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19年5月至8月通訊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五樓  
查詢電話：2665 0286  
傳真：2664 8762  
機構網址：http://www.swd.gov.hk  
 
中心開放時間表  
 
「V」代表中心開放時段，「X」代表中心暫停開放 
 

 
 
 
本中心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家庭資源閣及活動室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至下午1:00 下午2:00 至 5:00  
 
家庭資源閣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三樓 
 
 
 
 
 
 
 
 
 
 

時期/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9:00 
至1:00 

V V V V V V 

X 

下午1:00 
至2:00 

午膳 

下午2:00 
至5:00 

V V V V V V 

晚上5:00 
至8:00 

V X V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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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水篇 

6 月湯水 

香港位處嶺南地區，夏季天氣炎熱又潮濕，易感暑濕之氣，故飲食宜淸淡，應多食健脾化濕、甘涼的

食物。 
 
合掌瓜粟米薏米湯(2 人量) 
材料：合掌瓜（2 個）、粟米（1 根）、紅蘿蔔（1 根）、生熟薏仁（8 錢）、瘦肉（適量） 
調料：鹽（適量） 
 
做法： 
1) 豬瘦肉洗淨後切件，汆水；紅蘿蔔、合掌瓜去皮後切成塊；薏仁用水泡 1 小時；粟米切段。 
2) 把所有材料放進已加水的湯鍋裏，開大火燒開後改小火，再煲 2 個小時。 
3) 關火放鹽，用勺子攪動均勻後即可食用。 
 
功效：此湯能清熱健脾利濕，適合夏天飲用。合掌瓜味甘性涼，能理氣和中、祛風解热、健脾開胃。

粟米味甘鹹性涼，有健脾和胃、通利小便的作用。紅蘿蔔味甘性平，健脾寬中、化滯。薏

仁味甘淡性微寒，健脾利水滲濕。 

 

7 月湯水 

 

盛夏，濕熱熏蒸，會令人頭昏胸悶、心悸口渴、噁心，甚至昏迷。所以，夏季來臨時可因應需要食用

一些具清熱解暑、健脾化濕作用的食材。 
  



赤小豆鯽魚湯(2-3 人量) 
材料：鯽魚（1 條）、赤小豆（1 兩）、薑（3 片） 
調料：鹽（適量） 
 
做法： 
1) 鯽魚用清水洗淨，瀝乾水起油鑊，煎香。 
2) 將煎香的鯽魚放入煲魚湯袋內，綁好袋口。 
3) 赤小豆洗淨，連已入袋的魚、薑一併放入鍋內。 

4) 約煲 1 小時，下鹽調味即成。 
 
功效：此湯主要用以清熱健脾利濕。鯽魚甘平，健脾胃，消腫，止消渴；赤小豆清熱解毒，利尿消腫。 

 

 

蓬瀛仙館大埔保健中心 

註冊中醫師  謝慧敏 提供 

 



專題文章 
 

                           運動益處多                          鍾秀芳姑娘 

 
常聽聞香港人有返工， 無放工， 寥寥數字反映打工仔潛在無限壓力， 假如持續忽略這股沉重壓力， 

後果實在堪虞，諸如心情緊張、情緒焦慮、抑鬱等等。 如何舒緩這個沉重壓力，令到精神重回正軌? 

筆者認為運動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應對方法， 以應付日常各色各樣的無形壓力， 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些

運動對我們心理、 生理、 精神及社交方面的正面效益。 

 

生理健康 

 

通過運動流出汗水的同時亦將體內的毒素消除， 加強心肺功能、新陳代謝、促進血液循環、 增強免

疫力、鬆弛神經。 對長者的益處更加顯著，長者的身體因運動而健壯，骨骼、肌肉和關節也相對強

健，延緩骨質疏鬆， 增加身體及關節的柔軟性， 身體因而更靈活、 活動更自如，減少受傷的機會、

減低跌倒的風險。體重得以控制，令人驚喜的是運動能夠為我們帶來美顏功效，改善體型及姿態、散

發活力朝氣、推遲老化徵狀，生活動力在不知不覺間提昇了。 此外，運動更加大大減低我們患上各

種疾病的機會，例如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結腸癌等等。  

 

