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本區福利辦事處舉辦的福利規劃研討2023會已於2023年2月10日假座灣仔香港童

軍百周年紀念大樓舉行。研討會旨在讓區內不同的持份者共同商討今年地區福利服

務發展方向和策略，同心帶領東區及灣仔區的居民，用正向思維走出疫情的霧霾。 

 

本年福利規劃研討會主題為「高山低谷 握住幸福」，當日主禮嘉賓為社會福利

署副署長(服務)郭志良先生。此外，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2018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MWYO青年辦公室」營運總監葉維昌先生擔任專題演講嘉賓，以「前線人生」為主題

分享他於巴勒斯坦、阿富汗、約旦、叙利亞、緬甸等戰區和災區人道工作的反思及他

的體會對香港青年工作的啟示，藉此啟發我們用更多不同角度回應地區福利需要。 

 

此外，地區福利辦事處一直致力推動跨界別及跨專業合作，自2014年起透過「友

愛共融」服務贊助計劃，鼓勵區內福利服務單位夥拍其他界別伙伴，合作推行計劃，

支援弱勢社群，並宣揚敬老護幼、和諧家庭及鄰里互助的訊息。於2022年度，計劃一

共贊助44個服務項目，推動接近600名義工，服務超過4 900人，適切地回應本區居

民的服務需要。為表揚各個團體的積極參與和努力，地區福利辦事處於本年度設「跨

界別合作獎」、「創新精神獎」、「發揮義工潛能獎」、「關愛社區獎」及「正能量

滿滿獎」五個獎項，並已於福利規劃研討會中頒發。有關各獎項的得獎計劃簡介，請

參閱《專題》。 

 

誠如福利規劃研討會的主題「高山低谷 握住幸福」，人生總會面對不同的高低

起跌，但只要我們能夠緊握身邊家人、朋友、夥伴的手，無論環境順逆，我們亦能感

受到幸福，有力量衝破困難。編輯小組在此謹祝大家兔年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和

睦、工作順利！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易快訊編輯小組 

                                    2023年2月 

   



      

  

 

 

 

                                 

 

活動內容 

 訓練中心及教會的義工認識隱蔽長者的特質及需要。 

 由義工探訪區內的商戶及物業管理人員，教導他們辨別有需要服

務支援的長者及現有的社區支援服務，以便協助發掘區內有需要

的隱蔽長者。 

 義工定期探訪隱蔽長者，以建立支援網絡並邀請所探訪的隱蔽長

者參與節慶活動，讓他們感受社區人士的關懷，鼓勵他們繼續參

加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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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特色 

 計劃動員中心及教會義工，組織義工隊成功向 71個西

灣河鄰近商戶及大廈介紹隱蔽長者的特質及鼓勵他們

轉介服務，發掘了 29 位新接觸的隱蔽長者。 

 義工配對了 40 名隱蔽及有需要長者，定期慰問及關

心，並舉辦了兩次活動，建立義工及長者，鼓勵長者參

與社區活動。 

 受惠人數共 40人：長者(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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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與我藥會嗎?] 

 社工與青少年到訪 CBD Café (含有大麻二酚成份的飲料及食物)，

讓他們重新檢視自己和藥物的關係。 

[工作體驗活動] 

 讓青少年到咖啡店工作半個月至一個月，培養年青人體驗在職場

上應有的工作態度。 

[尋找被遺忘的星星] 

 透過戶外活動協助青少年重新檢視自己的狀態和身份，建構自己

在藥物以外的新身份認同，同時回饋社區推廣健康及無毒的生活

態度。 

 受惠人數共 23 人：青少年(23 人) 

 

 



      

 

 

 

 

                                 活動計劃特色 

 活動裝備了 34位青少年義工，從自我認識、學習正向心理以及歷

奇活動帶領技巧。 

 青少年義工成為活動的主要策劃及推動者，為 64 位兒童及長者

籌辦了 5 個活動。 

 參與的 34位義工共提供 347次服務，義工參與人次最多。 

 受惠人數共 64人：兒童(19人)、長者(30人)及少數族裔(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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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透過「正向工作坊」讓青少年了解個人的性格強項，學習基礎的正

