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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19年9月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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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辦事處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五樓 

 
中心開放時間表 三樓資源閣及活動室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三樓 

 
本中心及家庭資源閣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時期/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上午9:00 
至1:00 

      

休息 

下午1:00 
至2:00 

午膳 

下午2:00 
至5:00 

      

晚上5:00 
至8:0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時期/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 

上午9:00 
至1:00 

     

休息 
下午1:00 
至2:00 

午膳 

下午2:00 
至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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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湯水篇 

秋季湯水 

常言風高物燥，踏入秋季，氣候變得風大而乾燥，肺部首當其衝受到影響。風燥之邪損傷肺陰，容易

引起感冒乾咳、口乾舌燥、咽痛聲嘶等，故宜進食甘涼淸潤之品。 

 

沙參玉竹雪梨湯(2-3人量) 

 

【材料】沙參（1両）、玉竹（1両）、雪梨（2個）、粟米（1條）、南杏（5錢）、蜜棗（適量） 

 

【製法與用法】 

1. 將全部材料洗淨，粟米去鬚、切段。 

2. 將沙參、玉竹及南杏浸20分鐘，雪梨去芯。 

3. 大火煲滾水，加入全部材料，轉中火煲1小時，加鹽調味完成。 

 

【功效】潤肺止咳、補脾腎。 

 

 

冬季湯水 

冬天天氣寒冷，加上長者多肝腎不足，氣血衰減，人體氣血容易運行不暢，出現四肢冰冷等不適，故

長者於冬季宜補肝腎、養氣血。 
 
核桃杜仲牛肉湯(2-3 人量) 
 
【材料】核桃肉（1 両）、牛肉（適量）、杜仲（1 両）、枸杞子（1 両）、淮山（1 両）、薑（2 片）、鹽

（適量） 
 
【製法與用法】 
1、核桃肉放入鍋中(不用油)，慢火炒 5 分鐘取出，以除去核桃的異味。 
2、淮山、枸杞子及杜仲洗淨。 
3、牛肉放人滾水中煮 5 分鐘，撈起洗淨。 
4、核桃肉放人滾水中煮 3 分鐘，撈起洗淨。 
5、把適量水燒滾，然後加入全部材料，慢火煲 3 個半小時，放鹽調味。 
 
【功效】此湯水有補腎補腦、健脾養血的功效。 
 

由蓬瀛仙館大埔社區保健中心 

註冊中醫師 謝慧敏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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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成長與自信 
 
「哎呀…….. 媽咪，舊橙有核呀！」 你會如何處理孩子這個問題？相信現在你已經明白幫他把橙核

去掉是不當的吧！ 
 
父母只須說出事實，簡單地回應說：「係架，舊橙有核架」，然後便保持沉默，等待孩子自行解決問題。

孩子或會把核吐出來，或會把核吞進肚，或是用方法把核挑出來，又或者大發脾氣吵鬧。無論如何，

就讓孩子自己面對那粒橙核，他要麼接受現實吃有核的橙，要麼學習解決問題。在當中父母並不用做

甚麼，因為不論做甚麼，你也會讓孩子錯過了一次學習成長的好機會。 
 
 
不懂自行解決問題而一味埋怨的孩子，他們依賴大人給他幸福，這些小王子小公主的生活沒有保障；

懂得面對問題的孩子，他們的幸福及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份獨立自主的能力，就是成長的驕傲。

希望你能培養出一位自豪自信的孩子。 
 
＜部分摘自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科 
中央心理輔助服務 (學前服務)-- 從管教到自律: 管教再 3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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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活動 

羽毛球多樂趣(2019 年第三季) 

日期： 9/10、16/10、23/10 及 30/10/2019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00 至 11:00  
地點： 大埔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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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拉筋伸展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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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活動  
English name: Badminton Fun(3rd Quarter of 2019) 
 

認識社區紓緩及寧養服務 

日期： 24/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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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增加社區人士對本地寧養服務的認識 
2. 提升社區人士對晚期病病人身、心、社、靈需要的認識 

內容： 簡介寧養服務的本地發展、晚期病病人的身心社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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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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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of Services for the Ill Healt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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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友」愛 

日期： 31/10、7/11、14/11 及 21/11/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3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藉著製作包點，加強參加者的支援網絡 
內容： 學習製作中式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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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Bun Making 
 

卷卷心中情 

日期： 6/11、8/11、13/11 及 15/11/2019 (星期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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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紙藝術 
2. 學習製作衍紙藝術品，以表現自我 
3. 建立平台，讓婦女有更多空間進行互動及鞏固個人支援網

