了解精神病
5. 輔導技巧及實踐

聯絡人 陳子珊姑娘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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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觀星探索

日期/時間
簡介會：29.10.2022 (星期六) 下午3:00-4:00

觀星日：5.11.2022 (星期六) 下午2:00-晚上10: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15歲或以上青少年人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走進戶外世界，觀看星星，洗淨心靈，欣賞大自然的美

內容：
認識看星基本法，一同行山到郊外觀星，探索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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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進階訓練班」

日期/時間 4.11.2022 - 9.12.2022 (逢星期五) 晚上8:00-9:3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參加者團隊合作及抗逆力

內容：
由足球教練教導參加者進階的足球技術

聯絡人 王樂文先生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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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足球「基礎訓練班」

日期/時間 5.11.2022 - 10.12.2022 (逢星期六) 下午3:30-5: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參加者團隊合作及抗逆力

內容：
由足球教練教導參加者基本的足球技術

聯絡人 王樂文先生 電話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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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藝術小達人

日期/時間 17.11.2022 - 8.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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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協助參加者使用藝術元素來展示創作作品及表達感受，並培養對藝
術家作品的尊重和欣賞

內容：
本課堂導師會讓參加者認識藝術家(畢加索)繪畫技巧創作風格，例
如色彩 / 線條 / 形狀 /空間等的元素，並讓參加者學習分享及表
達感受

聯絡人 鄭姑娘 (內線:629)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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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讀讀聖誕繪本 (Zoom視像學習)

日期/時間 7.12.2022 (星期三) 下午4:30-5:00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三至六歲小朋友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藉具體的繪本讓幼兒了解情緒，大人亦可從中得到舒解幼兒心結的
靈感

內容：
透過閱讀聖誕繪本打開親子間溝通之門

聯絡人 冼姑娘 (內線:614)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小感官‧大世界」幼兒感官訓練小組

日期/時間 7.12.2022 - 28.12.2022 (逢星期三) 下午4:45-5:45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四至六歲之幼兒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發展幼兒的感官機能

內容：
人類腦部研究顯示，在幼兒階段為幼兒提供安全、接納和充滿感官
刺激的環境，對幼兒腦部發展有良好的影響，會有利於未來的學習。
此小組以Playgroup 形式，讓幼兒透過感官刺激五感(視覺、聽覺、
味覺、嗅覺、觸覺等)

聯絡人 潘先生 (內線:681)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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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grams/
Service Plan STEM ART FOR HEALTHY LITTLE MINDS

Date / Time
13.12.2022 - 23.12.2022 (Every Tuesday and Friday)

4:30pm-6:00pm
Name of 
Organizing Agency

North Point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HKFWS)

Target
Participants

Children with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

Quota 12 Children

Program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Aim: 
Mental health themed activities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group fo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about
emotions.

Contents: 
In this group, children will learn about the science
of our mother nature from experiential STEM
activities. They would also make arts and crafts
using STEM kits.

Contact Person Ms. Tracy Li Tel. 2832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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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一日義工店長

日期/時間 18.12.2022 (星期日) 上午11:00-下午5:00

主辦團體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對象 青少年(16-29歲)及長者(60歲或以上) 名額 20人 (各10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鼓勵長者及青年體驗新事物和學習新技能，繼續發展個人興趣，並
將所學貢獻給社會有需要的人士

內容：
長者及青年擔任「一日義工店長」，製作在工作坊中所學的食物和
飲品，在聖誕節及新一年為社區人士送上祝福和溫暖。義工們會以
手推流動車的方式在中心及社區為街坊送上小禮物及溫暖

聯絡人 黃健兒姑娘(註冊社工) 電話 2527 3451

網址 https://www.instagram.com/methodistcentre.icy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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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大吉大利3D揮春 (Zoom 視像學習)

日期/時間 16.1.202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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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八歲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加強參加者發之創意力，練習手部肌肉

內容：
農曆新年傳統是會貼揮春，本工作坊想讓孩子製造立體揮春。親手
為家增添新年氣氛，環保實用更有意義

聯絡人 鄭姑娘 (內線:629)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人在野

日期/時間 21.1.2023 (星期六) 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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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至十二歲兒童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對物質和生存的價值提出反思

內容：
有沒有想過沒有科技的幫助，我們可以如何生存下去？此活動能提
升小朋友解難能力，認識大自然

聯絡人 馮姑娘 / 潘先生 (內線:692 / 681)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



機構/團體名稱 東區耆樂警訊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近年香港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持續增加。有見及此，早於2006年
開始各警區以不同形式的活動與長者建立滅罪夥伴關係以宣揚防罪
訊息。

