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Tai Po (South)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2019 年 3 月至 6 月通訊 

 

 

中心辦事處開放時間如下： 

「V」代表中心開放時段，「X」代表中心暫停開放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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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 1:00 
V V V V V V 

X 
下午 2:00 

- 下午 5:00 
V V V V V V 

下午 5:00 

- 晚上 8:00 
X V X V X X 

中心地址：大埔鄉事會街 2 號大埔社區中心 4 樓 

個案查詢電話：2657 8832 傳真：2638 4223  

社會福利署求助熱線：2343 2255 

 

 

中心附屬辦事處(活動報名處)開放時間如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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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 1:00 
V V V V V 

X X 
下午 2:00 

- 下午 5:00 
V V V V V 

地址：大埔鄉事會街 2 號大埔社區中心 1 樓 

活動查詢電話：2658 5539 或個別負責職員 

機構網址：http://www.swd.gov.hk  

 

 

服務地域  

廣福邨、運頭塘邨、太和邨、寶鄉邨、宏福苑、寶雅苑、景雅苑、德雅苑、 

逸雅苑、大埔墟、林村谷、大埔滘、錦山、泮涌、馬窩、西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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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的勇氣 

 

沒有放手的父母總會感覺煩惱是在自己的身上，若然如此，即使花上多少努力，孩子也難以

成長；相反，懂得放手的父母知道要把煩惱留給孩子，讓孩子自行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這

樣的管教，才會令孩子獨立自律。請記著，放手的目的並非要折磨孩子，只是不讓孩子迴避

社會或自然的要求，學習做一個接受後果的人。 

 

「當孩子出現問題時，煩惱是在父母身上？還是在孩子身上？」 

 

在放手的過程中，父母須拿出勇氣默默忍耐，陪伴孩子經歷撞板的苦。 

以下是一些放手的例子： 

 

孩子不肯自行吃飯 

不吃飯的自然後果是肚餓，父母只須設定進食時間並放手不餵食，開飯前向孩子清楚預告有

關要求，限時過後便收起食物。稍後孩子若嚷著肚餓，父母不要給予任何食物，告知孩子要

等待下一餐才會有東西吃。 

 

孩子在公園狂奔 

狂奔有機會會跌倒，自然後果是跌痛受傷。父母可對孩子作適當提點，當制止後孩子仍不聽

指示，在安全情況下，父母可嘗試放手，讓孩子奔跑，當孩子受到實際教訓後，他們必定會

留下深刻印象。 

 

孩子馬虎地做功課 

馬虎完成功課的後果是錯漏，得到不好成績，或被老師責罵。父母要放手讓孩子自行完成功

課，之後引導孩子自行檢查。若孩子草率了事，父母便放手讓孩子交回有錯漏的功課，讓孩

子接受老師的指正，或錯過老師的獎勵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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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至 6 月舉辦的小組及活動內容： 

活動分類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名額 費用 
負責職員/

電話 
備註 

婦女活動 
關愛滿埔 - 婦

女義工組 

全年不定時有聚會及活

動 
不定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不定期聚會，組織

義工服務，分享經驗，

交流心得，增進服務技

巧，建構互助社區，傳

承關愛互助的義工精

神。 

區內婦女 不限 全免 
黎淑君姑娘

/2657 8078 

參加者須先登記成為中心義

工 

婦女活動 
樂在「舞」曲 

4/2019 

4/4/2019-25/4/2019(逢星

期四)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學習跳舞，舒緩壓

力及擴闊社交圈子。 
大埔區婦女 8 人 全免 

馮慧珊姑娘

/2657 8255 
 

婦女活動 顧家俱樂部 
7/5/2019-28/5/2019(逢星

期二) 
下午 2:30-3: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提供平台讓家庭照顧者

抖一抖，照顧一下自己

的感受。動手、郁口、

踢踢腳，手工、小食、

跳跳舞，輕鬆分享減減

壓。 

區內家庭照

顧者 
8 人 全免 

黎淑君姑娘

/2657 8078 
 

婦女活動 
向壓力 SAY 

NO 
8/5/2017(星期三) 下午 3:00-4: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學習簡單的伸展運

動、課堂練習及分享，

讓參加婦女認識壓力的

起因及學習減壓技巧，

以建立積極健康人生。 

區內婦女 12 人 全免 
謝佩娥姑娘

/2638 3134 
 

婦女活動 
非凡婆媳工作

坊 

30/5、6/6、13/6、

20/6/2019(逢星期四) 