絡  
內容： 利用衍紙製作出不同的手工藝品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1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5216 
English name:  Art of Quilling 
 
 
 

經典再現-碗仔翅 

日期： 12/12/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3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透過製作碗仔翅，加強參加者的人際網絡 
2. 製造開心經驗，紓緩參加者的生活壓力 

內容： 學習製作碗仔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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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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Shark's Fin Soup 
 
 

家庭生活教育活動 

 
 

月餅代表我的心 

日期： 6/9/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09: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月餅製作，為家人準備慶祝月滿中秋佳節，傳達愛意 
內容： 月餅製作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English name:  My special moon cakes for my family 
 

親子系列(三)之暢遊茶具文物館 

日期： 7/9/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1:00 
地點： 金鐘 

目的： 
1. 凝聚家庭力量 
2.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參觀茶具文物館、問答遊戲及茶聚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10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自備車資、九龍塘火車站集合 
English name: Have a nice day at Museum of Tea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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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之間有得 SAY 

日期： 17/9/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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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古今的文化和社會的變化，分析現代婆媳關係的狀況 
2. 認識婆媳關係的多元形態，有方向地建立良好的婆媳關係 
3. 協調婆媳關係簡易法則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栢通先生 / 2638 4512 

備註： 
1. 講師為香港家庭福利會「婆媳緣‧祖孫情」多代家庭教育

及支援計劃(第二期)之註冊社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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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細味‧自然 

日期： 21/9/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30 至 下午 5:00  
地點： 龍虎山及香港大學 

目的： 
1. 增加接觸大自然的機會 
2. 紓緩生活上的壓力 

內容： 
1. 生態遠足活動，欣賞自然生態及歷史遺跡 
2. 參觀香港第一學府 – 香港大學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23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栢通先生 / 2638 4512 

備註： 
1. 須自費或自備午膳及自備水 
2. 必須穿著合適遠足的衣物及運動鞋 
3. 參加者請自備防晒及防蚊用品 

English name:  Hiking day in Lung Fu Shan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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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捕捉」親子攝影比賽 2019 

時段： 1/10 - 30/11/2019  
地點： 大埔區內 

目的： 
1. 增進家庭和諧 
2. 強化親子關係  

內容： 

1. 透過親子攝影創作比賽，捕捉「愛」的時刻，以宣傳幸福

和諧家庭的訊息，強化親子關係 
2. 評審標準：家庭幸福指數(60%)、景色(30%)、拍攝技巧及

構圖(10%)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不限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栢通先生 / 2638 4512 

備註： 

1. 參加者請將作品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連同活動

報名表一併親身交回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 
2. 參賽作品不接受任何電腦加工合成，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3. 得獎作品將由本中心職員以投票方式選出 
4. 活動設冠、亞、季軍各 1 名及優異獎 2 名，所有得獎者

均可獲獎狀及禮物乙份 
5. 得獎者將於 2019 年 12 月份獲電話通知 
6. 得獎作品將於本中心三樓家庭資源閣內展出 

English name:  2019 Love Family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親子系列(三)之暢遊南生圍 

日期： 16/11/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2:00  
地點： 元朗南生圍 

目的： 
1. 凝聚家庭力量 
2.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遊覽南生圍、戶外寫生  
對象： 大埔區家長 
名額： 10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自備車費及飲料、防曬用品及寫生工具 
English name: Enjoy a big day at Land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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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笑俱樂部 (2019 年 10-11 月) 

日期： 8/10、22/10、5/11 及 19/11/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0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讓參加者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及瑜伽呼吸法，以達致身心放鬆

和減壓效果 
內容： 學習愛笑瑜伽動作和瑜伽呼吸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譚雪盈姑娘 / 2638 1044 
導師： 愛笑俱樂部領袖義工 
備註： 穿上輕便衣服   
English name:  Laughter Yoga Club (Oct-Nov 2019) 
 

減壓系列(三)之瑜伽減壓好輕鬆 

日期及時間： 

9/10、16/10、23/10 及 30/10/2019 (星期三)  
上午 11:00 至 12:00 
2/11、7/11、14/11 及 23/11 (星期四、六) 
下午 2:30 至 3:45 
2/12、9/12、16/12 及 23/12 (星期一) 
上午 9:30 至 10:45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藉減壓瑜伽舒緩精神壓力、焦慮抑鬱情緒; 
提昇注意個人健康意識，也藉此擴闊社交圈子 