心理健康 

 

當我們進行運動時身體在我們控制之下， 感覺自主的良好感覺。 更可直接或間接發洩無法在人前表

達的負面情緒。 持續 30分鐘運動後我們的大腦釋放一種化學物質—安多酚，其成份與嗎啡相似， 可

以減輕痛苦， 以及產生一種舒暢的感覺， 能夠穩定情緒， 達致心情愉快。 這種物質對改善某些情

緒病徵狀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 例如抑鬱、焦慮， 可以通過運動得以舒緩。 

 

精神健康 

 

運動對促進精神健康也功不可沒。 運動能有效減輕壓力對我們的負面影響， 增加我們對壓力的抵抗

力。 由於運動能夠清除讀書、 工作、 或家庭帶來的精神壓力， 藉此鬆弛神經，提升個人心理素質，

精神亦變得抖擻、飽滿。 

 

社交方面 

社交方面亦藉著運動而獲得滿足， 例如參與群體運動的羽毛球、 壁球等， 我們與朋友可藉此保持

接觸、 聯繫， 享受運動樂趣之餘， 也同時加強彼此的社交支持網絡。 

家庭凝聚力 

家長從小跟孩子一起運動， 不但培養孩子恆常運動的良好習慣， 更有助加強親子關係，從而促進家

庭的凝聚力。 舉例本中心去年 12月於海濱公園舉辦的親子緩步跑， 參加的家長表示親子一起運動

能夠直接促進他們的親子關係。 

 

以上提及的運動好處多不勝數， 但這些良好效果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 也非可以一勞永逸的。 

要從運動中得到種種益處， 需要按照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和興趣， 選擇一、兩項運動項目作定期操練， 

一般標準為一周三次， 每次三十分鐘或以上， 持之以恆進行， 才能達到上述所提及的正面果效， 正

如「良工鍛鍊凡几年，鑄得寶劍名龍泉」。 

 



 

何解每天需要半小時運動 

根據研究顯示， 每天進行連續半小時或以上的運動，大腦會釋放一種化學物質—安多酚，它可以令

我們心情愉快， 同時可減少疾病和保持身心舒暢， 對健康有莫大的裨益。 試想每天只用百分之二

的時間做運動， 即可換取無價的健康，不是十分值得投資嗎?  

總結 

 

總括而言， 運動的正面好處如此之多， 筆者鼓勵大家坐言起行， 邀請朋友或家人一起齊做運動， 藉

此促進友際關係之餘， 更可強健體魄， 舒緩內在壓力， 正如體適能教練所謂「多去公園，少去醫

院」。 
 
 

 

  



家長活動 

 

收納達人訓練班 

日期： 3/5、10/5、17/5 及 24/5/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分享「居家斷捨離」的概念和技巧； 
2. 透過空間收拾，學習整理心靈。 

內容： 教授家居收納法、短講及分享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Training on 'Clear up' 
 
 

減壓系列(二) 之齊習八段錦 

日期： 8/5、15/5、22/5 及 29/5/2019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00  
地點： 其他(大埔海濱公園) 

目的： 
1. 強身健體 
2. 擴闊社交網絡 

內容： 學習八段錦、呼吸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穿著輕便運動衣服，自備毛巾及 T-shirt 更換  
 
English name: Minimize stress series(II)--Bai Duanjin 
 
 
 
 
 
 
 



芳香療法初體驗 

日期： 8/5、15/5、22/5 及 29/5/2019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以芳香療法協助參加者紓緩生活壓力，並透過簡易按摩手法

關懷自己，從而改善身心健康 

內容： 
1. 介紹芳香療法，及探訪情緒與芳香療法的關係 
2. 學習簡易按摩手法，為自己進行按摩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導師： 
東華三院「護愛同行」社區寧養支援計劃 社區寧養服務小