向心理學及歷奇活動帶領技巧;並安排參與的青少年成為義工，為

長者、基層兒童及非華語兒童籌辦一系列活動： 

 快樂「煮」意：帶動長者和兒童製作美食並從中教授「感恩」 

 等正向心理學的元素 

 小島探險：帶領兒童走出中環，透過乘船及小島任務等活動， 

 讓兒童建立正向經驗和信心 

 城市探險：為兒童設計城市定向活動 

 奪寶「耆」兵活動日：帶領長者從歷奇活動中認識正向經驗 

 「耆」藝：帶領長者進行手作活動，讓長者從手作活動中訓練靜心 



      

 

 

 

 

                                 活動計劃特色 

 活動裝備了 34位青少年義工，從自我認識、學習正向心理

以及歷奇活動帶領技巧。 

 青少年義工成為活動的主要策劃及推動者，為 64位兒童及

長者籌辦了 5個活動。 

 參與的 34位義工共提供 347次服務，義工參與人次最多。 

 受惠人數共 64 人：兒童(19 人)、長者(30 人)及少數族裔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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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培訓義工發掘隱蔽長者及認識長者支援網絡，介紹「好鄰里計劃」 

 由義工們到社區向商戶介紹本計劃及宣傳支援隱蔽長者的信息。 

邀請商戶成為本計劃的合作商戶 

 向區內獨老/雙老/隱蔽長者及更新人士發放「好鄰里優惠卡」，鼓勵

受惠人光顧「好鄰里商戶」，凡惠顧 5 次可於中心換取禮物一份，

達至互惠互利。 

 聯同「好鄰里商戶」舉辦愛心飯活動、中醫講座及運動體驗活動予

區內獨老/雙老/隱蔽長者拉近長者與區內商戶的距離，讓長者直接

受惠。 

關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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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特色 

 計劃了培訓 13 位義工到社區宣傳支援隱蔽長者的信息，並

成功接觸了 77 個商戶，其中 8 個商戶更願意成為「好鄰里

商戶」。在 9 至 11 月期間 4 間「好鄰里商戶」舉辦了 2 次

愛心飯活動、1 次中醫講座及 1 次運動體驗日予社區的獨

老/雙老長者。 

 計劃有助凝聚社區商戶的力量，喚起他們對弱勢社群的關

注，建立關愛共融社區 

 受惠人數共 162 人：長者(150 人)、家庭(12 人) 

 參與義工共 13 人：長者(6 人)、成人(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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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透過到商鋪派發宣傳品，推廣正向及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25

週年訊息，亦鼓勵商鋪為長者提供商鋪優惠，減輕他們的

經濟負擔。 

 義工在區內收集「正能量」小故事，再由義工聲音導航，

透過網上平台向長者分享，傳遞同行支持的訊息 

正
能
量
滿
滿
獎



      

 

 

 

 

                                

活動計劃特色 

 計劃製作了聯絡卡、口罩套及年曆卡，由兩間中心向商舖宣傳關

注長者需要，協助識別及轉介有需要的長者，共接觸了 55 間商戶，

其中 4間更願意為長者提供優惠。 

 由長者義工提供 8 個正能量故事，並協助錄製音頻放在中心

Facebook上，共有 254人次瀏覽(截至 12月 13日)。 

 受惠人數共 230人：長者(230 人) 

 參與義工共 44 人：長者(4 人) 

正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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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活動/計劃名稱 伸展減壓班

日期/時間 3.2.2023 - 24.2.2023 (逢星期五) 上午9:30-10: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男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透過伸展運動和呼級訓練減痛和舒壓

聯絡人 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牽手一輩子」夫婦同行會

日期/時間 3.2.2023, 3.3.2023 及 14.4.2023 (星期五) 晚上7:30-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有意滋養婚姻關係的夫婦

(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6對

目的及內容

「牽手一輩子」夫婦同行會成立2017年，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五舉行。
我們相信婚姻需要持續的滋養和更新，才能豐富彼此生命，讓關係發
揮意義。同行會是一個由夫婦凝聚的群體，大家在此互相支持及學習
如何與親密伴侶在人生道途上互相造就

聯絡人 劉子健先生、麥詠婷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P.2

活動/計劃名稱 加多一點甜

日期/時間 4.2.2023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夫婦（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4對

