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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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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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sifscenq@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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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疑難 

孩子不願睡覺  

 

 

家長問：我的女兒四歲，我很愛她，但每晚睡覺前經常爭吵，因為她老不願上 

床睡，經常拖延，又嚷著要爸媽說故事，我可以怎樣處理？ 

 

心理學家答：「有些孩子很愛睡，一天睡上很長時間。另有些孩子精力旺盛，特別不愛睡，他們寧願

一天到晚不停玩。要培養良好的睡眠習慣，請注意以下幾點： 

 

1. 應訓練孩子每晚定時上床，清楚讓他們知道自己每晚的睡覺時間，一般來說不應隨便改動。 

 

2. 另外，睡前要讓孩子逐步平靜下來，應避免情緒過度興奮。當孩子感到亢奮，他們上床後就會輾

轉難眠，很久才可以入睡。 

 

3. 家長可以在睡覺時間前提醒孩子，例如提醒他說「仍有三十分鐘便要要上床」、「仍有十五分鐘便

要上床」，這些提醒可以幫助孩子逐步調適自己的狀態。 

 

4. 有些孩子不願睡，因為他們想跟爸媽在睡前多玩耍傾談，很多孩子太享受睡前那段親子時間，他

們就撐著眼不睡，纏著爸媽撒嬌。爸媽可以告訴孩子：「我知道你想跟爸媽繼續玩，但睡覺時間

到了，明天再玩吧。」然後爸媽就要暫停玩耍傾談，靜靜讓孩子知道要乖乖睡覺了。 

 

5. 若孩子長期無法入睡，應檢討他的起居作息安排，是否日間睡得太多。一般來說，孩子累了便

睡，這是自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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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康組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同行」殘疾人士家庭支援計劃  
 
路同行到北區喇！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每月第三個星期二：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上午 10:00 – 12:00 
路同行舉辦活動及招聘導師／托護員！ 
 
 
立即登記成為會員 

 
 
 
 
第一次活動：皮革 DIY 
 
11 月 1 日： 
新界粉嶺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 2 樓 217 室 
 
11 月 15 日： 
新界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4 樓 
 
熱線／Whatsapp：5688 6458 
 
 
想了解更多關於路同行的服務，歡迎北區的朋友過來搵我地傾下偈～ 
 
 
 
 
 
 
 
 
 
 
 



復康組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同行」殘疾人士家庭支援計劃  
 
11、 12 月北區活動  
 
 
皮革 DIY 工作坊 
壓印名字鎖匙扣、皮革零錢包 
日期：1/11/2022、15/11/2022（星期二） 
時間：10:00 – 12:00 
地點：1/11 – 新界粉嶺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 2 樓 217 室 

15/11 – 新界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4 樓 
 
 
擴香石、京友禪工作坊 
利用精油製作屬於自己的芳香擴香石及京友禪小布袋 
日期：6/12/2022、20/12/2022（星期二） 
時間：10:00 – 12:00 
地點：6/12 – 新界粉嶺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 2 樓 217 室 

20/12 – 新界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4 樓 
 
 
 
費用全免 
歡迎即場入會&下載手機 App 獲得$10 現金券 
 
QR CODE 報名： 

 
 
 
 
歡迎致電／WhatsApp 5688 6458 了解更多！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社會福利署  
 
社區照顧者咖啡室  
 
想忙裡偷閒，加加油？  
「社區照顧者咖啡室」為你提供被照顧者暫托服務以及一個嘆下咖啡花茶、做做手

工、聊聊天，屬於你自己的休閒空間  
 
歡迎預約  
 
 
對象  
婦女照顧者  
 
 
登記地點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上水廣場 1709-10 室）  
電話： 2157 9677 亞華  
 
咖啡室開放日子  
上水店  
日期：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  *公眾假期暫停  
時間：上午 9:30-12:00 
地點：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209 室）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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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2022 (六)、 

10/12/2022 (六) 

上午 10:30-中午

12:00 

親子 STEM 工作坊 透過親子製作 STEM 小玩意，學習

簡單的科學知識，並加強親子溝通。 

8 人 

(4 對親子) 

