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22 年 3 月至 6 月通訊 

 

地址：新界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三樓及四樓 

查詢：2673 1525 

傳真：2679 3716 

中心電郵：ssifscenq@swd.gov.hk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三樓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V V V V V V 下午 2:00 至下午 5:00 
V V V V V V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四樓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V V V V V V 下午 2:00 至下午 5:00 
V V V V V V 下午 5:00 至晚上 8:00 
V  V    

 

補領長者咭辦理時間：(補領長者咭需繳 22 元，半年內半身近照一張及身份證副本)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V V V V V  下午 2:00 至下午 5:00 
V V V V V  

 

(「V」代表中心開放時段) 

本中心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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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亂花費 

 

家長問：我的孩子經常要求買東西，我可以怎樣做？ 

 

心理學家答：「東東今年五歲，是個很活潑的男孩子。他很喜歡吃東西，也喜愛收集寵

物小精靈的咭片，有時也會跟同學互相交換，得到很多「特別版」咭。可是，東東的

媽媽卻很煩惱，因為每次帶東東逛商場，他總是不停要求買這買那，不買給他他就大

吵大鬧，結果總是給媽媽大罵至哭個不停，或是媽媽干脆就「息事寧人」，給他買一大

堆。 

 

其實媽媽要用行動教曉東東一件事：就是哭鬧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反而他要做一個令

媽媽滿意的好行為才能得到咭片作為獎勵。只要媽媽能貫徹實行這種方法，不再「獎

勵」他的哭鬧，而是用他喜歡的精靈咭去鼓勵他的好行為，東東的行為就會理想很多。 

 

喜愛一件東西而想擁有它本是人之常情，而且想擁有物質的慾望有時更能推動我們付

出勞力和努力來工作。不過，如果父母過份倚賴用物質來獎勵小朋友或作為要他們合

作的誘因，那麼父母的「板斧」就會太少，而且孩子只會要求買愈來愈貴的玩具或零

食，到父母覺得不能再滿足小朋友奢侈的要求時，小朋友便會拒絕合作，而父母到時

亦沒有其他辦法了。所以，有時候跟小朋友到公園玩，打羽毛球、跑跑跳跳、去動物

園看猿猴、老虎、雀鳥，過快樂的一天，令他們回味無窮，下一次你要獎勵小朋友時

就可以多一個選擇了。」 

 

資料參考來源：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科—父母疑難十解（小冊子）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cps/sub_booksbook6/ 

 

 

 

 

 

 



https://www.facebook.com/carercafe 

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照顧者睇直播 Live 小朋友長者有人陪 

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Online Cafe 

請即掃描二維碼，讚好及追蹤「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咖啡｜花茶｜網上直播｜即時互動｜更多 ｜ 

 

 

 

 

 

 

 

 

Online Café 即時互動遊戲室  

網上互動 

咖啡及花茶製作 

DIY 禮物包 

 

除了實體咖啡室，每月第一個星期二早上 10:00 至 11:00 也可以在「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Facebook 同你傾吓計，分享咖啡及花茶製作、放鬆運動／DIY 工作坊。同一時間也可以參與

「DIY 禮物包」登記及「即時互動遊戲室」。 

 

想了解更多？可立即掃描上方 QR Code，讚好及追蹤「社區照顧者咖啡室」的資訊。 

 

 

 

參與方法 

1. 註冊成為 Facebook 用戶 

2. 讚好「社區照顧者咖啡室」專頁 

3.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早上 10:00 至 11:00 收看直播 

 

如果錯過了直播時間也不用擔心，到「社區照顧者咖啡室」專頁可重溫內容 

查詢：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亞華／琪琪（電話：2157 9677） 

 

 

 

 

 



新會員登記‧每人只限登記一次 

即送您咖啡掛耳包及花茶 

讓您安坐家中享受休閒時光 

 

登記流程： 

1. 掃描 QR Code 

2. 網上填寫申請表 

3. 同事會透過電話聯絡 

4. 確定成功登記 

 

 

 

 

 

 

 

新會員登記查詢：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亞 Law 5318 3189 

亞華  5319 7348 

亞濼  9532 3895 

 

 

 

 

 

 

 

 

 

 

 

 

 

 

 

 

 

 

  



2022 年年年年 3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 月活動資料月活動資料月活動資料月活動資料 

親子活動系列親子活動系列親子活動系列親子活動系列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名額 對象 地點 負責同事 費用 

09/04/2022 (六) 上午 9:30-11:00 親子小手工*得意復活蛋 

親子一起制作復活蛋 

(家長須一同出席) 

5個家庭 

區內育有3-8歲子女的家庭 

本中心活動室 范凱欣姑娘 

(2673 0357) 

免費 

 



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兒童組兒童組兒童組兒童組)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名額 對象 地點 負責同事 費用 

05/03/2022 (六) 上午 10:30-11:30 數字人生 透過魔力橋、卡牌遊戲，讓參加者學習待人相處技巧。 

8人 區內 6-10歲兒童 本中心活動室 歐雅妍姑娘 

(2673 6550) 

免費 

 



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個人發展活動系列(成人組成人組成人組成人組)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名額 對象 地點 負責同事 費用 