目的及內容 夫婦一同製作甜品，迎接甜蜜節日，輕鬆享受週末時光

聯絡人 陳詠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Lets' DIY! 親子渲染紙花工作坊

日期/時間 4.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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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4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親子共同DIY紙花渲染畫，營造正面的親子互動時刻，並學習彼
此欣賞及感恩

內容：
親子遊戲、製作紙花渲染畫、互相分享

聯絡人 郭奕健先生 電話 2561 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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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活動/計劃名稱 「快樂谷」婦女小組

日期/時間 7.2.2023 - 28.2.2023 (逢星期二) 下午2:15-3:15

主辦團體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的婦女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小組遊戲、皮革及布藝等手作等活動，以紓緩日常管教壓力，並
讓組員增加自我認識，學習關愛及肯定自己

內容：
皮革製作、布藝、小組遊戲、正向管教分享等

聯絡人 余莉汶姑娘 電話 2577 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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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齊來動起來(Zoom活動)

日期/時間 7.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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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歲或以上人士

(12歲或以下需由成年家人陪同參與)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加強參加者體能

內容：
由經驗導師指導以五行掌,簡易五行拳及太極氣功十八式內的招式化
作運動元素，促進一家人的手腳協調能力，增加靈活性及活力！

聯絡人 單姑娘 (內線:600)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2



P.4

活動/計劃名稱 齊來學做八段錦(A組)

日期/時間 8.2.2023 - 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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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身心健康

內容：
學習八段錦

備註：
運動前後半小時不適宜吃喝

聯絡人 何少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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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資訊]講座

日期/時間 10.2.2023 (星期五) 晚上7:30-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正考慮離婚、辦理離婚或想認

識離婚資訊之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離異路上，面對繁複的離婚手續和生活安排使人感到迷茫。此活動
協助離異人士認清自己選擇的方向及未來需要面對的事情

內容：
1. 離婚的手續
2. 離婚後的生活安排
3. 相關社區資源

聯絡人 文笑紅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P.5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日營迎元宵

日期/時間 11.2.2023 (星期六) 上午9:00-下午6: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0-6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48人(10-12個家庭，
每個家庭最多4位)

目的及內容
在晴朗的一天，與家人一同到戶外享受親子樂及慶祝元宵佳節之餘，
亦到營地體驗各種不同的活動，加強家庭內的凝聚力

聯絡人 黃偉倩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Running Couple 1 & 3–出走情人 (中環)

日期/時間 11.2.2023 (星期六) 下午3:00-5: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夫婦(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5對

目的及內容

我們一起出走吧！與伴侶商量如何以最短時間及最佳路線到達各個檢
查站，然後完成指定任務及進行自拍，以輕鬆及欣賞的角度來看看我
們的城市。這次目的地是中環，邀請你與伴侶繼續做一對出走情人！
夫婦須一起參與，活動須在戶外走動卻非競賽，於中環集合及解散

聯絡人 劉子健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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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OHLA CLUB系列四 ❤ Kidsfit童瑜伽

日期/時間 1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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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至6歲兒童及家長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名額 5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Hello，我係Miss OHLA，好開心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得到東區各爸
媽的支持，OHLA CLUB已於今年8月組成，並已舉行了3次聚會，踏入
2023年，我希望可以鼓勵更多爸媽的參與！
相信大家都了解學前時期是兒童發育的重要階段，而運動正正可以促
進幼兒的全人發展。在疫情下，兒童都多留家中，減少外出。今次活
動以「童運動」為主題，鼓勵小朋友及爸媽一同培養做運動的習慣。
小朋友不但可以動動筋骨，增強肌肉力量及協調性，還能訓練專注力，
促進孩子身心健康，加強親子溝通，希望大家學會後，更可在家輕鬆
做運動！

內容：
活動將安排專業瑜伽導師，教授簡單的親子瑜伽動作

聯絡人 詹慧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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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鉛筆素描畫(B組)

日期/時間 1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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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啟蒙，建立自信，欣賞自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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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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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飛鏢初體驗(B組)