內容： 鬆弛肩頸崩緊肌肉、分享減壓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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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報名者需要經過面試 
2) 自備濕紙巾、大毛巾、輕便貼身衫褲  

English name: Healthy Yo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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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仔模範生 

日期： 10/10 及 17/10/2018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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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成為模範家長的管教技巧 
2. 提升家長回應子女需要的能力 

內容： 

 講解家庭環境對子女長遠發展的重要性，分析兒童於不同

階段的行為表現、心理變化及學習模式，從中找出培育子女

的關鍵重點。透過探討不同管教模式的利弊，讓家長檢視於

日常遇到的管教困難，找出當中無效的親子對話，並以直截

了當的回應方式取代，改善子女的情緒或行為問題。  
對象： 大埔區家長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加朗先生 / 2665 0654 
English name:  Parenting Enhancement Group 
 
 

麵包秀 

日期： 15/10/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教授自製麵包方法及技巧 
2. 鼓勵為家人烹製健康麵包，傳達對家人愛意 
3. 培養個人生活興趣 

內容： 西式麵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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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自備食物盒一個  
 
English name:  Bread Show 
  



12 
 

 

親子系列之港島名勝話你知 

日期： 19/10/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5:00  
地點： 中環、山頂花園 

目的： 
1. 凝聚家庭力量 
2.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暢遊大館、山頂花園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12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1. 穿著輕便衫褲、鞋履 
2. 自備飲料及防曬用品 

English name: Amazing scene  
 

減壓系列之暢遊大潭水塘 

日期： 26/10/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4:00  
地點： 大潭水塘 

目的： 
1. 舒緩內在壓力 
2. 擴闊社交網絡  

內容： 步行大潭水塘、分享減壓方法及茶點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1. 穿著輕便衫褲、運動鞋、自備飲料、防曬用品 
2. 須自備車資 

English name: Enjoy the great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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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和諧家庭 

日期： 28/10、4/11、11/11 及 18/11/2019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透過製作和諧粉彩畫，來學習管理及轉化憤怒情緒，學習家

人和平相處 

內容： 
1. 認識自己情緒 
2. 學習製作和諧粉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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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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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註冊社工 

備註： 
歡迎曾參與「婆媳緣。祖孫情」代家庭教育及支援計劃下所

舉辦的小組及講座的參加者參加 
English name:  Drawing group -- Harmony Family  
 

「痛」而不「苦」-慢性痛症治療小組 

日期： 31/10 及 7/11/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認識慢性痛症的成因 
2. 學習紓緩疼痛的技巧 
3. 認識疼痛、思想、情緒及行為之間的關係，及以負面思想

面對疼痛所帶來的惡性循環 
4. 建立正面思想及具體行動面對及處理疼痛 

內容： 
1. 慢性痛症講座 
2. 針對頭痛、失眠、肩部疲勞等常見痛症，教授及練習穴位

按摩技巧及治療性運動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曉慧姑娘/彭詠詩姑娘/黃偉芳先生 2665 0572/2667 5361 
導師： 註冊物理治療師及註冊社工 
備註：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服裝出席及是次活動不設託兒服務  
English name:  Live with pain positively -Chronic pain manage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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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家庭樂 

日期： 2/11/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 下午 4:0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四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及大埔海濱公園 

目的： 
1. 親手製作風箏，促進家庭成員互相合作 
2. 透過製作風箏，創造輕鬆及快樂的經歷 

內容： 家庭成員一起製作風箏，並到大埔海濱公園放風箏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梁盛凱先生 / 2638 4059 
English name:  Happy Kite Flying Day 
 

金風送爽：香港漁鄉探索暨文化之旅 

日期： 9/11/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5:00 
地點： 大生圍魚塘及屏山文物徑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對有機養殖的認識 
2. 凝聚家庭力量 
3. 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 
1. 親身體驗有機水產養殖 
2. 了解有機水產對自己和環境的好處 
3. 參觀屏山文物徑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26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栢通先生 / 2638 4512 

備註： 
1. 須自費或自備午膳及自備水 
2. 參加者可自行決定購買有機水產  

English name: Yuen Long Eco and Cultur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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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系列之暢遊萬宜水庫 

日期： 12/10/2019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00 至 下午 4:00  
地點： 西貢 

目的： 
1. 舒緩精神壓力 
2. 擴闊社交網絡 

內容： 欣賞水塘美景、減壓分享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10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穿著輕便衫褲、運動鞋、自備飲料、防曬用品 
English name: Enjoy at the great reservoir 
 
 