計劃目的是加強與長者社群的溝通；與長者建立滅罪夥伴關係，以
宣揚防罪訊息；提高他們的道路安全意識；提供平台讓長者參與有
意義的活動及繼續服務社會。

地址 渣華道343號北角警署1401室

查詢電話 3660 1634 聯絡人 蔡雪芳女士

網址
活動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737829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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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腦友導航」手機應用程式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推出了首個專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而設
的手機應用程式－「腦友導航」。期望以程式中一系列支援功能，
協助照顧者為患者提供適切的照顧，促進長者居家安老。「腦友導
航」手機應用程式於2019年1月起，已兼備Android及iOS 版本，讓
不同手機系統的用家也可輕鬆使用及互相溝通。歡迎閣下於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 store 輸入「腦友導航」作搜尋。

地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查詢電話 2967 9211 聯絡人 馬凱傑先生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恩樂軒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為居於港島區的長者提供自負營虧日間照顧服務，以及為區內有需
要的持「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長者提供家居照顧服務。

地址 香港筲箕灣道361號利嘉中心19樓

查詢電話 2527 2133 聯絡人 李佩賢姑娘（副經理）

網址
https://www.elderlyinfo.swd.gov.hk/tc/content/methodist-

grace-centre



P.29

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智樂軒

徵求對象 50-70歲金齡人士義工

活動名稱 〈融﹒義樂遊團〉長幼共融義工計劃︰環保同樂工作坊

日期 7.1.2023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 待定

活動內容 指導體弱長者製作環保清潔或天然護理用品

查詢電話 3016 4332 聯絡人 謝婷婷姑娘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徵求對象 10名6-12歲義工

活動名稱 「青年社區動樂市集」兒童篇

日期
19.11.2022 - 10.12.2022 (逢星期六) 下午2:30-3:30

17.12.2022 (星期六) 下午2:00-5:00

地點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活動內容
激發小朋友對玩樂的創意，同時透過義工訓練，教導他們創作
一個充滿有趣玩樂的攤位給予公眾人士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王樂文先生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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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Organization

Methodist Centre Aldrich Bay
Integrated Youth Services

Target
Volunteers

6 volunteers, HKCEE /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or above

Name of
Program

EM Learning Support Mentorship program

Date / Time Every Thursdays /Fridays (7:30pm-9:30pm)

Venue
1/F, Aldrich Bay Integrated Services Building, 15 

Aldrich Bay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Programs
Contents

Provide training for volunteer tutors to share skills in 
leading groups; tutors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to non-
Chinese children in a 1-to-4 format and care about their 

growth.

Enquiries No. 25273451
Contact 
Person

Ms. Lena Lam

Website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icy/tc/home

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徵求對象 義工6人，需具備香港中學會考/中學文憑或以上程度

活動名稱 好鄰舍義工訓練計劃

日期 逢星期四或五晚上7:30-9:30

地點 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一樓

活動內容
為義務導師提供訓練，分享帶領小組的技巧；導師以1對4形式，
向非華裔兒童提供學術支援，關心兒童成長

查詢電話 2527 3451 聯絡人 林麗玲姑娘

網址 https://www.methodist-centre.com/icy/t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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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聖雅各福群會(護老天使到戶照顧服務)

職位 兼職照顧員

職責簡介
1. 協助長者日常起居照顧工作，護送、餵食、沖涼、換片
2. 預備簡單膳食、簡單執拾及打掃
3. 認知訓練 & 復康運動

學歷要求 小六程度 ，持有長者護理或相關証書

工作地點 香港、九龍 薪金 $75-$130 (時薪)

工作時間 彈性上班

查詢電話
2856 9200

WhatsApp: 6064 4298
聯絡人 杜姑娘

網址 不適用

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職位 合約二級行政助理

職責簡介 主要工作為負責文職及辦公室管理工作

學歷要求
中學會考/中學文憑考試5科(包中文及英文)E級/第2級或以上，

中、英文打字分別達每分鐘20及25字，
熟識視窗辦公室軟件，能獨立處理文書和辦公室支援工作

工作地點 小西灣 薪金 $14,080.00

工作時間
五天工作，每週工作39小時，

主要於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內安排

查詢電話 2515 3893 聯絡人 葉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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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職位 合約庶務助理

職責簡介 負責一般庶務、清潔、及外勤等工作

學歷要求 小學或以上程度

工作地點 小西灣 薪金 $12,525.00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 45 小時，兩星期上班11天，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電話 2515 3893 聯絡人 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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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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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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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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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工作時間
星期三及五晚上(6:00PM-10:00PM)
(工作期由30/10/2022-24/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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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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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工作時間
星期六下午或晚上(2:00PM-6:00PM 或 6:00PM-10:00PM)

(每星期交替) (工作期由30/10/2022-31/3/2023)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李小姐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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