日期/時間 1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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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飛鏢運動是一個重視手眼協調，控制情緒的運動，透過練習飛鏢，不
但可改善身體的協調性，更能提升個人的注意力及集中力

內容：
學習飛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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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己相遇]  藝術工作坊

日期/時間 15.2.2023 (星期三) 上午10:00-11: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在婚姻中掙扎、分居及離異之人士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在忙碌的生活中，除了照顧家庭及子女，您有多少時間及空間留給自
己，去了解自己的需要？

內容：
這工作坊以輕鬆的藝術表達方式，給您一個認識自己的機會

聯絡人 文笑紅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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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文化遊-屯門篇

日期/時間
出發前簡介會：17.2.2023 (星期五) 晚上7:15-8:30
旅行日：19.2.2023 (星期日) 上午9:00-下午5: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6歲以上親子 名額 36人(費用每位$160)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進親子關係，共同輕鬆減壓

內容：
由導賞員尋訪三聖石「顯靈」傅說，回顧漁村今昔變遷，走進昔日青
山漁村漁民生活歷程，探討新市鎮發展與漁港文化保育議題

聯絡人 陳俊雲先生 電話 28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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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調解技巧夫婦小組

日期/時間 17.2.2023 - 10.3.2023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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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 名額 8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學習基本調解技巧，處理夫婦矛盾，滋潤彼此關係

內容：
1. 如何在不同立場(position)找到共同關注(common ground)
2. 認識實際利益、心理利益和過程利益。透過擴大和交換利益，達

致雙贏局面
3. 學習視框重整(reframing)，為難題找出新視度
4. 學習向上提問和向下提問技巧，改善溝通的品質

聯絡人 溫先生 (內線:683)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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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家。親子和平時間」之「親子玩樂零距離」-

從遊戲中學習

日期/時間
17.2.2023 - 3.3.2023 (逢星期五) 及 11.3.2023 (星期六)
頭三節：晚上7:30-9:00 第四節：下午2:00-5:30(外出活動)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5-9歲兒童及其家長 名額 8對親子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1. 認識如何以遊戲啟發孩子的創意及提升能力
2. 實踐創作適合孩子全面發展的遊戲
3. 體驗以遊戲促進親子關係

聯絡人
單姑娘 (內線:600)
潘先生 (內線:681)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2

活動/計劃名稱 我和你的浪漫之旅

日期/時間 21.2.2023 - 14.3.2023 (逢星期二) 晚上7:00-8: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準婚情侶 名額 4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了解自己及對方，加深對彼此的認識，及如何與伴侶相處

內容：
體驗不同活動，例如製作手作，創造甜蜜回憶

聯絡人 陳詠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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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男士限定-每月一聚

日期/時間 21.2.2023 及 21.3.2023 (星期二) 晚上7:00-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男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參加者能夠學習有用知識，透過交流分享，促進個人成長

內容：
專屬男士的定期活動，每月主題不同，包括興趣技能、運動、情緒健
康等

聯絡人 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感觀療癒系列--寧靜香氣(A組)

日期/時間 22.2.2023 (星期三) 上午9: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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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運用不同香料製作手工塔香，從中享受自製香品的樂趣。透過寧
靜感受香氣，專注當下縷縷的香煙，從而轉化負面的思緒，讓身體得
到放鬆和舒缓積聚的壓力

內容：
1. 教授製作手工塔香
2. 靜寧感受香氣
3. 聽聽小故事，訓練立體思維，達致心境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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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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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蠟筆畫(A組)

日期/時間 4.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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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啟蒙，建立自信，欣賞自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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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生命的色彩：流體畫體驗工作坊

日期/時間 17.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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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製作流體畫，反思自己的獨特性，以及欣賞自己的「獨有色彩」

內容：
體驗創作流體畫、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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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多元文化工作坊

日期/時間 18.3.2023 (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循道衛理中心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對象 親子會員 名額 10個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提升參加家庭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共建共融社區

內容：
體驗Henna彩繪、特色小食、民族圖案及認識多元文化

聯絡人 方錦霞姑娘 電話 2527 3451

網址 www.methodist-centre.com/icy/t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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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如何增進與子女溝通

日期/時間 18.3.2023 (星期六) 下午3: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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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家長的親子溝通技能，改善親子家庭的溝通狀況，增進親子關係