伴讀天地 

日期： 13/11、20/11、27/11 及 4/12/2019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認識親子共讀對孩子的重要性 
2. 教授充滿趣味又有成效的朗讀技巧 
3. 教授家長為孩子選擇優質的圖書 

內容： 推行「兒童伴讀訓練」 
對象： 區內育有 0-8 歲子女之家長 
名額： 15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導師： 「書伴我行(香港) 基金會」協辦 
備註： 參加者如能出席所有節數，將獲贈優質中、英文圖書各一本。   
English name:  Training on Reading for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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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痛「悟」痛 --- 家庭主婦篇 

日期： 14/11/2019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1. 認識「媽媽手」、「網球肘」及頸痛常見的成因 
2. 學習舒緩疼痛的技巧 

內容： 
1. 痛症講座 
2. 教授及練習穴位按摩技巧及治療性運動 
3. 健康睡枕選購攻略 

對象： 大埔區婦女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曉慧姑娘/彭詠詩姑娘/黃偉芳先生 2665 0572/2667 5361 
導師： 註冊物理治療師及註冊社工 

備註： 
是次活動不設託兒服務 
如同時參加「痛而不苦-慢性痛症治療小組」，將獲優先考慮。 

English name: "Know" Pain "No" Pain - Talk for Housewife  
 

至醒爸媽工作坊  

日期： 15/11/2019(星期五)及 21/11/2019(星期四)  
時間： 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現今家長對幼小管教感到十分頭痛，特別在其學習態度、社

交及行為等，都束手無策。雖然很多家長花了不少心機和氣

力，但學童的表現也未必能盡如人意。有見及此，希望透過

這次工作坊，讓家長能學習提升學童記憶力及專注力的技

巧。另外，亦會探討學童在社交、情緒及行為表現，從而促

進其正向發展 

內容： 
1. 教導家長提升學童的專注力及記憶力  
2. 了解、促進及改善學童在情緒、社交與行為的發展 

對象： 大埔區家長 
名額： 12 人 
費用： 全免 

導師： 
講解由香港耀能協會專業職業治療師及特殊教育幼兒導師

主講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5216 
English name: Smart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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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之任務 

日期： 16/11/2019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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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眾了解導盲犬的職能及協助傷健人士能可以獨立及有

尊嚴地生活，並讓參加者明白活在當下的重要及珍惜身邊事

物 

內容： 

1. 協會簡介:香港導盲犬協會 
2. 認識導盲犬  
3. 視障人士相處錦囊 
4. 使用者/幼犬寄養家庭分享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50 人(每個家庭最多 4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曾美莉姑娘 / 2638 5216 

備註： 

1. 參加者之父母需要確定自己或孩子是否有對犬隻的毛髮

有敏感 
2. 若導盲犬當日身體狀況良好，是日會有一至兩隻導盲犬到

場  
English name:  Dog's mission 
 
 

擁抱驕陽‧生死教育講座 

日期： 22/11/2019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30 至 上午 11: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提升社區人士對善終的認識及預早安排身後事的概念 
內容： 簡介善終的概念，處理身後事的程序，及介紹圓滿人生服務 
對象： 大埔區居民 
名額： 20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陳栢通先生 / 2638 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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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社工 
 
English name:  Talk 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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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系列之嬴在終點線 

日期： 7/12、14/12、21/12 (星期六)及 24/12/2019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00 至 10:15  
地點： 大埔海濱公園回歸塔 
目的： 藉著親子同跑以強身健體，促進彼此關係，凝聚家庭力量       
內容： 親子一起拉筋、緩步跑 
對象： 大埔區家庭 
名額： 8 個家庭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鍾秀芳姑娘 / 2638 2373 
備註： 穿著輕便運動衫褲、跑步波鞋 
English name:  Happy Parent-child Jogging 
 
 

義工活動 

 

義工編織顯愛心 0919 

日期： 4/9、2/10、6/11 及 4/12/2019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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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中心義工發揮個人潛能，提昇自信心 
2. 鼓勵義工利用餘閒服務社會 
3. 讓義工們互相分享服務經驗、彼此支持 

內容： 編織作品送給有需要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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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name: Knitting Volunteer Group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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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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期聚會及分享、提供不同資訊予家長，以協助有特別學習需要

幼童及為家長提供支援服務 

內容： 為懷疑或已評估有特別學習需要的 2-9 歲幼兒之家長，提供有關資

訊、訓練及親子活動等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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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 
備註： ~參加者需填寫「Smart Pa Ma 」申請表格，並交回本中心三樓 