區內 6-10 歲學生

及家長 

本中心活動室 歐雅妍姑娘 

(2673 6550) 

免費 

家長時段︰

25/11/2022 (五) 

親子時段︰

02/12/2022 (五) 

家長時段︰

09/12/2022 (五) 

親子時段︰

16/12/2022 (五) 

家長時段 

上午 10:30-11:30 

親子時段 

下午 3:30-4:30 

「正向爸媽．快樂

孩子」親子溝通小

組 

透過家長小組分享、親子 DIY 及遊

戲活動，讓家長學習正向思維及善

意溝通，提升親子溝通技巧，建立

正面親子關係。 

8 對親子 區內 5-8 歲兒童及

家長 

本中心活動室 楊珊渝姑娘 

(2679 0479) 

免費 

 
  



個人發展活動系列(兒童組)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名額 對象 地點 負責同事 費用 

24/12/2022 (六) 上午 10:30-中午

12:00 

英語樂滿 FUN—聖

誕篇 

透過趣味遊戲，使參加者輕鬆學習

英語。在遊戲過程中認識新朋友，

擴闊社交網絡。 

8 人 區內 6-10 歲學生 本中心活動室 歐雅妍姑娘 

(2673 6550) 

免費 

14/01/2023 (六)、 

04/02/2023 (六)、 

25/02/2023 (六)、 

18/03/2023 (六) 

上午 10:30-中午

12:00 

數字人生小組 透過魔力橋、卡牌遊戲，讓參加者

學習待人相處技巧。在遊戲過程中

認識新朋友，擴闊社交網絡。 

8 人 區內 6-10 歲學生 本中心活動室 歐雅妍姑娘 

(2673 6550) 

免費 

 



個人發展活動系列(成人組)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名額 對象 地點 負責同事 費用 

10/11/2022 (四) 上午 10:00-11:30 自家餃子 透過製作餃子，讓參加者體驗製

作自家餃子的樂趣，並培育對烹

飪的興趣，幫助紓緩生活壓力。 

8 人 區內婦女 

(單親優先) 

本中心活動室 鄧燕萍姑娘 

(2679 8372) 

免費 

11/11/2022 (五)、 

18/11/2022 (五)、 

25/11/2022 (五)、 

02/12/2022 (五) 

上午 10:00-11:00 自在人生 透過短講、小遊戲及小組分享，學

習正向心理學及 ABC 思考模式，

學懂掌控情緒，活出自在人生。 

8 人 區內青少年及成年

人 

本中心活動室 蔡碧珠姑娘 

(2679 5556) 

免費 

02/12/2022 (五)、 

09/12/2022 (五)、 

16/12/2022 (五)、 

20/12/2022 (二) 

上午 10:00-11:00 管教有法—處理子女

情緒 

透過正向管教，增加家長對情緒

的察覺力，讓家長在日常生活及

家庭環境中協助子女表達及處理

情緒，從而建立良好的家庭關

係。 

8 人 區內育有子女就讀

K3 至小四的家長 

本中心活動室 伍翠敏姑娘 

(2673 6346) 

免費 

30/12/2022 (五) 上午 10:30-11:30 新春水仙迎金兔 義工導師教導切割水仙頭，讓參

加者帶回家中浸養，迎接兔年。 

20 人 區內人士 

(綜援或低收入人

士優先) 

本中心活動室 余偉文先生 

(2679 6433) 

免費 

13/01/2023 (五) 上午 10:30-中午

12:00 

齊整年糕迎新春 義工導師教導參加者製作蘿蔔

糕，讓參加者能在家中預備，共

渡新歲。 

10 人 區內人士 

(綜援或低收入人

士優先) 

本中心活動室 余偉文先生 

(2679 6433) 

免費 

16/01/2023 (一) 上午 10:30-11:30 揮春賀新歲 義工導師教導參加者書寫揮春，

讓參加者帶回家中佈置，增添節

日喜慶氣氛。 

20 人 區內人士 

(綜援或低收入人

士優先) 

本中心活動室 余偉文先生 

(2679 6433) 

免費 

03/02/2023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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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 區內人士  本中心活動室 余偉文先生 

(2679 6433) 

免費 



互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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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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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疑難