內容：
教育講座；互動遊戲；問題討論

聯絡人 莊頴鈺姑娘 電話 2557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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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親子便當-西九篇

日期/時間
出發前準備：18.3.2023 (星期六) 晚上7:15-8:30
野餐日：19.3.2023 (星期日) 上午9:00-下午5:00

主辦團體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對象 6歲以上參加者及其家人 名額 3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增進親子關係，輕鬆減壓

內容：
將與孩子為家人準備便當，於西九文化區草地上午餐，飯後可參觀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或自費參加文化區內各項活動

費用：
6歲以下：$ 70/位
6-11歲 ：$ 95/位
成人 ：$125/位

聯絡人 陳俊雲先生 電話 2898 9750

網址 http://www.salvationarmy.org.hk/ssd/c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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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瑜」樂放鬆體驗班

日期/時間 24.3.202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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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人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透過調整呼吸及感受身體肌肉鬆緊的感覺，鍛鍊自我覺察能力，從而
幫助自己放鬆身心壓力

內容：
體驗瑜伽的式子和呼吸調息，感受身心的感覺及變化，學習專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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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愛郊野，護環境」-鶴咀淨山淨灘行動

日期/時間
25.3.2023 (星期六) 集合時間：上午9:00  解散時間：下午1:00

集合地點：筲箕灣地鐵站恆生銀行前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男士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活動帶領參加者成為具責任感的戶外愛好者

內容：
一起外出享受大自然的同時，為大自然清潔出一份力，保護美麗的野
外環境

聯絡人 馬智權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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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心有靈犀」夫婦伸展運動小組

日期/時間 4.4.2023 - 25.4.2023 (逢星期二) 晚上7:15-9: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本課程適合有意提升自己身體質素
及進深了解配偶身體狀況的夫婦

(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6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夫婦溝通除了言語，亦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去明白伴侶的感受及情緒

內容：
一起學習伸展動作，通過觸摸及互相扶助，更可感受同心同行的好處，
從而領悟夫婦相處之道

聯絡人 馮梁慧餘女士、陳詠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表達藝術治療 - 媽媽舒壓小組

日期/時間
11.4.2023 (星期二) 上午10:00-11:00

17.4.2023 - 12.6.2023 (逢星期一，1.5.2023除外)
上午10:00-中午12: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年齡介乎25至55歲，及育有18歲以

下子女之母親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各位媽媽辛苦了！在照顧家庭的同時又要照顧自己，一點都不容易。
在這個小組，我們會透過創意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身體舞動、戲
劇、文字創作﹞，舒緩照顧孩子時的壓力，給予媽媽空間放鬆自己，
抒發情緒

內容：
透過表達藝術創作抒發壓力，治療身心

聯絡人 鄧詩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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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夫婦藍染工作坊

日期/時間 22.4.2023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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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準婚情侶 (二人須共同出席) 名額 6對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與伴侶一同親自設計及創造不同的花紋圖案，製作只屬於你們的藍染
成品。(每人可完成2件成品)

聯絡人 陳詠茵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開心製作。親子樂]活動

日期/時間 22.4.2023 (星期六) 下午2:30-4:0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來自高衝突、分居、離異或單親家

庭的子女及其父或母
名額 10對親子家庭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在輕鬆廣闊的環境中，透過製作[療癒小盒子]活動，讓親子體驗及享
受內心療癒的歷程，以舒解彼此所累積的怨氣，並在正面互動及支持
下，連繫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內容：
利用不同的物料如晶石等製作療癒小盒子

聯絡人 文笑紅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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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海闊天空」男士小組

日期/時間
26.4.2023, 31.5.2023, 28.6.2023 及 26.7.2023 (星期三)

晚上6:4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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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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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
庭和諧的心得

聯絡人 鄺豪傑先生 電話 2557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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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劃名稱 「女創奇蹟」 - 婦女創業支援計劃

日期/時間 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

主辦團體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對象
已具備相關技能，有意學習並
強化自身成為相關導師的婦女

名額 25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1. 讓女性發揮自己的潛力，成為某些手藝的培訓師，例如手工皂、