上午 10:00-中

午 12:0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認識影響婆媳關係的因

素--傳統觀念及期望；了

解奶奶與新抱兩個角色

的不同；重整定義家庭

界線，建立家人關係的

合理距離。 

大埔區婦女 10 人 全免 
陳佩伶姑娘

/2658 5541 

完成小組之參加者，有機會

被邀請隨後之進修課程-「和

諧粉彩體驗、情緒管理工作

坊」 

婦女活動 夏日美白 DIY 
5/6/2019-26/6/2019(逢星

期三)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學習 DIY 夏日護膚品，

如防曬霜、洗面乳等，

讓參加者學懂愛惜自

己，並透過組員分享舒

緩生活壓力。 

大埔區婦女 8 人 全免 
陳佩伶姑娘

/2658 5541 
 

婦女活動 
樂在「舞」曲 

6/2019 

6/6/2019-27/6/2019(逢星

期四)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學習跳舞，舒緩壓

力及擴闊社交圈子。 
大埔區婦女 8 人 全免 

馮慧珊姑娘

/2657 8255 
 



活動分類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名額 費用 
負責職員/

電話 
備註 

兒童活動 繽 Fun 星期六 18/5/2019(星期六)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不同的集體遊戲，

訓練小朋友的合作性，

建立積極主動和開放的

態度，提升解難能力。 

區內 8 至 12

歲兒童(社工

轉介、單

親、綜援、

新來港、低

收入家庭優

先) 

12 人 全免 
鄧淑文姑娘

/2658 6019 
 

親子活動 

蝶古巴特復活

盆栽親子工作

坊 

24/4/2019(星期三) 
上午

9:45-11:45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親子一同製作精美蝶古

巴特花盆，齊齊動手栽

種新樹苗，感受復活真

意義。 

區內 6-12 歲

兒童及其家

長 

6 個家

庭 
全免 

黎淑君姑娘

/2657 8078 
 

親子活動 
T‧PARK 源‧

泉遊 
26/4/2019(星期五) 

上午 10:00-下

午 5:00 

屯門 T‧Park 

(集合地點：大

埔社區中心一

樓) 

1. 專人導賞參觀 T‧

PARK [源‧區]，提升對

廢物管理、資源回收和

循環再用建立正面態

度。 

2. 在污泥處理廠內享受

［源‧泉］SPA，深入認

識香港綠色文化，親嘗

「轉廢為能」新體驗。 

區內中小學

生及其家長 
35 人 全免 

黎淑君姑娘

/2657 8078 

1. 參加者請自備午餐及食

水，也可在園內餐廳自費用

膳 

2. 請自備泳衣及毛巾享受

園內浸 SPA 的樂趣 

親子活動 
甜甜蜜蜜母親

節 
4/5/2019(星期六) 

上午

10:00-12:0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親子製作麵包布甸及紙

黏土盆栽，歡度母親

節。 

區內小學生

及其家長 

6 個家

庭 
全免 

陳佩伶姑娘

/2658 5541 

1. 自備食物盒 

2. 每個家庭最多四人 

親子活動 甜心媽媽 2019 11/5/2019(星期六)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製作小禮物送給母親，

表達對母親的心意，增

進親子關係及溝通。 

大埔區家庭 
8 個家

庭 
全免 

馮慧珊姑娘

/2657 8255 

每個家庭最少有一名五歲以

上的子女參與 

親子活動 
開開心心敬父

親 
15/6/2019(星期六) 

上午

10:00-12:0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親子製作朱古力布朗尼

及魔法珠珠鑰匙扣，歡

度父親節。 

區內小學生

及其家長 

6 個家

庭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1. 自備食物盒 

2. 每個家庭最多四人 

家庭生活教

育活動 
功課一站通 17/4/2019(星期三)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講座，分享處理幼

兒做功課的技巧，了解

對於管教子女的角色位

置及重點。 

區內幼兒家

長 
15 人 全免 

鄧淑文姑娘

/2658 6019 

由慈慧幼苗中心教育主任.

資深註冊社工主講 

家庭生活教

育活動 
家有乖孩子 

3/5、10/5、24/5、

31/5/2019(逢星期三) 

上午

10:00-12:0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小組講座及分享，

認識孩子及父母情緒管

理，同時學習用不同方

法處理孩子不當行為及

加強化孩子專注力。 

區內育有0-6

歲幼兒的家

長 

10 人 全免 
陳佩伶姑娘

/2658 5541 

由慈慧幼苗中心教育主任.