組社工 

備註： 
1. 活動由東華三院「護愛同行」社區寧養支援計劃社區寧

養服務小組 主辦 
2. 活動適合患有癌症或長期痛症或情緒困擾之人士參加  

 
English name:  Trial on Aromatherapy 
 

齊來歌聲唱 

日期： 15/5、22/5、29/5 及 6/6/2019 (星期三、四)  
時間： 上午 11:00 至 12: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歌唱技巧訓練，培養區內人士對歌唱的興趣，以助

個人成長 
2. 透過歌唱技巧訓練，提升參加者自信 

內容： 歌唱技巧訓練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導師： 蔡玉蘭女士 (清蘭和諧之音會長) 

 
English name: Sing Sing Together 
  



 

羽毛球多樂趣(2019 年第二季) 

日期： 5/6、12/6、19/6 及 26/6/2019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體育館 

目的： 
1. 養恒常運動習慣 
2. 減輕生活壓力 
3. 擴闊社交圈子 

內容： 羽毛球運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6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梁盛凱先生 / 2638 4059 
備註： 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裝出席活動 
 
English name:  Badminton Fun (2nd Quarter of 2019) 
 
 
 
 

減壓系列(二)之園藝養生 

日期： 11/6、25/6、9/7 及 16/7/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舒緩內在壓力 
2. 擴闊社交網絡 

內容： 盆栽種植、壓力舒緩與園藝關係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每節自備花盆兩個、膠袋乙個  
 
English name: Minimize stress series(II)--Planting so happy 
 
  



 

甜蜜梳乎厘 

日期： 13/6/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加強區內婦女的連繫和支援  

內容： 
透過學習烹飪，以凝聚本區婦女，互相分享和支持， 
紓緩生活壓力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鄺美鳳姑娘 / 2665 1535 
 
English name: Sweet Souffles 
 
 

甜絲絲…愛自己多Ｄ 

日期： 24/6/2019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自製甜品，學習自我獎勵，為自己生活加油 
內容： 甜品製作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6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Love myself 
 
  



 

減壓系列(二) 腦退化知多少 

日期： 5/7、12/7、19/7 及 26/7/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認識腦退化特徵 
2. 如何幫助腦退化人士  
3. 促進社區人士認識腦退化 

內容： 影片分享、短講、小組討論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English name:  Minimize stress series(II)--Brain Degeneration 
 
 

布藝至多 FUN 

日期： 11/7、18/7、25/7 及 1/8/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學習縫紉，培養區內人士對縫紉的興趣，以助個人

成長 
2. 藉著成功縫紉生活家品，提升參加者自信，及鼓勵參加

者把作品送給家人，增進彼此感情 

內容： 
由義務導師教授衣車的基本操作及縫紉技巧，及製作夏天睡

衣乙套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English name:  Fun for Sewing 
 
  



 

懷舊再現-狗仔粉 

日期： 19/7/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擴闊社交圈子 
2. 減輕生活壓力 

內容： 學習烹調食物：狗仔粉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梁盛凱先生 / 2638 4059 
 
English name:   Old Snack Come Again 
 
 
 

自我催眠減壓工作坊 2019  

日期： 13/8/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呼吸練習、自我催眠，舒緩壓力，提升睡眠質素 
內容： 呼吸練習、自我放鬆及正面提示練習，分享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有娣姑娘 / 2665 2186 
備註： 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自備水、大毛巾 
 
English name:  Self-hypnosis workshop 2019 
 
 
 
 
 
 
 
 
 
  



家庭生活教育活動 

 

甜蜜蜜…錫媽媽 

日期： 4/5/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慶祝母親節，表揚母親對家庭的貢獻 
2. 透過製作甜品，增進親子和諧關係 

內容： 母親節美點製作  
對象： 大埔區家庭(母 母 母母母母 ) 
名額： 24 人/8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Forever Love in my family 
 
 