手作和布藝
2. 讓參與者俱備創辦小企業的抱負、知識和技能，例如營銷技能

內容：
1. 增進參與者的自我理解、自尊感和自我效能的發展
2. 啟發敢於夢想的精神，孕育自己成為工藝培訓師謀生的意願
3. 獲得基本的商業知識和技能，包括攝影和宣傳技巧

歡迎有興趣人士致電本中心了解更多詳情與報名

聯絡人 盈姑娘/林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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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

日期/時間 24.2.2023 - 31.3.2023 (逢星期五) 下午1: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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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潛在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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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長者的餵食及協助長者服用藥物
2. 慎防跌倒、急救
3. 食物衛生及長者膳食安排指南
4. 長者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及警號
5. 協助長者沐浴及長者的口腔護理
6. 生命體徵觀察與技巧：量度血壓、體溫及血糖
7. 安全位置轉移工作坊
8. 認知障礙症長者膳食安排指南
9. 與認知障礙症長者溝通
10.處理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行為及情緒問題
11.照顧中風患者

費用：
200元

備註：
1.有興趣的僱主可致電中心登記留位
2.中心可安排長者暫託活動予受照顧長者
3.課程以英語及廣東話授話，設有印尼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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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藝術坊-「秘密花園」- 微盆景工作坊

日期/時間 17.3.2023 (星期五) A班：上午10:00-11:30  B班：下午3: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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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緩日常壓力，為生活帶點樂趣

內容：
製作微盆景，感受大自然

聯絡人 胡惠文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活動/計劃名稱 家加一點安全 – 參觀房協中心

日期/時間 11.4.2023 (星期二) 下午3:30-4:30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照顧者 名額 2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參觀人士可穿越過去、現在與未來，了解香港房屋發展，以及各類
型房屋計劃

內容：
導賞團、展覽、歷史故事空間及多媒體設施/遊戲等

聯絡人 吳翰霖先生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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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復元公民」計劃

日期/時間
由18/4/2023起，逢星期二及五，下午2時至下午4時

(為期約六個月)

主辦團體 利民會

對象

1. 18歲以上
2. 正接受精神健康服務
3. 有興趣學習和與他人分享
4. 承諾參與每星期2次為期6個

月的「復元公民」計劃

名額 不適用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復元公民」計劃讓復元人士進一步認識自己的權利及探索
自己的責任和目標，建立有價值的角色，善用社區的資源，
提升人際關係，從而獲得更大的歸屬感

內容：
「復元公民」計劃由學員自行訂定課程內容，其形式是多變
及多樣化，和不受限制。小組和聚會將於社區內不同地方進
行，大致內容如下:

1. 圍繞5R(權利、責任、角色、資源、關係)的公民課程
2. 「最近點呀?」互助小組
3. 「有價值角色計劃」學員與他人分享自身的生活知識及經

驗，展示他們能夠擔任社會上有意義角色的能力
4. 每月一次聚會讓學員相聚，分享生活經驗
5. 課程後舉行畢業典禮，肯定學員在過程中的付出

聯絡人 利民會高小姐 (Ms. Ivy Ko) 電話 9592 9543

網址 https://www.richmond.org.hk/zh-hk/recovering-citizenship



活動/計劃名稱 Light up yourself workshop

日期/時間 6.4.2022 (星期四) 上午10:15-下午12:15

主辦團體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對象 受情緒困擾之人士 名額 1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從選擇不同種類的乾花、顏色開始，一步一步製作屬於自己
的字母小夜燈，利用不同的物料及顏色表達及認識自己，在
逆境中照亮自己和他人

內容：
教授製作「字母小夜燈」及靜觀練習

聯絡人 麥泳婷姑娘 電話 2896 0302

網址 www.skwif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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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悠心計劃』兒童及青少年情緒健康醫社支援

日期/時間 4.2022-3.2025

主辦團體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公益金醫療援助基金資助）

對象
9-24歲青少年

(疑似受情緒或精神困擾)
名額 每年100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及內容：
為9-24歲疑似有情緒或精神病困擾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或醫療
服務的資助

資助地區：
中西區，東區，南區，灣仔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葵青
區，屯門區及離島區