~申請表可於本中心三樓或五樓索取 
~成功申請的會員，日後會以 whatsapp 短訊收到活動通知 
~詳情可向負責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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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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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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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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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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name:  Deep heart Trainer 
 

 
 

服務範圍  
大元邨、富善邨、富亨邨、頌雅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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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調劑師 

日期： 全年不定期聚會  
時間： 上午 09:00 至 10:30  
地點： 大埔政府合署三樓家庭資源閣活動室 
目的： 互相支援，建立互助精神 
內容： 透過定期聚會，分享生活喜與憂 
對象： 區內需情緒支援婦女 
名額： 8 人 
費用： 全免 
負責職員/電話： 謝美琼姑娘 / 2665 1405 
備註： 社工轉介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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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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中心安排

活動之用；這些資料亦可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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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別人替代，否則報名者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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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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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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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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前來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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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小組 / 活動報名表 

小組 / 活動名稱：    負責小組 / 活動之職員：  
 
小組 / 活動舉辦日期：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者姓名 與報名人關係  性別 / 年齡 香港身份證號碼首 4 個字(包括字母及數字) # 
1.    報名者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 例如身份證號碼為 A123456(7)，則只須填寫 A123 
 
聯絡電話：(住宅)             （手提）              (地址)                                                              
如有緊急事故，可致電(住宅)           （手提）         與（姓名）      （關係）    聯絡。 
如有，請註明轉介社工姓名：                                 （電話）                                           
 
1. 請以下適當方格： 
□ 領取綜援人士     □ 單親家庭     □ 來港定居不足兩年者     □ 殘疾人士/長期病患     
□ 不適用 
2. 由過去兩年至現在，你曾否接受本中心的個案輔導服務或參加本中心活動？ 
□ 本人現在正接受個案輔導服務，負責個案社工是 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現在沒有接受個案輔導服務，但本人於過去兩年曾參加中心活動 
□ 本人現在沒有接受個案輔導服務，同時本人於過去兩年未曾參加中心活動 
3. 你從何得知此活動？ 
□  中心宣傳活動 / 街展  □  中心季訊 / 海報 
□  現時服務使用者 / 過去服務使用者 / 義工推介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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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看世界 
 
這個世界無奇不有，很多事物也超出我們想像之外。世事萬物的知識無窮無盡，大家不妨玩玩這個冷

知識小遊戲，看看您能答中多少題! 
 

問題一︰ 西方國家很多酒店都沒有哪個房號 答案 1  
 A 777 B 420 C 444   
問題二︰ 哪個點頭代表的意思是「不」，搖頭代表「對」？ 答案 2  
 A 奈及利亞

（Federal 
Republic 

B 阿爾及利

亞（Algeria） 
C 保加利亞

（Bulgaria） 
  

問題三︰ 全球擁有最大土地面積的是哪一個國家 答案 3  
 A 中國 B 美國 C 俄羅斯   
問題四︰ 撲克牌哪張 King 的咀唇上沒有鬍子？ 答案 4  
 A 紅心 King B 黑桃 King C 每張 K 都有鬍子   
問題五︰ 企鵝的的腿骨長度佔整體身高的比例是? 答案 5  
 A 六分一 B 三分一 C 二分一   
問題六︰ 哪一種蟹懂得向前走路? 答案 6  
 A 寄居蟹 B 椰子蟹 C 大閘蟹   
問題七︰ 北極熊的毛和皮膚是什麼顏色? 答案 7  
 A 透明、白

皮膚 
B 白色、肉色

皮膚 
C 透明、黑色皮膚   

問題八︰ 世界最大的酒店室內壁畫位於 答案 8  
 A 北京 B 香港 C 羅馬   
問題九︰ 一張紙最多可對多少次 答案 9  
 A 3 B 5 C 7   
問題十︰ 香口膠的原材料 答案 10  
 A 魚膠 B 花膠 C 天然或合成橡膠   
問題十一︰ 世界上，真的有「長生不老」的動物，牠擁有「返老還童」

的能力，那是什麼動物? 
答案 11  

 A 烏龜 B 紅海膽 C 燈塔水母   
問題十二︰ 海星有腳嗎? 答案 12  
 A 有 B 沒有 C 手腳合一   

 
請將答案寫在此頁適當位置上，並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交回此遊戲紙正本到大埔汀

角路一號大埔政府合署三樓社會福利署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家庭資源閣，只要答中10題或以上，

便可獲紀念品乙份。每家庭只限交回表格乙份及領取紀念品乙份，數量有限，送完即止。答案將會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張貼在本中心 3 樓展板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92%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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