中環有機繽紛日 

日期： 5/5/2019 (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5:00  
地點： 其他(中環遮打花園及遮打道行人專用區) 

目的： 
1. 增加參加者對「本地有機產業」的認識 
2. 擴闊參加者社交網絡 

內容： 
透過一同參與「2019 全城有機日」嘉年華，認識本地有機產

業，欣賞舞台表演、以及參與綠色工作坊、農耕示範、有機

零售攤位及攤位遊戲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60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備註： 參加者需自費午膳 
English name:   Organic Day in Central 
 
 
 
 
 
 
 



 
 

「食得健康正能量」婦女小組 

日期： 7/5、14/5、21/5 及 28/5/2019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認識食物營養，以助身體健康，身心和諧 

內容： 
認識解決便秘技巧，降低膽固醇，增加蛋白質及降低血糖的

食材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鄺美鳳姑娘 / 2665 1535 
 
English name: Eat health and life easy  
 
 

伸展運動拉筋小組 

日期： 9/5、16/5、23/5 及 30/5/2019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增加社區人士對伸展運動拉筋的認識 

內容： 
教授不同的伸展拉筋動作及按摩動作以舒緩身體筋腱繃緊

狀態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東華三院「護愛同行」社區寧養支援計劃社區寧養服務之護

士 
 
English name:  Tension and Relaxation Group 
  



 

親情樂大澳 

日期： 25/5/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5:30  

地點： 大澳 

目的： 增進家庭關係 

內容： 
欣賞香港獨有的水鄉風貎，品嘗地道美食，與子女一同感受

水鄉風情，與家人歡聚一日，增進親子關係。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30 人(每個家庭最多四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梁盛凱先生 / 2638 4059 

備註： 
1. 參加者自備來回船費  
2. 參加者需自費午膳  

 
English name:  Tai O Happy Day 
 

「糭」是有親情 

日期： 1/6/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包糭活動，促進親子互動，藉此共建親子情懷 
內容： 教授親子包糭，共享自製糭子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24 人/8 個家庭 (育有小學生之家庭優先)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Making Rice Dumpling with Love 
  



活出真我-社區戲劇工作坊 

日期： 10/6/2019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下午 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戲劇活動，讓參加者與復元人士共同學習運用表情或肢

體語言表達內心感受，透過不同劇場活動舒緩壓力，關注個

人身心精神健康。  

內容： 
1. 劇場熱身遊戲 
2. 肢體運用練習 
3. 參與及欣賞應用劇場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導師： 
由中英劇團戲劇導師及「明愛全樂軒 思健藝飛翔計劃」 
戲劇小組成員 

 
English name:  Be Brave Be Yourself Drama 
 

「睡得好，身體好」改善睡眠及防癌工作坊 

日期： 20/6/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 :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增加社區人士對改善失眠與預防癌症的認識 
內容： 改善失眠與預防癌症的方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東華三院「護愛同行」社區寧養支援計劃社區寧養服務之護

士 
 
English name:  Ways to improve insomnia and prevent suffering from cancer 
  



 

奇妙環保之旅 

日期： 22/6/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1:00  
地點： 沙田「綠在沙田」 

目的： 
透過親子參觀及工作坊，提升社區人士的環保意識，融入家

居 
內容： 參觀「綠在沙田」及參予工作坊 
對象： 大埔區家庭 (母 母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 
名額： 2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Trip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親子系列(二)之暢遊尖鼻咀、濕地公園 

日期： 15/6/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30 至 下午 5:00  
地點： 天水圍濕地公園  

目的： 
1. 促進親子關係 
2. 凝聚家庭力量 

內容： 暢遊尖鼻咀、濕地公園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4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謝美瓊姑娘 / 2638 2373、2665 1405 
備註： 自備午餐或在景點附近自費午膳  
 
English name:  Parent-child series(II)- Playing together at Tin Shui Wai 
 
  



 