聯絡人 Jacky Chan 電話 3413 1645

網址
https://www.bokss.org.hk/integrated-mental-health-

services/service?id=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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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劃名稱 關愛這一家

日期/時間 3.2.2023 - 24.2.2023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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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至小六兒童 名額 12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培養參加者公民意識

內容：
小組將和孩子一同製作不同STEM玩具，從中發揮創意及藝術潛能，
並學習科學及氣候變化的知識，培養孩子公民意識

聯絡人 陸先生 (內線:687)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2

活動/計劃名稱 枕頭大戰之夜

日期/時間 16.2.2023 (星期四) 晚上7: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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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可以放鬆心情，減輕生活中的壓力，為生活注入能量

內容：
參加者分為2隊，互相把枕頭作為攻擊武器，被枕頭觸碰最多的一
方為輸，需接受挑戰!你敢參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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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觸世界

日期/時間 21.2.2023 - 21.3.2023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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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攝影的方式，記下當刻感受，關注自己的情感，放鬆。學習活
在當下，珍惜生命每一個瞬間的快樂

內容：
攝影是一門學問，一起透過鏡頭把美麗影像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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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童‧學瑜珈

日期/時間 10.3.2023 - 31.3.2023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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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至小六兒童 名額 8人

目的及內容

目的：
讓兒童學習瑜珈，舒展身心，並舒緩壓力

內容：
瑜珈運動漸趨流行，事實上，參與瑜珈運動並不一定是年輕女生、
上班一族或者全職媽媽的專利。幼兒時期的兒童筋骨都十分柔軟，
伸展有助維持肌力均勻發展，此外，讓兒童學習瑜珈能幫助他們打
開心胸，增加快樂荷爾蒙安多酚

聯絡人 冼姑娘 (內線:614) 電話 2832 9700

網址 https://www.hkfws.org.hk/find-help/by-district/hongkong-isla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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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成和青少年中心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中心的「Soaring Kids」服務，會為18歲或以下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潛
能啟發課程、家長教育及輔導服務。另設跨專業團隊為有特別學習需
要兒童提供專項訓練及支援，務求兒童能迎風向上，探索未來

地址 跑馬地桂成里20號誠和閣地下

查詢電話 2572 2311 聯絡人 何妙瑜姑娘

網址 http://swcy.org.hk 

Name of agency
/ organization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Sing Woo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New Service 
Initiatives /
Resources

Centre service of “Soaring Kids” aims to provid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lasses,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for children aged under 18 and their
families. Further, tailor-made training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provided by a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team.

Address G/F, 20 Kwai Sing Lane, Happy Valley, Hong Kong

Enquiry number 2572 2311 Contact person Ms. Milk HO Miu Yu

Website http://swcy.org.hk

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玩具閣重開及新增桌遊借用服務，歡迎婦女帶同小朋友到中心玩具閣
遊戲，亦可借用桌遊回家一起寓教於樂

地址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貴樓C翼地下

查詢電話 2811 5244 聯絡人 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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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新增設施/
資源簡介

疫情逐漸過去，社區休憩設備需求大增。
中心於上年底重新裝修及佈置了一間屬於青少年的休憩空間，可供青
少年們交流、休憩及互相學習，歡迎到訪及查詢

地址 香港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一樓

查詢電話 2527 3451 聯絡人 黃信煒先生

網址 www.methodist-centre.com/icy/t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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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身心健康社區教育服務

徵求對象

義工20人，要求：
1. 18歲或以上/高中或以上學歷
2. 富責任心、成熟、對關心小朋友身心成長有熱誠
3. 通過面試及完成三次基礎培訓
4. 承諾於一年內每月與服務對象見面最少2次及參與進深訓練最

少2次

活動名稱 生命樹義工同行計劃: 結伴成長師友計劃義工招募（23-24）

日期

招募時段：2023年3-4月
面試時段：2023年5月
培訓時段：2023年7月
服務時段：2023年9月至2024年6月

地點 訓練：灣仔區 服務：灣仔/港島東/葵青/九龍區

活動內容

服務對象：
精神復元人士子女(6-12歲)