22/04/2022 (五)、 

13/05/2022 (五)、 

17/06/2022 (五)、 

15/07/2022 (五) 

上午 10:00-11:30 太陽帽編織 2022 透過教授編勾太陽帽，過程中，組員學習編勾技巧，並可擴闊社交技巧，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8人 區內對編勾有興趣人士 

本中心活動室 郭慧雯姑娘 

( 2679 3195 ) 

免費 

27/04/2022 (三)、 

04/05/2022 (三)、
11/05/2022 (三)、 

18/05/2022 (三) 

上午 9:30-11:30 兒加愛*孩子情緒篇 透過學習情緒的“語言”和同理心，了解孩子的情緒需要；認識夫婦關係對孩子的情緒影響；提升家長對孩子情緒的敏感度；協助家長積極及正面回應孩子的情緒，以及改善親子關係。 

 備註：與東華三院賽馬會【家、加愛】中心合辦 

8人 區內 2-6歲 兒童家長 

本中心活動室 范凱欣姑娘 

(2673 0357) 

免費 

27/04/2022 (三) 上午 10:00-中午
12:00 

“可”來戚戚風？ 透過烘焙美食及減壓練習，從中減輕生活壓力；並擴闊社交圈子，建立支援網絡。 

8人 區內育有幼稚園至中學子女的婦女(單親優先) 

本中心活動室 馬淑芳姑娘 

(2673 6420) 

免費 

12/05/2022 (四) 上午 10:00-下午
12:30 

密密縫慢慢斟 透過製作手縫零錢包，發掘個人興趣，從中減輕生活壓力；並擴闊社交圈子，建立支援網絡。 

8人 區內育有幼稚園至中學子女的婦女 

本中心活動室 馬淑芳姑娘 

(2673 6420) 

免費 

24/05/2022 (二)、
26/05/2022 (四)、
31/05/2022 (二)、
02/06/2022 (四) 

上午 9:30-11:30 兒加愛 - On Call爸媽小組 

透過遊戲、短講及討論等，讓父母反思其育兒初心，從而建立愛溢滿屋的家庭。 

 

8人 區內0-6歲小朋友之家長(經濟欠佳家庭優先) 

本中心活動室 鄧燕萍姑娘 

(2679 8372) 

免費 



備註： 

 活動與東華三院「家ㆍ加愛」中心合辦 

 參加者需自備家庭照片 

 出席滿 4節活動的參加者贈送精美文具包一份 

28/05/2022 (六) 下午 2:15-4:45 兒加愛 *夫婦皮革工作坊 

-透過制作皮革零錢包，增加夫婦互動 

-學習夫婦溝通技巧，從而增潤夫婦關係（夫婦需一同參加） 

4對夫婦 區內育有0-6歲幼童家長 

本中心活動室 范凱欣姑娘 

(2673 0357) 

免費 

15/06/2022 (三)、 

22/06/2022 (三)、 

29/06/2022 (三)、 

06/07/2022 (三) 

上午 9:30-11:00 兒加愛 *家長情緒篇 提升家長對自己情緒的變化； 了解家長自我思想、情緒及行為的相互關連，並對教育孩子的影響；提升情緒管理技巧，加強親子關係。 

8人 區內 2-6歲 兒童家長 

本中心活動室 范凱欣姑娘 

(2673 0357) 

免費 

15/06/2022 (三) 上午 10:00-11:30 樂烘烘 透過簡易美食製作，從中減輕生活壓力；並擴闊社交圈子，建立支援網絡。 

8人 區內婦女 本中心活動室 馬淑芳姑娘 

(2673 6420) 

免費 

16/06/2022 (四) 下午 2:00-4:00 關『愛』北『老』 

(長期義工服務) 

招募義工活動。透過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隊提供培訓，讓義工了解體弱長者的特性，從而為北區私營安老院內的長者提供服務，建立地區互助精神。 

15人 區內人士 本中心活動室 余偉文先生 

(2679 6433) 

免費 



活動報名須知 

 

1. 請親臨本中心報名。除非個別活動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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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先到先得形式決定。報名先後以遞交表格時間為準。名額以外、非優先服務對象或是

截止日期後的報名列作後備。中心職員稍後將以電話通知獲取錄者。 

 

2. 如於活動前三天仍未收到取錄通知，該項報名作落選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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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狀況、住址及聯絡電話等資料，以供中心安排

活動之用。這些資料亦可能會向有需要知道這些資料的有關機構透露。資料會在中心存檔至活動

檔案完結後兩年註銷。 

 

4. 如有需要，職員會要求參加者出示身份証明或其他有關文件以核實身份。各活動只准獲取錄之人

士參加，不可由別人替代，否則會被取消資格。 

 

5. 如參加家庭活動，報名成員須為直屬親屬(個別活動另外指定除外)。 

 

6. 所有活動的內容以中心海報及單張為準。 

 

 

 

免責聲明 

 

＊ 個別活動會有體力消耗或危險，參加者請考慮自己的能力及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 

 

＊ 本中心保留更改活動資料的權利，參加者不得異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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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劣天氣下中心開放及活動安排惡劣天氣下中心開放及活動安排惡劣天氣下中心開放及活動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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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 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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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及家長請考慮各地區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前來本中心參   

加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