親子系列(二)之智識食 

日期： 6/7、13/7 及 20/7/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及上午 09:00 至下午 12:30(戶外參觀)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及長沙灣蔬菜統營處 

目的： 
1. 認識蔬菜價值 
2. 凝聚家庭力量 
3.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講解蔬菜營養價值、參觀香港蔬菜統營處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由蔬菜專家負責主講; 車費自備；另可自行決定購買有機菜

苗 
 
English name:  Parent-child series(II)- Knowing Vegetables Source 
 

「好孫兒」…孫兒女管教講座 

日期： 6/7/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及內容： 

以「兒童為本」概念為基礎，協助祖父母了解孫兒女的身心

發展與成長需要、現代管教技巧、兩代管教異同、兒童行為

管理及奬罰技巧、祖孫正向溝通秘笈、與兒媳相處及減壓技

巧等 
對象： （外）祖父母/ 準（外）祖父母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香港家庭福利會「婆媳緣﹒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

劃（第二期）之社工 
備註： 完成小組之參加者，有機會被邀請參加隨後之進階課程 
English name: Talk on Grand-Parenting Skills 
  



 

自理小主人 

日期： 16/7、19/7、23/7 及 26/7/2019 (星期二、五)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小組活動，學習家中自理技巧； 
2. 提升自我照顧能力。 

內容： 訓練打掃、摺衣服及簡單煮食  
對象： 大埔區兒童(升小一至小三學生)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Smart Kid for Self-care 
 
 
 

「童行戲劇」創意戲劇家庭工作坊 

日期： 
24/7、25/7、31/7、1/8、7/8, 8/8, 15/8,16/8, 23/8 及 30/8/2019 (星
期三、四、五)  

時間：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趣味創意戲劇劇場遊戲，讓家長及子女學習以正面思維

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加強彼此間溝通，提升親子關係 
內容： 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劇場遊戲，進行創意戲劇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10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梁盛凱先生 / 2638 4059 
導師： 大細路劇團演員導師 

備註： 

1. 兒童參加者須達 6-12 歲 
2. 活動由大細路劇團主辦 
3. 需同時參加 7 月舉辦「童行戲劇」親子溝通戲劇表演 

（日期及地點待定） 

 
English name: Parent-child Drama group 
 
 



親子系列(二)之暢遊美利樓 

日期： 6/8/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30 至 下午 4:00  
地點： 赤柱 

目的： 
1. 認識香港美利樓歷史  
2. 凝聚家庭力量 
3.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參觀美利樓、暢遊赤柱大街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4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自備午餐或在景點自費午膳  
 
English name:  Parent-child series(II)- Outing together with families 

至潮祖父母工作坊（基礎課程） 

日期： 9/8、16/8、23/8 及 30/8/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中午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及內容： 
認識自己在角色上的轉變，了解兩代育兒方法/概念的不同，

掌握現今育兒方法；並為自己重整人生焦點。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香港家庭福利會「婆媳緣﹒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

劃（第二期）之社工 
備註： 完成小組之參加者，有機會被邀請參加隨後之進階課程 
 
English name: Skills to Multi-In-Law Relationship 
 
 
 
 
 
 
 
 
 
 



長期服藥與皮膚護理的關係 

日期： 22/8/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增加社區人士對長期服藥與皮膚護理關係的認識 
內容： 長期服藥與皮膚護理的關係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東華三院「護愛同行」社區寧養支援計劃社區寧養服務之護

士 
 
English n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term Medication and Skin Care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扭轉自由球 

日期： 22/7、24/7、29/7 及 31/7/2019 (星期一、三)  
時間： 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學習新技能/知識，讓兒童提高個人價值觀及提升自信心 
2. 建立平台，讓兒童有機會於小組中互相交流及擴闊個人

支援網絡 
內容： 學習不同打結方法，親手製作出千變萬化的氣球造形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4512 
 
English name:  Creative balloon 
 
 
 
 
 
 
 
 



趕走細蚊仔 

日期： 2/8/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適逢夏季來臨，又是蚊患的高峰期!藉著活動讓兒童學習在郊

遊時如何愛護大自然，亦藉此活動提高他們的防蚊意識，並

讓其有機會以天然材料自製蛟膏 

內容： 
利用天然材料製作自己的專屬蚊膏，同時亦透過活動學習環

保資訊，提高環保意識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4512 
 
English name:  GO Away! Mosquito! 
 