服務形式：
1. 定期探訪精神復元人士子女家庭 (每月2次)
2. 以功課輔導或其他興趣學習形式陪伴他們成長

查詢電話 3413 1563 聯絡人 Kiki / Joan

網址 www.facebook.com/bokss.cmw

機構/團體名稱 黃竹坑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徵求對象
願意成為醫院義工，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服務及其他病人活動
對待服務對象有耐性、友善、真誠者優先，成為醫院義工都需要
經過面試，完成必修課程，完成後才能成為義工

活動名稱 認知障礙症患者支援服務

日期 按服務而定

地點 黃竹坑醫院

活動內容
陪同及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進行活動，包括運動﹑聊天﹑讀報﹑
打麻雀﹑做手工等

查詢電話 2873 7807 聯絡人 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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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對象 6對親子 (6歲或以上兒童及其家人)

活動名稱 元宵玩一玩 — 攤位義工

日期
籌備日： 4.2.2023 (星期六) 下午2:30-3:30
推行日：11.2.2023 (星期六) 下午2:30-5:00

地點 本單位關愛天地及大堂

活動內容
元宵最應節活動當然是猜燈謎了，我們一起在中心設立燈謎及
其他攤檔，與街坊同樂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陳俊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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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50歲或以上，願意以自身經歷，支援有需要長者的社區人士

活動名稱 第五期「樂齡友里」義工培訓

日期 14.4.2023 - 12.5.2023 (逢星期五) 下午2:00-5:00

地點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活動內容
教授精神健康急救課程(關懷長者版)、介紹「賽馬會樂齡同行
計劃」、教援支援長者實務知識及社區資源，並提供實習體驗，
義工出席率達100%

查詢電話 2563 0187 聯絡人 鄒詠詩姑娘

網址 網上報名連結：

http://www.e123.hk/sagee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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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徵求對象

有意為長者提供數碼服務的人士，要求如下：
1. 具備基本操作平板電腦技巧
2. 需要接受相關義工培訓
3. 願意提供定期上門探訪服務，教授長者使用平板電腦

活動名稱 相聚‧「耆」實在一起計劃 (第二期) ─ 計劃義工招募

日期 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

地點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活動內容
1. 義工每星期以平板或到戶聯繫配對的長者
2. 義工於計劃期內將獲借用平板電腦
3. 中心職員會進行面見介紹計劃

查詢電話 2563 0187 聯絡人 盧穎欣姑娘

網址 http://www.e123.hk/sageedecc

機構/團體名稱 香港家庭福利會 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

徵求對象
協作伙伴如各幼稚園、小學、教育機構、社福機構、社區中心、
長者中心等

活動名稱 「婆媳緣 • 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劃課程

日期 與協作伙伴商討決定

地點 外展到協作機構地址進行

活動內容
課程以兒童福祉為本，教育多代家庭建立正面和諧的多代關係
的方法，喚起社會各界對多代家庭需要的關注

查詢電話 2811 5244 聯絡人 梁先生 / 香姑娘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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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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不限(12歲或以下兒童須家長陪同) 及
協作伙伴：筲箕灣及西灣河區內麵包店

活動名稱 「快閃麵包團」

日期 逢星期二、四，晚上7:00-9:00

地點 筲箕灣及西灣河區

活動內容

計劃希望徵求義工逢星期二、四晚上收集區內麵包店每日賣剩
的麵包，送往中心作分配，於翌日轉贈予區內身處不利環境的
基層家庭、兒童及青少年。希望透過轉贈麵包，減輕他們在身
活上膳食的負擔，提供有營養價值的食物，同時亦避免浪廢，
珍惜資源。

查詢電話 2527 3451 聯絡人
徐康泓先生 (註冊社工)
肖臻謙姑娘 (註冊社工)

網址 www.methodist-centre.com/icy/t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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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職位 程序助理

職責簡介 慬一般電腦輸入，詢問處工作，協助推行活動及一般行政工作

學歷要求 中三或以上

工作地點 柴灣區 薪金 $10,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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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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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0.00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44小時，每兩星期返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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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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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工作時間
星期三 及/至 星期五晚上6:00PM-10:00PM)

(工作期由22/2/2023-3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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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薪：$95.00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4-17小時 (工作期由28/2/2023-31/3/2023)

查詢電話 2898 9750 聯絡人 李小姐

網址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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