資深註冊社工主講 



活動分類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名額 費用 
負責職員/

電話 
備註 

家庭生活教

育活動 
大澳有情天 25/5/2019(星期六) 

上午 9:00-下

午 5:00 
大澳 

認識香港水鄉-大澳的歷

史文化，與家人於湖光

山色中度過愉快的假

日。 

大埔區家庭 50 人 全免 
陳佩伶姑娘

/2658 5541 

1. 自備船費及午膳費用 

2. 每個家庭最多四人參加 

義工活動 糉有愛 4/6/2019(星期二) 
上午

9:3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在節日裡透過包糉，送

給區內弱勢社群人士，

讓彼此感受人暑暖意。 

大埔區居民 8 人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製成品送區內有需要人士 

義工活動 

「有心有力」街

坊義工訓練工

作坊 

14/6、21/6、28/6 及

5/7/2019(逢星期五) 

上午

9:30-11:0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1. 學習提供服務給對象

的技巧，如長者、小孩； 

2. 本年度服務社區的事

項； 

3. 義工分享心得。 

大埔區居民 16 人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為本年度服務大埔社區作準

備，首個服務日將會在

6/7/2019(星期六) 

其他活動 新人互助社 
全年不定時有聚會及活

動 
不定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定期不同形式的活動和

聚會、介紹社會服務及

社區資源、分享經歷、

建立互助支援網絡、義

工服務 

區內新來港

婦女 
15 人 全免 

謝佩娥姑娘

/2638 3134 
 

其他活動 

環保製作系

列 – 春日甜

蜜蜜(A) 

3/4、4/4、10/4 及 

11/4/2019(逢星期三、四) 

上午

9:30-11:0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學習環保知識並利用天

然物料製作美容護膚

品：水果潤唇膏、香水、

止汗走珠露、春日護手

霜。 

大埔區居民 8 人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不可同時報名(B)班 

其他活動 

環保製作系

列 – 春日甜

蜜蜜(B) 

3/4、4/4、10/4 及 

11/4/2019(逢星期三、四) 

上午

11:00-12: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學習環保知識並利用天

然物料製作美容護膚

品：水果潤唇膏、香水、

止汗走珠露、春日護手

霜。 

大埔區居民 8 人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不可同時報名(A)班 

其他活動 
羽毛球樂紛

FUN 

2/5、9/5、16/5 及

23/5/2019(逢星期四) 

上午

9:00-11:00 
太和體育館 

藉著參與活動，減輕生

活壓力和擴闊個人社交

圈子。 

大埔區居民 16 人 全免 
楊子寬先生

/2638 4207 

需同時報名「伸展運動怎樣

做」活動 

其他活動 
伸展運動怎樣

做 

2/5、9/5、16/5 及

23/5/2019(逢星期四) 

上午

9:00-11:00 
太和體育館 

認識一些伸展動作，建

立正確姿勢，從而在日

常生活中能保護肢體。 

大埔區居民 16 人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需同時報名「羽毛球樂紛

FUN」活動 

其他活動 玩樂小時光 
2/5/2019-23/5/2019(逢星

期四)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體驗輕鬆有趣的小

玩意，認識自己，提升

人際溝通，擴闊社交圈

子，建立支援網絡。 

區內 18 歲以

上人士 
10 人 全免 

許惠玲姑娘

/2657 8864、

陳檸玲姑娘

/2657 8865 

 



活動分類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對象 名額 費用 
負責職員/

電話 
備註 

其他活動 簡單養生煮食 

8/5(三)、15/5(三)、

17/5(五) 及

22/5/2019(三) 

上午

10:00-11:30 

大埔社區中心

一樓 

透過簡單煮食，學懂照

顧自己與家人。煮飯

篇：1 飯、1 粥、1 菜、1

湯 

大埔區居民 8 人 全免 
羅慧雯姑娘

/2657 8277 

能完成四節小組之參加者，

有機會被邀請與 3 名家人 

(配偶及子女) 一同參加

25/5/2019(星期六)之大澳旅

行 



小組/活動報名表 

小組/活動名稱：                                 負責職員：                        

                             

 姓名 性別 年齡 關係 身份証號碼* 備註 

1.     參加者本人 □-□□□□□□(□)  

2.      □-□□□□□□(□)  

3.      □-□□□□□□(□)  

4.      □-□□□□□□(□)  

* 備註：身份証號碼只須填寫英文字母及頭四位數字 

電話：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位參加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參加者未滿十八歲，請家長代為簽署及寫上姓名） 
 

中心職員適用  

報名處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取報名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列明：日期及時間) 

1. 請於以下適用的方格填上號 

 單親家庭  領取綜援  來港不足兩年  以上三項皆不適用 

2. 你是否正接受本中心的個案輔導服務？ 

 是，負責個案社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3. 由過去兩年至現在，你是否曾參加本中心的活動？ 

 是  否 

4. 承上題，你從何得知此活動？ 

  家庭支援計劃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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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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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工作天截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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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特別指定活動外，所有活動均於舉行前一個月開始接受查詢及報名。 

3. 如於小組/活動前三天仍未收到取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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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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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料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得到保障。〕 

5. 如有需要，職員會要求參加者出示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有關身份證明文件，以便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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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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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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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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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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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