情迷馬賽克 

日期： 5/8、8/8、12/8 及 15/8/2019 (星期一、四)  
時間： 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藝術創作，舒發內心感受 
內容： 利用馬賽克製成不同的美術成品，如小木盒、相架等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4512 
 
English name:  Passional mosaic 
 
 
 
 
 
 
 
 
 
 
 



花花世界手工皂 

日期： 10/8/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讓兒童認識採用天然資源的 2 處，認識現時流行產物對

身體的傷害 
2. 教授簡單的手作，讓他們能學以致用，並為兒童製造成

功機會，提升其自信心及能力感。 
3. 鼓勵兒童與家人及朋友分享製作的過程及感受 

內容： 
1. 認識天然資源的好像及坊間一般清潔用製成品對人體

的傷害 
2. 自製肥皂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10 人/5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4512 
 
English name: Colourful soap  
 

文言文初體驗 2019 

日期： 12/8、14/8、19/8 及 21/8/2019 (星期一、三)  
時間： 上午 11:15 至 下午 12:15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讓準備升讀初中的學生對文言文有初步之認識 
內容： 基本文言文介紹、常用文言文詞彙及用句  
對象： 大埔區升讀小六至中一的學生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劉星輝老師 
資深教育工作者，從事教學工作多年，曾任職本署感化院舍

老師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筆及筆記簿   
 
English name: Study Chinese Language 2019 
 
 
 
 
 



作文有 FUN 工作坊 2019 

日期： 12/8、14/8、19/8 及 21/8/2019 (星期一、三)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2. 提高學生對作文課的興趣，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想像

力、判斷力 
3. 培養學生以書面表達，增強其寫作的自信心 

內容： 
1. 作文遊戲：你猜他是誰、對號入座、最佳解說員 
2. 命題作文：如何構思一篇作文   

對象： 大埔區升讀小四至小六學生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劉秀娟姑娘 / 2638 2514 

導師： 
劉星輝老師 
資深教育工作者，從事教學工作多年，曾任職本署感化院舍

老師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筆及筆記簿   
 
English name: 2019 Joyful Composition Workshop 
 
 

生活科學實驗室 

日期： 21/8、23/8、28/8 及 30/8/2019 (星期三、五)  
時間： 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啟發兒童對科學及創意思維的概念，提升腦潛能。 
2. 加強兒童腦部訓練及活動，提高兒童的記憶、思考 

及推理等能力 
內容： 以遊戲、互動、推理及實驗，進行小組活動。  
對象： 大埔區兒童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4512 
 
English name: life laboratory 
 
 
  



義工活動 

 

義工瑜伽訓練 2019 

日期： 2/7、9/7、16/7 及 23/7/2019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00 至 4: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瑜珈訓練，釋放壓力，培養義工正面情緒，提升自我覺

知能力 

內容： 
透過認識及練習昆達里尼瑜伽，調頻、奎亞、大休息、冥想、

祝福之歌，自我鬆弛、培養正面情緒 
對象： 曾經服務本中心之義工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有娣姑娘 / 2665 2186 
義務導師： 物理治療師及瑜伽導師 
備註： 參加者穿着輕便服裝   
 
English name: Yoga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2019 
 
  



互助小組 

SMART 爸媽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定期聚會及分享、提供不同課程給予家長，協助有特別需要幼童的

家長提供支援服務 

內容： 懷疑或已評估有特別學習需要的 2-9 歲幼兒及家長，提供治療課程、

訓練及家長支援服務 

對象： 大埔區家長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曾美莉姑娘 

電話： 2638 4512 

備註：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海報及單張 
 

朗日行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為新來港人士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內容： 介紹社會服務及社區資源，分享聚會、戶內及戶外活動、義工服務 
對象： 大埔區新來港定居人士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陳栢通先生  
電話： 2638 5216 
備註：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海報及單張 
 

慧賢軒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鼓勵單親家庭，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和聚會，共同分享經

歷，建立互助支援網絡 
內容： 定期聚會、小組分享、戶外活動、親子活動、義工服務等 
對象： 大埔區離異及單親婦女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譚雪盈姑娘  
電話： 2638 1044 



備註：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海報及單張 
 

彩苗坊 

招募組員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為幼稚園及小學生的家長建立支持網絡及定期小組聚會 

內容： 
管教技巧工作坊、定期聚會、小組分享、親子活動、戶外 
活動 

對象： 大埔區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 鍾秀芳姑娘  
電話： 2638 2373 
備註：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海報及單張 
 

「有情有義」義工小組 

日期： 全年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中心 

目的： 
1. 提升義工的服務技巧 
2. 組織義務工作，定期向社區提供服務 
3. 培養義工們的感情 

內容： 定期聚會及分享、機構探訪、技巧訓練、籌備義工服務等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報名前請先登記成為本中心義工)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梁盛凱先生 
電話： 2638 4059 
備註：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海報及單張 
 
 

 
 

服務範圍  
大元邨、富善邨、富亨邨、頌雅苑、汀雅苑、明雅苑、怡雅苑、新興花園、大埔廣場、大埔中心、太

湖花園、八號花園、美豐花園、富善花園、翠屏花園、翠怡花園、寶湖花園、舊墟、康樂園、船灣，

三門仔等 
 
 

  



 

活動報名須知 

 
1. 請親臨本中心報名。除特別指定活動外，所有活動均於舉行前十二個工作天截止報名，如報名超 

出名額，將以抽籤形式決定，本中心職員稍後將以電話通知中籤者。 

2. 如於小組/活動前一星期仍未收到取錄通知，該項報名則作落選論，並不會有個別通知。報名者也 

可致電向個別活動負責職員查詢。 

3. 報名時必須填寫報名表，並提供姓名、年齡、香港身份證號碼、住址及聯絡電話，以供本中心安 

排活動之用；這些資料亦可能向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之相關機構透露。〔所有資料提供純屬自願

性質，並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得到保障。〕 

4. 如有需要，職員會要求報名者出示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有關身份證明文件，以便核實其身份。各活 

動及課程只限已報名之人士參加，不得由別人替代，否則該人士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5. 中心職員於活動進行中或會為參加者拍攝照片，以便中心存檔、統計、研究或作日後宣傳之用。 

6. 如參加家庭活動，報名成員須為直系親屬。  

7. 所有活動日期及內容以中心海報及單張為準。  

8. 歡迎致電中心與負責活動/小組的職員聯絡查詢。 

9. 除特別註明外，本中心服務範圍內的居民可以優先參加本中心活動。  
 
 

免責聲明 

 
＊ 個別活動會有體力消耗或危險，參加者須考慮自己的能力及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  
＊ 中心保留更改活動資料的權利，參加者不得異議。  
 
  



惡劣天氣下中心開放及活動安排 

 
 中心服務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 V V V 

三號風球 V V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八號風球或以上 X 
(中心將於風球除下後兩

小時照常開放)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X 

黃色暴雨警告 V V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紅色暴雨警告 V 
(照常開放，但服務使用

者不應前來中心)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X 
(如活動舉行前四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X 
(中心將於暴雨警告除下

後雨小時照常開放)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X 
(如活動舉行前四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雷暴警告 V V X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仍懸掛，活動則取消) 

 
 
V：中心照常開放；活動照常舉行 
X：中心暫停開放；活動取消或延期舉行 
 
＊ 負責工作員亦會視乎當時實際的天氣情況，作最後的決定及個別通知。 

＊ 為策安全，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是否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